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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時間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交 通位置

http://www.ntl.edu.tw

時間：1/20～3/29

地點： 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配合2009年的到來，本年度首檔臺灣

學研究書展規劃為「臺灣歲時記─館藏日治

時期臺灣風俗與年中行事書展」。臺灣早期

為農業社會，二十四節氣與民眾生活緊密結

合，各式節慶亦以農曆記日為主。1895年後，

自日本導入西曆記日與許多日式節慶，傳統

節慶與日式祭典並行，成為臺灣年中行事的

特色。此外，臺灣風俗亦呈現出地區上與族

群上的差異，讀者可從《臺灣慣習記事》、《民俗臺灣》、《艋舺歲時

記》、《采風圖合卷》等書，領略日治時期臺灣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風

俗特色與年中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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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23：00 7：00～23：00

館藏日治時期臺灣風俗與年中行事書展

March

A．Ha 上客了！館藏客家資料特展
時間：3/3～4/30

地點： 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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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地方的客家婦女撿柴返家的情景

從中國渡海而來的漢人，因所來自的地方
不同，言語風俗亦各異其趣，此圖為閩籍
和客家(當時稱為粵籍)女性，兩者之服飾
和束髮方式有所差異 廣東移入的女性勞工

《詩集媽祖祭》春福版卷
頭；另有春龍版。

懸掛紙片於竹枝上
的七夕裝飾

赤崁樓

傳統的女兒節人偶

臺 灣 歲 時 記



影 片欣賞

主 題書展

專 題講座

臺 灣史話閱 讀活動

3/01(日) 單車上路：入圍臺灣新電影獎(保護級)- 82分

3/08(日) 冏男孩：2008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大獎(普遍級)-104分

3/15(日)
一八九五：獲選2008影評人協會十大華語片(保護級)- 
111分

3/22(日) 海角七號：獲金馬獎六座獎項(普遍級)-130分

3/29(日) 無米樂：2004國際紀錄片雙年度臺灣獎首獎(普遍級)110分

3/03(二) 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普遍級)-60分

3/05(四) 臺灣珍寶：茶(普遍級)-60分

3/10(二) 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普遍級)-60分

3/12(四) 臺灣珍寶：米(普遍級)-60分

3/17(二) 台灣第一位女詩人-陳秀喜(普遍級)-60分

3/19(四) 臺灣珍寶：歌仔戲 (普遍級)-60分

3/24(二) 台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普遍級)-60分

3/26(四) 臺灣珍寶：媽祖 (普遍級)-60分

3/31(二) 臺灣人物誌：證嚴法師(普遍級)-45分

時間：週日14：00

時間：週二、週四14：30

閱 讀活動

主講人：陳偉仁（世界展望會副會長）

時間：3月21日（六）下午2-4時

十一年前一次意外的衣索比亞之旅，

讓作者看到生活困苦，仍保有美麗的笑容孩

子們；自此，放下大牌女星的身段，洗盡鉛

華，擔任世展會義工，每年走訪亞、非等落

後國家。徹底了解貧窮、戰爭對當地居民帶

來的傷害，並挺身幫助飽受戰爭與飢餓之苦

的孩子們。 她將十一年來的見聞，以細膩筆

觸寫下近三十則令人動容的文章。本書為翻

譯書籍，特邀請世界展望會陳偉仁副執行長

導讀，藉由陳執行長個人經驗，來談本書的

意涵及世界展望會在亞、非等落後國家所協

助的事務及世展會義工的動容故事等。

主講人： 林文義（曾任自立晚報本土副刊主編,漫

畫家）

時間：3月7日（六）上午10-12時

三十年的文學歷程猶如旅行，事實上，

林文義亦以持續的旅行試圖撥開視野，讓異

國、本土的不同形貌豐饒書寫，多年來浪跡

於各地的旅行所得，那些古老、美麗的文

明，相異的族群、共同的人生交會，譬如情

愛、認同和矛盾，林文義透過更深入旅途、

事象與心靈的深處反思與追憶過往，只有

文學不渝如永遠的戀人，決意重新歸返的作

家，如同遠遊還是必得回家的旅人，如果你

也想要擁有一位誓言相攜之永恆戀人，那

麼，帶一本書去旅行吧!

