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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導覽

創意臺中‧生活首都

臺中，是一座創新特質極為鮮明的城市，來自於居住在這座城市的人

們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創意城市、生活首都」為願

景，為市民提供創新的環境與舞臺，並將藝術深耕於生活之中，讓市民的

生活脈動與藝文密不可分。

九月登場的「創意臺中」，將透過展覽與由東京理科大學的學生與臺

中在地學生進行創意激盪的「設計師工作營」，呈現獨具臺中特色的下午

茶生活文化。「2015國際彩墨蝴蝶藝術大展」更是邀請全球 30多國 100 
多位藝術家，以「蝴蝶」為主題，展現出各種精緻、炫麗的生活美學。天

高氣爽的秋陽下，歡迎來臺中呼吸溢散在空氣中的藝術分子，品味悠然的

城市節奏。

創新帶動城市的發展，而傳統的延續與文化的傳承，是城市文化永續

的根基。「美術家接力展」為臺中的藝術創作者提供獎勵以及發表平台，

讓在地藝術與文化薪火相傳，展出作品皆是臺中在地藝術家的經典之作。

「2015臺中光影藝術節─拾光遊」將透過光雕投影及燈光秀，為中西區古
蹟歷史建築群妝點絢麗，在璀璨光影中重現歷史風華。

在這舒適宜人的美麗時節，邀請您穿上一雙適合散步的鞋，一起漫步

這座創意城市，體會臺中鮮明的文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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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生活
創意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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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故事

創
意臺中 Creative Taichung是臺中每年度辦理的文創設計展演活動，透過不同主題呈現臺中

優秀的文創成果，提供市民各種貼近生活的體驗與感官享受，活動於9月13日（日）9:30∼

10:00開幕，一起來感受臺中「創意城市‧生活首都」的魅力！

一、四大主題展覽 ‧ 午茶體驗
「2015創意臺中」以「Laid Back Life」為主題，將於 104年 9月 12日（六）至 9月 30日

（三）在清水眷村文化園區盛大展開，透過「聆佳樂」、「賞良器」、「閱好冊」及「品美藝」

等臺式、西式及日式之互動體驗主題式展間，展示來自臺灣中部的工藝師、文創業者、設計團隊、

糕餅業者所設計之食器、茶具、工藝、糕餅等，呈現臺中市特有的下午茶生活文化，讓民眾親

身體驗屬於臺中的悠閒與慢活氛圍。

information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位於港區藝術中心旁，前身為建於 1949年的信義新村空軍眷舍。紅磚巷弄、黑瓦連體民宅、庭
園裡芒果樹結實累累。除了老滋老味、原汁原味的眷村美學，這裡現在也是無牆美術館，除了攝

影作品、繽紛的草花等裝置藝術，週末時刻也常有在地人文團體在此舉行藝術市集，推廣清水海

線文化。活動期間也將結合眷村空間，推出眷村懷舊午茶點供民眾品嚐。

大墩文化中心→鰲峰山（看鬼洞）→百年古蹟清水國小 →
港區藝術中心用中餐（清水美食 米糕）→

創意臺中展區：沙龍空間體驗、ＤＩＹ體驗或講座、好藝市集→
大墩文化中心。



悠閒生活
創意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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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交流展覽 ‧ 設計師工作營　
為增加本市創意與國際文化之交流，於本年度 7月份前往日本東京 Shibaura House辦理國際

交流展。展覽吸引 3,000人次以上入場觀展，獲得臺日十多家媒體關注與報導，同時成功媒合日

本業者及臺灣文創店家，開創新的可能性。

除主題展覽外，邀請日本東京理科大學教授、

東京設計週總監廣瀨大祐教授來臺辦理「設計師工

作營」，以茶文化為主題共同創作屬於這次活動的

裝置藝術，並在 9月 21日至 30日進行展示，期望

透過引進國際文化創意元素，進行交流。

三、周邊活動 魅力同享
創意臺中邀請到兩位設計大師分享創意，與臺中民眾共享下午茶；另規劃旅遊專車，透過閒

遊臺中景點、古蹟，並進行專業解說，深入臺中充滿魅力的下午茶文化；更舉辦創意市集／手作

DIY體驗；以及結合眷村空間，推出眷村懷舊午茶點供民眾品嚐的眷村美食體驗。眾多精采活動，

讓民眾朋友一同來體驗「生活首都」的多種生活風情，一同了解臺中這塊土地獨一無二的精采。

活動詳情與最新資訊： www.2015creativetaichung.com.tw，活動洽詢與報名：04-2317-9850黃小姐

大墩文化中心→鰲峰山（看鬼洞）→百年古蹟清水國小 →
港區藝術中心用中餐（清水美食 米糕）→

創意臺中展區：沙龍空間體驗、ＤＩＹ體驗或講座、好藝市集→
大墩文化中心。



DOWNTOWN  RECREATIVE  FOUNDATION

1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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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墨如蝶 多元爭炫
2015 國際彩墨蝴蝶藝術大展

今年「第 14屆臺中彩墨藝術節」是以生活化和生態化的「蝴蝶」為

活動主題，讓各國藝術家從不同的民俗生活、美學設計或新奇構思，來發

揮自己的創意。重頭戲「2015國際彩墨蝴蝶藝術大展」共邀請全球 30多

國 100多位藝術家參展，由於色彩鮮麗、造型不同、技法各異、風格更是

獨特，所以琳瑯滿目的作品讓人充滿「彩墨如蝶‧多元爭炫」的感覺，

綜合作品特質，可以歸納出15種令人莞爾的有趣樣態：如領帶蝶、揹塔蝶、

親臉蝶、衣裳蝶、書頁蝶、群舞蝶、天使蝶、刺青蝶、變形蝶、彩虹蝶、

生態蝶、雙面蝶、花瓣蝶、裸女蝶和蝴「碟」夢等，在幻想與現實間，在

創意與技巧間，隱藏著非常貼近人心的生活美學。

開放時間│ 9/12（六）∼ 9/30（三）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二）

文 /黃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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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季│ 9/5（六）14:30-16:30
屯區藝文中心

張 耀 仁│ 9/4（五）13:15-14:55
梨山國中

楊    索│ 9/19（六）14:00-16:00
港區藝術中心

林 武 憲│ 9/10（四）14:00-16:00
惠明盲校

陳 幸 蕙│ 9/10（四）14:30-16:10
沙鹿國中

鴻    鴻│ 9/29（二）15:20-17:00
台中一中

林 明 德│ 9/12（六）10:00-12:00
霧峰區以文圖書館

賴 香 吟│ 9/30（三）13:00-15:00
逢甲大學

廖 鴻 基│ 9/19（六）14:00-16:00
大墩文化中心(不對外開放 )

蔡 淇 華│ 9/22（二）13:30-15:30
明台高中 (不對外開放 )

(不對外開放 )

(不對外開放 )

(不對外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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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歡樂過中秋‧中秋藝起看戲趣」活動，特別重金邀請吳兆南

相聲劇藝社 -相聲表演與互動式小遊戲，與民眾一同歡渡中秋佳節。

現場更準備 2000份中秋月餅提供民眾品嚐，活動當天若民眾至「臺中

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臉書粉絲頁按 ''讚 ''加入粉絲，即可獲得應景禮物

一份，送完為止。

活動時間：9/26（六）18:00 ∼ 21:00；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廣場



「2015戲胞藝起來」系列活動，特別邀請「故事工廠」帶來創團巨作，創

下 2014年新點子劇展一票難求的精采作品《白日夢騎士》，帶領你一同笑到流

淚、感受全臺灣最夯的喜劇魅力！

由吳怡霈擔綱、鄭凱云、林東緒、郭耀仁等硬底子演員，主演現代荒誕寓

言《白日夢騎士》，故事描述萬年龍套演員幻想成為英雄的男主角，最後竟弄

假成真，最終突破心魔，為愛勇敢冒險。全劇以喜劇節奏包裝懸疑推理情節，

張力十足；全劇七位演員包辦近四十位角色，不但考驗演員快速換裝的功夫，

更挑戰角色一秒上下戲的變換功力，難以想像、精采絕倫。細緻精準的演出，

影像感十足的劇場作品，絕對值回票價！

時間│ 9/12（六）14:30

地址│屯區藝文中心演藝廳（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票價│ $200,300,400元（兩廳院售票）

電話│ 04-2392-1122

2015 戲胞藝起來
《 白 日 夢 騎 士 》 故 事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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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8/22（六）∼ 10/11（日）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展覽室 A（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電話│ 04-2392-1122

自然本真─李宗仁創作展
李宗仁老師出生於雲林，目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專

任教授，曾獲頒第十二屆全國美展國畫類─首獎、全國美展─金龍獎、

陸光美展國畫類─首獎、中山學術文藝基金會第三十八屆文藝創作獎、

中國文藝協會第四十五屆文藝獎章等榮譽。

曾多次於國內外舉辦個展及聯展，深受現代水墨藝壇矚目及肯定。

老師致力於描繪臺灣的自然風光，融合東西方美術的特質，以靈活的壓

克力顏料結合傳統筆墨皴法，細膩的捕捉臺灣山川茂盛繁密之景。挖掘

出自然萬物所蘊含的「運行之道」，並滲透自我對「道」的感應，形成

自我的繪畫語言，呈現出充滿哲學思維且氣勢磅礡的水墨作品。

時間│ 9/19（六）19:30

地址│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售價│$500,700,900,1200,1500,1800,2200,2500（兩廳院售票、葫蘆墩文化中心售票）

電話│ 04-2526-0136

男言之隱
《男言之隱》故事敘述原本擁有聽見男人心聲超能力的女主角宜

蘋，身邊的男人一個換一個，後來她遇到真命天子，一位音樂製作人邀

請她為新歌作詞，她卻發生意外，失去超能力在愛情擂臺上失勢的她，

得重新學習如何傾聽「男聲」，才能譜出動人的詞曲，虜獲男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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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色‧寸心】─張秀燕膠彩展
第 5 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201 棒

