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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100年─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史特展
■時間：8/9起

■地點：1F大廳、臺灣歷史走廊

本館從1914年創設以來，隨著時代變

遷，歷經多次更名，2013年改制更名為

「國立臺灣圖書館」，展開館史上全新的

扉頁。今年8月，本館即將迎接建館100週

年，為使讀者認識本館100年來的發展歷

程，進而了解臺灣公共圖書館史的變遷，

特辦理本展覽。

「唯獨」臺圖的這100年，在臺灣公共

圖書館史寫下獨一無二的紀錄；也是「唯

讀」這100年，才能重溫公共圖書館一路走

來的步履足跡。我們找出多則精彩的館史

小故事，並復刻館史上的經典場景，帶領

讀者重返100年來的舊日好時光。在這國立

臺灣圖書館100年的璀璨時刻，歡迎您一同

溯回時光的源頭，細細撫讀圖書館的經典

扉頁。

「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

話語留聲─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

悠郵中山樓  

■時間：8/9～9/30

■地點：5F 特展室

為了擴大讀者對特藏圖書文獻的認識，也

為了擴大推動與深化臺灣學研究，更為了慶祝

100週年館慶，我們依循稀有性、珍貴性、未復

刻原則，精選館藏珍貴特藏，舉辦「百藏‧臺

灣」特展。其中，不乏超過100年以上的圖書

文獻，包括各種手稿、抄件，或是日誌紀錄、

調查書、報告書等圖書與文獻，如1669年何柏

（Herport）在瑞士伯恩以古德文出版的《東印

度旅遊見聞》原本，值得您到館一覽。

■時間：即日起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1895年以前，臺灣流通的語言主要包含漢人所

使用的福佬話、客家話、北京官話以及原住民各族

的語言。1895年以後，基於統治的需要，殖民政府

在臺推動日語教育，亦鼓勵在臺日人學習臺語，官

方與民間均出版日語教本和語言教學參考書供民眾

自修，而臺灣多元的語言環境和豐富的語料引起語

言學者的興趣，小川尚義等學者完成多部重要的語

言學調查和研究成果，期刊《語苑》則因發行期

長、編輯群網羅語言學者，成為日本統治時期最具

代表性之語學刊物。此外，通譯因應時代需要而成

為新興職業，臺人通譯則因較常接觸官方，其中，有一些人成為社會領導階層。

本次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旨在透過介紹語言類館藏，讓讀者認識臺灣豐富的語言

文化。

本質．轉化．變奏─蒲添生X3雕塑聯展
■時間：8/2～9/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一個家族連續三代獲得法國沙龍肯定，這

機率能有多高？蒲氏家族的雕塑藝術傳承，給

予我們最有力的見證。適逢國立臺灣圖書館100

週年館慶之際，辦理此特展共展出160餘件大

作，其家族特將獲獎作品如數借展，並有難得

一見的蒲添生油畫、粉彩畫一併佈展，堪稱藝

文大事，觀眾將可一飽眼福。

■開幕式：8/2（六）10：00

■系列講座：4F 4045教室

1.本質‧轉化‧變奏 蒲添生雕塑學x3/蒲浩明教授

時間：8/2（六） 14：00-16：00

2.從蒲氏三代看臺灣雕塑的發展/蕭瓊瑞教授

時間：8/17（日）14：00-16：00

3.蒲添生的古典雕塑藝術/黃光男教授

時間：8/30（六）14：00-16：00

■時間：8/14起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3樓國宴廳外長廊

您知道您每天幾乎都會所使用的新臺幣100元紙鈔

背面建築物圖案，即為陽明山中山樓嗎？為激發民眾

對於中山樓、國父及蔣公史蹟、憲政發展過程等之興

趣，配合本館百年館慶，特別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辦理「中山樓郵票常設展覽」，本展覽概分5大

主題，分別是歷史印記─中山樓、永懷領袖、行憲紀

念、總統就職、歡慶建國。將自103年8月14日起於國立

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

路二段15號）展出，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

與社區同樂

永安商圈好康地圖
■時間：8/1～8/31

■地點：1F 大廳圓形服務臺供讀者索取

讀者可至好康地圖之任一商家與「標誌卡」合影、於活動期間每週二至週日

AM11:00-PM20:00持影像到本館B2~活文化創意園區/活水印象咖啡館吧檯兌換「活動

摸彩券」。9/2於1F大廳抽獎，詳情請上本館百年館慶網頁。讀者出示好康地圖上之

『優惠券』於活動期間持本館借書證在店家享受相關優惠喔！

跳蚤文創市集
■時間：8/9（六）、8/10（日）

■地點：B2 展演廳(湘雲庭)

