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畫是傳統藝術之一，揮筆畫國畫可以發揮思古幽情，收返璞歸真之

效，既能調劑身心，陶冶性情，提升氣質，實為一項多功能的養身哲學。

本班開課迄今，屈指算來，轉瞬之間已屆20年，學員多數長期跟隨陳

輝老師習畫，特別喜愛陳老師寫意的畫風和層次豐富的色彩變化。每週的

上課，已成生活重心之

一，同學們歡聚一堂，勤

心創作，相互砥礪，情同

手足，作畫之時筆歌墨

舞，真是樂陶陶。今為慶

20載，特將師生多年創作

呈獻於眾，但期同好前來

觀賞，並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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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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23：00 7：00～23：00

開放時間

人類透過感官接收到客觀世界的物質能量，架

構了最直觀的世界圖景。感官中的知覺所接收的資

訊直接影響到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影響到我們人存

在於世界的基本常識，也影響到人們觀念的產生、

詮釋和選擇，並影響於探索和發現客觀規律的過程

中。

T94為94年一同進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同

好，本展覽由6位創作風格迴異的同學組成，將呈

現最新及最豐富的展品，表現技法也以不同媒材來

創作，這是一場美的饗宴，期待大家共襄盛舉！

交通位置

展出時間：6月18日～6月29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T 9 4  六人聯展

雙和藝廊

筆 歌 墨 舞 ─ 陳 輝 師 生 彩 墨 聯 展
展出時間：6月3日～6月15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走進臺灣的「博物」探險—館藏臺灣博物類書展

「走進臺灣的『博物』探

險—館藏臺灣博物類書展」為

2008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的第4階段，主題為臺灣的博

物研究與博物教育。19世紀

中葉以降，臺灣開港，西方傳

教士、外交人員、學者等紛紛

來臺進行探險，或採集、調查

動、植物，而開啟臺灣博物學

研究之端緒。日本領臺後，東

京帝國大學師生、博物學家等

持續投入「學術探險」工作，

展出時間：5月28日～6月29日
展出地點：本館6樓

為臺灣的博物學發展奠定了

良基。另一方面，學校的博物教

育、動、植物園等社教機構之建

立，以及相關書籍的刊行等，則

拓展了博物知識的流通和普及。本展覽以臺灣的博物探險與

動、植物研究為主軸，利用展板文字解說搭配館藏珍貴書籍，介

紹清領至日治時期的博物探險家、學者、調查事業及其

成果、相關出版品、博物教育內容及相關機構

等。期望藉由《鳥類原色大圖說》、《臺灣產

高山蝶》、《臺灣產鼠類の圖說》、《臺灣の

蜘蛛》、《熱帶植物寫真集》等細緻的手繪作

品、相片等，帶領讀者一同探索臺灣的博物世

界。



歷史閱讀營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七營 閱讀塵封的過往－回溯文明的起源 7/22（二）－7/25（五）上午10：00~12：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八營 從「東方見聞錄」看東洋與西洋 7/29（二）－8/1（五）上午10：00~12：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第七營：介紹「古埃及文明」和「黃河流域與中國」。

第八營：介紹「馬可先生」和「忽必烈」。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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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教育活動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筆和筆記本。

讀繪本玩彩繪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九營 讀繪本玩彩繪 8/5（二）－8/8（五）上午10：00~12：00 每隊學童600元

第十營 閱讀彩繪狂想曲 8/5（二）－8/8（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九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15對，候補3對。

第十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介紹「自己的顏色」、「艾瑞、卡爾作品集」、「威利的畫」和「猜猜我是誰？」。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十九世紀臺灣自然志

●十九世紀自然探查的興起

●臺灣在這波探查風潮裡的地理位置

●早年來臺灣探查的人物有哪些

●早年探查的過程

●他們發現了什麼動植物

●這些動植物所代表的意義

●為何要理解自然志

●今日如何看待這些自然志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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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講  人：劉克襄

　　　　　自然觀察旅遊作家、生態保育工作者　

時　　間：6月14日(六)上午10時-12時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5：00

播放時間：週二、四、五14：00～15：00

影片欣賞 2 008暑假『瘋』閱讀 B1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唱談臺灣歌謠與臺灣文化
主  講  人：江愛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

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演　　唱：鄭舜成

時　　間：6月21日(六)上午10時-12時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與作家有約 4樓4045教室