主講人： 葉龍彥（曾任清華大學教授）

時間：3月14日（六）上午10-12時

一.觀光的定義

1. 旅行是人類的天性，目的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2. 觀光業起於19世紀「旅行社」的創辦

3. 觀光(Tourism)的定義

二.觀光是一項新興的社會文化現象

1.明治維新的意義(脫亞入歐)

2.1908年交通局設「旅客係」

1911年2月8日阿里山鐵道通車

3.二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

〈1〉觀光興起的背景

〈2〉觀光行程(兩周間最適當)

〈3〉1927年的觀光大事

a世界思想的正式傳入

b票選台灣新八景十二勝

c發明展覽會與納凉展覽會

d第一回「台灣美術展覽」開辦

三. 三0年代觀光業走上世界舞台

〈1〉1935年2月5日成立「全台灣旅館組合聯合會」

10月舉辦「台灣博覽會」

〈2〉1936年台灣進入航空時代(台北松山機場開航)

四.結語

1. 二十一世紀是世界和平觀光世紀，觀光成為台灣唯一最佳的無煙囪

工業

2.人生如旅行，旅行是一輩子的事，越旅行，夢想越多

雨啊，請你到非洲 臺灣觀光事業的興起

帶一本書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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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  

 電子郵件報名：sha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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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樓4045教室

B1國際會議廳

B2迴廊咖啡沙龍廳

親 子活動

3樓新書展示區

B2迴廊咖啡沙龍廳

主講人：楊維晟（本書作者）

時間：3月7日（六）下午2-3時

台灣有多達五、六千種的鞘翅目成員，

為方便昆蟲愛好者在野外觀察甲蟲，特別用

顏色來作為整本圖鑑的編輯脈絡，根據鞘翅

和前胸背板的顏色及體型大小等視覺特徵，

有次序地介紹台灣特有的201種陸棲甲蟲及

多年拍攝、蒐集的精彩甲蟲照片，詳細介紹

每一種甲蟲的辨識方式與生態習性。

甲蟲生態大攻略！
現 場 直 擊 ！台灣甲蟲生態大圖鑑（上、下冊）

追求夢想減壓‧微笑‧Go Go Go
展期：3/10～3/29

「壓力如同一把刀，它可以為我們所用，也

可以把我們割傷，那要看你握住的是刀刃還是刀

柄」。（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家　羅伯爾）

全球遭逢金融海嘯侵襲之下，國內經濟衰

退，失業率攀升，人民生活痛苦指數升高，現代

人的心情，彷彿歷經寒冬一般……

如何抒解壓力，將其巧妙轉化為潛力，學習

快樂的生活，用微笑開啟另一扇窗，讓

身心重拾輕盈自在，扭轉乾坤？

您一定不能錯過我們的『減壓‧

微笑‧Go Go Go』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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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三) 陳雪蘋

3/11(三) 章寶英 陳信美

3/18(三) 林秀麗 田若天

3/25(三) 林淑卿

日期 影片

3/14(六) 下午2：00～4：00 天才小子吉米（片長83分鐘）

故事媽媽說故事　自由參加（B1樂學室）

影片欣賞　自由參加（1樓簡報室）

「集點大作戰」活動開始了

參加對象：12歲以下兒童。

活動內容：歡迎各路英雄好漢們，來挑戰參加親子資料中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挑戰

成功，即可在集點卡上獲贈1點，集滿12點，就可換取超卡娃依、超炫的戰利品喔。

「玩意自己動手做」主題書展

展出時間：3/3（二）～3/29（日）

展出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新書展示區

活動內容：歡迎小朋友隨手製作任何小玩意一件，即可集1點喔。

30年代日本努力推動觀光國際化

地點：1樓簡報室

得獎影片系列
假日電影院

臺灣傑出女性、臺灣珍寶

主題電影院

3/28(六) 海角七號：獲金馬獎六座獎項(普遍級)-130分

時間：週六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