張秀燕從水墨、彩墨、轉至膠彩，期間嘗試過許多種題材，【塵色‧寸心】是首次以

膠彩為主題的創作展，主要分為三個系列

1.研究所期間的膠彩創作：以「情絮」為主─少女情感探究，描繪少女在感情上的深刻遇合

　及凝動生命中的達觀適應，尋找感情的入口及出口。

2.食言食語系列─我與水果的對話：這一系列以各種水果加上不同元素取其吉祥諧音，希望

　在生活中傳達樂觀向上的電波，帶來美好希望與歡欣的正能量。

3.花語系列─塵色花語，是最美的追尋，也是無窮的對話與感動。

　生活是如此日常卻又是理所當然，塵色．寸心是用最幽微的心境記錄身邊的美好。無論是

少女的寸寸春心，或是香甜果物的沁心及無邊花色的動心，希望化為筆下的縷縷春風，為靈

魂注入一點勃勃朝氣。

開放時間│ 9/18（五）∼ 10/18（日），9/27（日）中秋節休館

開幕式│ 9/19（六）14:00

導覽│ 9/19（六）16:0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2樓畫廊（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電話│ 04-2526-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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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音樂舞蹈藝術節，規劃從 9至 11月共六場次，邀請國內外及在地優秀表演團體，

為市民朋友帶來一場場精彩的藝術饗宴，也為城市注入陣陣優美的文化滋養，用音樂藝術

觸動城市與市民心靈上的對話，為臺中市的藝文增添色彩，也讓市民朋友因為「音舞屯奇

藝記」藝術饗宴而彼此發出共鳴。

9/13（日）【撼動特技舞蹈劇團】特技＋肢體律動＋現代舞蹈 （戶外露天劇場，免費入場）

串起一整場驚呼連連，肢體超越舞蹈韻律詮釋劇情，熱血陽剛四溢的特技高手，即將

熱烈登場∼撼動特技劇團秉持著宏揚傳統民俗，與開拓創新文化創意的意識，繼而延續雜

技藝術的精粹。

102年走過臺灣 102景點疊羅漢，今年將以更謙卑的心與精湛的演技，讓傳統雜技藝

術注入另類的新形象。

9/26（六）【瓊瑢舞蹈團】芭蕾＋民族＋現代

（演藝廳，開演前 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瓊瑢舞蹈團連續十四年榮獲前臺中縣文化局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評鑑為「傑出演藝團

隊」，2014年 11月舞團又榮獲臺中市第三屆表演藝術「金藝獎」的殊榮。

舞團從最初配合比賽要求的民族舞蹈，到現代舞、芭蕾、街舞等各種舞技的成功發展，

一身榮耀的背後，是團長和老師們辛苦打下的基礎。瓊瑢舞蹈團積極參與臺中地區各項藝

文活動，在舞蹈表演藝術領域繼續深耕，努力創新與貢獻。

時間│ 9/13（日）19:30、9/26（六）19: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戶外露天劇場、演藝廳（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電話│ 04-239-1122

2015 音樂舞蹈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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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茶象徵著臺灣人的熱誠與好客，清風茶宴茶道文化國際交流活動特邀請臺、日、韓

之茶宴展開跨越國域之距離，以茶會友，茶宴中韻和著陶藝、花藝、茶與詩畫及古樂，以及

港區藝術中心優美綠林池景、曲橋流水，為這次盛宴架設完美的場景。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清風樓；瓜棚廣場；玉園人文空間展覽大廳；會議室 A、B（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電話│ 04-2627-4568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中華方圓茶文化學會

茶
道
文
化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榖雨收寒、茗露華鮮、茶煙颺曉

活動時間 9/12（六）10:00∼ 17:00

開幕式 9/12（六）10:00

日本踊舞、瓊瑢舞蹈、管弦樂、臺灣陶笛樂團演出、聽陶飲茶湯免費奉茶

事先報名活動：茶與詩、品飲茗茶（含臺灣茶席、韓國茶席、煎茶道茶席）

報名請洽：04-2627-4568#607。

展覽

9/1（二）∼ 9/12（六）9:00∼ 17:30茶席美學展／展覽大廳

9/5（六）∼ 10/4（日）9:00∼ 17:00 山隱─賴秀桃柴燒茶碗創作／掬月廳

本月
推薦

14



1945年後因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臺灣膠彩畫由輝煌轉趨停滯沒落，膠彩畫並未能在

學院中授課，只能由私塾式的私下傳授，使得膠彩畫的傳承與發展相當有限。

從臺中教育大學退休的林之助，1985年應東海大學美術系邀請，正式在東海大學美術

系教授膠彩畫，膠彩畫終於走進了美術學院傳授。隨後各大學院校美術相關科系也陸續開設

膠彩畫課程，臺灣膠彩畫它從私塾教育全面走入正規的藝術學院體制傳授。

學院式的訓練培養過程與私塾不同，私塾是一個較封閉的學習場域，在現代多元開放的

學院中，透過更嚴謹完善的傳授，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年輕膠彩畫創作者，學院中各種學術

性的研討的展覽，擴大了社會階層的參與，臺灣膠彩畫的畫風走出了 50年前的日治風格及

制式的私塾畫風，進入多元的新時代。為臺灣膠彩畫的再興注入了新的活血，也開啟了膠彩

畫發揚的一個序幕。

開放時間│ 8/8（六）∼ 12/6（日）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電話│ 04-2627-4568 

臺 中 市 美 術 家 資 料 館 膠 彩 藝 術 特 展 Ⅲ

─膠彩畫的學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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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6/6（六）～11/1（日） 水流漫漫─余如季見證柳川映記展 臺中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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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五）～9/13（日）
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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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六）～
105/1/31（日） Forever Young青春無限

亞洲大學
現代美術館

8/27（四）～10/29（四）
2015彩筆畫媽祖水彩徵件比賽
得獎作品展

惠中樓1至10樓
藝術廊道

9/03（四） ～9/30（三） 104年中彰投三縣市藝術家聯展 文心樓1樓中庭

表演

9/4（五）～9/6（日）
2015搖滾臺中
（活動詳情請參閱P.6）

臺中文創園區
文心森林公園
圓滿戶外劇場

9/5（六）19:30
9/6（日）14:30

九天鼓樂‧經典重現─
九天民俗技藝團✽

中山堂

9/9（三）19:30

2015WayOut計畫：
舞‧界線Infineti 1─千僖兒童舞團
（售票請洽：0921-194-591詹小
姐；0912-325-970趙小姐）

中山堂

9/10（四）19:30
初‧韶樂─韶樂國樂團
（索票入場，地點：臺中市立光明
國中警衛室）

中山堂

9/11（五）19:30 國立台中文華高中迎新音樂會─
文華高中雅風國樂社

中山堂

9/12（六）16:00～17:30 104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舞臺活
動：躍舞飛揚─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臺中公園
湖心亭周邊廣場

9/12（六）19:30 聞韶2015年度公演音樂會─
聞韶軒絲竹室內樂團✽

中山堂

9/13（日）14:30
華之友演歌─華之友演藝團
（索票入場：當日13:00，現場索
票，對號入座）

中山堂

9/18（五）19:30
2015聆聽─我們的歌演唱會正聲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廣播電台
（索票請洽：04-2487-3103吳小姐）

中山堂

9/20（日）19:00

風華再現演唱會─
臺中市政府現職暨退休公教員工合
唱團（索票入場，索票地點參閱
P.22）

中山堂

9/25（五）19:30 台中愛樂合唱團2015年度公演─
台中愛樂合唱團✽

中山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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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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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六）16:00～17:30 104年臺中公園湖心亭假日舞臺活動：
躍舞飛揚─瓊瑢舞蹈團＋唐老鴨小丑魔術

臺中公園
湖心亭周邊廣場

9/26（六）19:30 2015爵士美樂地─企業家爵士大樂團
（索票請洽：04-2473-7425陳小姐）

中山堂

9/27（日）14:30 2015維也納音樂教育─全國小提琴暨鋼琴大賽首獎
（索票請洽：04-2528-7522） 中山堂

10/2（五）19:30
10/3（六）19:30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果陀劇場✽ 中山堂

10/4（日）14:30、19:30 桃太郎冒險記─
日本飛行船劇團、得意寶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堂

10/7（三）19:30
2015重陽節繞樑金曲：
活力無限經典民歌演唱會─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索票請洽：04-2234-8291張先生）

中山堂

活動

7月至12月 臺中文學館讀詩節與人文講堂系列活動 臺中文學館

4/9至12月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入學 各區圖書館、市中心

7/10（五）  ～9/6（日） 綠圈圈─當我們童在一起
西區草悟道
（勤美術館附近）

9/1（二） ～9/11（五） 「104年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徵件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9/12（六）～9/30（三） 2015創意臺中 臺中市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9/12（六）～9/30（三）
2015第十四屆
臺中彩墨藝術節系列活動

大墩文化中心
大雅區橫山社區

9/30（三） 「2015臺中社區影像紀錄片」徵件競賽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9/2（五）～10/18（日） 舊城生活節 中區

10/3（六） ～12/13（日） 2015臺中光影藝術節
臺中州廳、湖心亭
、演武場、文學館
、放送局

10/10（六） ～10/18（日） 白冷圳文化節 新社

10/23（五）～11/1（日） 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傳藝民戲展風華」演出計畫 臺中公園

10/23（五）～11/1（日） 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百年慶，藝起來」演出計畫
中山堂、圓滿戶外劇場、
四大文化中心

藝術Long Stay

9/10（四）14:10 2015藝術Long Stay：
「才子佳人鳳凰情」折子戲─國光歌劇團校園示範演出

大里區大里高中

9/11（五）9:00 2015藝術Long Stay：
「才子佳人鳳凰情」折子戲─國光歌劇團校園示範演出

大里區瑞城國小
（限該校學生參加）

9/11（五）10:2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梧棲區梧棲國中
（限該校學生參加）

9/16（三）9:3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梧棲區大德國小
（限該校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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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9/3（四）10:00
文心樓 1樓中庭

9/3 9/30
（四） （三）

由彰化、臺中、南投三縣市的 60位知名藝術家，提供
水墨膠彩類、油畫水彩類、立體工藝類、書法篆刻類等四大

類別 60件作品，以三縣市巡迴方式展出，讓三縣市不同的藝
術之美在同一時空互相交流，激盪出燦爛的火花。

104 年中彰投三縣市藝術家聯展

∼ 惠中樓 1至 10樓藝術廊道8/27 10/29
（四） （四）

2015 彩筆畫媽祖水彩徵件比賽
得獎作品展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2015彩筆畫媽祖水彩徵件比賽」已於 7月初評選完畢，今年徵件再創
新高，共計徵得 1,576件作品，經評選後總計 100件作品得獎，各組作品皆具相當水準，難分軒輊，歷經
多輪評審投票才得以產生第一名。得獎作品將於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完整展出，

歡迎有興趣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同前往欣賞。

9/18（五）9:3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大肚區大忠國小

9/18（五）13:05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龍井區龍津國中
（限該校學生參加）