募集20組好鄰居共同愛地球、做環保，將家中用不到的居家用品整理乾淨，現

場交流，全家大小一同做一日環保志工。本活動需事先報名，請電洽活水文創園區

2231-8131黃小姐。

與讀者同慶 

文創與出版品特賣
為歡慶100週年館慶，當日(8/9)於本館一樓大廳近博愛門處舉辦出版品及文創

品特賣，出版品單本7折、套書 6折、文創品8折，機會難得歡迎大家踴躍選購。

國立臺灣圖書館100週年館慶系列活動
本館是臺灣最早的公共圖書館，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創立於大正3年

（西元1914年），是臺灣第一座公辦公共圖書館。本館館名歷經「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圖書館」、「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02年經

行政院核定，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館」，至103年邁入100週年。

103年8月9日建館100週年之際，除了歡慶臺灣百年好圕系列活動，中華郵政同

時發行了臺灣首枚以「圖書館」為主題的郵票，並於當天上午10點舉行國立臺灣圖

書館100週年館慶暨紀念郵票發行典禮，歡迎您來館和我們一起慶祝臺灣圖書館100

歲生日快樂！

書香慶百歲

書香傳百年‧閱讀新里程 ■地點：1F 流通櫃臺

自8/9起發行「100週年館慶紀念版個人借閱證」，歡迎讀者踴躍辦理借閱證。

書香慶百歲‧好書加倍借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7/1-9/30個人借閱證借閱冊數由5冊提高至10冊(借閱天數仍為30天)。

書香賀生日‧壽星換卡樂 ■地點：1F 流通櫃臺

8/9起，歡迎8/9生日之壽星讀者蒞館，持舊借書證免費換領「100週年館慶紀念版個

人借閱證」。

書香再遠傳‧好書慶團圓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於7/1-9/30歸還逾期圖書，停權處罰歸零。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書香100冊‧升級白金卡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於7/1-9/30持個人借閱證外借圖書達100冊以上者，可升級為「白金卡借閱證」，借

閱冊數提高為10冊。

書香自助借‧好禮跟著來 ■地點：各樓層自助借書機

1. 使用自助借書機借5本書並將借書收據投入抽獎箱者，即可參加抽獎(收據背面須

註明聯絡電話，始為有效收據)。

2. 每張借閱證限中獎1次，以先抽到獎項為準；得獎名單10月20日在本館入口網公布

並個別通知。得獎人應於11月底前，持借閱證親至櫃臺兌獎完畢，逾期視同放棄。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57、214(直)、綠2、橘2、板橋基隆線在捷運永安站下車(中和路)
227、275、304重慶線、304承德線、臺北三峽線在永安市場下車(永貞路)

5在中安街站下車(中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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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的傳說2 片長75分鐘 

■時間：8/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為迪士尼動畫「熊的傳說」續集！劇情描述從

男孩變身成大熊的肯尼和孤苦無依的小熊哥達，在冬眠

六個月之後，於綠意盎然的春天甦醒了，此時正是所有

動物忙著覓食和尋找伴侶的季節。在前往瀑布的途中，

早已和肯尼情同兄弟的哥達總是擔心肯尼會變回人類，

而妮塔也逐漸重拾往日笑容，此時肯尼必須做出最困難的抉擇。當然，所有人與

熊之間的抉擇，都必須聽從內心的聲音，這樣才能獲得大自然神靈的祝福！ 

消失的國王號  片長79分鐘  

■ 時間：8/2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靠近極圈、北歐的某個港口-舒適灣，是所有船隻

溫暖的家。某天，負責舒適灣海上安全的救生艇－伊利

斯接獲一項緊急指令，他必須立刻前往首都的大港灣搜

救指揮中心。從未離開舒適灣的伊利斯，懷著好奇心帶

著小飛前往，伊利斯能夠順利找到國王號嗎？這途中又

會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呢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

分鐘依序入場；因場地座位有限，僅提供64位取號者入內觀看。

《動物園道64號》系列影片 片長77分鐘 

■日期： 8/6 (三)、8/13 (三)、8/20 (三)、8/27 (三)

■ 時間：10：30-12：00

■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地點：1F 簡報室  

本系列影片曾榮獲英國最佳學齡前兒童類別動畫

獎、英國BBC電視台最受歡迎的兒童節目等殊榮；內容以

簡潔可愛的繪圖風格，巧妙地將人、動物和環境之間的

關係，編織成一個個充滿童趣和驚喜的故事。歡迎爸爸

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到圖書館，讓《動物園道64號》系

列影片陪著大家一起過暑假。

活動當日上午10：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

分鐘依序入場；因場地座位有限，僅提供前64位進場者入內觀看

普

普

普

親子影片欣賞 故事童樂會 聽故事時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閱讀動物的生命觀 
杜白（知名獸醫、動物中心醫院院長、《動物生死書》作者）

■時間：8/16（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在人生道路上，動物們是我們共修的伙伴。貓狗的生命大

約十多歲，所以從結緣的第一天，我們就得有這個體悟，必須

替動物善終。透過真正動物伙伴，其實也是協助自己穿越生老

病死的迷障，開啟智慧，將善緣化為成長的助力，為彼此的生

命加分。知名獸醫杜白醫師將以二十多年的臨床經驗，與現場

讀者分享對動物、對人的「醫身療心」中，所看到的生命觀。

跟著熊熊聽故事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8/06（三）△ 笨小熊趣事 / 慧民 阿姨

