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邀請100位文化相關領域的知名作家、名人、專家、學者、文化人等，進

入臺中市校園、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公私立文化場館，分享其創作經驗、

人生故事、成功事蹟、專業領域等，點燃民眾對閱讀、文化的熱情，實踐

閱讀生活化的理念。

6月份場次表
   日 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場地

 6/3（六） 14:30-16:00 西班牙的人文與風景 黃作炎 羅布森咖啡書蟲房

 6/4（日） 14:30-16:00 格子與抬子─我們走過的文學時代 林黛嫚 豐原三民書局 

 6/6（二） 09:00-11:00 旅行與臺語詩歌：浪漫邂逅在他鄉 方耀乾 大肚幸福心關懷據點

 6/9（五） 14:00-16:00 運動：閱讀世界的一種方式 陳楷 臺灣體育大學

6/10（六） 14:00-16:00 行書的藝術之美 周良敦 港區藝術中心

6/10（六） 19:00-21:00 我的文獻哪有這麼臺！臺灣文獻收 
黃震南 樂成宮虎邊地下室

  藏的故事

6/24（六） 10:00-12:00 在學習中，揉轉社會－埔里生態鄉 
廖嘉展 太平區坪林分館

  鎮發展的考驗 

6/24（六） 14:00-16:00 人與海的對話 廖鴻基 清水分館

6/29（四） 10:00-12:00 避毒寶典 譚敦慈 中山醫學大學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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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熱烈迎接「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臺中市

纖維工藝博物館以「花 Young交鋒纖維時尚展」為

主題，運用花卉作為設計發想，自 3月至 9月間分

別展出「解語花衣─衣解花」、「城市花影─歲月

輕旅行」及「島嶼花園─日常對話」

服飾展，引爆時尚之美。

纖維時尚設計展

P.7
忙碌的生活就是要用藝

術調味，熱血的音樂舞蹈表

演，創意無限的亮點市集，

還有最夯的 DIY手作教室，

好吃、好玩又好看，盡在星

空嘉年華。此外，藝術亮點

將從 6月 1日至 30日申請

收件，歡迎加入藝術亮點家

族！

P.8
臺中市藝術亮點：StarLight
星空嘉年華及申請收件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活動已

經進入第 14年了，每年都

在人潮眾多的廣場、公園等

處舉辦戶外音樂會，讓藝術

主動走入生活中。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鼓勵各區公所舉辦

音樂表演活動，發掘表演藝

術資源，營造仲夏夜音樂會

的氛圍！

2017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

邀請知名作家、名人、專

家、文化人等 100位名人，

走進校園、圖書館、文化中

心等公私立文化場館，分享

創作經驗或精采的人生故事

等，吸引社會大眾對閱讀、

文化燃起閱讀火苗，人生因

閱讀加倍繽紛多采。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系列

活動─百師入學講座

P.0

夏天就是喜歡和你「泡」

在一起玩水，葫蘆墩文化中

心 7月 2日歡樂家庭日活動，

在中心廣場設置有趣的戲水

設施，讓大朋友小朋友無拘

無束地玩水、戲水，享受快

樂的親子歡樂時光。

夏日童趣─夏天就是喜

歡和你泡在一起玩水

P.11

花Young 交鋒



歡
慶臺中市政府將舉辦的「2018國

際花卉博覽會」，臺中市纖維工藝

博物館特別策劃「花 Young交鋒纖維時

尚設計展」，將展覽結合時尚，運用「花

卉」作為發想概念，設計出鮮豔的美麗

服飾。自 3月份起分別舉辦「解語花衣

─衣解花」、「城市花影─歲月輕旅行」

及「島嶼花園─日常對話」3

檔服飾特展，服飾展搭配時

裝秀，呈現時尚與設計

美學的交融，綻放亮麗

的服飾之美。

解語花衣系列 古典與前衛共舞

首檔展覽由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主

任林青玫教授，帶領學生展出「解語花

衣─衣解花」系列作品，於 3月 31日至

5月 30日展出。展場以「花卉」作為布

展理念，將花卉語意淬鍊為創作元素，

並結合中國古建築常見的窗花，運用紅

色交織編結纏繞方式，融合現代前衛因

子與軟性雕塑的概念，幾何線條的共構

交織，形成穿透隱約的視覺美感，展現

臺灣傳統工藝與現代交合之美。此次展

出之「穿花納錦」系列作品，由林青玫

教授指導學生以花卉為主題繪製布花設

計，經數位印花轉製，以環保生態與綠

時尚概念，結合刺繡花片，重新詮釋衣

解花之美。

城市花影系列 品味歲月臺中

接續登場的第二檔展覽是「城市花影

─歲月輕旅行」系列作品，自 4月 25日

至 6月 30日展出，由臺中家商校長林怡

慧、流行服飾科主任廖慈純及劉素哲老

師，帶領學生展出花語、森林、蝶舞、

文
、
圖
／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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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故事