9/18（五）19:3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大甲區順天國小

9/22（二）10:3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外埔區安定國小

9/22（二）13:30 2015藝術Long Stay：
小綿羊與愛麗絲的快樂城堡─台灣揚琴樂團校園示範演出

清水區建國國小

9/22（二）14:00 2015藝術Long Stay：
「才子佳人鳳凰情」折子戲─國光歌劇團校園示範演出

太平區車籠埔國小
（限該校學生參加）

9/23（三）13:10 2015藝術Long Stay：
「才子佳人鳳凰情」折子戲─國光歌劇團校園示範演出

南區崇倫國中
（限該校學生參加）

9/29（二）13:30 2015藝術Long Stay：
廟會演藝─九天民俗技藝團校園示範演出

東勢區新盛國小

9/30（三）14:00
2015藝術Long Stay：
「才子佳人鳳凰情」折子戲─國光歌劇團校園示範演
出

南屯區黎明國中
（限該校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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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中山堂
$200,400,600,800,1000,1200,1500（兩廳院售票）19:30 9/69/5

（日）（六）

九天鼓樂 ‧ 經典重現─九天民俗技藝團

1995年由許振榮團長創立的「九天民俗技藝團」，原
為傳統廟會陣頭團體，隨著時代演進，為使傳統民俗文化

得以轉型並永續傳承，九天致力創新與改變，不斷精進技

藝、豐富表演內容，強化陣頭表演的藝術性，逐步讓傳統

地方廟會陣頭走向藝術化、專業化。此次表演內容精采震

撼，生動地展現祭典儀式的氛圍、磅礡的鼓陣與鼓樂，期

許能帶給觀眾不同以往的感官新享受，歡迎蒞臨欣賞。

、

∼ 大臺中各場域10/23 11/1
（五） （日）

2015 臺中花都藝術節

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以「花‧百年」為主軸，
凸顯表演藝術的在地性、創新形式及創新價值，藉由

10天聚焦且密集的演出，擴大城市文化交流與合作觸
角，給予市民精緻深刻的藝文體驗，舉凡地景藝術、遊行踩街，舞蹈、展覽、音樂、街頭藝人等也都含括

在內，其中已舉辦 12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引介逾百名國外優秀爵士樂手來臺，同時邀請國內具知名度
之樂手或樂團，在市民廣場辦理演出，搭配多元化之周邊活動，成為臺中市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打造專

屬臺中市的藝術節慶氛圍。另為 2018花博暖身特別舉辦花現臺中─踩街大遊行，透過相關活動的 舉辦，
打開跨界合作的可能，活絡文創產業，將臺中「文化城市」的形象推向國際社會。

※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官網 www.culture.taichung.gov.tw

19:30   中山堂
$300,500,800（兩廳院售票）

9/12
（六）

聞韶軒絲竹室內樂團曾經連續十年獲選為臺

中市傑出演藝團隊，今年更帶來了大家少見的獨弦琴及竹琴的演出，特別邀請越南的國寶─阮氏秋水客席

演出。另外帶來的曲目也都是旋律性強 ,經典動聽的曲子，有鋼琴協奏、二胡協奏、36簧笙協奏，以及具
有戲曲效果的大合奏，是一場值得細細品味欣賞的音樂饗宴。

聞韶 2015 年度公演音樂會─
聞韶軒絲竹室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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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中山堂
索票請洽：04-2487-3103吳小姐

9/18
（五）

2015 聆聽─我們的歌演唱會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廣播電台

為了大臺中民眾之健康與幸福，正聲廣播電台為善盡媒體責任，滿足閱聽大眾之心靈，再度籌辦

「2015聆聽─我們的歌」演唱會，邀請老、中、青歌手，演唱各年代之懷念歌曲，期盼透過活動讓音樂
歌聲撫慰人心，紓解壓力；讓「我們的歌」美好的旋律充實我們的生命；更由這些經典好聽的歌曲，慰藉

人心、關懷弱勢、回饋社會，分享溫馨與幸福！

19:00   中山堂
索票地點：臺中市政府、忠孝國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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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日）

臺中市政府員工合唱團由林玫媛老師精心策劃，且廣邀各優質團隊聯合表演，誠盼藉由音樂會柔性

的傳達方式，表達臺中市政府在 928教師節的日子，衷心感謝教師們在工作崗位上無怨無私的付出奉獻，
及高度關懷 921天災後撫平心靈的感恩與惜福。

風華再現演唱會─臺中市政府現職暨
退休公教員工合唱團

、
19:30   中山堂
（兩廳院售票）

10/2 10/3
（五） （六）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果陀劇場

一位體育專欄作家畢業十六年後，在自己的許多理想中迷失了自我。偶然從電視上看見大學時期對

他期望最大的教授竟罹患了絕症。師生二人久別重逢，不畏懼「死亡」的教授，利用 14個星期二的時間
裡與學生展開了既幽默又觸動人心的生死對話。

14:30、19:30   中山堂
（年代售票）

10/4
（日）

由精緻細膩的人偶造型詮釋桃太郎的古老傳說，讓孩子們在生動活潑的劇情中，更能深刻的明辨是

非、樹立正確的觀念；享受精湛的演出所帶來的歡樂，給予幼小的心靈充滿名作童話的美夢與感動，值得

全家共賞。

桃太郎冒險記─
日本飛行船劇團、得意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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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
7/1（三）∼ 9/30（三）
江菊秋─水墨畫展
免費參觀

福宴國際創意美

食―藝術行

臺中市清水區中

山路 18號
04-2622-8757

9/2（三）∼ 10/30（五）

王迎春師生聯展
免費參觀

國軍臺中總醫院２樓藝宣走廊

臺中市太平區號

中山路二段 348
號

04-2393-4191#12

9/4（五）∼ 10/29（四）
開幕式：9/6（四）15:00

三不亦齋翰墨聯展
免費參觀

猿緣園藝術館 2 樓

臺中市文心南路 919
號

04-2260-3888

9/19（六）18:30

中秋音樂聯歡會
免費參觀

巴比音樂美語補習班 1 樓前庭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北街 18號
04-2273-0702

8/1（六）∼ 9/30（三）

洪添賢Croter 插畫展
免費參觀

紅點文旅 1 樓美好

藝廊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206號
04-2229-8333

9/1（二）∼ 9/30（三）

陳子芸作品展
免費參觀

夏卡爾藝術屋

臺中市太平區樹

孝路 422號
04-2391-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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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9/27（日）休館1天

展覽

8/22（六）～9/9（三） 104年度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
（一～三、五）、
動力空間

8/22（六）～9/2（三） 中華弘道書學會乙未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8/22（六）～9/9（三）
飛來燕蝠─日夜交替之美
綦建平攝影個展

大墩藝廊（六）

8/22（六）～9/9（三） 蔣玉郎「傳說」金屬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一）

8/22（六）～9/9（三） 陶癡陶展─陶癡雅集30週年展 文物陳列室（二）

8/22（六）～9/9（三） 流動的盛宴─方重遠師生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8/22（六）～9/9（三） 豐腴詼諧劇場─潘冠婷創作個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8/29（六）～9/10（四）
鞋子的旅行故事─
鞋寶觀光工廠第二屆繪圖比賽

北屯兒童館

9/1（二）～9/25（五）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
孫澤清師生水彩畫展

文物陳列室（三）

9/5（六）～9/16（三） 悠遊藝海─墨海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9/12（六）～9/24（四） 義愛心苗班暑期成果展 北屯兒童館

9/12（六）～9/30（三） 2015國際彩墨蝴蝶藝術大展
大墩藝廊
（一）、（二）

9/12（六）～9/30（三） 第十四屆彩墨新人賞聯展
大墩藝廊
（五）、（六）

9/12（六）～9/30（三） 「蝶飛福爾摩沙」藝術生態裝置展 動力空間

9/12（六）～9/30（三）
興旺臺灣影像八十載─
陳耿彬‧陳政雄父子攝影展

大墩藝廊（三）

9/12（六）～9/30（三） 愛之吻─吳春惠彩瓷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一）

9/12（六）～9/30（三） 台灣陶藝展2015 文物陳列室（二）

9/12（六）～9/30（三） 藝相連結油畫聯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9/12（六）～9/30（三） 「寶島‧印象」賴又瑄油畫個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9/15（二）～9/30（三）
「Show My Wings」蝴蝶創意設計
暨彩繪大賽得獎作品展

動力空間

9/19（六）～9/30（三）
臺中市石友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成果展

大墩藝廊（四）

9/26（六）～10/7（三） 愛與陪伴公益成果展 北屯兒童館

講座

9/20（日）
14:00～16:00

幼兒表達親子互動教育講座
（講師：P.J.故事達人，報名方式請
參閱官網公告）

兒童室故事屋

9/21（一）
14:00～16:30

光影旅程～電影與人生
（講師：黃炳熙）

B1演講廳

市集

9/19（六）
14:00～20:00 2015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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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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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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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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六）10:00～10:50 Shark In the Park 林敬鈞老師

9/12（六）10:00～10:50 Silly Willy 康乃爾英語

9/19（六）10:00～10:50 Froggy Gets Dressed 康乃爾英語

9/26（六）10:00～10:50 Under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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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日）10:00～10:50 沒毛雞 台中故事協會

9/13（日）10:00～10:50 天鵝王子 大開劇團

9/20（日）10:00～10:50 小老鼠吃月亮 郭品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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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五）10:30～11:30 Big Smelly Bear 英語志工（Harmony、Wendy）

9/5（六）15:00～15:30 Goldilocks and just the one bear 英語志工（Zoey、Lydia）

9/11（五）10:30～11:30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英語志工（Debra、Yvonne）

9/12（六）15:00～15:30 Good Choices for Cat and Dog 英語志工（Lynn、Mary）

9/18（五）10:30～11:30 One Fine Day 英語志工（Joyce、Annie）

9/19（六）15:00～15:30 T h e r e  W a s  a n  O l d  L a d y  W h o 
Swallowed a Fly 英語志工（Shawn、Angela）

9/25（五）10:30～11:30 The Napping House 英語志工（Flower、Susan）

9/26（六）15:00～15:30 Caps For Sale 英語志工（Pauline、Jaclin）

每週五14:00                                                                         下課電影院　                                              地點：兒童室故事屋

9/9（三）14:00 奇妙仙子：海盜仙子（普遍級） 動畫片78分（西片）

9/23（三）14:00 神偷奶爸2（保護級） 動畫片98分（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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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六）10:30 Under the Sea 貝兒工作室

