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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化中心春節開放時間

-  2/9(六)除夕~2/11(一)初二休館
- 2 /12(二)初三~2/17(日)初八 9:00~17:00開放

- 2/19(二)起正常開放

本刊於2013年1月號第43頁刊出梁銘勳先生書法作品展，展出地點為巴比音樂

美語短期補習班，誤植為翔韻音樂藝術中心。造成各方困擾，本刊深感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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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報報》為發布臺中地區藝文、公益、活動相關資訊之平台，目前發行於臺中 
各個文化館所及臺中誠品書店、醫院、火車站及外縣市藝文展演等空間，免費索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www.culture.taichung.gov.tw
臺中文化報報臉書網站: www.facebook.com/pages/臺中文化報報/101093216632833

臺中文化小尖兵http://www.facebook.com/TaichungCulture

演武場春節開放時間

春節期間正常開放9:00~17:00

放送局春節開放時間

- 2/9 (六)除夕~2/11(一)初二休館
- 2/12(二)初三後正常開放

週日~週一：10:00-17:00；週六：10:00-18:00

Happy
ChineseNew Year春節的來臨，預告著春天的到來，春暖花開的季節，總令人心曠神怡。

帶著滿滿祝福的小龍，陪伴大家一同進入新的一年，要將祝福與喜悅分享給

大家，願大家新的一年，天天愉快‧蛇麼都順遂！

「2013傳統藝術節」將於2月12日大年初三熱鬧展開，國內外的表演團

體，結合傳統與創新的元素，帶來充滿年節氣氛的演出。文化局邀請大夥

兒，年初二回娘家後，帶著大朋友、小朋友一同來體驗傳統文化的節慶氛

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祝您新春愉快‧闔家平安！

歡喜迎新春

麼都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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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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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行春好去處 
邀您藝遊大臺中
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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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行春好去處 
邀您藝遊大臺中

「2013臺中市傳統藝術節」將於今(102)年農曆春節期間（2月12日至2月15

日）在大墩、葫蘆墩、港區、屯區文化藝術中心四處同步舉行，另還特別企劃

安排表演團隊於臺中市民俗公園演出，以營造傳統節慶氛圍。今年的傳統藝術

節在傳統中注入新意並融合國際元素，邀請在地表演藝術團隊和國外表演團體

傳藝PK，周邊還有藝術市集、民俗研習、親子活動、DIY手做等行春體驗，希

望市民在農曆春節期間有個藝術行春的好去處，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您在年

初三到初六，一起來四大文化中心過好年。

行春體驗活動

三    尪仔標打卡讚
傳統龍獅藝術之精美限量尪仔標杯墊，分別在四大中心場域發送，民眾需至各活

動地點索取，才能收集成套，藉此亦能賞遊四大文化藝術中心之特色。

四    精美傳藝紅包
每日每中心200份傳藝紅包贈送現場民眾!

表演活動

一    藝術市集
於「屯區藝文中心」、「港區藝術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三中心，安排藝術

文創、傳統藝術或民俗文化相關市集展售，並安排攤位提供民俗商品讓民眾免費參

與DIY動手做，中間並穿插民俗藝人互動表演。 

二    研習活動
活動期間於四中心每日13:00-14:00時段安排一場研習活動，邀請達人講師免費各
項民俗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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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藝術中心

2月12日(年初三)，邀請知名龍獅團隊-威勁龍獅
武術戰鼓團的四色舞獅及歡慶舞劇作開幕，為新

的ㄧ年開啟歡樂氣氛。另有黑墨鏡樂團VS小丑魔
術，太妃堂及莘莘學子們創新的北管樂團演出，

內容精采可期。

大墩文化中心

2月14日(年初五)西洋情人節當天，特邀請One 
Band玩樂團演出，營造浪漫情人節的氛圍。傳
藝PK／妙琁舞蹈團VS大河流日本舞踊，阿忠布
袋戲、亦姬舞蹈團更是四天活動中不可錯過的

表演。

葫蘆墩文化中心

在2月15日(年初六)，邀請知名搖滾國樂團體-采風
樂坊及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閉幕演出。期間亦有

MIX舞動劇不同風格的演出，更安排頗受年輕人喜
愛的打狗亂歌團及最受小朋友喜愛的小青蛙劇團

演出，希望讓年輕朋友及小朋友們有個活潑歡樂

的年節。

屯區藝文中心

特別邀請明華園日字團於2月13日(年初四)演出，
豐富多元的傳統藝術展演，襯托年節熱鬧的氛

圍。四天中還安排葉紅旗中華笛藝團、瓊瑢舞蹈

團及五洲園掌中劇團各類型的表演及國外團體PK
演出，營造歡樂喜慶的年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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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擊鼓

(日) 15:00

屯區藝文中心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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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青春活力的擊鼓慶元宵演出，由代表東方的尚武風龍獅

戰鼓團，演繹青春戰鼓與文化薪傳的節目，緊接著由代表西方的

身聲擊樂團帶領大家「無所不擊」，一同進入無國界的綠色環保

打擊中，元宵節一同東西擊鼓慶元宵！

尚武風龍獅戰鼓團為臺中市的知名龍獅武術團隊，更是國內

多場龍獅競藝中的佼佼者，秉持文化薪傳注入年輕新血的活力團

體。

身聲擊樂團是發源自身聲劇場的打擊樂表演團體。延續身聲

劇場強調以身體、聲音表達情感與力量的理念，發展出創作型的

打擊團體─身聲擊樂團，擅長臺上臺下熱鬧互動，兼具土地根著

的能量與創意節奏的對話。

尚
武
風
龍
獅
戰
鼓
團

身
聲
擊
樂
團

102 /2/24

慶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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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看到這個圖形時，您會聯想到什麼:

這是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主辦的第20屆全國兒童

聯想創作比賽的複賽圖形。原始構想源自原住民的百步蛇

圖騰。來自全國及離島的400多位小朋友，在短短的二個

小時裏，充份發揮想像和創造力，用這個圖形變化出各種

不同的畫畫作品，畫作中包括遊樂場、水龍頭、可愛的小

鳥、熱鬧的廟會與金門的風獅爺等，充滿各式各樣天馬行

空的想像，都一一呈現在這次的展覽中，歡迎大家共同來

感受、觀賞這項與眾不同的展覽。

古蹟巡禮迎春

第20屆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
得獎作品展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大廳

102.1.22-2.24

活動亮點

二月迎新春，到廟宇走春，保佑來年平安順遂，

是春節期間重要的活動。推薦您參加臺中市梧棲真武

宮、萬和宮、樂成宮等古蹟，在二月新春期間所舉辦的

各項祈福與文化活動，感受廟宇建築文化之美。

梧棲真武宮創建於清道光29（1849）年，是梧棲

老街的信仰中心，整體廟字建築至今仍保有原本閩南式

寺廟的風格與形制，2月10日舉辦祈福點燈活動。

南屯萬和宮興建於康熙23（1684）年，是臺中市

歷史最悠久的廟宇，也是居民的信仰與文化中心。整體

建築是座三開間三進兩護龍縱深式與具現代感裝飾之廟

字建築。2月9日晚上11時之搶頭香活動，是具歷史的活

動。

東區樂成宮興建於乾隆55（1753）年，是臺中市

較具規模的月下老人廟，協助未婚者求好姻緣。整體建

築為四合院廟宇建築，外觀華麗與壯觀，廟內至今仍保

留清代器物。2月文化活動多，2月10日上午9時之新春

賀年發紅包是相當受歡迎的活動。

祈求學業進步、升學與求職考試順利者，也可參

訪臺中市北屯、南屯、大甲等區文昌公廟，祈求文昌公

保佑，這些文昌公廟建築年代皆達百年之久，仍保留與

反映當代建築特色。臺中市豐富的廟宇古蹟文化資產，

二月新春時節熱鬧紛紛，邀請您一起來參與。

活動亮點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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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臺中市

女性藝術家聯展
2/23-3/13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二)  週一休館 09:00~21:00

為表彰本市女性藝術創作者在美術教育之推廣及藝術

水準提升之貢獻，並鼓勵女性優秀藝術家持續創作，臺中

市政府文化局自94年起每年舉辦女性藝術家聯展，從初次

舉辦時的42位參展者，銜至今年，已增加為93位傑出女性

藝術家共襄盛舉，展覽空間也倍增至兩間藝廊。

今年徵集的作品不論是墨彩、篆刻、書法、油畫、膠

彩、水彩、雕塑、美術工藝、攝影，題材豐富，內容有四

季花鳥、自然景觀、繁榮的城市一隅、垂涎三尺的臺灣美

食、亦或是親子間

的情感，不論具象

或抽象，每幅作品

均婉婉敘述著作者

的心情及思維，作

品多元又呈現豐富

樣貌，相當精彩深

具內涵。

活動亮點

女人的歷史，

多數仍被淹沒在歷史洪流的時代

以影像紀錄女人，

成為書寫歷史的一種方式

立足女性觀點，

述說女人的故事

願

繽紛的Herstory豐富History的色彩。——簡扶育

「女史無國界」展出內容呈現13位不同職場領域之女史的照片故事。
十三位女史，各有不同精彩的人生風景，足為後生晚輩模仿效法之女性典範。

102.
2.23－3.17

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C

開幕式

102年2月23日（六）14:30

女史無國界—
簡扶育攝影展

活動亮點

8 9

終身未婚，
深信「單身可以做更多的事」

日本藝術家 草間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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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B   週一休館 9:00-17:30

「林輝堂、陳志聲、林永發三人書畫聯展」是

展出三位藝術家書畫創作展。陳志聲、林輝堂老師

目前同在臺中市政府任職參事，林永發老師則任職

於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三人亦曾經同時分別

擔任臺中縣、臺中市、臺東縣文化局局長，皆利用

公餘之暇創作。作品包含書法、油畫、水墨等，以

發掘各種題材，並捕捉大自然之神采。三人生活背

景不同，創作理念相異，進而樹立個人獨特風格，

各擅勝場，有以意境取勝者，有以章法突出者，有

以筆墨擅長者，賦予現代的審美異趣。藉由此次書

畫創作展出，相互切磋書藝，拓展民眾藝術視野，

促進文化交流。

開幕式：102年2月2日（星期六） 下午2:22

102/2/2-2/24

墨彩共輝 文志雋永
書畫同堂 藝聲趣發
林輝堂 陳志聲 林永發三人書畫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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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林輝堂

陳志聲

林永發

本展覽展出陳穎彬先生近十年來創作，包括比較傳統寫

實印象繪畫，表現出光影及顏色的變化，有靜物、風景、動

物、花卉、人物等內容，並展出長期以來研究混合媒材的油

畫作品，其中運用各種不同媒材及顏料，展現不同材料特

質，風格令人耳目一新。

傳統與現代創新
陳穎彬油畫個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四樓畫廊

102/2/1(五)-
2/24 (日)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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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作品以人文為主軸，以個人的生活記

憶、環境和深層的意識，表達對這塊土地的

情感與期待。

平日熱愛舞文弄墨，浸淫書法世界近四十載，

屢在國內各大美展及藝文獎項中大放異彩，是

國內書法界薪傳一代的書法家。

身居後山，長期浸染於日月山海之間，性喜自

然山水，從事水墨畫作。近年創作以山水為

主，畫重寫生，藉中國傳統筆墨媒材，表達自

然山海給予的美感經驗。

老師

老師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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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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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臺灣大道

3段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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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ulture Report

展   

覽

101/12/3(一)-
102/2/27(三)

中華畫圓彩繪藝術聯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2
至10樓藝術廊道

臺
中
市
政
府
新
市
政
中
心

101/12/5(三)-
102/3/5(二)

穿梭時空四百年－經典臺
灣影像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1
至10樓藝術廊道

101/12/26(三)-
102/4/8(一)

余如季攝影展 9樓首長區玄關

即日起至2 / 28(四)
藝術亮點(猿緣園藝術館)

劉其偉紀念饗宴 藝
術
亮
點
店
家

2012/12/1(六)-
2013/2/28(四)

藝術亮點(華農茶行藝術人文會館)

渡海三家精品展

2/1(五)-2/28(四)
藝術亮點(夏卡爾藝術屋)

謝昀姍作品展

表

演

2/18(一)~3/3(日)
2013中臺灣元宵燈會 圓

滿
戶
外
劇
場

2/1(五) 19：30
2/2(六) 14：30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中
山
堂

2/3(日) 14：30
2013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4-24733931

2/28(四) 14：30
2/28(四) 19：30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3/2(六) 14：30 小丑特攻隊―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3/3(日) 19：30 薩洛鋼琴獨奏會

2/14(四)
15：0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天橋說唱
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劃 湖

心
亭2/23(六)

15：0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雅筑箏樂
團

活
動

2/12(二)-
2/15 (五)

2013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洽詢電話：04-22289111#58323 高先生

大
墩
文
化
中
心
、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

港
區
藝
術
中
心
、

屯
區
藝
文
中
心

101/12/26-102/4/8

2/14

新市政大樓9樓首長區玄關

週一至週五8:30~17:30(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臺中公園湖心亭周邊廣場

 (四)15：00

余如季攝影展

102 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

湖心狂想首部曲 - 傳藝劇樂部之
「天橋說唱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畫」

余如季老師生於福建漳州，現任東藝影視公司董事長、余如季攝影藝術博物館負責人，曾榮獲

金馬獎、金鐘獎、省政府獎、亞洲影展獎、十大傑出青年。此次應邀於臺中市政府中港市政大樓展出

「臺灣省立體育場成立鳥瞰全景」與「大臺中盆地黎明」兩幅5米攝影巨作， 攝影時間橫跨50年，充

分展現余老師透過攝影藝術，詮釋對大臺中地區人、事、物的人文關懷與細膩的觀察。

感受不一樣的農曆年及情人節！2月14日農曆大年初五也是

西洋情人節，天橋說唱藝術團今年第一場戶外活動，將獻給臺

中市市民，表演內容將策劃全新戲碼，呈現出春節拜年嶄新的

氣氛，以及甜蜜情人節的逗趣說唱，活潑的說唱方式融合現代

年輕人的創意風格，天橋說唱藝術團將帶給民眾意想不到的節

目內容。

2月14日歡迎市民帶著全家大小、情侶、親朋好友一同前

往臺中公園湖心亭參與湖心狂想首部曲-傳藝劇樂部之「天橋說唱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

畫」，當天活動現場將有開工一元復始吉利紅包大放送(限量100份)，及現場情侶擁抱10秒送金莎小禮

乙份(限量25份)，另外還有文創攤位、集章活動及午茶時光，邀您一起來參加唷!

臺中市
政府

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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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3/2

2/3

2/28

兩廳院售票

(五)19：30、(六)14：30

年代售票

(六)14：30

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4-24733931

 (日)14：30

兩廳院售票

 (六)14：30、19：30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小丑特攻隊 - 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2013 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明華園戲劇總團傾全力打造東方魔幻劇場，帶您

橫跨千年時空，以全新視覺震撼，詮釋史詩劇的情感魅

力；神魔之戰的激情、英雄末路的無奈、寧靜自由的追

求、畢生所愛的錯失；《蓬萊仙島─漢鐘離》是八仙傳

奇系列最具史詩感的一場戰役。

大小朋友請注意，小丑特攻隊報到囉嗦!

小丑們正準備著一籮筐的歡笑美味，朝著大小朋友的快樂星球前

進⋯⋯；氣球秀帶來大風吹，讓大小朋友忙翻天,變出好多不同造型的

五彩氣球；糊塗牛仔小丑正上演著耍人的飛刀秀，而變形小丑忽然出

現神奇七十二變，搞出許多令人愛不釋手的造型大玩具。

小丑大樂隊奏起開場樂，瘋狂小丑指揮家努力著要讓太陽.月亮

及所有的星星排成一整列好好的唱歌；功夫小丑也想來湊一腳，想一

起爭奪小丑冠軍。

馴獸師小丑竟然跑進柵欄內，等著獅子教他跳探戈。

頑皮小丑玩花招搞得大小朋友人仰馬翻，都問球球在哪裡 ?