▲由亞洲大學學生走秀，

詮釋花Young服飾之美。

▲衣解花系列作品。



臺中火車站、建國傳統市場日常、竹器

歲月、眷村人文、純真彩虹眷村、溫室

植物園、臺中歌劇院、臺中市花─山櫻

花等 11主題，共 60多套服飾。將臺中

特色景點、人文生活與市花作為設計理

念，以數位印花印製布料設計服裝，並

透過植物染呈現布料的質樸美學，運用

編織技藝、異材質結合，展現服飾視覺

設計的多元。將傳統與現代的城市影像

穿上身，交疊出城市的歲月影像，品味

歷久彌新的大臺中。

島嶼花園主題展 引爆纖維時尚

自纖維工藝博物館開館以來，即以建

立完整天然纖維發展脈絡體系為首要目

標。6月 13日起展出之「島嶼花園─日

常對話」主題展，為 106年壓軸展覽，

偕同臺灣新銳設計師邱娉勻共同合作創

新的服飾展。透過跨界與纖維材質結合

對話，重新體現纖維作品的藝術與美感，

並以日常對話設計的角度，再次將藝術

作品轉化，以全新面貌融入日常生活之

中。本展是纖維工藝館閉館前壓軸大展，

以「島嶼花園─日常對話」與「重生」

作為設計理念，展出 18套服裝，其中有

一套是纖維工藝博物館的概念制服，透

過設計師的理念，重新詮釋制服的各種

可能性。

壓軸展期間，將於 6月 3日及 9月

16日在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各舉辦一

場動態展演。6月 3日將由亞洲大學時尚

設計學系及臺中家商流行服飾科共同演

出，透過學生的肢體表現作品的美感。9

月 16日將邀請伊林模特兒展演新銳設計

師邱娉勻作品，此檔服裝秀將成為臺中

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封館重生前的一場大

秀，預告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整修後

完美重生，再次綻放璀燦的光采。

5

▲花 Young交鋒纖維時尚展，將花卉、臺中
知名景點融入服裝設計中，綻放時尚美。

花 Young 交鋒纖維時尚設計展

時間│3/31（五）∼ 9/17（日）

　　　9:00∼ 17:30，週一休館

地點│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號



探

索文字的溫

度

藝術文化的傳承，是社會的重要資產；而每一寸學習時光，都是豐富生活與

心靈的契機。大墩文化中心 106 年秋季藝文研習活動，推出東西方美術、攝影、

工藝、設計、寫作、花藝、舞蹈、戲曲、樂器等 124 門成人與兒童藝文研習課程。

歡迎民眾藉由藝文學習，充實並重新認識生活。

本季活動網路報名自 6 月 1 日至 10 日止；第二階段網路報名自 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止；第三階段現場報名自 7 月 14 日至 8 月 31 日止。活動詳情請至大

墩文化中心網站查詢：http://www.dadun.culture.taichung.gov.tw/ 或電洽 04-2372-

7311 轉 230。

研習時間│ 8/1（二）～ 12/23（六），計 20 週

研習地點│大墩文化中心研習教室

研習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106 年秋季藝文研習活動 開始報名
大墩文化中心

6



2017 臺中樂器節─
                                  樂器演奏比賽

「2017 臺中樂器節」比賽熱烈報名中！歡迎所有老少朋友踴躍參與，邀請大夥兒帶

著樂器相互觀摩，以樂會友，參與后里盛夏的一大樂事。今年，臺中樂器節依舊祭出 30

萬元獎金，招募更多薩克斯風、長笛、爵士鼓好手參與，比賽依參賽者年齡，分成社會

組及學生組，歡迎大家來爭取前三名的榮譽！臺中樂器節還有精采節目演出、樂器市集、

體驗遊戲，以及摸彩好禮大方送等。更多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時間│即日起至 7/14（五）