9/6（日）10:30 公主的月亮 大鵬老師

9/12（六）10:30 Shark in the Park 林敬鈞老師

9/13（日）10:30 三字經的故事 義愛文化培育協會

9/19（六）10:30 粉紅豬 格瑞特幼兒園

9/20（日）10:30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貝兒工作室

9/26（六）10:30 不會寫字的獅子 台中故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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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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六）10:00 亮演人生（保護級） 劇情片106分（義大利）

9/5（六）14:00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讓我們用影像改變世
界」紀錄片培訓營成果發表巡迴展（一）

紀錄片90分（臺灣）
講評、座談會15:30～16:00

9/6（日）14:00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讓我們用影像改變世
界」紀錄片培訓營成果發表巡迴展（二）

紀錄片65分（臺灣）
講評、座談會15:05～16:00

9/12（六）10:00 愛，進化（保護級） 劇情片108分（英國）

9/12（六）14:00 玩命關頭6（輔導級） 劇情片130分（美國）

9/13（日）14:00 往復書簡（保護級） 劇情片122分（日本）

9/19（六）10:00 修女愛唱歌（輔導級） 劇情片119分（法國）

9/19（六）14:00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輔導級） 劇情片118分（日本）

9/20（日）14:00 總舖師（保護級） 劇情片145分（臺灣）

9/26（六）10:00 聖誕夜效應（保護級） 劇情片102分（美國）

9/26（六）14:00 那年陽光燦爛（保護級） 劇情片116分（智利）

∼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三）

9/1 9/25
（二） （五）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孫澤清師生水彩畫展

水彩畫是門易學難精的學問，

顏料與水分調和的比例，乾溼筆技

巧運用的深邃，以及效果無預期的

變化，在在令人難以掌控。一幅水

彩畫的成敗就在一瞬之間。

此次參展學員在短短的研習時

間能不畏艱難的提出作品，雖未臻

成熟，但每一筆、每一畫都蘊藏著

他們的熱情與努力，令人感動。歡

迎藝術界的先進與同好，不吝給他

們鼓勵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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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三）

9/12 9/30
（六） （三）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四）

9/5 9/16
（六） （三）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五）、（六）

9/12 9/30
（六） （三）

興旺臺灣影像八十載─
陳耿彬 ‧ 陳政雄父子攝影展

悠遊藝海─墨海畫會聯展

「彩墨新人賞」係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

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國際彩墨畫家聯盟協

辦，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獎金，從 91年
起舉辦迄今已 14年，今年第十四屆彩墨新人賞 12
位得獎人作品，不但創作主題明顯，技法純熟，觀

察敏銳，也具有當代藝術的多元人文思維與樣貌。參加聯展的有特優獎廖姿婷，新人獎張幼莉、黃靖淳、

溫健凱、李如意、吳宛真和佳作獎郭雅倢、吳曉菁、林欣緯、李明倫、趙子賢、蔡鶴旭等得獎作品。

第十四屆彩墨新人賞聯展

陳耿彬 1935年服務於臺灣新聞社寫真部，以報導攝影及製版入行，關心臺灣美麗風土人情，藉由影
像記錄大時代的變遷。次子陳政雄克紹箕裘地延續八十年，其珍貴影像將透過此攝影展呈現給大家。

陳耿彬透過影像的紀錄，保留了早期的寶島風情，作品包含日治時代、1935年墩仔腳大地震、二次
戰前、二次大戰及戰後作品。其子陳政雄跑遍臺灣各角落，拍攝數以萬計的影像，其中有九二一地震之影

像紀錄。展出作品從黑白、彩色到高階數位影像之呈現，詳實紀錄陳耿彬父子兩代人攝影鏡頭裡之臺灣人

文風光及時代縮影，竭誠歡迎藝文愛好者蒞臨參觀，深入體驗臺灣之美。

墨海畫會是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藝文同好，在工作閒暇之餘常一齊走遍國內外風景名勝寫生，為精

進水墨畫創作技巧，相互切磋畫作技法，因理念相同而組成「墨海畫會」。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知名藝術

家許文融教授，並拜其為師，使整個畫會成員的創作風格更加多元化。畫會成員大多數是退休人員，秉持

對藝文工作的熱情及對人生素質的提升而執著於藝術畫作。預計展出作品有水墨、油畫、複合媒材、膠彩

等約 100件，內容雅緻、氣勢豪放、意境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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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二）

9/12 9/30
（六） （三）

「蝶飛福爾摩沙」
藝術生態裝置展

台灣陶藝展 2015

「蝶飛福爾摩沙」藝術生態裝置展透過「紫

斑蝶遷徙飛行日誌」一詩及彩繪作品呈現，讓民

眾對於臺灣著名的國道蝴蝶─紫斑蝶遷徙過程更加瞭解，當您走進展覽空間時，便會開始不自覺跟著紫斑

蝶們飛行足跡踏遍美麗的福爾摩沙，現在就讓我們用心去體驗吧！

臺灣陶藝學會創會迄今，已歷 20餘年寒暑的成長，秉
持深耕在地文化並推動陶瓷藝術相關活動多年有成。兩年一

度會員聯展，正是全體學會成員辛勤努力於陶瓷藝術創作發

表的契機。此次展出全體近 180多位會員、200多件的陶藝作品，透過分享他們的作品與創作經歷，傳達
臺灣陶瓷文化藝術的精粹，並宏揚現代陶藝創作、陶瓷藝術之大觀，深厚臺灣陶藝文化的精采與多元，廣

達我國陶藝文化特色，歡迎陶藝愛好者蒞臨欣賞。

∼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一）

9/12 9/30
（六） （三）

愛之吻─吳春惠彩瓷創作展

吳春惠將自己的創作思惟透過畫筆以彩釉及水墨方式呈現，

運用於杯、盤、壺、花瓶等藝術創作，並將鶯歌陶窯的彩釉、燒

成及窯變技術，與東方水墨意象完美轉化融合，營造出 3D立體的
彩瓷美學，流轉的墨線以及變化豐富的色韻，整體的結構看似隨

性，視覺動線卻牽動著畫面的平衡，揮灑出獨特的水墨韻味。此

次展出以日常生活器皿，如茶具，餐具，碗盤，花瓶及觀賞用的

造型藝術品，將立體空間多面性繪畫技巧，構成獨特的形式色彩，

作品保留水墨暈染、氣韻流動的趣味，呈現水墨與彩釉對話的創

作特色。

∼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週一休館
動力空間

9/12 9/30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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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週一休館
大墩藝廊（四）

9/19 9/30
（六） （三）

臺中市石友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成果展

臺中市石友會成立於民國 76年，首任理
事長由許政雄老師擔任，民國 100年改以臺中
市石友會為名，迄今有百餘位會員。現任理事

長歐志鵬為推廣雅石欣賞為宗旨，希望以石會

友，提倡健身養性，弘揚我國固有賞石傳統藝

術。

思古怡情，賞石怡性，自古以來多少文人

雅士以賞石作為雅致休閒活動，以美學的角度

賞石，進而產生可由藝術視野觀賞之「藝石」。

此次展覽為一年一次會員成果展，期許藉此展

次展出讓大眾能對賞石進一步了解，進而進入

賞石的行列，讓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能藉由

賞石紓壓、培養內在氣度與涵養。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週一休館
動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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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9/27（日）休館1天

展覽

8/14（五）～9/13（日）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簡單‧想像─張家馨書法展

2樓畫廊

8/22（六）～10/11（日）
染映原山‧織梭時尚─
林淑莉染織工藝展

1樓文創交流區

9/4（五）～9/26（六） 色象─史嘉祥漆‧陶創作展 4樓畫廊

9/4（五）～9/26（六） 袁國浩2015原創展 3樓編織文物館

9/5（六）～10/11（日） 繞指柔─劉千韶刺繡技藝傳習展 3樓編織工藝館

9/18（五）～10/18（日）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塵色‧寸心─張秀燕膠彩展

2樓畫廊 

表演

9/5（六）19:30 舞奇步遊II─妙璇舞蹈團✽ 演奏廳

9/6（日）10:30、14:30 豆莢寶寶的冒險任務─
2015朱宗慶打擊樂團兒童音樂會✽

演奏廳

9/13（日）19:30 舞躍古今─
2015年瓊瑢舞蹈團年度展演✽

演奏廳

9/19（六）19:30 男言之隱─故事工廠✽ 演奏廳

9/25（五）19:30 祭．GAGA．搶婚─泰雅原舞工坊✽ 演奏廳

9/30（三）19:30 桃太郎歷險記─日本飛行船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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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六）15:00～15:50  誰才是好爸爸 玉麗老師／志工

9/6（日）15:00～15:50 鏡花緣5─太子出奔
林立中老師／
哇歐表演工作室

9/12（六）15:00～15:50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典玲老師／
志工

9/13（日）15:00～15:50 跳吧！梭德 青蛙老師

9/19（六）15:00～15:50 放屁萬歲 黃淑媛老師

9/20（日）15:00～15:50 喬瑟夫有件舊外套
章靜蘭老師／
台中故事協會

9/26（六）15:00～15:50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美華老師／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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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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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9/5（六）14:30～16:30 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布袋戲
（講師：林茂賢）

1樓演講廳

9/12（六）14:30～16:30 練習‧好好愛─談親密關係的旅程
（講師：呂孟育）

1樓演講廳

活動

第23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初賽報名徵件活動
（詳見簡章，洽詢電話：04-2526-0136#104陳小
姐）

9/9（三）14:00 戲劇研習活動：紙要和你在一起─偶偶偶劇團 演奏廳

研習

8/16（日）～11/8（日）
9:30～11:30 研習（二）書法班 詹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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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六）10:00 凝視瑪莉娜（限制級） 劇情片106分（美國）

9/5（六）14:00 非普通服務（輔導級） 劇情片94分（希臘）

9/6（日）10:00 羅生門─藍光版（保護級） 劇情片88分（日本）

9/6（日）14:00 ALWAYS守候幸福的三丁目（普遍級） 劇情片142分（日本）

9/12（六）10:00 壽司之神（普遍級） 劇情片83分（日本）

9/12（六）14:00 東京物語（保護級） 劇情片135分（日本）

9/13（日）10:00 小偷（保護級） 劇情片96分（俄羅斯）

9/13（日）14:00 父子迷情（普遍級） 劇情片97分（俄羅斯）

9/19（六）10:00 創世紀（普遍級） 劇情片97分（俄羅斯）

9/19（六）14:00 花都魅影（限制級） 劇情片115分（法國）

9/20（日）10:00 愛，上癮（輔導級） 劇情片92分（法國）

9/20（日）14:00 四百擊（輔導級） 劇情片100分（法國）

9/26（六）10:00 高山上的童年（輔導級） 劇情片89分（哥倫比亞）

9/26（六）14:00 孟買日記（輔導級） 劇情片103分（印度）

9/27（日）10:00 岡拉梅朵（普遍級） 劇情片93分（西藏）

9/27（日）14:00 人生勝利組（輔導級） 劇情片113分（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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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4樓畫廊