愛飆車的獨輪小丑真的要載著大小朋友騎上火星去郊遊嗎 ?

這一切的搞怪都被糊塗小丑攝影師全部捕捉入鏡，請各位大小朋友一起來快樂行星報到 !

專業特技、搞笑默劇，搭配與觀眾互動演出，鮮豔明亮的小丑造型、輕快的音樂，豐富您的感

官，挑戰您的幻想極限。快跟著小丑們一起，登上魔幻神梯，直通有趣的歡樂國！

臺中市青少年交響樂團每年年初在中山堂舉辦「全

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音樂會，是全國各地青少年

演奏家重要的音樂盛事。每到寒假，來自四面八方的青

少年共同練習，為舉辦這場盡善盡美的音樂會而努力。

音樂會已邁入第九年，2013年音樂會，除了樂團團員之

外，更極力邀請曾經參與過我們演出的青少年回娘家，

透過音樂會讓青少年提升自我肯定，並與其他來自各地

的音樂學習者做一個良性的交流。

音樂會規劃了精采的曲目，有古典樂曲、電影組曲，還有小朋友喜歡的卡通音樂，歡迎大朋友小

朋友一起前來欣賞。

2012九天民俗技藝團 電影《陣頭》同名鉅作

過去廟會陣頭 嘈雜喧囂

祭典儀式 神秘莊嚴

現在

九天民俗技藝團

融入科技美學 呈現劇場新風貌

一場前所未有的藝術饗宴

全心鼓樂 全新感受

給你 不一樣的「陣頭」!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藝術亮點店家

101/12/1-102/2/28 2/1-2 / 28 即日起至2 / 28 
渡海三家精品展 謝昀姍作品展 劉其偉紀念饗宴
華農茶行藝術人文會館 夏卡爾藝術屋 猿緣園藝術館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115號

電話︰04-23299099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22號

電話︰04-23915695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19號

電話︰04-22603888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大墩文化中心

電話｜(04) 23727311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開放時間｜週二 ∼ 週 日
         9:00∼21:00

交通方式｜仁友客運
30、40、89
臺中客運71
統聯客運75

FEBRUARY

 文英館

04-22217358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0之5
號

交通方式︰臺中客運71 / 仁友
客運10、30、40 / 統聯客運
75、89

 兒童館

04-22328546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162
號

交通方式︰豐原客運55(大坑
口) / 臺中客運100、15、16、
8(大坑口) / 臺中客運14(下二
分埔)

 臺中市役所 
04-22293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7號  

 兒童室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 售票演出

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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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每週日 10：00-10：50
2/3 雞蛋哥哥 臺中故事協會

2/17 神奇的小鍋子 大開劇團  

2/24 我的玩具朋友 童話森林故事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每週五 10：30-11：30    每週六 15：00-15：30

2/1(五) BABAR'S World Tour 英語志工(Wendy、Catherine)

2/2(六) Angel's  Face 英語志工(Violet、Angela C.)

2/22(五) Stellaluna 英語志工(Catherine、Debra)

2/23(六) Something From Nothing 英語志工(Claudia、Angela C.)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每週六 10 : 00-10 : 50    參加對象：具備簡單英語聽力為宜

2/2(六)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全方位梵谷幼兒園

2/16(六) Little Beauty 林敬鈞老師

兒童室「歡樂小龍年 春節說故事」  10：00-10：50    敬請準時入場

2/13(三) 新年快樂 林敬鈞老師

2/14(四) 飛天魔力球 童話森林故事

2/15(五) 你是一隻獅子 101巷故事屋 

101/9/28(五)-2/24(日)

9：00-17：00
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

留學故事展
臺中市役所

2/1(五)-2/24(日)

9：00-17：00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師生

水墨畫展

文物陳列室

(三)
2/1(五)-2/28(四)

9：00-21：00
名作欣賞/張明祺~清香(水彩) 大廳左側

2/1(五)-2/28(四)

9：00-21：00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雕塑家林凌、

書法家陳中庸、油畫家胡美華、

書法家王世慈

大廳左側

2/2(六)-2/20(三)

9：00-21：00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大墩藝廊(一)

2/2(六)-2/20(三)

9：00-21：00
張又之個展 大墩藝廊(二)

2/2(六)-2/20(三)

9：00-21：00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大墩藝廊(三)

2/2(六)-2/20(三)

9：00-21：00
「藝見很多」―藝濤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2/2(六)-2/20(三)

9：00-21：00
癸巳獻瑞「蛇躍迎新‧版印年畫

動特展」
大墩藝廊(五)

2/2(六)-2/20(三)

9：00-21：00
2013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TFA巡迴展

大墩藝廊(六)、
動力空間

2/2(六)-3/6(三)

9：00-17：00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文物陳列室

(一)
2/2(六)-3/6(三)

9：00-17：00
2013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文物陳列室

(二)
2/2(六)-2/20(三)

9：00-17：00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102年

會員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2/23(六)-3/13(三)

9：00-21：00
102年度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

(一)、(二)
2/23(六)-3/13(三)

9：00-21：00
張國政筆之歌―書法求教展 大墩藝廊(三)

2/23(六)-3/6(三)

9：00-21：00
2013這「藝」年～大元國小美術

班第二屆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大墩藝廊(四)

2/23(六)-3/13(三)

9：00-21：00
藝載風華—楊明志水墨畫個展 大墩藝廊(五)

2/23(六)-3/13(三)

9：00-21：00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大墩藝廊(六)

2/23(六)-3/6(三)

9：00-21：00
臺中南區扶輪社26屆授證慶典暨

中日學生美展
動力空間

2/23(六)-3/13(三)

9：00-17：00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週年師

生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展

覽

兒
童
天
地

親
子
聽
故
事
時
間

每週六、日 10 : 30-11 : 30 ，地點：兒童館演藝廳

2/2 (六) Cinderalla 主講：故事方舟劇團

2/3(日) 波利，生日快樂！ 主講：101巷故事屋 

2/16 (六) 12生肖 主講：天津幼兒園

2/17(日) The Doorbell Rang 主講：學習工場

2/24(日) Little Beauty 主講：林敬鈞老師

2/2(六)10：00 桃姐  (普遍級)(港片) 劇情片118分

       

2/2(六)14：00 心動奇蹟―咪咪知音  (普遍級)(日本) 劇情片85分

2/3(日)14：00                  心動奇蹟―3隻小狗的故事  (普遍級)(日本) 劇情片125分

2/16(六)10：00 陣頭  (保護級)(國片)劇情片123分

2/16(六)14：00 四眼雞丁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81分

2/16(六)15：30 「臺中盃創意大獎」成果 (普遍級)(國片) 紀錄片30分

2/17(日)14：00 企鵝寶貝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82分

2/23(六)10：00 逆轉人生  (保護級)(西洋片)劇情片112分

2/23(六)14：00 機器人歷險記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90分

2/24(日)14：00 夏日大作戰  (保護級)(日本) 動畫片114分

 

電

影

放

映

B1
視
聽
放
映
室

活
動

2/22(五)  
19：00-21：00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屋頂上的鋼琴家
大墩文化中心B1
演講廳

市
集

2/12(二)-2/ 14(四) 
11：00-17：30       2013年2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草悟道木作吧檯北側
廣場（－誠品百貨側
至全國飯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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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時     間 區 國 小 地     址

週一9 : 00-11 : 30 東 進德國小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135號

週二9 : 00-11 : 30 西屯 何厝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號

週二14 : 00-16 : 30 北屯 新興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路20號

週三9 : 00-11 : 30 西屯 上石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南六巷25號

週四9 : 00-11 : 30 西屯 西屯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300號

週四14 : 00-16 : 30 北屯 軍功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3路300號

週五9 : 00-11 : 30 南 和平國小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57號

週五14 : 00-16 : 30 南屯 文山國小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97號

週六9 : 00-11 : 30 西屯 重慶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58號

週六14 : 00-16 : 30 北屯 東光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路926號

2/2-2/20

2/2-2/20

大墩藝廊(三)

週一休館09:00~21:00

大墩藝廊(一)

週一休館09:00~21:00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在生命的淬鍊過程中，總是不斷的

存在著衝突與桎梏，如千絲萬縷的繩索縛

身，常令人難以喘息，日復一日的掙扎，

純真、平靜的生活，已不復追尋。

「創作」，讓吳美玲擺脫了心中的

藩籬，藉由筆下或點或線或面的層層交錯

情緒有了出口，在不斷的釋放與抒發中，

似乎尋覓到了一座秘密花園─獨自一人，

徜徉其中，柔和的光，遍佈四周，自己似

乎回到了初始，一如在母親懷中的祥和寧

靜。

「創意人生 -黃嘉勝攝影個

展」將於2月2日至2月20日在大墩

文化中心展出。黃老師的攝影創

作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展現敏銳

的觀察力與幽默感，並融入個人

的意識表達，以聯想激發攝影創

意，再利用組照的方式表達影像

多重思考的空間。在當前數位攝

影創作多元的時代中，更嘗試提

供一項突破攝影創作瓶頸的策略及表現方式。

此次展出的作品分為兩大系列，在「選舉看板視覺圖像記事系列」中，創作內容呈現出候選人及

黨派的形象塑造、陳述政見、反駁批評及互動競爭等四大主題，讓觀者能回味當前臺灣政治選舉看板

前哨戰的多元類型與特色。而「創意生活攝影系列」則以旅遊及迴思的景物，將相似意境內涵的創作

歸納組合成另一意境的組照作品，內容包括臺灣傳統產業的寫實紀錄、美國風光的美麗記憶、超現實

的驚奇聯想、幽默的反諷隱喻以及無厘頭的夢幻聯想等。

本次創作個展是黃老師近年來印證及詮釋創意生活攝影的成果，歡迎大家前來欣賞「創意人生-

黃嘉勝攝影個展」。

2/2-2/20 2/2-2/20大墩藝廊(四)

週一休館09:00~21:00

大墩藝廊(六)、動力空間

週一休館09:00~21:00

「藝見很多」─
藝濤畫會聯展

2013 臺灣藝術家法國
沙龍學會 TFA 巡迴展

「熱愛藝術、秉持

不斷創新的熱情，堅信

努力創作的信念與相互

學習與觀摩砥礪，積極

再創藝術生命精湛之波

濤 」是藝濤畫會組成的

宗旨。 

畫會成員都是由藝

術研究所水墨創作組畢

業。在完成碩士論文之

專題研究後，深深覺得

在水墨藝術還有更深入研究及探索之空間，因

此成立了「藝濤畫會」，希望藉由畫會的組

成，會員們互相學習與探討創作心得，經由定

期聚會、寫生或觀摩名家作品，以期開創更美

好的創作風貌。此次展出，懇切希望藝術界的

前輩、師長們能不吝給予批評與指導，以期有

更大的成長空間。

臺灣藝術家法

國沙龍學會 ( T FA )創

立於1996年，成員涵

蓋老、中、青三代，

包括臺灣北、中、南

及海外藝術精英，共

有八十餘人，該會組

織嚴謹，成員必須入

選法國藝術家沙龍或

巴黎秋季沙龍，因

此有它的獨特性及

優質性。學會以「立足臺灣、放眼國際」的開闊

胸襟，希望將臺灣本土藝術推向國際。此次將展

出七十餘件作品，有油彩、水彩、版畫、複合媒

材、雕塑等不同材質呈現，各具不同的風格，還

祈望各方人士，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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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

 2/2-3/6

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文物陳列室(二)

週一休館09:00~17:00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 102 年會員聯展

2013 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由臺中市九所社區大學的老

師組成。成立於民國100年9月25日，會員人數至今130名。

本次展出項目有國畫、書法、油畫、水彩、素描、押

花、拼布、金工、雕塑、花藝、手工藝⋯等等，所有作品

都是社區大學老師的精選之作，也是協會成立以來第二次

聯展。開幕式訂於102年2月2日(星期六)下午2:30假文英館

舉行，有社區大學老師的動態表演及現場揮毫送春聯...等等

節目。歡迎全體市民朋友及社區大學師生踴躍蒞臨參觀指

教。

協會由潘俊任老師所創立，陶藝創作以手捏為主，

參與人數眾多，迄今15年，學生逾三千人，學成幾百人。

此次展出作品皆為本會全體會員多年的精心之作，整體以

手捏壺、手捏塑像為主。手捏藝術呈現的感覺令人印象深

刻，較能留下生命的軌跡，這些都是傳統工藝無法完全呈

現且做到的，值得與您分享這視覺感動。敬請同好、先進

共享並賜教。

 2/2-3/6 文物陳列室(一)

週一休館09:00~17:00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中華精緻瓷畫協會(FPPAC)成立於2008年，為研究釉上彩高溫瓷畫藝術

團體，致力瓷畫藝術的推展與學習，除資深會員的心得分享外，並舉辦會

員聯展、國內外老師的示範教學、研習、比賽、觀摩等活動之交流。

本次聯展精選會員近期瓷畫作品，展出作品題材廣泛，內容、技

巧、釉料應用豐富多元，各具特色，是一場匯集瓷畫佳作的精彩展覽，

值得您一窺瓷畫的奧妙，領略其中的視覺美感。

2/23-3/6 大墩藝廊(四)

週一休館09:00~21:00

2013 這「藝」年～
大元國小美術班第二屆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繪本創作是大元美術班的特色課程，活潑形式與現代

生活結合的水墨表現形式與專業版畫創作、畢業班以壓克

力媒材彩畫「臺灣保育生態」的題材表達了關懷創作的意

念、裝置藝術的立體造型表現等，是2013這「藝」年的展

覽內容。

我們期待著學習如何分享與藝術探索的奇幻之旅，在

大元美術班的成長中，展現自信、心懷感恩、具有主動學

習及創意的展現的機會，為個人藝術專業學習與潛能發展歷程上留下喜悅的紀錄。歡迎大家參觀，給

予他們更多的指導鼓勵！

2/23-3/13 大墩藝廊(六)

週一休館09:00~21:00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四季的自然景物，氣候的季節變化，是謝淑慧老師創作

的靈感來源。不同的季節換妝，總有不同的花兒輪番上場，

美麗的花花世界，讓人目不暇給。感嘆造物者的美妙，讓大

地充滿色彩。謝老師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詠嘆大自然的美

好，藉著藝術創作呼籲大家愛護自然、珍惜生命。

2/23-3/13 文英館 主題暨文英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 週年師生聯展

甘霖基金會設立於2005年，然而松柏長青大學開辦銀髮

族樂齡學習從社工部開始已經有15年的歷史，是銀髮族退而

不休的好所在，開辦至今已超過3700位學員加入學習行列，

目前每學期仍有超過1000人次的好學銀髮族在此學習、交

誼。適逢松柏長青大學15週年，基金會特別以『甘霖如盼 長

青若望』為展覽主題，期盼天降甘霖，每一位長者可以在盼

望、喜樂與長壽裡追求生命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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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故

事

2/2(六)15:00 魔奇魔奇樹 兒
童
閱
覽 
室

2/16(六)15:00 十二生肖的故事＆大野狼和神奇的扁豆湯
《偶劇+繪本閱讀互動》

2/23(六)15:00 賣香屁

表
演

101/1 1 / 6 (二 ) -
2/24(日)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陽明市政大樓一
樓

1/5(六)-2/24(日)
臺灣indigo++ 臺灣藍研究會員
展

3樓編織工藝館

1/18(五)-2/3(日) 張如梅油畫個展 二樓畫廊

1/22(二)-2/24(日)
第20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
賽得獎作品

大廳

2/1(五)-2/24(日)
傳統與現代創新―陳穎彬油畫
個展

二樓畫廊

2/8(五)-3/10(日)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41週年聯展 大廳

2/22(五)-3/10(日)
2013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
縣石雕協會第四屆會員作品展

