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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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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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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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三) 適逢端午節，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
文中心及各區圖書館休館乙日，臺中放送局及臺中刑務所演武場照常開館，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6月份的臺中很詩意、很浪漫。臺中詩人節活動，以「臺中風景」為主題，各

路好手紛紛寫了情詩給臺中，到底誰是詩仙？詩聖？詩王？歡迎您在公車上找答

案！

聲音除了可以聽、可以看，也可以玩，您相信嗎？「聲音裝置互動展」利用

許多特殊聲音互動，加入光線元素，讓聲音呈現出更加多元的面貌。

故宮國寶與現代設計是如何碰撞出美麗的火花？透過創意加值，將古典文化

融入生活，賦予國寶新生命，歡迎大家前來港區藝術中心尋寶！

國際矚目的薩克斯風大賽，已開始接受報名，邀請愛好爵士樂的高手們，一

同來Jazz一下吧！另外，適逢端午佳節，葫蘆墩文化中心及屯區藝文中心都準備了

豐富的活動，邀您闔家一同來慶端午。

臺中詩人話情詩

文化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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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市公車充滿詩意！今年臺中詩人節以「臺中風景」為主題，

舉辦徵詩活動，入選詩作將從6月10日至8月31日擇優張貼於市公

車、計程車內，並於臺中廣播節目「空中圖書館∼每日一詩」中

播出分享。此外，詩人路寒袖、渡也的創作以及去年詩人節和臺

中文學獎第一名作品海報，也將陸續躍上市公車，讓詩和閱伴隨

乘客交織出美麗的八公里風景。

活動亮點

2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承辦單位：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資格：不限年齡、不分國籍之薩克斯風演奏家 / 聯繫電話：02-27112320分機106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2013年8月30日18:00止

更多詳情請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http: / /culture. taichung.gov.tw ]

或上  活動網站 [ http: / /www.taichungsaxophone2013.com.tw ] 查詢。

2013

臺中國際

薩克斯風大賽 

開始接受報名囉！

高達美金三萬元

的第一名獎金

邀請薩克斯風好手

一起爵士！

2013
臺中國際
薩克斯風
大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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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Fun粽一夏 童趣慶端午

6/9 (日) 10:00-16:30
臺中市葫蘆墩文

化中心廣場

端午節是臺灣傳
統熱鬧的節日，

藉由一系列的闖
關活動、民

俗童玩體驗、陸上
行舟、藝術市集，

 街頭藝人表演、跳蚤
市集等活

動，讓社區民眾瞭
解有關於端午的文

化，社區一起動手
做，促進社

區民眾互動；也藉
由這樣的活動，增

加社區居民彼此和
鄰居間的關

係，一同歡欣鼓舞
慶端午。

5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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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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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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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

5/25-
7/14

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A

週一休館 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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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館藏品發展文

創內容的領頭羊。為延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推動及國寶文物教育推廣，展出故宮文物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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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授權商品、多

媒體互動裝置等內容，透過不同區間的展覽規劃及活潑多元的展陳方式，將古典文化融

入生活，讓大眾可以更貼近國寶，感受古老的智慧結晶，賦予國寶文物新生命。

活動亮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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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膠彩畫協會在前輩林玉山、陳進、林之助、許深州、蔡草如等為發揚民族傳統

文化，不忍膠彩畫日漸式微，全省膠彩畫同好發起組織協會，於民國70年12月6日成立迄

今，提倡膠彩畫的推廣活動、發揚東方特有的媒材持質、鼓勵膠彩畫研究創新以提升繪

畫領域，並藉由年度的會員巡迴展出推廣社會美術教育，增添生活美學改進社會風氣。

林之助教授為該會首屆理事長，本屆(第三十一屆)由林必強先生新任理事長，繼續

為發揚膠彩畫而努力。此次展覽藉由全體會員作品展出，讓大眾有機會接觸膠彩畫特有

的材質之美，期望能邀您共同參與。

開幕式：6/23(日) 上午10時30分

臺灣膠彩畫協會― 
第三十一屆臺灣膠彩畫展

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B

6/22-7/21

8 9

繪畫創作透過結構、造形、色彩、符號、媒材的運用，表現形式上借重工作

與生活經驗的隨想，提出真實與虛構混淆的圖象，畫面上的色彩、造型、結構與

質感等形式是少見的，或有意境的，甚至是浪漫的，符合克萊夫貝爾所說的「有

意味的形式」。讓畫面與現實世界有所關聯；畫作本身擁有可辨識的主題，才能

讓人產生感覺與聯想，在觀賞者心中建構出自我意想的世界，期望個人呈現出來

的藝術創作能夠延伸省思、深化創作的意涵。

航空進行曲— 
翁鴻盛當代繪畫創作展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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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10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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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滿天 
2013典藏陶藝特展

本特展精選葫蘆墩文化中心33位典藏陶藝家近40件作

品，包括林葆家先生、王修功先生、蔡榮祐先生、吳毓棠

先生、曾明男先生、蘇世雄先生、李幸龍先生等精采作品

完整呈現，內容豐富，美不勝收，展現出作者深厚的技藝

與巧思。

本次展出為葫蘆墩文化中心典藏陶藝作品之箇中精

品，莫不是作者以人文的角度，經由窯火高溫淬鍊，佐以

釉藥的千變萬化，手作創造出的美感，為藝術家之生命力

作。展出精品可以看見國內陶藝大師的精采力作，如林葆

家三件作品「嫩綠嫣紅」、「芳香隔遠山」、「飛龍」，

以及蔡榮祐的作品「雲淡風輕」、蘇世雄的作品「雕釉葉

紋瓶」、王修功的作品「寶藍灰條紋釉罐」、李幸龍的作

品「龍翔靈動」等33位陶藝家40件代表作品。我們可以在

展品中看見各藝術家風格獨立，萬紫千紅的美麗作品，一

起進入陶藝創作的最高境界。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三樓 編織文物館

週二∼週日 9:00~17:30 
週一休館

6/14-
 7/21

活動亮點

水墨畫運用毛筆與墨彩，隨著時代的進步發展，創作受到西方之繪畫觀念與現代科

技的刺激，呈現出富含時代性的多元創作表現。

陳佑端的水墨創作，藉助於傳統筆墨的技法，墨不忌彩，師法自然，透過旅行、觀

察、探討、寫生與冥想，將當下的感動，反覆思索與發酵，形成創作意念，利用筆墨的

皴染灑點、拓印，創作出令人感動的當代水墨作品。

此次展出作品，部份描繪作者出生成長自農家的生活經驗之記憶，抒發出濃濃的

鄉愁！其餘則是近十年來走過山野海濱體驗觀察山嵐雲霞、小溪潺潺、山花鳥棲⋯⋯等

自然生態變化，不限題材，以關懷大自然，關切環境美化的心境畫出「山光雲影任鳥

飛」，「竹籬矮牆亦悠然」的詩境創作。

葫蘆墩文化中心
二樓畫廊

開幕式：102/6/16（日）上午10:00

「藝術薪火相傳― 
     第3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6/14-
7/14

悠遊自在― 
陳佑端水墨作品展

活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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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佑端水墨作品展



6
藝文饗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JUNE

臺中市臺灣大道

3段99號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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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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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樓暨
文心樓4至10藝術
廊道

臺
中
市
政
府
臺
灣
大
道
市
政
大
樓

4/18(四)-8/5(一) 林憲茂油畫創作展 9樓首長區玄關

6/7(五)-9/2(一) 瓷顏―林淑蓮釉上彩瓷畫
創作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2
至10樓藝術廊道

6/10(一)-8/30(五) 第22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
得獎作品巡迴展

文心樓1至10樓藝
術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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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術
亮
點

5/1(三)-6/30(日)
藝術亮點(巴比音樂美語補習班)
梁盛志書法作品展

5/22(三)-7/9(二)
藝術亮點(猿緣園藝術館)
李中堅八十又二回顧展

6/16(日)
藝術亮點(巴比音樂美語補習班)
夏の戀―古典樂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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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三)-6/25(二) 「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

即日起至8/30(五) 「2013臺中國際薩克斯風大賽」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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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免票入場)

6/5 (三)19:30
2013臺中市光明國中韶樂國樂團成果音

樂會(索票入場，索票地點：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

學務處8:00-17:00   04-23756287#720)

6/8 (六)19:30
6/9 (日)14:30

屏風表演班【第六回作品】《西出陽關》
依戀版

6/14 (五)19:30
6/15 (六) 19:30 果陀劇場―《搶錢的世界》

6/16 (日)19:30
【YouTuba】臺灣青年管樂團×土巴音樂
會(索票入場，索票專線：0963-129038謝小姐、
0932-040017林小姐)

6/22 (六)  
14:30. 19:30 舞台劇―《愛．時尚》

6/23(日)19:30 國立清水高中音樂班第十屆成果發表會
(免費免票入場)

6/26(三)19:30 朱宗慶打擊樂團2013擊樂劇場―「新
版」木蘭

6/29 (六)  
14:30. 19:30

第二十五口全新大戲《東方夜譚II――狐

說八道》

表

演

6/8(六)16：3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琴瑟合唱團 湖
心
亭6/22(六)16：30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海風樂團

6/29(六)19：30 台積心築藝術季―決‧戰 黑白 Piano Battle

2
0
1
3

藝
術Long Stay

豆
莢
寶
寶
在
臺
中

6/7-9/2

6/10-8/30

惠中樓暨文心樓2至10樓藝術廊道

週一至週五8:30-17:30(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文心樓1至10樓藝術廊道

週一至週五8:30-17:30(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瓷顏─林淑蓮釉上彩瓷畫創作展

第 22 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著迷於瓷器的明淨、溫潤、靜雅，離開企業界的林淑蓮老

師，以釉上彩瓷畫創作做為發揮藝術潛質的舞台。師承連明清瓷畫

工作室，取得美國WOCP瓷畫教師認證資格。

此展覽匯集林老師多年來的創作成果，作品中透露出對瓷繪

的高度熱情和自我要求，創作主題包羅萬象，包含姿態優雅的花卉

風情、翩然起舞的彩蝶、鮮豔欲滴的水果風貌、生動活潑的動物世

界、捕捉鳥類生態之美等。或從生活萬物中獲得創作靈感，或試圖

以釉料呈現大自然的印記，創作出風格迥異的作品。

維他露基金會自1991年起每年定期舉辦維他露兒童美

術獎「畫出大地的愛」兒童繪畫比賽，近6年一直在推動

「決定快樂」主題，因為只有快樂，社會才會祥和，國家

才會進步。

本屆美術獎以「運動紓壓‧決定快樂」為主題，用運

動紓解壓力，以快樂的心待人、處世，讓生活中充滿快樂

與希望！美術獎包括1600名入選獎、640名佳作獎，另評

選出32名優秀獎、36名優選獎及12名維他露獎；低年級3

位維他露獎可獲15000元獎助學金；中年級以上9位維他露獎，則由基金會安排至日本藝術交流。

臺中市
政府

臺中市
政府

圓
滿
戶
外

劇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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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6/5 . 6/6 免費