9/4 9/26
（五） （六）

色象─史嘉祥漆 ‧ 陶創作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3樓編織文物館

9/4 9/26
（五） （六）

袁國浩老師曾獲台陽美展金、銀牌獎，高市美展第二、三名，全國美展及全省美展優選，一直被認

定專長油畫創作，其實學工業設計的袁老師，並不會滿足侷限於單一媒材的運用，他同時用不同媒材、不

同技法創作多年，實驗創作並行，期能在浩瀚複雜的媒材中，找尋未曾被發現、使用的「工具」，進而開

拓嶄新的視覺領域。

袁國浩 2015 原創展

創作上結合「陶」與「漆」的史嘉祥，是工藝界中少數將兩種媒材結合，並表現淋漓盡致的工藝家。

史嘉祥於漆藝創作表現上更跳脫傳統的漆藝，總能呈現繽紛、活潑的色彩，並結合「陶」融入創作中，賦

予作品故事及生命力。「色象」藉由色彩呈現思緒湧現的訊息，在虛實流轉律動間傳達色彩語彙，暢訴作

者的創作漆色語言。

19:30   演奏廳
$100,200（兩廳院售票）

9/5
（六）

舞奇步遊 II ─妙璇舞蹈團

繼 102年迪士尼卡通系列「舞奇步遊Ⅰ」大受好評，妙璇舞蹈團今年繼續推出「舞奇步遊Ⅱ」兒童
舞展。每個人小時候都嚮往去迪士尼樂園遊玩，耳熟能詳的卡通配樂編舞，由舞者們跳出屬於他們的熟悉

故事。舞蹈創作將採用配合樂曲而改編具有故事結構的舞蹈模式，加上大玩偶及親近觀眾的新元素，將呈

現耳目一新的新舞蹈。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3樓編織工藝館

9/5 10/11
（六） （日）

繞指柔─劉千韶刺繡技藝傳習展

秉持一份追求工藝美感的初心，劉千韶老師從事刺繡生產、傳承與創作長達 40年，並於 2014年獲
頒為臺中市傳統藝術刺繡保存者。從 1991年起在編織工藝館長擔任刺繡講師的劉老師，24年來不間斷地
將刺繡的技藝、配色與手感一點一滴傳遞給學生。歡迎前往感受學員的炙熱用心及對刺繡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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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演奏廳
$200,300,500（兩廳院售票）

9/13
（日）

2014年秋天，王瓊瑢遠赴絲路，從新疆、甘肅、青海一直到陜西，全程 2600公里，當時她就興起一
個念頭，那就是 2015年舞團年度展演就將旅遊經過的地方以舞蹈呈現出來。民族舞蹈之外，還穿插有芭
蕾及現代舞，因此以「舞躍古今」作為本次演出的主題。演出將呈現九支舞碼，均為全新舞作，內容豐富

多元，適合各種年齡層的朋友觀賞。

舞躍古今─ 2015 年瓊瑢舞蹈團年度展演

14:30∼ 16:30   1樓演講廳
免費入場

9/12
（六）

愛，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感受。在親密關係的旅行中，如何愛與被愛，是這趟旅程重要且需要雙方共

同練習的能力與課題。

呂孟育老師是專業的諮商心理師，擅長兩性關係、人際關係、情緒困擾等的處理，目前兼任於亞洲

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及中山醫學大學等學校教師。讓聽眾們藉由這次的講座，一起與呂老師練習愛與被愛。

練習 ‧ 好好愛─談親密關係的旅程：呂孟育

19:30   演奏廳
$300,400,500,600,800,1000（年代售票）

9/30
（三）

桃太郎歷險記─日本飛行船劇團

桃太郎的傳說包含著古老文化的豐富內涵，演繹出源遠流長的民間童話精髓，以不畏艱難的信念和

堅實的友誼，終將得以戰勝強悍的惡魔。由精緻細膩的人偶造型詮釋，讓孩子們在生動活潑的劇情中，更

能深刻的明辨是非、樹立正確的觀念；享受精湛的演出所帶來的歡樂，給予幼小的心靈充滿名作童話的美

夢與感動。

10:30、14:30   演奏廳
$300,500,700,900（兩廳院售票）

9/6
（日）

豆莢寶寶的冒險任務─ 2015 朱宗慶打擊樂團

今年的兒童音樂會以小朋友最喜愛的「動物」為主題，帶小朋友們來到「擊樂動物王國」，展開一

場充滿驚喜的冒險任務！主題曲「快樂人生」改編自著名童謠，讓整場音樂會熱鬧非凡；而作曲家洪千惠

也透過改編「握緊拳頭」、「小白兔愛跳舞」等耳熟能詳的兒歌旋律與現場小朋友唱跳互動，並藉由每種

動物的特性，讓小朋友在遊戲之中認識「旋律」、「節奏」、「和聲」、「音色」四種構成音樂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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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9/27（日）休館1天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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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六）～12/6（日）
花繁映發─膠彩畫的學院時期 
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膠彩藝術特展Ⅲ

臺中市美術家
資料館

8/22（六）～9/20（日）
2015第五屆臺中國際攝影藝術展覽暨台
中市攝影學會創會一甲子聯展

展覽室B、
中央畫廊

8/22（六）～9/20（日） 茶藏器─陳茂松陶藝個展 2樓展示場

8/29（六）～9/26（六） 台灣和平書道協會2015國際藝術交流展 展覽室C

9/5（六）～10/4（日） 山‧隱─賴秀桃柴燒茶碗創作個展 掬月廳

9/19（六）～11/15（日） 第十四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展覽室Ａ

9/26（六）～10/25（日） 繽紛世界─2015年臺日繪畫交流展 展覽室B

推廣活動

9/19（六）10:00～12: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廖秀美
鋁線手編‧小提籃（$350）

美術工坊
秋月教室

9/20（日） 10:00～12: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陳曼莉
拼布魔術磁釦小零錢包（$150）

美術工坊
秋月教室

9/26（六）10:00～12:00 美術工坊‧鄉村風雜貨手作：江嘉雯
手作‧袖珍捏塑「烤肉趣」（$350）

美術工坊
秋月教室

9/12（六）10:00～17:00 清風茶宴茶道文化國際交流活動

展覽大廳
瓜棚廣場
會議室A、B
玉園人文空間
清風樓

9/5（六）14:30～16:30 2015在旅行中發現藝術系列講座：吳明儀
柴燒陶‧不只是柴燒─認識「柴燒陶」

清水廳

9/19（六）14:00～16:00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  百師入學：楊索
我讀，我寫是為甚麼

清水廳

9/26（六）14:00～16:00 爵士講堂（一）爵士的第一堂課 清水廳

9/26（六）10:00～16:00 假日小鷺市集 瓜棚廣場廊道

9/26（六） 16:00～17:30 月光光柚飄香慶中秋 藝術廣場

10/3（六）14:00～16:00 爵士講堂（二）
六弦指舞─爵士吉他軼事集

清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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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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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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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樓 藝術工作者進駐活動

9/6（日）10:00～11:00 手繪杯墊創作
（免費8名，預約信箱：niki20080101@gmail.com）

小紅帽插畫館

9/26（六）11:00～12:00 自然風果實飾品
（免費10名，限現場報名，開課15分鐘後不再受理進場）

跳格子創藝工坊

9/26（六）14:00～16:00
可愛蛋捲筆袋
（$290，隨到隨教，限8歲以上兒童及成人，10歲以下需
家長陪同）

跳格子創藝工坊

9/26（六）14:00～16:00 藝論紛紛：交換「藝術之我見」
（免費5名）

愚魚坊

9/27（日）11:00～12:00
手縫甜甜圈髮飾
（$150元，隨到隨教，限8歲以上兒童及成人，10歲以下
需家長陪同）

跳格子創藝工坊

9/27（日）14:00～16:00
自然風藝術手抄紙＆雜貨
（$290，隨到隨教，限8歲以上兒童及成人，10歲以下需
家長陪同）

跳格子創藝工坊

                                  藝術影片欣賞                地點：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1030 薛平南書法篆書篇（上） 片長：46分鐘

每週二14:30 MOFA藝起GO─葛雷柯、盧奧 片長：44分鐘

每週三10:30 歐豪年彩墨─人物（二） 片長：60分鐘

每週三14:30 畫畫說故事（3） 片長：62分鐘

每週四10:30 歐豪年彩墨─動物（一） 片長：60分鐘

每週四14:30 歐豪年彩墨─動物（二） 片長：60分鐘

每週五10:30 龐均油畫─生涯（一） 片長：55分鐘

每週五14:30 龐均油畫─生涯（二） 片長：55分鐘

每週六10:30
【認識藝術家】
陳金典─雕塑拙樸的哲學意涵
翁鴻盛─情深意暢

片長：25／25分鐘

每週六14:30 MOFA藝起GO─達文西、范戴克 片長：44分鐘

每週日10:30 發現者─俯拾皆人生 片長：60分鐘

每週日14:30
【認識藝術家】
李轂摩─禪心自學書畫交融
曾維智─追求零缺點的完美畫家

片長：20／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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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展覽室 B、中央畫廊

8/22 9/20
（六） （日）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9/5（六）10:00
掬月廳

9/5 10/4
（六） （日）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2樓展示場

8/22 9/20
（六） （日）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9/19（六）10:30
展覽室Ａ

