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快門寫臺灣史─館藏日治時期寫真帖展

開 放時間
開放時間
樓層

閱覽室別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展出時間：11月1日～12月28日

地圖或統計圖表等，這些附屬的資料也極具參考

一樓

資訊檢索區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展出地點：本館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價值；寫真帖中豐富的圖像資料，更是其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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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參考書區

9：00～21：00

9：00～17：00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二、三樓
四樓
五、六樓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自修室

交 通位置

8：00～22：00

8：00～22：00

「用快門寫臺灣史 ─館藏日治時期寫真帖展」為本年度最後一檔臺灣

史料無法取代的。

學研究書展。寫真，即照片；寫

本次「用快門寫臺灣史─館藏日治時期寫

真帖指的就是照片集，以照片來

真帖展」，將館藏寫真帖分為日軍征臺、皇室來

描述人事景物，有時附上文字說

臺、原住民抗日、展示活動、風景名勝、工程建

明。

設、天災風水害、地質與植物研究等類別，期望
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者，

能透過寫真史料的影像，帶領讀者回到日治時

大多為總督府所屬機關，或者是

期，隨著攝影鏡頭的移動，了解日治時期的殖民

民間寫真館，其攝影者以日人為

政府如何呈現臺灣社會。

http://www.ntl.edu.tw/

◎《臺灣名勝風俗寫真帖》
中收錄臺灣各地名勝。

主。寫真帖的內容相當廣泛，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軍事政治、人文活動乃至於天然
點。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

◎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出殯
時的送葬行列。

宣傳、人物紀念、戰事紀錄、風
景紀錄、建設成果之彰顯等。
寫真帖中的照片常常附有拍
攝緣起及解說，有些帖中則附有

雙和藝廊

◎打狗築港防波堤工事

慈暉文教基金會黃慶源水墨畫師生聯展

古耕翰雅集聯展

展出時間：12月3日～12月14日
展出地點：本館4樓雙和藝廊
慈暉文教基金會是一個公益文教機構，位於永和市中山路，成立已十年有餘，在
林長勳董事長的卓越領導下，成績斐然；水墨畫班學員成績更是日益精進。

展出時間：12月17日～12月30日
展出地點：本館4樓雙和藝廊
古耕翰雅集，是由一群沈浸水墨藝術領域
裡的同好所組成，秉著傳統筆墨意趣，又融於

慈暉文教基金會水墨畫班以拓荒者的精神在觀察自然與表現自然的長期經營，

現代生活的精神，一直努力不懈致力於師法自

已使作品深具內涵，充滿勃勃生命力。學員作品常應邀參加國內外重要畫展，增廣視

然的追求，期盼能創作出氣韻生動的作品，故

野、促進交流，加強聯繫，相互觀摩切磋，並藉此提昇創作動力。藝術的追尋是生命

常相約至各處訪幽攬勝，實地對著美景及花草

的歷險，面對自然，
我們依然渺小，這美
的探索歷程是階段的
呈現，道路長遠，尚
祈方家先進，本於品
鑑之精微、不吝批評
指教、鼓勵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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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都成為鏡頭所捕捉的焦

寫生，也常相聚品茗切磋，共研藝事，多年來
彼此間亦培養出深厚的友誼。
雅集的成員各有領域，繪畫題材寬廣、人
物、山水、花鳥，各有所
長，以形寫神、工筆寫意
間俱，此次將平時之寫生
及創作一起展出，祈先進
們不吝指教。

影 片欣賞

播放地點：1樓簡報室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12/07(日)

2001年柏林愛樂溫布尼音樂會

悅 讀城堡—親子資料中心新風貌
閱讀是自我心靈的對話，也是親子享受美好時光及良性溝通的橋
樑。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除提供優質的中外文兒童讀物外，並長期致力於

專

2000年柏林愛樂森林音樂會

12/21(日)

2001年柏林愛樂歐洲音樂會

12/28(日)

20世紀大師音樂會－布列茲與芝加哥交響樂團

播放時間：週二、週四 14：30-15：30

唐等人合作，讓閱讀空間成為一本充滿趣味及想像力的大繪本。例如：

時間：97年12月20日－98年1月11日
（週二－週五上午9：00－18：00、週六日上午9：00－17：00）

主 講 人：江明修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時
間：12月20日(六)上午10時~12時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主題書展區

地下一樓呈現繪本森林的悠閒景緻，一樓營造出溫馨的親子閱讀氛圍，

活動七：新版借閱證、悠遊卡借閱證申辦

二樓則為天空遨遊及世界地理的意象，讓親子閱讀空間擁有主題性、趣

時間：時間：97年12月20日（六）起

是新形勢下「全球化」與「公民社會」的結合，它

味性、故事性、整體性及多元化的風格。

地點：1F流通櫃台

的興起與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觀念的發展緊密相關。

12月20日當天申辦借閱證者，贈送精美小禮物乙份。

全球公民社會是一個具有多元性、以國際非政府組

親子資料中心重新規劃外文圖書區（2F）、

全 球公 民 社 會是 近 2 0 年 來 出 現的 一 個概 念 ，

織為最主要構成部分獨立的社會與政治空間，亦與
同屬非國家行為範疇的政府間組織有複雜多樣的關

繪本森林區及樂學室（B1）等不同閱讀及活動空
12/02(二)

世界通識：震驚世界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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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希望每一位大讀者與小讀者都能在這裡找到屬
於自己的閱讀天地。全新風貌的親子資料中心將於

