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館慶系列活動

8.9
開放時間
樓層

樓層閱覽室別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本館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圖書館，成立於西元1914年。為歡慶95
六樓

非書資料區（輿圖與縮影資料）
臺灣學研究中心

五樓

9：00～21：00

9：00～17：00

西文期刊合訂本區
中日文期刊合訂本區、參考書區

9：00～21：00

雙和藝廊

9：00～21：00

自修室

8：00～22：00

人文藝術暨社會科學圖書區

9：00～21：00

四樓

三樓

二樓

樂齡區、視聽欣賞區
科技暨外文圖書區
辦證櫃檯、借（還）書櫃檯

9：00～21：00

9：00～21：00

親子資料中心

9：00～18：00

9：00～17：00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資訊檢索區、期刊室
一樓

9：00～21：00

歲生日，我們邀請您一同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生日慶典！館慶（8月9日）

文字與非文字的交錯─臺灣懷舊蒐藏特展

當天，您可以帶小朋友來玩紙藝創作，或到一樓大廳人像素描留下回憶，再

時間／8.9～8.30

地點／4F雙和藝廊

逛逛各樓層精心策劃、主題多元且內容豐富的特展，保證讓你收穫滿滿，之

本次展品由臺中縣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郭雙

後在炎炎夏日午后欣賞戶外琴韻悠揚的采風樂坊表演！我們還設計了一系列

富提供，包含當時各種圖文並茂的廣告、申請書、

館慶紀念章，等你來蒐集喔！

證書，或是曆書、地圖、交通時刻表及紀念章等，

人像速寫

內容包羅萬象。本特展並首次展出郭理事長珍藏之

邀請復興商工免費為民眾人像速寫

陳澄波、楊三郎、林玉山等畫家少見於世的珍貴畫

時間／第1場9：30～12：00

第2場14：00～17：00

地點／1樓大廳

作，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閱玩紙藝DIY
邀請樹火紙博物館帶領小朋友了解紙的故事及手工書的製作。
時間／8.8（1-3年級）8.9（4-6年級）9：30～12：00（需事先報名）

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特展
時間／8.1～11.29

地點／B1樂學室

以紙藝DIY及科學動手做為主題，依圖示作答，答題卷請投至「創意FUN手
做信箱」，答對者可參加抽獎。

地點／5F特展室

圖書，因裝訂而開始生老病死的旅

「猜猜創意Fun手做」有獎徵答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程、亦因裝訂而有了回春續命的機會。
本次特展將展出本館裝訂室相關文物檔
案、不同時期所典藏的書籍以及圖書修

歡喜逗陣聽故事—喵喵星光大道

護的成果。在這些遺落的片段中，看見

由親子故事媽媽團隊演出

裝訂的繽紛丰采。

時間／15：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琴韻悠揚仲夏音樂會
時間／17：00~18：30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講座1

古籍線裝書沿革考暨線裝書製作
時間／8.1 13:30～17:30

地點／戶外樂山區（遇雨天則改B2湘雲庭演出）
講座2

勉勵與期許

地點／B1樂學室

劣損圖書的基本修護與裝訂
時間／8.22 13:30～17:30

地點／4F 4045教室

於一樓臺灣歷史走廊展出各界對圖書館的勉勵及期許

■捷運 南勢角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日）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95週年館史資料特展

凡與聖的對話─館藏日治時期宗教類書展

時間／8.4～9.27

時間：8.9～10.11

地點／1F大廳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本館發展過程中迭經更名及改隸，透過珍貴

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因總督府宗教方針的轉變各時期有不同的發展。

的檔案、照片與文物的展示，可以瞭解這所臺灣

本展將相關館藏分為「臺灣傳統宗教與民間信仰」、「神道」、「日本佛

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圖書館，在各個時期的重要發

教」、「基督教與天主教」及「皇民化時期的宗教活動」等五項，藉此呈現

展軌跡以及逐漸茁壯的艱辛歷程。

各個宗教在日治時期的變遷。

影片欣賞

親子活動

假日電影院
金獎導演動作鉅片

故事媽媽說故事

時間／週日 14：00起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日期 片名

簡介／片長

8.2

功夫

金像獎最佳導演周星馳自編自演武打喜劇力作！／99分(輔)

8.16

投名狀

金馬獎最佳導演陳可辛改編滿清四大奇案【刺馬】力作！／
126分(輔)

與作家有約
由親子資料中心故事媽媽團隊主講

時間／第1場15:00-15:30 第2場15:30~16:00 地點／B1樂學室
8/05（三）洪素娥、張慧民

8/19（三）陳雪蘋、古淑芬

8/12（三）章寶英、劉緒娟

8/26（三）雷淑慧、莊淑珍

暑假週日說故事活動

8.23

赤壁

亞洲一流巨星共襄盛舉，金馬獎最佳導演吳宇森傾力之作！
／145分(護)