▽ 不要讓我一個人 / 繼英 阿姨

▼ 8/13（三）△ 老樹上的小鳥 / 秀鳳 阿姨

▽ 第一百個客人 / 慧民 阿姨

▼ 8/20（三）△ 大熊校長 / 慧民 阿姨▽ 當熊遇見熊 / 春梅 阿姨

▼ 8/27（三）△ 真的 / 秀鳳 阿姨▽ 好餓好餓的小白熊 / 慧民 阿姨

與作家有約

《競爭力在窗外》─校外教學，教會我47種能力

張道榮（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小老師)

■時間：8/2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小時候不太會讀書的張老師，成為老師之後將心比心，一

次又一次的帶學生出門冒險、認識世界。在他班上，校外教學

不是曇花一現的節目，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參觀，而是每個

月至少走出校門一次的班級經營主菜。多元的校外教學凝聚學

生感情、培養學生面臨環境的適應力、訓練學生利用各種交通

工具的移動能力，更在自由氣氛中開啟學生主動求知的動力

他，希望不只在教室讀萬卷書，更實際走出戶外的行萬里路，可以影響學生的未來與

生命。

兒童主題圖書展 陪著熊熊樂閱讀

■時間：7/1～8/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 時間：8/2（六）15：00-16：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 本館親子資料中心故事志工(第二組)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繪本童書園 故事手偶戲劇時間 

別怕!小黑熊!

臺灣學系列講座  

故鄉－灣生回家的故事

田中實加（文史工作者、導演）

■時間：8/23（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花、東一帶試行大規模的移民，

從1911年到1924年間，東臺灣建立了許多處頗具規模的移民

村，這些在日本接受西方文明洗禮後的移民，他們所發展出來的移民村落，也成為官

方推動建立農業經營模式的示範。1945年隨著戰爭的結束，日本人開始撤離臺灣，許

多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也就是「灣生」，被一批批地送回日本。日本人認為他們是

臺灣的日本小孩，不被日本人所認同，「灣生」二字變成了一個具有歧視意義的代名

詞。灣生，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暫時被遣返，他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一定還可以再

「回家」，回到他們所認同的出生地……「故鄉」臺灣。

主題電影院《樂齡人生 遇見幸福》主題影展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2014紀錄片行動列車■播放場次：10：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入場方式：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8/3(日) 拔一條河 片長104分 普

8/10(日)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 片長90分 普

8/17(日) 牽阮的手 片長140分 護

8/24(日) 當家花旦 片長94分 普

8/31(日) 跳舞時代 片長104分 普

2014新北市電影節巡迴影展

8/07(四)

桃姐
A Simple Life

本片榮獲第4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

女主角。一位生長在大家庭的少爺與自幼照顧自己長

大的傭人桃姐，一段觸動人心的主僕情誼。

片長118分 

8/14(四)

巴比倫之子
Son of Babylon

男孩未見過父親，老婦盼不到兒子。祖孫兩人的唯一親

人，被迫參戰後便音訊全無。直至美國推翻海珊，戰俘

陸續被救出，老婦便決定帶著孫子，跋涉千里尋親。

片長91分 

8/21(四)

遇見幸福 

Lucky

10歲的南非孤兒Lucky離開生長的村莊，來到大城市展

開新生活。冷漠的城市中只有一位印度女人對他伸出援

手，一段跨越年齡與國籍的心靈旅程即將展開......。

片長91分 

8/28(四)

機器老男孩

Robo-G

導演矢口史靖最新奇幻爆笑作品。一個七十歲的歐吉

桑幻化為不會變形與戰鬥、不會飛也不會合體工作的

機器人，竟意外變形出動成為全民狂熱新偶像！

片長115分 

■播放場次：8/1７(日) 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小芽的奇幻人生 The Odd Life of Timothy Green 

片長105分

詹姆斯與辛西亞結婚已久但卻無法生育，即使被醫生宣判無法擁有自己

孩子，他們依然不想放棄。夫妻倆將心目中幻想的理想孩子的個性和優

點都寫在紙上，裝進一個盒子，埋在後院。沒想到當天夜晚，一個全身

泥巴、小腿上還有樹葉的孩子突然出現在這個家庭......。 

★週四主題電影院同片連播兩場，請依下列時間憑【入場號碼單】入場。

　第一場13:45開放進場、13:55開放候補進場、14:00開始播映。

　第二場16:15開放進場、16:25開放候補進場、16:30開始播映。

★【入場號碼單】2場共128張，每週四開館後於二樓視聽櫃臺發放。請憑個人借閱證領取，每人

限領二張。若號碼單遺失，請依規定時間候補入場。

★本館保有上述使用規定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

★B1國際會議廳座位計有500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