19：00

2013 藝術 Long Stay ─豆莢寶寶在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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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宗慶打擊樂團中最青春洋溢的「躍動打擊樂

團」，帶您體驗活潑有趣的打擊樂，寶特瓶、鍋子、水

桶都可以變成打擊樂器，歡迎全家大小一起來參與，跟

著豆莢寶寶進入歡樂的音樂世界！

臺中市

行政區

6/8 . 6/9

6/14 . 6/15

6/22

6/26兩廳院售票

(六)19：30、(日)14：30

兩廳院售票

(五)19：30、(六)19：30

兩廳院售票

(六)14：30.19：30

兩廳院售票

（三）19：30

屏風表演班【第六回作品】《西出陽關》依戀版

果陀劇場─《搶錢的世界》

舞台劇─《愛．時尚》

朱宗慶打擊樂團 2013 擊樂劇場─「新版」木蘭

1990年，臺北西門町「西陽關」歌廳，藉著曲曲動聽的老

歌，撫慰著席間的老朋友。往來歌廳的歌女與歌迷，在熱鬧華

麗的外表下，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境遇。

即使歌廳的生意已不若當年鼎盛，依然有群忠實的老

歌迷們，鎮日陶醉在悠揚輕快的旋律中。舞台下最投入的歌

迷，就是退伍軍人老齊（樊光耀飾）、小高（董至成飾）和劉

將軍（朱德剛飾）；每每歌女唱畢，他們額外給的紅包也最

多⋯⋯，讓這類型的歌廳成了俗稱的「紅包場歌廳」。

李國修最接近卓別林高度的作品！ 一首曲牽絆一生的思念，用記憶與歌聲，還原忠貞愛情的偉

大力量，華麗的舞台美學打造滂沱雨景，紅包場歌廳展現懷舊絕代風華，重返大時代中最有溫度的生

命印記。

「搶錢」已成為現今社會主流行為，《搶錢的世界》犀利挑戰舞台劇上

少有的商場議題，而當商場上的刀槍往來，幻化成舞台上的藝術表現，又將

帶來什麼樣的體悟？傑瑞‧史德勒以幽默、風趣的筆觸，描繪現今社會金錢

與人情的選擇題，《搶錢的世界》堪稱商場與劇場最完美跨界藝術作品！

國際百老匯知名劇作家 Jerry Sterner、國際劇場界知名重量級導演楊世彭

劇場界五大最強卡司趙樹海、屈中恆、劉亮佐、郎祖筠、呂曼茵演出，一齣絕對讓您意猶未盡的國際

級舞台劇，華爾街幕後爭鬥大揭密，一場機智、幽默的高智商金錢遊戲，金錢、愛情、慾望、正義　

該如何選擇？

天涯互握的手，海角相伴的心 ，友情有多遠，夢想就有多遠，在妳生命

中，曾經有過這麼一群人，可以卸下偽裝堅強，可以無話不說，可以比妳更

了解妳自己，她們是妳的「閨密」。

什麼樣的季節會是閨密相遇的好季節?尤其是分別來自臺灣、香港、及

北京的品味交會，三地女孩的生活觀、愛情觀、價值觀、審美觀、時尚品味

猶如三地的季節風景，各自養成背景的心理解讀，在一次意外的撞衫，屬於閨密之間的美好旅程從此

展開。 

好久不見的這三個女人聚在一起，依然有著聊不完的話題，有著停不住對彼此家鄉及童年回憶的好

奇⋯⋯。

繼2010年擊樂劇場《木蘭》結合打擊樂與京劇，開創擊

樂劇場新紀元，朱宗慶打擊樂團今年再度推出新版《木蘭》，

將「樂器、身段、唱腔、肢體」與打擊樂巧妙融合，細數「木

蘭」傳奇一生！

新版《木蘭》跳脫2010年的劇情架構，曾獲國家文藝

獎的李小平導演以更宏觀的思考，追根究柢「木蘭究竟是

誰？」，並由兩人共飾「木蘭」一角，「京劇木蘭」由京劇知

名演員朱勝麗飾演，以口白唱腔訴說木蘭即將離鄉的心情；「擊樂木蘭」由樂團首席吳珮菁飾演，以

馬林巴擊出木蘭隨軍出征的雄心壯志，製造出反差的效果。

為帶給觀眾最全面的視聽享受，樂團團員自去年開始接受京劇身體訓練，嘗試更多打擊樂與京劇

結合的可能性，帶領觀眾進入打擊樂與京劇真正「融合」一體的擊樂劇場新體驗。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中山堂

4/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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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憲茂油畫創作展

林憲茂老師出身醫生世家，目前從事專業藝術創

作，足跡曾遍及東南亞、歐洲、美國、中南美、俄羅斯

等40餘國。

林老師的畫作所追求的是動態所展現的流動美，

特別將中南美洲等當地民族舞蹈的活力與熱情，以動感

形態表現於畫布上。明亮、鮮豔的色塊交疊，以半具象

筆法展現舞者在肢體擺動時的婀娜姿態，補捉舞動時的

律動美，釋放源源不絕的能量。除了「動態」，林老師

「狂暴色域」與「重疊肌理」的個人繪畫風格亦已然建立，顯示出優越的造形能力。

臺中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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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店家

5/22-7/9

即日起至6/30

6/16   19:30

5/1-6/30

李中堅
八十又二回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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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の戀-
古典樂曲篇

梁盛志書法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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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緣園藝術館二樓

福宴國際創意美食

巴比音樂美語補習班

巴比音樂美語補習班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19號

電話︰04-22603888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8號

電話︰04-26228757

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電話︰04-22730702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79巷16號

電話︰04-22730702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免費參觀

即日起至6/30止

5/1-6/25

臺灣十大幸福好玩遊程─投票按讚臺中市

「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

本市推出「悠遊臺中草悟道」及「親鄉村玩都會─臺中暢意逍

遙遊」兩項低碳行程，整合草悟道知性巡禮、秋紅谷夜景、逢

甲夜市美食及鎮瀾宮、糖廠、馬場鐵馬雙享騎等精采內容。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只要上臺中市政府網站連結至「臺灣10
大幸福好玩遊程」，即可透過E-mail帳號每天分別各投3票支
持本市所推出的一日遊及二日遊低碳遊程。

投票還有機會得到交通部觀光局所提供的五星級住宿券及千元禮券等多項好禮！

參加資格：

凡目前就讀大專院校或研究所學生，及35足歲以下社會青年均可出品參加（35歲以上參賽者，請附在
學證明）。

初審收件：

自102年5月1日起至6月25日止，請備齊報名表及作品資料表，附三件彩墨作品之彩色照片（5×7吋）
各一張（不得局部拍照），掛號郵寄到「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8樓，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收（以郵戳為憑）。

詳情請參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視覺藝術\彩墨新人賞\活動訊息
區「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簡章」。

活動

徵件

6/29 兩廳院售票

(日)14：30、19：30

第二十五口全新大戲《東方夜譚 II ─狐說八道》

司馬中原老師有血有淚、有苦有笑的鄉野傳奇，集幽默、魔幻、現代

文學氣質，塑造頂天立地、有血有肉的角色，透過活潑、有趣的「狐狸」講

給小朋友聽，提醒孩子不管任何時候，都不放棄希望！當我們的孩子處在現

代社會中，被擺盪的價值觀吵鬧著、失去了勇氣，我們用最精采、感人的戲

劇，給孩子最好的品格教育！

中山堂

6/29

6/8- 6/16

免費入場(六)19：30

開放時間請洽活動官方網站

台積心築藝術季─決 ‧ 戰 黑白 Piano Battle

2013 台灣畫廊週─魔幻時刻

數百年前那些凝固在古典樂譜上的記號，因兩位德國鋼

琴家再度「樂動」！

《決‧戰 黑白 Piano Battle》曾創下2010年香港藝術節最

受歡迎與門票最快售鑿的節目記錄，由兩位來自德國外型俊帥

的鋼琴家安德列亞斯‧肯恩(Andreas Kern)與保羅‧希比斯(Paul 

Cibis)精心策劃，以高超琴技和幽默輕鬆的對演形式在舞台上

一較高下！高潮迭起的鋼琴pk秀，好玩到絕對讓你驚呼連連，一掃古典音樂嚴肅的刻板印象！

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主辦，邀請全省八十餘間精選畫廊參與，並與知名策展人、教育團

體、學術機構、藝術工作室合作的「2013台灣畫廊週－魔幻時刻」即將開始，期間將舉辦一系列精采的

活動，包含主題策展、藝術講座、藝術工作坊、畫廊初遊趣的專人導覽等，豐富的活動展現畫廊多元的

面貌。

臺中地區將推出聯合展覽的包含凡亞藝術空間、華瀛藝術中心、新時代畫廊、大河美術、景薰

樓、鶴軒藝術、新美畫廊、月臨畫廊、現代畫廊、A7958當代藝術、大象藝術中心、科元藝術中心等。

活動當週更將推出「臺中藝術巴士趴趴走」活動，免費巴士帶觀眾遊玩各大藝術場館！詳細活動時間地

點等相關內容，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www.galleryweek.tw，或上臉書蒐尋「Taiwan Gallery Week」。 

圓滿戶

外劇場 

臺中市

各大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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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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天

地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每週日 10：00-10：50

6/2 小課找媽媽 臺中故事協會

6/9 眉毛要搬家 大開劇團  

6/16 愛的大冒險：龍舟王國 林敬鈞老師

6/23 老鼠湯 大開劇團

6/30 蘋果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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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六) Elephee's Walk 英語志工(Cathy、Pauline)

6/7(五) Grizzly Dad 英語志工(Susan W.、Joyce H.)

6/8(六) Little Wombat Went Out 英語志工(Angela C.、Violet)

6/14(五) The Mulberry Bush 英語志工(Vila、Wendy)

6/15(六) King Big Wig 英語志工(Terry、Emily)

6/21(五) Petunia 英語志工(Joyce H.、Catherine)

6/22(六) Fire�ghter Ted 英語志工(Shirley、Mary)

6/28(五) Where Can Bunny Paint? 英語志工(Debra、Susan W.)

