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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覽

母親節母親節
不一樣的不一樣的

刊
登
訊
息

改
版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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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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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報報》已改以「手冊」和「海報摺頁」兩種方式亮相。內容也可在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下載喔！請多多利用。

5月《文化報報》在本市7-11及全家便利商店上架囉！
文化局帶給母親們第一個獻禮是─「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啟用。以中國傳統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基底，展現文化韻味與

建築精神。這歷史性的一刻，您要一塊來見證喔！

另外，由躍動打擊樂團帶來的豆莢寶寶在臺中藝術Long Stay，將藉由
打擊樂敲響臺中天，除了前進校園，更進入社區，邀約全家大小一同走出

戶外，共享歡樂派對。518國際博館日，有許多手作DIY及文物展覽，這絕
對能勾起媽媽們的兒時記憶。

5月是溫馨、歡樂、感恩的季節，文化局安排不一樣的母親節  "藝"起
愛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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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於1937年8月落成，曾是劍

道、柔道⋯⋯訓練之地，

文化局於2010年修復再現風

華，委託道禾教育基金會管

理，在其特殊建築氛圍中，

推廣弓道、茶道、劍道、圍

棋、古琴及書道等六藝，訂

於5月4日正式開館營運，歡

迎蒞臨參觀。

5/4(六)  
7:50~17:30

歷史建築―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啟用

活動亮點

活動流程表

晨讀晨動

07:50~08:50  【論語朗讀、書寫與講習 】(惟和館)

09:20~09:40  【劍形演示與大擺振】 (惟和館前)

09:00~09:40  【弓學演示: 立射、跪射、走射】(弓道場)

揭牌儀式

09:00~09:20  【開館禮報到．場館導覽】(小書房玄關)

09:40~09:55  【揭牌典禮】 (惟和館大門)

12:00~12:15  【開館記者會】(心行館)

文化講座

10:00~10:10 【尊天敬地．擊節頌詞】 (惟和館)

10:10~12:00【德與道的天人宣言】講座 (惟和館)

13:30~15:00【真人御風，真茶感通】講座  (惟和館)

16:00~17:30【六藝文化的現代精神與實踐 】講座(惟和館) 

心行美學

12:20~13:00  【羅睿琳水墨畫展開幕 】(傳習館)

15:10~16:00 【古琴雅集：穀雨琴韻  】( 惟和館)

閱讀月精采 

與您相約

沙鹿區圖書館

5/4 (六)
14:30-
16:30

地點  沙鹿區圖書館(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2段488號)

電話  04-26634606陳館長

您多久沒有閱讀了？去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臺中

之書票選活動」，選出每月精選之作，為持續推廣入選

好書，沙鹿區圖書館邀請獲得5月之書《後來》的作者廖

玉蕙剖析家族故事，她在書中生動描述母女之情，分享

透過家族書寫治癒心靈的傷痛，從書寫中得到療癒的力

量，並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

信箱  ms001@taichung.gov.tw

4月23日作家路寒袖帶領讀者認識他的文學
啟蒙地「臺中一中」，接下來5至7月文化局
將邀請文史工作者張慶宗、作家李長青、紀
小樣、渡也等人，走訪日南木造火車站、具
有藝術氣息的草湖小徑、坐擁3750圈年輪的
「東海大學文理大道」，及首座國家級藝術
殿堂「國美館」，歡迎民眾跟著作家一遊臺
中地景。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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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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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6

各區上午8：00及下午15：00場次為校園演出，限該校學生參與

晚間19：00場次開放民眾免費入場，歡迎厝邊頭尾逗陣來參加

活動亮點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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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7/14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A

國立故宮博物院擁有世界級的文物藝術典藏，超過 69萬餘件的書畫、器物、圖書文獻

等精緻華夏文物，質量兼具，所備文化藝術能量和養分足以成為臺灣地區博物館以館藏品

發展文創內容之領頭羊。為延續有關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發展推動及國寶文物之教育推廣，

將規劃故宮文物創意加值之各類衍生商品、設計競賽得獎作品、文創研習營培訓成果、多

媒體互動裝置、影音出版品等為本次主要展示內容，將故宮豐富的文創衍生商品與數位互

動科技展覽資源分享到地方，讓無法前來故宮參觀的民眾，得以親近、欣賞故宮文物，以

達到藝文教育推廣的目標。

故宮文創成果暨
多媒體特展

8
地址：42048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TEL : 04 - 25260136 ． FAX : 04 - 25295090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 : 00 - 17 : 30 ( 週一休館 )　　http : //www.huludun.taichung.gov.tw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展  期：102 / 5 /10 ~ 6 / 9

開幕式：102 / 5 / 11(星期六) 下午2:30

地  點：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三樓編織文物館

劉昌宏雕刻藝術展
藝術薪火相傳─第 3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The Third Art Inheritance Taichung Artist's Relay Exhibition 

5/10-6/9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三樓編織文物館

開幕式：102年5月11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

9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185棒—雕刻藝術家劉昌宏，性喜「天馬行空、自由神往」，其

作品由具象寫實入門，融入中國固有文化之詩詞、書畫、繪畫；理性思考美學章法，感性

創作詮釋發揮。架構張力能納萬境，啟迪思想、開拓心靈視野，表現大開大合之意境美

感，注入現代觀念思維；展現出心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獨特風格；徹底實

踐真、善、美之人文精神力量。

本次展覽，特以環保材質竹、木、石為創作表現素材，融入個人內在巧思。以童年往

事、花卉系列、鄉土情懷、詩情畫意四大主軸，戲說童年之無憂時光，藉由自然生態引喻

人生，重現昔日鄉村田畝之風光情境，歌頌古代文學詩篇，經營雕刻藝術的大千世界。

活動亮點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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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
莊明中創作30年作品展

4/6-6/2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展覽室A

莊明中1983年臺中師專(現臺中教育大學)美勞組畢業，以「柳川夕照」油畫作品入

選省展，鼓舞莊明中對美術創作追求更專業的決心，北上教書並考進國立臺灣師大美術

系及美研所就讀，提升了更高的創作視野。

1993年師大美研所畢業後，莊明中受聘回母校臺中師院（現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系

任教，他除教學外並積極舉辦展覽與發表。近年莊明中選擇色彩斑斕、形線具有知性和

秩序之美的熱帶魚作為題材，這些畫作事實上都體現和開拓了他所長久研習的西方繪畫

語言，尤其是從立體派到未來派以解消物象來建構畫象的努力，最後構成的便是從學院

素養所成就出的新古典形式美學繪畫。透過此展，能夠觀賞到莊明中不同時期、不同系

列的創作。

10 11

遺失的風景—
陳冠君個展

5/25-6/11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

臺灣的風景充滿了想像與現實的掙扎，

近年來興起的都市更新運動，建造不少新的風

景，也造成原有風景的遺失。

此次個展作品取材的方向，不以美麗風

景作為目的，而是思考風景消失與再造的演繹

關係，在都市快速開發的節奏中，權力運作造

成風景的缺席，陳冠君老師置身於變異地景之

中，親身進行攝影記錄，追逐風景消失的片

刻，補捉影像的瞬間即成為歷史，透過影像的

顯現與記錄，揭示地方風景的「影像存在」與

「歷史見證」的關係。

5/4-5/22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
週一休館 9:00-21:00

週一休館 9:00-21:00

柯適中創作展

互滲‧穿越‧逃離

活動亮點

11

活動亮點

柯適中老師認為繪畫創作的意義，在於創作者自

身視覺符號的建立，而後繼之以精密的整構來完成，

使原先視覺經驗中的臨場事物，化為創作者心象中美

感與秩序的具體呈現。

對於時事性的新聞題材及心理的反傳統意識型態

並不感興趣，柯老師所在意的是隨著個人正面學習而

後適意順承的純粹審美探求。

透過繪畫創作，個人所追求的，並非是侷限於視

覺感應的第一接觸，而必須從直觀印象中再次的釐清

與過濾，在「加」與「減」、「強」與「弱」、「疏」與「密」⋯等一連串弔詭的視覺作用與心

裡因素之間，求取一形下與形上相協調的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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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3
 Taichung C

ity M
az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Mazu】 

/15   ∼ 5/19五 日192

活動亮點

收件日期：102年3月17日起至5月20日截止。

主      題：本市媽祖廟之建築、文物、民俗活動等媽祖文化之美。

規      格：限水彩四開，免裝裱，逕送原件。

獎      勵：取前三名各一名、優選6名及入選若干名，頒予獎金或獎狀。

                       (第1名3萬元、第2名2萬元、第3名1萬元、優選每1名5000元)。

展      覽：得獎作品安排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展出並編入成果筆記本。

參加對象：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高中職(含)以上之學生、社會人士或藝術創作者。

收件地點：40701 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8樓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收

活動網址：http://www1.culture.taichung.gov.tw/mazu/2013/art/index.asp

彩筆畫媽祖
媽祖之美水彩徵件比賽

收件日期：102年3月17日起至5月20日截止。

主      題：媽祖文化節活動照片徵集。

規      格：分10個主題，民眾可用手機或相機將文化節期間拍攝照片(至少500萬畫素以上)

                        上傳至活動網站，並開放民眾票選， 一人至多可送件3張照片。

獎      勵：錄取最佳活動照片30名，凡入選者贈予禮券1000元。

展      覽：頒獎表揚，作品安排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展出並編入成果筆記本。

活動網址：http://www1.culture.taichung.gov.tw/mazu/2013/art/index.asp

跟著媽祖去旅行
活動照片徵集暨網路票選活動

13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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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文饗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may

臺中市臺灣大道

3段99號

1514

Taichung Culture Report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交通方式｜

5、18、33、48、53、57、
67、73、77、79、83、84、
85、86、87、88、106、146、
832、6147、6225 路公車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八樓)

展

覽

3/6(三)-6/3(一) 拼出瑰麗人生─陳宥儒拼
布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

2~10樓藝術廊道

臺
中
市
政
府
臺
灣
大
道
市
政
大
樓

3/11(一)-6/25(二) 第19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
畫得獎作品展

惠中樓1~10樓暨
文心樓4~10樓藝
術廊道

3/11(一)-6/4(二) 真善忍國際美術巡迴展 文心樓1~3樓藝術
廊道

5月每週六、日
9:00-16:00

藝術亮點(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2013木塊創作節─塊塊樂樂玩木頭

藝  

術

亮

點

即日起至6/30(日)
藝術亮點(福宴國際創意美食)
鄉土風情油畫寫實聯展及王錦茂老師石
雕創作展─「鼠跡遊蹤」

5/1(三)-5/31(五)
藝術亮點(猿緣園藝術館)
各類藝品常態展

5/26(日)
9:00-16:00

藝術亮點(翔韻音樂藝術中心)
2013夢幻母親節感恩舞蹈音樂會

5/6(一)、5/8(三)、
5/15(三)10:00

102年度「以愛為名 幸福馨弦─藝術亮點
音樂會」
5/6澄清醫院中港分院、5/8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臺中分

