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出時間：9月6日～10月26日

展出地點：本館6樓

「從瘴癘之地到清潔之島

─館藏醫療衛生類書展」為臺

灣學研究書展第六階段，主題

為日治時期的醫療衛生。日

本領臺初期，霍亂、鼠疫、瘧

疾等疫病猖獗，傳染病的防治

與環境衛生之改善，乃成為日

本政府的當務之急，由此亦開

啟了近代醫學在臺灣的發端。

1900年前後，政府積極規劃排

水、廢棄物等設施，加強整頓

總督府醫院、公醫等近代醫療

制度；1908年成立臺灣總督府

研究所，作為醫學、衛生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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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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

離 開 學 校 ， 投 入 婚 姻 生 活

與事業，沒想過三十年後，會遇

見陳陽春老師，沒想過會為自己

籌備個展。「學畫是在學做人」

「意在有無之間」陳老師反覆如

此教誨，我慢慢在體會。

我一直相信：凡事可遇‧不

可求。很多時候，能做的，只是

等待。

人生態度如此，作畫的過程也一樣。我老是在等待、尋求那第一眼的感

動，然後將它們存放在心底，有一天這些身影、這些浮光掠影、這些感覺會

催促，提醒我它想亮相了。我的世界很小，外面的天地很大。我一直都只能

在我侷限的小視野中，做超量的意想，於是有今天的「隨彩：梁叔爰的意想

視界」。

交通位置

展出時間：9月17日～9月28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梁叔爰的意.想.視.界

雙和藝廊

青嵩書畫會會員作品聯展
展出時間：9月3日～9月14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青嵩書畫會創立於民國七十六年，會員

來自各界，不分年齡老少，不論門派，大家

集聚一堂，每年舉辦一次聯展，相互切磋，

宛如一個大家庭。創始會長黃劍嘯老先生將

其技藝傳承後，已於九十六年乘鶴西歸，由

女兒黃人鸞女士繼續領導這些藝術愛好者，

畫藝日益提昇。

本次展出的書畫家共有二十餘位，作品有

傳統山水，現代寫意，台灣鄉土風情，大陸名

山勝景，花鳥等，配以各家書法創作，呈現豐

富多元的風貌，尤其是會長今年四月專程到洛

陽牡丹花園寫生，更令人期待，屆時歡迎同好

欣賞指教。

「從瘴癘之地到清潔之島─館藏醫療衛生類書展」
專門機構；1930年代醫學博士

杜聰明以漢藥、蛇毒及鴉片為

議題進行研究，奠定臺灣人從

事本土醫學研究的基礎。本次

展覽分為十六個主題，配合珍

貴館藏，介紹日治初期肆虐臺

灣的各種傳染病及當時的衛生

政策、醫療防疫機關、醫學教

育、醫學研究等，期能呈現日

治時期臺灣醫學之特色。

吸食鴉片器具

明治39年（1906）瘧疾分佈圖

鼠疫傳染－黑線姬鼠吸食鴉片者



親子活動 B1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左圖右史在Google︰
網路時代的讀書方法
主  講  人：詹宏志

                  （PChome Online董事長）

時　　間：9月20日(六)10時~12時

網路時代，全球資訊盡在你指尖，新一代的

讀書學子都變得比從前讀書人厲害了嗎？

理論上可以，事實上卻還沒有發生，因為新

工具的便利卻也帶來對舊有讀書工具的破壞，譬

如搜尋引擎的便利就造就了不懂讀書、用工具書

的「學術懶鬼」，而網路上各種真偽難辨的資訊

也變成新一代讀書人的新挑戰。

如何在網路時代懂讀書、會讀書？得新工具

之利，卻不受新技術之害？你需要學會一身全新

的讀書本領。

演講者試圖指出網路時代的「危險」，試圖

比較新舊讀書方法的力量與局限，更試圖為所有

網路時代的讀書提供一些新的讀書觀念與讀書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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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臺灣法的多源性談日治時
期與近代司法的初次相遇

