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區新風貌

開 放時間

本館1-3樓部分空間重新規劃，並增設臺灣歷史走廊及新書展示區，
以加強圖書館功能與服務品質。

開放時間
樓層

閱覽室別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臺灣歷史走廊】

【視聽欣賞區】

臺灣歷史走廊介紹早期臺灣（史前時期及荷

視聽欣賞區位於二樓，分為視聽資料區及視

西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及當代臺灣，讓

聽閱覽區兩部分，視聽資料區存放豐富影音資料

民眾對於臺灣歷史輪廓有更多的認識。

供讀者借閱或於視聽閱覽區內欣賞，使用席位計

一樓

資料檢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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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資訊檢索區位於一樓，擁有62台電腦可供館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藏查詢及資料庫檢索等服務，舒適的座椅及一人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一機的寬敞空間，提供讀者最便利的資訊檢索服

二、三樓
四樓
五、六樓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自修室

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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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42席，優質的數位設備提供完善舒適的多媒體
【資訊檢索區】

視聽空間。

務。

【新書展示區】
新書展示區位於二樓及三樓，提供讀者最新
入藏資料，展示新到圖書或主題書展，供讀者館

8：00～22：00

內閱讀或借閱。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

【自助借書區】

交 通位置

2008 APRIL

一樓自助借書區以綠竹及LED光源襯托出優
雅精緻的文化氣息，便捷的自助借書機讓圖書借
閱流程更順暢，節省讀者的借閱時間。

4

雙和藝廊
復興商工【視覺藝術教育】特展 王耀銘、李淑英書畫創作展
展出時間：4月2日～4月15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展出時間：4月17日～4月29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榮獲教育
部96學年度全國「高職優職化」學
校的殊榮，為配合部授輔助方案，
特別舉辦「視覺藝術教育創作精品
展」。此次展出的主題是以「生活
美學與現代藝度空間」為主要的內
容。參展物件是由復興商工教師個

名譽校長 張慧生

人之創作暨學生學習之創作所提供
的藝術作品。

校長 王志誠 英國愛丁堡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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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銘先生自1979年接觸書法至今，已耕耘二十餘年，自其作品中可
觀賞出其紮實的功力以及一絲不茍的精神，並將線條之美往山水、花鳥方
面創作，筆、墨、色、書四者皆融為一體。
李淑英女士執著投入水墨繪畫，一直默默的耕耘，因為愛花，喜歡拈
花惹草，把心中感動與體會，源源不絕
的融入作品之中，於是每一幅畫作都充
滿生命、感情與希望。在尺幅之間就能
感受那綠意盎然、氣韻生動的自然之
美。
王耀銘、李淑英兩位各具風格特色
畫家，攜手合作將展出歷年來的精心作
品，歡迎同好蒞臨參觀指教。

王耀銘

書

李淑英

繪

2008/5/3

上午 11:45:10

影 片欣賞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4/06(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結婚

4/13(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告密者

4/20(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十殿閻君(上集)

4/27(日)

台灣文學作家劇場：十殿閻君(下集)

播放時間：週二~五 14：00-15：00
4/01(二)

臺灣森林之美(一、二集 )

4/02(三)

臺灣森林之美(三、四集 )

4/03(四)

草地狀元：在地手工藝（草拈香、掃帚草傳人）

4/08(二)

草地狀元：在地手工藝（皮影戲、歌仔戲）

4/09 (三)

工藝之美：草帽編織

4/10(四)

工藝之美：大家放風箏

4/11(五)

世界遺產名錄：天壇、頤和園。

4/15 (二)

世界遺產名錄：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承德避暑山莊

4/16(三)

世界遺產名錄：明清皇陵、布達拉宮

4/17(四)

世界遺產名錄：孔廟、泰山

4/18 (五)

世界遺產名錄：秦始皇陵兵馬俑、莫高窟

4/22(二)

世界遺產名錄：雲岡石窟、龍門石窟

4/23(三)

世界遺產名錄：麗江古城、黃龍

4/24(四)
4/25 (五)
4/29(二)
4/30(三)

臺灣特有種鳥
臺灣特常見的鳥
臺灣特稀有的鳥
臺灣的鳥的生態環境

親

子活動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櫃台辦理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閱讀書目及參考書目

Magic pencil : children's book illustration today，
3/29
Tell me a picture，All join in，The green ship，
Zagazoo，傷心書，Mister Magnolia
與大師對話之二
Ben's dream，Just a dream，T he Swee test fig，
4/12
巫婆的掃把，陌生人，野蠻遊戲
Chris Van Allsburg
Tea with milk，中國鬥牛士王邦維，艾莉森的
與大師對話之三
家，
4/19
Allen Say,
在森林裡，和我玩好嗎?，風喜歡和我玩，像
Marie hall ets
我平常那樣
A day's work，Fly away home，Smoky night，
與大師對話之四
4/26
St. Patrick’s Day in the morning，Train to
Eve Bunting
Somewhere，The Wall，陽光之家
逃家小兔，The noisy book，Two little trains(兩
與大師對話之五
列小火車)，重要書，Another important book，
Margarate Wise Brown
5/3
Babushka Baba Yaga，Pink and Say，Thank you,
Patricia Polacco
Mr. Falker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The alphabet tree，
『在繪本世
與大師對話之六
A color of his own，Fish is fish，It’s mine!，
界 遇 見 自
5/10
Leo Lionni
Pezzettino，Swimmy，The biggest house in the
己』
world，
Zoo，Gorilla， I like books，Into the forest ，
與大師對話之七
My dad，My mom ，我哥哥 ，tunnel，朱家故
5/17
事，The shape game， The Willy’s pict ures，誰
Anthony Browne
來我家
Come away from the water, Shirley，Edwardo :
與大師對話之八
the horriblest bo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Mr.
5/24
John Burningham,
Gumpy’s outing，Oi! get off our train，Where’s
Julius?，外公
Whistle for Willie，夢，Goggles!，Maggie and
與大師對話之九
5/31
the pirate，The snowy day
Ezra Jack K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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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元
帶領老師：黃申惠老師
與大師對話之一
Quentin Blake