院、5/15國軍臺中總醫院

5/1(三)19：00 烏日社區活動中心

5/2(四)19：00 東勢區南平社區─復興宮

5/13(一)19：00 新社區公所3樓大體堂

5/15(三)19：00 海墘國小活動中心

5/16(四)19：00 大雅區上楓社區活動中心

6/3(一)19：00 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

6/5(三)19：00 太平區豐年‧中山里活動中心

6/6(四)19：00 龍井區公所4樓國際會議廳

活

動

3/17(日)-5/20(一) 2013 年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

3/17(日)-5/20(一) 「跟著媽祖去旅行」照片徵集暨網路票選活動

5/1(三)-5/22(三) 第八屆大墩工藝師審查申請

5/1(三)-6/25(二) 「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

 

表

演

5/4(六)14:30、19:30
綠光劇團─臺灣文學劇場二步曲《單身

溫度》

中
山
堂

5/8(三) 19:30 2013篤行國民小學舞蹈資優班年度舞展
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4-22013483# 742、732

5/11(六) 19：30
5/12(日) 14：30 《浮浪貢開花》首部曲‧豪華復刻版

5/15(三)  19：00 102年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藝術教育展演
免票免費入場

5/17(五)  19：30 <天女神峰傳奇> 原創民族舞劇

5/18(六) 19：30 卡薩里斯鋼琴獨奏會

5/19(日)  14：30 兒童劇─糊塗小子妙判官

5/22(三) 19：30 曉明女中音樂班101學年度成果發表會
免費免票入場

5/25(六) 19：30 九歌兒童劇團2013年度公演《飛吧！小
飛飛~~》

5/26(日) 19：30 臺中愛樂管絃樂團2013十二周年公演

5/30(四) 19：30 2013年幾米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

表
演

6/1(六). 6/2(日)
13：30. 16：30.
19：30

迪士尼音樂劇『三大經典童話故事』
寬宏售票(07-7809900) 中

山
堂6/4(二) 19：30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藝術季感恩系列活動─愛與美的饗宴 

免票免費入場

5/11(六)16：3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臺中市康乃馨合唱團 湖
心
亭5/25(六)16：3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光之聲樂團

2
0
1
3

藝
術Long Stay─

豆
莢
寶
寶
在
臺
中

5/4 兩廳院售票

(六)14：30、19：30

綠光劇團─
臺灣文學劇場二步曲《單身溫度》

綠光希望透過《臺灣文學劇場》系列，以舞台劇的形式，將臺灣作家筆

下精采的故事呈現出來，跟大家分享臺灣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經驗、情感與感

動，也讓大家重新認識這些優秀的文學家。

2010年推出臺灣文學劇場首步曲《清明時節》。由吳念真導演親自改

編執導知名小說家鄭清文先生作品，成功將文學的細膩感具體呈現在舞台

上。首演及巡迴皆獲得觀眾熱烈支持與好評。

臺灣文學劇場二步曲《單身溫度》，再次由吳念真改編，並由柯一正導

演，共同重新詮釋知名文學家王鼎鈞的作品，透過三位重量級大師感動人心

的創作魅力，溫暖每一顆失溫的心!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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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年代售票

(日)14：30  

兒童劇－糊塗小子妙判官

本齣戲表現了大判官的英明，能夠以睿智的方式解決紛爭，讓兒童了解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另

外，本齣戲加入了布袋戲、舞獅和氣球偶，來呈現舞台的變化，可以帶領小朋友融入劇情中，是一齣

適合全家觀賞的好戲！

中山堂

5/17

5/11.5/12

兩廳院售票 

(五)19：30

兩廳院售票 

(六)19：30.(日)14：30

《天女神峰傳奇》原創民族舞劇

《浮浪貢開花》首部曲 ‧ 豪華復刻版

臺灣青年舞團與臺中青年高中舞蹈科102年

度，由洪淑玲編導製作的口碑舞劇，已經成為舞

蹈界傳誦期待的年度作品。神話故事是每個民族

心理的光影，也是人類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

創作的泉源。

2013《天女神峰傳奇》大型民族舞劇，是

集合國內劇場界精英合作的大製作，感動的故

事、流暢的舞蹈和音樂、華麗的服裝和燈光，以

及創新的多媒體和舞台，組合出一齣動人的舞台

作品。作品係取自《中國神話與民間傳說》中的

《巫山神女峰》神話故事所改編。敘述西王母寵愛的么女瑤池仙子為嚮往人間的情愛，而私自下凡，

但在經歷人間愛恨的試煉，體悟自己的嗔癡釀成人間巨禍，最終決定犧牲自己的仙緣，接受天律的懲

罰以為救贖，捨化為巫山神峰，永留人間的傳奇故事。

擅長臺語音樂劇場的金枝演社，創團20週年推出經典鉅作《浮浪貢開花‧首部曲》，本劇2006年

首演即創下連演十場爆滿盛況，幸福狂潮更席捲北中南各地觀眾熱烈共鳴。今年不僅豪華升級，在母

親節闔家歡樂的最好選擇，帶爸媽重溫那些年最美的時光！臺語金曲歌后曾心梅更跨刀演出，精彩可

期，不容錯過！

「爸媽看到自己的年代，曾經經歷的故事，演員詮釋的每一個角色，讓他們腦海裡浮現當年周遭

的一些朋友、人物，金枝演社詮釋地如此深刻，讓母親又哭又笑。而我雖然沒有經歷這些年代，但從

歡笑中感到全場的感動。」---觀眾迴響

中山堂

中山堂

5/30 兩廳院售票

(四)19：30

2013 幾米音樂劇《向左走 ‧ 向右走》

當比鄰變作天涯，我們因一牆之隔而形同陌路的愛情，應該

堅定地在原地守候? 或者勇敢地出走、離開、改變? 多雲時晴的愛

情都心，降雨機率如何預測? 命運狡詐的圈套如何擺脫? 平行線如

何終於交會⋯ 

故事描述一個寂寞的城市，一對比鄰而居卻從不相識的寂寞

男女，因為他出門一定向左走、而她卻總是向右走⋯有一天他們

終於相遇並一見鍾情，但一場大雨讓兩人匆促分手，留下的電話

號碼也因為雨水而模糊不可辨認，因此一度握在手中的幸福風箏

又斷了線。他們企圖尋找對方，卻不知從來就在彼此隔鄰。終於

他們都決定離開這個失落的都會，但是就在門前的圓環路上，向

左走的重逢了向右走的，因為一個圓形。 

中山堂

5/11
(六)12：00-16：00

海安七號演習暨海洋文化活動

海岸巡防署於臺中港區舉辦「海安七號演習暨海洋文化活

動」，以「海洋裝備」、「海洋保育」、「海洋文化」、「海洋

休憩」、「海洋產業」等五大面向多元陳展，寓教於樂，使大眾

瞭解臺灣近年來海洋各層面的建設與發展，歡迎民眾前往參加。

活動詳情請洽：http://www.beclass.com/rid=1532a6a51651eccf2bb9

臺中商
港43號
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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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店家

5月每週六、日 即日起至6/30

5/1-5/31

5/26

4/27-5/15

2013木塊創作節-
塊塊樂樂玩木頭

鄉土風情油畫寫實聯展及王錦茂老
師石雕創作展-「鼠跡遊蹤」

各類藝品常態展

2013夢幻母親節感恩舞蹈音樂會

「太水古月」林建油畫巡迴展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福宴國際創意美食(藝術行廊展)

臺中市南區樹義路63號

電話︰04-22628621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8號

電話︰04-26228757

每組480元，網路報名享88折
優惠價420元

免費參觀

6/1.6/2 寬宏售票(07-7809900)

(六)、(日)13：30、16：30、19：30

迪士尼音樂劇「三大經典童話故事」

三部經典童話故事【白雪公主與七矮人】、【仙履奇緣─灰姑娘】及

【美女與野獸】將以最炫麗且真實的劇院效果呈獻給闔家大小，米奇、米妮、

唐老鴨與高飛將帶領觀眾進入由三個可愛公主組成的童話旅程。

中山堂

猿緣園藝術館一樓

翔韻音樂藝術中心

豐原醫院門診大廳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

919號

電話︰04-22603888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558號4樓  /  電話︰04-22773147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  電話︰04-25271180 

免費參觀

免費入場

免費入場

徵件日期 4/10-5/10
2013 臺中詩人節徵選活動─給臺中的情詩

創作主題

與「臺中風景」有關，題目自訂。

錄取名額及獎勵

分為國小組、國高中組、成人組，得獎者頒發獎金及獎狀，前三名分別授予詩仙、詩聖、詩王的稱

號，佳作數名。

報名方式

掛號郵寄至「40799臺中郵局第44-166號信箱」(郵戳為憑），信封上註明「2013臺中詩人節徵選活動
∼給臺中的情詩」，成人組最高獎金為8000元。

詳情及報名表下載請參閱活動網站http://www.2013tcworldbookday.org

徵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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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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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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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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y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每週日 10：00-10：50

5/5 搗蛋鬼提爾 臺中故事協會

5/12 石頭湯 大開劇團  

5/19 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3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5/26 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4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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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五) David Goes To School 英語志工(Lon、Susan W.)

5/4(六) I'm Big Enough 英語志工(Mary 、Cathy)

5/10(五)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英語志工(Debra、Vila)

5/11(六) Doctor Ted 英語志工(Shirley、Angela C.)

