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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導覽

逍遙「樂」臺中  悠遊「漫」文化

一起乘著悠揚樂音度過夏天的熱吧！一年一度廣受市民朋友喜愛

的「逍遙音樂町」將於本月揭開序幕，內容多元、場次眾多的表演節目，

讓您在薰風徐徐的夜晚跟著音符擺動，隨著旋律逍遙放鬆，和大家一

起品味聽覺饗宴，感受音樂魅力。

今年的「臺中動漫力」為大朋友、小朋友帶來精采的活動，看動漫、

聽歌曲、玩 Cosplay，不同主題輪番上陣，邀您前來大台中國際會展中
心體驗動漫文化、豐富暑期生活。

媽祖是臺灣重要的民間信仰之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歡迎民眾報名

參加「媽祖公仔設計徵件比賽」，以臺中媽祖為主體結合地方文化特

色，等您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賦予媽祖不同以往的新氣象。除此之

外，邁入第十四屆的臺中彩墨藝術節今年以「蝴蝶」為主題特別舉辦

「蝴蝶創意設計暨彩繪大賽」，等您 Show創意！快拿起畫筆揮灑獨一
無二的蝴蝶，讓它用翅膀帶你遨遊彩墨的藝術世界。

藝術之美無所不在，它在生活中流動、交織為城市的人文氣息，趁

著暑期，不妨和家中小朋友一同悠遊臺中，感受文化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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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悠遊樂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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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
遙音樂町活動今年堂堂邁入第 12 年，每年 7 至 8 月暑假期間，在臺中市各區廣場或公園

舉辦戶外音樂會，總是吸引許多民眾趁著暑氣稍降的時刻，和入夜吹來的涼風一起，追尋

音符在夜空踩下的足跡。今年活動從 7/3（五）起至 8/28（五），週五或週六 19:30，共有 27 場

戶外音樂會，在臺中市 27 區戶外公共空間舉辦，總計邀請 120 組表演團隊或個人參與演出。

音樂町的每場活動，都由各區公所精心規劃安排，結合各區藝文特色或節慶，每個場次皆

獨具特色，各種音樂類型應有盡有，從國樂到西樂、古典到流行，每一場都是截然不同的聽覺

饗宴。

「在地化」的演出是逍遙音樂町最大的特色之一，提供臺中當地表演團隊展演與交流平臺，

充分展現臺中市音樂團體的藝術動能，包括臺中市學校學生社團及臺中市立案演藝團體、街頭

藝人、社區表演團體及其他在地表演團隊，讓市民朋友不用往太遠的地方奔波，就近聆聽在地

好聲音，感受「夏」一個幸福。

「2015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在外埔區親水公園率先登場，最後一天活動則於北區、石岡區、

神岡區壓軸。歡迎市民朋友扶老攜幼走至戶外，在公園、街角與美妙的歌聲及樂曲相遇，在逍

遙音樂町裡用感性的力量，敲擊觸動心田的每道音符，讓夏夜晚風譜上悠遊的節奏，在一天的

繁忙過後，靜靜感受美好的生活。

文／劉俊輝　圖／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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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地點

7/3（五）19:00 歡樂洋溢 幸福外埔 外埔區親水公園

7/4（六）19:00 潭子愛樂 多管齊夏 潭子區戶政事務所對面公園（停車場）

7/10（五）18:30 希望北屯 幸福寶島之聲 北屯區臺灣民俗文物館戶外廣場

7/10（五）18:30 清水 Gomach ─聆聽山與海的聲音 清水區公所前廣場

7/10（五）19:00
轉角樂見愛─向 Papora 說聲 Hi ～
音樂會

沙鹿區公所前廣場

7/11（六）19:00 深耕大肚文化之美音樂會 大肚區磺溪書院前廣場

7/11（六）19:00 親客賞樂在東勢 東勢區南平里復興宮

7/11（六）19:00 樂音飛揚 逍遙龍井 龍井區公所前廣場

7/11（六）19:30 夏夜晚風 民歌輕唱 fun 西屯 西屯區河南路三段與市政北二路旁廣場

7/11（六）19:30 鼓動 ‧ 扣人心弦 霧峰圖書館前廣場

7/17（五）19:00 愛在臺中 情定烏日 真情日記音樂會 烏日區僑仁國小前廣場

7/17（五）19:30 大雅音樂夜～古典 ‧ 經典 ‧ 輕搖滾 大雅區大雅公園

7/18（六）19:30 南屯仲夏樂音飛揚 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文心路一段與大墩七街口）

7/25（六）18:30 幸福響叮東音樂會 東區大智公園

8/1（六）18:50 交響爵士金曲之夜 中區繼光街商圈（繼光街、中山路口）

8/1（六）19:30 仲夏夜 ‧ 海風音樂會 大安區海墘國小

※本表活動場次僅列至 8/1（六）

「2015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各區活動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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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屯區藝文中心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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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臺中市文化專車

報名資格
一般專車：建議10歲以上兒童參與，每人最多報名4人，每人限報名一路線、一日期。　
銀髮族專車：每人最多報名6人，其中至少1位須為65歲以上銀髮族，每人限報名一路線、
　　　　　   一日期，並以三代同堂為主要對象。

              *以上專車於第一梯次已參與過活動之正取與備取後錄取之民眾無法再次報名。

第二梯次
7/13-15報名

報名與錄取方式

耳目藝新玩工藝

葫蘆墩文化中心 ▼  大忠社區(木製杯墊DIY) ▼  精明商圈午餐 ▼  自由人藝術公寓 

▼范特喜微創文化(文創街區漫遊) ▼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謹告陶漆藝術空間(漆藝DIY) ▼豐原廟東午餐 ▼筱雲山莊

▼摘星山莊 ▼港區藝術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鰲風窯(陶藝DIY) ▼一中商圈午餐 ▼威勁龍獅武術戰鼓團(戰鼓表演及體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楓樹社區(社區漫遊，麻芛果凍DIY) ▼南屯老街、南屯市場附近午餐

▼創價學會(藝文導覽) ▼臺灣印刷探索館(古騰堡印刷機及檢鉛字體驗) ▼屯區藝文中心

藝覽無遺巧技藝

7/25　．7/26　．8/8　 　．8/9　 　．8/22　．9/5　．10/17六 日 日銀 銀六 六 六 六

六 日 日日六 六銀 六 銀

藝氣風發讚武藝 8/1　．8/2　 　．8/15　．8/16　．8/29　 　．9/19

7/25　 　．7/26　．8/8　．8/9　．8/23　．9/12　 　．10/24

日 日六 六六銀 日 銀

熱情洋藝獻手藝 8/1　．8/2　 　．8/15　 　．8/16　．8/30　．10/3六 六 六日 日日 銀 銀

報名費用 每人需繳交活動費用100元，參與名單公布後五天內繳費。
本活動費用一經繳交，一律不予以退還。

1.報名方式：文化局網站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點選上方「悠遊臺中有藝思」進入。
2.銀髮族電話報名：04-2372-3823．0965-442-297　　3.錄取方式：皆以電腦隨機抽籤決定。

報名時間 第二梯次：7月13日 - 7月15日，銀髮族電話報名：9:00-12:00，13:30-17:00。

第二梯次
7/25－10/24
09:00－17:00

：銀髮族專車銀

：路線行走時間

較長，請考量身體

狀況斟酌報名

活動查詢電話：

04-2228-9111
分機25209、25210

指導
單位

主辦
單位

主辦
單位

台中市文教基金會台中市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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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藝術節」自 2007年起，每年皆規劃在兒童節期間舉辦活動，藉由這樣的活動，

激發小朋友對藝術的興趣。也希望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活動，凝聚家庭成員間的感情，帶給孩子美

好的回憶。

2015臺中市兒童藝術節朝「地點變多、時間變長、內容更豐富」三大方向進行。在 7月暑

假期間，由大開劇團、小青蛙劇團、頑石劇團、童顏劇團以及極至體能舞蹈團在港區藝術中心演

藝廳、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帶來精采的演出，並到各區圖書館帶來包括肢體體驗、藝術手作、

說故事劇場等各式各樣的節目，保證精采可期。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一遊‧玩‧演》

7/4(六 ) 14:00霧峰區圖書館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一遊‧玩‧演》

7/18(六 ) 14:00中區圖書館

大開劇團《好久茶的秘密 3- 邱罔舍》

7/11(六 ) 14:30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一遊‧玩‧演》

7/5(日 ) 10:00、14:00北屯區圖書館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一遊‧玩‧演》

7/25(日 ) 14:00東區圖書館。（7/1起凡借 10本
書籍，贈票一張，索完為止）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

7/11(六 ) 19:30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小青蛙劇團《新小紅帽》

7/4(六 ) 10:00北區圖書館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 -金斧頭銀斧頭》

7/12(日 ) 14:00大雅區圖書館

極至體能舞蹈團《背包客歷險記》

7/11(六 ) 14:00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 -金斧頭銀斧頭》

7/5(日 ) 14:00梧棲區親子閱讀館（原圖資中心）

頑石劇團《樹蛙小莫流浪記》

7/18(六 ) 19:30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 -金斧頭銀斧頭》

7/11(六 ) 15:00太平區坪林圖書館

(活動前 1小時開放索票入場 ) (活動前 30分鐘開放入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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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木火，字世懷，擅水墨創作，號「水墨行者」，其創

作等身，致力於水墨推廣不遺餘力，門下英才輩出。他喜以

自然為師，深入群壑，沐浴山林，進一步繪出千變萬化；更

首創「龍擘皴」，以心靈為體，龍韻為幹，龍行為境，意隨

筆至，描繪心靈寄於山川縹渺之間。

藝術家潛心耕耘書畫，寄寓筆墨，寫意人生，彰顯農家

哲學。在創作上，他集抽象、寫實於一體，筆墨純熟穩健；

其畫如行龍穿雲，漫妙灑脫，氣韻生動，古拙勁拔，風格獨

樹一幟。「大地行旅」展現東方水墨下的多種風貌，有澄淨

雋逸、真趣灑脫；有禪意入畫、浪漫壯麗；有壯闊山水、鄉

情描寫等，自然山水的多姿樣貌，萬物靈動的飽滿生息，皆

在大師筆下栩栩呈現，歡迎愛好藝術的朋友們一同參與這場

藝術饗宴。

臺灣柴燒研究會發起人王龍德老師，運用複合媒材於陶藝

創作中，作品獨樹一幟，透過熟稔的技法及慣用的表現方式來

展現其藝意，以達到與觀者之間的互動及內在心靈之悸動。此

次「陶居系列」所探討的是陶藝品與人、生活及自然環境之間

的關係，作品以實用形式為思考，摻和現代陶藝造型語彙，主

體結合「心窗」來詮釋對自然及生活的觀照，在我們日常生活

當中注入形而上的美學因子，型塑陶器、形塑生活方式，美善

周邊環境進而沉靜心靈，是這一系列作品─「陶居」的創作思

維及期待。

─水墨行者何木火個展

時間│ 7/11（六）∼ 7/29（三）9:00 ∼ 21:00，週一休館

開幕式│ 7/11（六）15:3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時間：7/11（六）∼ 7/29（三）9:00∼ 17:00，週一休館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王龍德醉陶展居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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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代的臺灣，是林智信老師記憶裡最美好也最懷念的時代；雖然是物質

生活匱乏的農業社會，但是民風純樸，人們守信互助、講信修睦、少見紛爭，到

處呈現一片祥和的景象。白天時而雞啼狗吠、時而有市井攤商吆喝聲，黃昏之際，

瓦厝屋頂炊煙裊裊，那是一種單純、質樸的快樂生活。

林智信老師將這些在生命記憶裡的感動彩繪到畫布上，讓雪泥鴻爪不會變成

過往雲煙，而是可以化為永恆留存在歷史的軌跡上。

芬芳寶島：憶象 1950 年代的臺灣

林智信彩繪展 

時間│ 7/11（六）∼ 9/6（日）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 7/11（六）15:0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 A（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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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 2015年暑期「夏日足跡藝術營」系