6/29(六) Cornelius 英語志工(Claudia、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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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 全方位梵谷幼兒園

6/8 The Waiter 康乃爾英語

6/15 You're Welcome 康乃爾英語

6/22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學習工場

6/29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故事方舟劇團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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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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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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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六)-6/30(日)
9：00-21：00 名作欣賞/謝宗興―彰化阿嬤(油畫) 大廳左側

6/1(六)-6/30(日)
9：00-21：00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膠彩畫家吳
榮宗、雕塑家張也、陶藝家徐美
月、雕塑家劉吉川

大廳左側

6/1(六)-6/25(二)
9：00-17：00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施永銘師生
水彩畫展

文物陳列室(三)

6/1(六)-6/19(三)
9：00-21：00

書情畫意―袁德炯、袁之靜父女
書畫聯展

大墩藝廊(六)、
動力空間

6/1(六)-6/13(四)
9：00-17：00 第13屆依索寓言兒童畫展 兒童館

6/8(六)-6/19(三)
9：00-21：00

風的線條―旱蓮書會癸巳年書法
聯展

大墩藝廊(五)

6/8(六)-7/3(三)
9：00-17：00 吳振發抽象人物石雕展 文物陳列室(一)

6/8(六)-7/3(三)
9：00-17：00 拾穗共食木石情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6/15(六)-7/3(三)
9：00-17：00 752畫會油畫創作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6/15(六)-7/3(三)
9：00-17：00 找回老阿嬤的回憶―劉麗玉個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6/15(六)-6/27(四)
9：00-17：00 兒童繪畫教育觀念推廣美術作品展 兒童館

6/22(六)-7/10(三)
9：00-21：00

「航空進行曲」翁鴻盛當代繪畫
創作展

大墩藝廊(一)

6/22(六)-7/10(三)
9：00-21：00 窗‧景―簡鎮源攝影展 大墩藝廊(二)

6/22(六)-7/10(三)
9：00-21：00

移形、換境、氣合―郭秀美山水
畫展

大墩藝廊(三)

6/22(六)-7/3(三)
9：00-21：00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6/22(六)-7/10(三)
9：00-21：00 劉孟琳、陳姵雯創作聯展 大墩藝廊(五)

展

覽

6/22(六)-7/10(三)
9：00-21：00 冥思的物件―Darryl Bisson個展 大墩藝廊(六)

6/29(六)-7/28(日)
9：00-21：00 你在渴望什麼―呂小涵個展 動力空間

6/29(六)-7/11(四)
9：00-17：00 「我愛福爾摩莎」丘尼兒幼兒園期末美術成果展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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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三) Mathematic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主講：蔡惠杏老師

6/19(三) By Nature 主講：洪瑞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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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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9 大墩藝廊(六)、動力空間

週一休館09:00-21:00

書情畫意─袁德炯、袁之靜父女書畫聯展

袁德炯先生，

號「八然」，高齡

九十有八，視力耄

眊，仍以其「作草

從心運，揮毫聽指

呼」之志，不斷創

作，著手成春，人

書 俱 老 。 展 出 甲

骨、鼎文、篆、隸、草、行等作品數十件，皆為近廿餘年來之墨寶。 

其女之靜，得傳家風，能書善畫，游藝丹青近卅年，展出花鳥創作及

羅振賢教授指導的「去住無心．煙雲情境」水墨創作為主軸；以深厚凝練的

筆調法，寫詩情、畫境之美，或生意盎然、自在飄逸；或清景無限、雲煙滿

眼，落筆處，皆見深情，美不勝收!

今父女二人以書畫薈萃，共同展出，為世代薪傳立下盛事，誠邀藝術愛好者仔細觀賞品味。

6/1(六)10:00 美麗或沉淪：秀姑巒溪 (普遍級)(國片) 紀錄片60分

       

6/1(六)14:00 椰仔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81分

6/2(日)14:00 30秒過後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86分

6/8(六)10:00            功夫寶島 (普遍級)(國片)紀錄片56分

6/8(六)14:00 城市風裡的光 (普遍級)(國片)劇情片84分

6/9(日)14:00 俗辣英雄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79分

6/15(六)10:00 睜開左眼 (普遍級)(國片)紀錄片56分

6/15(六)14:00 淑女之夜Lady's Night (保護級)(國片) 劇情片86分

6/16(日)14:00 依諾之歌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86分

6/22(六)10:00 時間之旅 (普遍級)(國片) 紀錄片55分

6/22(六)14:00 公主與王子 (保護級)(國片) 劇情片86分

6/23(日)14:00 小偷／我的狗男友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60分

6/29(六)10:00 303 (普遍級)(國片) 紀錄片54分

6/29(六)14:00 美麗鏡界／煙火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60分

6/30(日)14:00 想去天上的小和尚 (普遍級)(國片) 劇情片51分

 

B1
視
聽
放
映
室

電

影

放

映

活

動

6/8（六）
15：00-17：30 

傳統戲曲饗宴：歌仔戲―人蛇姻緣 B1演講廳

6/29(六)
14：00-16：30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饒夢霞教授】：許彼此一個未來―
談人際關係與家庭

B1演講廳

7/16(二)-7/19(五) 102年兒童藝術夏令營活動―美術創作營―十二生肖同樂會

7/23(二)-7/24(三) 102年兒童藝術夏令營活動―原住民體驗營-Q版原住民公仔創作

7/25(四)-7/26(五) 102年兒童藝術夏令營活動―超可愛襪娃娃手感創作

市
集

6/15（六）
14：00-20：00       2013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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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子
聽
故
事
時
間

每週六、日 10 : 30-11 : 20 ，地點：兒童館演藝廳

6/1(六) Pull Out The Turnip 主講：故事方舟劇團

6/2(日) 蘋果國王 主講：童話森林故事屋  

6/8(六) Frog Prince 主講：故事方舟劇團

6/9(日) 愛的大冒險―龍舟王國 主講：林敬鈞老師

6/15(六) 蠟筆盒的故事 主講：格瑞特幼稚園 

6/16(日) My Friends 主講：學習工場 

6/22(六) 蝴蝶的新衣 主講：臺中故事協會

6/23(日) Brown Bear,Brown Bear,What do you see? 主講：全方位梵谷幼兒園

6/29(六) Whale 主講：林敬鈞 老師

6/30(日) 小猴與小兔的壞習慣 主講：小飛鼠幼稚園

＊102年兒童藝術夏令營活動採收費上網報名，詳情請至大墩文化中心網站查詢。

兒童館

兒童館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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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3

6/8-7/3

6/15-7/3

文物陳列室(一)

週一休館09:00-17:00

文物陳列室(二)

週一休館09:00-17:00

文英館主題畫廊

週一休館09:00-17:00

吳振發抽象人物石雕展

拾穗共食木石情聯展

752 畫會油畫創作展

 吳振發老師在從事石雕創作之前，因為撿拾雅石多年，對於臺灣各地

所盛產的石種有一定的熟悉。雕刻螺溪石硯數年後，石雕創作在形態上逐

漸由工藝轉為抽象，其中又以抽象人物為主要創作題材，且石種不再侷限

於螺溪石，而是採用各種臺灣盛產石種來雕刻。此次共展出38件的石雕作

品，內容主要以抽象人物雕刻為主，運用簡單的人物形體，配合鏤空的雕

法來表現出人生百態。

一群熱愛雅石、奇木的好朋友，在因緣際會、興趣

相投的機緣中，共同組成「石全石美」雅石、奇木分享的

忘年之交。年齡平均約60至70歲，分佈於北、中、南及離

島澎湖，每三個月聚會一次，彼此砌磚木石藝術的心得，

增進彼此情感交融。

因受世界名畫「拾穗」的感召，依「拾穗共食木石

情」的理念，希望藉著這次的展出能吸引更多木、石共

好，共同為木石藝術文化的傳承、延續，一起扎根，持續努力。

每週一早上，這一群送完先生上班，小孩上學，

因愛上繪畫的熟女們，就來到「752畫室」報到，咖

啡、點心、水果是基本配備，優美的音樂，加上不時

傳來的歡笑聊天聲，就是在如此融洽氣氛下，各自發

展出具有特色的創作。

浪漫、自在、天真、感性、大膽、古典、還有畫

家的貼心與熱情，不只呈現於畫作上，也映照在畫室

裡的每個細節中，透過作品，傳達畫會學員的「愛與

熱誠」，結合生活與體驗及思想和技巧的美，樹立多

樣風格。

6/8-6/19 大墩藝廊(五)

週一休館09:00-21:00

風的線條─旱蓮書會癸巳年書法聯展

夏日溼悶漸次來襲，煩躁之心何以放下，唯有清風徐徐一襲。風者鳳之翔也，振

翅搏扶搖翱於九天，而百鳥莫不朝之。

書法對這群來自社會各個行業的「專業愛好者」而言，不啻就是那隻姿態萬千

的雲端彩鳳，讓他們願用一世去追隨信仰，只求能幻化為牠那羽翼下一縷縷的上升氣

流，而能回報的就是用濃情一般的墨色，寫下義無反顧地的人生。在扇子與空氣摩擦

產生的對流，撫慰著他們躍動的筆墨靈魂，牠的聲聲啼唳在亙古的大千世界，引領著

這群畫友們筆底每一種線條的去向。

今年夏天在這裡旱蓮書會要與大家一起去追尋「風的線條」。

6/22-7/10

6/22-7/3 

大墩藝廊(二)

週一休館09:00-21:00

大墩藝廊(四)

週一休館09:00-21:00

窗 ‧ 景─ 簡鎮源攝影展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本展覽以窗景為探討的對象。多年來窗景一直吸引著簡

鎮源老師，它帶有神秘的色彩，讓人不禁對屋內產生好奇與

想像。

簡鎮源老師反主流，以黑白攝影為創作媒材，親自包辦

取景、拍攝、暗房沖洗與放印等作業，在這過程中包含了可

預期與隨機，因此，讓作品更加多變且豐富。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創會迄今20年，係由志同道合的會友為了追

求更至善至美的藝術境界，期望能在創作上盡情發揮，開展淺能，積

極從事創作，為此共同志向而成立的社團。除每年定期的會員聯展之

外，多年來舉辦海內外聯展更是不遺餘力。敬請藝術先進前輩蒞臨會

場參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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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琳、陳姵雯皆

生於1981年，也都是臺中

人，師承張城吉老師。此

次聯展，希望傳達繪畫並

非是存在於外表的形式和

矯揉造作，而是具有青年

的熱情和憨愚、理想和野

心，以率真的方式直敘心

中的情感。也期許自己不是以冷漠不問世事的心，沒有感覺地無限製造作品，希望能帶出藝術家的情

感，傳達出藝術的內涵。

6/22-7/10 大墩藝廊(六)

週一休館09:00-21:00

冥思的物件─
Darryl Bisson 個展

 經常，我們的生命不自覺地只是為了存活，為物質世界所需做

準備，忘了我們原初存在的喜悅，忘了每件事物背後更深的意義！

Bisson老師喜歡以最簡單的日常生活物件，來表達另一種觀看世

界的可能性，沙、浮木與石頭組構而成的床，訴說著地球不變的歷

史；肥皂做的鞋子，訴說著生命的無常；不規則難以攀爬的梯子，透

露著人類的渺小⋯等，想傳達的是塵世經驗背後的更大的哲理。

6/22-7/10

6/29-7/28

大墩藝廊(五)