二樓畫廊

2/2(六)
14：00-16：00

2013「筆舞龍蛇慶新春」~迎春
揮毫(自由索取，限200幅)

大廳

展

覽

2/2(六)10:00 二手書之戀 14:00 簡愛

多
媒
體
教
室

2/3(日) 10:00 我的瘋狂書迷 14:00 雨果的冒險

2/12(二)10:00 歡迎來德國 14:00 更好的世界

2/13(三)10:00 美好的一年 14:00 賽德克‧巴萊(上)
太陽旗

2/14(四)10:00 霍頓的鐵道人生 14:00 賽德克‧巴萊(下)
彩虹橋

2/15 (五)10:00 吐司：敬！美味人
生

14:00 三個傻瓜

2/16 (六)10:00 大藝術家 14:00 阿凡達

2/17 (日)10:00 偽鈔風暴 14:00 分居風暴

2/23 (六)10:00 社群網戰 14:00 前陷風暴

2/24 (日)10:00 關鍵指令 14:00 全面啟動

2/28 (四)10:00 交響情人夢
最終章前篇

14:00 交響情人夢
最終章後篇

影

片

放

映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時     間 區 國 小 地     址

週一9 : 00-11 : 30 大安 海墘國小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里大安港路1100號

週一13 : 00-15 : 30 大甲 順天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永順街115號

週二9 : 00-11 : 40 大雅 上楓國小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楓林街232號

週二14 : 00-16 : 30 神岡 岸裡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52號

週三9 : 00-12 : 00 沙鹿 鹿峰國小 臺中市沙鹿區星河路209號

週三13 : 10-15 : 40 清水 西寧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五權東路50號

週四9 : 00-11 : 30 東勢 新盛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新盛街342號

週四13 : 20-15 : 40 新社 東興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里興社街一段國校巷13號

週五9 : 00-12 : 00 后里 育英國小 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四月路23號

週五14 : 00-16 : 30 外埔 外埔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436號

2/2 大廳

(六) 14：00-16：00

2013「筆舞龍蛇慶新春」
名家揮毫贈春聯

癸巳蛇年新春將至，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特別與「臺中縣書法協會」合作，邀請10位知名書

法家至現場揮毫應景春聯贈送給市民，分享吉慶喜悅，並推廣傳統藝術文化之美。當天共計200份春

聯供民眾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領取方式：

當日13:00現場發放號碼牌，共計10位書法家(每位老師限20張、每位民眾限領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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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0
2/22-3/10

二樓畫廊

週二至週日  9 : 00~17 : 30
三樓編織文物館

週二至週日  9 : 00~17 : 30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四十一週年聯展 2013 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
臺中縣石雕協會第四屆會員作品展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自1972年1月15日成立以來，已邁入41年，目前會

員們的創作媒材包括水墨、彩墨、膠彩、書法、油畫、水彩、壓克力、

版畫、雕塑、陶藝、竹雕、複合媒材等，幾乎涵蓋了美術的各項領域，

會員的作品風格各異、展品多元。

  自1997年5月由陳松老師創立大肚山石雕研習營為源起，至2005年12月正式立案成立臺中縣石雕

協會，2007年開始每兩年邀請花蓮石雕協會聯合舉辦作品交流展並發行專刊，本次展覽提供臺中民眾

一睹東岸花蓮石雕與臺中本地石雕藝術交流，精采可期。

2/7 3樓編織教室

(四)13:30-16:30

歡喜迎新春 ~ 插花研習活動

新春新心情，文化中心歡迎親子一齊來插一盆屬於

年節喜氣盆花，給全家帶來新希望、好心情，也為家裡

帶來好運氣哦！

參加對象：有興趣的民眾（歡迎親子報名）需事先報名

並繳費（報名電話04-25260136-106）

指導老師：中華花藝梁顏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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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04) 23921122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時間｜週二 ∼ 週 日
9:00∼17:30

交通方式｜豐原客運 51

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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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六)
19:30

指尖‧跳躍~臺中琵琶樂團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非兒童節目)
演藝廳

2/17(日)
15:00

《福氣賀新年》 奇藝特技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2/24(日)
15:00

《東西擊鼓慶元宵》

尚武風龍獅戰鼓團、身聲擊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2/12(二)年初三
11:00-12:30

嬉班子非洲鼓舞樂團、非洲甘

比亞戰鼓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2(二)年初三
14:00-15:30

阿忠布袋戲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3(三)年初四
11:00-12:30

Qmatitmi墨西哥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3(三)年初四
14:00-15:30

迎財神特別企劃-明華園日團歌

仔戲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4(四)年初五
11:00-12:30

葉紅旗中華笛藝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4(四)年初五
14:00-15:30

古拉豹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5(五)年初六
11:00-12:30

瓊瑢舞蹈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5(五)年初六
14:00-15:30

五洲園掌中劇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表

演

2
0
1
3
傳
統
藝
術
節

1/5(六)-2/3(日) 美麗的饗宴~茆碧蘭油畫個展 美學空間

1/5(六)-2/17(日) 延續‧節奏~林彩藝油畫個展 展覽室A

1/12(六)-2/24(日) 靈島美術學會第22次大展 展覽室B-1

1/12(六)-2/24(日) 2013創紀畫會聯展 展覽室B-2

2/8(五)-3/17(日)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美學空間

2/23(六)-3/31(日) 2013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展覽室A

展

覽

2/2(六)
14:00-16:00

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350元)
(報名已額滿)

2/17(日)
13:30-16:30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100元)
(可做兩組吊飾)(報名已額滿)

2/23(六)
14:30-16:30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3F大會議室

研

習

講
座

1/5-2/17 展覽室A

現場導覽2/12(二)14：0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延續 ‧ 節奏 ~ 林彩藝油畫個展

林彩藝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因興趣赴美攻讀造形設計、光效設計及金

工設計等藝術。多年前因妹妹遽逝，讓林彩藝感染到轉瞬消滅的死亡美學，

當她走出哀傷氛圍後，女人隱藏在各種性感符號下的美麗姿態，成為她觀照

女性的重要延伸。莫迪里亞尼女性肖像作品所呈現木然情態，刺激林彩藝的

內心深處，讓她繼續探尋女性柔美性感及其他可能。此展除了是林彩藝持續

探索女性創作議題外，更是用繪畫創作展現女人美感的氛圍美學。

1/12-2/24 展覽室B-1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靈島美術學會第 22 次大展

靈島美術學會成立於民國79年，

學會會員各個大有來頭，如王以亮曾獲

得義大利米蘭藝術比賽首獎；廖晏儷為

雲林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趙宗冠為全

省美展評審；沈國慶為全省美展評議委

員；喻文芳為美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

與曾煥昇總幹事皆為國際策展人；張玉

宜曾獲2次亞太美展第一名；曾淑慧於

法國巴黎美展入選近十次。其中，會長胡惇岡曾舉辦個展18次，參與聯展250餘次。

本次展出由胡惇岡會長秉持著“無象融合”與“游緣任運”之創作理念，帶領眾會員在理論與技

藝上持續創新與突破。無象是隨緣示象，融合是全方位的融合，是意識與潛意識的融合；是派系的融

合；是理念與非理念的融合；是寫實、寫意、抽象、超現實及其他創作觀的匯整。如此的挑戰與嘗試

希望使美術不拘於固有的囿限，而有所發展與變化，邀請大家一起來見證美術美好的將來。

1/12-2/24 展覽室B-2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2013 創紀畫會聯展

二十二年了！創紀畫會成立於1991年3月，由吳秋波教授擔任

創會會長至今已進入第二十二個寒暑。畫會成立於20世紀末之時，

因期望「創會」能夠跨越世紀，並延續至永久的將來，故將畫會命

名為「創紀畫會」。

畫會以深厚的寫實基礎與造型能力，堅持以延續傳統表現再創

新意為理念，將既有傳統基礎融入現代繪畫觀，透過繪畫表現藝術

家對當代環境的感受，進而藉此希望能引發民眾對社會的關懷。

會員各個畫風各異，且都是享譽畫壇的菁英，有吳秋波、施純孝、黃義永、施南生、林憲茂、莊明

中、柯適中、趙宗冠、游昭晴、蔡維祥十人。計展出作品37幅，冀望各界先進前輩前往參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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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31

2/2

展覽室A

開幕典禮2/24 (日) 10:3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演藝廳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非兒童節目，100公分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六) 19:30

2013 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指尖 ‧ 跳躍 ~ 臺中琵琶樂團

一群攝影熱愛者，因臭味相投之

下，成立了攝影Group 。成立當時，正

是各網站部落格興盛的時期且部落格

的成員皆是網路、攝影重度使用者，

其所拍攝的影像大多利用網路分享，

大伙的巢又幾乎都在臺中市，固以

「臺中攝影人部落格」為成立名稱。

攝影人部落格從生活的所見所為，透過攝影方式擷取影像來述說影像

故事。利用二年一次的展覽讓會員拍攝的照片與參觀者做心靈對話，希望

透過此展覽表達原來攝影可以這麼簡單化、生活化。經由鏡頭的捕捉，表

達攝影者本身的意境，真正能感動人的照片不一定畫質多好、拍攝的器材多貴，最重要的是照片情感

的傳遞與分享。歡迎喜愛攝影的同好，一起來快樂攝影，享受快樂。

指尖滑落的優雅珍珠甦醒了大地，快彈狂撥的洶湧怒

濤躍動了初春，聽黃鶯出谷的呢喃婉轉，聽鐵騎突圍的澎

湃雷霆，時而溫婉含蓄、時而熱情奔放、時而粗曠豪邁、

鏗鏘力度中情致錯落，似斷又連；優美旋律中帶著些許的

神祕氣息，讓人不自覺的醉心其中。

這場「指尖‧跳躍」音樂會以琵琶最原始質樸的聲音

表述真實的情感，演譯琵琶的萬種風情，不僅止於傳統經

典樂曲----陽春白雪，亦有傳奇舞曲----十面埋伏與打擊樂，

更有琵琶與吉他的對話，與世界音樂接軌。看千年琵琶的美麗與輝煌，打造出令人驚豔的音樂饗宴。

2/8-3/17 美學空間

開幕式2/16(六)10：3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陳俊佑出生在有山、有水、有廟的埔里小鎮，山

鎮歲月的簡靜，使他有著生命的樸素與靜定。1999年10

月陳俊佑受施亞南老師啓蒙，開始投入篆刻及書法的學

習；2001年在資深書法家劉達隆老師引領下，更勤於筆

耕，融入碑帖，讓生活走進藝術。十餘年來，陳俊佑堅

持追求印藝的耐心與熱忱不減，刀下一撇一捺的鐫刻，

一字一樂趣，線條鋪排的情感，在方寸之間躍動不已。

刀石與筆墨交互運用，古老斑駁的韻趣加上一方印章的小千世界，豐富了陳俊佑的生活，而他的

執著與努力，也讓他在國內各大美展中頻頻獲獎，此展將呈現陳俊佑累積了十幾年的篆刻作品，他希

望透過這個展覽，能跟喜愛藝術的朋友們，一起分享方寸樂地。

2/17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日) 15:00

《福氣賀新年》奇藝特技團

歡慶2013年的到來，屯區藝文中心於新春開館期間，將經

典的民俗雜耍與充滿年節喜氣的色彩精彩呈現，師承李棠華特技

團的演出，展現中華文化傳承的經典民俗技藝，將舞獅與雜耍結

合，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視覺饗宴。

2/23

2/172/2

三樓大會議室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六)14:30-16:30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

報名費100元(可做兩組吊飾)，報名已額滿

(日)13:30-16:30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350元，報名已額滿

(六)14:00-16:00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主講人：兒童讀創會會長  朱靜容老師

上床睡覺的時間到囉!請您暫擱下事情，跟著孩子進房間吧！

這是一天中，彼此的心最靠近的時候！

請用一本書，一則故事化作親子情感交流的橋樑，

讓父母看見孩子的思維,也讓孩子領會父母的想法。

邀請您一同來體驗親子共讀的樂趣，

學習如何精準挑選優質的圖畫書，

營造舒適溫馨的床邊故事時間。

運用生活中不被發現的種子，

經過清理及日曬等步驟，搭配編織

手法，製作出象徵金元寶及圓滿造

型的吊飾，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為

自己製作一組充滿福氣的吊飾吧!

由專業老師教導插花及植栽技巧，讓家裡更

增添了年節氣氛及生氣，歡迎對插花有興趣的朋

友一起來體驗、妝點家園吧!

研習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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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演出

交通方式｜巨業6353

                        仁友、豐客、

                        聯營555、6855

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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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ulture Report

2/12-3/3

2/23-3/17

2/28-3/17

中央畫廊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掬月廳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展覽室B

開幕式 / 現場導覽：2/28(四)上午10:0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靜物－陳硯平個展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第七屆 102 年度會員聯展

城中美術會創會於1995年，本次展出包含有水墨、油畫、膠彩、漆

藝、紙雕等作品，其花鳥畫作可見草木生氣、筆觸意境；或見水墨墨韻如

揮劍豪氣、山水畫中飛瀑磅礡氣勢與閒情逸緻；工筆畫作足以讚嘆其勻淨

渲染、髮際分明之巧妙，油畫作品可見多層次豐富穩定色彩、典雅細緻、

超乎形外與不像似像的抽象寫意；膠彩畫作獨具匠心和藝術新方向；漆藝

畫作顯現另類色相無窮變化與琢磨功力；紙雕作品更見人物栩栩如生、細

緻熱力；件件表現創作之高昂樂趣。

黑色對於科學來說，是指沒有可視光進

入瞳孔內，在世界文明的範圍內，黑色代表凝

重、深沉、未知的和恐懼的等情緒或感官上的

代表性色彩。

創作者以漂白水(次氯酸鈣)在黑布上創作

的「人體靜物(still)」作為系列形象，漂白水的媒材，對作者而言，是一種

毀滅與重生兩面並立的物質，如同百億年前的宇宙大霹靂，源於極緊密而

複雜的能量，在爆破的短暫過程裡，解放時間與空間，並孕育物種與眾多

文明。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即將邁入第十五年，在一群愛好藝術創作者的努力

下至今成果斐然，此次展出作品豐富，會員藝術表現結合了油畫、水墨、

書法、陶藝、石雕、木雕、攝影、紙黏土等多元面向的型態，透過分享、

擴大交流來創作出更美好的作品。期望借由此「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

化」的藝術創作活動，喚起民眾對藝術欣賞的心靈改造，提昇生活美學素

養，更對文化城市素養的創造及美學生活涵養扮演積極的推手。

1/19(六)-3/17(日) 焠煉顯風華－2013吳隆榮油畫個展 展覽室A

1/26(六)-2/17(日) 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中區校友會聯展 展覽室C

1/26(六)-2/17(日) 新粉彩主義－2013洪秀敏粉彩畫個展 掬月廳

2/2(六)-2/24(日)
林輝堂、陳志聲、林永發三人書畫

聯展
展覽室B

2/12(二)-2/17(日)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清水廳

2/12(二)-3/3(日)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中央畫廊

2/23(六)-3/17(日) 女史無國界攝影展 展覽室C

2/23(六)-3/17(日) 靜物－陳硯平個展 掬月廳

2/28(四)-3/17(日)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聯展 展覽室B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2/12(二) 大年初三
10:00-12:00 好事連連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2(二) 大年初三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3(三) 大年初四
10:00-12: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3(三) 大年初四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4(四) 大年初五
10:00-12:00 柿柿如意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4(四) 大年初五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5(五) 大年初六
10:00-12:00 柿柿如意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5(五) 大年初六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6(六) 大年初七
10:00-12:00 好事連連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6(六) 大年初七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7(日) 大年初八
10:00-12: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7(日) 大年初八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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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六)-2/28(四) 錦色花開―人間燈會 【2013韞華個展】(免費)

2/2(六) 
15:00-16:30

開幕知音茶會~花開時節與君逢詩歌畫
特約+預約即席登記(限量免費與售票$200)

