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藝饗－嘉義 塔山 林國治 巡迴畫展(3)

唯讀100年─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史特展

2014公視PTS假日電影院

■時間：10/1～10/12

■時間：即日起

■ 地點：1F 簡報室 ■ 播放時間：下午2:00起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1F大廳、臺灣歷史走廊

名，2013年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展開館史上

最美麗的驚嘆號。畫家寄寓多情的還有風姿綽約

全新的扉頁。今年8月9日為本館建館100週年館慶，為使讀

的田野風物、韻味濃烈的人物以及簡約凝練的靜

者認識本館100年來的發展歷程，進而了解臺灣公共圖書館

物畫作，生命力豐沛，創造生活美學的大觀園。

史的變遷，特辦理本展覽。

本展覽是新北市教育局103年藝術月唯一一場藝術家個展，除民眾之外也特別
邀請國小學生親臨這場藝術饗宴。

「唯獨」臺圖的這100年，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史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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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玉明油畫個展

數到第365天

10/12(日)

1.靜岡的農業心種子

片長133分
全片由真人真事改編，棒球選手傑基羅賓森在美國職棒布魯克林道

2.新加坡的魔力廚房

政府出版品電影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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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日)

2014青春影展得獎短片精選

主題電影院《運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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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話語留聲─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

理念，歡迎同好先進親臨這場藝術饗宴。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老照片講故事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照片老了，老老的照片想訴說往事。老照片用一身的斑

1895年以前，臺灣流通的語言主要包含漢人所使用的

駁、塵埃與褪色娓娓說出那些即將被遺忘的過去，唯獨有心

福佬話、客家話、北京官話以及原住民各族的語言。1895

人，才能聽見它叨叨喃喃的絮語……早在1860至1870年代，

年以後，基於統治的需要，殖民政府在臺推動日語教育，

歐洲人便越過黑水溝，拿起方形的金屬器材，將美麗之島和島上之民攝於鏡頭內，攝

亦鼓勵在臺日人學習臺語，官方與民間均出版日語教本和

「百年榮耀．幸福金門」建縣一百年史蹟特展活動

影及照片由此與這座島嶼產生聯繫。接著到來的日本人帶來新技術，照相成為達官顯

語言教學參考書供民眾自修，而臺灣多元的語言環境和豐

貴的新玩意，直到寫真館林立及相機價格平民化，才變成尋常百姓家的生活常見品。

■時間：10/14～11/02

富的語料引起語言學者的興趣，小川尚義等學者完成多部

春秋寒暑，隨著時光流轉與國家發展，金門諸島已經從
反攻前哨的戰地禁區蛻變而成多元觀光新地標，這是金
門發展史上值得紀念與慶祝的里程碑。
回首前塵，時代交付給金門的險阻與苦難，金門人
秉持一貫的堅毅性格，承受並且成就了值得驕傲與感念
的輝煌年代，這是島鄉子民共有的文化遺產和光榮記
憶！且讓我們一步一腳印，綜覽百年大事紀，同時對應
世界平行時空，穿梭歷史迴廊。

法」身亡、母親過度傷心而相繼過世，讓深受打擊的他
放棄游泳，過著漫無目的的日子。直到父親的好友在錫

片長118分

鼓勵他加入體育學校的游泳隊，他才因此遇見兒時的競

故事描述曾經叱吒體壇的前任足球員金元光，當他在東

10/09(四)
帝汶看到了一群赤腳踢球的孩子，決定把自己對足球的
赤腳夢想
熱情與知識，傳承給這些孩子，並成立了東帝汶第一支
A barefoot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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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時嶄新的照片經過歲月積累，化為老老的照片。本次主題書展選擇「老照片講

片長120分

青少年足球隊……。

■時間：10/1～10/31

郎(1871~1945)所倡導~臺灣鄉土人文很美，要多表現的

金門自民國四年(西元1915年)建縣至今，歷經100個

曾是游泳冠軍的元日因父親在職業泳賽中使用「屏息游

爭對手佑相，重新燃起了比賽的鬥志。

莊玉明油畫個展以表現臺灣鄉野風韻、原住民人文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10/02(四)
屏息
No bre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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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4F 雙和藝廊