5/17(五)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英語志工(Joyce H.、Lon)

5/18(六) Little Red Riding Hood 英語志工(Iris J、Lydia)

5/24(五) The Sweet Touch 英語志工(Wendy、Vila)

5/25(六) From Head to Toe 英語志工(Lynn、Terry)

5/31(五) Crane Wife 英語志工(Catherine 、D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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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康乃爾英語

5/11 Happiness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5/18 Saving Little Sheep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5/25 Mrs. Wishy Washy 康乃爾英語

展

覽

4/13(六)-5/1(三)
9：00-21：00 花漾‧年華─陳淑嬌膠彩畫展 大墩藝廊(一)

4/13(六)-5/1(三)
9：00-21：00 巫秋基西畫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二)

4/13(六)-5/1(三)
9：00-21：00 金彩墨舞 巫登益彩墨展 大墩藝廊(三)

4/13(六)-5/8(三)
9：00-17：00 印刻藝圖 簡麗芬篆刻作品展 文物陳列室(一)

4/13(六)-5/8(三)
9：00-17：00 婆娑有情─莊桂珠工筆暨彩瓷個展 文物陳列室(二)

4/27(六)-5/8(三)
9：00-21：00

敏感空氣-2013年朝陽科技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系第16屆畢業展

大墩藝廊(四)

4/27(六)-5/8(三)
9：00-21：00

藏花‧開-2013東海大學美術系進
修部97級全臺巡迴畢業展

大墩藝廊
(五)(六)

4/27(六)-5/8(三)
9：00-17：00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美術班
畢業暨教學成果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5/1(三)-5/31(五)
9：00-21：00 名作欣賞/陳華~荷池倩影(墨彩) 大廳左側

5/1(三)-5/31(五)
9：00-21：00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水彩畫家劉仁
邦 .美術工藝家陳鏡 .墨彩家羅仁
志.雕塑家李俊宏

大廳左側

5/2(四)-5/23(四)
9：00-17：00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簡君惠師生
油畫展 文物陳列室(三)

5/4(六)-5/16(四)
9：00-17：00

愛與美~魔法彩繪─格瑞特幼稚
園兒童美術作品展

兒童館展覽室

5/4(六)-5/22(三)
9：00-21：00 互滲．穿越．逃離─柯適中創作展 大墩藝廊(一)

5/4(六)-5/22(三)
9：00-21：00

2013蔡仁德.何匯百.陳素華─「藝
遊空間」三人展

大墩藝廊(二)

5/4(六)-5/22(三)
9：00-21：00

沈居漢彩墨創作歷程展─從大自
然至心中丘壑

大墩藝廊(三)

5/4(六)-5/29(三)
9：00-21：00

陶與植物貼畫融合─王永義、盧
秀麗雙個展

動力空間

5/11(六)-5/22(三)
9：00-21：00 國立豐原高中美術班成果展 大墩藝廊(四)

5/11(六)-5/22(三)
9：00-21：00 臺中市閒情書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五)

5/11(六)-5/29(三)
9：00-21：00 生命存在知覺─余孟璇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六)

5/11(六)-6/5(三)
9：00-17：00 戴來幸葫─戴安瑞葫蘆創意美學展 文物陳列室

(一)
5/11(六)-6/5(三)
9：00-17：00 撕撕入扣紙有感動-龍蘭香撕畫個展 文物陳列室

(二)
5/11(六)-5/22(三)
9：00-17：00

「15疫區No.15:the quarter of art」
臺中一中第15屆美術班畢業展

文英館主題暨
文英畫廊

5/18(六)-5/30(四)
9：00-17：00 馬里蘭的歡樂市集 兒童館展覽室

5/25(六)-6/11(二)
9：00-21：00 遺失的風景─陳冠君個展 大墩藝廊(一)

展

覽

5/25(六)-6/11(二)
9：00-21：00

"性靈，空間"七人聯展(葉志德、周淑貞、李國聰、
陳政宏、陳光明、林弘行、蔡高明) 大墩藝廊(二)

5/25(六)-6/11(二)
9：00-21：00 「纍微以著」─吳肇勳書法展 大墩藝廊(三)

5/25(六)-6/5(三)
9：00-21：00 巧墨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五)

5/25(六)-6/11(二)
9：00-17：00 韻墨書畫會員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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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地點：兒童館演藝廳

5/4(六) Cecil─The Lost Sheep 主講：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5/5(日) 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3 主講：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5/11(六) Smile 主講：林敬鈞老師

5/12(日) 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4 主講：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5/18(六) 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主講：格瑞特幼稚園 

5/19(日) The Pig Family 主講：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5/25(六) 好鼻師的故事 主講：臺中故事協會

5/26(日) What's the time, Mr.Wolf？ 主講：學習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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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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六)10：00 盧安達飯店 (保護級)(西洋) 劇情片94分

       

5/4(六)14：00 奶爸安親班 (普遍級)(西洋) 劇情片94分

5/5(日)14：00 母親 (普遍級)(日片) 劇情片133分

5/11(六)10：00              天山腳下母親的家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50分

5/11(六)14：00 萬里尋母 (普遍級)(國片)劇情片51分

5/12(日)14：00 零下40度的海浪聲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52分

5/25(六)10：00 我的青春ㄌㄨˋ (普遍級)(國片)劇情片86分

5/25(六)14：00 結婚，不結婚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80分

5/26(日)14：00 不愛練習曲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80分

 

電

影

放

映

B1
視
聽
放
映
室

活
動

5/10(五)
19：00-21：00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最後的浪漫騎士─卡薩里 B1演講廳

5/25(六)
14：00-16：30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葉海煙教授】：莊子的生命哲學 B1演講廳

市
集

5/24(五)-5/26(日) 
14：00-20：00       201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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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語
閱
讀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 (Shared Reading)
隔週週三，14 : 00 ~ 15 : 40 ，地點：兒童室

5/8(三) Happy Mother's day 主講：洪瑞藝老師

5/22(三) What pictures said 主講：蔡碧珠老師

5/4-5/22 大墩藝廊(二)

週一休館09:00-21:00

2013 蔡仁德 ‧ 何匯百 ‧ 陳素華─「藝遊空間」三人展

本展覽是由三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工作者聯合展出。何匯百用印象風格來展現高雄景物之美；蔡仁

德則透過事象、題材、人生觀以遊戲組合的表現方式，去安排每一個情節，做一解構、立體、抽象的

形式表現；陳素華以色塊、線條、點、流等將景物轉換成虛擬世界，解放內心結構，呈現奔放、自由

畫面。從傳統到現代的抽象、立體解構再組合。可預期這將是一精采萬分的展覽，歡迎大家踴躍前往

欣賞。

5/4-5/22 大墩藝廊(三)

週一休館09:00-21:00

沈居漢彩墨創作歷程展─從大自然至心中丘壑

生長於鄉野田林間，沈居漢老師從小沐浴在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裡，轉眼竟已和大地融合了六十

年！

 從生活中取材，是他描繪自然的基本形式。因

時空轉移，將不同的時地物景等，交錯安置，產生

幻境，是另一表現。

跳脫大自然原有的造形與空間，利用不定形之

墨與色塊，及其明度、彩度的層次變化，營造出抽

象形態的畫面。

把主觀元素，書法之點線等注入畫面，使其穿

梭在似實似虛、忽上忽下、忽連忽斷，看似飄忽不

定，卻又相互呼應之中，引導著氣的流通；同時利

用其大小、粗細、方向，暗示空間；配合色彩，產

生不同的情境，這又是另一抽象表現。

一丘一壑也風流，萬事萬物皆入畫。歡迎進入沈居漢老師的彩墨世界。

蔡仁德《城市印象》 何匯百《神話》 陳素華《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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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29 動力空間

週一休館09:00-21:00

陶與植物貼畫融合─王永義、盧秀麗雙個展

這是一場立體與平面的展演!展覽所呈現的作品，都

是創作者對材料一連串不斷嘗試探索、搜尋並與生活連結

後，所發展出內心意象的代表。「油滴櫻花紅」呈現在稍

加破壞的坏體上，以強調『殘即禪』，藉以突顯釉彩的表

現；「植物貼畫」則藉大自然賦予的資材，運用它們獨有

的紋路、顏色、形狀來畫圖，看似簡單的陶土與身邊隨手

可得平凡的植物，也能撞擊出一場美的饗宴。 

現代人應多透過觸覺、甚至嗅覺與視覺

去感受這些存在於大自然中許久的資

源，用雙手感受這些素材，在創作過

程當中，透過瓦解以及建構，成就

屬於自己生活中獨一無二的創作經

驗。

5/11-5/29 5/11-6/5

5/11-5/22

大墩藝廊(六)

週一休館09:00-21:00

文物陳列室(二)

週一休館09:00-17:00

大墩藝廊(五)

週一休館09:00-21:00

生命存在知覺─
余孟璇創作個展

撕撕入扣 紙有感動─
龍蘭香撕畫個展

臺中市閒情書畫會聯展

展 覽 主

題「生命存在

知覺」，敘述

人世間存在著

善與惡、靜與

動，在每一天

瞬間接收到的

視象畫面，透

過視覺觀看所

發生周遭的事

物，事物的變

化都緣於內在的心境。體悟到每一個階段所帶來

的喜與悲、歡與樂，感受到生命在逆境與順境之

間的變換中前行，無論靜與動都充實我們自身內

在的空間情緒，以及我們所處的空間環境，在記

憶之中所留下的印象，記錄再現成為美好的繪畫

創作。

此次展出，余孟璇以油畫、素描、版畫等多

元形式展現，期盼能帶給大眾全新的視覺感受。

棉紙撕畫美學的

奧妙總令人沉醉其中，

棉紙撕畫等同於繪畫，

只是技法、素材運用不

同，棉紙撕畫利用特殊

纖維手染棉紙，融合棉

紙可塑的特性，透過細

膩的創作靈感，發揮紙

的生命再造力，作品展

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讓人驚嘆。

龍蘭香老師的撕畫創作成果斐然，近年來參

加新加坡、日本及國內各地之展出，均獲佳評與

迴響。更於2012年在日本參展獲創作特別獎。近

年來在各機關、學校致力推廣棉紙撕畫，藉由藝

術交流投入公益行列，致力推展撕畫藝術，傳達

美的訊息淨化人心。此次展出作品多元且豐富，

除展出45幅撕畫作品外，也運用巧思及精湛技

藝，融入生活美學，創作出多樣式的立體作品，

歡迎大家共同來參觀。

畫會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初期由許文融教授

指導之水墨畫班組成，原名閒情藝術研修會，為了

放棄僵化之傳統題材與技巧，加入新的內涵與時代

意義，每月舉辦水墨寫生活動，並至少每年一次會

員聯展；民國91年改名臺中市閒情書畫會，結合熱

衷藝術者，會員三十餘人，涵蓋水墨、書法、西畫

領域。為相互切磋與鼓勵，已於全臺各地文化機構

舉辦會員聯展二十餘次，均獲觀眾之肯定，今逢畫

會成立20周年，舉辦會員聯展於大墩文化中心，歡

迎各界先進及同好參觀指教。

5/11-5/22 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15 疫區 No.15: the quarter of art」
臺中一中第 15 屆美術班畢業展

在社會思想逐漸僵化，人們遺忘思考能力時，生命中

的情緒、失控、議題、美的追求，以病原體的姿態感染大

腦這思想中樞。疫區：15，身為帶原者的27人，三年不間

斷創作的成果，以聯展的型式，呈現出每個人心靈、個性

上的不同，風格迥異卻同樣蘊含著偏執的瘋狂在其中不斷

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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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5 大墩藝廊(五)

週一休館09:00-21:00

巧墨畫會聯展

巧墨畫會成立於1993年，15位成員來自各行各業，有老師、護

理人員、專業創作者，家庭主婦以及工程師等。成立迄今經歷20年，

成員除了對水墨依舊熱情，部份已發展至油畫、膠彩、書法等不同領

域。會員們透過定期的討論和展覽，彼此切磋、相互學習和研究，努

力探索藝術真諦。

5/25-6/11 大墩藝廊(三)