傳習館內

2/11(一)-2/17(日) 年節攤位―創藝意燈籠 書畫作品 藝術收藏

2/23 (六)
14:00-17:00

心花朵朵開~半日或一日禪藝術體驗課程
採預約報名，1000/2000元

2/4(一)-2/8(五)
第三梯次

道禾假日學校―東方少年營
招收對象:國小~國中(1~9年級)

2/11(ㄧ) -2/17 (日) 蛇行快活―走春趕集(自由入場) 戶外廣場

1/18(五)-2/24(日)
1 0 : 0 0 - 1 7 : 0 0、
(六)10:00-18:00
(週一不休館)

「好‧年」春節系列活動

展覽Ｘ手作Ｘ講座(免費)

2/3(日) 
10:30-12:30 拼貼明信片—嬉春(報名費用：$350)

2/3(日)
14:00-17:00 膠板印章—福源(報名費用：$500，建議年齡：15歲以上)

2/17(日)
10:00-13:00 大手小手做小書(親子組)(報名費用：$350，建議年齡：7歲以上)

2/17(日)
14:00-17:00 中式布面硬皮線縫書(一般組)(報名費用：$400，建議年齡：15歲以上)

2/16(六)、2/17(日)
11:00-18:00 手手市集(免費)

道
禾
六
藝
文
化
館

臺
中
放
送
局

臺中放送局                                    臺中市北區電臺街1號

2/1-2/28 春暖花開

2/2 【有情開講】
〈走進你生活的地方：在地人的臺中圖文旅行〉趙于萱x劉彤渲

山茶花、梅花、杜鵑花，啵啵啵地一一開花了，是為了迎接新年，還是為了迎接各位到

訪的遊客呢？臺中放送局園區的花兒們，用了一年的時間養精蓄銳，就只為了這美麗的花季。歡迎大家

帶著相機一起來合影喔！

跟著圖文作家《魚的臺中旅行手記》趙于萱x《畫家帶路，對臺中上癮》劉彤渲的畫筆，細細描繪城裡
大小事，從熱門景點、歷史遺跡到家常巷弄，貼近道地臺中人享受生活的眉角，發現不一樣的街角風

情。原來旅行的意義不在地點，在於心境。只要打開心，最美的風景，就在身邊。

自由入場，請事先報名以便準備您的座位。報名請上：facebook.com/funsong2011

1/18-2/24  「好‧年」
農曆年的年味似乎越來越走味了，我們不禁想問：「什麼樣的農曆年才夠味？」永進木器

廠‧臺中放送局，今年推出最有年味的農曆年活動，邀請大家來玩手藝、看展覽、聽講

座、走春行好運！過年期間，記得來臺中放送局玩玩喔！更多活動詳情，請上:http://www.fun-song.tw/

2/12-2/17 清水廳

2013 小龍賀新春 -DIY 活動

港區藝術中心戶外風景宜人、展廳作品豐富，為春節假期觀光旅遊的一大選擇，新春佳節期間特

別規劃一系列手作活動，從大年初三到大年初八，天天都精彩。邀請您來一同來玩手作，看展覽，體

驗一場豐富又有趣的藝文之旅。

時間
2/12(二)
大年初三

2/13(三)
大年初四

2/14(四)
大年初五

2/15(五)
大年初六

2/16(六)
大年初七

2/17(日)
大年初八

10:00

~  
12:00

好事連連

費用:50元

運用環保再生

皮革創作，基

礎編織製作可

愛小吊飾，祝

福新的一年好

事連連。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

擇－零錢包、

便當袋等實用

伴手禮。

柿柿如意

費用:50元

運用時下流行的珍珠帶創作，

編織出圓柿造型的鑰匙圈，期

許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好

事成雙。

好事連連

費用:50元

運用環保再生

皮革創作，基

礎編製作可愛

小吊飾，祝福

新的一年好事

連連。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

擇－水壺袋、

手提袋等實用

伴手禮。

14:00

~

16:00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2/23-3/17 展覽室C

開幕式： 2/23日(六)14：00 

女史無國界—簡扶育攝影展

「女史無國界」展出內容呈現13

位不同職場領域之女史的照片故事。

包括：臺灣部分的畫家陳進、光

復後第一位女記者姚敏瑄、詩人陳秀

喜、客家詩人杜潘芳格、泰雅族奇女

子太巴斯．諾幹、病理科醫師李豐、

昆蟲學家姚安莉 。日本部分的國際著

名藝術家草間彌生、建築家長谷川逸子、漫畫家池田理代子。南韓部分的

南韓市議員安聖禮、藝術家尹錫男 、戲劇表演家李周實。

十三位女史，各有不同精彩的人生風景，足為後生晚輩模仿效法之女

性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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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心體驗 養身新生活★臺中市各區圖書館系列活動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十二生肖‧魅力如蛇書展 2/1(五)-2/28(四) 兒童室

蛇年行大運:借書贈送祈福御守活動 2/12(二)- 2/15(五) 服務台

大安區圖書館

點燈祈福過新年 2/9(六)-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1F 櫃台

銀髮族讀繪本過新年 2/23(六)
10:30-12:30 3F 多功能教室

大肚區圖書館 開喜迎春話吉祥 新春開館日
2/12(二)9:00-17:00 1F櫃台

大里區圖書館

「冬季-暢談樂活養生」書展 101/12/1(六)-2/28(四)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樂活養身闖關活動 101/12/1(六)-2/28(四)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新春大方送 2/12(二)- 2/17(日)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大雅區圖書館
樂齡養生圖書資料展 1/16(三)-2/8(五) 1F

迎新春書法大家玩 2/12(二)
10:30-12:00 本館戶外廣場

太平區圖書館

祖孫讀、聽童謠-銀髮族閱讀 101/12/1(六)-2/28(四) 坪林及太平圖書館- 1F親子
教室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太平圖書館-主題書展區
坪林圖書館-閱覽室

春節到館禮 2/12(二) 坪林及太平圖書館

外埔區圖書館 大吉大利-福運ING 2/12(二)
8:00-12:00 1F 櫃檯

石岡區圖書館 新春好運送福袋 2/12(二) 1F大廳

后里區圖書館 親子DIY自助彩繪、捏麵人活動 2/12(二)- 2/15(五) 1F兒童室

沙鹿區深波
圖書館

樂活養生保健書展 101/12/1(六)-2/24(日) 2F

深波-樂活電影院 101/12/1(六)-2/28(四)
每週六10：00及14：00 2F

書香室內樂-音樂會 2/13(三)10:00-11:00 1F童書室

和平區圖書館

暖暖呵護-照顧你我養生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2F

勇者的堅持-閱讀集點活動 101/12/1(六)-2/28(四) 1F

親親祖孫來悅讀 新年來館禮 1/1(二)- 2/28(四) 1F

東勢區圖書館

「冬季∼暢談養生健康」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主題書展區

歡樂親子故事屋 101/12/1(六)-2/28(四)
每週六15：00-16：00 嬰幼兒閱讀區

新春親子年獸DIY 2/17(日)
9:30-11:30 1F閱覽區

烏日區圖書館 新春悅讀趣 2/12(二)-2/14(四) 本館

神岡區圖書館 新春到館有禮 2/12(二)- 2/13(三) 服務台

梧棲區圖書館 春節民俗風情講解 2/12(二)
10:00-12:00 地下1F研習室

清水區圖書館 小龍年∼新春闖關送福袋 2/12(二)- 2/13(三) 1F服務台

新社區圖書館

彩亮人生-健康講座 2/22(五)
19：00-21：00 視聽室

大家來說吉祥話 2/12(二)
8:30-12:00 1F大廳

潭子區圖書館

主題書展∼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 101/12/1(六)- 2/28(四) 2F書庫

電影欣賞 2/13(三)、2/17(日)、
2/24(日) 14:00

3F視聽教室

龍井區圖書館 迎新春過新年∼故事EZ Go 2/16(六)
10：00-10：30 幼兒區

豐原區圖書館

「健康養生迎春書」主題書展 2/1(五)- 2/28(四) 藝文館1F

新春賀歲特搜！精選影片天天精彩 2/12(二)- 2/15(五) 0-3歲嬰幼兒專區

霧峰區圖書館

「健康美麗樂活養生」主題書展 1/2(三)-2/28(四) 1F書庫

「借書送春聯」活動 2/1(五)起∼送完為止 1F書庫

中區圖書館

養生年菜食譜展 1/16(三)-2/15(五) 開架閱覽室

新春集點大方送/新春兌兌樂 2/9(六)-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開架閱覽室

東區圖書館

「樂活．養生．運動」主題書展 101/12/1(六)- 2/28(四) 3F書庫

福袋添福氣 2/12(二)-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3F書庫

西區圖書館

樂活養身書展 101/12/1(六)- 2/28(四) 3F開架閱覽室

樂齡行春-走讀麻園頭溪 2/16(六)
9：00-11：00 西區圖書館至麻園頭溪

南區圖書館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書展 101/12/1(六)- 2/28(四) 1F

「悅讀賀新年」 2/12(二)-2/14(四) 櫃台

北區圖書館 新春賀詞大蒐集─圖書館尋寶記 2/13(三)-2/15(五) 1F大廳

西屯區圖書館 開門見喜‧新春行大運-借書戳戳樂 2/12(二)-2/17(日)      1F及2F 服務台

南屯區圖書館 新春福袋巧拼貼 2/7(四)
10:30-11:30 3F會議室

北屯區圖書館

親子DIY~彩繪存錢筒 2/12(二)-2/17(日) 1F親子閱讀區

主題書展：「不生病的生活」 2/2(六)-2/24(日) 3F

北屯區四張犁圖
書館

銀髮族樂活休閒趣~冬令養生不求人 101/12/1(六)- 2/24(日) 1F閱覽室

樂活電影 2/13(三)-2/17(日)
14:00-16:30 4F視聽室



活動總表

3736

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留學故事展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中華畫圓彩繪藝術聯展

穿梭時空四百年―經典臺灣影像展

余如季攝影展

臺灣indigo++ 臺灣藍研究會員展

美麗的饗宴~茆碧蘭油畫個展

延續‧節奏~林彩藝油畫個展

靈島美術學會第22次大展

2013創紀畫會聯展

第19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得獎作品巡迴展

張如梅油畫個展

「好‧年」春節系列活動

故宮動漫嘉年華

兒童捏塑藝術創作展

焠煉顯風華―2013吳隆榮油畫個展

藝術銀花‧喜迎新春―國寶級傳藝大師―施順榮
暨摩馬兒童花燈創作展

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中區校友會聯展

新粉彩主義―2013洪秀敏粉彩畫個展

第20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得獎作品展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師生水墨畫展

名作欣賞/張明祺―清香(水彩)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BABAR'S World 
Tour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雕塑家林凌、書法家陳中
庸、油畫家胡美華、書法家王世慈

傳統與現代創新―陳穎彬油畫個展

春暖花開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林輝堂、陳志聲、林永發三人書畫聯展

101/9/28(五)-2/24(日)

101/11/6(二)-2/24(日)

101/12/3(一)-2/27(三)

101/12/5(三)-3/5(二)

101/12/26(三)-4/8(一)

1/5(六)-2/24(日)

1/5(六)-2/3(日)

1/5(六)-2/17(日)

1/12(六)-2/24(日)

1/12(六)-2/24(日)

1/17(四)-2/28(四)

1/18(五)-2/3(日)

1/18(五)-2/24(日)

1/18(五)-3/16(六) 

1/19(六) -2/24(日)

1/19(六 )-3/17(日)

1/22(二)-2/24(日)

1/26(六 )-2/17(日)

1/26(六 )-2/17(日)

1/22(二)-2/24(日)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0:30-11:30

2/1(五)-2/28(四)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9:30

2/2(六)14:30

2/2(六 )-2/24(日)

9月
11月

12月

1月

2/1

2/2

2/3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張又之個展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藝見很多」―藝濤畫會聯展

癸巳獻瑞「蛇躍迎新‧版印年畫動特展」

2013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2013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102年會員聯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Angel's  Face

親子聽故事時間 ―Cinderalla

影片欣賞― 桃姐 (普遍級)

影片欣賞― 心動奇蹟―咪咪知音 (普遍級)

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指尖‧跳躍―臺中琵琶樂團

2013「筆走龍蛇，蛇序呈祥」―迎春揮毫

影片欣賞―二手書之戀

影片欣賞―簡愛

說故事―魔奇魔奇樹

錦色花開 ―人間燈會 【2013韞華個展】

開幕知音茶會―花開時節與君逢 詩歌畫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雞蛋哥哥

親子聽故事時間―波利，生日快樂！

影片欣賞― 心動奇蹟―3隻小狗的故事(普遍級)

影片欣賞―我的瘋狂書迷

影片欣賞―雨果的冒險

拼貼明信片―嬉春

膠板印章―福源

2013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市役所

陽明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兒童藝術館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大雅國民小學

臺中兒童藝術館

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兒童藝術館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中山堂

中山堂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文英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道禾六藝文化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臺中放送局

中山堂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3/6(三)

2/2(六)-3/6(三)

2/2(六)-2/20(三)

2/2(六)10:00-10:50

2/2(六)15:00-15:30

2/2(六)10:30

2/2(六)10:00

2/2(六)14:00

2/2(六)14:00-16:00

2/2(六)19:30

2/2(六)14:00-16:00

2/2(六)10:00

2/2(六)14:00

2/2(六)

2/2(六)-2/28(四)

2/2(六)15:00-16:30

2/3(日)10:00-10:50

2/3(日)10:30

2/3(日)14:00

2/3(日)10:00

2/3(日)14:00

2/3(日)10:30-12:30

2/3(日)14:00-17:00

2/3(日)14:30

7

27

27

27

10

33

14

14

11

18

19

19

19

20

20

20

29

29

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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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禾假日學校―東方少年營

迎新春‧接喜氣―插花活動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41週年聯展

「小龍納百福，藝傳新年味」臺灣民俗文物館春
節系列活動

年節攤位―創藝意燈籠 書畫作品 藝術收藏

蛇行快活―走春趕集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2013年2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2013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好事連連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歡迎來德國

影片欣賞―更好的世界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新年快樂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美好的一年

影片欣賞―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天橋說唱藝術
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劃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柿柿如意

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飛天魔力球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霍頓的鐵道人生

影片欣賞―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柿柿如意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你是一隻獅子

影片欣賞―吐司：敬！美味人生

影片欣賞―三個傻瓜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Little Beauty

親子聽故事時間―12生肖

影片欣賞―陣頭(保護級)

影片欣賞―四眼雞丁(普遍級)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好事連連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大藝術家

影片欣賞―阿凡達

說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大野狼和神奇的扁豆湯

手手市集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神奇的小鍋子

親子聽故事時間 ― The Doorbell Rang

影片欣賞―企鵝寶貝(普遍級)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

《福氣賀新年》 奇藝特技團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偽鈔風暴

影片欣賞―分居風暴

大手小手做小書(親子組)

中式布面硬皮線縫書(一般組)

2013中臺灣元宵燈會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Stellaluna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屋頂上的鋼琴家

2013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縣石雕協會第四
屆會員作品展

102年度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

張國政筆之歌―書法求教展

道禾六藝文化館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灣民俗文物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草悟道木作吧檯
北側廣場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公園湖心亭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臺中放送局

圓滿戶外劇場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2/4(一)-2/8(五)

2/7(四)13:30-16:30

2/8(五)-3/17(日)

2/8(五)-3/10(日)

2/10(日)-2/14(四)
10:00-17:00

2/11(一)-2/17(日)

2/11(一)-2/17(日)

2/12(二 )-2/17(日)

2/12(二 )-3/3(日)

2/12(二)-2/14(四)
11:00-17:30
2/12(二)-2/15(五)

