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

2008　FEBRUA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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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 閱覽室別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日 星期六～星期日

一樓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一樓 視聽區 9：00～21：00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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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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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朋友和小朋友閱讀圖畫書時，也許很難想像一本圖畫書是怎

麼產生的，如何構思畫面和構圖，又如何鋪陳故事的節奏，在這些圖畫

還沒有變成一本書前是什麼樣的面貌？這次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展出的「幸福的彩筆——賴馬．唐唐圖畫書原畫及手稿創作展」，由台

灣知名圖畫書創作者賴馬和唐唐，展出近期作品的原畫約70餘幅；現

場並展示兩位畫家所提供的畫具用品、手稿及樣書。展出期間特別為喜

愛及有心創作繪本的大小朋友們安排面對畫家的對談演講、故事時間和

簽書等活動，希望大家在春節寒假期間來一趟知性與感性兼俱的觀摹之

旅。

展出時間：本館4樓雙和藝廊
展出地點：2月1日～2月24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自西元1914年成立以來，蒐藏豐富的臺灣

學研究資料，為臺灣學資料研究之重鎮，2007年3

月間更奉教育部核准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臺

灣總督府圖書館之藏書內容豐富，其中有珍貴的未

印行的稿本、抄本；亦有列為管制的「秘本」；有

印量極少的油印本及官方的原始文件；亦有官方的

公報、官報、年鑑、業務計劃檔案；也有旅遊宣傳 公學校修身書

交通位置

Milk-唐唐Short-Ear Bunny-唐唐Short-Ear Bunny-唐唐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賴馬

早起的一天-晚餐-賴馬

十二生肖-賴馬

品、寫真集、街庄概況與地形圖，為對研究日治時期臺

灣史相當重要的文獻。為使讀者了解臺灣學之歷史淵源

及賡續發展，2008年特以「臺灣學研究書展」為主軸，

同時配合臺灣學系列講座，每月規劃不同展示主題，以

呈現豐盛之館藏臺灣學研究資料，並讓大眾能對今日臺

灣之源流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

「近代教育的搖籃—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書展」為

2008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系列的首部曲，主題為日

治時期臺灣教育，日治時期為臺灣近代教育制度之發軔

期，惟因係殖民政權所建立，故教育政策、內容均具特殊性，是採漸進原則、逐步強化的同化主義方針，和

臺、日有別的差別待遇政策。本展覽將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略分為16大項目，包括教育設施、教育政策、教育屬

性、教育成果以及相關歷史事件等，結合本館珍貴館藏，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歷程。

展出日期：97年1月19日至2月29日

展出地點：本館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唐唐，1966年生

1988年開始

插畫和繪本的創

作，2003年後以

唐唐為筆名發表

繪本，同時也為

副刊及書籍封面繪製插畫，喜歡嘗

試各種不同的形式，以內斂細膩的

筆調和層次，營造夢境般的超現實

風格。

賴馬　1968年生

從事圖畫書創作及插畫二十餘

年。1995年，賴馬創作了第一本圖

畫書《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至目前為止，共有九本圖畫書問

世。A型金牛座 的他慣於影像性思

考，天馬行空的圖像趣味源源不

絕，下筆時卻是眉頭深鎖的專注，

一筆一筆實實在在地塗抹出充滿想

像的世界。

親子講座及簽書會

地點：四樓雙和藝廊

2/2（六）下午2-4點

賴馬、唐唐

我們在做圖畫書

2/16（六）下午2-4點

賴馬

說故事-談創作

2/17（日）下午2-4點

唐唐

我的圖畫書中的孩子

公學校教學實況

幸福的彩筆

賴馬．唐唐圖畫書原畫及手稿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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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日) 1999年柏林愛樂新年音樂會－大終曲

2/17(日) 聖彼得堡建城300年慶典音樂會

2/24(日) 2003年柏林歐洲音樂會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2/01(五) 臺灣影像百科17

2/05(二) 臺灣影像百科18

2/12(二) 臺灣影像百科19

2/13(三) 臺灣影像百科20

2/14 (四) 臺灣影像百科21

2/15(五) 臺灣影像百科22

2/19(二) 寶島知性之旅－卑南族文化系列1

2/20(三) 寶島知性之旅－卑南族文化系列2

2/21(四) 寶島知性之旅－卑南族文化系列3

2/22(五) 寶島知性之旅－花東巨石文化

2/26(二) 寶島知性之旅－都蘭南阿美古調祭舞1

2/27(三) 寶島知性之旅－都蘭南阿美古調祭舞2

2/29(五) 寶島知性之旅－新港

播放時間：週二~五  14：00-15：00

1998年柏林愛樂溫布尼音樂會－
拉丁美洲之夜

馬勒：大地之歌鋼琴巨匠的最後傳奇－
米開蘭傑里　瑞士盧加諾獨奏會

影片欣賞 親子活動

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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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快樂智能～比IQ、
EQ更高明的智慧