              複賽：7/29（六）、7/30（日）

              決賽：8/19（六）、8/20（日）

地點│複賽：后里區立活動中心  

              決賽：后里運動公園

地址│複賽：臺中市后里區文化路 30 號

              決賽：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 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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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滿一年，即將邁向下個成長歷程，

滿周歲時舉行「抓周」，是流傳已久的重要生

命禮俗，透過抓周，來預卜孩子未來的人生方

向及興趣所在。

邀請家長陪伴孩子在充滿古樸氛圍的四合

院中，共同體驗民俗抓周。除了發揚傳統生命

禮俗，也期望藉由禮俗中深刻的代表意涵，祝

福參與抓周的孩子未來能有傑出的發展，並帶

給親子間一生難忘珍貴的回憶。

體驗活動
民俗抓周

時間│ 6/1（四）～ 6/30（五）每週末

費用│ 1,280 元起，電洽 04-2245-1310

地點│臺灣民俗文物館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 73 號

8



【講座】從電影看臺灣―

                            我們這樣拍電影

「如果我們不拍我們的電影，誰來拍？」就在邁入 21 世紀的當

口，臺灣電影掉入了谷底。但誰也沒料到，2008 年由魏德聖導演的

《海角七號》竟然創下了臺灣電影史上最高票房 5.3 億的紀錄，此

後每年都有破億的電影票房出現。

 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這些電影人走過荒漠？本場講座

邀請到金馬紀錄片名導蕭菊貞分享她以鏡頭紀錄臺灣電影

的繁華、凋萎與迷茫，以及橫跨 35 年、老中青四代，臺灣電

影人的熱血深情告白。

時間│ 6/17（六）14:00 ～ 16:3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費用│免費

講師：蕭菊貞／導演

9



             

浮光靜影─張明祺水彩展
 今年 70 歲的張明祺作畫題材廣泛，包含

傳統的具象寫實、鄉土風格。喜歡畫平凡、老

舊又熟悉溫暖的景物，作品融合寫實及印象主

義的養分，掌握水彩特有的亮麗與渲染的柔美

質感，抒懷鄉情之外也展現水彩意涵。

 色彩純樸、用筆細膩寫實，展現鄉土的

深情與關懷是他的寫照，而生活一隅的近景特

寫，畫面繁複、龐雜、錯落有致，則是他的偏

好與特色。本次展出近 50 幅精采創作，歡迎

蒞臨欣賞。

 親子關係、夫妻關係、婆媳關係等，處理得好，大家可以共

同成長，快樂生活；處理得不好，就會干擾彼此的情緒，甚至

壓力重重。本場講座邀請到知名溝通專家吳娟瑜老師，吳老師

將透過關係的起源來探討剪不斷的關係，為什麼令人痛苦？為什

麼關係越近，越容易糾結？同時幫助大家了解處理家人與愛人關

係等於處理和自己的關係，並讓你理解你和他人相處是屬於哪

一種互動模式，進而了解童年關係對自己的影響及制約，讓大

家一起找到生命的桃花源！

時　間│ 6/24（六）～ 7/12（三）

開幕式│ 6/24（六）15: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時間│ 6/17（六）14:30 ～ 16: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講師│吳娟瑜／性別專家

費用│免費

【講座】關係改變，幸福就來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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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新貌展」，至今已邁入第 17 個年頭，

為符合當代藝術生態，自 2016 年起展覽以不分類別、

不分媒材、不限年齡，擴大辦理，並更名為「臺灣美

術新貌獎」。

 社會與時代的變動力量是來自於文化創意與行

動，只有創新才能帶來更不一樣的思潮與變革，也將

具有最大的力量衝撞不變的體制。因此我們持續的鼓

勵藝術創作者，勇於創新、追求獨立風格，投入最大

關注於當代藝術中具有新穎面貌的創作者與作品。

林凌老師以堅硬冰冷的鐵為媒材，傳達最溫暖柔情的

心境，當中的轉化演繹，即是「心凝形釋」的過程，亦為

老師「物我合一」的最高體現。歷經人生歲月 80 載的洗

禮磨練，老師繼承了鐵一般堅毅的藝術創作精神，時常因

小事微物有感而發，如作品〈一燈照徹大千〉，表達的是：

一燈之光雖是螢光爝火，但集十百千盞之光，其亮度足以

照亮任何黑暗的角落，不可小視之。

作品流暢的線條造型看似簡單，卻飽含作者深深的創

作意念，令觀者感觸無限，林凌老師的「物我合一」展覽，

無疑是其創作生涯又一階段性的自我突破及躍進。

時　　間│ 6/24（六）～ 8/20（日）

頒獎典禮│ 7/23（日）10:3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A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時　間│ 6/9（五）～ 7/9（日）