12/04(四)
12/09(二)
12/11(四)

南極深度之旅(1)：深入荒原極地
世界通識：震驚世界的日子(2)
南極深度之旅(2)：揭開廣大冰原的神秘面紗
世界通識：震驚世界的日子(3)

係。公民社會是在建立民主社會的過程中，與國家
和市場一起構成之相互關聯的三個領域之一。公民
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本質是非層級節制的，且互不隸

12月20日正式開幕，並同時舉辦一系列親子閱讀

屬，它相對於國家，享有對國家的自主性。公民社

推廣活動，帶領親子共同探索圖書館的知識寶庫，

資格；反之，公民社會愈虛弱，愈容易受到國家與

歡迎大手牽小手一起蒞臨嶄新的親子悅讀城堡。
活動一：開幕茶會

會愈強大，愈會產生出特別的制度結構來支持公民
市場領域的宰制。同樣地，非營利組織做為公民社
◎兒童及家庭借閱證

地點：1樓親子資料中心

◎個人借閱證

會的組成要素，所展現的亦是民間、非官方、獨
立、自主、志願、公益等特性，其可以獨自承擔某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12/13(六) 下午2：00－4：00

北極特快車

簡報室

時間：12月20日（六）上午10：00至11：00
12/16(二)

B1國際會議廳

全球公民社會：一立方公分內的機會

活動六：「溫馨耶誕節」主題書展

推廣兒童閱讀活動。本次親子資料中心空間改造，與繪本作家賴馬及唐
12/14(日)

題講座

些社會管理職能，亦可監督政府的作為，制衡市場
的放任。本演講邀請江明修教授為我們介紹全球公
民社會一立方公分的機會。

邀請插畫家賴馬、唐唐、蔡嘉驊與相關貴賓，一同為閱讀城堡揭開
12/18(四)

南極深度之旅(3)：神秘之光－南極光

序幕。

品

B1國際會議廳

嘗音樂

臺

灣史話

活動二：小偵探‧大線索
12/23(二)
12/25(四)

世界通識：震驚世界的日子(4)
南極深度之旅(4)：南極的日全蝕

地點：2樓親子資料中心

中西總舖師

臺灣荷西城堡漫談

參加對象：12歲以下兒童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

主 講 人：林會承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
所專任教授兼文化資源學院院長）
時
間：12月13日(六)上午10時~12時

時間：12月20日（六）上午11：00至12：00

依線索找到答案之破案小偵探，贈送精美小禮物乙份。
12/30(二)

世界通識：全球警訊(1)

五十道音樂名菜任您點選

活動三：名人讀書樂

時

特別邀請知名作家小野與大家分享親子閱讀的經驗。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4樓4045教室

樂~中西總舖師音樂會」活動，邀請台北市立交響

時間：12月20日下午2：30至4：30

樂團於12月13日（周六）下午2時30分〜4時30

地點：B1樂學室
活動四：說故事活動「禮物」
邀請永和童心故事媽媽演出。
時間：12月21日上午10：30至11：30
地點：B1樂學室
活動五：皮影戲「森林同樂會」
邀請永和童心故事媽媽演出。
時間：12月21日下午2：30至3：30
地點：B1樂學室

間：12月13日（星期六）14時30分至16時30分
本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共同舉辦「品嘗音

分，在B1國際會議廳演出，這場由北市交附設管
索票方式：
12/5日起於各主辦單位開放現場索票，索
完為止。
索票地點：
國立教育廣播電1樓服務中心（台北市南海
路41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6樓推廣組（中和
市中安街85號）
注意事項：
一人限索取二張入場券，並請於活動當日
（12/13）13：30至14：00入場，14:00開
放現場候補民眾入場，額滿為止。

樂團指揮許雙亮掌廚的『音樂自助餐』，份量十
足、味道鮮美，舉凡「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指定曲」、流行金曲、爵士風情、銀幕電影名
曲 、 百 老 匯 名 作 、 國 語 精 選 曲 目 、 台 語 老 歌 ……
等，超過五十首中外名曲，應有盡有，現場將由
指揮以票根抽出幸運的觀眾點歌，每位觀眾以一
曲為限，任君挑選，北市交附設管樂團將馬上為
你「Ear Service」，驚喜連連，絕無冷場！歡迎
您闔家光臨。帶著好心情，找個感動的位子，歡
喜來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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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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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年荷人於澎湖媽宮蛇頭山興建城堡，1624
年轉進臺灣島，興建了市鎮、城堡（castle）、堡
壘（fortress）、商館、住宅、教堂、營舍、學校等
各類建築物。主要的城堡及堡壘有：澎湖風櫃尾蛇
頭山城堡（1622-23, Pescadores）、安平熱蘭遮城
（1624-43, Orange, Zeelandia）、赤崁普羅民遮城堡
（1653-, 1655, Provintia）、淡水安東尼歐堡（1644,
Anthonio）。
1626年西班牙人派軍佔領基隆地區，於和平島興
建聖薩爾瓦多城（1626-, San. Salvador）、聖米樣堡
（1626, San Millan，或稱為La Mira）、聖路易司圓
堡（1626, San Luis或稱為Koevo, Cubo）、聖安東堡
（1634, San Anton或稱為La Retirada），於淡水興建
聖多明哥堡（Santo. Domingo）。
這些西式城堡見証台灣由部落社會進入近代國家，
在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殖民統治者的意圖、科學技術
及武器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