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極盡視聽之娛又可怡情悅性的鄉土音樂，最廣受

民眾的喜愛，本館特別邀請國家國樂團蒞臨寶環聽為大

家演出悅耳的曲目，精采可期。

活動日期：97年1月19日
                      13：30～14：30；13：00入場

活動地點：本館B1寶環國際會議廳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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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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樓 視聽區 9：00～21：00 9：00～17：00

----樓 親子資料中心 9：00～18：00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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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樓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每周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四樓 自修室 星期一休館
星期二～星期日
9：00～21：00

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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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戲風華

春聯是頗為特殊的文體，一直是人文現象的縮影；家裡

一旦貼上紅紅的春聯，一方面表示新春來到，另有避邪納福

的表徵，也可以反應不同的審美情趣，此次活動特請名書法

家蒞臨本館現場揮毫，當場把討喜吉祥的春聯贈送給大家。

活動日期：97年1月19日13：30～16：30；
                      14：30分開始索取

活動地點：本館B1文化長廊
除了讓學童從動手製作精美賀卡的活動中，了解佳

節喜慶的意義與予人致賀的禮儀之外，兼具美育教學的

功能，是本館深且的期許，歡迎小朋友積極参與。

活動日期：97年1月19日13：30～16：30
活動地點：本館B1文化長廊

新春賀卡DIY製作 新春揮毫

為了給民眾提供一個不一樣的閱讀方式，乃於2008年新春

佳節前夕，特別企劃一系列的“春之饗宴活動”，邀約民眾欣然

赴會熱情参與。
“2008春之饗宴”系列活動

音樂饗宴

雙和藝廊
陶好生活-吉吉陶藝聯展

参陶参的粗獷、樸拙，相對於細膩的参瓷参來說，顯得雋永有味。當你觸摸陶

土，親手揉捏，便會覺察到心靈因而淨化，生活品味自在其中。

林振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們，深深以為物質若太過精緻化，則不

免失去原始的自然，故而在繁忙緊張的生活步調之外，刻意留給自己一個悠

閒的空間，從事不受限的陶藝創作。

泥土的可塑性強，最適於融入實際生活，

此次展覽內容以實用器皿為主軸，燈飾、花器、

時鐘、人像、動物全收納其中；純手工的質感，

加上造型各殊的狀貌，有別於坊間陶器的大量製

造。作品表現手法各異，有的精雕細琢，有的揮

灑寫意，冀望透過與参泥土参的交情，藉以傳達心靈

的悸動，並期待同好者的共鳴與指教。

林振吉　製

展出時間：

    97/1/2-15

楊建邦、管育伶雙人彩墨展
健邦的創作，以代表西方美神的維納斯來作為水墨畫的主角，背景以複合媒材

作簡易的荷花速寫跟前景的荷花做互應，以分割塊面的方式來呈現，畫面色彩刻意

以反主觀式的安排，將主題用強

烈的黑與白來做處理，前景與背

景賦予色彩反襯出主題。

育伶藉由不同題材，隨著時

間表現著不同的意義，在現代社

會引發壓迫的力量，人們對事物

的無力與失落，直接表現其內在

寓意，使物體

由具象轉為性靈的水墨世

界，表現心靈上的思索，讓觀者

在視覺上享有無限的精神享受。

雨荷　管育伶　繪

展出時間：

    97/1/17-30

交通位置

迷思　楊建邦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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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日) 1998年柏林愛樂溫布尼音樂會－拉丁美洲之夜

1/13(日) 2006年TDK影音寶鑑音樂會.芭蕾舞篇

1/20(日) 馬勒：大地之歌

1/27(日) 鋼琴巨匠的最後傳奇－米開蘭傑里　瑞士盧加諾獨奏會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6：00

1/02(二) 達文西的秘密

1/03(三) 火星偵探軌道號

1/04(四) 外星異世界

1/05(五) 打造飛車：聖母峰探險

1/08 (二) 超限建築：全世界最繁忙的鐵路

1/09(三) 浩大工程：杜拜滑雪場

1/10(四) 解碼達文西

1/11(五) 臺灣生態探索

1/15(二) 建築奇觀：青藏鐵路

1/16(三) 搶救車諾比

1/17(四) 臺灣大自然山林記事5

1/18(五) 臺灣大自然山林記事6

1/22(二) 臺灣大自然山林記事7

1/23(三) 鐵道旅人6

1/24(四) 鐵道旅人7

1/25(五) 鐵道旅人8

1/29(二) 鐵道旅人9

1/30(三) 鐵道旅人10

1/31(四) 鐵道旅人11

播放時間：週二~五  14：00-15：00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活動內容 地點

FUN輕鬆親子
閱 讀 共 學 營 ~
小動畫大思考

01/29（二）
親子讀冊去!
~流暢力學習

見到你真好
好玩的親子轟趴

4045教室

01/30（三）
積極與主動是求知的核心
~精進力學習

賞析與思考-動畫繪本《禮物》
子：家事總動員 
親：生活智能的涵養

01/31（四）
付出與感恩的藝術
~敏覺力學習

賞析與思考-動畫繪本《給姑媽笑一個》
子：心情臉譜
親：施與受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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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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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9（二）
開啟溝通之門
~流暢力學習

傾聽與回應的體驗活動
聽聽我看看我

4045教室

01/30（三）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獨創力學習

閱讀影片蘊涵的生命哲理
展翅高飛活出自我

01/31（四）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敏覺力學習

趣味小品文的對話思考
故事插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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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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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參考書目 地點