2/12(二)10:00-12:00

2/12(二)14:00-16:00

2/12(二)10:00

2/12(二)14:00

2/13(三)10:00-12:00

2/13(三)10:00

2/13(三)14:00-16:00

2/13(三)10:00

2/13(三)14:00

2/14(四)15:00

2/14(四)10:00-12:00

2/14(四)10:00

2/14(四)14:00-16:00

2/14(四)10:00

2/14(四)14:00

2/15(五)10:00-12:00

2/15(五)14:00-16:00

2/15(五)10:00

2/15(五)10:00

2/15(五)14:00

2/16(六)10:00-10:50

2/16(六)10:30

2/16(六)10:00

2/16(六)14:00

2/16(六)10:00-12:00

2/16(六)14:00-16:00

2/16(六)10:00

2/16(六)14:00

2/16(六)

2/16(六)-2/17(日)

2/17(日)10:00-10:50

2/17(日)10:30

2/17(日)14:00

2/17(日)13:30-16:30

2/17(日)15:00

2/17(日)10:00-12:00

2/17(日)14:00-16:00

2/17(日)10:00

2/17(日)14:00

2/17(日)10:00-13:00

2/17(日)14:00-17:00

2/18(一)-3/3(日)

2/22(五)10:30-11:30

2/22(五)19:00-21:00

2/22(五)-3/10(日)

2/23(六)-3/13(三)

2/23(六)-3/13(三)

2/13

2/14

2/15

2/17

2/16

2/18
2/22

2/23

2/12

2/11
2/10

2/8
2/7
2/4

2

32

28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25

9

29

28



活動總表

40

2013這「藝」年～大元國小美術班第二屆畢業美
展暨聯合展覽

藝載風華―楊明志水墨畫個展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臺中南區扶輪社26屆授證慶典暨中日學生美展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週年師生聯展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影片欣賞―逆轉人生 (保護級)

影片欣賞―機器人歷險記(普遍級)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雅筑箏樂團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2013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女史無國界攝影展 

靜物―陳硯平個展

影片欣賞―社群網戰

影片欣賞―前陷風暴

說故事―賣香屁

心花朵朵開―半日或一日禪藝術體驗課程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我的玩具朋友

親子聽故事時間―Little Beauty

影片欣賞―夏日大作戰(保護級)

《東西擊鼓慶元宵》
尚武風龍獅戰鼓團、身聲擊樂團

影片欣賞―關鍵指令

影片欣賞―全面啟動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第七屆102 年度會員聯展

影片欣賞―交響情人夢―最終樂章前篇

影片欣賞―交響情人夢―最終樂章後篇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小丑特攻隊―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薩洛鋼琴獨奏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文英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臺中公園湖心亭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道禾六藝文化館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2/23(六)-3/6(三)

2/23(六)-3/13(三)

2/23(六)-3/13(三)

2/23(六)-3/6(三)

2/23(六)-3/13(三)

2/23(六)15:00-15:30

2/23(六)10:00

2/23(六)14:00

2/23(六)15:00

2/23(六)14:30-16:30

2/23(六)-3/31(日)

2/23(六)-3/17(日)

2/23(六)-3/17(日)

2/23(六)10:00

2/23(六)14:00

2/23(六)

2/23(六)14:00-17:00

2/24(日)10:00-10:50

2/24(日)10:30

2/24(日)14:00

2/24(日)15:00

2/24(日)10:00

2/24(日)14:00

2/28(四)-3/17(日)

2/28(四)10:00

2/28(四)14:00

2/28(四)14:30、19:30

3/2(六)14:30

3/3(日)19:30

2/24

2/28

3月

21

21

21

29

28

8

31

31

14

15

4



藝文饗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FEBRUARY

臺中市臺灣大道

3段99號

12

展   

覽

101/12/3(一)-
102/2/27(三)

中華畫圓彩繪藝術聯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2
至10樓藝術廊道

臺
中
市
政
府
新
市
政
中
心

101/12/5(三)-
102/3/5(二)

穿梭時空四百年－經典臺
灣影像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1
至10樓藝術廊道

101/12/26(三)-
102/4/8(一)

余如季攝影展 9樓首長區玄關

即日起至2 / 28(四)
藝術亮點(猿緣園藝術館)

劉其偉紀念饗宴 藝
術
亮
點
店
家

2012/12/1(六)-
2013/2/28(四)

藝術亮點(華農茶行藝術人文會館)

渡海三家精品展

2/1(五)-2/28(四)
藝術亮點(夏卡爾藝術屋)

謝昀姍作品展

表

演

2/18(一)~3/3(日)
2013中臺灣元宵燈會 圓

滿
戶
外
劇
場

2/1(五) 19：30
2/2(六) 14：30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中
山
堂

2/3(日) 14：30
2013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4-24733931

2/28(四) 14：30
2/28(四) 19：30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3/2(六) 14：30 小丑特攻隊―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3/3(日) 19：30 薩洛鋼琴獨奏會

2/14(四)
15：0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天橋說唱
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劃 湖

心
亭2/23(六)

15：0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雅筑箏樂
團

活
動

2/12(二)-
2/15 (五)

2013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洽詢電話：04-22289111#58323 高先生

大
墩
文
化
中
心
、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

港
區
藝
術
中
心
、

屯
區
藝
文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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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26-102/4/8

2/14

新市政大樓9樓首長區玄關

週一至週五8:30~17:30(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臺中公園湖心亭周邊廣場

 (四)15：00

余如季攝影展

102 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

湖心狂想首部曲 - 傳藝劇樂部之
「天橋說唱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畫」

余如季老師生於福建漳州，現任東藝影視公司董事長、余如季攝影藝術博物館負責人，曾榮獲

金馬獎、金鐘獎、省政府獎、亞洲影展獎、十大傑出青年。此次應邀於臺中市政府中港市政大樓展出

「臺灣省立體育場成立鳥瞰全景」與「大臺中盆地黎明」兩幅5米攝影巨作， 攝影時間橫跨50年，充

分展現余老師透過攝影藝術，詮釋對大臺中地區人、事、物的人文關懷與細膩的觀察。

感受不一樣的農曆年及情人節！2月14日農曆大年初五也是

西洋情人節，天橋說唱藝術團今年第一場戶外活動，將獻給臺

中市市民，表演內容將策劃全新戲碼，呈現出春節拜年嶄新的

氣氛，以及甜蜜情人節的逗趣說唱，活潑的說唱方式融合現代

年輕人的創意風格，天橋說唱藝術團將帶給民眾意想不到的節

目內容。

2月14日歡迎市民帶著全家大小、情侶、親朋好友一同前

往臺中公園湖心亭參與湖心狂想首部曲-傳藝劇樂部之「天橋說唱藝術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

畫」，當天活動現場將有開工一元復始吉利紅包大放送(限量100份)，及現場情侶擁抱10秒送金莎小禮

乙份(限量25份)，另外還有文創攤位、集章活動及午茶時光，邀您一起來參加唷！

臺中市
政府

湖心亭



藝文饗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4

2/1.2/2

2/3

2/28

兩廳院售票

(五)19：30、(六)14：30

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4-24733931

 (日)14：30

兩廳院售票

 (六)14：30、19：30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2013 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明華園戲劇總團傾全力打造東方魔幻劇場，帶您

橫跨千年時空，以全新視覺震撼，詮釋史詩劇的情感魅

力；神魔之戰的激情、英雄末路的無奈、寧靜自由的追

求、畢生所愛的錯失；《蓬萊仙島─漢鐘離》是八仙傳

奇系列最具史詩感的一場戰役。

臺中市青少年交響樂團每年年初在中山堂舉辦「全

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音樂會，是全國各地青少年

演奏家重要的音樂盛事。每到寒假，來自四面八方的青

少年共同練習，為舉辦這場盡善盡美的音樂會而努力。

音樂會已邁入第九年，2013年音樂會，除了樂團團員之

外，更極力邀請曾經參與過我們演出的青少年回娘家，

透過音樂會讓青少年提升自我肯定，並與其他來自各地

的音樂學習者做一個良性的交流。

音樂會規劃了精采的曲目，有古典樂曲、電影組曲，還有小朋友喜歡的卡通音樂，歡迎大朋友小

朋友一起前來欣賞。

2012九天民俗技藝團 電影《陣頭》同名鉅作

過去廟會陣頭 嘈雜喧囂

祭典儀式 神秘莊嚴

現在

九天民俗技藝團

融入科技美學 呈現劇場新風貌

一場前所未有的藝術饗宴

全心鼓樂 全新感受

給你 不一樣的「陣頭」!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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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年代售票

(六)14：30

小丑特攻隊 - 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大小朋友請注意，小丑特攻隊報到囉嗦!

小丑們正準備著一籮筐的歡笑美味，朝著大小朋友的快樂星球前

進⋯⋯；氣球秀帶來大風吹，讓大小朋友忙翻天,變出好多不同造型的

五彩氣球；糊塗牛仔小丑正上演著耍人的飛刀秀，而變形小丑忽然出

現神奇七十二變，搞出許多令人愛不釋手的造型大玩具。

小丑大樂隊奏起開場樂，瘋狂小丑指揮家努力著要讓太陽.月亮

及所有的星星排成一整列好好的唱歌；功夫小丑也想來湊一腳，想一

起爭奪小丑冠軍。

馴獸師小丑竟然跑進柵欄內，等著獅子教他跳探戈。

頑皮小丑玩花招搞得大小朋友人仰馬翻，都問球球在哪裡 ?

愛飆車的獨輪小丑真的要載著大小朋友騎上火星去郊遊嗎 ?

這一切的搞怪都被糊塗小丑攝影師全部捕捉入鏡，請各位大小朋友一起來快樂行星報到 !

專業特技、搞笑默劇，搭配與觀眾互動演出，鮮豔明亮的小丑造型、輕快的音樂，豐富您的感

官，挑戰您的幻想極限。快跟著小丑們一起，登上魔幻神梯，直通有趣的歡樂國！

中山堂

藝術亮點店家

101/12/1-102/2/28 2/1-2 / 28 即日起至2 / 28 
渡海三家精品展 謝昀姍作品展 劉其偉紀念饗宴
華農茶行藝術人文會館 夏卡爾藝術屋 猿緣園藝術館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115號

電話︰04-23299099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22號

電話︰04-23915695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19號

電話︰04-22603888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大墩文化中心

電話｜(04) 23727311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開放時間｜週二 ∼ 週 日
         9:00∼21:00

交通方式｜仁友客運
30、40、89
臺中客運71
統聯客運75

FEBRUARY

 文英館

04-22217358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0之5
號

交通方式︰臺中客運71 / 仁友
客運10、30、40 / 統聯客運
75、89

 兒童館

04-22328546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162
號

交通方式︰豐原客運55(大坑
口) / 臺中客運100、15、16、
8(大坑口) / 臺中客運14(下二
分埔)

 臺中市役所 
04-22293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7號  

 兒童室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 售票演出

藝文饗宴

16

101/9/28(五)-2/24(日)

9：00-17：00
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

留學故事展
臺中市役所

2/1(五)-2/24(日)

9：00-17：00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師生

水墨畫展

文物陳列室

(三)
2/1(五)-2/28(四)

9：00-21：00
名作欣賞/張明祺~清香(水彩) 大廳左側

2/1(五)-2/28(四)

9：00-21：00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雕塑家林凌、

書法家陳中庸、油畫家胡美華、

書法家王世慈

大廳左側

2/2(六)-2/20(三)

9：00-21：00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大墩藝廊(一)

2/2(六)-2/20(三)

9：00-21：00
張又之個展 大墩藝廊(二)

2/2(六)-2/20(三)

9：00-21：00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大墩藝廊(三)

2/2(六)-2/20(三)

9：00-21：00
「藝見很多」―藝濤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2/2(六)-2/20(三)

9：00-21：00
癸巳獻瑞「蛇躍迎新‧版印年畫

動特展」
大墩藝廊(五)

2/2(六)-2/20(三)

9：00-21：00
2013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TFA巡迴展

大墩藝廊(六)、
動力空間

2/2(六)-3/6(三)

9：00-17：00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文物陳列室

(一)
2/2(六)-3/6(三)

9：00-17：00
2013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文物陳列室

(二)
2/2(六)-2/20(三)

9：00-17：00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102年

會員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2/23(六)-3/13(三)

9：00-21：00
102年度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

(一)、(二)
2/23(六)-3/13(三)

9：00-21：00
張國政筆之歌―書法求教展 大墩藝廊(三)

2/23(六)-3/6(三)

9：00-21：00
2013這「藝」年～大元國小美術

班第二屆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大墩藝廊(四)

2/23(六)-3/13(三)

9：00-21：00
藝載風華—楊明志水墨畫個展 大墩藝廊(五)

2/23(六)-3/13(三)

9：00-21：00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大墩藝廊(六)

2/23(六)-3/6(三)

9：00-21：00
臺中南區扶輪社26屆授證慶典暨

中日學生美展
動力空間

2/23(六)-3/13(三)

9：00-17：00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週年師

生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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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每週日 10：00-10：50
2/3 雞蛋哥哥 臺中故事協會

2/17 神奇的小鍋子 大開劇團  

2/24 我的玩具朋友 童話森林故事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每週五 10：30-11：30    每週六 15：00-15：30

2/1(五) BABAR'S World Tour 英語志工(Wendy、Catherine)

2/2(六) Angel's  Face 英語志工(Violet、Angela C.)

2/22(五) Stellaluna 英語志工(Catherine、Debra)

2/23(六) Something From Nothing 英語志工(Claudia、Angela C.)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每週六 10 : 00-10 : 50    參加對象：具備簡單英語聽力為宜

2/2(六)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全方位梵谷幼兒園

2/16(六) Little Beauty 林敬鈞老師

兒童室「歡樂小龍年 春節說故事」  10：00-10：50    敬請準時入場

2/13(三) 新年快樂 林敬鈞老師

2/14(四) 飛天魔力球 童話森林故事

2/15(五) 你是一隻獅子 101巷故事屋 

101/9/28(五)-2/24(日)

9：00-17：00
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

留學故事展
臺中市役所

2/1(五)-2/24(日)

9：00-17：00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師生

水墨畫展

文物陳列室

(三)
2/1(五)-2/28(四)

9：00-21：00
名作欣賞/張明祺~清香(水彩) 大廳左側

2/1(五)-2/28(四)

9：00-21：00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雕塑家林凌、

書法家陳中庸、油畫家胡美華、

書法家王世慈

大廳左側

2/2(六)-2/20(三)

9：00-21：00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大墩藝廊(一)

2/2(六)-2/20(三)

9：00-21：00
張又之個展 大墩藝廊(二)

2/2(六)-2/20(三)

9：00-21：00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大墩藝廊(三)

2/2(六)-2/20(三)

9：00-21：00
「藝見很多」―藝濤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2/2(六)-2/20(三)

9：00-21：00
癸巳獻瑞「蛇躍迎新‧版印年畫

動特展」
大墩藝廊(五)

2/2(六)-2/20(三)

9：00-21：00
2013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TFA巡迴展

大墩藝廊(六)、
動力空間

2/2(六)-3/6(三)

9：00-17：00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文物陳列室

(一)
2/2(六)-3/6(三)

9：00-17：00
2013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文物陳列室

(二)
2/2(六)-2/20(三)

9：00-17：00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102年

會員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2/23(六)-3/13(三)

9：00-21：00
102年度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

(一)、(二)
2/23(六)-3/13(三)

9：00-21：00
張國政筆之歌―書法求教展 大墩藝廊(三)

2/23(六)-3/6(三)

9：00-21：00
2013這「藝」年～大元國小美術

班第二屆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大墩藝廊(四)

2/23(六)-3/13(三)

9：00-21：00
藝載風華—楊明志水墨畫個展 大墩藝廊(五)

2/23(六)-3/13(三)

9：00-21：00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大墩藝廊(六)

2/23(六)-3/6(三)

9：00-21：00
臺中南區扶輪社26屆授證慶典暨

中日學生美展
動力空間

2/23(六)-3/13(三)

