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

94歲生日快樂！館慶歡樂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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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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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二、三樓

2008年8月9日，適逢本館94週年館慶，全日從早到晚，歡樂不停歇！
為歡度館慶，當天在1樓櫃台前200名及親子資料中心前100名的借書讀者，
可以獲得精美禮物一份，此外我們還設計多項活動與您同樂，有闖關遊
戲、知性講座及熱鬧的音樂會和懷舊的老電影等，有吃又有拿，重點是－
完全免費喔！有這麼多好康的，您還在等甚麼？趕快呼朋引伴來！錯過
了，還要再等365天呢！

四、五、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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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

自修室

8：00～22：00

黑暗體驗營：戴上眼罩，用雙手摸糖果形狀、綁蝴蝶結、夾豆子、
塗鴉我最行：創意彩繪，讓小朋友可以馳騁想像，自由揮灑，當然

交

活 動 三 「樂來樂美麗」

這夏日風情吧！
好康三 館慶全天B1敘香園用餐打9折，B2迴廊咖啡沙龍廳消費打8折。

活 動 四 夏日電影院：戲說臺灣
時間：下午7~9時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找ㄔㄚˊ高手 ：想不想當個福爾摩斯或柯南？趁著這個機會過過癮吧！

地點：樂山區戶外廣場（遇雨改為B1國際會議廳）

2008 AUGUST

好康一 闖關成功即可獲得精美獎品，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內容：播放臺語經典老片，回憶古早歲月，讓你不覺勾起濃濃懷舊情思。

這也只有小朋友可以參喔!請至親子資料中心報名參加。

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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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康二 有獎徵答，可獲作家親筆簽名書一本。

內容：炎夏的午後，有「奇樂樂團」創作歌曲的精采演出，來享受一下

倒水及簽名等……，讓你體驗視障朋友的生活世界。
8：00～22：00

相信可以助你獲益，並促進親子間的甜蜜聯繫。

地點：B2迴廊咖啡活水廣場

地點： B2迴廊咖啡沙龍廳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與您輕鬆的分享教養子女觀念和明確的實踐方法，

時間：下午4~6時

活 動 一 「闖關遊戲」
時間：上午10~12時

四樓

內容：邀請到《好習慣成就孩子的大未來》作家陳膺宇先生

另外還有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請你吃喔！手腳可要快些！

活 動 二 「閱讀風、夏日情」：與作家有約
時間：下午2~4時

好康四

「古早黑砂糖剉冰永和王歌冰店」，熱情贊助招牌黑糖剉冰免

費兌換卷，（18：50分開始發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美妙
滋味，晚來可就遺憾終身喔！

心動了嗎？馬上行動吧!

地點： B2迴廊咖啡沙龍廳

雙和藝廊
江清淵-風旅臺灣

蕭建軍八 十 回顧展

展出時間：8月1日～8月15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展出時間：8月19日～8月31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風旅台灣是筆者旅行台灣各地鄉鎮市集的見聞畫錄。如南方澳卸貨的漁民

