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古藝集聯展

主題書展

溫馨五月情

■時間：5/3～5/15

■時間：5/3～5/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臺灣人眼中之墨西哥 攝影展

假日電視院

■時間：5/3～6/30
■地點：1F 大廳及歷史走廊

■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為讓民眾認識多樣的墨西哥風俗與文化，安排墨西哥商務簽證

篆刻名家梁乃予先生門下弟子所組成。

故在溫馨的五月中展出《一碗陽春麵的回憶》、《卡

文件暨文化辦事處展出「臺灣人眼中之墨西哥 攝影展」，由攝影師

會員散佈台灣及海外，最盛時期月課」
118期、「意古樓同門印集」4集、「詩
詞集刻」、「習鐫集」、「忻古藝集」

桑》、《好想再牽爸爸的大手》、《媽媽，謝謝您》、
《門內的父親》、《我的心肝阿母》、《多愛一公

等行世。梁老師以篆刻金石享譽台灣藝

分》、《女兒父親》、《背影》、《老爸給我的最後一

壇達半世紀，兼擅書法、國畫、漫畫、

份禮物》等書，藉由本次書展期能營造「孝親」氛圍，

文章，曾受聘執教於國立藝專（現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並於

創造親代、子代溫馨和樂的家庭關係。

中油公司、中國美術學會、勝大莊藝術學院、中華藝苑等處指導

陳璟鴻先生，於2007到2010年間在墨西哥工作、學習西班牙語及遊
覽見聞的攝影記錄。

5/22(日)八田與一

鏡頭不再瞄準這些刻板印象，他企圖拍出繽紛熱情的

片長90分
感動人的歷史詮釋之作！八田與一為發展臺灣的水利事業而鞠躬
盡瘁。臺灣西南的嘉南平原曾是一片不毛之地。水利工程進行某
日發生爆炸意外，許多人因而喪生。為了不使往生者白白犧牲，
八田矢志要完成此重要之水利工程。

墨西哥大師 薩維德拉 古典吉他音樂會

為追念，並發揚梁老師之藝術精神與生涯美德。展出內容，包括

■時間：5/5（四）19：00-21：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入場方式：18：30開放依序入場座位額滿為止；

中國傳統的書法、國畫、篆刻，加上現代的攝影，讓同門遊藝之
餘，陶冶性靈，以藝輔仁，樂活人生，藉此盛會，亦可分享親友
藝術的喜悅，意義深厚，尚請 各界同好不吝指教。

為尊重表演者及維護觀賞品質19：15後不得入場。
薩維德拉(HÉCTOR SAAVEDRA MIER)生於墨西哥

臺灣食在好滋味

5/12(四)

幸福便當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5/3～5/29

中奪冠。曾參與墨西哥主要的吉他盛會，亦多次受邀前往美國新奧爾良的洛約拉與杜蘭大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學演出。今年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再次安排薩維德拉來台巡迴演出；讓臺灣

全才教育與多元學習的辦校宗旨，於1995年成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區，同時具有多樣的地貌及融合了各種族群，這些特色使臺

立美術班，孕育多位優秀的美術、設計專業人

灣農業風貌多元、農產品豐富，也因此造就了臺灣特殊的飲食文化。此次書展聚焦可

才。如今，為扎根美術教育，特別邀請跨足美

以呈現臺灣農村風貌、各類特色農產品、各種族群的飲食文化以及馳名的臺灣傳統美

作為學弟妹的典範，並引領雙和區之藝文風

5/05(四)
爸，你好嗎？

1982年在大城自治大學(UAM)舉辦的首屆全國吉他大賽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現給在學的莘莘學子，冀望能傳承歷屆精神，

《五月溫馨傳情》孝親影展

■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音樂學院研習，師承薩拉斯(Alberto Salas)大師。

■時間：5/18～5/29

術各領域的優秀校友回歸母校，把所學精華呈

主題電視院



■ 地點：1F 簡報室

對於父親，除了背影你還記得什麼？張作驥魔幻寫實新作，十 片長107分
段最動人的父子關係。

城，受埃爾格拉(Juan Helguera)啟蒙，之後進入國家

墨•境 –永平美術班聯展

永平高中位處人文薈萃之永和區，為落實

片長116分
住在東京的倆兄弟，臺籍父親突然去世，為了實現爸爸的夢想，
決定帶著他的骨灰回臺灣… 本片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
原作係大正時期的伊豆，電影改設定為現代的臺灣，呈現一段融
合倫理與親情的尋根之旅。

