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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時間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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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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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樓層閱覽室別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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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二樓 視聽欣賞區 9：00～21：00 9：00～21：00

二、三樓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四樓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四、五、六樓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自修室 8：00～22：00 8：00～22：00 April

第一梯次「電腦基本操作」 第二梯次「網際網路運用」

課程大綱

1.電腦軟、硬體的種類

2.Windows與滑鼠操作

3.鍵盤與打字指法練習

4.檔案觀念、基本維護

5.電子賀卡製作

1.網際網路基本認識

2.網路安全

3.郵件帳號設定與收發

4.網路搜尋技巧

5.網路資源好康報

上課時間
4月17日（星期五）

上午9：30-11：30（2小時）

4月24日（五）

上午9：30-11：30（2小時）

授課教師 楊憲民（專業電腦講師）

上課地點 本館2樓電腦教室

計收人數 18位學員/梯次

報名方式：3/30-4/10於2樓視聽櫃檯報名，額滿為止。

世界書香日科普閱讀月系列活動

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5年訂定每年4月23日為「世界讀書及版權

日」，且本（2009）年，又適逢物理學家伽利略發明望遠鏡400週年及進化論之父

達爾文誕辰200週年；因此，本館特以「科普」為主題舉辦一系列靜態及動態的閱

讀科學推廣活動，期藉此讓大、小朋友從閱讀及動手做中發現科學其實很生活。

名稱 內容 日期 地點

科普影片欣賞 
播映侏羅紀公園1-3、達爾文之

島、蜘蛛人等科普類影片
4月份每週四下午2:30

1樓
簡報室

科普的奇幻
世界主題書展

展出本館有關「科普」圖書 4/7～5/3
2樓新書
展示區

壽星
辦證送好禮

當月壽星持身分證明文件至本
館辦證，即可獲得壽星禮1份

4/1～4/30
1樓

流通櫃檯

好書交換活動

民眾於收書期間將欲交換圖書
送至3樓服務台換好書記點卡

收書時間：4/14～4/24
下午1:30-4:30
晚上5:30-8:30

3樓
服務台

換書當日憑好書記點卡至B1文
化走廊換書

換書時間：4/25（六）
上午10:00-下午4:00

B1
文化走廊

達爾文與達爾
文革命講座

主講人：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4/18（六）
下午2:00-4:00

B1
國際會議

廳

名稱 內容 日期 地點

親子嘉年華

「生活科學列車」主題圖書展 4/7～4/30
親子資料
中心2樓

「報報科學家」海報展 4/7～4/30
親子資料
中心2樓

「科學金頭腦」有獎徵答 4/18～4/26
親子資料
中心2樓

「樂讀科普集集樂」
1.科學知識牆：讀寫科普集點樂
2.參加科普活動集集樂

4/7～4/30
親子資料
中心2樓

「科學故事小劇場」
4/18、19（六、日）
上午10:30-11:30

B1樂學室

「創意科學體驗營」

4 / 1 9 （日）、 4 / 2 5
（六）下午 2:00-5:00
4/26（日）
上午 9:00-12:00

B1樂學室

「創意科學體驗營」園遊會暨
成果競賽

4/26（日）
下午2:00-5:00

戶外
勵學廣場

「飛入科幻動畫世界」
兒童電影欣賞

4/11（六）巧克力冒險
工廠
4/18（六）瓦力
4/25（六）E.T.外星人
下午2:00-4:00

1樓
簡報室

時間：4/7～5/3

您知道今年是達爾文誕辰兩百週年嗎？而伽利

略用望遠鏡觀看天象，發現銀河是由恆星組成的理

論，至今已經四百年了嗎？為配合4月23日「世界書

香日」，本館將展出一系列的科普圖書，類別包含數

學、化學、物理學、天文學、生命科學、綜合科學

等，您可藉此書展讀到許多優良的科普圖書，諸如：

達爾文的夢幻池塘、伽利略-揭開月亮的面紗、阿基米

德幹了什麼好事、複製人的迷思、數學家是怎麼思考

的、66個挑戰創意的科學實驗、銀行系大定位、一顆

原子的時空之旅等，相信定能令您讚嘆科普的奇幻，

激發您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主 題書展 2樓新書展示區 樂 齡活動 2樓電腦教室

科普的奇幻世界 樂齡電腦學習活動



影 片欣賞 專 題講座

臺 灣史話親 子活動

4/05(日) 練習曲：單車環島日記(普遍級)- 109分

4/12(日)
冰淇淋的滋味：本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導演大獎(保護
級)-105分

4/19(日)
放牛班的春天：問鼎2005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保護級)- 95
分