現代水墨家蕭建軍先生，自幼喜愛繪畫，常以塗鴉為樂，小學時陶醉在忠

漁工、四季南山剖竹扛木的原住民、王功漁村挖蚵的婦人、恆春車城採擷洋蔥

勇愛國故事和圖畫描繪中，初中時亦見美術天才，常獲師長鼓勵。於民國59年

的農夫……「台灣素顏 如此動容」，一幅幅為生活打拼的勞動身影，深深撼動
心坎。

通過公務人員考試進入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服務，

旅行中窺見大地山河的曼妙美姿，尋找美麗風情，龜山島遍地百合鳴奏春

於公務生涯中目睹各種傳統及現代繪畫蛻變發展情

之饗宴、澎湖吉貝夏浪親吻細柔的白沙、奧萬大的楓紅唤白了草山的秋芒、大禹

形，對繪畫藝術的深度及廣度，都有深切的感受與

嶺皚皚白雪妝點清境晨夣 ， 春夏秋冬、
四季行歌，直是「江山如畫

體悟。雖然過去未曾接受學院藝術教育，表面上看

如此多

嬌」，在風旅中隨風漂泊，學習風的灑

來能深入中西繪畫的根層底蘊，似為不足之處，但

脫自在，放空自我、放下執著，毫無設

相反地因所失而保持悠遊各種現代藝術領域可以揮

限、毫無計畫，漫遊縱走、隨地停留，

灑自如的寬闊空間。因此他在中國和現代兩個並行

眼觀寶島秀媚景致，以自然清心的思緒

不背悖的前提下，立定目標勇往直前，追求美好的

去感受台灣的人、事、景、物，以彩筆
吟唱一篇篇台灣之歌，邀請你用心眼來
聆聽，咱ㄟ故鄉的心聲！

願景，本次展出亦祈同好參觀指正。
江清淵

繪

蕭建軍

繪

8

親

閱 讀風、夏日情

子活動

因腸病毒疫情持續上升，避免室內活動造成幼兒密集接觸而有傳染，本館親子資料
中心週三下午「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自即日起暫停。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8/9(六) 下午2：00－4：00

寶貝索偵探隊（片長82分鐘）

簡報室

「2008暑假『瘋』閱讀─遨遊臺灣文史采風」成果展
時
間：8月9日、8月10日 9：30～16：30
地
點：親子資料中心

片欣賞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8/03(日)

臺灣文學作家劇場：清水嬸回家

8/10(日)

臺灣文學作家劇場：黑皮與白牙

8/17(日)

臺灣文學作家劇場：瞎子阿木

8/24(日)

臺灣文學作家劇場：金水嬸

8/31(日)

無米樂

播放時間：週二、四、五14：00～15：00

書名＆作者

講座日期
＆主講人

《好習慣成就

8/9（六）

孩子的大未

下午2時至4時

《行動，使
鄭石岩

主

陳膺宇

8/23（六）
下午2時至4時
鄭石岩

書籍簡要

題書展

本館二、三樓主題書展區

中國傳世經典名畫：山水畫-唐至清

8/07(四)

青春祭：綠洲山莊的故事

8/12(二)

中國傳世經典名畫：山水畫─北宋

8/14(四)

生命之歌：坪頂古圳生態筆記

8/19(二)

中國傳世經典名畫：人物畫─魏晉至五代

8/21(四)

叫我第一名

想利用炎炎夏日來個奇幻的世界之旅嗎？本
館的『海天遊蹤』主題書展會讓您遨翔於天地之
間、滿載而歸喔～

8/26(二)

中國傳世經典名畫：人物畫─宋至清

時

牽手何時出頭天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海天遊蹤主題書展
間：7月15日(二)至8月17日(日)
二樓展區為「國外旅遊展」：內容除有各地
著名景點介紹外，尚有馬來西亞生態之旅、嬌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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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高雄港勢展覽會海
報 （1931）

中部台灣共進會 標
誌 （1926）

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B1國際會議廳

廣義的閱讀—以
閱讀電影為例
主 講 人：蘇 蘭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特聘專家）
時
間：8月16日(六)10時~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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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兒時紙本的閱讀範圍被聲光媒體網路大
量取代的時候，從事語文教學的蘇蘭，順勢擇取
有力的影像作品，作為有效的學習教材，與時共
進：喜歡看電影、又喜歡分享，開始寫文字影
評，從兒童版寫到家庭版、影劇版；為求日新又
新及爭取時效，與數位同儕學生製作「語文&電
影」的專屬網頁和部落格，方便大家欣賞取用；
根據不同年齡層和對象因材施教，擇取不同難
易、喜好和所需的議題影片，帶家長的電影讀書
會、教師研習進修和學子語文表達課程；並將靜
態的分享增闢立體的廣播頻道，在教育電台全國
聯播網與社會大眾空中交流。一步一腳印的將世
界各處電影創作的結晶，消化、吸收、分享、耕
耘，讓創作者和欣賞者之間因有發揚者牽線而能
造就雙贏的局面。本次演講將由蘇蘭小姐透過電
影與大家分享閱讀的樂趣！