週一休館09:00-21:00

「纍微以著」─吳肇勳書法展

書法藝術為漢民族獨有且特殊之文化，作品本身具有寄託情

思，表達人生哲理，在輕重徐疾、濃淡乾濕的點劃、線條、結構、

佈局之多種對比關係中，形成各種風貌、風格，在實用與審美之

間，形成依附和創作等多重變化。因敬慕晉‧張華《勵志詩》所

言：「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纍微以著，乃

物之理⋯」於是將此次近作展覽取名為「纍微以著」，用以自我勉

勵，冀望方家不吝指正。

吳肇勳，字敦本，號玩毫墨客，又號鹿江散人。生於1955年，

世居鹿港，曾任半缸書會會長、彰化縣鹿江詩書畫學會理事長、臺

灣省政府中興新村駐村藝術家。此次展出，歡迎大家蒞臨指導。

5/25-6/11 大墩藝廊(二)

週一休館09:00-21:00

“性靈 ‧ 空間”七人聯展

七個人七個樣，一次畫展可以同時欣賞到七種不同的風格，不多也不少

地享受看畫的樂趣。

把作品帶出去給不同的觀眾群認識，畫家也有機會交流當地的藝文人

士，拓展視野一舉兩得。

每一幅畫都是畫家述說生命當中某一個感動的故事，用各自的符號、圖

像、材料、筆調、主觀色彩、構圖和空間觀念；任憑想像的翅膀無盡地飛翔，表達內心最深刻的美感。

來自高雄的林弘行、蔡高明，臺南的葉志德，嘉義的陳政宏、李國聰，臺中的周淑貞以及埔里的

陳光明，歡迎大家來看畫展，感受心靈空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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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末
親
子
故
事
屋

5/4(六)15：00 小黑點

兒
童
閱
覽 
室

5/11(六)15：00 桃太郎的故事

5/12(日)15：00 成為國王的樸人

5/18(六)15：00 旋風女

5/25(六)15：00 想生金蛋的母雞

5/26(日)15：00 媽媽買綠豆

表
演

展

覽

3/2(六)-5/26(日) 101年度編織學苑計畫成果展
三樓編織工藝
館

3/4(一)-5/31(五) 江菊秋水墨畫展
陽明市政大樓
一樓

4/5(五)-5/5(日) 中華書畫藝術研究會會員聯展 二樓畫廊

4/19(五)-5/5(日)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會102巡
迴展

三樓編織文物
館

4/26(五)-5/19(六)
臺中縣東方書畫學會102年會員
聯展

四樓畫廊

5/10(五)-6/9(日) 第3屆接力展~劉昌宏雕刻展
三樓編織文物
館

5/24(五)-6/16(日) 印象協奏曲 四樓畫廊

5/24(五)-6/9(日)
薪墨傳情─臺中市薪墨書畫家
協會聯展

二樓畫廊

表

演

5/3(五)19：30
2013劉聖文大提琴獨奏會—與
普羅科菲夫的時空對話

演奏廳

5/5(日)14：30  
音樂背包客─香頌巡迴系列音
樂會

演奏廳

5/18(六)19：30  
春饗—克拉薇兒室內樂集創團
音樂會

演奏廳

5/19(日)19：30
《三人行不行》環島接力笑 全臺
大巡演─屏風表演班

演奏廳

演

講

5/4（六）
10:00-12:00 職場必備能力─何啟聖 演講廳

5/18（六）
14:30-16:30 遙遠星球的孩子—蔡傑的故事~蔡昭偉 演講廳

5/25(六)
14:00-16:00 人生好好玩─從藝人到志工~陳淑麗 演講廳

5/4(六)10:00 霍頓的鐵道人生 14:00 逆轉人生

多
媒
體
教
室

5/5(日) 10:00 茉莉人生 14:00 吐司：敬！美味人生

5/11(六)10:00 芭蕾人生 14:00 玫瑰人生

5/12(日)10:00 安迪沃荷與他的情人 14:00 卓別林與他的情人

5/18(六)10:00 俗辣英雄 14:00 城市風裡的光

5/19(日)10:00 公主與王子 14:00 淑女之夜Lady's Night

5/25(六)10:00 繼承人生 14:00 焦糖人生

5/26(日)10:00 音樂人生 14:00 交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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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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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16

5/24-6/9

5/25

四樓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30

二樓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30

1F演講廳

免費排隊入場

14：00-16：00

印象協奏曲

薪墨傳情─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會員作品聯展

講座：人生好好玩─從藝人到志工

一群來自社會不同領域，因喜好藝術創作而結合成相知相惜好

友，因而組成彩藝六部曲。他們喜好用印象派繪畫方式來詮釋人對生

活感覺和印象，此次展出畫作均來自每位會員日常生活、旅遊所見或

大自然寫生，呈現出大自然景物的豐富色彩。

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為業餘書畫家組成，多年致力於藝術創作，希望藉由此次展出，除與當

地藝文活動相互輝映外，亦配合當地風情民俗，鼓勵廣大民眾浸潤藝術創作，進而廣為倡導，蔚為風

氣，更能帶動社會從事正當休閒藝文活動，亦共同塑造一個富而好禮的優質社會。

主講人：陳淑麗

曾經是屬於鎂光燈前閃爍的耀眼明星，卻在最亮麗的人生階段，選

擇急流勇退、洗盡鉛華，毅然決然投入義工的簡樸生活，從名模、演員、

義工的各個階段，這當中的心路歷程，有何不同的轉變？笑聲爽朗而親切

的陳淑麗，將娓娓道來她一路走來的人生經驗。她說：「人本來就會老，

會變得不漂亮，既然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不如坦然面對」。

5/3
演奏廳

票價：200.300元（兩廳院售票系統02-33939888）

(五) 19：30  

2013 劉聖文大提琴獨奏會─
與普羅科菲夫的時空對話

演出者：大提琴 / 劉聖文、鋼琴 / 藍充盈

普羅高菲夫向來以管弦樂作品聞名於世，但同時也為大提琴創作出

不少傑作。在本次音樂會中，大提琴家劉聖文將帶來普羅高菲夫《無伴

奏大提琴奏鳴曲》，與著名的《C大調大提琴奏鳴曲》。其中這首無伴

奏作品133，普羅高菲夫逝世前並未完成，後世演奏家大多是演出作曲

家Blok接續譜完的作品，但是本場音樂會將演出由作曲家張俊彥補遺之

作。能感受大提琴藝術無與倫比的深沈美感。 

5/19
演奏廳

票價：600元，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日) 19：30

屏風表演班
《三人行不行》環島接力笑 全臺大巡演

十萬觀眾一致認可 有史以來最舒壓 最激發腦力 最幫助瘦身 

最能笑出六塊腹肌的狂笑喜劇原創編導/李國修  執行導演/黃毓棠

戰將演員輪番上陣朱德剛、杜詩梅、邱逸峰、陳家逵、鄭凱

云、張昌緬、楊  閔、林哲旭 等（演出單位保留演員異動權）

【萬名觀眾  捧腹推薦】

想像力無窮發揮，絕無冷場的精湛演出！ (政治大學校長／

吳思華)運用簡單的道具，演員就能立刻轉換角色，精練的演出技巧，讓觀眾笑聲不斷！(板橋市長／

江惠貞)

1987年的原創劇作，超過20年的歲月，依舊生動地刻劃人性，太令人驚喜了！(東華大學民族藝

術研究所所長／萬煜瑤)

5/5
演奏廳

票價：200.300.500元，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日) 14：30

音樂背包客─香頌巡迴系列音樂會

現今的古典音樂，在中古歐洲時，可是被

稱為流行音樂喔！想像百年後的未來教科書，將

“搖滾樂”歸類為古典音樂！其實，音樂牽動人

心，是不分類型的。香頌將為各位聽眾帶來新形

態的音樂演出，融合古典與流行的音樂元素，以

香頌最擅長的編曲創意，佐以團員們長期培養的

默契及精湛技巧，將古典音樂流行化、流行音樂

古典化，顛覆音樂會就該怎樣的傳統，只帶來最

愉悅的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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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友、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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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y 5/4-5/19 中央畫廊、清水廳、二樓展示場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後觀看世代─東海大學美術系第 27 屆畢業巡迴展

「後觀看世代」為東海大學美術系第27屆所策劃的畢業巡迴展覽，本展覽

企圖藉由本屆畢業生不同媒材、類別的藝術創作，探討當下的時代氛圍下對於

「觀看」的詮釋。另外，不同的主題類別更代表著不同的空間意義，創作的類

別包括油畫、複合媒材、膠彩、水墨、插畫、版畫與影像裝置，以不同的主題

性配合不同的創作媒材，呈現在不同的「觀看」方式下，創作者們對於視覺影

像的感知與觀念，並帶給觀眾對於不同媒材與類別作品的不同觀看方式。

展

覽

4/11(四)-5/5(日) 臺中港區書畫協會聯展 展覽室C

4/13(六)-5/19(日)
2013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護

境佑民─媽祖文物及文創品展
展覽室A

4/16(二)-5/12(日)
海峽兩岸四老書畫遺墨展─臺靜

農、啟功、王靜芝、陳其銓
展覽室B

5/4(六)-5/19(日)
後觀看世代─東海大學美術系第27
屆畢業巡迴展

中央畫廊、
清水廳、二
樓展示場

5/11(六)-6/2(日) 「墨香畫會」─102年度會員聯展 展覽室C

5/18(六)-6/16(日)
心嚮藝境─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

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B

5/25(六)-6/23(日) 2013年元墨畫會聯展 中央畫廊

5/25(六)-7/14(日) 故宮文創成果暨多媒體特展 展覽室A

表

演

5/4(六)19:30
林順欽2013鋼琴獨奏會─數位交響

樂團協奏
演藝廳

5/5(日)19:30
《獻給易沙意》2013郭立功小提琴

獨奏會
演藝廳

5/11(六)19:30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2013全版音

樂劇
演藝廳

5/19(日)14:30
飛炫交響管樂團─2013音樂會之銅

樂會
演藝廳

5/25(六)19:30
【NTSO國臺交】名家系列─IV《芭

蕾道情》
演藝廳

5/26(日)14:30
大明國小2013節奏狂想曲─打擊樂

團發表會(中心售票)
演藝廳

5/30(四)19:30 乘著歌聲的翅膀─從東方到西方
(中心售票)