9：00-17：00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週年師

生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兒
童
天
地

親
子
聽
故
事
時
間

每週六、日 10 : 30-11 : 30 ，地點：兒童館演藝廳

2/2 (六) Cinderalla 主講：故事方舟劇團

2/3(日) 波利，生日快樂！ 主講：101巷故事屋 

2/16 (六) 12生肖 主講：天津幼兒園

2/17(日) The Doorbell Rang 主講：學習工場

2/24(日) Little Beauty 主講：林敬鈞老師

2/2(六)10：00 桃姐  (普遍級)(港片) 劇情片118分

       

2/2(六)14：00 心動奇蹟―咪咪知音  (普遍級)(日本) 劇情片85分

2/3(日)14：00                  心動奇蹟―3隻小狗的故事  (普遍級)(日本) 劇情片125分

2/16(六)10：00 陣頭  (保護級)(國片)劇情片123分

2/16(六)14：00 四眼雞丁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81分

2/16(六)15：30 「臺中盃創意大獎」成果 (普遍級)(國片) 紀錄片30分

2/17(日)14：00 企鵝寶貝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82分

2/23(六)10：00 逆轉人生  (保護級)(西洋片)劇情片112分

2/23(六)14：00 機器人歷險記  (普遍級)(西洋片)動畫片90分

2/24(日)14：00 夏日大作戰  (保護級)(日本) 動畫片114分

 

電

影

放

映

B1
視
聽
放
映
室

活
動

2/22(五)  
19：00-21：00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屋頂上的鋼琴家
大墩文化中心B1
演講廳

市
集

2/12(二)-2/ 14(四) 
11：00-17：30       2013年2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草悟道木作吧檯北側
廣場（－誠品百貨側
至全國飯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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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時     間 區 國 小 地     址

週一9 : 00-11 : 30 東 進德國小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135號

週二9 : 00-11 : 30 西屯 何厝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號

週二14 : 00-16 : 30 北屯 新興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路20號

週三9 : 00-11 : 30 西屯 上石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南六巷25號

週四9 : 00-11 : 30 西屯 西屯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300號

週四14 : 00-16 : 30 北屯 軍功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3路300號

週五9 : 00-11 : 30 南 和平國小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57號

週五14 : 00-16 : 30 南屯 文山國小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97號

週六9 : 00-11 : 30 西屯 重慶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58號

週六14 : 00-16 : 30 北屯 東光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路926號

2/2-2/20 大墩藝廊(一)

週一休館09:00~21:00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創意人生 -黃嘉勝攝影個

展」將於2月2日至2月20日在大墩

文化中心展出。黃老師的攝影創

作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展現敏銳

的觀察力與幽默感，並融入個人

的意識表達，以聯想激發攝影創

意，再利用組照的方式表達影像

多重思考的空間。在當前數位攝

影創作多元的時代中，更嘗試提

供一項突破攝影創作瓶頸的策略及表現方式。

此次展出的作品分為兩大系列，在「選舉看板視覺圖像記事系列」中，創作內容呈現出候選人及

黨派的形象塑造、陳述政見、反駁批評及互動競爭等四大主題，讓觀者能回味當前臺灣政治選舉看板

前哨戰的多元類型與特色。而「創意生活攝影系列」則以旅遊及迴思的景物，將相似意境內涵的創作

歸納組合成另一意境的組照作品，內容包括臺灣傳統產業的寫實紀錄、美國風光的美麗記憶、超現實

的驚奇聯想、幽默的反諷隱喻以及無厘頭的夢幻聯想等。

本次創作個展是黃老師近年來印證及詮釋創意生活攝影的成果，歡迎大家前來欣賞「創意人生-

黃嘉勝攝影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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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 大墩藝廊(三)

週一休館09:00~21:00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在生命的淬鍊過程中，總是不斷的

存在著衝突與桎梏，如千絲萬縷的繩索縛

身，常令人難以喘息，日復一日的掙扎，

純真、平靜的生活，已不復追尋。

「創作」，讓吳美玲擺脫了心中的

藩籬，藉由筆下或點或線或面的層層交錯

情緒有了出口，在不斷的釋放與抒發中，

似乎尋覓到了一座秘密花園─獨自一人，

徜徉其中，柔和的光，遍佈四周，自己似

乎回到了初始，一如在母親懷中的祥和寧

靜。

2/2-2/20 2/2-2/20大墩藝廊(四)

週一休館09:00~21:00

大墩藝廊(六)、動力空間

週一休館09:00~21:00

「藝見很多」─
藝濤畫會聯展

2013 臺灣藝術家法國
沙龍學會 TFA 巡迴展

「熱愛藝術、秉持

不斷創新的熱情，堅信

努力創作的信念與相互

學習與觀摩砥礪，積極

再創藝術生命精湛之波

濤 」是藝濤畫會組成的

宗旨。 

畫會成員都是由藝

術研究所水墨創作組畢

業。在完成碩士論文之

專題研究後，深深覺得

在水墨藝術還有更深入研究及探索之空間，因

此成立了「藝濤畫會」，希望藉由畫會的組

成，會員們互相學習與探討創作心得，經由定

期聚會、寫生或觀摩名家作品，以期開創更美

好的創作風貌。此次展出，懇切希望藝術界的

前輩、師長們能不吝給予批評與指導，以期有

更大的成長空間。

臺灣藝術家法

國沙龍學會 ( T FA )創

立於1996年，成員涵

蓋老、中、青三代，

包括臺灣北、中、南

及海外藝術精英，共

有八十餘人，該會組

織嚴謹，成員必須入

選法國藝術家沙龍或

巴黎秋季沙龍，因

此有它的獨特性及

優質性。學會以「立足臺灣、放眼國際」的開闊

胸襟，希望將臺灣本土藝術推向國際。此次將展

出七十餘件作品，有油彩、水彩、版畫、複合媒

材、雕塑等不同材質呈現，各具不同的風格，還

祈望各方人士，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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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

 2/2-3/6

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文物陳列室(二)

週一休館09:00~17:00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 102 年會員聯展

2013 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由臺中市九所社區大學的老

師組成。成立於民國100年9月25日，會員人數至今130名。

本次展出項目有國畫、書法、油畫、水彩、素描、押

花、拼布、金工、雕塑、花藝、手工藝⋯等等，所有作品

都是社區大學老師的精選之作，也是協會成立以來第二次

聯展。開幕式訂於102年2月2日(星期六)下午2:30假文英館

舉行，有社區大學老師的動態表演及現場揮毫送春聯...等等

節目。歡迎全體市民朋友及社區大學師生踴躍蒞臨參觀指

教。

協會由潘俊任老師所創立，陶藝創作以手捏為主，

參與人數眾多，迄今15年，學生逾三千人，學成幾百人。

此次展出作品皆為本會全體會員多年的精心之作，整體以

手捏壺、手捏塑像為主。手捏藝術呈現的感覺令人印象深

刻，較能留下生命的軌跡，這些都是傳統工藝無法完全呈

現且做到的，值得與您分享這視覺感動。敬請同好、先進

共享並賜教。

 2/2-3/6 文物陳列室(一)

週一休館09:00~17:00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中華精緻瓷畫協會(FPPAC)成立於2008年，為研究釉上彩高溫瓷畫藝術

團體，致力瓷畫藝術的推展與學習，除資深會員的心得分享外，並舉辦會

員聯展、國內外老師的示範教學、研習、比賽、觀摩等活動之交流。

本次聯展精選會員近期瓷畫作品，展出作品題材廣泛，內容、技

巧、釉料應用豐富多元，各具特色，是一場匯集瓷畫佳作的精彩展覽，

值得您一窺瓷畫的奧妙，領略其中的視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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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6 大墩藝廊(四)

週一休館09:00~21:00

2013 這「藝」年～
大元國小美術班第二屆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繪本創作是大元美術班的特色課程，活潑形式與現代

生活結合的水墨表現形式與專業版畫創作、畢業班以壓克

力媒材彩畫「臺灣保育生態」的題材表達了關懷創作的意

念、裝置藝術的立體造型表現等，是2013這「藝」年的展

覽內容。

我們期待著學習如何分享與藝術探索的奇幻之旅，在

大元美術班的成長中，展現自信、心懷感恩、具有主動學

習及創意的展現的機會，為個人藝術專業學習與潛能發展歷程上留下喜悅的紀錄。歡迎大家參觀，給

予他們更多的指導鼓勵！

2/23-3/13 大墩藝廊(六)

週一休館09:00~21:00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四季的自然景物，氣候的季節變化，是謝淑慧老師創作

的靈感來源。不同的季節換妝，總有不同的花兒輪番上場，

美麗的花花世界，讓人目不暇給。感嘆造物者的美妙，讓大

地充滿色彩。謝老師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詠嘆大自然的美

好，藉著藝術創作呼籲大家愛護自然、珍惜生命。

2/23-3/13 文英館 主題暨文英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 週年師生聯展

甘霖基金會設立於2005年，然而松柏長青大學開辦銀髮

族樂齡學習從社工部開始已經有15年的歷史，是銀髮族退而

不休的好所在，開辦至今已超過3700位學員加入學習行列，

目前每學期仍有超過1000人次的好學銀髮族在此學習、交

誼。適逢松柏長青大學15週年，基金會特別以『甘霖如盼 長

青若望』為展覽主題，期盼天降甘霖，每一位長者可以在盼

望、喜樂與長壽裡追求生命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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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 25260136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
路782號

開放時間｜週二 ∼ 週 六
         9:00∼20:00

                       週日
                       9:00∼17:30
交通方式｜豐原客運

90、91、206、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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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故

事

2/2(六)15:00 魔奇魔奇樹 兒
童
閱
覽 
室

2/16(六)15:00 十二生肖的故事＆大野狼和神奇的扁豆湯
《偶劇+繪本閱讀互動》

2/23(六)15:00 賣香屁

表
演

101/1 1 / 6 (二 ) -
2/24(日)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陽明市政大樓一
樓

1/5(六)-2/24(日)
臺灣indigo++ 臺灣藍研究會員
展

3樓編織工藝館

1/18(五)-2/3(日) 張如梅油畫個展 二樓畫廊

1/22(二)-2/24(日)
第20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
賽得獎作品展

大廳

2/1(五)-2/24(日)
傳統與現代創新―陳穎彬油畫
個展

二樓畫廊

2/8(五)-3/10(日)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41週年聯展 大廳

2/22(五)-3/10(日)
2013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
縣石雕協會第四屆會員作品展

二樓畫廊

2/2(六)
14：00-16：00

2013「筆舞龍蛇慶新春」~迎春
揮毫(自由索取，限200幅)

大廳

展

覽

2/2(六)10:00 二手書之戀 14:00 簡愛

多
媒
體
教
室

2/3(日) 10:00 我的瘋狂書迷 14:00 雨果的冒險

2/12(二)10:00 歡迎來德國 14:00 更好的世界

2/13(三)10:00 美好的一年 14:00 賽德克‧巴萊(上)
太陽旗

2/14(四)10:00 霍頓的鐵道人生 14:00 賽德克‧巴萊(下)
彩虹橋

2/15 (五)10:00 吐司：敬！美味人
生

14:00 三個傻瓜

2/16 (六)10:00 大藝術家 14:00 阿凡達

2/17 (日)10:00 偽鈔風暴 14:00 分居風暴

2/23 (六)10:00 社群網戰 14:00 前陷風暴

2/24 (日)10:00 關鍵指令 14:00 全面啟動

2/28 (四)10:00 交響情人夢
最終章前篇

14:00 交響情人夢
最終章後篇

影

片

放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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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時     間 區 國 小 地     址

週一9 : 00-11 : 30 大安 海墘國小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里大安港路1100號

週一13 : 00-15 : 30 大甲 順天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永順街115號

週二9 : 00-11 : 40 大雅 上楓國小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楓林街232號

週二14 : 00-16 : 30 神岡 岸裡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52號

週三9 : 00-12 : 00 沙鹿 鹿峰國小 臺中市沙鹿區星河路209號

週三13 : 10-15 : 40 清水 西寧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五權東路50號

週四9 : 00-11 : 30 東勢 新盛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新盛街342號

週四13 : 20-15 : 40 新社 東興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里興社街一段國校巷13號

週五9 : 00-12 : 00 后里 育英國小 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四月路23號

週五14 : 00-16 : 30 外埔 外埔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436號

2/2 大廳

(六) 14：00-16：00

2013「筆舞龍蛇慶新春」
名家揮毫贈春聯

癸巳蛇年新春將至，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特別與「臺中縣書法協會」合作，邀請10位知名書

法家至現場揮毫應景春聯贈送給市民，分享吉慶喜悅，並推廣傳統藝術文化之美。當天共計200份春

聯供民眾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領取方式：

當日13:00現場發放號碼牌，共計10位書法家(每位老師限20張、每位民眾限領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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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0 二樓畫廊

週二至週日  9 : 00~17 : 30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四十一週年聯展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自1972年1月15日成立以來，已邁入41年，目前會

員們的創作媒材包括水墨、彩墨、膠彩、書法、油畫、水彩、壓克力、

版畫、雕塑、陶藝、竹雕、複合媒材等，幾乎涵蓋了美術的各項領域，

會員的作品風格各異、展品多元。

2/7 3樓編織教室

(四)13:30-16:30

歡喜迎新春 ~ 插花研習活動

新春新心情，文化中心歡迎親子一齊來插一盆屬於

年節喜氣盆花，給全家帶來新希望、好心情，也為家裡

帶來好運氣哦！

參加對象：有興趣的民眾（歡迎親子報名）需事先報名

並繳費（報名電話04-25260136-106）

指導老師：中華花藝梁顏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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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10 三樓編織文物館

週二至週日  9 : 00~17 : 30

2013 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
臺中縣石雕協會第四屆會員作品展

  自1997年5月由陳松老師創立大肚山石雕研習營為源起，至2005年12月正式立案成立臺中縣石雕

協會，2007年開始每兩年邀請花蓮石雕協會聯合舉辦作品交流展並發行專刊，本次展覽提供臺中民眾

一睹東岸花蓮石雕與臺中本地石雕藝術交流，精采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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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04) 23921122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時間｜週二 ∼ 週 日
9:00∼17:30

交通方式｜豐原客運 51

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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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六)
19:30

指尖‧跳躍~臺中琵琶樂團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非兒童節目)
演藝廳

2/17(日)
15:00

《福氣賀新年》 奇藝特技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2/24(日)
15:00

《東西擊鼓慶元宵》

尚武風龍獅戰鼓團、身聲擊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2/12(二)年初三
11:00-12:30

嬉班子非洲鼓舞樂團、非洲甘

比亞戰鼓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2(二)年初三
14:00-15:30

阿忠布袋戲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3(三)年初四
11:00-12:30

Qmatitmi墨西哥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3(三)年初四
14:00-15:30

迎財神特別企劃-明華園日團歌

仔戲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4(四)年初五
11:00-12:30

葉紅旗中華笛藝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4(四)年初五
14:00-15:30

古拉豹樂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5(五)年初六
11:00-12:30

瓊瑢舞蹈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2/15(五)年初六
14:00-15:30

五洲園掌中劇團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參加

表

演

2
0
1
3
傳
統
藝
術
節

1/5(六)-2/3(日) 美麗的饗宴~茆碧蘭油畫個展 美學空間

1/5(六)-2/17(日) 延續‧節奏~林彩藝油畫個展 展覽室A

1/12(六)-2/24(日) 靈島美術學會第22次大展 展覽室B-1

1/12(六)-2/24(日) 2013創紀畫會聯展 展覽室B-2

2/8(五)-3/17(日)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美學空間

2/23(六)-3/31(日) 2013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展覽室A

展

覽

2/2(六)
14:00-16:00

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350元)
(報名已額滿)

2/17(日)
13:30-16:30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100元)
(可做兩組吊飾)(報名已額滿)

2/23(六)
14:30-16:30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3F大會議室

研

習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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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7 展覽室A