週一休館09:00-21:00

動力空間

週一休館09:00-21:00

劉孟琳、陳姵雯創作聯展

你在渴望什麼─呂小涵個展

「你在渴望什麼」是此次展覽主題，是因為迫切地盼望，

還是殷切的希望，呂小涵老師希望帶領觀賞者找回原來心裡那份

「渴望」的心，也了解藝術可以很自然而感動。

將人物臉孔與動物之間組成的微妙關係，用色彩去表達這世

界。如同畫裡就是與呂老師存在的世界一般，我們在愛的時候悲

傷，在愛的時候如絲般迷惘，有時分不清是現實還是作夢，將心

裡的衝動、慾望、幻想傳達在這渺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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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UNE

週
末
親
子
故
事
屋

6/1(六)15：00 神奇的鼓

兒
童
閱
覽 
室

6/8(六)15：00 歡喜巫婆賣掃把

6/9(日)15：00 英文繪本故事―No David

6/15(六)15：00 老鼠湯

6/22(六)15：00 最後的魔法

6/23(日)15：00 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6/29(六)15：00 奇幻蛇郎與紅花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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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藝六部曲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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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六)-8/25(日)
水墨.數位.INDIGO―2013亞洲大
學數位時尚創作展

三樓編織工藝
館

6/14(五)-7/21(日) 星光滿天―2013典藏陶藝特展
三樓編織文物
館

6/14(五)-7/14(日)
「藝術薪火相傳―第3屆臺中市
美術家接力展」悠遊自在―陳
佑端水墨作品展

二樓畫廊

活
動

6/9(日)
10:00-16:30

FUN粽一夏 童趣慶端午 廣場

表

演

6/1(六)19：30 三隻小豬―小青蛙劇團 演奏廳

6/21(五)19：30 許惠品與徐頌仁2013鋼琴獨奏會 演奏廳

6/28(五)19：30
當士兵遇見卡門―2013薪傳打
擊樂團擊樂劇場音樂會

演奏廳

6/30(日)14：30 勇闖黑森林―蘋果劇團 演奏廳

演

講

6/8(六)
14:30-16:30 蝶蛾一家親(講師：徐堉峰) 演講廳

6/22(六)
14:30-16:30 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講師：胡國強) 演講廳

6/29(六)
14:30-16:30 賞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天才(講師：盧蘇偉) 演講廳

影

片

放

映

6/1(六)10:00 依諾之歌 14:00 擺渡：淡水河

多
媒
體
教
室

6/2(日) 10:00 睜開左眼 14:00 時間之旅

6/8(六)10:00 料理鼠王 14:00 香料共和國

6/9(日)10:00 米其林廚神 14:00 美味關係

6/15(六)10:00 小偷／我的狗男友 14:00 煙火／美麗鏡界

6/16(日)10:00 萬里尋母―從來沒有忘記你 14:00 零下40度的思念

6/22(六)10:00 靈魂餐廳 14:00 美味愛情甜蜜蜜

6/23(日)10:00 吐司：敬！美味人生 14:00 料理絕配

6/29(六)10:00 天山腳下母親的家 14:00 我的青春ㄌㄨˋ

6/30(日)10:00 結婚，不結婚 14:00 不愛練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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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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30

6/21 6/28

演奏廳

兩廳院售票，票價100/200/300/400元

(六)19：30

演奏廳

年代售票，票價300/600/800元

(日)14：30

演奏廳

兩廳院售票，票價200元

(五)19：30

演奏廳

年代售票，票價400/500/800元

(五)19：30

三隻小豬─小青蛙劇團

勇闖黑森林─蘋果劇團

許惠品與徐頌仁
2013 鋼琴獨奏會

當士兵遇見卡門─
2013 薪傳打擊樂團

擊樂劇場音樂會

三隻小豬各自使用不同材質建造房屋，並將現代房屋所應具備的防震、防火⋯⋯等安全功能、特

性呈現出來，突顯「防災觀念」、「環境保護」等議題的重要性，唯有透過教育扎根，藉由戲劇潛移

默化的力量，啟發兒童獨具的潛能，健全孩子人格發展，從小培養環境保護的意識成為地球的保護小

天使，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勤奮的小螞蟻們為了尋找蚱蜢─小蜢哥口中所說找四季如春、冬暖夏涼的夢幻天堂，於是小螞

蟻奇奇與小蜢哥一同冒險前往，途中遇見膽小的金針菇，為了證明自己的勇氣，於是三隻小蟲蟲一同

結伴經過一個恐怖的黑森林。蜘蛛家族是黑森林裡最恐怖的動物，但卻有個心地善良的小蜘蛛-小寶

貝，小蜘蛛由於天生肢體缺陷經常受到嘲笑，但是善良的她最後卻和勵志尋找夢幻天堂的昆蟲們結為

了好朋友，各自完成了夢想。

劇中角色眾多讓觀眾目不暇給，如：螞蟻、蚱蜢、蜘蛛、青蛙和大鳥等，角色所寓含的不同族

群，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也能夠讓觀眾以旁觀者角度思考，破除昔日「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的陳舊觀念，鼓勵觀眾學習欣賞不同文化的差異美感。此外，本劇的昆蟲角色能增進小朋友對自

然生態的興趣與認識。

本場音樂會將徐頌仁教授9首作品打散，穿

插在德奧3B的作品間，以求比較、凸顯、對照

當代作品與古典作品在風格、素材、曲式、調

性等運用的異與同，並增加聽眾欣賞的趣味。

徐頌仁的「華麗曲」其浪漫優美的旋律，與接

續演出的布拉姆斯晚期作品op.119，仿若是一

組作品。「三首鋼琴小品」以及「輪旋曲」則

是徐頌仁結合自身的東方背景與20 世紀作曲技

法的多樣嘗試。

《當士兵遇見卡門》是薪傳打擊樂團成立

近20年後，精心策劃的一場演出，結合薪傳打

擊樂團、金鷹閣電視木偶劇團以及光鹽紙影戲

團，隨著新編古典音樂的律動，帶來樂、音、

影的炫技演出！此次展演將以絕佳的聲光展

現，突破臺灣觀眾視覺與聽覺的美感經驗，並

以輕鬆活潑的紙影戲故事導聆，引導觀眾進入

不同凡響的表演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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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F演講廳

免費排隊入場

14：30-16：30

講座：蝶蛾一家親

主講人：徐堉峰

蝴蝶與蛾的血脈關係，可能親密到您無法置信。臺灣

研究蝴蝶與蛾首屈一指的專家─徐堉峰教授，將來到豐原

為大家介紹其中奧秘並且分享自己因為喜歡蝴蝶而歷經的

人生波折。年少時一度因為迷戀蝴蝶而荒廢學業，高中落

榜重考，大學聯考時英文更考了零分，求

學過程一路波折不斷，卻因一股對蝴

蝶的熱情，支撐著他從人生谷底乘風振翼，追尋自己的夢想，成為獲得國際肯

定的一流學者，為臺灣爭光。

6/1-8/25 三樓編織工藝館

週一休館，週二-週日09:00-17:30

水墨 . 數位 .INDIGO ─ 2013 亞洲大學數位時尚創作展

展出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研究所師生的研究

創作展，包括1.水墨

創作：以富有東方

特色的媒材呈現非

常生活化的主題，如

欣賞都市夜景時的隨

想、或隨手記下的各

地風光，創作出流動

與空靈的境地。2.數

位媒體：如數位平面

創作、多媒體裝置藝

術、電腦動畫等，透

過數位媒體的轉化，

突破實體創作的極

限，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3.時尚設計─INDIGO、圖騰：以天然藍染，透過重新詮釋屬於臺灣Indigo

的色彩與形式表現，呈現具有現代時尚的藍染工藝。及以原住民族傳統圖騰為設計的基石，透過與美

式塗鴉形式之多元融合及新潮元素，以數位創作詮釋圖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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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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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 展覽室A

6/1(六)- 6/23(日) 舞動色彩―歐萃瑩西畫個展 掬月廳

6/8(六)- 6/30(日) 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第28屆美展 展覽室C

6/8(六)- 6/30(日) 臺灣省諮議會檔案史料巡迴展覽
二樓
展示場

6/22(六)- 7/21(日)
臺灣膠彩畫協會―第三十一屆臺灣膠

彩畫展
展覽室B

6/29(六)- 7/21(日) 臺中市采韻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掬月廳

表

演

6/1(六) 19:30
6/2(日) 14:30

2013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English Lights Up！(中心售票)

演藝廳

6/9(日)14:30
2013ㄧ起show管樂―大明國小管樂

團成果發表會(中心售票)
演藝廳

6/11(二)19:30 樂光響宴―2013雅中音樂發表會
(中心售票)

演藝廳

6/14(五)19:30 追分國小2013畢業音樂會 演藝廳

6/15(六) 14:30
吹出我們的夢想―惠文國小直笛團

成果發表會
演藝廳

6/21(五)19:30 馬里克俐安鋼琴獨奏會 演藝廳

6/22(六) 14:30 竹林國小管樂―響樂竹藝(中心售票) 演藝廳

6/29(六)19:30
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青年團―最重

要的小市(現場劃位)
演藝廳

6/1.6/2

6/1-6/23

演藝廳

中心售票，50元

(六)19:30、(日)14:30

掬月廳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2013 國立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English Lights Up ！

舞動色彩─歐萃瑩西畫個展

國立清水高中英語話劇社創立於1999年，作品融合戲劇、

歌舞、默劇等元素及無限創意，每年舉辦兩場大型公演，獲得

熱烈迴響支持，並多次受邀演出及挑戰全國性比賽，屢創佳

績。今年英劇社展演劇目包含：詭祕奇幻氛圍《The Lost Piece消

失的記憶》、純真動人的歷險《Pinocchinie's Adventure小布偶之

心》、並重返奪命莊園《Forget Me Not勿忘我》，同場加映令人

目不暇給的狂舞默劇，帶領大夥飛升至雲端巨人城堡，音樂搖

滾不停！滿載著獨樹一格的想像力及幽默，所有精采劇目都將一一呈現！

此次展出主題「舞動色彩」，內容包括油畫、水彩，粉彩

等約35件作品，其中油畫有多幅以古典寫實的方式呈現，畫面

精緻、細膩，表現其溫馨與安定感的一面，有些則用筆觸的豪

邁與快意來展現畫面的舞動與張力，有著掙脫束縛的快感；水

彩畫則以半寫實方式呈現，筆觸瀟灑且色彩豐富多變，異於一

般水彩的表現方式。整體思考方向如同「舞者」般，以彩筆為

工具，融合著心境的堆疊與互換，感受情境中的律動，在畫面

中盡情展現生活中的點滴感動。

活
動

6/8(六)13:00-17:00 2013帕瀑拉五日節 藝術廣場

活

動

6/15(六) 10:00-11:08 2013記錄片巡迴影展―微時、慢別書 清水廳

6/15(六) 14:00-15:45 2013記錄片巡迴影展―尋找背海的人 清水廳

6/16(日) 14:00-15:37 2013記錄片巡迴影展―蘭陵劇坊 清水廳

6/23(日) 9:30-10:3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源鄉大甲溪 清水廳

6/23(日) 14:30-15:3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小偷／我的狗男友 清水廳

6/29(六) 9:30-10:3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美麗鏡界／煙火 清水廳

