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設的推手 館藏日治時期臺灣建築‧技術類書展

開 放時間
開放時間
樓層
一樓
一樓

閱覽室別
期刊閱報區
親子資料中心

星期二～星期日

星期六～星期日

9：00～21：00

9：00～21：00

9：00～18：00

9：00～17：00

展出時間：本館6樓
展出地點：3月4日～4月6日

灣學研究書展的二部曲，主題為日治時期臺灣的建築‧
土木‧技術。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乃是近代化建設之發韌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為日治時期的

期，惟係殖民政權，故在建築及設計上，大量參酌西洋
及和式建築，使建築作品具有特殊性，與漢人傳統建築

一樓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自西元1914年成立以來，

二樓

視聽區

9：00～21：00

9：00～17：00

蒐藏豐富的臺灣研究資料，成為臺灣學研究重

迥異，呈現多元文化的風格。本展覽將日治時期臺灣建

9：00～21：00

鎮。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藏書內容豐富，其中有

築略分為傳統建築、主管土木建築之官廳、與建築業有
關之團體、近代化建築代表作，以及近代化基礎工程等

二、三樓
四樓
四、五、六樓

閱覽區

9：00～21：00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珍貴且未刊行的稿本、抄本，官方出版的官報、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府報、年鑑、業務計畫檔案；亦有列為管制的

16大項目，配合本館典藏《臺灣建築會誌》、《臺灣技

「秘本」，更有印量極少的油印本及官方的原始

術協會誌》、《土木事業

文件，以及旅遊宣傳品、寫真集、街庄概況與地

統計年報》、《史蹟調查

圖，乃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相當重要之文獻。

報告》、《小住宅懸賞圖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2007年3月間奉教育部核准，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為使讀者瞭解臺灣

面集》、寫真帖等珍貴館

2008

學的歷史淵源及賡續發展，本館乃加強推廣館藏臺灣學研究資料。本年度

藏，呈現日治時期臺灣建

（2008），特以「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為主軸，每月規劃不同的展示主

築的歷程。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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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室

交 通位置

8：00～22：00

8：00～22：00

高雄港碼頭

臺灣技術協會誌創刊號封面

總督府廳舍地階（平面圖 )

題，搭配臺灣學系列講座，用以呈現豐富之館藏，使社會大眾能進一步認
識臺灣的歷史源流及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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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設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建築‧技術類書展」為2008年館藏臺

雙和藝廊
「中華育心畫會師生聯展」
展出時間：本館4樓雙和藝廊
展出地點：3月1日～3月13日

基隆火車站

建功神社之大堂圓頂內部（今
南海路植物園內）

「中華師源書畫學會九七年
度書畫聯展」
展出時間：本館4樓雙和藝廊
展出地點：3月15日～3月30日

中華育心畫會於91年8月6日正式成

中華師源書畫學會，原由創始

立，本會結合社會各層次老、中、青愛

人孫靜芝女士，以［ 師 源書畫學會］ 之

好藝術的朋友，努力研習繪畫，秉持崇

名創立於民國七十二年，取其師法

尚自然，領悟自然生命旋律靈動，開懷

造化，源遠流長之意。參加者均為

揮筆捕捉萬象，以心靈美化人生。追求

愛好藝術、崇仰中華文化之各界人

「真、善、美」從育心起，「愛融入畫

士。俟孫會長任期屆滿，由副會長

樂中」的願景。

張景堯先生接任後，更積極拓展會
務，舉辦各項書畫展覽，並敦請會員於各種年節、公開場合揮毫，供人參觀；除表
現出書法、繪畫、金石篆刻藝術之美外；更對中華文化之悠久博大，意義深遠，多
所闡揚。另並增列中華二字於會名之前，沿用至今，畫會會員日益增多，會員間亦
因活動頻繁，相互切磋、觀摩、互取所長，銳意創新，而技藝日趨精湛純熟。此次
展出，希望大家多多觀賞並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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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片欣賞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3/02(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在室男

3/09(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三春記

3/16(日)

無米樂

3/23(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不歸路(上)

3/30(日)

親

活動名稱

日期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不歸路(下)

3/05(三)

臺灣世紀回味(壹)：臺灣的女兒－女性造像

臺灣人物誌：林懷民

3/07(五)

臺灣人物誌：證嚴法師

3/11(二)

臺灣世紀回味(參)：臺灣萬靈丹－身體戰鬥史

3/12(三)

臺灣世紀回味(肆)：臺灣行腳

3/13(四)

臺灣人物誌：李昌鈺

3/14(五)

打造飛車：聖母峰探險

3/18(二)

臺灣世紀回味(伍)：臺灣囝仔－兒童記憶

3/19(三)

臺灣世紀回味(陸)：臺灣軍人－小兵之歌

3/20(四)

寶島知性之旅：臺南廟宇與人生(壹)

3/21(五)

寶島知性之旅：臺南廟宇與人生(貳)

3/25(二)

臺灣世紀回味(柒)：臺灣勞動者－揮汗者群像

3/26(三)

臺灣世紀回味(捌)：民間風華－神祇的子民

3/27(四)

寶島知性之旅：北港(壹)

3/28(四)

主題

閱讀書目及參考書目

3/1

我是誰

The Important Book，The Man who Lost His Head，如
果我不是馬，The Big- wide mouth Frog，我不知道我是
誰，野孩子，ou are special，The First Thing My Mama
Told M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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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在繪本世界
遇見自己』

A color of his own，Crafty chameleon、ish，My name
is Chrysanthemum，想要不一樣愛花的牛

我就是我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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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情深