列活動，預計於民國 104年 7月 4日開始，至 8月 21

日為止。結合魔術、烏克麗麗、漫畫速寫、樂高積木、

競技疊杯、溜溜球、食物黏土、山水油畫等多元化的

主題課程，讓參與的學子們，體驗各類表演的新奇及

趣味性，進而培養、延伸對人文藝術的素養及興趣。

臺中市書法學會創立於民國 55年，至今已有 48年歷史。

書法藝術雖是單純的黑白藝術，但黑白之間透出許多藝術的覺

知，線條的穿插或擺盪，都傳遞許多生命的美學及空間流動的

美感。臺中市書法學會有許多的資深、新生代書法家，會員們

秉持著對藝術的堅持，平時一筆一畫累積能量，透過一年一

度的會員展，展現書法美學的功力及學習的軌跡，希望透過作

品，吸引更多民眾加入書法世界。

今年會員聯展為擴大辦理，特別邀請日本鳥取縣書道聯合

會共襄盛舉，讓臺、日文化交流及書法創作邁向新的里程碑。

雖然臺中市與鳥取縣風土民情多有不同，但以書法為共同的藝

術語言，經由交流展深入地實際接觸，更能了解不同環境背

景，對書法藝術傳承的差異性與共同性。也期待藉由書法藝術

的交流，開闊民眾的藝文視野，體會書法藝術之美。

時間│ 7/4（六）∼ 8/21（五）9:00∼ 17:00，週一休館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B1藝享空間（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報名已額滿

時間│ 7/10（五）∼ 8/2（日）9:00∼ 17:30，週一休館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展覽室 B（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開幕式│ 7/11（六）10:00

20152015

書法國際交流展
2015 臺灣臺中市   ？日本鳥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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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葫蘆墩文化中心邀請朱宗慶打擊樂團─巫欣璇老

師進行示範演奏，藉由個人豐富的經驗及精湛的技巧，以

示範演奏的方式帶領親子進入打擊樂器的世界。

講座中，親子不但可以享受純粹的音樂外，也能有機

會接觸到創新趣味的音樂演奏方式。親子能藉此對打擊樂

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並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在打擊樂器

的介紹上，將透過遊戲與打擊樂器的結合來傳達多元的音

樂意涵，豐富親子的視覺與聽覺感官。

這次的泥染展出，是由弘光科技大學文

化創意產業系助理教授廖倫光策畫，針對在

地的紅土及各地的土礦染料，在系上師生及

弘光陶雕創意社近期的創意開發下，給予具

現與推廣。

展出內容有礦物染前世今生、五色與火

山泥染、大肚夕照染布品、紅土染小小手飾

等。目標在傳承在地的礦物染經驗，增進大

肚山紅土的文創發展，推動礦物染體驗與教

育推廣。

礦物染是將石頭與土塊打碎變粉末，粉

末加水變泥漿；上層泥漿取之染布，下層取

之作陶。火山泥還可以做豆腐。泥染風華，

確實讓人大開眼界。

時間│ 7/5（日）14:30

票價│免費入場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講廳（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朱宗慶打擊樂團
擊 樂 推 廣 藝 文 講 座

大肚山紅
礦物染的深層邂逅

時間│ 7/4（六）∼ 8/16（日）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 7/4（六）14:0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1樓文創交流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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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103/10/24（五）～8/2
（日）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竇加大展 亞洲現代美術館

6/6（六）～8/30（日）
夢我所夢─
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臺灣站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1展覽室

6/10（三）～7/9（四）
14:00～20:00

《1617轉角藝術季》
三人藝術聯展─就是不一樣的藝術

秋紅谷三A 
HOUSE展覽館

6/25（四）～9/23（三） 臺中市卉庭創意畫室立體作品展
惠中樓暨文心樓
2至10樓藝術廊道

6/25（四）～9/29（二）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2015巡迴美展

文心樓1至10樓
藝術廊道

6/25（四）～8/18（二）
臺中市卉庭創意畫室師生聯展
（平面作品展）

惠中樓1至10樓
藝術廊道

7/1（三）～8/23（日）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
「玩轉印象‧新視界」館際交流展

臺中市兒童藝術館

7/10（五）
「版話‧故事印記─橡皮擦雕刻展」
聯展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
段10-5號，文英館2樓）

7/11（六）～7/13（一）
ART TAICHUNG 
2015台中藝術博覽會

臺中日月千禧酒店
14～17樓

表演

7/4（六）19:30～22:00 民歌40巡迴列車台中演唱會
（大大娛樂02-2754-6111） 圓滿戶外劇場

7/11（六）16:00～17:30 104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舞臺活動
─余欣舞蹈團

湖心亭周邊廣場

7/11（六）19:30～21:00 2015台積心築藝術季─
夏日星空音樂會

圓滿戶外劇場

7/25（六）16:00～17:30 104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舞臺活動
─亦姬舞蹈團

湖心亭周邊廣場

8/1（六）19:30～22:00 風箏的孩子與四個朋友演唱會
（寬宏售票系統02-2509-0333） 圓滿戶外劇場

7/4（六）14:30
臺中青年絲竹樂團
《長城隨想─臺中青年絲竹室內樂團
2015夏季音樂會》✽

中山堂

7/5（日）19:30 臺中市私立飛鳳舞蹈短期補習班
《飛鳳舞躍2015》 中山堂

7/9（四）14:30 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女中熱舞社第十屆獨立舞展》

中山堂

7/10（五）19:00 國立中興大學合唱團 中山堂

7/11（六）14:30 國立台中家商管樂社成果發表會 中山堂

7/12（日） 14:30 無限創意表演團《愛，你不懂》歌舞劇 中山堂

7/16（四）19:30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2015天籟松筠國樂聯合音樂會》

中山堂

7/18（六）19:30 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
《合唱大聯盟系列─布蘭詩歌》✽

中山堂

7/19（日） 14:30 大中國樂團《琴牽情緣─大中國樂團
2015年度音樂會》✽

中山堂

7/22（三）19:30 台灣絃樂團2015 SIGMU音樂會─
嘻音哈樂系列《大寶的異想世界》

中山堂

7/25（六）19:30 優樂國樂團2015年度音樂會「故鄉
情」✽

中山堂

7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電話

04-2228-9111

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號（臺灣大道市政大
樓惠中樓 8樓）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 17:30，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交通方式

公 車：48、57、73、77、83、
85、86、88、146、168、199

中山堂

電話︰ 04-2230-3100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8號
交通方式︰臺中客運 35 路，
統聯客運 25、61、159路，
東南客運 67路，高鐵快捷公
車

湖心亭

地址︰臺中市北區公園路37-1號

圓滿戶外劇場

電話︰ 04-2380-6458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 1
段 289號
交通方式︰全航客運 5路，豐
榮客運 89路，臺中客運 60、
70路，統聯 73、81、85、53路

售票演出

✽兩廳院售票系統
電話︰ 04-2208-0128
http://www.artsticket.com.tw

✽年代售票系統
電話︰ 04-2292-5321
http://www.ticket.com.tw

活動訊息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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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日）14:30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江湖任我行─陳培仁、甘佳勳獨奏
會》（自行售票系統04-2483-9076） 中山堂

8/1（六）19:30 2015皇家兒童舞蹈團公演
（自行售票系統0911-123-865） 中山堂

8/2（日）14:30 崇正國樂團《抒情變奏曲》✽ 中山堂

活動

即日起～7/10（五） 風吹千里尋媽祖─媽祖公仔設計徵件比賽 藝文推廣科

即日起～8/10（一） 「Show My Wings～蝴蝶創意設計暨彩繪大賽」徵件 視覺藝術科

7～8月 2015臺中樂器嘉年華─樂器演奏比賽 報名訊息 后里區

7/1（三）～7/31（五） 臺中市藝術亮點收件評選活動開跑！ 藝文推廣科

7/3（五）～8/1（六） 2015臺中逍遙音樂町（詳細內容請參考P.5）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表演藝術科

7/4（六）16:00 《1617轉角藝術季》民歌搖滾泡茶趴 雙橡園1617新案基地

7/4（六）、7/11（六）、
7/18（六）、7/25（六）
10:00～16:30

清水小願藝樹市集 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7/5（日） 104年臺中市藝術亮點：生活亮藝點嘉年華 西區草悟道B區

7/25（六）～10/24（六）
悠遊臺中有藝思─2015臺中市文化專車第二梯次活動
（活動費用100元）

臺中市各藝文景點

8/1（六）～8/2（日） 2015臺中動‧漫‧力（活動詳情請參考P.22）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9/1（二）～9/11（五） 104年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徵件 視覺藝術科

兒童藝術節

7/4（六）10:00 小青蛙劇團《新小紅帽》（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北區圖書館

7/4（六）14:00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霧峰區圖書館

7/5（日）10:00、14:00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金斧頭銀斧頭》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梧棲區親子閱讀館
（原圖資中心）

7/5（日）14:00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北屯區圖書館

7/11（六）14:00 極至體能舞蹈團《背包客歷險記》
（活動前1小時開放索票入場）

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7/11（六）14:30 大開劇團《好久茶的祕密3～邱罔舍》
（活動前1小時開放索票入場）

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7/11（六）15:00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金斧頭銀斧頭》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太平區坪林圖書館

7/11（六）19:30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龍寶奇遇記》
（活動前1小時開放索票入場）

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7/12（日）14:00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金斧頭銀斧頭》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大雅區圖書館

7/18（六）14:00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活動前30分鐘開放入場）

中區圖書館

7/18（六）19:30 頑石劇團《樹蛙小莫流浪記》
（活動前1小時開放索票入場）

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7/25（六）14:00 童顏劇團《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7/1起，凡借10本書籍，贈票1張，贈完為止。）

東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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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臺中市兒童藝術館

7/1 8/23
（三） （日）

「玩轉印象‧新視界」展出版畫巨匠倪朝龍教授手工刻畫的「大

臺中水印木刻版畫」、吳望如先生策畫的「吾島守護神風獅爺」藏書

票及武強年畫等精彩作品，並規劃多版種配套教學─結合新式媒材（合

成木、樹脂板、複合板等替代素材）的體驗活動，讓親子一起共學共

體驗。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
「玩轉印象 ‧ 新視界」館際交流展

《夢我所夢─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以全面且多元的方式呈

現草間彌生跨度 60年的豐富創作脈絡，展品有繪畫創作〈無限的

網〉（In�nity Net）系列 、裝置〈為摯愛的鬱金香永恆祈禱〉（With 

All My Love for the Tulips, I Pray Forever）、軟雕塑〈再生時刻〉（The 

Moment of Regereration），以及影像作品〈曼哈頓自殺慣犯之歌〉

（Song of a Manhattan Suicide Addict），更特別推出其近期最新創

作〈我的永恆靈魂〉（My Eternal Soul）系列，綺麗多彩的繪畫作品，

展露草間源源不絕的藝術創作能量。

∼
週二至週五 9:00∼ 17:00；週六、週日 9:00∼ 18:00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1展覽室
全票 280元、團體票 220元

6/6 8/30
（六） （日）

夢我所夢─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臺灣站

「版話‧故事印記─橡皮擦雕刻展」聯展將由國內知名

橡皮擦雕刻創作家黃建彰先生策劃，邀請全國各地創作者以臺

灣大小事及故事為主題，採接力方式進行創作，藉由生活化及

故事性的手作橡皮擦雕刻，讓更多人能瞭解版印。

「版話 ‧ 故事印記─
橡皮擦雕刻展」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週一休館
文英館 2樓，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

7/10 9/6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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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中在公私部門的齊心推動下，藝文能量近年越顯豐

沛蓬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長久以來致力於平衡臺灣南北

藝文資源，扶植藝文產業發展。

第三屆「ART TAICHUNG 2015台中藝術博覽會」更進一步擴大

規模，匯集海內外 62間國內外畫廊、多達 300位藝術家的精彩作品、

深度週末藝術講座、今夏最具有臺中都會特色的藝文活動、串聯美

術館及周邊藝文空間，讓當代藝術點亮城市的各個角落 !