是危險的國家，就是滿布乾燥沙漠及仙人掌，但他的

方式，期待讓大家認識墨西哥人們心中的熱情。

今年適逢梁老師85冥誕暨仙歸10週年紀念，同門咸以永懷



一般人從新聞或美國電影中認識的墨西哥，如熾

手環或路邊的民宅都有色彩鮮明的裝扮，出色的表現

師恩的心情，期待舉辦這次師生藝術展，同時出版展出專輯，以

道

■ 地點：1F 簡報室

陽、沙漠、仙人掌都是電影中拼湊的墨西哥，似乎不

墨西哥。在陳璟鴻的鏡頭下，不論是在街頭販賣編織

書法篆刻。

5/08(日)軌

甘巴茶

食。展出圖書包括《復得返自然：名人與臺灣農村的交會》、《參山美味百饌》等，
期藉由書展向大眾介紹臺灣農業及飲食文化，並呈現政府出版品之獨特價值。

民眾欣賞大師在“思鄉！拉丁美洲的鄉愁”與“俘虜”兩張唱片中，反映當代拉丁美洲吉
他風貌的曲目。

墨西哥戶外花毯嘉年華
■時間：5/7（六）、5/14（六）16：00-17：00

5/19(四)

每一道菜的歡笑與淚水，都是生命中的驚喜…，日本國民漫畫
片長107分
改編，取材自真人真事。

一個30歲卻只有七歲智商的父親，他要如何爭取七歲女兒的監 片長132分

他不笨，他是我
護權？……
爸爸

5/26(四)

在沒有退路的選擇中尋找幸福....小凡亞夢想有一天能親口對

尋找幸福的起點 媽媽說聲：「我愛妳!」

■地點：1F 大廳
■參加辦法：無須報名，現場自由參加(現場有專人導覽解說)。
想感受一下什麼是墨西哥的熱情與奔放嗎？那您千萬不能

潮。

錯過這次的墨西哥戶外花毯嘉年華，本活動由世界宗教博物館與
本次展覽規劃以水墨創作為主題，特別商
請第七屆校友侯彥廷先生與第11屆校友楊智淵
先生，藉由兩位永平美術班前後期畢業校友聯

影片欣賞

百善孝為先，一切之善都是從孝及感恩心開始，

展覽

忻古藝集成立於民國72年，為書畫

日本

本館合辦，您只需運用簡單的工具及圖騰模版，也能輕鬆揮灑色
彩，完成美麗無比的花毯！
墨西哥瓦曼特拉城的「花毯藝術」享譽國際，每逢當地最盛

合展出--「墨•境」特展。藉由水墨作為媒

大的慶典「聖母升天節」，在那瘋狂不眠夜裡人們會以七彩布旗、花籃及燈綵裝飾街道，

材，洞觀我們所處的環境，表現出實象外的另

用彩色的碎木屑鋪設長達幾公里絢爛繽紛的花毯，迎接聖母遶境。而遶境花毯的創作也具

一種意境。作品取材於生活，卻也呈現出他們

有將社區居民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意義，透過集體參與創作的過程，大家共同見證這「短暫

對生活的個人觀點與對水墨的自我詮釋。

的藝術」，歡迎大家一起來享受歡樂的週六午後時光，參與這難得一見的異國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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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
★圖書館提醒大家依影片分級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片長96分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地點：B1 樂學室

主題：Sweet Family溫馨我的家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下半場15：30-16：00

▼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5/07（六）這是我的 / 黃淑娥、陳月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