現場導覽2/12(二)14：0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延續 ‧ 節奏 ~ 林彩藝油畫個展

林彩藝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因興趣赴美攻讀造形設計、光效設計及金

工設計等藝術。多年前因妹妹遽逝，讓林彩藝感染到轉瞬消滅的死亡美學，

當她走出哀傷氛圍後，女人隱藏在各種性感符號下的美麗姿態，成為她觀照

女性的重要延伸。莫迪里亞尼女性肖像作品所呈現木然情態，刺激林彩藝的

內心深處，讓她繼續探尋女性柔美性感及其他可能。此展除了是林彩藝持續

探索女性創作議題外，更是用繪畫創作展現女人美感的氛圍美學。

1/12-2/24 展覽室B-1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靈島美術學會第 22 次大展

靈島美術學會成立於民國79年，

學會會員各個大有來頭，如王以亮曾獲

得義大利米蘭藝術比賽首獎；廖晏儷為

雲林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趙宗冠為全

省美展評審；沈國慶為全省美展評議委

員；喻文芳為美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

與曾煥昇總幹事皆為國際策展人；張玉

宜曾獲2次亞太美展第一名；曾淑慧於

法國巴黎美展入選近十次。其中，會長胡惇岡曾舉辦個展18次，參與聯展250餘次。

本次展出由胡惇岡會長秉持著“無象融合”與“游緣任運”之創作理念，帶領眾會員在理論與技

藝上持續創新與突破。無象是隨緣示象，融合是全方位的融合，是意識與潛意識的融合；是派系的融

合；是理念與非理念的融合；是寫實、寫意、抽象、超現實及其他創作觀的匯整。如此的挑戰與嘗試

希望使美術不拘於固有的囿限，而有所發展與變化，邀請大家一起來見證美術美好的將來。

1/12-2/24 展覽室B-2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2013 創紀畫會聯展

二十二年了！創紀畫會成立於1991年3月，由吳秋波教授擔任

創會會長至今已進入第二十二個寒暑。畫會成立於20世紀末之時，

因期望「創會」能夠跨越世紀，並延續至永久的將來，故將畫會命

名為「創紀畫會」。

畫會以深厚的寫實基礎與造型能力，堅持以延續傳統表現再創

新意為理念，將既有傳統基礎融入現代繪畫觀，透過繪畫表現藝術

家對當代環境的感受，進而藉此希望能引發民眾對社會的關懷。

會員各個畫風各異，且都是享譽畫壇的菁英，有吳秋波、施純孝、黃義永、施南生、林憲茂、莊明

中、柯適中、趙宗冠、游昭晴、蔡維祥十人。計展出作品37幅，冀望各界先進前輩前往參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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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31 展覽室A

開幕典禮2/24 (日) 10:3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2013 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一群攝影熱愛者，因臭味相投之

下，成立了攝影Group 。成立當時，正

是各網站部落格興盛的時期且部落格

的成員皆是網路、攝影重度使用者，

其所拍攝的影像大多利用網路分享，

大伙的巢又幾乎都在臺中市，固以

「臺中攝影人部落格」為成立名稱。

攝影人部落格從生活的所見所為，透過攝影方式擷取影像來述說影像

故事。利用二年一次的展覽讓會員拍攝的照片與參觀者做心靈對話，希望

透過此展覽表達原來攝影可以這麼簡單化、生活化。經由鏡頭的捕捉，表

達攝影者本身的意境，真正能感動人的照片不一定畫質多好、拍攝的器材多貴，最重要的是照片情感

的傳遞與分享。歡迎喜愛攝影的同好，一起來快樂攝影，享受快樂。

2/8-3/17 美學空間

開幕式2/16(六)10：3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陳俊佑出生在有山、有水、有廟的埔里小鎮，山

鎮歲月的簡靜，使他有著生命的樸素與靜定。1999年10

月陳俊佑受施亞南老師啓蒙，開始投入篆刻及書法的學

習；2001年在資深書法家劉達隆老師引領下，更勤於筆

耕，融入碑帖，讓生活走進藝術。十餘年來，陳俊佑堅

持追求印藝的耐心與熱忱不減，刀下一撇一捺的鐫刻，

一字一樂趣，線條鋪排的情感，在方寸之間躍動不已。

刀石與筆墨交互運用，古老斑駁的韻趣加上一方印章的小千世界，豐富了陳俊佑的生活，而他的

執著與努力，也讓他在國內各大美展中頻頻獲獎，此展將呈現陳俊佑累積了十幾年的篆刻作品，他希

望透過這個展覽，能跟喜愛藝術的朋友們，一起分享方寸樂地。

2/17
戶外廣場

免費自由入座

 (日) 15:00

《福氣賀新年》奇藝特技團

歡慶2013年的到來，屯區藝文中心於新春開館期間，將經

典的民俗雜耍與充滿年節喜氣的色彩精彩呈現，師承李棠華特技

團的演出，展現中華文化傳承的經典民俗技藝，將舞獅與雜耍結

合，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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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演藝廳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非兒童節目，100公分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六) 19:30

指尖 ‧ 跳躍 ~ 臺中琵琶樂團

指尖滑落的優雅珍珠甦醒了大地，快彈狂撥的洶湧怒

濤躍動了初春，聽黃鶯出谷的呢喃婉轉，聽鐵騎突圍的澎

湃雷霆，時而溫婉含蓄、時而熱情奔放、時而粗曠豪邁、

鏗鏘力度中情致錯落，似斷又連；優美旋律中帶著些許的

神祕氣息，讓人不自覺的醉心其中。

這場「指尖‧跳躍」音樂會以琵琶最原始質樸的聲音

表述真實的情感，演譯琵琶的萬種風情，不僅止於傳統經

典樂曲----陽春白雪，亦有傳奇舞曲----十面埋伏與打擊樂，

更有琵琶與吉他的對話，與世界音樂接軌。看千年琵琶的美麗與輝煌，打造出令人驚豔的音樂饗宴。

2/23

2/172/2

三樓大會議室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六)14:30-16:30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

報名費100元(可做兩組吊飾)，報名已額滿

(日)13:30-16:30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報名費350元，報名已額滿

(六)14:00-16:00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主講人：兒童讀創會會長  朱靜容老師

上床睡覺的時間到囉!請您暫擱下事情，跟著孩子進房間吧！

這是一天中，彼此的心最靠近的時候！

請用一本書，一則故事化作親子情感交流的橋樑，

讓父母看見孩子的思維,也讓孩子領會父母的想法。

邀請您一同來體驗親子共讀的樂趣，

學習如何精準挑選優質的圖畫書，

營造舒適溫馨的床邊故事時間。

運用生活中不被發現的種子，

經過清理及日曬等步驟，搭配編織

手法，製作出象徵金元寶及圓滿造

型的吊飾，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為

自己製作一組充滿福氣的吊飾吧!

由專業老師教導插花及植栽技巧，讓家裡更

增添了年節氣氛及生氣，歡迎對插花有興趣的朋

友一起來體驗、妝點家園吧!

研習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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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演出

交通方式｜巨業6353

                        仁友、豐客、

                        聯營555、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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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六)-3/17(日) 焠煉顯風華―2013吳隆榮油畫個展 展覽室A

1/26(六)-2/17(日) 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中區校友會聯展 展覽室C

1/26(六)-2/17(日) 新粉彩主義―2013洪秀敏粉彩畫個展 掬月廳

2/2(六)-2/24(日)
林輝堂、陳志聲、林永發三人書畫

聯展
展覽室B

2/12(二)-2/17(日)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清水廳

2/12(二)-3/3(日)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中央畫廊

2/23(六)-3/17(日) 女史無國界―簡扶育攝影展 展覽室C

2/23(六)-3/17(日) 靜物－陳硯平個展 掬月廳

2/28(四)-3/17(日)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聯展 展覽室B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2/12(二) 大年初三
10:00-12:00 好事連連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2(二) 大年初三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3(三) 大年初四
10:00-12: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3(三) 大年初四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4(四) 大年初五
10:00-12:00 柿柿如意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4(四) 大年初五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5(五) 大年初六
10:00-12:00 柿柿如意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5(五) 大年初六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6(六) 大年初七
10:00-12:00 好事連連 清水廳

費用：50元  

2/16(六) 大年初七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7(日) 大年初八
10:00-12: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2/17(日) 大年初八
14:00-16:00 蝶古巴特拼貼 清水廳

費用：50-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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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ulture Report

2/12-3/3

2/23-3/17

2/28-3/17

中央畫廊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掬月廳

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展覽室B

開幕式 / 現場導覽：2/28(四)上午10:00，週一休館   9 : 00~17 : 30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靜物－陳硯平個展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第七屆 102 年度會員聯展

城中美術會創會於1995年，本次展出包含有水墨、油畫、膠彩、漆

藝、紙雕等作品，其花鳥畫作可見草木生氣、筆觸意境；或見水墨墨韻如

揮劍豪氣、山水畫中飛瀑磅礡氣勢與閒情逸緻；工筆畫作足以讚嘆其勻淨

渲染、髮際分明之巧妙，油畫作品可見多層次豐富穩定色彩、典雅細緻、

超乎形外與不像似像的抽象寫意；膠彩畫作獨具匠心和藝術新方向；漆藝

畫作顯現另類色相無窮變化與琢磨功力；紙雕作品更見人物栩栩如生、細

緻熱力；件件表現創作之高昂樂趣。

黑色對於科學來說，是指沒有可視光進

入瞳孔內，在世界文明的範圍內，黑色代表凝

重、深沉、未知的和恐懼的等情緒或感官上的

代表性色彩。

創作者以漂白水(次氯酸鈣)在黑布上創作

的「人體靜物(still)」作為系列形象，漂白水的媒材，對作者而言，是一種

毀滅與重生兩面並立的物質，如同百億年前的宇宙大霹靂，源於極緊密而

複雜的能量，在爆破的短暫過程裡，解放時間與空間，並孕育物種與眾多

文明。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即將邁入第十五年，在一群愛好藝術創作者的努力

下至今成果斐然，此次展出作品豐富，會員藝術表現結合了油畫、水墨、

書法、陶藝、石雕、木雕、攝影、紙黏土等多元面向的型態，透過分享、

擴大交流來創作出更美好的作品。期望借由此「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

化」的藝術創作活動，喚起民眾對藝術欣賞的心靈改造，提昇生活美學素

養，更對文化城市素養的創造及美學生活涵養扮演積極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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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7 清水廳

2013 小龍賀新春 -DIY 活動

港區藝術中心戶外風景宜人、展廳作品豐富，為春節假期觀光旅遊的一大選擇，新春佳節期間特

別規劃一系列手作活動，從大年初三到大年初八，天天都精彩。邀請您來一同來玩手作，看展覽，體

驗一場豐富又有趣的藝文之旅。

時間
2/12(二)
大年初三

2/13(三)
大年初四

2/14(四)
大年初五

2/15(五)
大年初六

2/16(六)
大年初七

2/17(日)
大年初八

10:00

~  
12:00

好事連連

費用:50元

運用環保再生

皮革創作，基

礎編織製作可

愛小吊飾，祝

福新的一年好

事連連。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

擇－零錢包、

便當袋等實用

伴手禮。

柿柿如意

費用:50元

運用時下流行的珍珠帶創作，

編織出圓柿造型的鑰匙圈，期

許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好

事成雙。

好事連連

費用:50元

運用環保再生

皮革創作，基

礎編製作可愛

小吊飾，祝福

新的一年好事

連連。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

擇－水壺袋、

手提袋等實用

伴手禮。

14:00

~

16:00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蝶古巴特拼貼

費用:50-350元

多樣素材供選擇－水壺袋、零

錢包、便當袋等實用伴手禮。

2/23-3/17 展覽室C

開幕式： 2/23日(六)14：00 

女史無國界—簡扶育攝影展

「女史無國界」展出內容呈現13

位不同職場領域之女史的照片故事。

包括：臺灣部分的畫家陳進、光

復後第一位女記者姚敏瑄、詩人陳秀

喜、客家詩人杜潘芳格、泰雅族奇女

子太巴斯．諾幹、病理科醫師李豐、

昆蟲學家姚安莉 。日本部分的國際著

名藝術家草間彌生、建築家長谷川逸子、漫畫家池田理代子。南韓部分的

南韓市議員安聖禮、藝術家尹錫男 、戲劇表演家李周實。

十三位女史，各有不同精彩的人生風景，足為後生晚輩模仿效法之女

性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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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六)-2/28(四) 錦色花開―人間燈會 【2013韞華個展】(免費)

2/2(六) 
15:00-16:30

開幕知音茶會~花開時節與君逢詩歌畫
特約+預約即席登記(限量免費與售票$200)

傳習館內

2/11(一)-2/17(日) 年節攤位―創藝意燈籠 書畫作品 藝術收藏

2/23 (六)
14:00-17:00

心花朵朵開~半日或一日禪藝術體驗課程
採預約報名，1000/2000元

2/4(一)-2/8(五)
第三梯次

道禾假日學校―東方少年營
招收對象:國小~國中(1~9年級)

2/11(ㄧ) -2/17 (日) 蛇行快活―走春趕集(自由入場) 戶外廣場

1/18(五)-2/24(日)
1 0 : 0 0 - 1 7 : 0 0、
(六)10:00-18:00
(週一不休館)

「好‧年」春節系列活動

展覽Ｘ手作Ｘ講座(免費)

2/3(日) 
10:30-12:30 拼貼明信片—嬉春(報名費用：$350)

2/3(日)
14:00-17:00 膠板印章—福源(報名費用：$500，建議年齡：15歲以上)

2/17(日)
10:00-13:00 大手小手做小書(親子組)(報名費用：$350，建議年齡：7歲以上)

2/17(日)
14:00-17:00 中式布面硬皮線縫書(一般組)(報名費用：$400，建議年齡：15歲以上)

2/16(六)、2/17(日)
11:00-18:00 手手市集(免費)

道
禾
六
藝
文
化
館

臺
中
放
送
局

臺中放送局                                    臺中市北區電臺街1號

2/1-2/28 春暖花開

2/2 【有情開講】
〈走進你生活的地方：在地人的臺中圖文旅行〉趙于萱x劉彤渲

山茶花、梅花、杜鵑花，啵啵啵地一一開花了，是為了迎接新年，還是為了迎接各位到

訪的遊客呢？臺中放送局園區的花兒們，用了一年的時間養精蓄銳，就只為了這美麗的花季。歡迎大家

帶著相機一起來合影喔！

跟著圖文作家《魚的臺中旅行手記》趙于萱x《畫家帶路，對臺中上癮》劉彤渲的畫筆，細細描繪城裡
大小事，從熱門景點、歷史遺跡到家常巷弄，貼近道地臺中人享受生活的眉角，發現不一樣的街角風

情。原來旅行的意義不在地點，在於心境。只要打開心，最美的風景，就在身邊。

自由入場，請事先報名以便準備您的座位。報名請上：facebook.com/funsong2011

1/18-2/24  「好‧年」春節系列活動
農曆年的年味似乎越來越走味了，我們不禁想問：「什麼樣的農曆年才夠味？」永進木器

廠‧臺中放送局，今年推出最有年味的農曆年活動，邀請大家來玩手藝、看展覽、聽講

座、走春行好運！過年期間，記得來臺中放送局玩玩喔！更多活動詳情，請上:http://www.fun-so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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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心體驗 養身新生活★臺中市各區圖書館系列活動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十二生肖‧魅力如蛇書展 2/1(五)-2/28(四) 兒童室

蛇年行大運:借書贈送祈福御守活動 2/12(二)- 2/15(五) 服務台

大安區圖書館

點燈祈福過新年 2/9(六)-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1F 櫃台

銀髮族讀繪本過新年 2/23(六)
10:30-12:30 3F 多功能教室

大肚區圖書館 開喜迎春話吉祥 新春開館日
2/12(二)9:00-17:00 1F櫃台

大里區圖書館

「冬季-暢談樂活養生」書展 101/12/1(六)-2/28(四)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樂活養身闖關活動 101/12/1(六)-2/28(四)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新春大方送 2/12(二)- 2/17(日)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大雅區圖書館
樂齡養生圖書資料展 1/16(三)-2/8(五) 1F