演藝廳

5/4

5/5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200.300元

(六) 19:30

演藝廳，年代售票100元

(日) 19:30

林順欽 2013 鋼琴獨奏會─數位交響樂團協奏

《獻給易沙意》2013 郭立功小提琴獨奏會

以「數位交響樂團」協奏，開啟鋼琴協奏曲劃時代的演出

方式，在國內外鋼琴家林順欽為實現此獨特、嶄新的演奏型式

之第一人。邀您頃聽浪漫的音符，共享美好香醇的滋味，體驗

數位交響樂團協奏的奧妙。

「數位交響樂團」並非意欲替代真實樂團的地位，乃藉由

科技帶來的協助，讓傳統的演出或練習，增添另一種思維。其

奧妙處應屬獨奏者如何與無人指揮的數位交響樂團整齊呈現相

同拍點。誠摯邀請您一同來體驗數位浪漫音樂之旅。本廠次演

出曲目有：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李斯特：

《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蕭邦：《第四號敘事曲》等。

小提琴家郭立功每年在臺灣皆準備兩套曲目巡迴全臺，與國人分

享留歐多年所學成果，同時希望普及古典音樂欣賞風氣、讓文化藝術豐

富每個角落每個地區充實心靈，推廣獨奏及室內樂不遺餘力。除了國家

地方文化中心演藝廳之外，歷年來已舉辦多次社區音樂會、校園音樂會

以及解說導聆式音樂會，讓社會上各個階層的朋友都能發現音樂之美，

增加藝文欣賞的親切感。這次的演出主題圍繞著比利時小提琴家及作曲

家尤金‧易沙意(Eugene Ysaye)，藉由他的作品和提獻給他的作品，展現

19世紀末期美好時代的時空氣氛，同時歌頌易沙意和同時期的法國作曲

家、比利時作曲家之間的友誼，這些作曲家包括德布西、蕭頌、法朗克

等人。

活

動

5/11(六)14:00-16:00  美術工坊～我愛媽咪立體蛋糕製作
(秋月教室300元)

5/12(日)10:00-12:00 美術工坊～羊毛氈濕氈-花飾品
(秋月教室100元)

5/6(一)-5/18(六) 風華再現─認識臺中市美術家102年度校園巡迴展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小 

5/6(一)-5/10(五) 風華再現─認識臺中市美術家102年度校園巡迴展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小  

5/27(一)-6/7(五) 風華再現─認識臺中市美術家102年度校園巡迴展
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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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5/19

5/18-6/16

5/25-6/23

5/25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300.450元

(六)19:30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100元

(日) 14:30

展覽室B

開幕式暨現場導覽： 5/18(六)14：00，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中央畫廊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300.500.800元

(六) 19:30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2013 全版音樂劇

飛炫交響管樂團─ 2013 音樂會之銅樂會

心嚮藝境─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2013 年元墨畫會聯展

【NTSO 國臺交】名家系列 -IV《芭蕾道情》

如果你喜歡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那你絕對不能錯過

這齣能讓9到99歲的人都感動的音樂劇。

當你真心渴望一件事的時候，全世界就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是一個「後青春期」的預言故事，所

謂的「天命」，是指創造個人的神話，而這個神話的完成，是必

須把個人放在天地之中去領會，並且不斷實踐、實踐、實踐⋯。

故事描寫：有個男孩，因為喜歡旅行所以選擇當牧羊人，他過著

不餘匱乏的生活，卻有個夢常常困擾著他－古老埃及金字塔下的寶藏。於是他賣掉了羊群下定決心去追

尋夢中的寶藏。沒想到在出發途中，男孩遭到欺騙，心灰意冷的男孩，為了回家的旅費，男孩開始賣水

晶玻璃杯，玻璃杯的透亮和前往麥加朝聖的旅人，使他覺得人不該輕易放棄，便重新燃起尋找寶藏的決

心⋯。且看一個男孩如何勇敢、樂觀地完成屬於他自己的神話。

飛炫交響管樂團(Flashing Symphonic Wind Ensemble)

成立於2006年八月，憑著對音樂的一股熱情及執著，募

集來自於各地不同背景的音樂好手。團員們秉持著對音

樂的喜愛，不辭距離的辛勞來參加練習。在2013年，我

們首次將音樂會移師清水港區藝術中心，特地邀請薩克

斯風名師─陳逸倫老師擔任指揮，並企劃了與四位年輕

才華洋溢的演奏家與樂團共同合作演出協奏曲，其許帶給海線的音樂同好們一個難忘的音樂饗宴。

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於西元1996年更名成立，前身乃西元1990年創設的中華藝術協會；旨在結

合世界各地華人藝術家，共同切磋、推廣藝術，促進國民外交與國際文化藝術交流。

協會成員涵蓋南部地區愛好藝術的創作人才，不乏各大獎項得主，更有實力派的資深創作者。今年

協會走出高雄、跨界臺中展出，具體展現會員平日累積的成果。展出作品類別、題材與風格多元豐富。

無論是平面藝術，如水墨、水彩、油畫、攝影、書法；或是立體藝術，如雕塑、陶藝等，作者皆能以自

我獨特的藝術語彙來表達其美感經驗，從傳統風貌中開創新意與生機。

「元墨畫會」為具有學術研究性質的畫會，歷任會長周澄、劉平衡、

吳長鵬、黃永川、沈以正、羅芳、袁金塔、李振明等與現任程代勒會長，

皆為大學教授或博物館要職等，會員們亦多任職於各階級教職，兼顧美術

教育與繪畫創作，試圖為水墨畫的創作與推廣，提供一己之力。

會員們的創作方向多元，包含傳統的筆墨、創新的技法、獨特的形

式、奇異的色彩等，乃至於對政治狀況與社會現象的批判，各自展現出內

斂、和諧、奇異、奔放、荒誕等不同的風格與特色。從多面相的創作表

述，讓水墨畫有更多的可能面貌。

有感於以往多在臺灣北部舉行聯展，今年特別至本中心舉辦聯展，一方面進行會員們的交流、對

話；一方面能與中部地區先進、同好們相互切磋。歡迎各界藝術愛好者，前來品賞藝術之饗宴。

輕盈曼妙的舞姿流動於細膩刻畫的音律，靈活的轉身到流串的音符

前進，從《神仙》中之信號曲到阿帕拉契之春組曲，在音樂中看見芭蕾看

見生命中的感動，自然風光於眼前流洩，從生命中凝聚的每一刻，源源不

絕的展現。而《普欽奈拉》的特別，於在嚴守份際的低音中，展現二十世

紀的音樂技巧，融合於流暢的行進中。生命總有其出口。首位雙棲於西方

交響樂團及中式國樂團的華裔指揮家葉聰，雙簧管名家尚路易‧卡培柴里

(Jean-Louis Capezzali)，展開一場關於《芭蕾道情》的相會。

5/11-6/2 展覽室C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墨香畫會」─ 102 年度會員聯展

墨香畫會成立迄今已進入第32年，會員基於對繪畫的愛好與

創作熱忱，以彼此切磋觀摩作為畫會的宗旨，而為鼓勵創作，畫

會也會不定期的舉辦寫生、藝術講座或展出等交流活動。自民國

76年開始，每年固定於文化中心舉辦聯展，至今已逾25年。透過

每年的會員聯展，不論是任何內容或形式的作品，也不論是創新

或傳統的方法，每位會員依循自己獨特的繪畫語彙或符號，傳達

各自對水墨畫的體悟，希望在臺灣的水墨畫中，能具備更多元的

發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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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5/1(三)
19:00

《白雪公主音樂舞蹈劇》聖來恩幼兒園 
(免費索票入場，1人1券，對號入座，
索票請洽04-22768169小樺老師)

演藝廳

5/3(五)
19:30

《2013把愛傳出去》慈善募款暨感恩

音樂會
(慈善表演捐贈索票，索票洽04-22306218楊小姐)

演藝廳

5/4(六)
16:00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橙原律》

力瑪原古樂坊、杜咪公主文化藝術團 茄苳樹區
免費自由參加

5/11(六)
19:30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抓馬

合作社劇團《故事大盜》(年代售票50.100元)
演藝廳

5/12(日)
14:30

《東扯西扯‧南說北道》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傳統音樂學系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5/17(五)
19:30

道禾實驗小學期末綜合展演暨畢業公
演《ART實驗室‧童年寶盒》(免費索票入
場，索票請洽道禾實驗學校04-23259298江小姐)

實驗劇場

5/18(六)
14:30

2013愛樂邀請—臺中眾明星合唱團聯

合公演(兩廳院售票或 全省7-11、萊爾富便利商店100元)
演藝廳

5/19(日)
14:30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Kiss 
Me親一下劇團《圓鼓谷奇緣》
(年代售票50.100元)

演藝廳

5/19(日)
16:00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紫浪潮》

菁音天籟之音室內樂團、魔神喬治 茄苳樹區
免費自由參加

5/23(四)
19:30

【月光下的傳說】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5/25(六)
16:00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靛竹調》

客家鄧麗君—陳雙&雙鵬樂團
茄苳樹區
免費自由參加

5/25(六)
19:30

法系經典─賈元元2013鋼琴獨奏會
(兩廳院售票200元)

演藝廳

5/26(日)
14:30

《狂戀迷琴》吳昱嫺2013大提琴獨奏會
(年代售票或全省7-11 i-bon、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超商
200/300/ 500 / 800元)

演藝廳

4/6(六)-6/2(日) 回溯─莊明中創作30年作品展 展覽室A

4/13(六)-5/19(日)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2013會員創作展 展覽室B

5/4(六)-6/9(日) 樂陶─樂業國小畢業生陶藝展 美學空間

5/25(六)-6/30(日) 2013年古文字當代名家書畫展 展覽室B

研
習

5/11(六)
9:30-12:30 母親節押花筆記本

B1藝享空間 

(名額20名，費用150元)
(報名已額滿)

5/25(六)
14:00-17:00 羊毛氈口金包

B1藝享空間
(名額20位，費用300元)
(報名已額滿)

講
座

5/11(六)
14:30

林淑媛─樂齡族「吃」的藝術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3F大會議室

5/25(六)
14:30

李治彬─不打不罵也能教好孩子
(共同主辦：臺中市父母成長協會)

3F大會議室

5/4-6/9

4/13-5/19

美學空間

開幕式5/4(六)14：00，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展覽室B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樂陶─樂業國小畢業生陶藝展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2013 會員創作展

小學生的青春印記，透過手作刻畫於泥土，陶藝作品為孩子們留下了成長階段的

永恒記憶。無敵的雙手，捏塑出屬於樂業國小畢業生的想像世界，土成了他們創作的

媒材，成為他們的最佳伙伴。在土的世界裡，他們無視於都市文明的喧囂，也擺脫了

大人們的枷鎖，這群孩子在泥土的國度裡，偷得了半日的自由與無拘。

在泥土的奇幻探索中，孩子們將它轉化為生活中可用的瓶、盤、壼等，這些都是

他們創作的原型，也是讓小腦袋裡的想像，原汁、原味的再現。樂業國小的畢業生，

用泥土創作出屬於他們這個世代獨有的語言，更是他們與這個世界

連結的符碼。現在，就讓我們跟著這群小朋友，來一場泥土的約

會吧！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成立於民國87年，成立宗旨是以推廣

美術教育暨美術教育研習及學術研究為目的。會員的組成很多

元，包括:大學教授、國中小學教師、坊間兒童畫老師以及各媒

材專職藝術家等。

本次展覽為常態性之年度會員創作展，旨在透過作品公開

展覽，提升文化涵養，以培養正確的審美觀，達到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的理想。並藉此機會讓會員們彼此觀摩、聯誼，傳遞

