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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過濾掉了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衝突，讀者可以從本展覽中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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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臺灣是如何被選擇性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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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攝影的紀實功能，使得「寫真帖」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成為紀錄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的重要工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具。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者多為臺灣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二、三樓
四樓
四、五、六樓

自修室

8：00～22：00

的最後一階段。「寫真」為「照片」之

總督府轄屬機關，或是與官方來往密切
的寫真館，攝影者亦多以日人為主。內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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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快門寫臺灣史 ─館藏寫真帖展」為本年度臺灣學研究書展

8：00～22：00

容方面，則涵蓋了皇室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

來臺、產業建設、「理

交 通位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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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成果、山川名勝、
地方風俗等。寫真帖很
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於
以影像彰顯日人的治臺
政績。統治者的攝影鏡

雙和藝廊

◎始政40週年記念博覽會寫 ◎穿著西裝前往草山的皇太子
真帖

第12屆中和庄雙和美展～
全國水墨（彩墨）大賞
展出時間：11月1日～11月16日
展出地點：本館4樓雙和藝廊
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主辦的雙和美展，已經延續舉辦十二年。本屆主題是
「全國水墨（彩墨）大賞」，展出共分三大部分：1.邀請展：邀請黃才松、林章
湖、羅振賢、羅芳、蔡友、林昌
德、呂坤和、黃慶源等八位知名
水墨畫家參展。2.徵件展：展出
高中職組與大專社會組的得獎水
墨（彩墨）畫作，以及國中組、
國小組以雙和地區為主題的四開
圖畫。3.委員展：由羅順隆、林
福全、黃飛、曾孝德、江健昌、
江清淵、許國寬、蔡瑞彬等八位
委員提供最新畫作參展。歡迎
各界愛好藝術的朋友蒞臨參觀指
教，共襄盛舉！
◎雙和獎
◎優選

翡翠學園五校美術作品聯展
展出時間：11月19日～11月30日
展出地點：本館4樓雙和藝廊
翡翠學園美展，主要由永和地區之永平高中、復興商工、智光商工、能仁商
工、及人中學等五校美術班同學的藝術創作。永平高中雖以升學為導向,但強調個人
創作的自由,風格迴異，主題多元，質精面廣。屢屢在全國性的學生美展中，倫元奪
冠獲取佳績。復興美工屬百年老店，早已為台灣社會培育無數美術人才，在商業設
計方面，不論平面廣告或影音傳播，都不斷推陳出新，純美術的表現，技巧之高，
也常令人讚嘆，實為永和的驕傲。智光商工是最近影視新星的搖籃，年輕富有活
力，美容化粧、服裝設計、廣告傳播最富盛名。此次展出作品細膩精緻，充滿新奇
與創意。能仁家商是學術並重的綜合中學,其中學生在全國技藝大賽中,電腦繪圖勇
奪第一名，潛能無限，創新求變、美感獨特，於
作品中即可窺探之。及人中學文人雅集，然愛好
藝術之心不落人後，配合此展，展出最為精品之
作，共襄盛舉，備受稱許。翡翠學園五校聯展，
希望藉此展出機會，學生相互觀摩研究，也讓愛
好藝文人士，了解家鄉子弟對藝術學習的熱誠，
更期大家的鼓勵與批評，願藉此次展覽，將藝術
種子深耕於此，帶動社區整體的人文關懷，促進
◎劉文煥-校園寫生-水彩-4開
美術運動的篷勃發展。

影 片欣賞

播放地點：1樓簡報室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11/02(日)

臺

親 子活動
自由參加

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一二三起步走(兒童滑稽戲)

11/09(日)

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董生與李氏(梨園戲)

11/16(日)

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變臉(川劇)

11/23(日)

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貶官記(閩劇)

11/30(日)

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陸游與唐琬(越劇)

活動名稱

日期

『經典文著賞析』第
11/15
四期

故事主題

電影的來由

演藝大師
卓別林
令人永遠懷念
11/29
的不朽作品
11/22

12/6 迪士尼與動畫
Sir Charlie Spencer
Chaplin Jr.
1889-1977

播放時間：週二、週四 14：30-15：30

11/04(二)

台灣地理風情畫：六堆客家風情

好萊塢與迪士
12/13
尼兄弟製片廠
12/20

11/06(四)

灣史話

文化容顏：朱宗慶、葉石濤

榮獲奧斯卡
金像獎

活動內容
1.美國加州矽谷工業重鎮區的周邊文化、2.夏季的默
片系列、3.卓別林的春天、4.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
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1.卡諾劇團給予的磨練、2.從舞台轉向電影、3.自導
與自演、4.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1.喜劇經典-淘金記 、2.光明的城市、3.摩登時代、
4.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1.迪士尼的家、2.記憶中的童年、3.參加第一次世界
大戰、4.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Walt Disney
（1901-1966）
1.「米老鼠」問世、2.唐老鴨與小鹿斑比、3.華德製
片場、4.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1 迪士尼樂園開工、2 成立加利福尼亞州藝術學院、
3 獲自由勛章、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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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對象：小學一～三年級的兒童，共25位。
活動時間：每週六，上午10：00~12：00（共6堂課程）。

11/11(二)
11/13(四)

台灣地理風情畫：客家小鎮風情

帶領老師：楊南美老師（財團法人全人教育發展中心講師兼活動執行）
Walter Disney
1901-1966

文化容顏：賴聲川、王攀元

上課地點：3052教室。
報名費：每位500元。
報名地點：親子資料中心1樓櫃檯。

11/18(二)

台灣地理風情畫：客家民俗風情

11/20(四)

文化容顏：許王、林懷民

11/25(二)

台灣地理風情畫：山城客家風情

11/27(四)