6/29(六) 14:30-16:0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城市風裡的光 清水廳

6/30(日) 9:30-11:0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依諾之歌 清水廳

6/30(日) 14:30-16:0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我的青春ㄌㄨˋ 清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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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30

6/11

6/9

6/15

6/21

二樓展示場

開幕式：6/8(六)10:30，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演藝廳

中心售票，票價50元

(二) 19:30

演藝廳

中心售票，票價50元

(日) 14:30

演藝廳

中心售票，票價50元

(六) 14:30

演藝廳

年代售票，票價300/400元

(五) 19:30

臺灣省諮議會檔案史料巡迴展覽

樂光響宴─ 2013 雅中音樂班音樂發表會

2013 年一起來 show 管樂─
大明國小管樂團成果發表會

吹出我們的夢想─惠文國小直笛團成果發表會

馬里克俐安鋼琴獨奏會

臺灣省議會自其前身臺灣省參議會(1946~1951)，而後歷經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1951~1959)、臺灣省議會(1959~1998)，以迄

現今之臺灣省諮議會(1998~)，已走過一甲子的歲月，這一段歷

史，從草創、奠基、茁長、轉型，乃至於成熟、衰落、沉寂，在

戰後臺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過程中，都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本展覽採編年的方式，循臺灣省參議會、臺灣省臨時省議

會、臺灣省議會、臺灣省諮議會發展軌跡，以60餘幅文案，完

整且脈絡分明的方式呈現60餘年來，臺灣省議會各時期成立運作、組織沿革、問政內容、省政改革建

言與其對臺灣地方自治及民主政治發展之影響和貢獻。

大雅國中音樂班成員大多承接自大雅國

小國樂班與大明國小管樂班，因此，在音樂

專業訓練課程的安排上難度較高，在校方舊

有的國、管樂良好基礎及各分部老師嚴格督

導與家長熱心的支持下，各項音樂比賽優異

表現成績斐然。本次演出曲目多樣化，包含

有：回鄉路上、跑旱船、嬉戲等，期盼能以輕鬆的方式欣賞國、管樂所呈現的不同樣貌。

大明國小管樂團成立於民國90年，十年來，表現卓越，獲得各界佳評。同

時，以音樂會友，進行管樂校際交流，並以音樂回饋社區鄉里，參與大雅區各

社團典禮、跨年活動及小麥文化季等，精采演出深深打動觀眾的心。管樂團稟

持過去優良傳統，持續不斷努力，希望能藉由此次演出，精進吹奏技巧，並培

養師生與家長音樂鑑賞能力，讓「樂」在心中蔓延，「樂」在生活中滋長，期

待邁進燦爛光彩的另一個十年。本次音樂會呈現曲目多元含蓋了古典、流行、

通俗的樂曲，讓聽眾以不同的心情來聆聽管樂所表現的新風貌。

惠文直笛團成立於94年度，目前指導老師是

張雅惠老師、蘇昱綺老師。外聘黃世雄老師於96學

年度開始指導。多年經營下來，孩子們吹奏技巧都

能保持一定水準之上。自96學年開始，年年創下佳

績，並榮獲音樂比賽優等之成績。101年起開始於

大墩文化中心舉辦音樂會，除了平時在學校表演之

外，增加了孩子們上台正式演出的機會。今年音樂

會的主題—「吹出我們的夢想」是孩子們自己決定

的，希望有一場用直笛吹出他們夢想的音樂會，期待大家蒞臨指教。

馬里克俐安(馬黎安)2009年畢業於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大學先修班，

目前為美國曼哈頓音樂院學生，主修鋼琴，師事該校鋼琴系主任 Dr. Marc 

Silverman，去年獲曼哈頓音樂學院室內樂比賽第一名 。歡迎大家再度欣

賞她精湛的演出，同時分享這些年來努力練習的成果，並給予最熱情的支

持。演出曲目有：巴赫─平均律第二冊升G小調前奏曲與賦格、作品887；

莫札特─D大調奏鳴曲、作品576；孟德爾頌─升F小調幻想曲、作品28；布

拉姆斯─第二號A大調間奏曲、作品118等。

6/8-6/30 展覽室C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第 28 屆美展

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成立於1985年，會員來自臺灣各地

的優秀藝術家。除了每年在臺中市各藝文機構展出外，並多次舉

辦國際文化交流美展，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等國家，舉

辦聯展，均獲得極高的評價。

有人說藝術創作是一條既艱辛又漫長的路，需要有非常的

毅力，不間斷的研究創作，以成就個人風格。而一位藝術家源源

不絕的創作力，經常是來自周遭環境的生活經驗，以創作出不朽

的傑作。

大臺中美術協會會員從事水墨、書法、水彩、油畫、膠彩、雕塑、工藝、裝置藝術⋯⋯等等不同

領域的藝術創作，陣容堅強，藉會員美展，相互切磋，並由此播種，以發揮美術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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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6/8(六)
10:30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臺中聲五洲掌中劇

團《蓮花仙子歷險記》 (免費自由入座)
戶外廣場

6/8(六)
15:30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瓊瑢舞蹈團

《舞之饗宴》(免費自由入座)
戶外廣場

6/8(六)
19:30

2013歐陽娜娜大提琴巡迴音樂會
(兩廳院售票：300/500/800/1000元)

演藝廳

6/9(日)
14:30

《2013情韻躍升 中平飛揚―愛族群音樂

會》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

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6/14(五)
19:30

臺中市潭陽國小管樂團—2013年畢業暨傳承音
樂發表會(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6/15(六)
19:30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威勁龍獅武術戰
鼓團《齊天大聖鬧龍宮》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6/16(日)
19:30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童謠滾

滾嘉年華》(免費自由入座)

戶外露天
廣場

6/22(六)
19:30

2013年全省巡迴演出「桌上劇場~皇帝與

夜鶯」―偶偶偶劇團
(兩廳院售票：300/400/600/800元)

演藝廳

6/29(六)
19:30

魔浪超劇場《魔幻極境―拉斯維加斯大型魔

術秀．臺灣世界巡迴》
(兩廳院售票：300/500/700元)

演藝廳

6/30(日) 
14:30

情笛來了2013~古典與民謠的對話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展

覽

4/6(六)-6/2(日) 回溯―莊明中創作30年作品展 展覽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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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六)-6/23(日)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臺灣民
俗文物特展

大廳

6/8(六)-7/14(日) 流金歲月―顧文華創作個展 展覽室A

6/15(六)-7/28(日) 隨心而畫―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美學空間

6/29(六)-7/31(三) 聲癮―曾偉豪聲音裝置互動展 大廳

研

習

6/2(日)
10:00-12:00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端午捏龍舟
(名額50位，費用60元，報名已額滿)

藝享空間

6/9(日)
10:00-12:00 珍珠帶編織包(上)(名額30位，費用380元，報名已額滿) 藝享空間 

6/16(日)
10:00-12:00 珍珠帶編織包(下)名額30位，費用380元，報名已額滿) 藝享空間 

活
動

6/8(六)
9:00-17:00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傳統民俗小市集
共有6攤位，每攤位現場備有100份免費材料體驗製作(上、下午各50份)。

茄苳樹區

講
座

6/29(六)
14:30-16:30

林俊良：壓力與AQ管理―
跟失眠說bye bye (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大會議室

5/4-6/9

5/25-6/30

6/8-7/14

美學空間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展覽室B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展覽室A

開幕式：6/9(日)10:30，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樂陶─樂業國小畢業生陶藝展

2013 年古文字當代名家書畫展

流金歲月─顧文華創作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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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土的世界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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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中國古文字學會於民國83年初，由馳譽國際的安國鈞教授與潛心精研中國古

文字學者羅永華老師，以及一群愛好書法藝術者，邀集友好、同道等百餘人提議創會，

以宏揚我國獨有的書法藝術，秉「向上探源、往下扎根」途徑來發揚中華文化。

臺灣省中國古文字學會成立十餘年來定期及不定期舉辦古文字書藝研習班、師資

班、學術討論、專題演講等，每年舉辦會員書藝聯展、出版書藝學術專刊，及應邀在臺灣各地區、海

外、大陸等社會學術團體書藝交流展出多次，深獲好評。

學會理事長葉晉玉表示，學會目前會員多達430餘人，經常參與各社教、公益文化活動，每年春節

前，更聯合中華甲骨文學會舉辦全國性古文字杯書藝比賽，至各社區、機關、學校等地書寫春聯贈送民

眾，除應景外，更達到敦親睦鄰的目的。本次聯展，是以古文字書寫為主，其他書體為輔，有臨古器銘

文或節臨者，亦有集古文字書詩詞，楹聯者，可謂各有千秋，歡迎各界先進蒞臨指導。

顧文華：「世界上有許多閱讀的原型，而繪畫是我閱讀這個世界的方式。」

「喜歡沙漠的感覺，也喜歡畫沙漠」，2010年顧文華老師走了一趟新疆，連

綿不絕的沙漠、荒蕪廣闊的戈壁，身體的輪廓逐漸融化在金光閃耀的大地裡，此

時人就像一粒渺小的沙子嵌入了流金般的洪流裡，此景深深震撼了她。在沙漠系列的創作中，顧老師以

金箔、銀箔妝點畫作，呈現流金的感覺，就像那在沙漠中，歲月匆匆、人生瞬息萬變的感受。

顧老師出身於雲林鄉間，自幼與田園為伍，尤喜愛藝術，她的繪畫路程並不順遂，經過長時間的

碰撞、荒廢、空白與沉澱才釐清找到自己所要的，這一晃就過了十餘年，重拾畫筆後，漸漸畫出了心

得，她在找尋一種跟別人不一樣、屬於自己的風格。這次流金歲月系列，期待能與觀者搭起一座心靈

的橋樑，細細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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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6/16

