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後的靜謐，心情總是特別平靜，此時眼中的

美景，容易產生悸動！手中畫筆輕輕揮灑，一幅幅

具內心情感的畫應運而生！將

感動的風景記錄下來，加上自

身美感經歷，創造出個人獨具

的品味，是郭文龍喜歡創作的

動力。

此次展出的作品多為作者

親自到戶外所見的風景為主，

以印象寫實的手法，統一的色

調，嚴謹的構圖與立體感，來

達到「美」的世界。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

2008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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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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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為推廣社會

教育，落實終身學習，提倡休閒文化，充

實國民精神生活，特開設各類終身學習研

習班，以提升民眾生活品質與藝術涵養，

並達到推廣藝文之目的。

素描粉彩班成員約二十五人，涵蓋各

階層，指導老師歐紹合規劃的課程豐富而

多元，講求知識與技藝並重，期讓學員在

生活上有心靈成長的空間。

多數學員雖未經學校的科班養成訓

練，但憑藉一股熱忱與喜好，努力學習從

不間斷，使繪畫不再是遙不可及，進而使

之成為與生活非常親膩的藝術活動。此次

展出之學員作品風格多樣、清新可期，期

望藝壇先進不吝指正。

交通位置

展出時間：5月17日～5月30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終身學習素描粉彩研習班師生聯展

雙和藝廊

2008郭龍文油畫創作展─
靜謐與悸動

展出時間：5月2日～5月14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山城小鎮　郭龍文　繪
歐紹合　老師　繪

原住民采風實錄─館藏臺灣原住民書展

「原住民采風實錄--館藏臺灣原住民

書展」為2008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的

第三階段，主題為臺灣島上生活的原住

民，展出內容圍繞於高山族（高砂族）生

活形態、漢『番』衝突、理『蕃』事業、

霧社事件，以及原住民慣習調查等，範圍

橫跨早期臺灣、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以

及當代臺灣。惟為配合館藏，本次展覽將

以日治時期為主軸。藉由文字、圖像，並

配合本館之珍貴典藏《六十七兩采風圖合

卷》、《臺灣番社圖》、《番社采風圖に

就て》、《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臺

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高砂族調

查書》、《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蕃社戶口》、《臺灣蕃族

及隘勇線》，以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等

等，清楚的呈現原住民的生活形態及其歷程。

展出時間：4月19日～5月25日
展出地點：本館6樓

漢諾威

殘落

泰雅族男女人像

霧社事件期間，被日軍俘虜的原住民

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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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子鄭成功

透過多種史料與實地訪查，試圖重新勾勒鄭成功「極一

生無可如何之遇」的生涯，以幫助聽眾了解十七世紀的台灣

與東亞海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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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戶鄭成功兒誕石（周婉窈拍攝）

「平戶誕生的亞洲英雄」看板

（周婉窈拍攝）

主  講  人：周婉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　

時　　間：5月31日(六)上午10時-12時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播放時間：週二、四、五14：00～15：00

影片欣賞 親子活動 B1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櫃台辦理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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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更光鮮亮麗

談對抗鬆弛的皮膚
主  講  人：林靜芸醫師

　　　　　中華民國美容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時　　間：5月10日(六)上午10時-12時

凡是女人大概都愛比較，觀察誰老得快、誰老

得慢。有的人四、五十歲還皮膚緊緻，有的早在三十

來歲就鬆垮垮。有人怨歎自己才生一胎，肚皮的妊娠

紋就多得像花豹；羨慕人家生三胎了肚皮還好漂亮。

為什麼有人皮膚緊有人皮膚鬆？依照母親輩的說法，

常曬太陽、過分疲勞、失眠及營養不均衡是皮膚老化

的元凶。但教科書上則主張，應和副腎上腺素過度

分泌、罹患糖尿病或是纖維母細胞功能不彰等有關。

林醫師將在本演講中提供各種如何對抗鬆弛皮膚的方

式，以達到光鮮亮麗的外表,歡迎大家蒞臨聽講！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

5/04(日) 台灣休閒農場系列(一)

5/11(日) 台灣休閒農場系列(二)

5/18(日) 台灣休閒農場系列(三)

5/25(日) 台灣休閒農場系列(四)

5/02(五) 臺灣影像百科（23集）

5/06(二) 臺灣影像百科（24集）

5/08(四) 臺灣文學家紀事－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5/09(五) 消逝的地球：七大奇景

5/13(二) 臺灣影像百科（25集）

5/15(四) 臺灣文學家記事－壓不扁的玫瑰：楊逵

5/16(五) 消逝的地球：羅馬古蹟

5/20(二) 臺灣影像百科（26集）

5/22(四) 臺灣文學家紀事－鴻爪雪跡＜浪淘沙＞：東方白

5/23(五) 臺灣文學家紀事－安安靜靜：林雙不

5/27(二) 臺灣影像百科（27集）

5/29(四)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聖彼得堡/俄羅斯

5/30(五)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威尼斯/義大利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閱讀書目及參考書目

『在繪本世界遇見自己』 5/3 我是誰

The Important Book，The Man who Lost His Head，如
果我不是河馬，The Big- wide mouth Frog，我不知道
我是誰，野孩子，you are special，The First Thing My 
Mama Told Me 