共同為建構美術教育而努力的信念。

 此次展出作品皆為會員近二年之創作，種類有：彩墨、膠彩、油畫、水彩、攝影、書法、設計、

雕塑等，件件都見心血與創意。同時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也期勉全體會員本著創會的宗旨，朝著共同的

美育理念繼續努力，攜手彩繪臺灣美術教育的未來。

倪朝龍《花之物語》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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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12

5/17

5/18

演藝廳

慈善表演捐贈索票，索票洽04-22306218楊小姐 (五)19:30

演藝廳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日)14：30

實驗劇場

免費索票入場，索票請洽道禾實驗學校 04-23259298江小姐 (五)19:30 

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或全省7-11i-bon、萊爾富便利商店100元 (六)14:30

《2013 把愛傳出去》慈善募款暨感恩音樂會

《東扯西扯 ‧ 南說北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道禾實驗小學期末綜合展演暨畢業公演

《ART 實驗室 ‧ 童年寶盒》

2013 愛樂邀請─臺中眾明星合唱團聯合公演

「惠明盲校」是一所五十年不間斷地散播著愛的私立特殊教

育學校，也是臺灣唯一不收取任何學雜費、照顧弱勢家庭的視障

天使的學校。華盛頓文教基金會對於惠明盲校的創立宗旨與理念

感到十分認同與感動，希望匯集各方愛心，給他們一雙翅膀。

為培養孩子對社會弱勢的同理心，以實際行動落實愛的教

育，延續去年「為愛助跑夢想起飛」的活動，舉辦本次音樂會。

除了讓惠明與華盛頓的孩子們在同一舞臺上以音樂相互交流之

外，更希望藉此活動，廣邀各界伸出援手，為惠明籌措足夠的校

務運作經費，讓這些天使們能夠無憂地接受教育與照顧。讓我

們，把愛傳出去！

 古琴琴音柔美，所帶來的曲子〈梅花三弄〉原為古琴獨奏

曲，此次改編為二重奏加南管下四管，除原曲子的旋律優美流暢

外，更增添了些活潑氣息；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眾人皆知，即

便不知曲名，也曾聞此聲，改編成四重奏，更加氣勢磅礡；而這

次所帶來的為北管戲曲〈問卜〉，內容描述韓信前往雲夢山向鬼

谷子求問己壽之事，十分有趣。演出中也穿插了大眾所熟悉的絲

竹五重奏國樂曲，期盼大家有個〈歡樂的夜晚〉。　

黑盒子?!究竟盒子中裝哪些東西？是炸彈?還是送給情人的禮物?實

驗劇場?!要實驗什麼?是化學實驗還是物理實驗?「ART實驗室」當中究

竟在從事什麼秘密任務?難道是最新的「不可能的任務」?

喔~原來黑盒子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故事寶盒，走進黑盒子當中，可

以發現大自然的神祕美景，也可以聽見有趣的神奇故事，有時更可以

看見你我生命中共同的感動！

在光影、音樂與空間的安排下，故事中的人物有可能隨時在我

們身旁出現，甚至有可能邀請坐在觀眾席的你，跟我們一同參與一場

藝術的嘉年華會。所有你不曾想過的可能性，說不定都會在黑盒子的

「ART實驗室」當中成真！

台中愛樂合唱團每年均以單一主題，舉行大型公演，

例如於2009年的黃自清唱劇《長恨歌》， 2010年的林聲翕

聯篇合唱曲《山旅之歌》，及2011年《黃友棣大師紀念音樂

會》，至今已有十多年歷史。

本團指揮陳殿冠，暨鋼琴伴奏蕭是然，分別畢業於東海

大學音樂研究所聲樂組及鋼琴組，早於2000年由臺中市政府

所舉辦的《打造東方維也納千人合唱音樂會》中，應邀擔任千

人合唱團總指揮及鋼琴伴奏。

今年推出在臺灣難得一見的舒伯特大型清唱劇《羅莎曼》，並隨付一系列的《野玫瑰》等世界名

曲；此外，也同時推出李抱忱《你儂我儂》等合唱曲，讓聽眾同時品味東西方不同風味的音樂饗宴。

此次獨奏會鋼琴家賈元元將帶來二十世紀初期至中期，來自德布西、拉威

爾、浦朗克、及迪悌耶等人經典的法國鋼琴作品。四位作曲家的作品無論在風

格、結構、背景、及音響色彩等各有千秋－呈現了詩與繪畫轉化為音樂上的靈

感，象徵主義與異國風味的結合，音樂瞬息間精簡直接的美感，與在嚴肅結構

裡揮灑的嶄新聲響，藉著鋼琴家精湛的詮釋，精彩可期。 

5/25  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200元 (六)19:30

法系經典─賈元元 2013 鋼琴獨奏會

5/11 演藝廳 

年代售票50.100元 (六)19:30

2013 奇幻藝術節─
如果兒童劇團＆抓馬合作社劇團《故事大盜》

故事大盜上天下地，只要是好故事他都偷！故事裡的人物，

一個個被他害的暈頭轉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故事裡的人物回不了

家，故事就接不下去啦！全世界愛聽故事的小朋友怎麼辦？ 

別擔心！深呼吸一口氣，坐下來想辦法⋯⋯有了！只要我們

知道故事大盜為什麼變成壞人，把他變好，就可以把所有好聽的

故事救出來！

終於，我們發現故事大盜的祕密，原來他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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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六)《橙原律》力瑪原古樂坊、杜咪公主文化藝術團

力瑪原古樂坊：

他們利用吉他、非洲手鼓「金貝」、鈴鼓⋯等樂器，以原住民獨特的山原吟唱，吟

出獨特風味的原住民對天地的崇敬、吶喊出對祖靈的緬懷。 

杜咪公主文化藝術團：

來自仁愛鄉和日月潭，把原住民部落中傳唱幾十年的歌曲，配上新的背景音樂，藉

著歌曲將母語記錄下來。

5/19(日)《紫浪潮》菁音天籟之音室內樂團、魔神喬治

菁音天籟之音室內樂團：

配合優雅的近距離演出，讓現場達到溫馨、典雅、浪漫的氣氛。 

魔神喬治-方坤祺：

「魔神喬治變魔術，永遠有新鮮感；要擁有快樂人生，就從學魔術開始」。

5/25(六)《靛竹調》客家鄧麗君-陳雙、雙鵬樂團

陳雙：

外形溫柔婉約，歌聲細緻甜美，輕柔的歌聲，詩情畫意般的美，又有淡淡的憂愁感，

歌甜人美，贏得「客家鄧麗君」美名！ 

雙鵬樂團：

集南臺灣專業器樂演奏家，融合國樂、西樂及電子樂器，是南臺灣首屈一指的專業音

樂表演團隊。

林淑媛─樂齡族「吃」的藝術
5/11 三樓大會議室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六)14:30-16:30
主講人：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林淑媛老師

吃是人生的大事，如何吃出「健康」也有賴個人自己把關，均衡飲食是對自己健

康負責的行為，更是樂齡族必修的一門課，林淑媛老師將以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您分

享樂齡族「吃」的藝術，也歡迎各年齡層的民眾參加喔！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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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33號

5/25  
2013綠繪本列車《森林大奇案》+ 廢紙摺紙飛機DIY
(六)11:00-12:00

5/4-6/2 羅睿琳書畫展 09:00~17:00

活動地點：臺中放送局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敬請事先報名。 

詳情請洽主婦聯盟 (04)2375-5234、

http://www.huf.org.tw/event/content/1665

主講人: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臺中分會主任 謝文綺 
      「從前從前，森林裡的大家都開心知足地過生活。有一天，卻突然
發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樹枝開始莫名其妙的從樹上消失了！大家都認為

該想辦法查明真相，只有一個偷偷摸摸的傢伙例外⋯ ⋯。」
      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這個由懸疑、犯罪、抗辯、紙飛機、森林和一
隻想要贏得比賽的大熊，所組合成的驚悚故事！

活動地點：傳習館

入場方式：免費

開幕茶會：5/4(六)

5/4(六) . 5/19(日) . 5/25(六) 茄苳樹區

免費自由參加(六)16:00

2013 上半年假日廣場

5/19 演藝廳

年代售票50.100元(日)14:30

2013 奇幻藝術節─

如果兒童劇團＆ Kiss Me 親一下劇團《圓鼓谷奇緣》

敘述大自然裡的小精靈與人類的溫馨故事；有一天，人類為了

找尋適合居住的家，來到了小精靈居住的地方，具有神奇魔法的小

精靈們，會跟人類變成好朋友？還是想辦法趕走人類？而人類種種

好奇的舉動，又會帶來什麼危機呢？出乎意料之外的結局，保證讓

親子觀眾大受感動！

5/26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303》(日) 14:30-15:30

5/5、5/19  (日) 15:00-17:00

臺灣實驗教育機構聯盟 「儲備競爭力的另一種選擇」系列講座

活動地點：臺中放送局 105/106室‧入場方式：自由入場，座位有限

導演：賀照緹 
      桃園一所國小的三年三班，有三個孩子，父母分別來自泰國、緬甸
和印尼。這兩個女孩與一個男孩，乍看之下開心活潑，卻也承襲了移民

父母的心事。本片歷經兩年的拍攝，透過鏡頭，他們將告訴觀眾屬於他

們的童年故事，他們的歡樂和擔憂，他們眼中的自己 。
      三個十歲的孩子，他們覺得自己是誰？哪一國人？影片呈現了臺灣角
落不為人知新移民的動人故事，來自東南亞的他們，在臺灣落地生根，

多年之後，生養了第二代，幼嫩的臺灣之子，身處在怎樣的生活環境？

活動地點：惟和館  /  入場方式：免費
5/5 臺中市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主標：華人文化教育下一步，副標：文化的千難一易‧教育的百年思索

主講人：曾國俊  /  與談人：林安梧

5/19 臺中市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主題：實驗教育的愛與痛─從法、理、情細說從頭

主講人：張宜玲  女士  /  與談人：施建彬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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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圖書館五月閱讀推廣活動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04-26870836

主題書展「媽咪我愛您」 5/1(三)-5/31(五) 兒童室

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5/25(六)
14:00-15:00 3樓研習教室

主題書展「跨越時空詩之美」 5/1(三)-5/31(五) 書庫

母親節感恩閱讀推廣活動
(一)書與樂的饗宴─媽咪我愛您音樂會
(二)感謝您的愛:馨香傳情(母親節當日借書滿
10本以上即贈送康乃馨，數量有限。)

5/12(日)
(活動一)10:00-12:00
(活動二)8:00開始

1樓大廳

大安區圖書館
04-26713290

春季閱讀「母親文學」活動 5/11(六)
15:00-16:30 3樓多功能教室

春季閱讀「母親文學」主題書展 5/1(三)-5/31(五) 2樓主題書展示區
大肚區圖書館
04-26995230 〈讀一首詩吧！〉詩集作品主題書展 5/1(三)-5/31(五) 3樓開架閱覽室