開幕式│ 6/10（六）14:30

地　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2 樓畫廊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林凌鐵雕創作展物我合一物我合一

12



一幅整理完整的膠彩畫，自有一種渾然的整

體美，可淡雅素淨、亦能富麗端凝，吸引著在膠

彩繪畫領域的創作者。倪玉珊老師認為，現代人

被科技衝擊僵化了心靈，同時也模糊了對生命的

體悟。而身為一位藝術工作者，時常思索著自己

應該為時代提供一種什麼樣的美學觀？多次的捫

心自問，藝術家體認到：其實本著初心，不貪也

不求，平實面對生命，認真去記錄、呈現與傳達

真善美的世界，便是創作的價值。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7 組進駐藝術工作

者，包括：一起玩種子趣、小森林手作坊、

迷璃手作工坊、愚魚坊、中華方圓茶文化學

會─方圓廣舍人文空間、織布玩創意工作室

及吳泮水油畫工作室等，將於 7 月 9 日聯合

開放，邀請您來走走逛逛藝術工作者的創作

空間，進行藝術尋寶活動，還可以動手玩藝

術，創作屬於自己的紀念品喔！

時　間│ 6/30（五）～ 7/23（日）

開幕式│ 7/9（日）10:3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掬月廳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時間│ 7/9（日）10:00 ～ 16:3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清風樓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生命印記（二）

─清風樓藝術工作者聯合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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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蜘蛛教室

蚱蜢遊樂場

愛show火金菇

金龜子夢遊仙境

校園巡迴

音樂 魔術戲劇 遊戲美食

粉絲專頁官方網站

螞蟻廚房

《勇闖黑森林（The Amazing Journey）》
                            ─蘋果劇團英文劇
時間│6/4（日）19:30
票價│200,300,400元（兩廳院售票，臺中市民
             憑身分證享七折優惠）
地點│演藝廳

演出團隊：Mr. Bottle 瓶子先生、小青蛙劇團、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童顏劇團、極至體能舞蹈

團、鈴極限、圓劇團、新加坡團隊、蘋果劇團。（活動詳情請掃描 QRcode）

時間│ 6/17（六）19: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演藝廳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票價│ 300,400,600,800 元（兩廳院售票）

─

偶
偶
偶
劇
團

 一齣充滿溫暖又帶點詼諧的偶戲作品，改編自臺灣兒童文學作家林

鍾隆老師的日文繪本作品。敘述小男孩小童在南方小島上展開冒險，尋

找讓媽媽露出笑容的方法，旅途中他遇到了許多可愛的動物朋友，各自

具有獨特的能力與魅力。

現場獨特的配樂、打擊及配音的方式，讓演奏者也成為表演的一部

分。並以竹琴、沙鈴、響板、烏克麗麗、鐵琴等現場演奏，營造出南洋

風情。戲偶設計邀請到知名大師莊育慧老師操刀設計製作，為戲量身訂

製打造出充滿個人特色，以及帶有濃濃熱帶島嶼的戲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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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蜘蛛教室

蚱蜢遊樂場

愛show火金菇

金龜子夢遊仙境

校園巡迴

音樂 魔術戲劇 遊戲美食

粉絲專頁官方網站

螞蟻廚房

《勇闖黑森林（The Amazing Journey）》
                            ─蘋果劇團英文劇
時間│6/4（日）19:30
票價│200,300,400元（兩廳院售票，臺中市民
             憑身分證享七折優惠）
地點│演藝廳