週六、週日 12:00∼ 19:00，週一 12:00∼ 18:00   
臺中日月千禧酒店 14∼ 17樓（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77號）
全票 150元、優待票 100元

7/11
（六）

∼ 7/13
（一）

ART TAICHUNG 2015 台中藝術博覽會

愛，讓人摸不著頭緒，卻又無時無刻在你我的身邊盤旋，無私的

愛你曾擁有嗎？懵懂的你了解多少？愛的付出讓人為之動容，愛的回

饋讓人感動萬分，無限創意希望透過歌舞劇的演出傳達愛的真理，以

家庭為主軸衍生與鄰居、同事、朋友等互動，在面對現實社會的壓力下，如何保持愛的熱誠？

即日起免費索票，請寄 25元掛號回郵，索完為止。每人限索 4張，請務必在信封上註明：場次、

姓名、張數、聯絡電話，收件人：翁香平小姐（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一街 6巷 6號 15F之 2），電話：

0970-233-212

無限創意表演團《愛，你不懂》歌舞劇

14:30   中山堂
免費索票入場

7/12
（日）

2014世界合唱大賽金牌得主─「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

將串聯中部各界樂手及合唱人攜手打造《合唱大聯盟》，為中部

地區創下難得一見的合唱盛世。

《合唱大聯盟》的序曲，以氣勢磅礡、震攝人心的合唱史詩「布蘭詩歌」開場，由多達 250位

合唱團員及 81人組成的管絃樂團共同演出。此次還特別邀請中生代聲樂家─詹佳穎老師、張耀文

老師、蔣嘉文老師擔任獨唱，美聲高手雲集，精采可期。

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
 《合唱大聯盟系列─布蘭詩歌》

19:30   中山堂  
$300, 500,800,1200 元（年代售票）

7/18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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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報名 9:00∼ 24:00（銀髮族電話報名 9:00∼ 12:00，13:30∼ 17:00）
活動費 100元（抽籤決定參與名單）

7/13 7/15
（一） （三）

臺中市文化專車是一個以週末

專車形式辦理的藝文參訪活動，藉

由寓教於樂的參訪路線安排，讓大

家認識臺中市豐富的藝文資源、體

驗藝文與創作的美好。今年第二梯

次四條路線即將在 7/13（一）∼

7/15（三）開放報名，臺中市文化

專車將繼續帶領大家探訪更多「有

藝思」的古蹟、社區、藝文中心、

文創街區等藝文景點，有興趣的朋

友歡迎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www.culture.taichung.gov.tw）或

至活動專網（www.2015bus.secondstore.com.tw）查詢。

2015 臺中市文化專車第二梯次報名

∼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8/1 8/2
（六） （日）

6/24（三）～ 7/19（日）Cosplay 景點攝影會

於臺中公園湖心亭、市長公館、臺中文學館、臺

中刑務所演武場、臺中放送局等五個特色場地舉辦主

題攝影會，其徵集攝影作品於文化局網頁呈現，並於

臺中動‧漫‧力兩日活動中攝影展輸出展示。

（詳情請上開拓動漫官 www.f-2.com.tw報名）

8/1（六）～ 8/2（日）臺中動漫力攝影聯展

結合臺灣在地動漫，藉由舉辦本土的 Cosplay

系列活動（含 Cosplay主題大賽、Cosplay變裝秀、

Cosplay景點攝影會、Cosplay舞台劇等）、原創動漫

主題書展、本土動漫文創特展、臺灣本土動畫影展、

漫畫家簽名會等多元豐富的活動，提供臺灣動漫人才

與團體一個創作發表的平臺，讓廣大的民眾透過活動

認識臺灣獨特的動漫文化特色與原創精神。

2015 臺中動．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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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玩節已於今年邁入第20年，今年以「飛」為
主題，從「展覽」、「演出」、「遊戲」、「
交流」四大主軸發展，規劃兩大主題展覽館、
邀請來自20國22團青少年與兒童民俗舞蹈表演
團體，現場並有新奇刺激的水域及陸域設施，
將再次擄獲大小朋友的心。
「2015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7月4日至8月23
日的早上9點到晚上7點，共51天，和大家相約
在冬山河親水公園，共享歡樂時光！

※詳細資訊可至童玩節官網www.yicfff.tw查詢。



4/1（三）∼ 6/29（一） 

美好時光
預約參觀 （週一休館）
財團法人豐邑文教基金會 豐藝館

臺中市五權西路一

段 110號 B1(國美
館旁‧一即一切 )
04-23760492

藝術亮點

6/1（一）∼ 7/29（三）

「逆 ‧ 滲 ‧ 透 - 臺灣彩墨創作
的跨界與集結」新書發表暨主題
展覽
免費參觀

英才文教基金會全球藝術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79號 4樓
04-2259-5179

6/5（五）∼ 7/12（日）

界域／借喻─當代新象限水墨展
免費參觀

大象藝術空間館

臺中市北區博館路 15號
04-2208-4288

抒情主要反映社會生活的精神方面，並通過在意識中對現實的審美改造，達到心靈的自由。「崇

正國樂團」交響思維明朗，民樂特質的《抒情變奏曲》，在樂聲中情感流暢充沛的美妙聲韻，舒緩

緊張，舒緩心情，增進社會中人們的情感交流，更能互相關懷的那份溫馨與美好。

崇正國樂團《抒情變奏曲》

音樂會除了精選台灣絲竹室內樂團歷年叫好叫座的二胡及揚琴委託創作樂曲外，今年更委託作

曲家，分別以「原住民音樂」、「歌仔戲」為素材，為音樂會創作 2首樂曲。透過導聆詳細的講解

與獨奏者細膩的演奏讓觀眾能夠深入淺出的了解每首樂曲的特色與風格，讓音樂會更加的豐富與有

趣。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江湖任我行─
陳培仁、甘佳勳獨奏會》

14:30   中山堂
$300元（購票請洽：04-2483-9076）

7/26
（日）

14:30   中山堂
$200,300,500,1000（兩廳院售票 )

8/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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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

7/2（四）∼ 8/31（一）

向夢想前進─邱品
融 Rhea 插畫展
免費參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

699號 
04-2658-1919

7/3（五）∼ 7/28（二）

物華風姿─
郭羲創作展
免費參觀

猿緣園藝術館 2F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 919號
04-2260-3888

7/7（二）∼ 9/27（日）

流光拾影石川欽─
郎師生特展
免費 （週一休館）
財團法人豐邑文教基金會 豐藝館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110 號
B1(國美館旁‧一即一切 )
04-2376-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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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6/21（日）～7/8（三）
大道無形─謝棟樑雕塑展
心山水‧混元‧圓融‧無相系列

大墩藝廊（一）

6/21（日）～7/8（三） 「隨心而畫」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大墩藝廊（二）

6/21（日）～7/8（三） 遊藝在色‧墨之間 大墩藝廊（三）

6/21（日）～7/1（三） 台灣膠彩畫協會第三十三屆膠彩畫展
大墩藝廊（五）、
（六）、動力空間

6/21（日）～7/8（三）
禪天目─
靖翁天目與意境茶碗創作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6/21（日）～7/8（三） 長石陶藝工作室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6/21（日）～7/1（三）
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第30屆會員聯
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6/21（日）～7/1（三） 臺中市豐原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6/21（日）～7/2（四） 台灣碧波關懷地球兒童漫畫比賽 北屯區兒童館

6/27（六）～7/8（三） 【絢麗陽明山】專題巡迴展覽 大墩藝廊（四）

7/1（三）～7/26（日）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百花爛漫～
陳宥儒師生拼布藝術展

文物陳列室（三）

7/4（六）～7/16（四） 力米茲美術兒童畫展 北屯區兒童館

7/4（六）～7/22（三） 疼惜臺灣交趾陶─吳榮特展 大墩藝廊（五）

7/4（六）～7/22（三） 吳錫當2015油畫展 大墩藝廊（六）

7/4（六）～7/22（三） 陳春明傳統竹雕傳習成果展 動力空間

7/4（六）～7/22（三） 蝶變─蘇稚惠墨彩創作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7/4（六）～7/22（三） 萬里遊蹤─蔡新生油畫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7/11（六）～7/29（三） 大地行旅─水墨行者何木火個展 大墩藝廊（一）

7/11（六）～7/29（三） 感動─2015方鎮洋油畫展 大墩藝廊（二）

7/11（六）～7/29（三） 印象風景─朱和貴攝影展 大墩藝廊（三）

7/11（六）～7/22（三） 采墨畫會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7/11（六）～7/29（三） 陶居‧王龍德醉陶展 文物陳列室（一）

7/11（六）～7/29（三）
臺中市陶藝文化協會第八屆第一次會
員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7/25（六）～8/5（三） 方圓書藝展 大墩藝廊（四）

7/25（六）～8/5（三）
臺中市雕塑學會
「第二十九屆雕塑聯展」

大墩藝廊（五）、
動力空間

7/25（六）～8/5（三） 藍田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六）

7/25（六）～8/5（三）
臺灣省書畫家協會104年度會員作品
聯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7/25（六）～8/5（三） 2015聯邦藝術巡迴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大墩文化中心

電話

04-2372-7311

地址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兒童室 

  週二至週日 9:00∼ 18:00
交通方式

全航客運 5，仁友客運
30，豐原客運 51，臺中客
運 71，統聯客運 56、75，
豐榮客運 40、89

文英館

電話︰ 04-2221-7358
地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0-5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交通方式︰
臺中客運 41、154，仁友客運
21、105，統聯客運 81

兒童館

電話︰ 04-2232-8546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

一段 162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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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7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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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7/11（六）14:00～16:30 閱讀或不閱讀？這是個人生好問題
（講師：蔡詩萍）

B1演講廳

市集

7/18（六）14:00～20:00 2015年7月份「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草悟道木作吧檯北側廣場（勤美誠
品綠園道側至全國飯店間）

活動

6/24（三）～7/9（四）
9:00～17:00
（12:00～13:00午休一小時）

【換換愛‧悅換閱愛：2015好書交換系
列活動】收書／系列活動
（詳情請參閱大墩文化中心官網）

大墩文化中心門廳
北屯兒童館

7/11（六）9:00～11:30 【換換愛‧悅換閱愛：2015好書交換系
列活動】換書／好書競標

大墩文化中心門廳

7/17（五）、7/24（五）、
7/31（五）、8/7（五）、
8/14（五）10:30～11:30

104年暑假英語故事營 兒童室故事屋

兒童天地

Story Happy & Fun    每週六 10:00 ～ 10:50，敬請準時入場                                                      地點：兒童室故事屋

7/4（六）10:00～10:50 Madeline's Rescue 貝兒工作室

7/11（六）10:00～10:50 Clockwise 康乃爾英語

7/18（六）10:00～10:50 It's Pink I think 康乃爾英語

7/25（六）10:00～10:50 Robert the Rose Horse 貝兒工作室

大姊姊說故事    每週日 10:00 ～ 10:50，敬請準時入場                                                              地點：兒童室故事屋

7/5（日）10:00～10:50 敵人派 台中故事協會

7/12（日）10:00～10:50 老爸老媽我們去哪兒 林敬鈞老師

7/19（日）10:00～10:50 好餓好餓的魚 郭品秀老師

7/26（日）10:00～10:50 沒有手的姑娘 大開劇團

English Corner Time    參加對象：具備簡單英語聽力者為宜                                                    地點：兒童室故事屋