美，常是作者表現的題材，呼應臺灣繪畫導師石川欽一

分隔的棒球政策將永遠改寫......。

■ 地點：1F 簡報室 ■ 播放時間：下午2:00起

■時間：10/15～10/29

及印象主義風格相關題材為主。臺灣鄉野及原住民之

奇隊總經理布蘭奇瑞基(哈里遜福特飾)的堅持之下，被簽進美國大
聯盟，成為美國職棒大聯盟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球員，黑白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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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風華

10/05(日)

影片欣賞

畫筆，展露塔山的雄偉、堅毅與渾厚，造就地表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傳奇42號 The true story of a sports legend

展覽

塔山是阿里山的主峰，林國治以質樸有力的

本館從1914年創設以來，隨著時代變遷，歷經多次更

■ 播放場次：10/19(日) 下午2:00起

10/16(四)
林書豪旋瘋
Linsanity

本片介紹了林書豪從小到大的人生重大經歷，包括他的

10/23(四)
乒乓永遠OK
Ping pong

3500位阿公阿嬤寶刀未老爭奪世界桌球冠軍，臺灣阿公

10/30(四)
逗陣ㄟ
Get together

7歲的劉亮亮成長於七零年代臺北的一個小小的眷村。古

家庭與虔誠的基督教信仰，當然也少不了2012年2月那個

片長88分

發生在林書豪身上的「奇蹟」……。

用一支小小的兵乓球拍征服了全世界，他們用無比的熱

片長80分

情與毅力，告訴全世界：兵乓永遠OK啦！……。

靈精怪的她有著一雙飛毛腿，在一場火燒車意外中，亮

片長122分

亮為救出小朋友們，自己卻陷入了昏迷。此時她小小的
心靈中，想的卻是參加全國第一屆的馬拉松大賽……。

故事」作主題，以臺灣各地方所蒐集的照片為經，以攝影家所拍攝的地方影像為緯，
一幀幀的老照片將引領我們走進時光隧道，懷舊憶往、鑑古思今。

為新興職業，臺人通譯則因較常接觸官方，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其中，有一些人成為社會領導階層。本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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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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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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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運動與保健

臺灣學系列講座
米與臺灣社會

■時間：9/2～10/12

李力庸（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 時間：10/4（六）10：00-12：00

時間：10/11（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B1 樂學室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作！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存在你我身邊的戰爭，站在正
義立場的一方誓言保護自然；但邪惡的另一方，卻處心
積慮地想要摧毀大地之母。當一名天真的少女無意中進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 ▼

藍天工作室繼【冰原歷險記】系列後，最新精彩傑

10/01（三）△我是冠軍蟋蟀 / 麗貞 阿姨▽ 小螞蟻變變變 / 素燕阿姨
10/08（三）△▽法布爾昆蟲記：囂張的勇士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10/15（三）△兩隻壞螞蟻 / 春梅 阿姨
▽蚊子的聲音：相互協助的學習 / 琬妤 阿姨

才能拯救他們的世界，以及我們所居住的美麗家園。本月第一場親子影片欣賞為

▼ ▼

入了這個小宇宙，她發現，唯有運用她的智慧結合這群
地底英雄的力量，加上他們各自擁有的可愛詼諧天性，

▽下半場15：30-16：00

隨著現代化生活型態的改變，落實生活品質與促進身體

米，不僅是臺灣人的主要糧食，在清代更是重要的

有效能，因此藉由展出相關主題圖書，希望讀者能由書中專

商品；因為米穀生產貿易，成就了臺灣社會的富庶。日

業及正確的知識，開始學習並將運動與保健落實於生活中。

本統治時期，稻米品種與耕作技術改良相當成功，而其

10/22（三）△小蟲蟲的金牌夢 / 信美 阿姨▽ Aaaarrgghh, spider! / 繼英 阿姨

改良推廣乃透過與臺灣社會階層息息相關的農會組織完

10/29（三）△好忙的蜘蛛 & 延伸活動 / 寶英 阿姨

成。臺灣與朝鮮米同時大量輸出日本，曾造成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因此以米穀自治

您帶來這部精彩的動畫電影，歡迎您到館欣賞喔!

