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 放時間
展出時間：4/21～5/17

開放時間
樓層

樓層閱覽室別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展出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本次「如椽的健筆─館藏日治時期文學類書展」以詩歌、小說、民間

一樓

資訊檢索區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一樓

親子資料中心

9：00～18：00

9：00～17：00

性詩人有王松、籾山衣洲等人。同時隨著日人來臺，臺灣文壇開始出現和

一樓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歌、俳句。1920年代逐漸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白話文作品質量均增，也

二樓

視聽欣賞區

9：00～21：00

9：00～21：00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變、對休閒娛樂的需求增加而興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起。此外，日治時期文藝期刊包

二、三樓
四樓
四、五、六樓

自修室

7：00～23：00

有許多優秀的日文小說問世。
日治時期的民間文學採集持續至戰後，通俗小說則因人民生活型態改

《臺陽詩話》

含各級學校編行之校刊和校友刊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文學及文藝刊物等主題介紹文學發展情形。日治時期詩社蓬勃發展，代表

7：00～23：00

椽，音ㄔㄨㄢˊ。架在桁上用以承接木條及屋頂的木材。

物，以及各文藝社團發行之同人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

刊物。

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經歷的亦是台灣的

本次臺灣學研究書展將視角

交 通位置

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 , 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

轉向臺灣文學，期透過文士如椽
之健筆，欣賞臺灣文學之美。

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黃石輝（1900-1945）的
《台灣むかし話》

俳句《ゆうかり》

台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2009彩墨真情聯展

A．Hａ 上客了！

館藏客家資料特展
展期：3/3～5/31

地點：B1樂學室

地點：1F大廳

台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極力推動現代國畫在觀

什麼是客家人？客家人何時來臺？哪些是客

念上要跟隨時代，在創作上則注重啟發教學，激發

家的習慣？客家有什麼資料？有哪些是研究客家

個人藝術潛能，為藝術開創新面貌，發揮其才華，

的論述？這些，都可以在館藏珍貴史料及圖書裡

為傳統國畫增加厚實感與豐富色彩，期盼將傳統藝

得到更進一步的了解。

授指導之下，已體會到這個多元且解放的新時代，
拋棄自我拘束，題材不設限，海闊天空自由創作，
將心中美的感受呈現畫作中。用筆、用墨、用色自
如，即使普通的題材，也能表現出特殊的情趣與生
命力。
學會已成立近九年，不但在國內外的大小美術展覽競賽脫穎而出，更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9-11號，1930. 8.16

時間：5/2~5/14

術推到一個更加光輝燦爛的階段。會員在陳銘顯教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詩報》刊載「介紹各吟社近況」

有許多會員默默在社會上不乏餘力的積極推廣書畫活動與傳承。此次的聯
展，源於每位會員心靈的感性之作，希望以畫會友齊聚一堂，切磋琢磨觀
賞共享，並予鼓勵指教。

義民塚

客家族群幾乎佔全臺灣四分之一人口比例，無論從時間、來源、社會
關係、族群認同等意涵來看都值得我們重視與了解。本館特別自3月3日起
至5月31日止於一樓大廳規劃「A．Ha 上客了～館藏客家資料特展」，將
所典藏之古文書、線裝書、日治時期寫真帖及總督府舊籍等珍貴史料中有
關「客家」各方面豐碩的論述與研究成果呈現，並特別向石岡鄉立圖書館
及臺中縣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郭雙富先生商借展示客家服飾、日常用品及
農具等相關文物，期望館藏客家主題資料能廣為民眾認識，並吸引民眾認
識臺灣歷史，以推廣臺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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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片欣賞

1F簡報室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
時間：週日14：00

假日電影院

5/03(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瞎子阿木(原著：黃春明)／片長100分(普)

親 子活動

閱 讀活動

溫馨5月情「感謝家人，我想對你說…」

自然觀察與荒野保護探險系列

活動時間：5/2－5/31

B1樂學室

5/24(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三春記(原著：王禎和)／片長100分(普)

（2）活動期間，小朋友用A4影印紙，畫下心愛的家人彩色畫像（如：我的

卡」蓋章集2點。

溫馨5月情「阿嬤的大眠床」繪本說故事活動
5/2（六）

時間
上午10:00~11:00

時間：週二、週四14：30

地點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於84年6

地震是常見的自然災害，全世界每年發生芮

月25日，是一個由平凡百姓自發

氏規模M6.0以上，會造成災害的地震，自1900年

組成的環境保護團體，致力以全民

56,130次。世界上的地震80%發生在環太平洋地

參與的方式，透過自然接觸與教

震帶上，台灣地理位置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由於

育，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的工

自由參加

作。徐仁修先生所著作的自然觀察與荒野探險系列，作者用其一生的時間，

下午3:00~4:00

陳信美、古淑芬、 林淑卿、洪秀鳳、
陳雪蘋、陳惠茹

閔繼英、雷淑慧

莊淑珍、洪素娥、 劉緒娟、章寶英、
張慧民、林麗容

導讀會希望透過圖書及講者有趣的講述，讓民眾看到臺灣的自然風光及許多
B1樂學室

公益團體、個人默默付出的辛勞，進而引發大家對維護生態觀念的重要性。

5/07(四) 母親─榮獲入圍第32屆日本奧斯卡12項大獎／片長133分(普)
5/12(二) 身‧心‧靈─運動養生2／片長120分(普)
5/14(四) 我的父親母親 導演 張藝謀／片長89分(普)