7/3（五）10:30～11:30 The Fox And the Hound 英語志工（Catherine、Susan）

7/4（六）15:00～15:30 The Noisy House 英語志工（Terry、Lydia）

7/10（五）10:30～11:30 The Birthday Presents 英語志工（Wendy、Joyce）

7/11（六）15:00～15:30 The Perfect Pet 英語志工（Mary、Pauline）

7/18（六）15:00～15:30 A Grand Old Tree 英語志工（Pauline、Lydia）

7/25（六）15:00～15:30 A House For Hermit Crab 英語志工（Angela、Violet）

每週五14:00                                                                 FUN暑假兒童影展　                                         地點：兒童室故事屋

7/3（五）14:00 無敵破壞王（保護級） 動畫片101分（西片）

7/10（五）14:00 冰雪奇緣（普遍級） 動畫片102分（西片）

7/17（五）14:00 飛機總動員（普遍級） 動畫片92分（西片）

7/24（五）14:00 熊的傳說（普遍級） 動畫片85分（西片）

7/31（五）14:00 熊的傳說2（普遍級） 動畫片75分（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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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  地點：B1視聽放映室

場地內共76個座位，影片開始前30分鐘發號碼牌，前15分鐘開始入場，為維護公共安全，座位額滿或開始放映即不再入場。
普遍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
觀賞。輔導級／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限制級／未滿18歲不得觀賞。

7/4（六）10:00 依戀，在生命最後八天（保護級） 劇情片92分（法國片）

7/4（六）14:00 傻瓜大哥再出擊（保護級） 劇情片145分（印度片）

7/5（日）14:00 歌喉讚（保護級） 劇情片112分（美國片）

7/11（六）10:00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輔導級） 劇情片94分（挪威片）

7/11（六）14:00 公視假日電影院─回家的女人（保護級） 劇情片79分（臺灣片）

7/12（日）14:00 白象─無法之城（輔導級） 劇情片105分（阿根廷）

7/18（六）10:00 歌劇魅影（輔導級） 劇情片93分（英國片）

7/18（六）14:00 明天記得愛上我（保護級） 劇情片106分（臺灣片）

7/19（日）14:00 半月交響曲（普遍級） 劇情片108分（伊朗片）

7/25（六）10:00 6個大師的童年（保護級） 劇情片80分（法國片）

7/25（六）14:00 公視假日電影院─
只想比你多活一天（保護級）

劇情片85分（臺灣片）

7/26（日）14:00 怒海劫（輔導級） 劇情片134分（美國片）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時間 區別 地點 地址

週一 9:00～11:30 北屯 仁愛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71號

週一 14:00～16:30 北屯 陳平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58號

週二 9:00～11:30 西屯 泰安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150巷99號

週二 14:00～16:30 北屯 大坑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112號

週三 9:00～11:30 北屯 軍功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13路300號

週四 9:00～11:30 南區 和平國小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57號

週四 14:00～16:30 南屯 春安國小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109號

週五 9:00～11:30 西屯 國安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國祥街1號

週五 14:00～16:30 北屯 建功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街43號

時間：上午10:30                                                          親子聽故事時間 　                                                            北屯兒童館

7/4（六）10:30 Is everybody ready for fun? 貝兒工作室

7/5（日）10:30 老爸老媽我們去那兒 林敬鈞老師

7/11（六）10:30 The Tooth Wizard 故事方舟

7/12（日）10:30 我的玩具朋友 大鵬老師

7/18（六）10:30 魔毯 大開劇團

7/19 （日）10:30 Fun with Alphabet 貝兒工作室

7/25（六）10:30 國王起司老鼠 台中故事協會

7/26（日）10:30 We’re going on a picnic 貝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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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六）

7/4 7/22
（六） （三）

吳錫當 2015 油畫展

交趾陶，跟著閩南人的祖先從唐山到臺灣，原先為廟宇及

宅第裝飾之用。從葉王開始釉料研發與技巧的創新，讓交趾陶

成為持續發展的文化。為讓跤趾文化復興，此次展覽便是希望

以創新的手法，顛覆對交趾陶的想像，讓交趾陶成為一門獨特

精緻的文化。

竹木雕刻歷史悠久，竹雕被視為藝術作品，主要源自文人於竹

上銘刻詩文、圖畫或印章等，臺灣於氣候上適合竹子生長，竹器、

竹藝亦曾盛行。

陳春明先生為臺中市資深傳統竹雕藝師，本市於 2013年公告

登錄為傳統藝術，2014年特別開設傳習課程。本次傳習成果展，

包含陳春明藝師歷年創作及學員筆筒、臂擱、茶具等作品，類型

相當豐富多樣，歡迎各位對竹藝有興趣的朋友蒞臨欣賞。

疼惜臺灣交趾陶─吳榮特展

陳春明傳統竹雕傳習成果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五）

7/4 7/22
（六） （三）

∼
週二到周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動力空間

7/4 7/22
（六） （三）

藝術家吳錫當，擅長油畫。他認為繪畫是表達對

人、事、物、景的構思與想像，因此各有不同視界、美

感及見解。在這充滿競爭，不斷改變的生活中，畫家透

過創作展現對美的追求，尋求不同構圖與色彩的揮灑，

真誠地表達色彩之美，以永恆畫面刻入藝術的心靈，進一步豐富創作者的生命。竭誠邀請讀者們在

欣賞時走入畫中，體會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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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書藝展乃取法孟子《離婁上》的一句名言「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方圓

是造型的元素，規矩是變化的基礎，方圓書藝會是一群構築基礎的書法愛好者，運用

點線等元素表現創作者內心之情感。

方圓書藝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四）

7/25 8/5
（六） （三）

采墨畫會會員致力於臺灣采風寫生，懷著生於斯長於斯

的深厚情感，對自然景物刻畫入微，將寶島景觀轉化為自我

心境的作品，歡迎蒞臨欣賞。

采墨畫會會員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四）

7/11 7/22
（六） （三）

朱和貴此次的展覽展出的作品多以牆面式攝影的方式呈現。作品採

用最新的攝影技術，結合現代數位影像科技，運用最新的微噴技術及使

用最新的媒材（油畫畫布），以攝影手法表現出如歐洲古典印象派油畫

風景的意象及中國水墨畫飄逸的意境。

印象風景─朱和貴攝影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三）

7/11 7/29
（六） （三）

方鎮洋的畫作內容主要呈現靜物、花卉、風景、人物、動物等具象

風格，雖是以油彩為媒材，但卻能從畫面中感受到田園的香氣、花朵的

清香，或體會到港邊濕黏的海風，不管何種情境，都讓觀者有身歷其境

的感覺。

方鎮洋油畫個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二）

7/11 7/29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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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區的立體雕塑創作人口數量龐大，其中在「臺中市雕塑

學會」中，更集結大量中部地區的雕塑創作人才，近年來學會組織更

趨精細，本次展出的雕塑家作品，風格迥異更各具風采，媒材從石、

木、鐵、銅至陶及不鏽鋼等，幾乎涵蓋當今雕塑主流材質。敬邀市民

朋友們前往臺中市雕塑學會欣賞臺中市雕塑學會近年的發展成果。

臺中市雕塑學會「第二十九屆雕塑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五）、動力空間

7/25 8/5
（六） （三）

「藍田畫會」成立於 2001年，成員是來自社會各階

層的藝術愛好者。他們聚集習畫、互換心得，到互相切磋、

成立畫會，更把創作成果及累積的美感經驗，藉由展覽具

體呈現，延續各自對繪畫的喜愛。

本次聯展展出作品內容十分多樣，有對自然的詮釋、對生命的感知、對心象美感的體驗等等，

每位創作者都透過自己的獨特方式呈現不同的藝術面貌，在承襲傳統與突破之間，追尋自我的繪畫

語彙，自由發揮、自在揮灑，誠摯邀請民眾朋友及藝壇前輩前往支持與指教。

由聯邦文教基金會主辦，聯邦銀行及自由時報

協辦之「2015聯邦藝術巡迴展」，讓更多喜愛藝術

的民眾可以欣賞到精彩的臺灣在地畫作。今年展出

內容包含「第 17屆聯邦美術新人獎」及「第 12屆

聯邦美術印象大獎」優秀得獎作品，各式不同畫風

的精彩畫作定能讓所有熱愛繪畫藝術的民眾大飽眼福，歡迎各位喜愛藝術的朋友前往欣賞指教！

藍田畫會聯展

2015 聯邦藝術巡迴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六）

7/25 8/5
（六） （三）

∼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週一休館
文英館文英畫廊

7/25 8/5
（六） （三）

31



展覽

6/1（一）～7/31（五）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第八屆104年度會
員聯展

陽明市政大樓
1樓藝文展覽區

6/5（五）～7/5（日） 【形意‧流轉】─江秋霞油畫展 2樓畫廊

7/3（五）～7/26（日） 鐘金水收藏─日治中臺灣史料展 3樓編織文物館

7/4（六）～8/16（日） 大肚山紅─礦物染的深層邂逅 1樓文創交流區

7/11（六）～8/30（日） 103年度編織學苑成果展 3樓編織工藝館

7/10（五）～8/2（日） 五十色誘─吳玉珮油畫個展 4樓畫廊

7/10（五）～8/9（日） 【時光記憶】─江石德雕塑展 2樓畫廊

7/31（五）～8/30（日） 紙漾風華─龍蘭香棉紙撕畫個展 3樓編織文物館

表演

7/5（日）14:30 《晏樂》─官楹晏揚琴獨奏音樂會 演奏廳

7/11（六）19:30 2015臺中市兒童藝術節─童顏劇團
「龍族傳奇─龍寶奇遇記」

演奏廳

7/12（日）14:30 臺中市豐東國中校友管樂團
「瘋東狂想曲」音樂會

演奏廳

7/15（三）19:30 2015成功大學國樂研究社暑期音樂會 演奏廳

7/18（六）15:00 樂織舞─花開之夏奧福音樂會
（僅開放校內家長憑票入場）

演奏廳

7/19（日）14:30 2015年台中市衛道愛樂協會管樂團
年度音樂會─傳承

演奏廳

7/23（四）19:30 「箏樂饗宴」─郵政壽險80週年感
恩音樂會

演奏廳

7/25（六）19:30 原韻絲竹樂團2015年度定期音樂會
✽（或洽原韻樂坊04-2522-5005） 演奏廳

每週六、日15:00～15:50                 親子故事屋          地點：B1多功能活動教室

7/4（六）15:00～15:50 好奇的黑熊大索 玉麗老師／志工

7/5（日）15:00～15:50 鏡花緣3 ～麟獅相鬥
林立中老師／
哇歐表演工作室

7/11（六）15:00～15:50 小蝌蚪找媽媽 玉麗老師／志工

7/12（日）15:00～15:50 我永遠愛你 青蛙老師

7/18（六）15:00～15:50 賣智慧 靜蘭老師

7/19（日）15:00～15:50 小黃點
陳嘉幸老師／
台中故事協會

7/25（六）15:00～15:50 爸爸，你看我在做什麼！ 美華老師／志工

7/26（日）15:00～15:50 愛自己愛孩子工作室的「踢踢踢踢 
天寶」&和英文化的「禮物」

郭嘉琪老師

講座

7/4（六）14:30 好的設計，讓生活簡單無負擔 1樓演講廳

7/5（日）14:30 朱宗慶打擊樂團─
擊樂推廣藝文講座

1樓演講廳

7/11（六）14:30 用愛填補記憶缺口 1樓演講廳

7/18（六）14:30 從李喬作品談臺灣文學
（講師：鄭清文）

1樓演講廳

葫蘆墩文化中心

電話

04-2526-0136

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六 9:00∼ 20:00

週日 9:00∼ 17:30，週一休

館

交通方式

豐原客運 90、91、206、
207、208

活動訊息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陽明市政大樓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交通方式：221、222、223、 
227路