自由參加
活動名稱

日期

主題

4/02（三）

家有生氣
小恐龍
老鼠與風

主講人

主題

主講人

林秀麗

最幸福的禮物

曾林玉

武松打虎

劉緒娟

小活佛
失落的一角
遇見大圓滿
坐火車

林秀麗

陳信美
4/09（三）
志工媽媽
4/16（三） 超棒貓迪西 洪秀鳳
說故事
4/23（三） 你很特別 莊淑珍
4/30（三）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親

子活動

好朋友

陳信美

王美貞

地點

時間

對

象：國小1-6年級學童
（1-2年級請家長陪同）
報 名 費：50元，材料費：100元
報名方式：請至親子資料中心1樓櫃檯報名
（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02）2926－4075

館

專

題講座

從旅遊看建築

主 講 人：洪新富
著
作：紙意寄情、紙雕動物園
時
間：4月19日(六)13時-15時

主 講 人：黃健敏建築師
前建築雜誌總編輯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時
間：4月19日(六)上午10時-12時

書本一打開，跳出來的紅毛城、淡水禮拜堂，從橫
行無阻的螃蟹、到貓頭鷹、再到展翅飛舞的鍬形蟲，用
紙表現出臺灣特有生物、活靈活現的一面。
單薄的紙張在洪新富的巧雕下，變成讓人一再玩味
的童趣，也增添了紙張的生命力。
洪新富的每一個創作品，都有一個故事，有隻老虎
花了七張紙，研發五年才成功；有個觀音菩薩的紙雕，
是修了一個月的齋戒沐浴功課後，才體悟出的靈感，這
些精細的作品讓觀眾得到視覺上的驚艷。
從事紙藝研究，一路以來洪新富透過看書、拜師學
藝等方式增進技能，並且避開他人的風格與特色，不想
只做個一般的學徒或模仿者，要給自己一個定位。洪新
富認為，「一開始學習所有的技巧後，再忘記所有的技
巧，讓自己歸零。」唯有如此，才不會框限自己。
紙藝可以訓練邏輯、培養美學素養，紙藝也是科
學，透過解剖學、數學與物理世界的奧妙，紙張展現出
非凡的生命力。
除了出書，洪新富也進入校園，透過不同的形式，
推入教育課程中，讓孩童從小就可以透過雙手摺出興
趣，認識世界。

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本館6樓

建築是鏡子：建築反映時代，建築呈現文
化，建築表現藝術﹗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建
築，惟有透過旅行方能體驗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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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更是雪梨，乃至澳洲的象徵。建築的魅力何
其巨大，甚至偉大。「從旅遊看建築」以歌劇
院建築為主題，引領大家進入不同都市的音樂
殿堂，欣賞歌劇建築之美。

臺

灣史話

章寶英

木‧技術。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乃是近代化建設

自由參加

之發韌期，惟係殖民政權，故在建築及設計

活動名稱

日期

影片

地點

上，大量參酌西洋及和式建築，使建築作品具

親子影片欣賞

4/12(六) 下午2：00－
4：00

Cars汽車總動員
（片長110分鐘）

簡報室

有特殊性，與漢人傳統建築迥異，呈現多元文

4樓4045教室

在臺灣看到十七
世紀的荷蘭
主 講 人：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
間：4月12日(六)上午10時-12時

間：3月8日～4月13日

的二部曲，主題為日治時期臺灣的建築‧土

築作為突顯自我的利器之一，當人們看見羅浮

禧摩天輪，當然就與霧都倫敦連結，而雪棃歌劇

館藏日治時期臺灣建築‧技術類書展
技術類書展」為2008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每個都市莫不以建

宮的玻璃金字塔，自然想到花都巴黎，仰望千

「近代建設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週三下午
3:00~4:00

B1國際會議廳

「動手又動腦－與作家洪新富」

近代建設的推手
時

親子資料
中心
B1幼兒區

4樓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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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理的巧合
二、歷史的交會
三、荷蘭東印度公司
四、帆船、槍礮與城堡
五、其他荷蘭時期的文化資產

化的風格。本展覽將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略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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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大項目，配合本館典藏《臺灣建築會誌》、《臺灣技術協
會誌》、《土木事業統計年報》、《史蹟調查報告》、《小住宅懸賞圖面
集》、寫真帖等珍貴館藏，呈現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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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城

北方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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