9/19 11/15
（六） （日）

2015 第五屆臺中國際攝影藝術展覽暨台
中市攝影學會創會一甲子聯展

山 ‧ 隱─賴秀桃柴燒茶碗創作個展

臺灣茶藝風行，品茗、事茶、習茶，一片蓬勃；此次展覽以「茶藏器」為創作主題，作品以不同造型、

功能及時代背景器具為創作發想，展現豐富藏器之形色變化，作品以電氣窯、瓦斯窯、柴窯等三種不同方

式燒成；陶土在水、火、釉高溫中交融協奏；銅、鐵、鈷、錳像夜空星星，炫耀自己的光芒；創造茶與器

之共鳴。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是全國唯一以大尺寸為資格的美術展覽，除邀請國內

油畫菁英、前輩進行學術性的創作分享，另保留一半名額公開徵件競選，以提供

藝術新秀嶄露才華的平臺。展覽預計展出近百件百號作品：包含 49位藝術先進
以及 50位徵件獲獎者共襄盛舉。

茶藏器─陳茂松陶藝個展

第十四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台中市攝影學會成立於民國 45年，以推廣攝影多元化及攝影生活化，讓臺灣優秀的攝影作品走向世
界舞臺為目標。主辦之臺中國際攝影藝術展覽，今年邁入第五屆，吸引 57個國家，6367件作品參賽，經
由評審選出得獎作品 172件，適逢學會成立 60週年，另展出會員作品，張張精彩，是攝影愛好者不容錯
過的年度盛會。

陶藝家賴秀桃發現，不同泥土在柴燒後會顯現出不同質感與顏色的特性，將之運用於手捏茶碗中，

讓山居時所見的迷人山景陵線、天際行蹤飄忽的白雲、清晨迷霧繚繞之景、夕陽暖紅山景之時、曙光乍現

之際，一一記錄於作品內，將臺灣大山之景隱於器中，捧一碗茶凝視其中，如立於環山傍水之懷，能靜其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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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10/3（六）14:30
展覽室 B

9/26 10/25
（六） （日）

16:00∼ 17:30   藝術廣場9/26
（六）

14:30∼ 16:30   清水廳9/5
（六）

繽紛世界─ 2015 年臺日繪畫交流展

月光光柚飄香慶中秋

柴燒陶是人、窯、柴、土、火的結合，以自然

界的力量飛舞出生動流暢的線條，揮灑自然多變的

神采。瓦斯與電力的出現，使得柴窯燒陶被視為落

伍、費時、費力的燒陶方式，然而因柴燃燒後的灰

燼落在體坏上留下自然的「木灰釉」與「火痕」作

品色澤溫潤豐富多變，是電窯、瓦斯窯所不及，越

看越耐看是「柴燒陶」作品的迷人之處。

2015 在旅行中發現藝術系列：吳明儀
柴燒陶 ‧ 不只是柴燒─認識「柴燒陶」

臺灣粉彩畫協會自民國 99年成立以來，致力於臺灣粉彩
教育的推廣與教學研究，民國 101年臺灣粉彩畫協會開始與
日本淡彩畫協會合作，在臺北連續三年舉辦臺日繪畫交流展。

104年 6月，臺日繪畫交流展首度到日本東京舉行，藉此與日
本朋友有更深入的交流。而此次於港區藝術中心展出，將讓更多民眾看到參展者的精心傑作。

中秋節在港區藝術中心，您會發現藝術

總是和您零距離共度傳統佳節，在這個月圓

人團圓的節日，邀請親朋好友歡聚，跟著亞

洲有氧天王潘若迪老師，讓您隨心所欲的舞

動人生，停不了的節奏，忘不了的擺動這些

熱鬧溫馨的活動，為不朽的傳統添上新意與

活力，也帶來不一樣的中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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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9/27（日）休館1天

展覽

8/7（五）～9/6（日）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2015會員聯展 展覽室B

8/22（六）～10/11（日） 自然本真─李宗仁創作展 展覽室A

8/29（六）～9/20（日） 臺灣大地自然─沈啟源攝影展 美學空間

9/11（五）～10/4（日） 墨藝薪傳─墨采畫會聯展 展覽室B

9/26（六）～10/25（日）
幻覺Hallucinations─
洪瓊瑩迴旋點畫創作展

美學空間

表演

9/5（六）19:30

圓冬客樂─客家國樂音樂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
（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
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演藝廳

9/6（日）14:30

旅人鄉─
臺中二中校友國樂團暑期音樂會
（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
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演藝廳

9/6（日）19:30

2015下半年假日廣場：
南美拉丁雷鬼曼波演唱會─
美法聯軍Wailian Soul雷鬼樂團
（免費入場）

戶外露天劇場

9/12（六）14:30 2015戲胞藝起來：
白日夢騎士─故事工廠✽

演藝廳

9/13（日）19:30
2015音樂舞蹈藝術節：
我的未來不是夢─
撼動特技舞蹈劇團（免費入場）

戶外露天劇場

9/19（六）14:30、19:30 兩岸笑星會Ⅱ─吳兆南相聲劇藝社✽ 演藝廳

9/20（日）15:00～17:30 2015屯藝勁歌‧熱舞─
搖滾時代（免費入場）

戶外廣場

9/26（六）16:00
2015下半年假日廣場：
黃盟傑爵士鋼琴即興音樂會─
黃盟傑爵士樂團（免費，自由參加）

茄苳樹區

9/26（六）19:30

2015音樂舞蹈藝術節：
臺中之光─瓊瑢舞蹈團
（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
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演藝廳

                            講座           地點：3樓大會議室　

9/5（六）14:30～16:30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
百師入學：季季
從「行走的樹」談我的文學移動

下午2點排隊入場，
名額198位，額滿
為止

9/19（六）14:30
九歌兒童戲劇講座：黃翠華
看戲趣─
「戲戲」品味，打開心視野

下午2點排隊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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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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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繪本故事屋　               地點：B1藝享空間            

免費，自由入場，10歲（含）以下小朋友，應有成人陪同。

9/5（六）10:00 Shark in the park 林敬鈞Jay

9/6（日）10:00 大熊撿到三顆蛋
台中故事協會─
李宜靜、陳淑娟

9/13（日）10:00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Teacher Joy

9/19（六）10:00 蘇小鴨去旅行 台中故事協會─李美娟

9/26（六）10:00 故事大冒險 林敬鈞、大鵬

研習

9/12（六）13:30～16:30 毛線編織手機袋
名額20位，費用110元，
即日起於本中心服務台現
場報名，額滿為止。

9/20（日）9:30～12:30 毛線編織名片座
名額20位，費用165元，
即日起於本中心服務台現
場報名，額滿為止。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9/13（日）10:30
展覽室 B

9/11 10/4
（五） （日）

墨采畫會以傳承中國故有的水墨畫精神，融合中西畫的媒

材，以美學思維出發，將「水墨」加諸「神采」建立符合時代

的「繪畫觀」。會員在黃明山老師薰陶下，畫風清新脫俗，追

求美的真諦。畫會定期舉辦會員寫生旅遊、觀摩座談、水墨聯

展等活動，以提升會員作畫技巧。藉由聯展不斷展現畫會新的

氣象，同時為本土藝術生命不斷耕耘、播種。

墨藝薪傳─墨采畫會聯展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美學空間

8/29 9/20
（六） （日）

臺灣大地自然─沈啟源攝影展

沈啟源攝影展呈現美麗的福爾摩莎美景，將

臺灣璀璨繽紛的青山綠水、海岸生態等人間美好景

緻，表現在攝影畫面上。讓人民瞭解自然，親近自

然，敞開心情感受大自然賦予的生命循環法則。經

由找尋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徹底拋開世俗的困

擾，回歸人類與天地萬物融合的天人合一之真善美

境界，藉以陶冶性情、淨化心靈的自由自在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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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演藝廳
開演前 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9/5
（六）

為落實薪傳客家文化、推廣客家音

樂，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民國

100年成立「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國樂團」。

此次表演節目，有《金蛇狂舞》《瑤

族舞曲》《童心樂陶陶》等多首經典樂

曲，期藉由演奏與傳唱多首傳統與現代

創作之客家樂曲，讓客家文化與精神生

生不息。

圓冬客樂─客家國樂音樂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 

∼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週一休館
美學空間

9/26 10/25
（六） （日）

幻覺 Hallucinations ─洪瓊瑩迴旋點畫創作展

此次展出的作品，將以迴旋的點為出發，畫出在視力日漸衰退之後，好像看見又好像看不見的影像，

以為眼見為憑，後來才知道一切並不曾存在過；幻視的影像如沉痾的記憶般迴旋不止，就如畫裡的點，因

為要存在，所以迴旋 。洪瓊
瑩嘗試將這些看似不存在，

但又感覺得到，甚至清晰又

清醒地看到他、它、她、或

牠的幻境或夢境畫下來，少

了真實世界的時間和空間向

量，時間成了螺旋蟄伏在畫

裡，空間串往繼來，以為的

往事， 其實還沒發生過，幻
象的世界色彩繽燦炫麗，世

界觀在平行的人事物中翻轉

逆麟。

「存在不是我看得見

你，而是我感覺得到你」，

邀請您一同來體驗這場不一

樣的視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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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演藝廳
開演前 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對號入座，
索完為止

9/6
（日）

旅人鄉─
臺中二中校友國樂團暑期音樂會

「高中時，我們一個人到新環境求學，面對來自其他不同地區的同學；畢業後，又再一次地，使我

們從一群人回到一個人，走往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未來。然而當初一齊演奏音樂的感動，卻是不管過了多久，

都無法消去的，那些當初的回憶，不斷地湧上心頭⋯⋯」臺中二中校友國樂團將透過音樂，尋找年少時的

記憶，與演奏的初衷。

14:30、19:30   演藝廳
$300,500,800,1000,1200,1500（兩廳院售票）

9/19
（六）

兩岸笑星會Ⅱ─吳兆南相聲劇

勾心鬥嘴超越武媚娘，星光閃耀更勝阿帕契；口蜜腹劍毒

過黑心茶，掌聲如雷笑傲大巨蛋！「吳兆南相聲劇藝社」與「北

京星夜相聲會館」、「笑動百華相聲劇場」，於台北、北京再

度打造史上最具代表性、最震撼、最爆笑的相聲品牌節目─兩

岸笑星會Ⅱ！頂級品牌；轟動亞洲！新聞時事、穿越歪解，兼具傳統中的經典，創新中的時尚，融合中西

文化，空前享受，口碑保證，絕對不容錯過！

、19:30   戶外露天劇場 16:00   茄苳樹區9/6 9/26
（日） （六）

9/6（日）�南美拉丁雷鬼曼波演唱會─

�������������美法聯軍Wailian�Soul 雷鬼樂團

樂團帶來融合拉丁、靈魂雷鬼、R&B、西洋流行曲風的表演，
並演唱著名拉丁南美風大眾耳熟能詳世界名曲，現場還有中科國際

標準舞團的拉丁騷沙國際舞表演。

9/26（六）黃盟傑爵士鋼琴即興音樂會─黃盟傑爵士樂團

黃盟傑從小接觸古典音樂，1998年獲得爵士音樂研究碩士學
位，是國內少數古典與爵士兼備的音樂藝術表演者，現場將帶領觀

眾進入爵士音樂的美妙殿堂。

音樂派對除了舞台表演之外，並舉辦「異國風味茶飲免費品

嘗」、「現場樂器抽獎大 FUN送」、異國服裝體驗及打卡按讚送機
票（詳情請參考中心網站及活動網站 tunart.com.tw）

2015 下半年假日廣場：屯區環遊世界音樂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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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邀請專業毛線編織老師，教您