6/22

演藝廳

開演前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1人1券，對號入座 (五)19:30 

戶外露天劇場

免費自由入座 (日)19:30 

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票價300/400/600/800元 (六)19:30

臺中市潭陽國小管樂團─ 2013 年畢業暨傳承音樂發表會

2013 奇幻藝術節─

如果兒童劇團《童謠滾滾嘉年華》

2013 年全省巡迴演出「桌上劇場～皇帝與夜鶯」
偶偶偶劇團

 時光匆匆，轉眼六月鳳凰花開，驪歌輕唱，又到了畢業

的季節。潭陽國小一年一度的畢業傳承音樂會由管樂團A團

五、六年級的小朋友共同演出，再加上已畢業的薩克斯風校友

重奏團，一同呈現完美的音樂饗宴。

演出曲目有活潑有力的進行曲、耳熟能詳的「我只在乎

你」等。期待您的蒞臨，和潭陽管樂團的小朋友一同分享努力

的成果和畢業的喜悅。 

如果兒童劇團經典作品代表，耳熟能詳的童謠串接，全新

改編成有趣小故事；可愛的醜小鴨氣球偶、小蜜蜂，各式各樣

有趣裝扮，帶來一場音樂Party！藉由演出，讓孩子不只聽到流

行歌曲，透過戲劇的張力，重新認識歷久彌新的童謠。親子同

唱和，純真年代的純樸與趣味又重回眼前。

故事中豬大弟養了一隻大火雞，想要在感恩節煮來吃！早

上一起來，聽見鄰居大叫，火雞跑走了！農場一團混亂，豬大

弟該怎麼辦？

導演孫成傑(偶偶偶劇團團長)希望利用耳熟能詳的經典童

話故事，利用新的概念重新詮釋安徒生童話，希望採用奇幻

的風格創作，內容也和現今社會現象結合並相呼應，此劇在

音樂上更增強音樂性，除了凸顯夜鶯美妙的歌聲，也將各種

不同風格的音樂融入其中，戲劇的演出將兒童文學發揮至極

致，希望觀眾透過這些表演讓大家有不同於以往的體會。

此次演出的《皇帝與夜鶯》改編自著名的安徒生童話故

事，敘述在古老中國的宮殿裡，皇帝下令要大臣找來傳說中的夜鶯，夜鶯淒美的歌聲感動了皇帝，於

是將夜鶯留在宮裡並養在漂亮的鳥籠裡；直到外國大使送皇帝一個用鑽石、紅寶石及藍寶石鑲成的人

造夜鶯，真正的夜鶯才飛回森林。直到有一天，人工夜鶯壞掉了，皇帝思念起早已不知去向的夜鶯，

還而生了重病⋯⋯ 

6/8

6/9

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票價300/500/800/1000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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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歐陽娜娜大提琴巡迴音樂會

《2013 情韻躍升 中平飛揚─愛族群音樂會》
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華人古典明星─歐陽娜娜，繼馬友友、郎朗之後，大提琴手

歐陽娜娜被譽為當今華人古典樂界中最年輕、最富偶像魅力與最

有音樂家潛力的閃亮新星。

去年以大提琴全國特優第一保送至附中就讀，日前收到美國

柯蒂斯（Curtis）音樂學院錄取通知，即將於 8 月底赴美求學。

2013歐陽娜娜大提琴巡迴音樂會 PLUS+ 哥哥妹妹 MZ

上半場大提琴獨奏，展現純古典音樂之雋永魅力。 下半場歐陽娜娜與她的音樂夥伴們，以跨樂界

的創意思維玩音樂；包括爵士、藍調、探戈的曲風，民謠歌曲、電影組曲⋯⋯等多元因素的結合；以

音樂派對的氛圍呈現出古典V.S現代輕鬆的一面。

中平國中為強化學校音樂教育，培養同學們展演與欣賞的能

力，活絡該校與社區的音樂風氣，特舉辦本音樂會，希望藉由音

樂會的籌備與排練，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

本音樂會除了學生表演以外，指導老師亦共同參與演出，希

望透過不同音樂風格的表現，增強學生的音樂表演能力，並與社

區民眾和全校師生家長分享。期望透過此次音樂會的呈現，提升

全民音樂素養與藝術教育水準。

6/15-7/28 美學空間

週一休館09 : 00-17 : 30 

隨心而畫─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林順孝繪畫創作已超過20年，他的非具象作品風格，予人想像

空間，在他就讀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期間，為了突破自然主義的繪

畫風格，逐漸脫離視覺表象及外在模仿，藉由簡化與抽離造形，詮

釋非具象風格，並從水彩、油彩為主的素材，擴大到壓克力、膠彩

及複合媒材的創作。

林順孝在創作態度上，漠視細節成規，傾向於自由奔放的情感

發抒，技法上除藉由寫意手法隨心而畫，並利用偶發性自動技法，

自然將造型融入非具象架構中，藉由虛實相映，營造不斷湧現的多重混淆訊息，創造一個內蘊、形而上

的詩性空間。

此次展覽係林順孝第5次個展，展出他近期創作的作品，主題大部份以象徵性語彙標示，重點在傳

達一種遺世而獨立的詩性空間，呈現內心世界的自然深化和擴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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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端午捏龍舟
6/2 藝享空間

名額50位，費用60元，報名已額滿(日)10:00-12:00 

邀請專業捏麵人老師，帶領學員體驗捏麵人的樂趣並從中了解民俗技

藝，歡迎有興趣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捏龍舟慶端午吧！

研習

6/29 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票價300/500/700元(六)19:30

魔浪超劇場
《魔幻極境－拉斯維加斯大型魔術秀．臺灣世界巡迴》

《魔浪超劇場》深受好評改編幾米繪本的音樂魔幻劇場《走向

春天的下午》，締造國內定目劇105場售票聯演紀錄，2013年推出

新作《魔幻極境─拉斯維加斯大型魔術秀—臺灣世界巡迴》跨領域

表演將融合多種元素，打造臺灣原創的娛樂經典。

《魔幻極境》是臺灣首部拉斯維加斯大型魔術秀，結合戲劇歌

舞，一百分鐘內，串連20多個大型幻術，包括憑空變出機車、美女

飄浮、極限逃脫、美女大切八段消失再現等。

故事描述光明與黑暗力量的衝突，結合了夢想、親情、愛情、友情、勵志，帶領觀眾穿越時空，

驚險刺激的表演將衝擊您的心房！具高度娛樂性及藝術性，老少咸宜的文創作品，不容錯過！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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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笛來了 2013 ─古典與民謠的對話

這場音樂會團員們籌備兩年，以「古典與民謠的對話」

為主題，音樂會上半場為古典篇，選自巴洛克時期到浪漫時期

有名音樂家的作品。曲目中的巴赫第二號管絃樂組曲，將由木

笛來詮釋，其中第七樂章「詼諧舞曲」，以中音木笛取代長

笛，吹出跳躍的音符，再以低音陪襯，是巴哈難得一見的幽默

作品。此外，巴洛克時期另一位代表性音樂家韋瓦第，其作品

RV580，原是四把小提琴的協奏曲，情笛以四把中音木笛為主

奏，加上其他聲部木笛的協奏，呈現出不一樣的音樂風格。上半場還特別安排兩首由一把高音木笛和

二把小提琴加上鋼琴的獨奏協奏曲，以及四把中音木笛的四重奏曲，使音樂會更具多姿多彩的風貌。

下半場為民謠篇，收集烏克蘭、義大利、西班牙、英國等各國歌謠，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綠袖

子」，為一首傳統的英格蘭民謠，這首歌曲的內容，敘述了一個君王愛上平民女孩的故事，在此改編

成木笛四部合奏的方式呈現，透過木笛甜美的音色，不禁令人聯想到英王亨利八世淒美的愛情故事。

6 / 8 ( 六 ) -
7/14(日)

「字」由「字」在—鹿鶴松書藝創作展 
開幕茶會6 / 8(六) 10:30-11:30，免費參與

傳習館

6/9(日)
10:00-12:00

講座：另類教育開創未來另類的競爭力
主講人：黃奕立，與談人：呂玉英，免費自由參加

惟和館

6/16(日)
10:00-12:00

講座：擔心我們的孩子輸在起跑點嗎?
主講人：林玉珠，與談人：廖婉如，免費自由參加

惟和館

6/19 (三) 
9:15-11:30

講座：紅樓夢―黑色的幸福
主講人：王美霞，報名電話：04-23759366

惟和館

6/22(六) 
10:00-11:30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寫文字 
透過甲骨文的書寫，與天真浪漫的文字精靈交朋友，認識中國最早
文字的爛漫風采，讓它的美妙帶領我們一起遨遊文字的桃花源。費
用：400元/人

惟和館

6/22(六) 
15:00-16:30

鹿鶴松 文字fu―文化沙龍講座―書法源流漫談與賞析
以時間為軸線，從商朝甲骨文開始，篆隸草行楷字體的形成，交錯
書法藝術發展，暢遊中國文字藝術美學之旅。費用：300元/人

惟和館

6/26 (三) 
9:15-11:30 

講座：文學與音樂的對話「深情六帖」第三帖：時間
主講人：王美霞，報名電話：04-23759366

惟和館

6/29(六) 
10:00-11:30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畫文字
西班牙藝術大師米羅的畫充滿詩意和純真的童趣，其中的線段有如大
篆跳躍舞蹈。讓我們帶著文字跳舞，享受中國大篆文字的有趣神情，
並為他們添加彩衣。費用：400元/人，親子一大一小 700元

惟和館

6/29(六)
15:00-16:30

鹿鶴松 文字fu―文化沙龍講座―書法藝術的創作與欣賞
三千年的書法藝術發展，從實用到純藝術；從古典到現代，林林總總
的表現，你知道創作者如何創作?觀賞者該如何欣賞？費用：300元/人

惟和館

6/30(日) 
10:00-12:00

講座：開啟生命教育的另一道門
主講人：陳瑞雪，與談人：羅文玲，免費自由參加

惟和館

6/8(六)
14:00-16:00 T.A.L.E講譚：老房子開啟的生活實驗―農村生活實驗場講座 105、106室

6/29 (六)
10:30-12:30
14:30-16:30

有心生活勞作課：暖暖紙膠帶燈罩
利用紙膠帶穿透性的特質，讓生活中輕盈透出瑩瑩光芒。課堂中完
成吊燈一座(含燈具)及提供臺灣菊水和紙膠帶全系列用到飽。活動當
日可憑活動收據以75折選購店內紙膠帶喔(以一次為限)！
費用：500元/人，年齡限制：無，報名請上 http :// goo.gl/Mb6Ep，
或電04-22259739

志學塾

6/30(日)
14:00-17:00

有心生活勞作課：彩虹信封手札
七個信封袋，把和家人出遊的火車票裝進去、把跟朋友一起撿到的美
麗落葉裝進去、 把跟情人看過的電影票裝進去、把滿滿的回憶通通裝
進去，在封底的筆記紙上寫下當天的心情，用精裝書皮密密地保存起
來，留著以後笑著懷念。講師：RISO ，費用：500元/人，年齡限制：
15歲以上，報名請上 http :// goo.gl/Mb6Ep，或電04-22259739

志學塾

6月每週日
14:30-15:30

2013公視假日電影院 
6/2劇情片《椰仔》                   6/9劇情片《俗辣英雄》
6/16紀錄片《源鄉大甲溪》  6/23劇情片《功夫寶島》
6/30紀錄片《睜開左眼》

志學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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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放送局                                    臺中市北區電臺街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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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六月閱讀推廣活動 

閱讀月精采 

與您相約

梧棲圖資中心

6/16 (日)
14:00-
16:00

地點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臺中市梧棲區民生路15-77號)

電話  04-26568701梧棲區圖書館陳館長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04-26870836