臺灣世紀回味((貳)：臺灣荘稼漢－土地播種史

3/06(四)

寶島知性之旅：北港(貳)

專

子活動

題講座

前言：
我是誰? 誰是
我? 奧秘何妨
來探問

3/29

書看我? 我看
書? 相看如何
兩不厭
我與書? 書與
我? 共伴春夏
與秋冬

家庭大不同

4/20

居禮夫人傳

日期

自由參加

長朱台翔預計從森林小學的教育經驗，以及生活經歷裡舉出許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地點

志工媽媽
說故事

每週三
下午3:00 ~ 4:00
歡迎活動前30分鐘進場

請詳見
親子資料中心館內海報

親子資料中心
B1幼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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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3/8(六) 下午2：00－4：00

一家之鼠-3（片長71分鐘）

簡報室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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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變和不變的…

Tadpole’s promise，在圓木橋上搖晃，狐狸，爺爺的
天使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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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595522)，阿公的紅臉頰，哈娜,你會吹
口哨嗎

4/26

展翅飛吧

臺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Nightingale Florence（1820 1910）

3/9

南丁格爾傳
籠中鳥

一、愉快的旅行二、三百多個乞丐三、羅馬之行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南丁格爾傳
『偉人傳
一、萊茵河畔二、士兵的眼淚三、克里米亞的天使
記 經 典 文 3/16 紅十字會的起源
綜合討論、引導小朋友發表
…
著賞析』
4/6

4/13

感恩之門
繪本賞析

居禮夫人傳
童年生活

一、我們的晚餐烤焦了二、最好的位子三、今年的感恩節真棒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資料來源：The Thanksgiving Door by Debby Atwell
一、爸爸的煩惱二、我的媽媽三、在波瀾的日子
綜合討論、鼓勵小朋友主動發表
資料來源：Life story of The Curie Marie. （1867 -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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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就是要孩子不要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

口網站」登錄 http://lifelonglearn.

孩子也就沒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會去思考了。因此，朱台翔希
望父母能先摒棄要孩子聽話的想法。接下來，父母要協助孩子
瞭解事情的真相。當孩子瞭解事情的真相之後，他們就能自己
思考，並做決定，他們也就能自己當主人。「教出會思考的小
孩」巡迴演講，採免費入場。歡迎對教養問題、親子關係有興

4樓4045教室

臺

灣史話

由寫真史料看日治台
灣的殖民地經營─殖
民地台灣城鄉的拼圖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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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一般
民眾)或電話報名:02-29266888
分機4218或電子郵件報名:
sharon@mail.ntl.edu.tw

一、渾沌時期的傳統城鄉改造
二、殖民地的調查研究
三、殖民地城鄉的基礎建設
四、殖民地產業經濟的興築
五、殖民地統治意象的營造
六、殖民地城鄉災害的防治
七、殖民地經營建設的高峰
八、殖民地經營成果的誇示
九、南進政策的建設與和平的失控
十、大日本帝國神話的崩潰

4樓4045教室

史志文獻的三層結
構―談地方文獻的蒐
集與利用
主 講 人：張素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時
間：3月15日(六)上午10-12時

主 講 人：黃俊銘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時
間：3月8日(六)上午10-12時

活動內容

小佛羅

想要教出會思考的小孩的第一步，就是不要期待孩子乖，
聽話，而是盡量讓孩子自己去想，自己做決定。因為聽話的意

cpa.gov.tw）

灣史話

一年我沒有上學

南丁格爾傳

多實例，與爸爸媽媽們分享怎樣教出會思考的小孩。

趣的聽眾來參加。

不要放手喔，八歲,一個人去旅行，小步走路，天鵝，那

故事主題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為推廣正確有效的親職教育觀念，協助大人、小孩都能夠
在充滿快樂、愛與尊重的環境中一同學習、成長。森林小學校

一、我的家 二、與眾不同的朋友三、慰問病鄰
3/2

主 講 人：朱台翔
森林小學校長，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董
事，教育廣播電台《教育新航線》節目主
持人
時
間：3月15日(六)上午10時-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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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每週六，上午10：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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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帶領老師：黃申惠老師
活動名稱

一、會發光的東西二、榮獲諾貝爾獎三、X光儀器

實驗室裡的日子

本館B1國際會議廳

教出會思考的小孩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櫃台辦理

播放時間：週二~五 14：00-15：00
3/0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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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一般
民眾)或電話報名:02-29266888
分機4218或電子郵件報名:
sharon@mail.ntl.edu.tw

每人心中都潛藏著對豐富人文世
界的好奇與追尋，可惜這些潛藏的種
子，在一關又一關的測驗中被泯沒，
「歷史」被物化為考試的必要工具。
求學過程中，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則
常常被過份濃縮的「正史」擠壓的喘
不過氣，不得不在稗官野史尋找一些
想像的空間與歷史興味。
一九七○年代中期，台灣開始進
行本土化政策，台灣史逐漸在學院中
受到重視。一九八○年代鄉土意識崛
起，文學作品的推波助瀾，民眾愈來
愈注意鄉土，卻發現家鄉原來如此熟
悉又陌生；自己成長的故鄉在歷史文
獻中，有若雪泥鴻爪，難以滿足我們
的渴望，於是地方史志的建立，成為
有志之士的努力目標。過去歷史研究
與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往往只在案
牘上中進行，今天歷史人已經發現走
入田野，另有一番「美麗新世界」。

徐兩儀立胎生借銀字

練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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