迎新春書法大家玩 2/12(二)
10:30-12:00 本館戶外廣場

太平區圖書館

祖孫讀、聽童謠-銀髮族閱讀 101/12/1(六)-2/28(四) 坪林及太平圖書館- 1F親子
教室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太平圖書館-主題書展區
坪林圖書館-閱覽室

春節到館禮 2/12(二) 坪林及太平圖書館

外埔區圖書館 大吉大利-福運ING 2/12(二)
8:00-12:00 1F 櫃檯

石岡區圖書館 新春好運送福袋 2/12(二) 1F大廳

后里區圖書館 親子DIY自助彩繪、捏麵人活動 2/12(二)- 2/15(五) 1F兒童室

沙鹿區深波
圖書館

樂活養生保健書展 101/12/1(六)-2/24(日) 2F

深波-樂活電影院 101/12/1(六)-2/28(四)
每週六10：00及14：00 2F

書香室內樂-音樂會 2/13(三)10:00-11:00 1F童書室

和平區圖書館

暖暖呵護-照顧你我養生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2F

勇者的堅持-閱讀集點活動 101/12/1(六)-2/28(四) 1F

親親祖孫來悅讀 新年來館禮 1/1(二)- 2/28(四) 1F

東勢區圖書館

「冬季∼暢談養生健康」主題書展 101/12/1(六)-2/28(四) 主題書展區

歡樂親子故事屋 101/12/1(六)-2/28(四)
每週六15：00-16：00 嬰幼兒閱讀區

新春親子年獸DIY 2/17(日)
9:30-11:30 1F閱覽區

烏日區圖書館 新春悅讀趣 2/12(二)-2/14(四) 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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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岡區圖書館 新春到館有禮 2/12(二)- 2/13(三) 服務台

梧棲區圖書館 春節民俗風情講解 2/12(二)
10:00-12:00 地下1F研習室

清水區圖書館 小龍年∼新春闖關送福袋 2/12(二)- 2/13(三) 1F服務台

新社區圖書館

彩亮人生-健康講座 2/22(五)
19：00-21：00 視聽室

大家來說吉祥話 2/12(二)
8:30-12:00 1F大廳

潭子區圖書館

主題書展∼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 101/12/1(六)- 2/28(四) 2F書庫

電影欣賞 2/13(三)、2/17(日)、
2/24(日) 14:00

3F視聽教室

龍井區圖書館 迎新春過新年∼故事EZ Go 2/16(六)
10：00-10：30 幼兒區

豐原區圖書館

「健康養生迎春書」主題書展 2/1(五)- 2/28(四) 藝文館1F

新春賀歲特搜！精選影片天天精彩 2/12(二)- 2/15(五) 0-3歲嬰幼兒專區

霧峰區圖書館

「健康美麗樂活養生」主題書展 1/2(三)-2/28(四) 1F書庫

「借書送春聯」活動 2/1(五)起∼送完為止 1F書庫

中區圖書館

養生年菜食譜展 1/16(三)-2/15(五) 開架閱覽室

新春集點大方送/新春兌兌樂 2/9(六)-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開架閱覽室

東區圖書館

「樂活．養生．運動」主題書展 101/12/1(六)- 2/28(四) 3F書庫

福袋添福氣 2/12(二)-2/17(日)
春節開館期間 3F書庫

西區圖書館

樂活養身書展 101/12/1(六)- 2/28(四) 3F開架閱覽室

樂齡行春-走讀麻園頭溪 2/16(六)
9：00-11：00 西區圖書館至麻園頭溪

南區圖書館

「樂活心體驗，養身新生活」書展 101/12/1(六)- 2/28(四) 1F

「悅讀賀新年」 2/12(二)-2/14(四) 櫃台

北區圖書館 新春賀詞大蒐集─圖書館尋寶記 2/13(三)-2/15(五) 1F大廳

西屯區圖書館 開門見喜‧新春行大運-借書戳戳樂 2/12(二)-2/17(日)      1F及2F 服務台

南屯區圖書館 新春福袋巧拼貼 2/7(四)
10:30-11:30 3F會議室

北屯區圖書館

親子DIY~彩繪存錢筒 2/12(二)-2/17(日) 1F親子閱讀區

主題書展：「不生病的生活」 2/2(六)-2/24(日) 3F

北屯區四張犁圖
書館

銀髮族樂活休閒趣~冬令養生不求人 101/12/1(六)- 2/24(日) 1F閱覽室

樂活電影 2/13(三)-2/17(日)
14:00-16:30 4F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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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留學故事展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中華畫圓彩繪藝術聯展

穿梭時空四百年―經典臺灣影像展

余如季攝影展

臺灣indigo++ 臺灣藍研究會員展

美麗的饗宴~茆碧蘭油畫個展

延續‧節奏~林彩藝油畫個展

靈島美術學會第22次大展

2013創紀畫會聯展

第19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得獎作品巡迴展

張如梅油畫個展

「好‧年」春節系列活動

故宮動漫嘉年華

兒童捏塑藝術創作展

焠煉顯風華―2013吳隆榮油畫個展

藝術銀花‧喜迎新春―國寶級傳藝大師―施順榮
暨摩馬兒童花燈創作展

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中區校友會聯展

新粉彩主義―2013洪秀敏粉彩畫個展

第20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得獎作品展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師生水墨畫展

名作欣賞/張明祺―清香(水彩)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BABAR'S World 
Tour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雕塑家林凌、書法家陳中
庸、油畫家胡美華、書法家王世慈

傳統與現代創新―陳穎彬油畫個展

春暖花開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漢鐘離》

林輝堂、陳志聲、林永發三人書畫聯展

101/9/28(五)-2/24(日)

101/11/6(二)-2/24(日)

101/12/3(一)-2/27(三)

101/12/5(三)-3/5(二)

101/12/26(三)-4/8(一)

1/5(六)-2/24(日)

1/5(六)-2/3(日)

1/5(六)-2/17(日)

1/12(六)-2/24(日)

1/12(六)-2/24(日)

1/17(四)-2/28(四)

1/18(五)-2/3(日)

1/18(五)-2/24(日)

1/18(五)-3/16(六) 

1/19(六) -2/24(日)

1/19(六 )-3/17(日)

1/22(二)-2/24(日)

1/26(六 )-2/17(日)

1/26(六 )-2/17(日)

1/22(二)-2/24(日)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0:30-11:30

2/1(五)-2/28(四)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9:30

2/2(六)14:30

2/2(六 )-2/24(日)

9月
11月

12月

1月

2/1

2/2

市役所

陽明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新市政大樓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兒童藝術館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大雅國民小學

臺中兒童藝術館

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兒童藝術館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中山堂

中山堂

港區藝術中心

7

27

27

27

10

33

14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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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28(五)-2/24(日)

101/11/6(二)-2/24(日)

101/12/3(一)-2/27(三)

101/12/5(三)-3/5(二)

101/12/26(三)-4/8(一)

1/5(六)-2/24(日)

1/5(六)-2/3(日)

1/5(六)-2/17(日)

1/12(六)-2/24(日)

1/12(六)-2/24(日)

1/17(四)-2/28(四)

1/18(五)-2/3(日)

1/18(五)-2/24(日)

1/18(五)-3/16(六) 

1/19(六) -2/24(日)

1/19(六 )-3/17(日)

1/22(二)-2/24(日)

1/26(六 )-2/17(日)

1/26(六 )-2/17(日)

1/22(二)-2/24(日)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0:30-11:30

2/1(五)-2/28(四)

2/1(五)-2/24(日)

2/1(五)-2/28(四)

2/1(五)19:30

2/2(六)14:30

2/2(六 )-2/24(日)

2/3

創意人生―黃嘉勝攝影個展

張又之個展

秘境―吳美玲膠彩創作展

「藝見很多」―藝濤畫會聯展

癸巳獻瑞「蛇躍迎新‧版印年畫動特展」

2013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中華精緻瓷畫藝術展

2013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102年會員聯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Angel's  Face

親子聽故事時間 ―Cinderalla

影片欣賞― 桃姐 (普遍級)

影片欣賞― 心動奇蹟―咪咪知音 (普遍級)

春滿花開~插花研習

指尖‧跳躍―臺中琵琶樂團

2013「筆走龍蛇，蛇序呈祥」―迎春揮毫

影片欣賞―二手書之戀

影片欣賞―簡愛

說故事―魔奇魔奇樹

錦色花開 ―人間燈會 【2013韞華個展】

開幕知音茶會―花開時節與君逢 詩歌畫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雞蛋哥哥

親子聽故事時間―波利，生日快樂！

影片欣賞― 心動奇蹟―3隻小狗的故事(普遍級)

影片欣賞―我的瘋狂書迷

影片欣賞―雨果的冒險

拼貼明信片―嬉春

膠板印章―福源

2013全國青少年交響樂團大會師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文英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道禾六藝文化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臺中放送局

中山堂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2/20(三)

2/2(六)-3/6(三)

2/2(六)-3/6(三)

2/2(六)-2/20(三)

2/2(六)10:00-10:50

2/2(六)15:00-15:30

2/2(六)10:30

2/2(六)10:00

2/2(六)14:00

2/2(六)14:00-16:00

2/2(六)19:30

2/2(六)14:00-16:00

2/2(六)10:00

2/2(六)14:00

2/2(六)

2/2(六)-2/28(四)

2/2(六)15:00-16:30

2/3(日)10:00-10:50

2/3(日)10:30

2/3(日)14:00

2/3(日)10:00

2/3(日)14:00

2/3(日)10:30-12:30

2/3(日)14:00-17:00

2/3(日)14:30

18

19

19

19

20

20

20

29

29

23

14



活動總表

38

道禾假日學校―東方少年營

迎新春‧接喜氣―插花活動

奇中寓境－陳俊佑篆刻展

臺中藝術家俱樂部41週年聯展

「小龍納百福，藝傳新年味」臺灣民俗文物館春
節系列活動

年節攤位―創藝意燈籠 書畫作品 藝術收藏

蛇行快活―走春趕集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

城中美術會會員聯展

2013年2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2013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好事連連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歡迎來德國

影片欣賞―更好的世界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新年快樂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美好的一年

影片欣賞―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天橋說唱藝術
團新春拜年暨情人節特別企劃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柿柿如意

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飛天魔力球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霍頓的鐵道人生

影片欣賞―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柿柿如意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道禾六藝文化館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灣民俗文物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草悟道木作吧檯
北側廣場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公園湖心亭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2/4(一)-2/8(五)

2/7(四)13:30-16:30

2/8(五)-3/17(日)

2/8(五)-3/10(日)

2/10(日)-2/14(四)
10:00-17:00

2/11(一)-2/17(日)

2/11(一)-2/17(日)

2/12(二 )-2/17(日)

2/12(二 )-3/3(日)

2/12(二)-2/14(四)
11:00-17:30
2/12(二)-2/15(五)

2/12(二)10:00-12:00

2/12(二)14:00-16:00

2/12(二)10:00

2/12(二)14:00

2/13(三)10:00-12:00

2/13(三)10:00

2/13(三)14:00-16:00

2/13(三)10:00

2/13(三)14:00

2/14(四)15:00

2/14(四)10:00-12:00

2/14(四)10:00

2/14(四)14:00-16:00

2/14(四)10:00

2/14(四)14:00

2/15(五)10:00-12:00

2/15(五)14:00-16:00

2/13

2/14

2/15

2/12

2/11
2/10

2/8
2/7
2/4

2

32

28

32

32

32

32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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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小龍年春節說故事―你是一隻獅子

影片欣賞―吐司：敬！美味人生

影片欣賞―三個傻瓜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Little Beauty

親子聽故事時間―12生肖

影片欣賞―陣頭(保護級)

影片欣賞―四眼雞丁(普遍級)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好事連連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大藝術家

影片欣賞―阿凡達

說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大野狼和神奇的扁豆湯

手手市集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神奇的小鍋子

親子聽故事時間 ― The Doorbell Rang

影片欣賞―企鵝寶貝(普遍級)

種子藝術―圓滿吊飾

《福氣賀新年》 奇藝特技團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2013小龍賀新春―DIY活動」―蝶古巴特拼貼

影片欣賞―偽鈔風暴

影片欣賞―分居風暴

大手小手做小書(親子組)

中式布面硬皮線縫書(一般組)

2013中臺灣元宵燈會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Stellaluna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屋頂上的鋼琴家

2013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縣石雕協會第四
屆會員作品展

102年度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

張國政筆之歌―書法求教展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放送局

臺中放送局

圓滿戶外劇場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2/15(五)10:00

2/15(五)10:00

2/15(五)14:00

2/16(六)10:00-10:50

2/16(六)10:30

2/16(六)10:00

2/16(六)14:00

2/16(六)10:00-12:00

2/16(六)14:00-16:00

2/16(六)10:00

2/16(六)14:00

2/16(六)

2/16(六)-2/17(日)

2/17(日)10:00-10:50

2/17(日)10:30

2/17(日)14:00

2/17(日)13:30-16:30

2/17(日)15:00

2/17(日)10:00-12:00

2/17(日)14:00-16:00

2/17(日)10:00

2/17(日)14:00

2/17(日)10:00-13:00

2/17(日)14:00-17:00

2/18(一)-3/3(日)

2/22(五)10:30-11:30

2/22(五)19:00-21:00

2/22(五)-3/10(日)

2/23(六)-3/13(三)

2/23(六)-3/13(三)

2/17

2/16

2/18
2/22

2/23

32

32

32

32

25

9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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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這「藝」年～大元國小美術班第二屆畢業美
展暨聯合展覽

藝載風華―楊明志水墨畫個展

自然之聲―謝淑慧個展

臺中南區扶輪社26屆授證慶典暨中日學生美展

「甘霖如盼 長青若望」15週年師生聯展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影片欣賞―逆轉人生 (保護級)

影片欣賞―機器人歷險記(普遍級)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雅筑箏樂團

枕頭邊的讀書會―親子共讀圖畫書

2013臺中攝影人部落格聯展

女史無國界―簡扶育攝影展

靜物―陳硯平個展

影片欣賞―社群網戰

影片欣賞―前陷風暴

說故事―賣香屁

心花朵朵開―半日或一日禪藝術體驗課程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我的玩具朋友

親子聽故事時間―Little Beauty

影片欣賞―夏日大作戰(保護級)

《東西擊鼓慶元宵》
尚武風龍獅戰鼓團、身聲擊樂團

影片欣賞―關鍵指令

影片欣賞―全面啟動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第七屆102 年度會員聯展

影片欣賞―交響情人夢―最終樂章前篇

影片欣賞―交響情人夢―最終樂章後篇

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

小丑特攻隊―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薩洛鋼琴獨奏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文英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臺中公園湖心亭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道禾六藝文化館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2/23(六)-3/6(三)

2/23(六)-3/13(三)

2/23(六)-3/13(三)

2/23(六)-3/6(三)

2/23(六)-3/13(三)

2/23(六)15:00-15:30

2/23(六)10:00

2/23(六)14:00

2/23(六)15:00

2/23(六)14:30-16:30

2/23(六)-3/31(日)

2/23(六)-3/17(日)

2/23(六)-3/17(日)

2/23(六)10:00

2/23(六)14:00

2/23(六)

2/23(六)14:00-17:00

2/24(日)10:00-10:50

2/24(日)10:30

2/24(日)14:00

2/24(日)15:00

2/24(日)10:00

2/24(日)14:00

2/28(四)-3/17(日)

2/28(四)10:00

2/28(四)14:00

2/28(四)14:30、19:30

3/2(六)14:30

3/3(日)19:30

2/24

2/28

3月

21

21

21

29

28

8

31

31

14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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