大里區圖書館
04-24962651

書中尋寶遊戲活動
(借閱15本水果、蔬菜、動物、植物、人物等圖
書，即可兌換宣導品1份，1人每月限領1次)

3/1(五)-5/31(五) 大里區圖書館、德芳館、
大新館

料理小當家
(親子、祖孫讀者借閱蔬果書籍並共同完成一道
家庭美味料理或寫成食譜,交給櫃檯，即可兌換
宣導品1份，1人每月限領1次)

3/1(五)-5/31(五) 大里區圖書館、德芳館、
大新館

小小文學家活動
(包含借閱圖書1本心得書寫約200字，及國小二
年級以下幼童與家長共同文字接龍之詞句二項
活動，交給櫃檯即可兌換宣導品1份，1人每月
限領1次)

3/1(五)-5/31(五) 大里區圖書館、德芳館、
大新館

大雅區圖書館
04-25683207 漫遊琴音─書香音樂宴 5/11(六)

9:30-12:30 戶外廣場

太平區圖書館
04-22797786(太平館)

04-23920510(坪林館)

主題書展「臺中之書及相關文學作品」 3/1(五)-5/31(五) 坪林館、太平館

故事媽媽說故事 3/2(六)-5/25(六)
每週六14:00-15:00 太平館

外埔區圖書館
04-26833596

馨心相印(母親節當日借書滿10本以上即贈送康
乃馨，數量有限。) 5/12(日)8:00開始

親職講座「孕婦如何與胎兒共讀及哺餵
母乳之好處」

5/19(六)
9:00-10:00

石岡區圖書館
04-25722435

詩情畫意書展 3/1(五)-5/31(五) 1樓大廳

石岡電影院 3/2(六)-5/25(六)
每週六14:00 4樓視聽室

大嘴鳥媽媽說故事 5/11(六)、5/25(六)
10:30-11:30 2樓親子館

后里區圖書館
04-25574671

小說文學書展 5/1(三)-5/31(五) 一樓主題書展展示區

繪本文學書展 4/1(一)-5/31(五) 一樓主題書展展示區

沙鹿區深波圖書館
04-26634606

書香音樂會 5/19(六)9:30-11:00 童書室

快樂頌交享閱親子共讀活動

每月週五19:00-20:30
(第一、三週適合小一孩子及
家長；第二、四週適合3-5歲
的孩子及家長)

童書室

文學電影專題影展暨書展 5/5(日)14:00-16:00 演講廳

和平區圖書館
04-25942713

電影欣賞《鼠來寶》 5/18(六)
10：00-12：00 視聽室

泰雅文化特展 3/1(五)-5/30(四) 2樓展區

烏日區圖書館
04-23368773

「藝」起來寫詩品詩 5/25(六)
9:30-11:30 地下1樓會議室

週末電影院 3/2(六)-5/25(六)
每週六14:00 地下1樓會議室

神岡區圖書館
04-25620914 古蹟導覽及寫生活動(參加對象為國小學童) 5/4(六)

9:00-12:00 神岡區三角里呂家頂瓦厝

梧棲區圖書館
04-26568701 偵探益智書展 3/1(五)-5/31(五) 1樓服務臺前

新社區圖書館
04-25817868

故事棒棒糖 3/2(六)-5/25(六)
每週六10:00-11:00 兒童室

獻給媽媽的美麗故事—母親節主題書展 5/3(五)-5/25(六) 1樓大廳

潭子區圖書館
04-25319339

文學電影賞析《心中的小星星》 5/26(日)14:00 3樓視聽教室

文學之美專題講座(講師:鐘崇基) 5/23(四)19:00 3樓視聽教室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龍井區圖書館

04-26353020(總館)

04-26520771(山頂分館)

04-26300993(龍井分館)

「吟詩歌頌∼父母恩」讀孝經活動 5/5(日)-5/26(日)
每週日9:00-11:00 龍井區圖書館總館地下室

豐原區圖書館
04-25252195(圖書館)

04-25156756(藝文館)

親子閱讀護照 週二至週六9:00-20:00
每週日9:00-17:00 兒少館、藝文館

多元文化閱讀專區-外文圖書專區 週二至週六9:00-20:00
週日9:00-17:00 藝文館1樓複合式書庫

霧峰區圖書館
04-23334960

安藤忠雄。10年光與影建築之旅 5/25(六)10:00-12:00 集合地點:亞洲大學正門口

世界文學電影院 3/2(六)-5/25(六)
每週六下午14:00-16:00 2樓會議室

中區圖書館
04-22252462

翻譯文學作品展
5/2(四)-5/31(五)
週二至週六8:30-20:30
週日8:30-17:00

開架閱覽室

臺中愛閱讀攝影比賽 4/2(二)-5/31(五) 郵寄中區圖書館
西區圖書館

04-23224531 少年麻園頭溪短文詩作徵選 3/1(五)-5/31(五) 資料郵寄西區圖書館

南區圖書館
04-22623497 書展「文學名著，知多少？」 5/1(三)-5/30(五) 南區圖書館

北區圖書館
04-22362275 故事百寶箱 每周六10:30-11:20 北區圖書館兒童室

西屯區圖書館
04-27011102

兒童文學系列活動─我是小小創意詩人 5/4(六)
10:00-12:00 3樓大型會議室

閱讀村上春樹系列活動─「遊」村上春
樹書展 5/7(二)-5/19(日) 1樓大廳

閱讀村上春樹系列活動─「品」村上春
樹書展 5/16(四)-5/31(五) 2樓書庫

閱讀村上春樹系列活動─村上春樹之外
∼日本文學作家作品書展 5/21(二)-5/31(五) 1樓大廳

南屯區圖書館
04-22533836

故事百寶箱《斑馬線雲》《阿力要回
家》

5/4(六)
10:30-11:30

1樓兒童室
魔法故事森林

5/11(六)、5/18(六)、
5/25(六) 
10:30-11:30

北屯區圖書館
04-22444665

主題書展「微笑の魔法世界」 5/4(六)-5/26(日) 3樓主題書展區
「親親!寶貝」製作愛的相框活動 5/4(六)10:00-12:00 2樓親子閱讀區

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04-24229833

臺中故事協會玲珠阿姨說故事「春天的
故事∼我永遠愛你」 5/4(六)10:30-11:10 兒童室

意外發生免緊張─請你跟我這樣做 5/18(六)10:30-12:00 視聽室
龍鬚糖DIY 5/18(六)14:40-16:40 戶外
講座「幼兒藝術賞析─繪本在幼兒教養
之運用」 5/25(六)10:30-12:00 視聽室

「2013世界書香日在臺中」悅讀講堂
一人讀兩人補∼「孕」育小小愛書人，從0歲開始⋯⋯

日期：5/19(日)8:30-11:30  /  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圖書館3樓禮堂

對象：孕婦及其家人

報名方式：採事先報名，預定80位名額，額滿為止。

報名專線：04-23179777

「哆啦A夢誕生前100年特展」隆重移展臺中囉！

100隻造型各異的「哆啦A夢」、藤子•F•不二雄老師的珍貴手

稿與名人創作的哆啦A夢公仔、原創的漫畫街景實境

這些通通重現在臺中。快來體驗大雄房間抽屜的

時光機，參加驚悚的胖虎演唱會，哆啦A夢誕生

前100年臺中特展，邀您一起前來觀賞！票價及

詳細資訊請洽04-2235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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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編織學苑計畫成果展

江菊秋水墨畫展

拼出瑰麗人生─陳宥儒拼布展

第19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得獎作品展

真善忍國際美術巡迴展

2013年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

「跟著媽祖去旅行」照片徵集暨網路票選活動

中華書畫藝術研究會會員聯展

回溯─莊明中創作30年作品展

2013臺中詩人節徵選活動─給臺中的情詩

臺中港區書畫協會聯展

花漾‧年華─陳淑嬌膠彩畫展

巫秋基西畫創作個展

金彩墨舞 巫登益彩墨展

印刻藝圖 簡麗芬篆刻作品展

婆娑有情─莊桂珠工筆暨彩瓷個展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2013會員創作展

2013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護境佑民－媽祖文物及文創品展

海峽兩岸四老書畫遺墨展－臺靜農、啟功、王靜芝、陳其銓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會102巡迴展

奧克蘭的歡樂市集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

臺中縣東方書畫學會102年會員聯展

敏感空氣-2013年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第16屆畢業展

藏花‧開-2013東海大學美術系進修部97級全臺巡迴畢業展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美術班畢業暨教學成果展

名作欣賞─陳華-荷池倩影(墨彩)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水彩畫家劉仁邦.美術工藝
家陳鏡.墨彩家羅仁志.雕塑家李俊宏

聖來恩幼兒園《白雪公主音樂舞蹈劇》            

第八屆大墩工藝師審查申請

「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簡君惠師生油畫展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David Goes To School

《2013把愛傳出去》慈善募款暨感恩音樂會

2013劉聖文大提琴獨奏會─與普羅科菲夫的時空對話

3/2(六)-5/26(日)

3/4(一)-5/31(五)

3/6(三)-6/3(三)

3/11(一)-6/25(二)

3/11(一)-6/4(二)

3/17(日)-5/20(一)

3/17(日)-5/20(一)

4/5(五)-5/5(日)

4/6(六)-6/2(日)

4/10(三)-5/10(五)

4/11(四)-5/5(日)

4/13(六)-5/1(三)

4/13(六)-5/1(三)

4/13(六)-5/1(三)

4/13(六)-5/8(三)

4/13(六)-5/8(三)

4/13(六)-5/19(日)

4/13(六)-5/19(日)

4/16(二)-5/12(日)

4/19(五)-5/5(日)

4/20(六)-5/2(四) 

4/24(三)-7/3(三)

4/26(五)-5/19(日)

4/27(六)-5/8(三)

4/27(六)-5/8(三)

4/27(六)-5/8(三)

5/1(三)-5/31(五)

5/1(三)-5/31(五)

5/1(三)19:00

5/1(三)-5/22(三)

5/1(三)-6/25(二)

5/1(三)19:00

5/2(四)-5/23(四)

5/2(四)19:00

5/3(五) 10:30-11:30

5/3(五)19:30

5/3(五)19:30

3.4月

5/1

5/2

5/3

互滲．穿越．逃離─柯適中創作展

2013蔡仁德.何匯百.陳素華─「藝遊空間」三人展

沈居漢彩墨創作歷程展─從大自然至心中丘壑

陶與植物貼畫融合─王永義、盧秀麗雙個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I'm Big Enough

親子聽故事時間─Cecil-The Lost Sheep

影片欣賞─盧安達飯店

影片欣賞─奶爸安親班

愛與美─魔法彩繪-格瑞特幼稚園兒童美術作品展

樂陶─樂業國小畢業生陶藝展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橙原律》力瑪原古樂
坊、杜咪公主文化藝術團