臺中市立圖書館和熊與貓咖啡書房合辦第二屆「阿罩

霧文學節」，讓文學的滋味在生活中持續發酵，以「走讀

臺中城南」為主題，擴大活動的範圍及型式，結合民間的

文化、教育團體，共同打造市民人文生活場域，激發民眾

對文學的熱情，再次喚醒人們對鄉土關懷的記憶。從 106 

年 4 月底開始到 7 月底在臺中市南區、屯區各圖書館及人

文空間、文學地景，有名家講座、跨界工坊、文藝散步等

各類活動，詳細活動資訊請上「阿罩霧文學節」

FB：https://www.facebook.com/wufengliterature

時間│ 4/27（四）～ 7/31（一）

地點│臺中市立圖書館／熊與貓咖啡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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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如同「公主與牡丹」

想帶給您的感動。可以柔弱，但也會有堅強；有時

膽怯，但也學會勇敢。牡丹的桀驁不馴、顧自開花

展現芬芳的性格，深深吸引了藝術家陳佩君，藝術

不是只能靜靜的在牆面上，藝術可以更貼近生活，

將一系列牡丹畫作結合在絲巾與抱枕上，讓美，在

生活中的各個角落開花綻放。

時間│  6/4（日）、6/11（日）、6/18（日）、

6/25（日）14:00

地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16 工坊 2 樓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

電話｜ 0988-379-910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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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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 99號惠中樓 8樓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 17:30

交通方式│�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2017 臺中樂器節─樂器演奏比賽

時間│即日起至7/14（五）

            複賽：7/29（六）、7/30（日）

            決賽：8/19（六）、8/20（日）

地點│ 複賽：后里區立活動中心、決賽：后里運

動公園

「2017臺中樂器節」比賽熱烈報名中！

歡迎所有老少朋友踴躍參與，邀請大夥兒帶

著樂器相互觀摩，以樂會友，參與后里盛夏

的一大樂事。今年，臺中樂器節依舊祭出 30

萬元獎金，招募更多薩克斯風、長笛、爵士

鼓好手參與，比賽依參賽者年齡，分成社會

組及學生組，歡迎大家來爭取前三名的榮譽！

臺中樂器節還有精采節目演出、樂器市集、

體驗活動以及摸彩好禮大方送等。更多詳情

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秘境─陳幸男、黃琯

予師生市政聯展

時間│4/5（三）～6/28
（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惠中樓藝術廊道

「秘境─陳幸男、

黃琯予師生市政聯展」，

展覽的作品以油畫創作

為主，題材多元豐富，有萬物寧靜生息的祥

和、有速度產生的震撼、有氣勢壯闊的昇華、

有色調強烈的衝擊，每幅畫彷彿代表著創作

者心中那處不受打擾的秘境，歡迎大眾蒞臨

欣賞！

70 人生．陶藝─趙信男個展

時間│4/12（三）～6/28（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趙信男，

1945年生於

臺中縣大肚

鄉磺溪村，年

幼出外打拚，

退休後，在陶

藝創作找到

喜樂與歸屬；

因為興趣，

自陶藝造型、

釉藥、雕刻

至彩繪樣樣

都學，耐心研究出宋代青瓷、鈞釉與天目等

系列作品，廣受歡迎。2013年創立「純良窯」，

取其純真良善之意，以示自身創作初衷。本

次展覽藉由分享人生的晚翠風華，鼓舞已退

休或準備退休的朋友，培養興趣，當個樂齡

一族，與他一起─「70人生．玩陶藝」。

第十六屆彩墨新人賞

時間│5/1（一）～6/10（六）

地點│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展覽地點）

「彩墨新人賞」係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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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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邁入

第十六屆，歡

迎全國藝術青年踴躍參加，徵件比賽簡章暨

送件表可逕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

www.culture.taichung.gov.tw下載。

老梗新說─郭益逢平面繪畫作品展

時間│5/1（一）～6/30（五）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這是一個愛作夢的藝術創作工作者的平

面繪畫作品展，將個人的生活感悟、奇思異

想、胡言亂語、嘲諷幽默及潛意識夢境轉化

為平面繪畫作品，雖然有些主題會讓人覺得

是老梗，但作者企圖追求生活裡心領神會的

短暫靈光，與生命中耐人尋味的深沉識見的

一點成果展現，期待觀者有嶄新的感受與心

有戚戚焉的共鳴。

KoLo 魏國龍─創作石雕展

時間│5/1（一）～6/30（五）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非美、非藝術，

非內、非外，無何

為、無何求，唯見

真、唯見我，一切論

述，自身自性，洗凡

相若，化象盡意，誠

作而以動心，而有感

有應。

2017 臺中市文化專車

時間│6/4（日）～10／29（日）

地點│臺中市全區

繼第一梯次以百年媽祖宮廟「四福」線，

吸引民眾踴躍報名，第二梯次「八藝」線的

臺中文學地圖、美術地圖及文創陶藝線即將

趴趴 GO！詳情請上報名網站 :http://59.120.88

.203/2017TccBus/news.aspx或上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官網查詢或電洽 04-2382-0451、04-2380-