世、李嘉福、溫淑貞、許庭莉

5/04（三）△幸福的大桌子 / 邵源源

5/21（六）蚱蜢旅遊記 / 繪本童書園全

▽地鼠伯伯的新房子 / 曾婉妤
▼

體故事志工

5/11（三）△小熊包利刷牙記 / 林麗容、洪素娥

▼

5/18（三）△壺家的新衣服 / 曾琬妤

▼

▽女王，請聽我說 / 林秀麗

5/25（三）△我永遠愛你‧最漂亮的相片 / 林冠琴

▽男孩家的小訪客 / 溫麗貞

親子影片欣賞

▽朱家故事 / 章寶英

片名：超人特攻隊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機會

陳俊志（本書作者）

簡又新（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基金會董事長）

■ 時間：5/11（三）14：00～16：00

■時間：5/14（六）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始自陳俊志獲得2006年台北

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造成極大的衝擊，近年來極端氣

文學獎「文學年金」的寫作計畫。他的父母因債務問題遠

候橫行，世界各地暴風雨、洪災、旱災、大雪等災難頻

走美國，包括作者在內的四名小孩則留在台灣。他追溯自

傳，而許多小島國家也面臨了海水上漲的危脅，而更進一

己離散台美兩地的家族記憶，親見一個低階台美移民家

步的延伸到水資源及糧食不足的經濟問題。二○○九年聯
合國開始催生全球綠色新政，展開經濟社會及能源環境的
大變革，也帶來了國家社會發展的新機會。

庭的興衰，以家寓國，打造了一則台灣移民離散的時代寓
言。
身為家中的同性戀長子，陳俊志深具性別意識地回顧了家庭裡的種種愛很情感糾
結：原本芳華盛開的美麗母親為了扶養四名子女，到美國展開長達三十年的女工生
涯；父親見證沖印產業興衰、大起大落的一生；正值青春期的姐姐意外猝死；有養育

臺灣學系列講座

恩情的姑姑們重情仗義，卻也難逃父權壓迫；難以公開的同性情人竟和親妹妹牽扯

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

出三角戀情……寫來句句血淚，文字華麗而蒼涼，作家朱天文直呼「動人，真是動

片長：116分鐘（普遍級）

人」，李昂亦將陳俊志類比張愛玲，足見其在文學上的重量。

時間：5/14（六）14：00開始放映

陳鴻圖（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時間：5/14（六）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電 子 資 源 推 廣 」 課程
■ 時間：14：00～17：00
■ 地點：1F 簡報室
■ 對象：歡迎想認識與使用本館電子資源的民眾免費參加
（課程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29265415

2.電話報名：29266888轉2105 吳小姐

3.網路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
「丫呼~這是我的家」書展
展出與主題相關的兒童繪本及童書，讓小朋友與家長一起共

期

課 程 內 容

■ ■

讀，感受溫馨的家庭閱讀氛圍。
日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新住民閱讀推廣活動

■ 地點：4F 4045教室

緬甸圖書導讀活動

水利系統登錄世界文化遺產」活動，烏山頭

楊仲青（緬甸歸僑協會華語文學習講師）

水庫有何歷史價值可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 時間：5/22（日）14：00～16：00

您知道烏山頭水庫是嘉南大圳的一部分嗎？

■ 地點：4F 4045教室

「八田來了！」這句電影卡通台詞除了意謂

介紹有趣而實用的緬甸文圖書，並說明如何免費辦理借
書證和圖書外借。

2009年臺灣民間成立「推動烏山頭水庫

著嘉南大圳的興建和嘉南平原的變化外，亦
代表著臺灣人初期的不屑和後來的感恩。為
何興建嘉南大圳？建造後的影響為何？臺
灣人又為何叫它「咬人大圳」、「水害組
合」？且聽講者娓娓道來八田與一和嘉南大
圳的故事。

日期：5/3～5/29

八田與一全家福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一般綜合期刊、親子共讀電子書等主題：CEPS中文
5/4（三）

電子期刊服務、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長晉電子
圖書繪本、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

挑 戰 未 來 公 民 ： 民主法治素養系列講座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法律、商業、時事與美語課程等通識主題：月旦法
5/11（三）

關維忠（律師）

學知識庫、商業周刊、經理人月刊、Taiwan News、

■ 時間：5/18（三）14：00～16：00

AMC空中美語

■ 地點：4F 4045教室
政府機關的設計與分工來自民眾與社會的需求。

講座

地點：B1 樂學室

日期：

親子活動

時間：15：00-16：00

與作家有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