板塊碰撞及隱沒，地震發生極為激烈頻繁，以歷史
紀錄來看，近百年發來重大災害的大地震已超過十
次，平均每十年就會有地震災害發生，可見地震對
於人類的傷害有多大。

本演講在教育民眾如何做好地震防災的工作，並介紹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展
示內容包括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毀損教室保存區、未來
防災教育館及重建紀錄館。科普內容有地震如何改變地球的面貌、斷層剖面--地震

的相關紀錄等，並有地心劇場、地震體驗劇場及生命洗禮之塔加深參訪者的印象。

故事媽媽說故事

自由參加

主 題書展

下午3:00~3:30

下午3:30~4:00

故事阿姨

故事阿姨

5/6（三）

劉緒娟

陳雪蘋

5/13（三）

閔繼英

林淑卿

5/20（三）

雷淑慧

洪秀鳳

隨著年齡的增長，您是否有血壓、膽固醇或三酸

5/27（三）

陳信美

莊淑珍

甘油脂過高的困擾？您平時的烹調習慣是否正確？您

日期

地點

2F新書展示區

食在健康
B1樂學室

臺 灣史話

時間：5/5～5/31

主講人：林文寶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時間：5月9日（六）上午10-12時

長壽、遠離疾病嗎？本次書展以養生食膳為主軸，內
容包含：「地球上最健康的150種食材」、「醫生沒

日期
5/9（六）下午
2:00-4:00

影片
怪獸電力公司(片長92分鐘)

地點
1F簡報室

B1國際會議廳

臺灣兒童文學的歷史與記憶

想了解食物的營養何以能不流失；如何飲食才能養生

影片欣賞

5/26(二) 身‧心‧靈─運動養生4／片長120分(普)

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請先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登錄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的技術、如何建造安全的家、如何保護自己幫助別人的防災知識與體驗及重建歷程

5/19(二) 身‧心‧靈─運動養生3／片長120分(普)
5/21(四) 想我們的眷村媽媽 導演 王偉忠／片長48分(普)

以來統計平均每年有120次，有感地震M3.0以上

的紀錄、地震的觀測、地震的能量、台灣島的誕生、建築結構的破壞、減震及避震

林冠琴

主題電影院

5/05(二) 身‧心‧靈─運動養生1／片長120分(普)

時間：5月23日（六）上午10-12時

將在各地的所見所聞，用文字、用攝影詳實的記錄，集結成冊分享出來。本

5/31(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第八節課(原著：汪笨湖)／片長100分(普)

保健影片系列／母親影片系列

5/3（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前助理研究員）

時間：5月9日（六）下午2-4時

媽媽…），貼於親子資料中心2樓「感謝牆」上，即可持「活動集點
5/17(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葫蘆巷春夢(原著：葉石濤)／片長100分(普)

主講人：侯文忠先生

（荒野保護協會主任）

於親子資料中心2樓「感謝牆」上，即可持「活動集點卡」蓋章集1

B1國際會議廳

地震遺址在科普教育上的利用

主講人：黃麗錦

（1）活動期間，小朋友在感謝小卡上，寫下對心愛家人的一句感謝話，貼

點。
5/10(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春雨(原著：鄭清文)／片長100分(普)

專 題講座

教的1001飲食宜忌」、「四季防癌養生餐」、「五色
蔬果健康全書」、「營養配對健康加分」、「真食物
的奧秘」、「健康腸道的排毒食方」、
「食物中的降糖藥」等，希望
藉此提供正確的飲食觀念，讓您
輕鬆擺脫文明病、慢性病，並擁
有健康的微笑人生。

報名方式/
1.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2.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
3.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www.ntl.edu.tw or tsrc.ntl.edu.tw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9
電子郵件報名：lot_ntl@mail.ntl.edu.tw

內容概要：
壹、前言
貳、兒童文學的界定
定義／台灣兒童文學的緣起
參、台灣兒童文學的歷史與記憶
一、書局
東方出版社／國語日報社／寶島出版社
二、雜誌
東方少年／小學生月刊／小學生畫刊／小讀
者
三、事件
兒童讀物寫作小組／高雄市兒童文學寫作協
會
教師研習會寫作班
四、人物
陳梅生
五、獎項
肆、結語
兒童文學100／兒歌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