0592、04-2382-0259。

與詩對飲─談詩、茶與咖啡

時間│6/10（六）14:00～16:00
地點│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柴米油鹽醬醋茶

的日常，加入一點琴

棋書畫詩酒花，一切

就顯得多麼不同。6

月 10日下午 2時至

4時在臺中文學館研

習講堂，由作家解昆

樺擔任主持人，訪問

詩人林德俊與蕓朵，

一起討論詩、茶與咖

啡，邀請您一同與詩

乾杯，以詩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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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4/5（三）～ 6/28（三） 秘境─陳幸男、黃琯予師生市政聯展 惠中樓藝術廊道

4/5（三）～ 6/29（四）、

5/1（一）～ 6/29（四）
2016 彩筆畫媽祖得獎作品巡迴展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

醫院、石岡圖書館

4/12（三）～ 6/28（三） 70 人生．陶藝─趙信男個展 惠中樓藝術廊道

5/1（一）～ 6/30（五） 老梗新說─郭益逢平面繪畫作品展 研考會藝術空間

5/1（一）～ 6/30（五） KoLo 魏國龍─創作石雕展 研考會藝術空間

表演藝術

即日起至 7/14（五） 2017 臺中樂器節─樂器演奏比賽

複賽： 后里區立活動

中心

決賽：后里運動公園

6/24（六）～ 6/25（日） 夢想的起點─ 2047 臺中街頭藝人甄選輔導活動 臺中公園

講座／課程

即日起至 11 月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系列活動─百師入學講座 6 月場次詳如 P0

6/10（六）14:00～ 16:00 與詩對飲─談詩、茶與咖啡 臺中文學館

6/25（日）13:30～ 16:30 詩戲‧戲詩 臺中文學館

綜合活動

5 月～ 10 月 2017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 臺中市各區

6/1（四）～ 6/30（五）

每週末
民俗抓周體驗活動 臺灣民俗文物館

6/1（四）～ 6/30（五） 106 年臺中市藝術亮點申請收件 詳如 P8

6/4（日）～ 10/29（日） 2017 臺中市文化專車活動 臺中市全區

徵件

即日起至 7/14（五） 第六屆臺中文學獎徵文活動 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5/1（一）～ 6/10（六） 第十六屆彩墨新人賞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5/1（一）～ 8/31（日） 第一屆臺中市工藝師受理審查申請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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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杙之歌 藍興堡傳奇》─台灣青

年舞團

時間│6/3（六）14:00、19:30
票價│200,300,500,600,800元（兩廳院售票）

《大里杙之歌》是

臺灣青年舞團／臺中市青

年高中「舞詠臺灣系列」

歷史族群舞劇的最新年度

力作，舞劇以藍興堡豐富

精采的開發故事為主題，

呈現藍氏父子開墾臺中盆

地，強調族群包容、土地

認同與生活在臺灣的海島子民共同命運的臺

灣精神。本劇以舞蹈劇場的語彙，娓娓演出

藍廷珍從漳浦渡海來臺，如何平定朱一貴之

變，進而開墾臺灣中部平原的感人故事。

《木笛音樂列國誌初艷─各國作曲家

木笛作品》─大樹下木笛樂團

時間│6/4（日）14: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04-2472-1866張雅惠小姐