6/15(日) 臺灣全記錄：臺灣古道全記錄（洛韶櫻橋古道）

6/22(日) 臺灣全記錄：臺灣古道全記錄（八通關古道）

6/29(日) 臺灣全記錄：臺灣古道全記錄（椎麓古道）

6/03(二)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西歐

6/05(四)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西歐

6/06(五) 臺灣影像百科：32集

6/10(二)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西歐

6/12(四)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西歐

6/13(五) 臺灣影像百科：33集

6/17(二)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東亞、南亞

6/19(四)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東亞、南亞

6/20(五) 臺灣影像百科：34集

6/24(二)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東亞、南亞

6/26(四)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東亞、南亞

6/27(五) 臺灣影像百科：35集

故事媽媽說故事，自由參加

親子活動

看蛇、聽蛇、講蛇
主  講  人：杜銘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時　　間：6月21日(六)13時30分-15時30分

參加對象：國小1-6年級學童

　　　　　（2年級以下請家長陪同）

報  名  費：50元

本書透過55個令人目瞪口呆的認識主題，加上

55種臺灣蛇類圖鑑，邀你共享蛇類帶來的驚奇體

驗。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時間

故事媽媽
說故事

6/04
（三）

故事分享
林麗蓉
林翠芳

6/18
（三）

故事分享
莊淑珍
王美貞

親子資料
中心

B1幼兒區

週三  下午
3:00~4:006/11

（三）

好忙的蜘蛛
章寶英
廖小萍
陳信美

誰是大明星
余璧如
莊淑珍

拔啊拔啊拔蘿蔔

章寶英
廖曉萍
陳信美
黃碧玉

6/25
（三）

春神跳舞的森林
章寶英
陳信美

鳥人七號
章寶英
陳信美

臺灣在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歷史脈絡下，

孕育出了特殊的多元文化，其中，如臺灣歌

謠，包括原住民歌謠、臺語歌謠及客家歌謠

等，展現了文化的異質性與多元性。臺語歌謠

中有許多曲目以自然生態為主題，如烏鶖、白

鷺鷥、牛等，展現擬人化、逗趣幽默的特色，

亦展現漢人移民臺灣後，西部地區「水田化」之意象。

唱談臺語歌謠與臺灣文化將由民謠歌手鄭舜成演唱多首富自然生態及海洋文化意象

之臺語歌謠，包括小白鷺、烏鶖、白鷺鷥、紅龜粿、牛犁歌、草螟弄雞公、西北雨、

天黑黑、草仔枝、補破網、安平追想曲，以及全球在地化所強調的普世價值之中、

英、臺語歌曲，包括星星索﹝印尼船歌﹞、牽阮的手、黃昏的故鄉、阮若打開心內的

門、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Wind Beneath My Wings. 同時，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江愛華副教授將探討上述

歌謠之臺灣文化意象，並與觀眾互動一起分享相關意象。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6/14(六) 下午2：00－4：00
佐賀的超級阿嬤

（片長105分鐘）
簡報室

《蛇類大驚奇》

遨遊臺灣文史采風~FUN輕鬆親子共學營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一營 認識我們的圖書館：繪作小書 7/08（二）－7/11（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二營 認識我們的圖書館：繪作小書 7/08（二）－7/11（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三營 皮影劇場原民風 7/15（二）－7/18（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四營 小故事大歷史－國姓爺來臺灣 7/15（二）－7/18（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五營 詩話臺灣之美 7/29（二）－8/01（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六營 詩話臺灣之美 7/29（二）－8/01（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一、三、五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30對，候補3對。

第二、四、六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60位，候補3位。

歡迎清寒學童持低收入戶證明，免費報名參加。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4045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電影與書共舞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十一營 當故事遇上影片 8/12（二）－8/15（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600元

第十二營 電影與書共舞 8/12（二）－8/15（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十三營 電影讀遊園 8/19（二）－8/22（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600元

第十四營 影像與文字對話 8/19（二）－8/22（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十一、十三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15對，候補3對。

第十二、十四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第十一、十二營：都介紹「夏綠蒂的網」和「佐賀的超級阿嬤」2部。

第十三、十四營：都介紹「蝴蝶」和「貓」2部。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歡迎清寒學童持低收入戶證明，免費報名參加。

◎報名須知：請至一樓親子資料中心服務櫃檯報名。洽詢電話：29264075

什 麼 是 蛇 ？ 爬 行 動 物 、 四 肢 退 化 、 沒 有 眼

臉……，專家絕對可以繼續羅列一連串的特徵，但

是這些字義恐怕都不及「令人驚慌尖叫的生物」寫

實。 

長久以來，蛇備受誤解，背負著過於沉重的

罪名，事實上牠不邪惡、不濕黏，也鮮少主動攻擊

人，你怕牠，牠或許還更怕你呢！何妨鼓起勇氣看

蛇一眼，你將發現，蛇的花紋如畫，身段優雅，可

以上天下海，甚至潛遁地穴，其生態適應令人嘖嘖

稱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