文化容顏：蕭勤、陳千武

紀錄短片全國巡迴分享會

報名時間：週二－週五9：00-17：30、週六日9：00-16：30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11/8(六) 下午2：00－4：00

嘰哩咕與女巫（輔導級，片長71分鐘）

簡報室

「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因活動場地進行整修，11月份暫停。

B2迴廊咖啡

主 題書展

3樓新書展示區

挑戰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 美之饗宴
時

間：11月14日(五)下午2時~4時

展出時間：11月4日～12月7日

為推動活躍老化，改變一般人對老人的負面印

前陣子米勒畫展在臺灣造成一

象，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去年11月舉辦了「挑戰

股旋風，藝文時尚吹襲大眾，您知

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活動，帶

道如何接觸藝術這塊領域嗎？

領17位平均年齡81歲的不老騎士，挑戰自我，成功完

本次「美之饗宴」書展內容

成環台夢。為永續傳遞這不老精神，弘道請紀錄片團隊

分為戲劇、音樂及美術三大主軸。

製作了「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紀錄短片，真實紀

「戲劇類」除有著名的歌劇魅影，

錄了不老騎士環台圓夢過程，這一個又一個扣人心弦、
激勵人心的真實情節，更已獲得新聞局國片輔導金的支
持與肯定。或許去年你來不及參與這股不老旋風，今年
透過紀錄片全國巡迴分享會，你將可親自感受這股不老
精神，並成為深耕活躍老化的一員，為高齡化社會激起
不老活力浪潮。

名人蔣勳解讀雲門之紅樓夢、九
歌，更有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部歌劇
等；「音樂類」則有藝術鑑賞家傅雷的音樂講堂：認識古典音樂、蕭邦、莫札特
經典創作、音樂不一樣等；「美術類」則選錄看穿西洋名畫，破解達文西密碼、
梵谷、米開朗基羅等書，期由前揭入門圖書帶領大家進入藝術之神秘國度。

4樓4045教室

專

題講座

B1國際會議廳

圖像中所見日治時期的台中州

日本茶道的和靜清寂與人生禪學

主 講 人：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
時
間：11月29日(六)上午10時~12時

主 講 人：祝曉梅
（東吳大學日文系講師）
時
間：11月15日(六)上午10時~12時

圖像所形成的歷史
（一）是誰拍的
（二）被拍的是什麼
（三）圖像背後的故事

日本茶道是受到中國禪宗影響而創造出來

（七）台中公園
（八）其他

清幽的茶室中，呈現的不僅僅是茶道，日
本文化中的花道、香道、書道、美術工藝、建

（四）目前出版的圖錄集
日治時期的台中州
（一）區域範圍
（二）行政變遷
（三）台中州的大事
POSTCARD中的台中
（一）邵族
（二）日月潭
（三）日月潭電力工事
（四）水圳：八寶圳
葫蘆墩圳
（五）霧社
（六）台中神社

金書獎書展

的自省儀式。

築造園…等，亦在此重現了日本傳統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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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容姿。茶道是一門綜合藝術，日本文化的精
華完全融合於此一方斗室中。茶道透過精緻細
膩的茶道儀式過程，訓練人們專注一念、摒除
雜緒的修為，縷縷輕煙、裊裊引領進入一個紅
塵物外的境界、一個純淨心靈的世界。在此，
日本茶道優良的傳統禮節---互讓、互諒、感謝
的心，清淨純化了塵垢的靈魂。
本次演講將藉著實際觀賞日本裏千家茶
道示範，一窺日本茶道的奧秘與茶道人生的實
踐。歡迎大家來此共度一個神奇之旅！

2樓新書展示區

展出時間：11月11日～12月10日

琳瑯人生～張李德和女史特展
展出時間：10月1日～11月30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鼓勵出版業界及作(譯)者出版有益中小企業經

張李德和（1893-1972）是臺灣

營者閱讀之叢書，自民國84年起開始委託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辦理甄

近代相當重要的女性文人。她不僅是

選金書活動，金書獎以企業

出色的詩人與畫家，也是傑出的妻子

管理為主要評選對象，出版

1樓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

得獎圖書

出版單位

及母親，育有二子七女，個個成就出

1

賺錢公司都這麼做

大是文化

2

解開KM成功密碼

中國生產力中心

3

魔鬼都在數據裡

中國生產力中心

高階管理者閱讀為主，內容

4

五星級服務，一星級成本

天下雜誌

須符合有益中小企業經營及

5

突破重圍：模仿經濟下的創新價值 台灣培生教育

6

願景領導

發展、提升經營效率、健全

7

這小子，讓川普讚嘆！21歲，12家
先覺
公司，帶種世代的創業法則

管理制度等。今年度亦選出

8

大陸台商人力資源管理

商周

9

行銷的語言

商周

10

改變世界的任天堂：百年企業如何
商周
創造億兆商機

11

基業長青

遠流

提升其經營管理水準，進而

12

影印紙的背面不要用

遠流

緯，介紹臺灣早年部分社會與藝文景

協助其升級轉型，迎接不斷

13

誰在玩品牌？20位台灣品牌築夢
人，驚豔國際的品牌傳奇

聯經

況，而在一樓歷史走廊則藉由虛實景象呈現張家花園景觀，帶領民眾走

14

蔡國南的今生金飾

寶瓶

品以適合中小企業經營者及

十四本優良得獎圖書，期藉
此帶動中小企業讀書風氣，

的新挑戰。

台灣培生教育

眾，曾獲選為模範母親，對於社會公
益事業不遺餘力，是當年唯一考察全
台農業的女性參議員，為名符其實的
時代新女性！
在真理大學臺灣文學館及女史家
族的支持下，本次展出張李德和珍貴
的手稿文物與書畫真跡，以女史為經

入時空隧道，一同領略「琳瑯山閣」當時的盛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