後觀看世代─東海大學美術系第27屆畢業巡迴展

林順欽2013鋼琴獨奏會─數位交響樂團協奏

講座：職場必備能力─何啟聖

影片欣賞─霍頓的鐵道人生

影片欣賞─逆轉人生

週末親子故事屋─小黑點

綠光劇團─臺灣文學劇場二步曲《單身溫度》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啟用

手_手市集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 搗蛋鬼提爾

親子聽故事時間 ─ 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3

影片欣賞─母親

《獻給易沙意》2013郭立功小提琴獨奏會

音樂背包客─香頌巡迴系列音樂會

影片欣賞─茉莉人生

影片欣賞─吐司：敬！美味人生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Happy Mother's day

2013篤行國民小學舞蹈資優班年度舞展

「戀客庄南庄」文化藝術展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呂岱衛】：最後的浪漫騎士 - 卡薩里

第3屆接力展─劉昌宏雕刻展

國立豐原高中美術班成果展 

臺中市閒情書畫會聯展

生命存在知覺─余孟璇創作個展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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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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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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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英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烏日社區活動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東勢區南平社區復興宮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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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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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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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臺中放送局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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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臺中兒童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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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文化中心

5/4(六)-5/22(三)

5/4(六)-5/22(三)

5/4(六)-5/22(三)

5/4(六)-5/29(三)

5/4(六) 10:00-10:50

5/4(六) 15:00-15:30

5/4(六)10:30

5/4(六)10:00

5/4(六)14:00

5/4(六)-5/16(四)9:00-17:00

5/4(六)-6/9(日)

5/4(六)16:00

5/4(六)-5/19(日)

5/4(六)19:30

5/4(六)10:00-12:00

5/4(六)10:00

5/4(六)14:00

5/4(六)15:00

5/4(六)14:30、19:30

5/4(六)7:50

5/4(六)11:00-19:00

5/5(日)10:00-10:50

5/5(日)10:30

5/5(日)14:00

5/5(日) 19:30

5/5(日)14:30  

5/5(日)10:00

5/5(日)14:00

5/8(三) 14:00-15:40

5/8(三)19:30

5/8(三)-5/31(五)

5/10(五) 10:30-11:30

5/10(五)19:00-21:00

5/10(五)-6/9(日)

5/11(六)-5/22(三)

5/11(六)-5/22(三)

5/11(六)-5/29(三)

6

38

12

10

37

5/4

5/5

5/8

5/10

5/11
9

11

30

23

23

24

24

25

33

40

37

33

33

3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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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來幸葫─戴安瑞葫蘆創意美學展

撕撕入扣 紙有感動─龍蘭香撕畫個展

「15疫區No.15:the quarter of art」臺中一中第15屆美術班畢業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Happiness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Doctor Ted

親子聽故事時間─ Smile

影片欣賞─天山腳下母親的家

影片欣賞─萬里尋母

研習：母親節押花筆記本

講座：林淑媛─樂齡族「吃」的藝術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抓馬合作社劇團《故事大盜》

「墨香畫會」─102年度會員聯展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2013全版音樂劇

影片欣賞─芭蕾人生

影片欣賞─玫瑰人生

週末親子故事屋─桃太郎的故事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臺中市康乃馨合唱團

《浮浪貢開花》首部曲‧豪華復刻版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石頭湯

親子聽故事時間─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4

影片欣賞─零下40度的海浪聲

《東扯西扯‧南說北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影片欣賞─安迪沃荷與他的情人

影片欣賞─卓別林與他的情人

週末親子故事屋─成為國王的樸人

《浮浪貢開花》首部曲‧豪華復刻版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102年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藝術教育展演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道禾實驗小學期末綜合展演暨畢業公演《ART實驗室‧童年寶盒》

《天女神峰傳奇》 原創民族舞劇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 Saving Little Sheep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Little Red Riding Hood

親子聽故事時間─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馬里蘭的歡樂市集

選修課程DIY─平版彩繪馬克伯、專屬印記

2013愛樂邀請─臺中眾明星合唱團聯合公演

心嚮藝境─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春饗─克拉薇兒室內樂集創團音樂會

講座：遙遠星球的孩子─蔡傑的故事─蔡昭偉

影片欣賞─俗辣英雄

影片欣賞─城市風裡的光

週末親子故事屋─旋風女

卡薩里斯鋼琴獨奏會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三)

親子聽故事時間 ─ The Pig Family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Kiss Me親一下劇團《圓鼓谷奇緣》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 -《紫浪潮》菁音天籟之音室內樂團、魔神喬治

飛炫交響管樂團─2013音樂會之銅樂會

《三人行不行》環島接力笑 全臺大巡演─屏風表演班

影片欣賞─公主與王子

影片欣賞─淑女之夜Lady's Night

兒童劇─糊塗小子妙判官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What pictures said

曉明女中音樂班101學年度成果發表會

月光下的傳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The Sweet Touch

2013年5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印象協奏曲

薪墨傳情─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聯展

遺失的風景─陳冠君個展

"性靈‧空間"七人聯展─葉志德、周淑貞、李國
聰、陳政宏、陳光明、林弘行、蔡高明

「纍微以著」─吳肇勳書法展

巧墨畫會聯展

韻墨書畫會員聯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Mrs. Wishy Washy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From Head to Toe

親子聽故事時間─好鼻師的故事

影片欣賞─我的青春ㄌㄨˋ

影片欣賞─結婚，不結婚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葉海煙教授】：莊子的生命哲學

研習：羊毛氈口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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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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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公園湖心亭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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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新社區公所3樓大禮堂

海墘國小活動中心

中山堂

大雅區上楓社區活動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兒童館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

屯區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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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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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屯區藝文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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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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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5/11(六)-6/5(三)

5/11(六)-6/5(三)

5/11(六)-5/22(三)

5/11(六) 10:00-10:50

5/11(六) 15:00-15:30

5/11(六)10:30

5/11(六)10:00

5/11(六)14:00

5/11(六)9:30-12:30

5/11(六)14:30

5/11(六)19:30

5/11(六)-6/2(日)

5/11(六) 19:30

5/11(六)10:00

5/11(六)14:00

5/11(六)15:00

5/11(六)16:30

5/11(六)19:30

5/12(日) 10:00-10:50

5/12(日)10:30

5/12(日)14:00

5/12(日)14:30

5/12(日)10:00

5/12(日)14:00

5/12(日)15:00

5/12(日)14:30  

5/13(一)19:00

5/15(三)19:00

5/15(三)19:00

5/16(四)19:00

5/17(五) 10:30-11:30

5/17(五)19:30

5/17(五)19:30

5/18(六) 10:00-10:50

5/18(六) 15:00-15:30

5/18(六)10:30

5/18(六)-5/30(四)

5/18(六)

5/18(六)14:30

5/18(六)-6/16(日)

5/18(六)19:30

5/18(六)14:30-16:30

5/18(六)10:00

5/18(六)14:00

5/18(六)15:00

5/18(六)19:30

5/19(日) 10:00-10:50

5/19(日)10:30

5/19(日)14:30

5/19(日)16:00

5/19(日)14:30

5/19(日)19:30

5/19(日)10:00

5/19(日)14:00

5/19(日)14:30

5/22(三) 14:00-15:40

5/22(三)19:30

5/23(四)19:30

5/24(五) 10:30-11:30

5/24(五)-5/26(六)14:00-20:00

5/24(五)-6/16(日)

5/24(五)-6/9(日)

5/25(六)-6/11(二)

5/25(六)-6/11(二)

5/25(六)-6/11(二)

5/25(六)-6/5(三)

5/25(六)-6/11(二)

5/25(六) 10:00-10:50

5/25(六) 15:00-15:30

5/25(六)10:30

5/25(六)10:00

5/25(六)14:00

5/25(六)14:00-16:30

5/25(六)14:00-17:00

5/19

5/25

5/22
5/23
5/24

5/12

5/18

5/13

5/16
5/15

5/17

16

39

39

25

25

34

38

40

34

16

6

6

6

11

30

30

26

26

26

17

31

34

39

40

40



活動總表

48

講座：李治彬─不打不罵也能教好孩子

2013上半年假日廣場-《靛竹調》客家鄧麗君─陳雙&雙鵬樂團

法系經典─賈元元2013鋼琴獨奏會

2013年古文字當代名家書畫展

2013綠繪本列車《森林大奇案》+廢紙摺紙飛機DIY

2013年元墨畫會聯展

故宮文創成果暨多媒體特展

【NTSO國臺交】名家系列-IV《芭蕾道情》

講座：人生好好玩─從藝人到志工─陳淑麗

影片欣賞─繼承人生

影片欣賞─焦糖人生

週末親子故事屋─想生金蛋的母雞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光之聲樂團

九歌兒童劇團2013年度公演《飛吧！小飛飛~~》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彩繪世界─社區繪本導讀(四)

親子聽故事時間 - What's the time, Mr.Wolf？

影片欣賞─不愛練習曲

《狂戀迷琴》吳昱嫺2013大提琴獨奏會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303》

大明國小2013節奏狂想曲─打擊樂團發表會

影片欣賞─音樂人生

影片欣賞─交響人生

週末親子故事屋─媽媽買綠豆

臺中愛樂管絃樂團2013十二周年公演

乘著歌聲的翅膀─從東方到西方

2013年幾米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Crane Wife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寫  文字

迪士尼音樂劇「三大經典童話故事」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藝術季感恩系列活動-愛與美的饗宴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畫文字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刻 文字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文字穿出來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放送局

港區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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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臺中公園湖心亭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放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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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堂

港區藝術中心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中山堂

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

中山堂

太平區豐年‧中山里活動中心

龍井區公所4樓國際會議廳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5/25(六)14:30

5/25(六)16:00

5/25(六)19:30

5/25(六)-6/30(日)

5/25(六) 11:00-12:00

5/25(六)-6/23(日)

5/25(六)-7/14(日)

5/25(六) 19:30

5/25(六)14:30-16:30

5/25(六)10:00

5/25(六)14:00

5/25(六)15:00

5/25(六)16:30

5/25(六)19:30

5/26(日) 10:00-10:50

5/26(日)10:30

5/26(日)14:00

5/26(日)14:30

5/26(日) 14:30-15:30

5/26(日) 14:30

5/26(日)10:00

5/26(日)14:00

5/26(日)15:00

5/26(日)19:30

5/30(四) 19:30

5/30(四)19:30

5/31(五) 10:30-11:30

6/1(六)10:00-11:30

6/1(六).6/2(日)
13:30.16:30.19:30

6/3(一)19:00

6/4(二)19:30

6/5(三)19:00

6/6(四)19:00

6/8(六)10:00-11:30

6/15(六)10:00-11:30

6/22(六)10:00-11:30

6月

5/26

5/31
5/30

6

6

18

8

35

38

41

41

17

40

35

31

6


	169期5月-p1-p13-0506
	川磊-文化報報169期內頁-P14-48-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