Ｂ１寶環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樓層配置

本館為加強服務品質，各樓層重新配置

2月16日 (六)上午10時至12時

陳艾妮 (名作家、演說家、畫家)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櫃台辦理

殖民地台灣的
臺灣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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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1 8 或 電 子 郵 件 報 名 :
sharon@mail.ntl.edu.tw

現代人在繁忙生活和強大的工作壓力下，似乎越

來越不快樂了，對於民眾來說，每天要擔心的事情也不

在少數，相信沒有人是願意自己是不快樂的，每個人都

希望可以讓生活充滿希望和活力，因此本館特別邀請到

知名作家陳艾妮女士蒞臨本館，為大家主講「我立志快

樂」-----天天生日快樂的祕訣 。 

「SQ快樂智能」(Smile Quotient) 係由陳艾妮女士

所提倡者，除了希望陳女士可以引導大家了解如何在

未來生活上都能「快樂的生活」，也期望能在功課壓

力繁重之中尋求出事半功倍的快樂法則，讓大家都成為

「SQ」高手。

你還在為生活中的事情有所不滿，因此每天過的鬱

鬱寡歡嗎？大家不妨來聆聽這場演講，相信會對未來在

學習與生活上有所助益的。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地點 時間

志工媽媽說
故事

2/13（三） 人魚公主、牛奶糖樹
親 子 資 料
中心B1幼
兒區

週三下午
3:00~4:00

2/20（三） 神奇變身水、烏鴉麵包店

2/27（三） 子兒吐吐、怪獸的字典有困難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活動內容 地點

F U N 輕 鬆 親
子 閱 讀 共 學
營~小動畫大
思考

02/01（五）
在情境中學習美
德~獨創力學習

賞析與思考-動畫創意短
片
子：我的夢想你的理想
親：群己關係新覺察

4045教室

活動時間：上午10：00~12：00
參加對象：小學一～三年級的兒童與家長，需親子一起參加，共20對。
報  名  費：每隊800元
帶領老師：鄭窈窕老師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活動內容 地點

FUN輕鬆~文
字 創 造 魔 法
師

02/01（五）
尋找創意與想像
力~精進力學習

《中文真的很有
意思》量詞修詞
能力

4045教室

活動時間：下午2：00~4：00
參加對象：小學四～六年級兒童，共40位學童。
報名費：500元
帶領老師：鄭窈窕老師

臺灣傳統以來的文化戲曲，除了歌仔戲以外，就屬布袋戲

最引人入勝了。它在木偶表演藝術上的創意推陳出新，不論是劇

本、音樂、戲偶製作、表演形式、舞台裝置……等方面，都有別

出心裁的進展與蛻變；本館有鑒於傳統藝術乃民族文化的命脈所

在，特請財團法人西田社布袋西基金會，提供典藏之布袋戲偶，

戲偶展示主要分四區，西遊記、白蛇傳、鍾馗及戲偶角色（生、

旦、丑..等），值得您前來觀賞！

展出日期：96年12月15日至97年2月29日

展出地點：本館1樓大廳

樓層 閱覽室別

地下一樓 寶環國際會議廳廰、餐廳、823紀念館、地下停車場

一樓 資訊檢索區、親子資料中心、視障資料中心、期刊區、簡報室

二樓 科技暨外文圖書區、視聽欣賞區、電腦教室

三樓 人文藝術暨社會科學圖書區、市民教室、自修室

四樓 參考書區、中日文期刊合訂本區、雙和藝廊

五樓 臺灣學研究資料區(一)、西文期刊合訂本區

六樓 臺灣學研究資料區(二)、非書資料區、推廣轉導組

殖民地台灣近代學校
2月23日 (六)上午10時至12時

許佩賢教授-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

系(所)副教授

一、前言

二、學校生活的一天  

三、近代學校的特色

1. 學校空間的創出

2. 國家權力的介入

3. 共同的時間規範

4. 集體行動的原理

5. 身體的規訓

四、新學與舊學

1. 學習空間的改變

2. 學習習慣的不同

3. 學科內容的差異

五、殖民地台灣近代學校的成立

1. 殖民統治的需要

2. 台灣社會對近代的欲求

3. 學校經營與地方社會

六、重層的教育像

1. 近代教育(普及、平等、啟蒙、個人主義)

2. 國民教育(天皇制下的臣民教育)

3. 殖民地教育(配合殖民政策的教育)

七、結論──從「教育」看台灣的「近代」

本館4樓4045教室

書房教學實況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滿
三十周年紀念

蕃童教育所

偶戲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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