報名方式：

1.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ht t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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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講  人：王泰升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時　　間：9月13日(六)上午10時-12時

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

一、因多源而呈現多元

（一）以台灣為主體的時空座標

（二）原住民法及其實例

（三）傳統中國法及其實例、近代中國法及其

實例

（四）近代日本法及其實例

（五）近代西方法及其實例

二、在法律「多源」的認知下思考台灣史上幾個

問題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本展為「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

館藏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書展」的延

伸，特邀真理大學臺灣文學館館長張

良澤教授提供其所藏日治時期圖書之

封面，展出雜誌《民俗臺灣》和《媽

祖》的封面、出版家西川滿所出版的

書籍封面，以及日治時期酒類標貼。

西川滿與畫家立石鐵臣、宮田彌太郎

合作設計的書籍封面，充滿了耽美、

浪漫的異國情調，而《民俗臺灣》封

面則多用簡潔的造型表現日常生活器

具。臺灣歷史走廊區則展出陳澄波等

展出時間：7月22日～9月28日

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館藏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書展

本館1樓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5:00

播放時間：週二、週四  14：30-15：30

9/07(日) 大衛歐伊斯特拉夫：小提琴大師的珍貴錄影

9/21(日) 卡拉揚（指揮）白遼士「幻想交響曲」

9/28(日) 季弗拉演奏蕭邦、李斯特、法朗克

9/02(二)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維也納/奧地利

9/04(四) 宜蘭地方戲曲：北管戲

9/09(二)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布魯日/比利時

9/11(四) 宜蘭地方戲曲：傀儡戲

9/16(二) 世界遺產名錄：非洲檔案

9/18(四) 歌仔戲曲調對唱卡拉ok

9/23(二) 世界遺產名錄：非洲檔案

9/25(四) 青梅煮酒論英雄：胡少安、李桐春、尚長榮主演

9/30(二) 戰長沙：胡少安、李桐春、尚長榮主演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影片欣賞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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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位日治時期畫家所繪製的雜誌封面以及

日治時期許丙丁、雞籠生(本名陳炳煌)等人的

漫畫，及畫家林玉山的插畫作品等。期望透

過展出，一窺日治時期

各類型美術設計豐富多

采的面貌。

活動名稱 日期 故事主題 活動內容

『經典文著賞析』第
三期

Wilbur Wright 
1867-1912

Orville Wright
1871-1948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9/20 萊特自行車行

1 、一粒種子 
2、放風箏的日子 
3、開設腳踏車店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Orville Wright
　　　　　（1871-1947）

9/27 夢想起飛

1 、滑翔機成功了 
2 、人類終於能飛了
3 、向海外進軍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10/4 萊特兄弟

1 、所向無敵  
2 、輝煌的紀錄  
3 、誰是發明人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10/11 哥本哈根的綠蔭

1 、父親是怪人嗎？
2 、出發  
3 、詩人的氣質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10/18 安徒生

1 、醜小鴨  
2 、即興詩人  
3 、關於格林兄弟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10/25 名傳千古

1 、賣火柴的少女 
2 、人生道上的彩虹 
3 、幸運的日子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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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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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3057教室。
報  名  費：每位500元。
報名地點：親子資料中心1樓櫃檯。
報名時間：週二－週五9：00-17：30、週六日9：00-16：30

活動名稱 日期
下午3:00~3:30

主講人
下午3:30~4:00

主講人
地點

故事媽媽
說故事

9/03（三） 劉緒娟 蔡麗琪

親子資料
中心

B1幼兒區

9/10（三） 陳雪蘋 古淑芬

9/17（三） 田若天 洪秀鳳

9/24（三） 劉緒娟 洪秀鳳

日期 影片 地點

9/13(六) 下午2：00－4：00 夏綠蒂的網（片長94分鐘） 簡報室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警察漫畫許丙丁繪

雞籠生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