動漫影片欣賞《地海戰記》 6/1(六)15:30-17:00 兒童室

公視假日電影院
6 / 8 (六)、6 / 1 5 (六)、
6/22(六)、6/29(六)
14:30-16:00

3樓研習教室

布袋戲偶展 6/14(五)-7/31(三) 道卡斯藝文空間

大安區圖書館
04-26713290

「ALA凱迪克獎繪本大賞@您的圖書館」
巡迴展及親子共讀活動 6/15(六)10:00-12:00 1樓兒童室

大肚區圖書館
04-26995230

數位資源推廣「蔡志忠漫畫資料庫暨老夫
子e教室」 6/8(六)11:00-12:00 1樓視聽欣賞區

大里區圖書館
04-24962651

04-24815336(德芳分館)
04-24066049(大新分館)

「嬉哈一夏」趣味四格漫畫徵選活動 6/1(六)-8/31(六)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勵志動漫影展 6/1(六)-8/31(六) 總館、德芳館、大新館

太平區圖書館
04-22797786(太平館)
04-23920510(坪林館)

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14:00-15:00 太平館

外埔區圖書館
04-26833596 動漫專區書展 6/1(六)-8/30（五）

8:00-17:30 2樓書庫

石岡區圖書館
04-25722435

動漫繪畫研習(講師：吳信蒼) 6/29(六)、6/30(日)
9:30-11:30 3樓研習教室

週末電影院 6/8(六)、6/22(六)14:00 4樓視聽室
后里區圖書館

04-25574671
老、中、青一同認識植物生態之美講座
(講師：莊溪) 6/13(四)19:00-21:00 2樓多功能研習教室

沙鹿區深波圖書館
04-26634606

書香音樂會系列活動 6/16(日)9:30-11:00 童書室

假日說故事系列活動
6 / 2 (日 )、 6 / 9 (日 )、
6/23(日)、6/30(日)
10:00-10:30

童書室

和平區圖書館
04-25942713

親子電影讀書會 6/8(六)、6/29(六)
10:00-12:00 2樓特展室

閱讀亮點 6/1(六)-8/31(六) 谷關飯店

好書交換專區 6/1(六)-8/31(六) 1樓好書交換櫃
原住民特藏區書展 6/1(六)-8/31(六) 2樓展區

東勢區圖書館
04-25870006

閱讀護照集點獎勵
(參與本館活動、借書即可集點換好禮) 6/1(六)-8/31(六) 服務臺

神岡區圖書館
04-25620914

文化部紀錄片聯展—沉默之島 6/8(六)10:30-11:50 3樓視聽室
親子講座「開啟幼兒閱讀之門」 6/15(六)9:00-11:00 3樓視聽室

梧棲區圖書館
04-26568701

中港高中(國中部)美術班王秋燕老師個人
畫展 6/1(六)-9/30(一) 展示區

中港高中(國中部)美術班動漫畫展 6/1(六)-9/30(一) 1樓至3樓藝文走廊
清水區圖書館

04-26271597 動漫卡通電影院 每週六14:00-16:00 3樓視聽室

新社區圖書館
04-25817868 「故事棒棒糖」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10:00-11:00 兒童室

潭子區圖書館
04-25319339

動漫影展《怪獸大戰外星人》 6/9(日)14:00 3樓視聽教室
全國好書交換 6/1(六)-7/14(日) 1樓

龍井區圖書館
04-26353020(總館)

04-26520771
(山頂分館)
04-26300993
(龍井分館)

志工媽咪說故事《小狗奇普會乖乖待在家
嗎?》 6/15(六)10:00-10:30 總館幼兒區

歡樂英語故事室 每週六10:00-10:45 龍津分館兒童區

親子共讀陶藝班 每週六10:30-11:30 總館地下室

親子讀經班 每週六9:30-11:30 總館地下室

豐原區圖書館
04-25252195(圖書館)
04-25156756(藝文館)

性別議題講座(講者:吳娟瑜作家/協辦單
位:臺中市紳士協會) 6/29(六)9:00-11:00 藝文館3樓音樂廳

異想花園閱讀計畫「兒童學前啟蒙閱讀教
育」(協辦單位：臺灣東南亞姐妹會) 每週六14:40-16:20 兒少館0-3歲閱讀專區

閱讀推手—媽咪說故事 每週日14:40-16:20 兒少館1樓

王秀香個人油畫展 5/10(五)-6/30(日)
9:00-20:00 藝文館1樓複合式書庫

霧峰區圖書館
04-23334960

大嘴巴中文說故事 每週六10:00-11:00 兒童室

大嘴巴英文說故事(講師:詹曉琪) 6/16(日) 10:00-11:00 兒童室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現場有抽獎活動) 每週六14:00 2樓會議室
幸福閱讀─臺中大人日
(銀髮族當天到館借3本書就送實用小禮物) 6/23(日) 服務臺

中區圖書館
04-22252462 好書大家讀書展 6/15(六)-7/20(六) 開架閱覽室

東區圖書館
04-22830824

魔法阿嬤走到校園說故事
(採預約方式報名) 6/1(六)-6/30(日) 臺中市東區各國小

南區圖書館
04-22623497

彩虹繪本研習活動 6/2(日)14:00-16:00 大禮堂

保媽媽說故事「Guji-Guij」 6/8(六)10:00-11:30 2樓兒童室

北區圖書館
04-22362275

動漫欣賞 每週六14:00開始 地下室

動漫著色體驗 每週六11:20-12:00 2樓兒童室

南屯區圖書館
04-22533836

閱讀古典音樂,So easy So funny「普契尼經
典歌劇2-托斯卡導聆講座」
(講師:鄭冬佶，每場次提供公教人員研習
時數2小時)

6/2(日)14:30-16:30 3樓會議室

北屯區圖書館
04-22444665

創意說故事∼動漫飄香 6/8(六)10:00-12:00 2樓網路區
故事魔法屋
(適合5-13歲孩子) 每週六14:00開始 1樓親子閱讀區

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04-24229833 說故事活動 6/8(六)、6/22(六)

10:30-11:10 1樓兒童室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
心

04-26571900

2013臺中勞動影展《娘惹的滋味》 6/8(六)14:00-16:00 書香藝文館

講座「從親子共讀-與孩子分享故事繪本
的世界」
(講師:孫扶志老師)

6/15(六)14:00-16:00 書香藝文館

新住民親子成長營「大手牽小手愛讀剪
報」(名額:25對) 6/29(六) 9:00-15:00 2樓研習教室

您多久沒有閱讀了呢？去年「臺中之書」票選活動

選出的6月之書《臺灣蝴蝶阿香與帕洛克》作者江自

得，將現身梧棲圖書資訊中心，以「從臺灣蝴蝶到賽

德克巴萊」為題分享他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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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得獎作品展

林憲茂油畫創作展

「第十二屆彩墨新人賞」徵件

樂陶―樂業國小畢業生陶藝展

第3屆接力展―劉昌宏雕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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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藝六部曲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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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古文字當代名家書畫展

2013年元墨畫會聯展

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

心嚮藝境―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2013臺中國際薩克斯風大賽」開始報名

名作欣賞/謝宗興―彰化阿嬤(油畫)

認識臺中市藝術家/膠彩畫家吳榮宗、雕塑家張也、陶藝家徐美月、雕塑家劉吉川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施永銘師生水彩畫展

書情畫意―袁德炯、袁之靜父女書畫聯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 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Elephee's Walk

影片欣賞―美麗或沉淪：秀姑巒溪

影片欣賞―椰仔

舞動色彩―歐萃瑩西畫個展

2013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English Lights Up！

迪士尼音樂劇「三大經典童話故事」

水墨.數位.INDIGO―2013亞洲大學數位時尚創作展

三隻小豬―小青蛙劇團

影片欣賞―依諾之歌

影片欣賞―擺渡：淡水河

週末親子故事屋―神奇的鼓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臺灣民俗文物特展

異想花園閱讀計畫「兒童學前啟蒙閱讀教育」

親子聽故事時間―Pull Out The Turnip

第13屆依索寓言兒童畫展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小課找媽媽

3/11(一)-6/25(二)

4/18(四)-8/5(一)

5/1(三)-6/25(二)

5/4(六)-6/9(日)

5/10(五)-6/9(日)

5/11(六)-6/5(三)

5/11(六)-6/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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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日)

5/25(六)-6/23(日)

5/25(六)-7/14(日)

5/18(六)-6/16(日)

即日起至8/30(五)

6/1(六)-6/30(日)

6/1(六)-6/30(日)

6/1(六)-6/25(二)

6/1(六)-6/19(三)

6/1(六) 10:00-10:50

6/1(六) 15:00-15:30

6/1(六)10:00

6/1(六)14:00

6/1(六)-6/23(日)

6/1(六)19:30

6/1(六)13:30.16:30.19:30

6/1(六)-8/25(日)

6/1(六)19:30

6/1(六)10:00

6/1(六)14:00

6/1(六)15:00

6/1(六)-6/23(日)

每週六14:40-16:20

6/1(六)10:30

6/1(六)-6/13(四)

6/2(日)10:00-10:50

6-7月

6/1

6/2

影片欣賞―30秒過後

迪士尼音樂劇「三大經典童話故事」

2013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English Lights Up！

影片欣賞―睜開左眼

影片欣賞―時間之旅

閱讀古典音樂So easy So funny「普契尼經典歌劇2-托斯卡導聆講座」

親子聽故事時間―蘋果國王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端午捏龍舟

兒童美術作品展―幸福的孩子愛畫畫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會員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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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光明國中韶樂國樂團成果音樂會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

2013藝術Long Stay豆莢寶寶在臺中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Grizzly Dad

瓷顏―林淑蓮釉上彩瓷畫創作展

風的線條―旱蓮書會癸巳年書法聯展

吳振發抽象人物石雕展

拾穗共食木石情聯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 The Waiter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Little Wombat Went Out

影片欣賞―功夫寶島

影片欣賞―城市風裡的光

傳統戲曲饗宴：歌仔戲―人蛇姻緣

屏風表演班【第六回作品】《西出陽關》依戀版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琴瑟合唱團

流金歲月―顧文華創作個展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蓮花仙子歷險記》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瓊瑢舞蹈團《舞之饗宴》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傳統民俗小市集

2013歐陽娜娜大提琴巡迴音樂會

T.A.L.E講譚：老房子開啟的生活實驗―農村生活實驗場講座

「字」由「字」在―鹿鶴松書藝創作展

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第28屆美展

臺灣省諮議會檔案史料巡迴展覽

2013帕瀑拉五日節

2013台灣畫廊週―魔幻時刻

講座：蝶蛾一家親(講師：徐堉峰)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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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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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區藝文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表演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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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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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區藝文中心

豐原區圖書館

兒童館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港區藝術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南屯區圖書館

兒童館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兒童藝術館 B1特展區 

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

全球藝術中心

中山堂

中山堂

太平區豐年‧中山里活動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龍井區公所4樓國際會議廳

大墩文化中心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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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堂

湖心亭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放送局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各大畫廊

葫蘆墩文化中心

6/2(日)14:00

6/2(日)13:30.16:30.19:30

6/2(日)14:30

6/2(日)10:00

6/2(日)14:00

6/2(日)14:30-16:30

6/2(日)10:30

6/2(日)10:00-12:00

6/2(日)-6/28(五)