玩繪本遊世界

01/22（二） 我在哪裡 我的地圖書、Letter from Felix

4045教室

01/23（三） 歐洲
環遊世界做蘋果派、灰色白色和黑色、嘉貝拉
之歌、Ben’s Dream

01/24（四） 美洲 貝克的紐約、All in a Day

01/25（五） 非洲 剛達爾溫柔的光、Handa’s Surprise

01/26（六） 中南美洲 小女兒長大了、Going Home

01/27（日） 亞洲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小莉的中秋節

活動時間：下午2：00~4：00
參加對象：小學四～六年級兒童，共30位學童。
報名費：700元
帶領老師：黃申惠老師

活動名稱 日期 內容 地點 時間

志工媽媽
說故事

1/02（三） 誰怕大野狼、兩株番茄

親子資料中心B1幼兒區 週三下午3:00~4:00

1/09（三） 家有怪物、小熊巴比找幸福

1/16（三） 奇怪的客人、故事分享

1/23（三） 蝴蝶風箏、故事分享

1/30（三） 我要當媽媽、我的媽媽不見了

寒假
加開場次

1/19（六） 唱歌當飯吃、你很特別

親子資料中心B1幼兒區 上午10:30~11:00

1/22（二）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大青蛙愛吹牛

1/26（六） 起床了，皇帝、小狗狗有辦法

1/29（二） 怕黑的貓頭鷹、小螞蟻歷險記

2/02（六） 媽媽不見了、石頭湯

影片欣賞

日期 影片 地點

1/12(六) 下午2：00－4：00
一家之鼠-3

（片長71分鐘）
簡報室

1998年柏林愛樂溫布尼音樂會－
拉丁美洲之夜

2006年TDK影音寶鑑音樂會‧
芭蕾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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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

網路報名：97年1月2日至1月4日

報名日期：97年1月15—31日（上午9:00～12:00 下午1:30-5:00國定例假日不受

理），手續完成即刻繳費。

報名地點：中和市中安街85號（1月15日9：00～12：00於一樓大廳現場報名，之後

改於六樓推廣組）。電話：(02) 29266888轉5402。

最新課程內容與簡章請至本館服務臺領取或上本館網站(http://www.ntl.edu.tw)瀏覽。

98年度雙和藝廊申請開始了

一、申請時間：97年1月2日至31日。

二、收件方式：請親送或郵寄至本館（臺北縣中和市中安街85號，收件人請註明推廣

組申請98年雙和藝廊展覽）。

有關展覽檔期事宜請洽本館服務台或網站索取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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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智慧—
超越IQ的心智訓練

智慧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是我們的

一生卻掌握在它的手中。聰明才智高的人治人，聰明才

智低的人受制於人。史登堡博士的「智慧三元論」主張

人類智慧行為有多個面向：一為內在心智機制，二為經

驗，三為情境；我們可以經由練習增進學習能力，增多

實用智慧，所以我們不但能而且應該教智慧。 洪蘭將在

本演講告訴大家真正有關係的不是我們的智慧程度，而

是我們運用智慧所創造出來的成就。了解與增進智慧的

終極目標應該是，在生活上完全的實現出我們智慧的潛

能。

Ｂ１寶環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台灣史話

臺灣學研究中心–系列講座

講　題：介紹日治時期教育史料「隈本繁吉文書」

　　　  （『隈本繁吉文書』について－植民地教育資料の紹介－）

主講人：阿部洋教授

時　間：97年1月19日週六上午10-12時

演講內容旨要：

20世紀初頭、12年間にわたり朝鮮・台湾において総督府学務課長・

同部長として活躍、その間自ら従事した植民地教育政策に関して貴重

な資料を多数保存し、自らも書き残した植民地教育政策関係の文書類

（1908～1920）の全貌

研習招生 藝廊申請

1月19日週六上午10～12時  

洪蘭教授(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櫃台辦理

１樓簡報室

導覽服務

一、導覽時間：週二至週五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二、導覽語別：國語、台語

三、申請適用對象：國內外各機關、學校、團體

四、申請方式：

1.電話申請（參觀人數在十人以上，五十人以下者）：請逕電話（02）2926-6888

＃5405余小姐

2.傳真申請（參觀人數在十人以上，五十人以下者）：請於「參觀日」一星期前，

書明“單位名稱、帶隊者及手機號碼、聯絡人及電話、參觀日期及人數“逕傳

（02）2926-1087

3.E-mail申請（參觀人數在十人以上，五十人以下者）：請於「參觀日」一星期

前，書明“單位名稱、帶隊者及手機號碼、聯絡人及電話、參觀日期及人數“逕

傳e-mail：ysh@mail.ntl.edu.tw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3/5-6/18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上　午

     

│  

     

古典押花藝術

王玉鳴

古箏（  弦箏）

魏德棟

成人花藝設計

楊婷雅

躬能瑜珈

李郁清

國畫山水 

陳  輝

拼布

王惠珍 

音樂賞析

熊思音

成人電腦（進階班）

王祥安

下　午

     

│  

     

編結藝術

黃明慧

古箏（  弦箏）

魏德棟

傳統與創新女紅DIY

葉淑鈴

電影賞析

黃建業

國畫花鳥 

蔡麗雲

書法 

郭旻龍

水彩

周榮源

捏塑手作生活雜貨

胡瑞娟

成人電腦（基礎班）

林建合

晚　上

     

│  

     

國畫山水A

盧錫炯

書法 B

黃智陽

素描粉彩

歐紹合

攝影園地

周鶴輝

篆  刻

朱清波

塑身瑜珈

李郁清

設計繪畫

張宏彬

國畫花鳥 

熊宜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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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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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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