從最基礎的平面編織到立體動物編織，親手打造

一款可愛又實用的名片座，當天還能現場挑選老

師的毛線作品作為裝飾，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

參加。

14:30   3樓大會議室
下午 2點排隊入場，名額 198位，額滿為止

9/19
（六）

九歌兒童戲劇講座：黃翠華
看戲趣─「戲戲」品味，打開新視野

帶孩子走進劇場欣賞兒童劇，特別容易感受孩子的純真與自然。

他們在故事情節裡發現與學習，使觀戲過程能夠成為親子之間話題與

溝通的好管道。結合九歌創作賞析，與大人們如何正確有效引導孩子

看戲、看戲的禮儀、看戲後的互動等，讓親子共賞好戲，留下深刻美

好的記憶。

活動將由亞洲大學熱舞社─ BBDC、Triple 
power、中臺科技大學 MICT 熱舞社、僑光科技
大學 UP'S僑光街舞社、修平科技大學狂風舞蹈
社、逢甲大學熱舞社 FCU DC、靜宜大學熱舞社
─ Just Funk、1080HD、勤益科技大學熱舞社
─ oh ya family、Mastermind crew、東海大學熱
舞社帶來如狂風般熱情的舞蹈，最後由「颶風

極限藝術舞蹈團」壓軸，帶來精湛的舞蹈演出。現場還有清涼消暑的飲品供民眾取用，歡迎來屯區藝文中

心一同 Rock your world！

15:00    戶外廣場
免費入場9/20

（日）

2015 屯藝勁歌 ‧ 熱舞
─搖滾時代

9:30∼ 12:30  B1藝享空間
名額 20位，費用 165元，即日起於本中心服務臺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9/20
（日）

毛線編織名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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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六）
10:00～16:00

田裡有腳印市集  綠色保育成果發表

「田裡有腳印市集」是全臺首個以保育與農業生產為主題的市

集，參與銷售的農友都曾獲「綠色保育標章」肯定。市集農產

品特色是，不用農藥、化肥，並結合農作物和特色生物，更希

望透過推廣綠色保育，找到經濟和保育的交集。歡迎大家前來

為自己及家人採購健康又安心的好食材。（免費）

道禾六藝文化館
戶外園區

9/1 （二）～9/30 （三）
9:00～17:00
（週一休館）

秋興藝漫─書‧畫‧陶創作精品聯展

展出內容為臺中市綠竹文化藝術推展協會會員的精選作品，包

括現代精筆畫家廖文潭、書法家王子奚、工筆畫家韋曉雲、水

墨畫家 采伶及陶藝家路慶麟等藝術家之水墨、書法及陶藝創

作精選作品聯展。（免費）

道禾六藝文化館
傳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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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二）～9/8（二）

9:30～17:00
陳永興漆藝創作聯展

（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B1地下文物陳列室

10/1（四）～10/30（五）

9:30～17:00
纏花職人陳惠美個展

（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B1地下文物陳列室

10/17（六）～10/30（五）

9:30～17:00
花顏巧語‧花卉藝術大觀展

（活動詳情依官網公告為主）
B1新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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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六）～10/18（日）
愛的搖籃─生命禮俗文物展

（活動詳情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公告為主）
1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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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兒童藝術館 電話 04-2486-0069　            地址 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號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媒體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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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甲區圖書館
04-2687-0836

健康講座─「照顧我們的腰子，
如何愛護自已的腎」

9/3（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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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故事時間親子DIY

9/6（日）10:00～11:00
大甲長青活動中心
（大甲區圖臨時服務處）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走入校園） 9/17（四）8:40～9:20 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

大安區圖書館

04-2671-3290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父母講座 9/20（日）10:00～11:00 兒童室

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
牙牙學母語寶寶回娘家

9/6、9/13（日）
9:00～10:30

B1親子閱覽室

大肚區圖書館

04-2699-5230

主題書展: 秋‧養生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3樓閱覽室

魔法故事屋
9/5（六）、9/12（六）、
9/19（六）9:30～10:30 2樓兒童閱覽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閱讀指導 9/26（六）9:30～10:30 2樓兒童閱覽室

大里區圖書館

04-2496-2651總館

04-2481-5336德芳館

04-2406-6049大新館

講座─「親子閱讀故事」活動 9/4（五）19:00～21:00 總館B1大會議室

「故事魔法快樂屋」
中、英文說故事活動

9/12（六）15:00～16:00 大新館兒童室

「手作圖書閱讀樂」活動 9/13（日）9:30～11:30 德芳館演講廳

大雅區圖書館

04-2568-3207

阿公阿嬤繪本樂─祖孫共讀
9/1（二）、9/8（二）、
9/15（二）、9/22（二）
10:00～11:00

小寶寶故事屋

愛閱e網─新住民數位閱讀 9/6（日）9:30～10:30 3樓多功能教室

西大墩婦幼中心─電影讀書會 9/12（六）14:00～17:00 3樓多功能教室

太平區圖書館

04-2392-0510／本館

04-2279-7786／太平館

心靈成長系列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坪林館1樓書展區
太平館1樓大廳書展區

悅讀集點活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坪林館1樓服務台
太平館1樓服務台

週末說故事時間

9/5（六）、9/12（六）、
9/19（六）
坪林館10:00～11:00
太平館14:00～15:00

坪林館1樓兒童閱讀區
太平館1樓親子閱讀區

外埔區圖書館

04-2683-3596

故事馬拉松（志工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10:00～10:30 1樓兒童閱覽室

愛兒加油站（體能闖關&音樂律
動）

9/1（二）9:30～11:00 1樓兒童閱覽室

親職講座（0～3歲嬰幼兒選擇與
說故事技巧）

9/12（六）13:00～16:00 B1研習教室

石岡區圖書館

04-2572-2435

週末電影院 每周日14:00播放 4樓視聽室

有情成眷主題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1樓大廳

英文工廠主題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1樓兒童室

后里區圖書館

04-2557-4671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定力閱讀樂 9/19（六）10:00～11:00 1樓兒童室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爸媽跟我玩 9/19（六）10:00～11:00 2樓研習教室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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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04-2663-4606
文昌分館04-2663-4605

世界各國電影欣賞
每周六、日10:00
每周五、六、日14:00

2樓演講廳

9月朗讀書香音樂會 9/20（日）9:30 童書室

和平區圖書館

04-2594-2713

一區一持藝文活動
9/8（二）～10/31（六）
開館時間

本區各國小

松鶴讀書會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松鶴部落

東勢區圖書館

04-2587-0006
04-2587-4256

親子魔力繪本創作 9/13（日）9:30～11:30 東勢區公所地下室禮堂

兒童影片欣賞 9/16（三）15:30～17:30 1樓閱覽區

烏日區圖書館

04-2336-8773
04-2336-4010

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父母講座 9/19（六）10:00～11:00 5樓5-2會議室

兒童文學書展
9/1（二）～9/25（五）
開館時間

B1大禮堂

神岡區圖書館

04-2562-0914

主題書展─西文繪本特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神岡社區活動中心
（本館4樓）

主題書展─在地文學特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神岡社區活動中心
（本館4樓）

梧棲區圖書館

04-2656-8701
啟發兒童美術繪畫創作天份 9/12（六）14:00 地下1樓研習室

清水區圖書館

04-2627-1597
04-2626-3757

英語故事屋 9/5（六）14:00～15:00 1樓兒童室

藝起來悅讀 9/6（日）10:00～11:30 1樓兒童室
（須事先報名）

唱遊閩南語話童年─中秋節活動 9/20（日）10:00～11:30 1樓兒童室
（須事先報名）

新社區圖書館

04-2581-7868

數位資源尋寶趣
9/26（六）
上午10:00～11:00 B1視聽室

故事棒棒糖 每周六10:0～11:00 兒童室

Happy story time 每周六11:0～12:00 兒童室

潭子區圖書館

04-2531-9339
04-2531-0010

閱圓人團圓 9/26（六）8:30～17:30 1樓流通櫃檯

兒歌‧律動‧手指謠 9/20（日）15:00～16:00 B1多功能活動教室

龍井區圖書館

04-2635-3020／總館

04-2652-0771／山頂分館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10:00～10:30 龍井區圖書館幼兒區

小寶貝！一起來聽故事 每週六10:00～10:30 山頂分館幼兒區

閱讀自療與心理健康講座──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

9/19（六）14:00～16:00 總館3樓視聽室

豐原區圖書館

04-2525-2195／圖書館

04-2515-6756／藝文館

閱讀推手—故事魔法屋 每週日14:30～15:30 1樓嬰幼兒閱讀區

圖書館假日電影院─學生影展 9/5（六）14:00～16:00 3樓音樂廳

霧峰區圖書館

04-2333-2426
04-2333-4960

百師入學講座 9/12（六）10:00～12:00 2樓會議室

2015公視假日電影院 每周六14:00～16:00 2樓會議室

中區圖書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
說故事活動（中、英文）

9/12（六）、9/26（六）
10:00～11:30 兒童閱覽室

電影饗宴
9/12（六）、9/26（六）
14:00～16:00 兒童閱覽室

幾米&彎彎人物書展 9/2（三）～9/25（五） 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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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圖書館

04-2283-0824

中秋節來館有禮（手作彩虹兔吊飾） 926（六）開館時間 1樓服務臺

假日歡樂電影院
每週六、週日
10:10～11:30 2樓親子說故事區

魔法阿嬤說故事 每週六15:30～16:30 2樓親子說故事區

西區圖書館

04-2322-4531

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
（展出者：許震唐）

8/1（六）～9/30（三）
開館時間

2樓閱覽區

故事萬花筒 每周六10:30～11:10 1樓兒童閱讀區

假日電影院 每周六14:00～16:00 3樓視聽室

南區圖書館

04-2262-3497

親子教養主題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1樓主題書展區

歡樂故事派對─
保母說故事：好心腸的小女鬼

9/12（六）10:00～11:0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北區圖書館

04-2236-2275

知識小學堂─主題性知識問答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北區圖書館

「別被情緒綁架！」
情緒管理主題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北區圖書館

「我的故事繪本輯」
樂齡快樂學習坊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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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六）10:00～11: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西屯假日故事屋
9/6（日）14:00～15:00
9/12（六）14:0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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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日）、9/20（日）
10:30～11:30