5/10 誰是我
神奇變身水， me alone ， Stephanies’s pony tail，
Edward the Emu，威斯利王國，很新很新的我，小豆
芽就是我，pezzettino

5/17 我就是我
A color of his own，Crafty chameleon、ish，My name 
is Chrysanthemum，想要不一樣
愛花的牛

5/24 手足情深
我的臭紅頭哥哥， Into the tunnel，My Mei Mei，那天
,我用爸爸換了兩條金魚，受傷的天使，從鑰匙孔裡偷
看

5/31 家庭大不同

家族相簿，朱家故事，誰來我家，親朋自遠方來，如
果我有個兒子/女兒，在家裡，最美好的家，Lizzy’
s do’s and Don’t’s，記憶的項鍊，My Mum and 
Dad Make Me Laugh，生氣的男人

6/7 我有好辦法
一根羽毛也不能動，It Could Always BeWorse，第一
條魚，美女還是老虎，一條紅線，Would you Rather…

6/14 變和不變的…
Tadpole’s promise，在圓木橋上搖晃，狐狸，爺爺的
天使

6/21 生命的長河
曾曾祖父106歲，This Quiet Lady，媽媽小時候、爺爺
有沒有穿西裝，阿公的紅臉頰，哈娜,你會吹口哨嗎 

6/28 展翅飛吧
不要放手喔，八歲,一個人去旅行，小步走路，
天鵝，那一年我沒有上學

活動時間：每週六，下午2：00~4：00（共9堂課程）
地點：3052教室
參加對象：小學四～六年級的兒童，共25位。
報名費：每位800元
帶領老師：黃申惠老師

活動名稱 日期 故事主題 活動內容

『經典文著賞析』第二期

1451-1506

1955

1880-1968

5/4
航海英雄~

哥倫布

1 .毛紡裡的小工人
2 .眺望大海的少年
3 .少年見習水手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 - 1506）

5/18
期盼遠航~

哥倫布

1 .海上遇險
2 .夢想啟航
3 .計劃終於實現了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5/25
發現新大陸~

哥倫布

1 .聖瑪利亞號
2 .繪製新海圖
3 .前方大批的飛鳥
4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6/1
微軟大王~
比爾蓋茲

1 .我家鄉的一個小圖書館
2 .求學的歷程...
3 .電腦與軟體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資料來源：Story of The Will iam Henry Gates III

（1955~）

6/15
海倫凱勒傳~

黑暗之光

1 .聰明健康的小嬰兒
2 .光線、聲音與我
3 .蘇利文老師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Helen Adams Keller（1880 
- 1968）

6/22
海倫凱勒傳~

假 如 給 我 三 天 光
明

1 .學習的典範
2 .我的恩師  
3 .愛的世界
4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活動時間：每週日，上午10：00~12：00（共6堂課程）

地點：3052教室

參加對象：小學一～三年級的兒童，共25位。

報名費：每位500元

帶領老師：楊南美老師

故事媽媽說故事，自由參加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活動名稱 日期 影片 地點 時間

影片欣賞 5/10(六) 鼠國流浪記（片長94分鐘） 簡報室 下午2：00－4：00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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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與當代
臺灣社會
主  講  人：陳文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　　間：5月17日(六)上午10時-12時

從一六二０年代荷蘭人佔領臺灣、歷經清領、日

治，直迄今日，臺灣原住民族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一

部分。一方面，臺灣社會的發展與政府政策在不同時

期以不同方式影響原住民的生活，例如一九七０年代

逐漸形成的「都市原住民（都市山胞）」、一九八０

年代後期「山地鄉『平權會』」的爭議、一九九０年

代後期的外籍勞工政策。另一方面，「原住民」的體

質與文化特徵則成為建構「臺灣本土論述」的重要資

源。

近十幾年來，原住民族語的推展、新的族群的

成立、抑或文化主權的宣示，無疑地展現出原住民族

的族群與文化意識的積極發展，但是其間隱含的複雜

性，尤其有關「族群」與「文化」這些觀念的論述的

限制，卻也間接指出瞭解當代臺灣社會性質的急迫性

與重要性。

臺灣光華雜誌社所發行之Taiwan  Review 雜誌 
2007年8月號封面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時間

故事媽媽
說故事

5/07
（三）

都是蝸牛開始的
田若天
施淑敏

小毛不可以
曾琬妤
黃碧玉

親子資料
中心

B1幼兒區

週三下午
3:00~4:00

5/14
（三）

好想吃榴槤

章寶英
陳信美
洪素娥
廖曉萍

青蛙與蟾蜍-風
箏

章寶英
陳信美
洪素娥
廖曉萍

5/21
（三）

老伯伯的雨傘
章寶英
陳信美
廖曉萍

小熊-穿什麼？
章寶英
陳信美
廖曉萍

5/28
（三）

好餓的毛毛蟲

陳淑卿
邱芫慧
蔡錦爵
陳惠蘭
林逸華

没毛鷄

陳淑卿
邱芫慧
蔡錦爵
陳惠蘭
林逸華

 6月「與作家有約」，5月1日開始接受報名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報名地點 報名費 地點 時間

「蛇類大驚奇」
6/21

（六）
─看蛇、聽
蛇、講蛇─

杜銘章
老師

一樓親子資料
中心服務櫃檯

50元 4045教室
下午1：3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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