4/26(日)
1.機遇之旅-2000金穗獎  2.再會吧一九九九-2005台北電
影節百萬首獎

4/02(四) 侏羅紀公園1(保護級)-片長88分

4/07(二) DISCOVERY HEALTH  糖尿病 (普遍級)- 片長50分

4/09(四) 侏羅紀公園2(保護級)-片長88分

4/14(二) DISCOVERY HEALTH  關節炎 (普遍級)-片長50分

4/16(四) 侏羅紀公園3(保護級)-片長88分

4/21(二) DISCOVERY HEALTH  心肌梗塞(普遍級)-片長50分

4/23(四) 達爾文之島(上)(下)(普遍級)- 片長120分

4/28(二) DISCOVERY HEALTH  帕金森氏症(普遍級)-片長50分

4/30(四) 蜘蛛人(保護級)-片長121分

時間：週日14：00

時間：週二、週四14：30

閱 讀活動

主講人： 陳慕純

（曾任台大醫院內科醫師，現執業中）

時間：4月18日（六）上午10-12時

2001年得到血癌的醫師陳慕純，經醫

師明確告知只能再活2年，陳醫師求生意志

強烈，用飲食療法將自己給治好了!至今已是

康復的第7年。當中並將抗癌過程中的筆記

出版，成為簡單易讀的工具書《疾病痊癒靠

自己》、《驚異的飲食療法》、《快樂無憂

靠自己》、《夜夜好眠靠自己》期望經由這

些書與親身講演讓罹患癌症的家人與病患找

回健康與快樂。

主講人： 黃美娥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4月11日（六）上午10-12時

演講內容大綱

一、前言

二、報刊中的娛樂世界

三、小說重要類型與內容概述

（一）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來臺灣：偵

探小說

（二）摩登男女的戀愛寶典：言情小說

（三）招式、武術與打鬥的身體：武俠小說

四、小說的異國情調與臺灣在地書寫

五、臺灣通俗小說的生產與消費

（一）誰在創作：小說作家論

（二）哪裡販賣：嘉義蘭記書局的角色意義

（三）何人閱讀：讀者群體的探討

六、結語

日治時代臺灣通俗小說

醫師的抗癌經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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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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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演講廳

B1國際會議廳雙 和藝廊 B1樂學室

主講人： 何琦瑜

（天下雜誌親子教育暨童書總編輯）

時間：4月11日（六）下午2-4時

「天下沒有不可教的孩子，只要用心，頑

石也能點頭」。作者於大學畢業後，第一次站上

講台，就面臨多人種的底下學生，混幫派、吸販

毒……等。出身中上階層白人家庭、加州名校的

古薇爾，發現她和學生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裡。但她卻不想輕易放棄，堅持教育熱忱，

帶領他們大量閱讀和寫作，確保美國教育真的符

合每位學生的需求！ 

本書不只看到一群學生的改變，更是一位教

師脫胎換骨的生命故事。他說：「我們今天最大

的責任，就是牽起一個孩子的手，告訴他如何找

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

本書由總編輯何琦瑜小姐導讀，除分享本書

外，更介紹國內推行閱讀活動的經驗與國外閱讀

推廣的差異性，希望引發更多人來推展閱讀及提

升國內閱讀人口。

自由寫手的故事

館藏客家資料特展
展期：3/3～4/30

什麼是客家人？客家人何時來臺？哪些是客

家的習慣？客家有什麼資料？有哪些是研究客家的

論述？這些，都可以在館藏珍貴史料及圖書裡得到

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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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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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樓簡報室

得獎影片系列
假日電影院

主題電影院

A．Hａ 上客了！

恆春地方的客家婦女撿柴
返家的情景

科普影片系列／保健影片系列

4樓雙和藝廊

時間：4/17～4/30

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榮獲教育部97學年度全國

「高職優職化」學校的殊榮，特別舉辦「視覺藝術教

育創作精品展」。此次展出的主題是以「人文、藝

術、美學與生活」為主要的內容。參展物件是由復興

商工教師個人之創作暨學生學習之創作所提供的藝術

作品。

本次「視覺藝術教育特展」是培養師生多元發

展之潛力，教學內容要達到配合時代發展趨勢，注重

視覺藝術理論之探討及創造力之培養，並導入以電腦

媒材作為傳達工具之訓練，教學內容以綜合繪畫、造

形、影像、動畫、攝影等之均衡發展。結合人文、藝

術、科技，使成為具有多元發展之課程，以符合時代

潮流及新世代學子對藝術生涯規劃之所需。

視覺藝術教育特展

故事媽媽說故事　自由參加（B1樂學室）

活動名稱 日期
下午3:00~3:30

主講人

下午3:30~4:00
主講人

故事媽媽

說故事

4/1（三） 蔡麗琪 林冠琴

4/8（三） 陳雪蘋 曾琬妤

4/15（三） 林淑卿 林麗容

4/22（三） 莊淑珍 洪素娥

4/29（三） 古淑芬 王瓊瑤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陳爺爺摺紙教室

（參加對象：1-100
歲皆可）

每週二、四  10：00－11：00
每場名額3-5位
請先至親子資料中心1F櫃檯登記

1F快樂小學堂

每週六、日  10：00－11：00
現場排隊，分梯流動教學

親子資料中心

陳爺爺摺紙教室　自由參加

1樓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