親子閱讀區

南屯區圖書館

04-2253-3836

故事百寶箱／魔法故事森林 每週六10:30～11:30 1樓兒童區

帶著孩子一起飛翔─
親子關係主題書展

9/1（二）～9/30（三）
開館時間

1樓書展區

北屯區圖書館

04-2244-4665

我愛繪本─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14:00～15:00 1樓親子閱讀區

愛閱讀~創意說故事《獨一無二》 9/5（六）10:30～11:30 1樓親子閱讀區

英文繪本的約會 9/13（日）10:30～11:30 1樓親子閱讀區

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

04-2422-9833

快樂寶貝親子團體 9/12（六）15:00～16: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英文閱讀起步走 每周四10:00～10:30 1樓兒童室

大嘴鳥故事話劇 9/5（六）14:00～15:0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

04-2657-1900
（親子閱讀館）

父母成長學習系列講座─父母最
想知道的親子聊天術

9/5（六）14:00～16:00 書香藝文館2樓

與大師有約講座─
散播歡樂的故事時光

9/26（六）14:00～16:00 書香藝文館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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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圖書巡迴車家族 9月服務時間表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駐點服務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週一 9:00～11:30 北屯區 東光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路926號

週一 14:00～16:30 北屯區 重慶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58號

週二 9:00～11:30 西屯區 陳平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58號

週二 14:00～16:30 南屯區 春安國小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109號

週三 9:00～11:30 南屯區 文山國小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97號

週四 9:00～11:30 南    區 樹義國小 臺中市南區福田路11號

週四 14:00～16:30 北屯區 大坑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112號

週五 9:00～11:30 西屯區 國安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國祥街1號

週五 14:00～16:30 西    區 大勇國小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515號

葫蘆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駐點期程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奇數週

週一 9:00～11:30 潭子區 新興國小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25號

週一 13:30～16:00 豐原區 瑞穗國小 臺中市豐原區西安街72號

週二 9:00～11:30 神岡區 豐洲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路482號

週二 13:30～16:00 神岡區 圳堵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三民路639號

週三 9:00～11:30 沙鹿區 公明國小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忠貞路213號

週四 9:00～11:30 沙鹿區 北勢國小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南陽路376號

週四 13:30～16:00 大雅區 陽明國小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路365號

週 9:00～11:30 后里區 育英國小 臺中市后里區四月路23號

週五 13:30～16:00 后里區 七星國小 臺中市后里區南村路389號

偶數週

週一 9:00～11:30 潭子區 僑忠國小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31號

週一 13:30～16:00 豐原區 福陽國小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綠山巷83號

週二 9:00～11:30 大雅區 六寶國小 臺中市大雅區光復路15-2號

週二 13:30～16:00 大雅區 三和國小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春亭二街1號

週三 9:00～11:30 沙鹿區 鹿峰國小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里星河路209號

週四 9:00～11:30 豐原區 翁子國小 臺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二段290巷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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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13:30～16:00 神岡區 岸裡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52號

週五 9:00～11:30 后里區 泰安國小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安眉路5號

週五 13:30～16:00 豐原區 豐村國小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341號

石岡區圖書館圖書巡迴車駐點期程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週二 9:00～11:30 和平區 白冷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天輪里東關路二段天輪巷42號

週二 13:30～15:30 石岡區 土牛國小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豐勢路308號

週三 9:00～11:30 東勢區 新盛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新盛街342號

週四 9:00～11:30 東勢區 明正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明正里東蘭路永盛巷57-1號

單週週四 13:30～15:30 東勢區 石城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石城街182巷26號

雙週週四 13:30～15:30 東勢區 成功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路298號

單週週五 9:00～11:30 和平區 中坑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里中坑巷41號

雙週週五 9:00～11:30 東勢區 石角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西盛巷22號

週五 13:30～15:30 和平區 自由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自由里東崎路二段49 號

每月駐點一次 和平區 梨山國中小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壽路10號

每月駐點一次 和平區 平等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里中興路三段環山三巷35號

大里區圖書館圖書巡迴車駐點期程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週一 9:30～11:30 大里區 草湖國小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路32號

週一 13:30～15:30 大里區 健民國小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里校前路26號

週二 9:30～11:30 烏日區 喀哩國小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二段370號

週二 13:30～15:30 龍井區 龍港國小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三港路1號

週二 13:30～15:30 霧峰區 光復國小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柳豐路535號

週三 9:30～11:30 霧峰區 吉峰國小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民生路349號

週四 9:30～11:30 大肚區 大忠國小 臺中市大肚區社腳里沙田路一段854巷24號

週四 13:30～15:30 霧峰區 光正國小 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豐正路566號

週五 9:30～11:30 烏日區 東園國小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238巷198號

週五 13:30～15:30 大里區 立新國小 臺中市大里區立新街338號

新社區圖書巡迴車駐點期程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奇數週

週二 9:30～11:30 和平區 谷關分校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分校巷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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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14:00～16:00 新社區 福民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福興里福民16之7號

週三 9:00～11:00 太平區 坪 分校 臺中市太平區 子坑路95號

週四 9:00～11:00 新社區 大南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興中街47號

週四 14:00～16:00 新社區 中和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129號

週五 9:00～11:00 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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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 新社區 協成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興義街219號

偶數週

週二 9:30～11:30 和平區 博愛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松鶴三巷10號

週二 14:00～16:00 新社區 福民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福興里福民16之7號

週三 9:00～11:00 太平區 太平國小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35號

週四 9:00～11:00 新社區 大南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興中街47號

週四 14:00～16:00 新社區 中和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129號

週五 9:00～11:00 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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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 新社區 崑山國小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里崑南街崑崙巷5-2號

外埔區圖書館圖書巡迴車駐點期程表

時間 地區 地點 地址

奇數週

週二 9:00～11:30 外埔區 安定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土城里土城西路55號

週二 13:30～16:00 外埔區 鐵山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長生路576號

週三 9:00～11:30 大安區 永安國小 臺中市大安區永安里東西四路252號

週四 9:00～11:30 清水區 三田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里三田路4號

週四 13:30～16:00 梧棲區 永寧國小 臺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一段160號

週五 9:00～11:30 大甲區 東陽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甲東路520號

偶數週

週二 9:00～11:30 外埔區 水美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二崁路63號

週二 13:30～16:00 外埔區 馬鳴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東西巷13號

週三 9:00～11:30 大安區 海墘國小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里大安港路1100號

週四 9:00～11:30 清水區 西寧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里五權東路50號

週四 13:30～16:00 清水區 甲南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臨海路26號

週五 9:00～11:30 大甲區 華龍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工二路1號





縱貫鐵路海線 追分車站

地址│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追分街十三號

開放│每星期一至星期日 9:00∼ 17:00

交通│從臺中站搭乘通勤電車至追分站下車

參
觀
資
訊

市定古蹟縱貫鐵路（海線）―追分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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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解舊山線的貨運量而修築的海線鐵路，於日

治時期大正 11年（1922）完工開通，主要功能為貨

物運送，站房建築也因人、貨運輸而成為地區上的集

散點。「追分」的地名是日語分歧點之意，為海線當

年山海線會合點（現在是在彰化），縱貫線（海線段）

經竹南、追分間比山線距離短，由此站可直接通達彰

化為縱貫線，但可經「成追」線分歧至台中線，故名

追分。今日山線成功至彰化，海線追分至彰化，成追

線成功至追分，恰好圍成一個三角線。而成追線火車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提供縱貫鐵路海線 追分車站

木構架簷廊

車站內部



作品中創作者所描繪的「東山白塔」，白塔像是一位

著素衣的老者，佇立山頭，俯瞰著山下的歷史更迭，白

塔又像是一位神隱山林的道者，沉吟思考，遠離那人間

的喧囂繁雜，而在山巒疊翠的鋪陳當中，亦見幽遠深邃

的靜謐之感。在表現技法方面，創作者除以一貫的中鋒

線條描繪山石之外，大面積的蓊鬱林木，則以精密細緻

的筆觸，一點一畫的皴、擦、點、染，使得畫面散發樸實、

寧靜的氛圍，如同創作者「迂翁」的別號以及作品上的

朱文印─「半僧」的心境，在幽靜中見恬淡。

大墩文化中心典藏

東山白塔

作者：呂佛庭
尺寸：69x44.5cm
媒材：水墨、彩、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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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雖少，但近幾年卻因為「追分成功」的吉

祥車票大賣，而名躁一時。

日人構築海線車站時，正值日式「和洋風」

盛行，其特色為利用木骨架外露與雨淋板修飾

的立面、依性質區分空間的平面、西式正同柱

式的屋架與破風的屋頂作法等。追分車站係屬

和洋風式樣的大海線標準型，其車站的基礎站

形採三段式線形的站體平面，可反應出車站的

基本功能性質 ;另車站周邊緊

臨大肚「營埔文化遺址」地

區，以黑色陶為主，紅褐色

陶較少。陶器外表多紋飾，

有圈印、凹旋、羽狀、波浪，

和由線條構成的幾何形紋等。

由外至內入口、候車室、

月臺三者相互串聯，形成連

續空間，由入口進入車站 有

任何障礙，至今其木造站房

雖然年代久遠，但仍保留完

整維持正常發車的功能 ;在現

今鐵路電氣化時代，車票改為電腦印製，但車

站內仍發售著民國五、六十年間印製的舊式硬

質紀念車票，同時也保留著許多從建站至今持

續使用的 路文物（票櫃、儲票櫃、資料櫃、鑰

匙保管箱、閉塞器、新聞剪報、無線電、閉塞

路牌及舊卡式車票等），這些文物也與古蹟建

築一同訴說著車站的營運歷史，歡迎大家一起

來追分。

面向鐵道的山牆以牛眼窗為開口型式








	P00文化報報9月號-封面2-0814-ol
	P0封面裡-03目錄+文化導覽
	P04-05生活悠閒攬台中創意趣
	P06-15本月推薦
	P16-45藝文饗宴
	P46-53書香悅讀
	p54-56文化藝遊+封底裡+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