8.30

赤壁2：決戰天下

草船借箭、天燈傳軍情...電影的重磅場面悉數展開！／142
分(護)

時間／15：00~16：00

由本館第8期故事媽媽培訓班學員主講

地點／B1樂學室

書名／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時間／8.15（六）14：00～15：30

專題講座
張蕙芬（本書作者）
地點／B1樂學室

為了讓生活在台灣的人對周遭的大自然有

8/16（日）陳金鴒、李春梅、林冠琴、張素梅、湯璧瑛
8/23（日）施佩婷、古淑芬、楊守婷、林麗容、雷淑慧、陳惠茹
8/30（日）李島娟、胡馨文、許文珍、許淑玲、陳麗瑤、張雅茜

時間／14：00~16：00

灣藝術的發展脈絡，回應政治、經濟、社會變遷下，人文的關懷視

均適用的「100堂都會自然課」，讓大家願意重

野的變動與移轉。

新看待大自然，使人人聽得見大自然的心跳，讓
生活在台灣的人再一次認識這塊土地的生物。

臺灣族群基因的研究林媽利（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人類學組主任）
時間／8.15（六）10：00~12：00

書名／希望教室—

教孩子一生最受用的36種能力
時間／8.22（六）14：00~16：00

蘇明進（本書作者）

地點／B1樂學室

第二十五回 孤立的猛將
第二十六回 亂世伏龍孔明

日期 片名

簡介／片長

8.7

夏日時光

一部充滿回憶與懷舊、很迷人又很有趣的親屬關係電影／片長102
分(普)

8.14

河童之夏

沉睡許久的河童與小男孩的特別夏日時光即將展開！／ 片長138
分(普)

8.21

心的方向

主角退休後失去了生活重心，於是他決定展開一段尋找自我之
旅！／片長124分(輔)

8.28

這不只是一個9歲小女孩的成長，更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片長
95分(普）

主題書展

第二十八回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夯！網路文學

第二十九回 會古城主臣聚義

時間／8.4～8.30

第 三十 回 官渡之戰
第三十一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茉莉人生

筆」，許多老師會去「找能量」，而家長更去

第二十七回 皇叔敗走投袁貂
8.14（五）動畫片；三國誌

第三十二回 單福新野遇英主
8.21（五）動畫片；三國誌

第三十三回 元直走馬荐諸葛
第三十四回 三顧茅廬
第三十五回 望坡軍師初用兵
第三十六回 諸葛亮火燒新野

8.28（五）動畫片；三國誌

地點／4F 4045教室

一、臺灣是個多元族群融合的新社
會：1.原住民 2.舊住民 3.戰後
新移民 4.新臺灣之子

孩子36種能力與品格的老師！

8.7（五）動畫片；三國誌

臺灣學系列講座

二、臺 灣 原 住 民 、 閩 南 及 客 家 族
群、平埔族的基因結構
三、族群大熔爐「臺灣人」

業中，以生動有趣的遊戲或活動，自然而然教會

主題電影院
樂齡vs.青少年
地點／1F簡報室(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場)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找方法」。他同時是一位擅長在生活中、在課

8.8（六）汽車總動員（片長121分鐘）

時間／週四 14：00起

時間／8.22（六）10：00~12：00

自二十世紀初期的現代化耕耘至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現象，台

他超高人氣的部落格裡，除了孩子們去「練文
地點／1F簡報室

黃光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篩選出都會與郊區生活

蘇明進是一位不吝分享教學的老師。在

親子影片欣賞

社會發展與臺灣美術

嶄新的認知，大樹張蕙芬總編輯特別企劃製作了

8/02（日）陳雪蘋、陳信美、吳月容、陳翠宜、李妙真、夏怡芸
8/09（日）親子資料中心故事媽媽團隊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第三十七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第三十八回 趙子龍單騎救主
第三十九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9
■電子郵件報名：lot_ntl @mail.ntl.edu.tw

■以上活動詳情請參考本館網站www.ntl.edu.tw

地點／3F新書展示區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BBS至部落格的分享，令青少年所風靡，
網路文學則成為此熱潮下的特殊文化產物，本次書展集結多位網路作
家的知名作品，相信能在這個暑假，讓您享受網路文學的愛戀。

■公務人員可上網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親愛自然—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成果大眾講座
與火山做朋友—親近火山.欣賞火山.敬畏火山
林正洪（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8.2（日）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與植物做朋友—讚嘆陽明山森林之美
廖啟政（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8.23（日）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第 四十 回 孔明用計激周瑜
報名方式／請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頁www.ymsnp.gov.tw下載報名表並mail回傳（每場講座名額6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