售票演出

✽兩廳院售票系統
電話︰ 04-2208-0128
http://www.artsticket.com.tw

✽年代售票系統
電話︰ 04-2292-5321
http://www.ticket.com.tw

7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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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6/27（六）～9/6（日） 編織學苑計畫第二期 3樓編織教室、4樓編織工坊

7/3（五）～7/5（日） 第12屆編織工藝獎作品徵件 3樓編織工藝館

7/4（六）～9/5（六）
9:00～13:00 繞指柔～劉千韶刺繡技藝傳習計畫第二期 4樓編織工坊

                             影片欣賞                        地點：四樓視聽室

普遍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
賞。輔導級／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限制級／未滿18歲之人不得觀賞。

7/4（六）10:00 影武者（普遍級） 紀錄片57分（臺灣）

7/4（六）14:00 理性與感性（普遍級） 劇情片136分（英國）

7/5（日）10:00 冰風暴（輔導級） 劇情片112分（美國）

7/5（日）14:00 與魔鬼共騎（輔導級） 劇情片138分（美國）

7/11（六）10:00 原味Amis／火車便當（普遍級） 紀錄報導48分（臺灣）

7/11（六）14:00 臥虎藏龍（保護級） 劇情片120分（中國）

7/12（日）110:00 戀戀風塵（普遍級） 劇情片109分（臺灣）

7/12（日）14:00 斷背山（輔導級） 劇情片134分（美國）

7/18（六）10:00 來吹太平洋的風（普遍級） 紀錄報導52分（臺灣）

7/18（六）14:00 胡士托風波（輔導級） 劇情片120分（美國）

7/19（日）10:00 徵婚啟事（保護級） 劇情片108分（臺灣）

7/19（日）14:00 少年Pi的奇幻旅程（普遍級） 劇情片127分（美國）

7/25（六）10:00 堅守部落的拉布灣（普遍級） 紀錄報導48分（臺灣）

7/25（六）14:00 熱帶魚（保護級） 劇情片108分（臺灣）

7/26（日）10:00 恐怖份子（輔導級） 劇情片109分（臺灣）

7/26（日）14:00 愛情萬歲（輔導級） 劇情片120分（臺灣）

葫蘆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服務表

奇數週 偶數週

日期 地區 地點 日期 地區 地點

週一　9:00～11:30 潭子區 新興國小 週一　9:00～11:30 潭子區 僑忠國小

週一　13:30～16:00 大雅區 三和國小 週一　13:30～16:00 潭子區 潭子國小

週二　9:00～11:30 大雅區 上楓國小 週二　9:00～11:30 大雅區 六寶國小

週二　13:30～16:00 神岡區 岸裡國小 週二　13:30～16:00 神岡區 豐洲國小

週三　9:00～11:30 沙鹿區 公明國小 週三　9:00～11:30 沙鹿區 鹿峰國小

週四　9:00～11:30 豐原區 福陽國小 週四　9:00～11:30 豐原區 翁子國小

※奇數週週四僅至豐原區福陽國小。 週四　13:40～16:10 豐原區 瑞穗國小

週五　9:00～11:30 后里區 育英國小 週五　9:00～11:30 后里區 泰安國小

週五　13:30～16:00 神岡區 圳堵國小 週五　13:30～16:00 豐原區 豐村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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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常與生活息息相關，靈感的來源常在生活中發想及自

身的體驗；作品中可以看見江石德童年的回憶，鄉下長大的孩子，

對孩提時的印象特別深刻，對農人的辛勞體會最深。因此，藝術家

把濃濃的鄉土情懷細細訴說於作品中，有傳統的純樸；有現代的美，

手法雖不同，卻可以感受到對於這塊土地深厚的情懷，也重新喚醒

現今高科技社會中，那段被世人所遺忘的純樸農村時代。

「時光記憶」展出作品的表現風格呈現多樣性，有寫實、具象以及抽象，細緻中有粗獷；沉著

中有動感，處處展現出藝術家充滿生命力的創作。

棉紙撕畫是利用長纖、紙質柔潤與有適度張力特性的特種棉紙

染色，再經作者依圖案上所需顏色，用筆沾水、撕、取樣，加上稀釋過的漿糊黏貼於畫板上，藉由撕、

拉、刮、燒、扭、搓、捲等各種技巧製作，重複多次黏貼，展現層次的遠近、深淺、濃淡以及平面

上的立體效果，即可做出各種花鳥、風景、動物等傳神生動的美麗圖畫等作品。

棉紙撕畫除了美之外，兼具修養身性妝點生活無限創意，同時美化布置居家，達到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7/11（六）14:00
導覽時間：7/18（六）14:00   2樓畫廊

7/10 8/9
（五） （日）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3樓編織文物館

7/31 8/30
（五） （日）

【時光記憶】─江石德雕塑展 

紙漾風華─龍蘭香棉紙撕畫個展

展覽題材以花卉、家鄉風土和旅遊經驗為主，畫作裡有思鄉的情

懷和生命起落的淡然。吳玉珮老師勇於創作出屬於自己獨特的風格，

綜合運用各種媒介技法進行創作的作品表現。

創作時的投入與美好，給予無比的愉悅，著實用畫筆表達出自己

的靈魂。在細水長流的歲月裡，曾經幸福也曾經掙扎，慢慢領悟眼裡的風景都是唯一。堆積在胸口

左邊上的位置是曾經付出與得到溫柔，感覺心越來越飽滿，留下一輩子的暖流。

五十色誘─吳玉珮油畫個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4樓畫廊

7/10 8/2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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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郵局舉辦的郵政壽險 80週年感恩音樂會中，邀請臺灣新生代古箏演奏家周佳蓁，演奏不

同風格的古箏名曲。感謝用郵民眾的支持與熱愛，歡迎喜愛音樂的民眾一同欣賞箏曲之美。

音樂會曲目風格多元，有《趣夢亂》

《阿拉貝斯克》《戀春風》《靜水流深》

《溪亭音詩》《鄧麗君》等作品，演奏方

式包含了獨奏、重奏、合奏等多種古箏藝

術表現形式，曲目既有傳統經典，也有當

代新作的展示，作品和表演形式交相輝

映，映襯出古箏濃濃迷人的韻味。

19:30  演奏廳
索票請洽：豐原郵局周先生 04-2527-1140#251，或葫蘆墩文化中心服務台

7/23
（四）

《晏樂》─官楹晏揚琴獨奏音樂會

本場獨奏音樂會，臺灣新生代揚琴演奏家官楹晏將呈現不同風格與聲響，帶領聽眾進入揚琴的

世界。音樂會曲目豐富多元，有使用中

國京劇的「武場」兩種鑼鼓點子所創作

的《鳳點頭》、傳統廣東漢樂名曲《昭

君怨》、鋼琴協奏曲改編的《黃河》，

委託創作揚琴三重奏《伯牙幻想》，以

及大陸揚琴演奏家王瑟所寫的《春》，

還有美國鄉村音樂《鄉村抒懷》、愛爾

蘭傳統民謠《The Pigeon on The Gate》來

展現各地文化，並結合擊樂、蕭等多元

化之樂器來呈現整場音樂會。除此之外，

特邀嗩吶演奏家李紹弘與琵琶演奏家陳

佳容來擔綱演出嘉賓，一同帶來音樂的

絕妙饗宴。

14:30  演奏廳
免費入場

7/5
（日）

「箏樂饗宴」─郵政壽險 80 週年感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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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指柔∼劉千韶刺繡技藝傳習第二期活動，將於 7/4（六）

至 9/5（六）9:00∼ 13:00上課，包括刺繡針法（基礎緞面繡、

輪廓繡、結粒繡、長短針繡、釘線繡等）、刺繡工序（繪圖、

描圖、選布、上繡框、配色、捻紗）、並穿插圖稿與針法配置

運用。詳情歡迎至葫蘆墩文化中心網站查詢或電洽 04-2526-0136#307張小姐。

在臺灣文壇中，鄭清文老師鮮活樸實地描寫臺

灣城鄉變遷，曾自云：「我的小說統攝了生活、藝

術、思想於一體，是生命活動的過程，是藝術形式

的完成，也是人生哲思的傳遞。」。

鄭清文老師至今已出版包含《鄭清文自選集》、《最後的紳士》及《報馬仔》等多本書籍，在

這場演講中，鄭老師將從李喬的作品來談臺灣文學，歡迎大家參與這場獨特的演說。

∼
9:00∼ 13:00   4樓編織工坊
 $1000元（報名費，材料費另計）

7/4 9/5
（六） （六）

14:30∼ 16:30   1樓演講廳
 免費，自由入場

7/18
（六）

繞指柔〜劉千韶刺繡技藝傳習
計畫第二期

從李喬作品談台灣文學

好的設計應該是會體貼使用的人，而不是當房屋裝修完成後要費

心力去打掃維護，甚至是小心翼翼去使用，透過一次對的設計，不僅

省掉因設計不良而需二次裝修的經費，也讓未來 10至 20年也能住的安心舒適。

上述是張德良老師對設計堅持的理念，是不是很人性的觀點呢？張老師除了本身是設計師外，

還是機關和大學的講師，著有《一看就懂─設計師教會你裝潢不後悔》一書。聆聽該場演講，將使

聽眾對室內設計有進一步的認識，若未來想要改變居家佈置，相信也能依循張老師的設計原則而有

較佳的居家生活！

14:30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1樓演講廳

7/4
（六）

好的設計，讓生活簡單無負擔
（講師：張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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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6/13（六）～7/12（日） 黑龍江、臺灣書法交流展 展覽室B

6/19（五）～7/19（日） 柴燒之美陶藝創作聯展 展覽室C

6/27（六）～7/12（日） 104年書法教學資源中心師生成果展 2樓展示場

6/27（六）～7/26（日） 發現清水影像聯展 掬月廳

7/11（六）～9/6（日）
芬芳寶島：憶象1950年代的臺灣─
林智信彩繪展

展覽室A

7/18（六）～8/16（日） 第15屆臺灣國際藝術協會2015美展
展覽室B、
中央畫廊

7/18（六）～8/16（日）
2015年臺中市海線社區大學
蔡金樹師生水墨畫「墨趣」聯展

2樓展示場

7/25（六）～8/23（日）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溫馨八月情慶祝父親節」會員聯展

展覽室C

表演

7/5（日）14:30 單音不成樂章 系列II✽ 演藝廳

7/9（四）19:30 2015淡江大學管樂團年度巡迴音樂會─
祈（50元，中心售票）

演藝廳

7/11（六）14:30
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茶的秘密3─邱罔
舍》（免費，演出當日開演前一小時開
始現場索票）

演藝廳

7/18（六）19:30 頑石劇團─樹蛙小莫流浪記（免費，演
出當日開演前一小時開始現場索票）

演藝廳

7/19（日）14:30 2015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巡迴音樂會✽ 演藝廳

7/25（六）14:30 大甲愛樂室內樂團─
「瘋狂指揮家」親子音樂劇✽

演藝廳

推廣活動

7/7（二）～7/10（五）
9:00～16:30第一梯次

港區藝術夏令營～就是愛手作（費用：
2400元，報名資格：小一～小六）

美術工坊

7/12（日）10:00～12: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
（鋁線手編：小燭台，費用350元）

秋月教室

7/18（六）14:00～16: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
（蝶谷巴特麻布袋，費用350元）

秋月教室

7/18（六）14:00～16:00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入學」講座
（主講人：楊渡）

清水廳

7/21（二）～7/24（五）
9:00～16:30第二梯次

港區藝術夏令營～就是愛手作（費用：
2400元，報名資格：小一～小六）

美術工坊

7/25（六）10:00～12: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烙畫鄉村花
園化妝鏡小木盒，費用300元）