■ ■

食破天驚2 片
 長95分鐘

■ 地點：4F 4045教室

健康為必然的趨勢。運動對於促進健康、疾病預防及復健具

管理法限制殖民地米輸出日本。臺灣米商一向活躍、自主，不僅與日商競逐，甚至為
了米穀貿易赴日請願，是日本統治時期特殊的社會運動。戰爭時期，臺灣總督府藉由

普

糧食體制重新整理、控制米界。因此，米的生產流通，不僅是經濟，也是社會與政治

時間：10/25（六）14：00開始放映

問題。

地點：1F 簡報室
在第一集發明出食物製造機的富林，即使之前的發

與作家有約
《中西醫併治夾擊乳癌》

明帶來許多問題和麻煩，但他想成為偉大發明家的夢
想依然不變。富林因為之前解救了食物危機，名氣漸漸
最頂尖的發明團隊，猶如夢想成真。然而，就在他得知
那台專門製造麻煩的食物製造機還在持續運作當中的時
候，他感到他的心跟他的夢一起碎了……。

兒童主題圖書展 神祕昆蟲事件
■ ■

響亮起來，連偶像阿奇師都出面邀請他，請他加入全球

時間：10/1－10/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嗡嗡嗡……唧唧唧……啾啾啾……神祕的昆蟲世界充滿

本月第二場親子影片欣賞將播映這部精采的動畫電影，歡迎親子一起到館欣

賈愛華（陽明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青少年主題書展
青少年尬科學：天文‧生物‧地科‧綜合

■ 時間：10/24（五）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資深的生理學教授賈愛華，被確診為乳癌後，清楚知

了多樣化的生命形態，有許多奇妙的知識值得我們去探索。

■時間：9/2～11/30

賞喔。

道將面臨西醫療程的每一個步驟，她不想這樣辛苦，於是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昆蟲為主角，展出一系列精彩繪本，歡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尋求了中西醫整合治療來自救！賴榮年醫師認為：西醫不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檯領取號碼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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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優先取票。

迎大小朋友走進圖書館，重新認識不一樣的蟲蟲面貌。

★（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
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時間：10/4（六）14：00-16：00

活動講師：李盈潔老師主講(臺北市西湖國小歌仔戲社團
指導老師)、西湖國小學童示範演出
活動內容：歌仔戲之起源介紹、曲目演出-「山伯英台之
草橋結拜」、「陳三五娘之益春留傘」、唐詩
歌仔戲教唱、舞台道具介紹、觀眾體驗八角巾
對象：歡迎親子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論是手術或化放療，無一不是在對身體進行「大破」的除

知識，本次書展參考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所推薦

惡務盡，而中醫隨行的整合併治，是戰時補給，戰後「大立」的體能重整。為讓病人

的科普好書，展出天文、生物、地科及綜合等類別的科學好

能得到更好的治療模式，中西醫應該棄門戶之見，攜手合作。

書。展出圖書包括「臺灣科學社群」、「天文觀測的第一本

乳癌的病患因接受密集檢查及治療，產生很多身體的不舒服症狀；有些是跟癌症

書」、「颱風」……等，期待藉由書展推廣青少年閱讀科普

本身有關，有些則是跟治療後所產生的新症狀有關；所以病人一定要懂得該如何對治

好書。

並融入生活中，因此很多的生活習慣改變勢在必行！

2014年「樂齡學習e起來」powerpoint入門班

地點：B1 樂學室

繪本童書園 超神奇糖果舖
■ ■ ■ ■ ■

■ ■

唱戲學台語 兒童歌仔戲講座

為了提高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與學習興趣，並增長科學

時間：10/18（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 對象：55足歲以上讀者，並具備電腦基礎能力。
■ 時間：10/21（二）、10/28（二）、11/4（二）9:30-11:30
■ 地點：2F 電腦教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本活動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於10/14（二）起，攜帶身分證正本，親自至本館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1F圓形服務臺報名。為維護學習權益與鼓勵學習不間斷，報名時須先繳交保證金新臺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幣500元，全勤者於最後一堂課辦理保證金退費，上課時請勿遲到早退。
洽詢電話：02-29266888分機3108賴小姐。

講座

故事童樂會 蟲言蟲語說故事

親子活動

■ ■

親子影片欣賞
森林戰士 片
 長10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