6/3(一)19:00

6/3(一)-6/26(三)

6/4(二)19:30

6/5(三)19:30

6/5(三)19:00

6/5(三)14:00-15:40

6/6(四)19:00

6/7(五)10:30-11:30

6/7(五)-9/2(一)

6/8(六)-6/19(三)

6/8(六)-7/3(三)

6/8(六)-7/3(三)

6/8(六)10:00-10:50

6/8(六)15:00-15:30

6/8(六)10:00

6/8(六)14:00

6/8(六)15:00-17:30

6/8(六)19:30

6/8(六)16:30

6/8(六)-7/14(日)

6/8(六)10:30

6/8(六)15:30

6/8(六)9:00-17:00

6/8(六)19:30

6/8(六)14:00-16:00

6/8(六)10:30-11:30

6/8(六)-6/30(日)

6/8(六)-6/30(日)

6/8(六)13:00-17:00

6/8(六)-6/16(一)

6/8(六)14:30-16:30

7

17

14

37

37

3

16

33

33

28

4

30

21

6/3
6/4
6/5

6/6
6/7
6/8

14

16

33

40

14

14

14

41

37

4

16

30

4

13

22

22

22

4

38

34

34



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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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料理鼠王

影片欣賞―香料共和國

週末親子故事屋―歡喜巫婆賣掃把

親子聽故事時間―Frog Prince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眉毛要搬家

影片欣賞―俗辣英雄

屏風表演班【第六回作品】《西出陽關》依戀版

珍珠帶編織包(上)

《2013情韻躍升 中平飛揚―愛族群音樂會》臺中市立中平國中

2013ㄧ起show管樂―大明國小管樂團成果發表會

FUN粽一夏  童趣慶端午

影片欣賞―米其林廚神

影片欣賞―美味關係

週末親子故事屋―英文繪本故事 No  David

親子聽故事時間―愛的大冒險―龍舟王國

102年度端陽祭

端午節活動―端午香包滿情懷、異國料理一起來

第22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樂光響宴―2013雅中音樂發表會

老、中、青一同認識植物生態之美講座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The Mulberry Bush

臺中市潭陽國小管樂團—2013年畢業暨傳承音樂發表會

追分國小2013畢業音樂會

星光滿天―2013典藏陶藝特展

悠遊自在―陳佑端水墨作品展

果陀劇場―《搶錢的世界》

752畫會油畫創作展

找回老阿嬤的回憶―劉麗玉個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You're Welcome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King Big Wig

影片欣賞―睜開左眼

影片欣賞―淑女之夜Lady's Night

2013年6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隨心而畫―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2013懸菖掛艾．話端午―威勁龍獅武術戰鼓團《齊天大聖鬧龍宮》

吹出我們的夢想―惠文國小直笛團成果發表會

影片欣賞―小偷／我的狗男友

影片欣賞―煙火／美麗鏡界

週末親子故事屋―老鼠湯

「ALA凱迪克獎繪本大賞@您的圖書館」巡迴展及親子共讀活動

果陀劇場―《搶錢的世界》

親子聽故事時間―蠟筆盒的故事

兒童繪畫教育觀念推廣美術作品展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愛的大冒險：龍舟王國

【YouTuba】臺灣青年管樂團×土巴音樂會

影片欣賞―依諾之歌

珍珠帶編織包(下)

2013奇幻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童謠滾滾嘉年華》

影片欣賞―萬里尋母―從來沒有忘記你

影片欣賞―零下40度的思念

臺中每月之書講座 「從臺灣蝴蝶到賽德克巴萊」

親子聽故事時間―My Friends 

「2013英語閱讀饗宴之自在慢讀」By Nature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Petunia

馬里克俐安鋼琴獨奏會

許惠品與徐頌仁2013鋼琴獨奏會

「航空進行曲」翁鴻盛當代繪畫創作展

窗‧景―簡鎮源攝影展

移形、換境、氣合―郭秀美山水畫展

舞台劇―《愛‧時尚》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劉孟琳、陳姵雯創作聯展

冥思的物件―Darryl Bisson個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Fire�ghter Ted

影片欣賞―時間之旅

影片欣賞―公主與王子

2013年全省巡迴演出「桌上劇場~皇帝與夜鶯」―偶偶偶劇團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

鹿鶴松 文字fu ―文化沙龍講座

臺灣膠彩畫協會―第三十一屆臺灣膠彩畫展

竹林國小管樂―響樂竹藝

102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廣場―海風樂團

講座：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講師：胡國強)

影片欣賞―靈魂餐廳

影片欣賞―美味愛情甜蜜蜜

週末親子故事屋―最後的魔法

親子聽故事時間―蝴蝶的新衣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老鼠湯

影片欣賞―小偷／我的狗男友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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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臺灣民俗文物館

臺中兒童藝術館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港區藝術中心

后里區圖書館

大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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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堂

文英館

文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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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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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區圖書館

中山堂

兒童館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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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棲圖資中心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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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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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區藝文中心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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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6/8(六)10:00

6/8(六)14:00

6/8(六)15:00

6/8(六)10:30

6/9(日) 10:00-10:50

6/9(日)14:00

6/9(日)14:30

6/9(日)10:00-12:00

6/9(日)14:30

6/9(日)14:30

6/9(日)10:00-16:30

6/9(日)10:00

6/9(日)14:00

6/9(日)15:00

6/9(日)10:30

6/9(日)10:00-16:00

6/9(日)9:30-14:00

6/10(一)-8/30(五)

6/11(二)19:30

6/13(四)19:00-21:00

6/14(五)10:30-11:30

6/14(五)19:30

6/14(五)19:30

6/14(五)-7/21(日)

6/14(五)-7/14(日)

6/14(五)19:30

6/15(六)-7/3(三)

6/15(六)-7/3(三)

6/15(六)10:00-10:50

6/15(六)15:00-15:30

6/15(六)10:00

6/15(六)14:00

6/15(六)14:00-20:00

6/15(六)-7/28(日)

6/15(六)19:30

6/15(六)14:30

6/15(六)10:00

6/15(六)14:00

6/15(六)15:00

6/15(六)10:00-12:00

6/15(六)19:30

6/15(六)10:30

6/15(六)-6/27(四)

6/16(日)10:00-10:50

6/16(日)19:30

6/16(日)14:00

6/16(日)10:00-12:00

6/16(日)19:30

6/16(日)10:00

6/16(日)14:00

6/16(六)14:00-16:00

6/16(日)10:30

6/19(三)14:00-15:40

6/21(五)10:30-11:30

6/21(五)19:30

6/21(五)19:30

6/22(六)-7/10(三)

6/22(六)-7/10(三)

6/22(六)-7/10(三)

6/22(六)14:30.19:30

6/22(六)-7/3(三)

6/22(六)-7/10(三)

6/22(六)-7/10(三)

6/22(六)10:00-10:50

6/22(六)15:00-15:30

6/22(六)10:00

6/22(六)14:00

6/22(六)19:30

6/22(六)10:00-11:30

6/22(六)15:00-16:30

6/22(六)-7/21(日)

6/22(六)14:30

6/22(六)16:30

6/22(六)14:30-16:30

6/22(六)10:00

6/22(六)14:00

6/22(六)15:00

6/22(六)10:30

6/23(日)10:00-10:50

6/23(日)14:00

6/16

6/21
6/19

6/22

6/23

6/10

6/9

6/13
6/14
6/11

5

34

14

38

13

35

39

35

10

11

15

23

38

4

4

9

29

35

39

4

43

23

23

24

24

39

41

41

15

15

8

6/15



活動總表

48

影片欣賞―吐司：敬！美味人生

影片欣賞―料理絕配

週末親子故事屋―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親子聽故事時間-Brown Bear,Brown Bear,What do you see?

國立清水高中音樂班第十屆成果發表會

朱宗慶打擊樂團2013擊樂劇場―「新版」木蘭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Where Can Bunny Paint?

當士兵遇見卡門-2013薪傳打擊樂團擊樂劇場音樂會

你在渴望什麼―呂小涵個展

兒童室「Story Happy & Fun」 -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兒童室「English Corner Time」- Cornelius

影片欣賞―303

影片欣賞―美麗鏡界／煙火

文化藝術講座活動【饒夢霞教授】：許彼此一個未來~談人際關係與家庭

第二十五口全新大戲《東方夜譚II―狐說八道》

聲癮―曾偉豪聲音裝置互動展

林俊良：壓力與AQ管理―跟失眠說bye bye

魔浪超劇場《魔幻極境―拉斯維加斯大型魔術秀．臺灣世界巡迴》

有心生活勞作課：暖暖紙膠帶燈罩

有心生活勞作課：暖暖紙膠帶燈罩

文字好好玩―文字體驗活動

鹿鶴松 文字fu ―文化沙龍講座

台積心築藝術季―決‧戰 黑白 Piano Battle

臺中市采韻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青年團―最重要的小市

講座：賞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天才(講師：盧蘇偉)

影片欣賞―天山腳下母親的家

影片欣賞―我的青春ㄌㄨˋ

週末親子故事屋―奇幻蛇郎與紅花

親子聽故事時間―Whale 

「我愛福爾摩莎」丘尼兒幼兒園期末美術成果展

兒童室「大姊姊說故事」―蘋果國王

影片欣賞―想去天上的小和尚

情笛來了2013―古典與民謠的對話

影片欣賞―結婚，不結婚

影片欣賞―不愛練習曲

勇闖黑森林―蘋果劇團

親子聽故事時間―小猴與小兔的壞習慣

有心生活勞作課： 彩虹信封手札

102年兒童藝術夏令營活動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中山堂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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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臺中放送局

臺中放送局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圓滿戶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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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

兒童館

大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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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

臺中放送局

兒童館

6/23(日)10:00

6/23(日)14:00

6/23(日)15:00

6/23(日)10:30

6/23(日)19:30

6/26(三)19:30

6/28(五)10:30-11:30

6/28(五)19:30

6/29(六)-7/28(日)

6/29(六)10:00-10:50

6/29(六)15:00-15:30

6/29(六)10:00

6/29(六)14:00

6/29(六)14:00-16:30

6/29(六)14:30.19:30

6/29(六)-7/31(三)

6/29(六)14:30-16:30

6/29(六)19:30

6/29(六)10:30-12:30

6/29(六)14:30-16:30

6/29(六)10:00-11:30

6/29(六)15:00-16:30

6/29(六)19:30-21:00

6/29(六)-7/21(日)

6/29(六)19:30

6/29(六)14:30-16:30

6/29(六)10:00

6/29(六)14:00

6/29(六)15:00

6/29(六)10:30

6/29(六)-7/11(四)

6/30(日)10:00-10:50

6/30(日)14:00

6/30(日) 14:30

6/30(日)10:00

6/30(日)14:00

6/30(日)14:30

6/30(日)10:30

6/30(日)14:00-17:00

7/16(二)-7/26(五)

6/26
6/28
6/29

6/30

7月

6

40

40

24

16

41

41

41

41

28

15

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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