秋月教室

7/28（二）～7/31（五）
9:00～16:30

港區藝術夏令營～魔力Talk 說唱藝術營
（費用：3000元，報名資格：小三～國
中）

美術工坊

起陸續開課2/11
（二）

港區藝術中心

電話

04-2627-4568

地址

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交通方式

公 車 111、123、128、
（303、304、306自 7/8開
始行駛）、169區、239、
186、183

售票演出

✽兩廳院售票系統
電話︰ 04-2208-0128
http://www.artsticket.com.tw

✽年代售票系統
電話︰ 04-2292-5321
http://www.ticket.com.tw

活動訊息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7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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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樓　藝術工作者進駐活動 

7/5（日）10:00～11:00 創意小卡（免費8名，請先報名niki20080101@gmail.
com）

小紅帽插畫館

7/18（六）14:00～16:00 講座：緊壓茶的世界（主講人：中華茶聯臺中會會長 
李以德，每人300元，預約報名04-2628-2339）

方圓廣舍人文空間

7/25（六）11:00～12:00 手縫版印束口袋（免費10名，現場報名） 跳格子創藝工坊

7/25（六）14:00～16:00 橡皮章刻印─套色印章（筆刀技法，每人290元，電
話報名0982-896-639，隨到隨教）

跳格子創藝工坊

7/25（六）14:00～16:00 藝論紛紛─交換「藝術之我見」（免費5名） 愚魚坊

7/26（日）11:00～12:00 羊毛氈愛心書籤
（每人150元，電話報名0982-896-639）

跳格子創藝工坊

7/26（日）14:00～16:00 手縫皮革證件套
（每人290元，電話報名0982-896-639，隨到隨教）

跳格子創藝工坊

攝影記錄是發掘在地美好事物的活動，一

來增加觀賞者對這塊土地的豐富情感與在地認

同，二來保留現在每一刻景象，好讓未來看今

日的變化。臺中市鰲峰人文發展協會過往所舉

辦的攝影展都廣受好評，今年將展出的「發現清水影像聯展」是透過四位攝影人的眼睛來記錄清水

的人文、生態、風景等的每一寸感動，讓記憶不隨時間淡去，而是永存在影像之中。清水的美不是

只有美景，還有人文特色與生態之美，歡迎各位朋友一起來細心品味每一幅攝影作品與作品對話。

發現清水影像聯展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掬月廳

∼6/27 7/26
（六） （日）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是中部唯一由女性藝術菁英所組成的

畫會，舉凡山水、花鳥、人物、工筆、寫意等各種水墨技法及

繪畫形式皆能於畫會中盡情發揮。為了慶祝父親節，讓天下的

父母親與子女能共同分享這美的饗宴，在現任理事長王和美老師精心策劃與號召下，畫會成員們各

展所長，盡心盡力將自己最美好的作品呈現給大家，內容豐富精彩，期待能以藝術的力量促進親子

關係、凝聚人心，增添文化氣息，創造祥和社會。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溫馨八月情慶祝父親節」會員聯展

∼
開幕式：7/25（六）10:00
展覽室 C

7/25 8/23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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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蛙小莫流浪記》的劇情是從某一天樹蛙小莫和飛鼠菲比在

河邊玩開始，樹蛙小莫不小心掉進一艘卡在河邊的紙船，因為水流

太過快速，沿途大家想救牠都救不到。

動物們緊急開會想辦法，否則要是飄到河的盡頭─「瀑布森林」

就危險了！另一方面，從昏迷中甦醒過來的小莫發現，救起牠的「神

秘人物」原來是⋯⋯？

頑石劇團─樹蛙小莫流浪記

19:30   演藝廳
免費，演出當日開演前一小時開始現場索票，憑票對號入
座，一人一票，索完為止。

7/18
（六）

《好久茶的秘密 3─邱罔舍》取材自台灣民間故事

「邱罔舍」，主要在闡述「善用智慧」的重要性，透過說故事劇場形式、大量歌舞的編排及熱鬧逗

趣的劇情，潛移默化地將「善用智慧」的精神傳遞出去。

邱罔舍是個聰明過人的小朋友，因為江湖術士的信口斷言，再加上母親的過世，使得他從小就

失去母愛，被人認為是掃把星，上了學堂還被校園當紅團體『鬼影忍者』恥笑。邱罔舍的命運會如

何轉變？有誰能夠感化他⋯⋯就讓阿吉慢慢說給你聽！

「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巡迴音樂會」，秉

持延續本土文化與音樂紮根的使命感，藉由演

唱臺灣歌謠與母語課程研習，深刻體認臺灣多

元文化之美。2015年正式邁入十週年里程碑，將二度邀請享譽全球的香堤克利合唱團榮譽音樂總監

Matthew Oltman擔任客席指揮，並於臺南、雲林、臺中及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巡迴音樂會。

大開兒童歌舞劇
《好久茶的秘密 3 ─邱罔舍》

2015 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
巡迴音樂會

14:30   演藝廳
免費，演出當日開演前一小時開始現場索票，
憑票對號入座，一人一票，索完為止

14:30   演藝廳
$300,500,800元（兩廳院售票）

7/11

7/19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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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愛樂室內樂團與紅鼻默劇團共同演出，網羅了國內一流的演奏家，精心製作「瘋狂指揮家」

親子音樂劇，規劃出最適合親子觀賞之演出內容。

以音樂為主軸，結合詼諧、幽默逗趣的戲劇情節，以獨特創新的手法，顛覆傳統，用現場演奏

的方式，以古典

樂詮釋高潮起

伏的劇情；並

藉由多位演員

的演出創造獨

特的音樂跨界，

為親子打造適

合全家大小同

享的音樂會。

大甲愛樂室內樂團─「瘋狂指揮家」親子音樂劇

14:30    演藝廳
$100,200元（兩廳院售票）

7/25
（六）

《美睫╱睫毛嫁接》教學創業書！《美睫╱睫毛嫁接》

台灣業界第一本完整

Angel老師完整公開睫毛嫁接心法

如何讓客人愛上妳？營業額如何突破新高？

開店怕賠錢，何時才能自立門戶？要怎麼開始？

睫毛如何嫁接才能持久？怎麼判斷美睫師技術好壞？

為什麼學睫毛這麼貴？考美睫證照有用嗎？

3D╱6D╱9D要選哪一種？要接多少根才適合我？

每個人都可以接睫毛嗎？要怎樣選擇美睫店家？

接完睫毛，要怎樣保養？怎麼上妝？

曾經學過美睫，但怎麼接都接不快？

怎麼開始第一個客人？如何月收入輕鬆破十萬？

旺旺中時集團商訊文化出版 洽詢電話：（02）2302-0022

中華民國美容彩妝造型協會

理事長 蔡宗翰

強力推薦！！
內附

免費美睫課程券

金石堂

誠品‧博客來

全臺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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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6/12（五）～7/5（日） 墨墨相對─天遠樓書會聯展 展覽室B

6/12（五）～7/12（日） 悟同畫會聯展 展覽室A

6/19（五）～7/19（日） 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會員聯展 美學空間

7/10（五）～8/2（日）
2015臺灣臺中市‧日本鳥取縣書法
國際交流展

展覽室B

7/17（五）～8/16（日）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2015年會員聯展
─「美麗的世界」

展覽室A

7/25（六）～8/23（日） 黃明珠彩墨生活─今風書法展 美學空間

表演

7/4（六）14:30 2015奇幻藝術節
《黃金海底城》蘋果劇團✽

演藝廳

7/11（六）10:30／14:30、
7/12（日）10:30／14:30

2015年夏季巧虎大型舞臺劇
《怪怪伯爵豬樂園》（票已售完）

演藝廳

7/18（六）19:30 2015戲胞藝起來《3個諸葛亮》故
事工廠✽

演藝廳

7/25（六）19:30
藝林舞團《記憶的盒子》（開演前1
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1人至
多2券，對號入座）

演藝廳

講座　

7/11（六）14:30～16:30 【講座】
林珮玲：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

3樓大會議室

 活動            地點：B1藝享空間

7/4（六）～7/5（日）
9:00～17:00

2015夏日足跡藝術營-假日第1營隊
《漫畫速寫、團康／骨牌、道具魔
術》

報名已額滿

7/7（二）～7/10（五）
9:00～17:00

2015夏日足跡藝術營─平日第1營
隊《積木創意、動態積木、團康／
骨牌、烏克麗麗／閱讀寫作、疊疊
樂》

報名已額滿

7/18（六）～7/19（日）
9:00～17:00

2015夏日足跡藝術營─假日第2營
隊《疊疊樂、團康／骨牌、黏土食
物模型》

報名已額滿

7/21（二）～7/24（五）
9:00～17:00

2015夏日足跡藝術營─平日第2營
隊《風景油畫／閱讀寫作、團康／
骨牌、溜溜球》

報名已額滿

           　　　 　    公視假日電影院　    地點：3樓大會議室

7/19（日）10:30 2015公視假日電影院—
稻田裡的音符

開演前半小時開
放入場，名額198
位，額滿為止

7/19（日）14:30 2015公視假日電影院─家事提案
開演前半小時開
放入場，名額198
位，額滿為止

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

04-2392-1122

地址

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201號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交通方式

豐原客運 51、臺中客運
15、統聯客運 85

活動訊息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售票演出

✽兩廳院售票系統
電話︰ 04-2208-0128
http://www.artsticket.com.tw

✽年代售票系統
電話︰ 04-2292-5321
http://www.ticket.com.tw

7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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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為業餘藝術家所組成，

多年來會員們致力於藝術創作，除透過展出活動分享作品成果外，亦盼結合地方藝文推廣活動，以

鼓勵廣大民眾親近藝術。

此次聯展作品有水墨、油畫、書畫及攝影等，藝術家以傳統藝術線條創作方式，推演至透過多

元的色彩、空間的跳脫及無窮盡的想像，並結合中西文化的美學概念與技法，營造出不同於傳統藝

術的創作，歡迎民眾前往觀賞。

臺中市薪墨書畫家協會會員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美學空間

6/19 7/19
（五） （日）

臺中牛馬頭畫會成立於 1978年，由清水在地藝術家發籌組，以「牛馬頭」為會名，乃沿用牛

罵頭山的地方舊名諧音，並發揮牛馬的毅力與衝勁，推動地方藝術文化，展現個人藝術創作，至今

已留下 37年美術足跡。

牛馬頭畫會會員創作風格使用媒材相當多元，有油畫、水墨、膠彩、陶藝、雕塑和多媒材等。

展出的會員在創作技法與觀念上有所精進，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個人風格色彩，每年所展現的作品，

都愈發精進與精彩。

2015年「美麗的世界」會員聯展，將呈現全新藝術風貌，來表現大臺中的風土人情，將對故鄉

的情感轉化成為形與色之美，展現臺灣故鄉特色之美，以藝術饗饋社會大眾，陶冶民眾文化心靈。

「悟同畫會」是以粉彩等西畫媒材為主的畫會。目前有江伯

佑、王聿恬、蔡美姿、林茹宜、徐慶彰、賴麗分共六位成員。成員的粉彩作品，不管是自然風光、

花卉靜物等，色彩柔和溫潤、筆觸活潑生動，件件皆是怡人的清新小品。

「粉彩」是相當大眾化的繪畫媒材，覆蓋性強，色彩明快，顏色種類繁多，但使用上卻有一定

難度，粉末極易掉落、顏色容易混濁，必須仰賴細心、耐心才能完成一幅作品。悟同畫會敬邀市民

朋友一同分享粉彩之美，並冀盼藝文前輩及各界藝文愛好者給予鼓勵及指教。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 2015 年會員聯展─
「美麗的世界」

悟同畫會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7/19（日）11:00
展覽室 A

7/17 8/16
（五） （日）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展覽室 A

6/12 7/12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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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珠老師醉心書法及繪畫二十餘年來，深覺古典書法及繪畫