本館6樓、1樓大廳及歷史走廊(6樓展至8/31)

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館藏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書展
展出時間：7月22日～9月28日
為歡度本館94週年館慶，本次臺灣
學研究書展「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館藏
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書展」擴大展出，展
場由6樓延伸至1樓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

化紀行、浪漫古典的夢幻之城—德勒斯登及國家

大廳的展示內容包含《民俗臺灣》、《媽

景觀，讓世界的美景全踩在您的腳底下。

題講座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
了顯示各項建設成果及刺激經
濟貿易的交流，乃在臺灣各地
舉辦了各式共進會與展覽會，
透過各展覽會的廣告文宣與各
種設計活動，不僅展開了當時
設計的宣導教育，也為臺灣日
治時期留下珍貴的設計發展史
料。這些設計相關的大型活動依
其性質大致可分成：（一）始
政紀念活動；（二）產業振興活
動；（三）以設計為主題的設計
活動等三類。本演講一方面介紹
臺灣日治時期大型展覽活動的規
模與概況，同時也介紹當時設計
物的表現及設計發展的情形。

女也能玩北極、上帝的黃金積木埃及、波士頓文
地理雜誌評選之一生要去的六十個地方等精緻的

專

主 講 人：林品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教授
時
間：8月23日(六)上午10時-12時

教育學博士陳膺宇，結合了教育學和HD習
慣領域的雙重專業背景，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親子教養建議，藉由動人的生命故事、懇切的
觀念分享和明確的實踐方法，幫助您和孩子建
立起良性、緊密的心靈交流，也讓孩子自然而
然養成生活及學習上的好習慣，成就不同凡響
的美好未來。

作者帶領讀者從生活的幾個向度，了解怎麼
行動，會對自己的潛能發展有益；從哪些方法入
手，可以創造生活和工作的佳績，有益健康和幸
福。首先，想法正確，是行動正確的先決條件；
其次，行動要領是要做得對又要適得其時；再
者，要追求卓越，實踐自己可期的目標，行動力
才會強大；至於付諸行動後的成敗，正確的態度
是面對它、了解它，然後揮別他。
多采多姿的人生不會憑空出現，所以每個人
都要涵養自己的精神能量。透過親情友愛、美的
欣賞、清醒的領悟，修鍊孕育精神力，必能在工
作和生活上有良好的行動和表現！

4樓4045教室

日治時期設計相關活動

◎免費參加(公務員可登終身學習護照)

8/05(二)

8/28(四)

灣史話

暑假8月份精選了2本有關親子教育及心靈成長之書，邀請其作家、專家導讀分享，會後並

人生改觀》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平日14：30至15：30

臺

有簽書會，誠摯邀請大家共同參與。

來》陳膺宇

影

B2迴廊咖啡沙龍廳

祖》、《愛書》等雜誌封面，及制書家西
川滿於日治時期出版的書籍封面。《民俗

家所繪製的雜誌封面，包

臺灣》多以簡潔造型表現庶民的日常生活

含了多種類別的技法、題

道、陶瓷文化、國家森林等多種主題，讓您利用

器具；而西川滿與宮田彌太郎、立石鐵臣

材、風格。期望透過本次

悠閒時光，沉醉於美麗之島--「福爾摩沙」的秀麗

合作設計的書籍封面，充滿了耽美、浪

展出，一窺日治時期美術

漫的異國情調。另外，臺灣歷史走廊區則展出陳澄波等十二位日治時期畫

設計豐富多采的面貌。

三樓展區為「國內旅遊展」：內容為臺灣之
深度旅遊介紹，諸如賞楓秘境、生態旅遊、賞鯨
地圖、必泡好湯、藝術步道、古蹟巡覽、森林步

風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