美不可言，以「書法藝術在生活，生活在書法藝術」為創作宗旨，

展現新書法風貌，再創新生活藝術潮流。

本次展出以「古風？今風？」為核心，融合生活與書法，展現

所謂「寓今思古」，表現出古人在現代如何過生活的趣味及幽默。作品中的「百年國慶煙火在彰濱」，

黃老師先將宣紙染黑作為夜空，並以各種鮮豔的油墨輔以狂放肆一的狂草筆法來書寫，展現煙火在

黑夜的耀眼炫麗及變換輪美，其釋文「銀花火樹應彰濱，夾岸人群讚語頻；國慶百年難得見，車燈

佇立共停輪。」，則表現出遊人如織，共賞奇景的風色。

歡迎來到歡樂豬樂園，這裡有好玩的碰碰車、旋轉木馬和摩天輪。

只要你有禮貌、守秩序，就不怕怪怪伯爵捉到你！一場精采又奇幻的

旅程即將開始，巧虎和他的好朋友，等你一起進入歡樂豬樂園嘍！

巧虎舞臺劇透過音樂、舞蹈及互動遊戲的結合，除了啟發孩子快樂學習良好的知識及品格，也

很適合親子一同觀賞，增進情感交流。

2015 年夏季巧虎大型舞臺劇
《怪怪伯爵豬樂園》 

屯區藝文中心 2015奇幻藝術節，蘋果劇團要為大

家帶來經典又驚奇的夢幻劇碼──《黃金海底城》。美麗的珊瑚堡礁「黃金海底城」是海洋生物們

的家，卻因為調皮海星的疏忽，引來了邪惡的油汙怪，讓黃金海底城陷入油污污染的危機中，好在

黃金海底城的居民們共同齊心努力，最後終於化險為夷，讓珊瑚堡礁重現美麗，各位大小朋友千萬

別錯過！

黃明珠彩墨生活─今風書法展 

10:30／ 14:30 演藝廳
$400,500,600,800,1000,1200元（年代售票，已售完）

7/127/11
（日）（六）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7/25（六）10:30
美學空間

7/25 8/23
（六） （日）

14:30   演藝廳
$150,200元（兩廳院售票）

7/4
（六）

2015 奇幻藝術節
《黃金海底城》蘋果劇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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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林舞團《記憶的盒子》

《記憶的盒子》述說一位失智母親的故事。小莉的母親是個漸漸失智的老人，母親的反常行為

常搞得全家雞飛狗跳。小莉發現和失智母親不能講理，只能把她當孩子般寵著順著，於是她把母親

每天的生活排得滿滿的，母親再也不會製造問題了。陪著母親打開記憶的盒子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那

每一段曾經擁有、失去、快樂、悲傷的旅程，讓記憶的輕音，飄蕩在空氣中，繼續描述著一個個故事，

從記憶中的黑盒子蛻變成彩虹的寶箱，讓這趟生命旅途留下最美麗的結局。

19:30 演藝廳
開演前 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
1人至多 2券，對號入座

7/25
（六）

精采好看的 2015公視假日電影院又來囉！ 7/19（日）10:30播放紀錄片「稻田裡的音符」，先

後旅德習樂的天才音樂家陳必先與王子欣前後映照，呈現東方人如何在西方文化的起源地取經與調

和。旅居德國 65歲的臺灣第一代鋼琴家陳必先說，「音樂需要時間才能圓熟，需要去思考、感覺，

特別是要做夢，人要在寂靜中才能這樣做夢，而寂靜在臺灣是不存在的」。

同一天 14:30播放「家事提案」，故事中李曉潼在廣告公司擅長做以男性為目標的廣告，她沒

什麼朋友，總是加班，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因為父親中風昏迷住院，留下再婚生下的七歲兒子曉

光。此時，公司指派曉潼負責一個家具品牌的案子，這次的訴求是小家庭和年輕夫妻。考慮到曉潼

的經驗，特別指派了新同事家澤加入團隊。曉光與家澤的出現，讓她重新面對自我心中的結，也影

響了曉潼對「家」的看法。

10:30、14:30   3樓大會議室
開演前半小時開放入場，名額 198位，額滿為止

7/19
（日）

2015 公視假日電影院

林珮玲（筆記女王 Ada）是筆記術、整理術活用課程講師，兼職文字工

作者。部落格「有容乃大」點閱率突破百萬人次，她定期在北中南各地與許

多熱愛筆記本同好召開「活用記事本分享會」，推陳出新，激發出許多活用記事本的絕妙好點子。

著有《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 3：成功圓夢者的學習筆記》、《筆記女王超效率時間管理攻略 +圓

夢手帳》、《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 2：偷看別人的筆記》、《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等等，描

述運用筆記「將夢想變成目標」、製作「夢想板」、寫出「我的年表」，以最迅速、自律、秩序的

方式完成夢想，此場講座與「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合辦。

14:30∼ 16:30   3樓大會議室
下午 2點排隊入場，名額 198位，額滿為止

7/11
（六）

【講座】林珮玲：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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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三）～7/30（四）
每週二～週日
9:00～17:00 （週一休館）

「自然 觀紙」謝淑慧 複合媒材創作展
謝淑慧始終堅持手作紙材的無限可能性，除了延續早期染色棉

紙撕畫概念，這幾年也開始將「紙」延展至複合紙漿創作。而

「山水相依」是她對於臺灣這片山水美景的眷戀，沿途景緻都

成為各式創作靈感，透過彩筆將這些眼底自然轉換成一幅幅藝

術臻品，更在人生留下了美麗的色彩。

    用彩紙交織著無數畫面：從清晨薄霧的湖光山色到活力滿溢
的花間飛舞，接著漫步於綠茵草原，靜觀日月星辰，坐看風生

水起，這是謝淑慧的「自然 觀紙」，歡迎您一同入境。

傳習館

7/26（日）11:00～17:00
手手市集
手作 + 二手 = 手手
二手古著 x 手工創作，台灣老雜貨與你自作自售

戶外園區

7/5（日）9:00～17:00
7/12（日）9:00～17:00

全日本少年少女武道練成大會強化訓練（限本館劍道學生）
以「全日本少年少女武道〈劍道〉練成大會」為目標之儲備選

手強化訓練，此活動為因應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暨全日本劍

道聯盟所舉辦之比賽，其宗旨以劍道教育為本，訓練內容及評

定標準包含：劍道禮法、基本動作、氣勢、服儀與師生默契。

期盼透過此次訓練派日參與選手能獲得優異成績。

惟和館

7/10（五）9:30～17:00 夏日遊藝趣
（290元／人，報名已額滿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四合院埕

7/18（六）9:30～17:00 北屯戶政新住民親子活動
（報名已額滿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四合院埕

7/19（日）15:00～15:30 萌寶爬行大賽
（500元／人，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B1新展場

7/23（四）9:30～17:00 夏日遊藝趣
（290元／人，報名已額滿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四合院埕

活動對象：舉凡有興趣民眾皆可參加，不限年齡、地區。

洽詢專線：04-2245-1310涂雅玲：wrare407i@gmail.com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電話 04-2375-9366　            地址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號
週一 9:00∼ 17:00，週二至週日 9:00∼ 22:00

臺灣民俗文物館 電話 04-2245-1310　            地址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 2段 73號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官網 www.taiwan-sto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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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土餐桌小旅行

風土餐桌小旅行

作者：洪震宇
出版者：遠流出版社
出版年：103 年 9 月

典藏館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

每月推薦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小小餐桌上，總因不同族群的文化，透過時光綿延與風

土條件的交融，最後編織出不同的餐桌滋味與生命經驗。作

家鍾鐵民家的餐桌，是他撰寫本書的起點，由此開始，逐漸

擴及外地。

       【精采書摘】

〈自序〉芝麻開門

對我來說，食物除了果腹，享受歡愉，還能交流情感經

驗，追索文化根源，就像是個通關密語，經過脣齒舌尖的吮

嚼檢驗，一聲「芝麻開門！」食物背後的身世奧祕與文化密

碼，就這樣自然流洩出來。

有一次我帶了高雄甲仙、那瑪夏與六龜寶來的朋友去美

濃笠山的鍾媽媽家吃午餐，用餐前，鍾媽媽的小女兒舜文先

導覽鍾理和文學紀念館，讓大家了解鍾理和家族的故事，再

沿著菜園小徑走到鍾家。

那天餐桌上有絲瓜粄、蘿蔔苗蒸肉、梅汁苦瓜、薑絲炒

茄子、炒芋頭與南瓜蛋酥，用完餐，大家跟鍾媽媽在客廳聊

天，好奇這些菜的料理做法？也頻頻猜測蒸肉上黑黑捲捲、

像茶葉的食材是什麼？當知道是每年十月收成的白玉蘿蔔的

葉子，經過曝晒、醃漬、乾燥之後，能讓蒸肉散發蘿蔔清香，

眾人十分意外，原來蘿蔔葉也可以入菜。 

在場有曾祖父從苗栗公館移民到甲仙開墾樟腦的客家

人、有定居甲仙兩百年以上的關山與小林村的平埔族、有從

南投名間到甲仙發展的閩南人、有嫁來甲仙十多年的柬埔寨

媽媽、有那瑪夏的布農族與卡那卡那富族，還有從嘉義移民

到六龜寶來的閩南人，眾多族群有緣齊聚一堂，經過蘿蔔苗

的提味，開始分享自己的族群記憶與食物。

讓我想念的鍾媽媽餐桌，也是撰寫這本書的動機起點。

以前來到美濃，都是吃粄條、豬腳與薑絲大腸，我總想，難

道美濃客家人真的都只吃這些食物嗎？許多觀光勝地為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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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洪震宇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中年之後職業混亂、專業難以定義，目前主

力推動在地小旅行，持續進行節氣飲食的田野踏查，並透過演講召喚說故事能

力。2012 年受邀在 TEDXTaipei 發表演說，曾獲選為《Shopping Design》2013
年年度影響力人物之一，被稱為是「台灣新品種旅行設計師」。著有《旅人的

食材曆》、《樂活國民曆》（與彭啟明、李咸陽合著）等。

風土餐桌小旅行

合客人，大量複製觀光的刻板印象，食物千篇一律，失去文化意涵，少了地方生活

的連結，更缺乏一食入魂的感動。如果能去美濃人家裡吃飯，到清晨的市場走動，

看看食材，吃在地的日常早餐，也許會有更真實深刻的體會吧。於是我去了三個客

家媽媽家裡吃飯，餐桌上的一菜一湯一飯一肉，雖然平凡家常，卻都是當地山海田

野的濃縮精華，以及漫長流轉的生命軌跡。 

如果食物是一種辨別身分的文化試紙，台灣是什麼？「我是誰？」我用食物去

叩問，書中這些不太具觀光知名度，看似偏遠其實並不算遙遠的地方，反而保存了

台灣文化礦脈與風土底蘊的原味。

台灣人是個多元化的行旅民族，流著不安定的血液，不論是從唐山過台灣的漢

人（閩南人、客家人），還是島內原本就存在、更早漂移來台灣落腳的平埔族與高

山原住民，因為無情天災或政權擺弄，數百年來，他們為了求生存，在島內進行很

頻繁激烈的移動，海拔與緯度，成為各種腳印足跡的見證。 

許多食材看似風土節氣的運作使然，實際上卻是帶著鄉愁、跋山涉水的流浪者

之歌，隨著族群的行旅足跡，不只傳承山川風景，更扛起家鄉的記憶重量，宛如帶

著鄉音的掌紋與胎記。

尤其在全球化、城鄉差距更大的時代，向內走更深，向外才能走更遠，只有更

細微的關注一個鄉鎮、一座村落、一戶人家，一位人物的生活樣貌，找出不隨波逐

流的根源與堅持，才能找到自己，也才能尋路未來。

故事就在現場，邀請你一起出發，深入這個島嶼的山巔水湄，走一趟以食物銘

印的探源之旅。

一起說：「芝─麻─開─門─」。（本文選自《風土餐桌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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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04-2687-0836

愛閱達人頒獎典禮 7/5（日）10:00～11:00
大甲長青活動中心（大
甲區圖臨時服務處）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大甲長青活動中心（大
甲區圖臨時服務處）

大安區圖書館

04-2671-3290

臺灣閩南經典歌謠賞析教唱 7/10（五）16:30～18:00 3樓多功能教室

Boostart贈書儀式及相關活動—
「土地公喜閱平安龜」搏杯活動

7/26（日）10:00～
11:00、11:00～12:00

戶外庭園區

大肚區圖書館
04-2699-5230
04-2699-0872

開卷好書展
7/01（三）～7/31（五）
8:00～17:30

大肚區圖書館3樓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大肚區圖書館2樓

大里區圖書館

04-2496-2651總館

04-2481-5336德芳館

04-2406-6049大新館

閱讀講座：社團團隊幹部培訓 7/3（五）19:00～21:00 總館B1大會議室

說唱閱讀藝術 7/15（三）14:00～17:00 德芳館演講廳

閱讀茶宅仔故事‧體驗童玩活動 7/22（三）9:30～11:30 大新館兒童室

大雅區圖書館
04-2568-3207

百師入學講座 7/4（六）10:00～12:00 3樓多功能教室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金
斧頭銀斧頭》

7/12（日）14:00～16:00 戶外廣場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戶外廣場

太平區圖書館

04-2392-0510坪林館

04-2279-7786太平館

小青蛙劇團《伊索寓言故事─金
斧頭銀斧頭》

7/11（六）15:00 坪林館2樓自習室

魔法Fun輕鬆─兒童英文研習營
7/24（五）～8/14（五）
9:30～11:30

太平館兒童閱覽室

外埔區圖書館

04-2683-3596

童玩製作 7/25（六）10:00～11:00 1樓兒童閱覽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寶寶爬爬樂活動

7/26（日）
9:00、9:30、10:00

1樓兒童閱覽室

石岡區圖書館

04-2572-2435

「文學迴鄉‧開卷系列」
系列演講

7/25（六）14:00～16:00 4樓視聽室

大嘴鳥說故事
7/11（六）、7/25（六）
10:30～11:30

2樓親子共讀室

后里區圖書館

04-2557-4671

閱讀Party歡樂一把抓
7/4（六）～7/5（日）
8:00～17:30

1樓櫃台

童心童樂繪本書展
7/1（三）～9/30（三）
8:00～17:30

1樓大廳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 7 月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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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區深波圖書館

04-2663-4606本館

04-2663-4605文昌分館

「島嶼吹詩的足跡─蘇紹連」 7/5（日）14:00～15:30 本館2樓研習教室

7月朗讀─書香音樂會 7/19（日）9:30 本館童書室

和平區圖書館

04-2594-2713

漫畫書展 7/1（一）～7/30（四） 2樓書展區

松鶴讀書會 7/1（一）～7/30（四） 松鶴部落

東勢區圖書館

04-2587-0006

04-2587-4256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1樓閱覽區

兒童影片欣賞─夏日大作戰 7/15（三）15:30～17:30 1樓閱覽區

神岡區圖書館

04-2562-0914
主題書展─格林童話特展 7/1（三）～7/31（五） 圖書館四樓

梧棲區圖書館 

04-2656-8701

童言童語說故事
7/4（六）～9/26（六）
每週六10:00

兒童室

開啟兒童閱讀的一扇窗 7/19（六）14:00 兒童室

清水區圖書館

04-2627-1597

04-2626-3757

英語故事屋 7/4（六）14:00～15:00 1樓兒童室

親子動動手悅讀趣 7/19（日）10:00～11:30 1樓兒童室

新社區圖書館

04-2581-7868

可愛面紙袋—親子拼布活動 7/4（六）14:00～17:00 3樓教室

漫畫貼圖‧line一夏
7/15（三）～7/16（四）
9:00～11:00

3樓教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1樓兒童室

潭子區圖書館

04-2531-9339

04-2531-0010

科學FUN暑假
7/18（六）、7/25（六）
9:30～11:30 B1多功能活動教室

YOYO愛看書—財神 7/4（六）15:00～16:00 B1多功能活動教室

龍井區圖書館

04-2635-3020本館

04-2630-0993龍津分館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10:00～10:30 龍井區圖書館幼兒區

親子歡樂故事屋 每週日10:00～10:30 龍津分館幼兒區

豐原區圖書館

04-2525-2195圖書館

04-2515-6756藝文館

兒童國際影展─
童心‧魔法‧看電影‧說故事

每週三14:00 兒少館1樓

閱讀推手—故事魔法屋 每週日14:30 兒少館1樓

霧峰區圖書館

04-2333-2426

龍族傳奇—遊玩演 7/4（六）14:00 3樓禮堂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 3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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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圖書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說故事活動 7/11（六）10:00～11:30 兒童閱覽室

孕媽咪主題書展 7/2～7/23開館時間 開架閱覽室

東區圖書館

04-2283-0824

問心─廿字真言人生守則插畫展
7/11（六）～8/29（六）
8:30～20:30（週一休館，
週日至18:00）

地下閱覽室

童顏劇團─
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7/25（六）下午14:00 2樓親子說故事區

西區圖書館

04-2322-4531

2014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7/1（三）～7/31（五）
8:30～20:30 3樓主題書展區

「近看與遠觀之間」奧和藝術工
作室林緯哲、陳志華老師

7/1（三）～7/31（五）
8:30～20:30 2樓開架閱覽區

南區圖書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保母說故事：
「星星回家了」

7/11（六）10:00～11: 3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英文繪本親子閱讀營─
Ba Ba black sheep

7/18（六）10:00～11:0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北區圖書館

04-2236-2275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2:00 北區圖書館

小青蛙劇場新小紅帽 7/4（六）10:00 北區圖書館

快樂學習坊樂齡學習 每週四9:00～11:00 北區圖書館

西屯區圖書館

04-2701-1102

快樂寶貝親子遊戲團體
7/4（六）、7/18（六）
10:00～11:30

鵬程里活動中心

西屯假日故事屋
7/5（日）14:00～15:00
7/11（六）14:00～15:00

1樓臨時服務點

西屯區協和圖書館

04-2358-2465

故事花園─中文說故事 每週六10:30～11:30 親子閱讀區

創意說故事─英文說故事
7/5（日）、7/19（日）
10:30～11:30

親子閱讀區

南屯區圖書館

04-2253-3836

2014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7/1（三）～7/31（五） 1樓書展區

百詩入學講堂 7/11（六）14:30～16:30 3樓會議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00 3樓會議室

北屯區圖書館

04-2244-4665

我愛繪本─故事萬花筒 每週六14:00～15:00 1樓親子閱讀區

龍族傳奇故事劇場─遊‧玩‧演 7/5（日）14:00 1樓親子閱讀區

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04-2422-9833

背包客歷險記 7/11（六）14:0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贈書儀式
暨活動

7/26（日）10:00～11: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圖資中心
04-26571900

父母成長學習系列講座─
「現代父母的新挑戰」

7/18（六）14:00～16:00 書香藝文館2樓

2015梧棲快樂兒童創意美展
7/11（六）～8/30（日）
9:00～17:30

3樓展覽區





香火繚繞 樂成宮
地址│臺中市東區旱溪里旱溪街 48號

開放│6:30∼ 22:00

電話│04-2211-1928

交通│搭乘統聯客運 61、75號到旱溪街口下車；搭乘統聯

客運、中台灣客運公車 20路到旱溪街口下車；搭

乘臺中客運 33路到明功堂醫院下車。

參
觀
資
訊

樂成宮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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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成宮俗稱是旱溪媽祖廟，因位於臺中市

東側大里溪支流，河面寬闊但水流稀少的旱溪

附近而得名，主祀聖母媽祖。 相傳清乾隆初期，

林大發之十五世祖渡臺拓墾，為冀求一帆風順

及其墾業順利，遂恭迎湄洲天后宮之「老二媽」

金尊一道來臺，林氏一行人，行經至本宮現址，

因神靈顯異，乃擇定聖地，暫奉祀神祇於此。

時光荏苒，眾等皆拓墾有成，有志人士乃於清

朝乾隆五十五年（西元 1790年），毅然創建「樂

成宮」於現址，供信徒 朝夕頂禮膜拜。迨至大

正十年（西元 1921年），因人口增加，聚落形

成，為因應日益增加之信眾，旱溪庄保正林源

泉、張昧、賴為堯三人，乃有重建廟宇規模之

議，遂協同地方熱心人士林大發、龔顯柴、賴

為堯、林阿堂、林同、林均等人，推動重建工

程，廟宇正殿於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年）建

造完成，三川殿於昭和四年（西元 1929年）竣

工，及至民國八十年擴建後殿，「樂成宮」宏

偉莊嚴完整之廟宇建築終告呈現。 

樂成宮坐東北朝西南，其原為「兩進兩廊

帶左右護龍」之四合院式建築格局，後於民國

77年增建後殿使成為三進之格局。目前被列為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提供香火繚繞 樂成宮

三川殿中港間麒麟堵



本件作品其成型技法相當特殊，以二個大碗互疊成圓

柱狀，再以圓筒置入中央部位，作為支撐，最上層再黏

接一小圓盤，內、外二層陶壁，形成中空器身。此種作

法於窯燒時更具困難度。若器壁內的空氣處理不當，窯

燒極易爆裂。                                                                    

器身修坏成型後塗抹泥漿，造成突起視覺效果，為避

免過於粗糙傷人，乾燥後再拍打使之平整，經過 850℃素

燒後，瓶口與下半部施鐵紅釉，中間段施土黃色釉，入

窯以 1250℃高溫燒成。

「作品風格即是人」。蔡先生作品除一如其人樸實無

華，且兼有敦厚特質。作品整體而言，造型穩重優雅，

釉色深淺對比得宜，給予觀者混渾圓厚實之感，是極具

個人風格的代表作。葫蘆墩文化中心典藏

憨厚系列 作者：蔡榮祐
尺寸：高 32cm、口徑 10 cm、底徑 17 cm、腹圍 118 cm
媒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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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的範圍包括三川殿、過水廊到拜殿及正

殿間的區域。樂成宮係臺灣大木匠師陳應彬

晚年的作品，三川殿採假四垂作法，即明間

棟架提高，通樑上增加疊斗數目成為重簷，

次間不提高，而造成上下簷的效果，上簷歇

山角柱則置於下簷通樑的獅座之上技巧複雜，

於立面看出則可多出數條規帶與圭臺，使屋

頂線條饒富變化，比一般廟宇華美。正門口

有對石獅子，為青斗石雕，公獅張嘴腳踏彩

帶、形象威武；母獅合嘴戲小獅、體態柔順，

整體造型活潑、體態渾圓，據說是創建初期

留存之傑作。在臺灣一般的柱珠造形中有圓

筒、多角、蓮座、瓜形、方座等形狀，而該

宮的柱珠卻是花瓣形，上雕花鳥，非常特殊，

廟中古物甚多，以清道光七年所製的古香爐，

因其人物雕刻生動而有喜氣，引人入勝。 

具百年歷史的樂成宮，建築樣式深具特

色，每年農曆 3月依例舉辦「旱溪媽祖遶境

十八庄」活動，歡迎大家一起來認識與參加。

樂成宮山門前龍柱

樂成宮山門及天公爐





002-邁向下一個台灣.indd   1 2014/12/31   下午 04:51:42




	P00文化報報7月號-封面
	P0封面裡-03目錄+文化導覽
	P04-05臺中逍遙音樂町夏日悠遊樂活城
	P6-15文化報報-本月推薦
	P16-47藝文饗宴
	P48-53書香悅讀+AD
	P54-文化藝遊+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