木笛（直笛）在國小被列為主要學習樂

器後，廣受喜愛，引發大家對音樂的共鳴。

木笛讓全世界作曲家為之著迷，紛紛為它創

作樂曲或改編名家作品，曲風包羅萬象，從

古典風格到現代樂曲。在這場「木笛音樂列

國誌初豔」的音樂會中，將呈現來自奧、德、

義、法、美、英及臺灣作曲家的作品。

《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靖音藝術

有限公司

時間│6/7（三）19:30 
票價│400,500,700,900元（年代售票）

小丑們正準備著一籮

筐的歡笑美味，朝著大小

朋友的歡樂星球前進。五

彩氣球秀帶來大風吹，讓

大小朋友忙翻天，變出好

多不同造型氣球，糊塗牛

仔小丑正上演著整人的飛

刀秀，而變形小丑忽然出

現神奇七十二變，搞出許多令人愛不釋手的

造型大玩具。瘋狂小丑指揮家努力著要讓火

星、月亮及所有的星星排成一整列準備去郊

遊。

《天下第一》─如果兒童劇團

時間│6/10（六）14:30、19:30 
票價│350,500,650,800,1000,2000元（兩廳院售

票）

強哥趙自強挑

戰最精采的題材，

原創武俠劇，傳承

真俠義。閉關苦練

絕頂功，打遍天下

無敵手。《天下第一》喚起每個人心中的那

位大俠。一位神祕老人的故事，傳說中的武

俠世界，張徹的拳腳功夫、古龍的輕功暗器、

中山堂

電話│ 04-2230-3100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號

交通方式│�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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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林絕學，如果兒童劇團要與您鍛鍊

身體，增強氣力，行俠仗義，早睡早起，成

為愛自己、愛家人、愛世界的天下第一。

2017 年國立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英語戲劇示範展演》

時間│6/15（四）14:0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0988-753-680楊雅卿小姐

 臺中市立清水

高中今年的示範展

演將由兩齣英語戲

劇、一齣舞蹈默劇

及原創團舞接力上

陣。全國比賽得獎作品《勿忘我》，由復活

人偶帶來淒美又驚悚的黑色愛情故事；青春

學園喜劇《敲敲鬼校園》，陰陽眼少女專解

超自然疑難雜症！加上零臺詞、想像力狂飆

的《狂舞默劇：愛情不慌不「盲」》，滿滿

創意、活力與熱情，即將引爆中山堂舞臺。

《兒童劇「怪怪蛋」》─寬宏藝術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6/17（六）14:30、19:30
票價│600,800,1000,1200元（寬宏售票）

「寬宏藝術」與知

名音樂創作團隊「黑豆

劇團」，共同製作的首

部自製大型人偶兒童音

樂劇《怪怪蛋》，在孵

蛋二年後，終於要破殼而出了，這是一部全

偶演出的兒童音樂劇；由一顆神秘《怪怪蛋》

引發一連串森林裡動物的奇幻冒險旅程，製

作團隊更創造了許多大型擬真動物原創角色，

搭配著歡樂輕快音樂，並以輕鬆幽默的戲劇

手法呈現。

《愛與美的饗宴》─臺中市南區國光

國民小學藝術季感恩系列活動

時間│6/23（五）19:30
票價│免費入場

國光國小國樂團為二至六年級學生，利

用每星期三下

午上課，分為

吹管、拉弦、

彈撥、打擊、

低音組，每一

組都聘請中部國樂界的名師來指導。團員的

表現一年比一年出色，連續多年摘下國樂合

奏國小組的優等獎，今年更是榮獲全國音樂

比賽絲竹室內樂及國樂合奏特優雙料冠軍，

成績亮麗，在各地的表演活動更是佳評如潮。

《臺灣音畫 × 管樂風華》音樂會─臺

灣青年管樂團

時間│6/25（日）19:30
票價│免費入場

臺灣青年管樂

團於 2015年起辦理

培訓管樂團，匯集

中部地區青少年習

樂者，共同切磋琴藝並交流各校間管樂文化，

藉由常態性的排練讓彼此默契更加純熟，並

定期辦理室內樂系列音樂會之展演，讓更多

愛樂民眾能夠感染樂音的薰陶，也希望藉此

凝聚中部音樂圈，點燃更多愛樂種子，促進

藝文展演的新氣象。邀請各位一同同樂，欣

賞美好樂音，感受「管樂風華」的魅力。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6 年慶祝

稅務節音樂會─風華稅月傳唱經典》

時間│6/30（五）19:30
票價│索票入場

為慶祝稅務節，

臺中市地方稅務局以

溫馨感性的方式傳達

稅政新訊息，特別規劃

深度與廣度兼備的音

樂欣賞活動，重現臺灣

不同時期歌謠的燦爛

時光，感受創作者自由

的靈魂，增進臺灣音樂

文化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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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6/3（六）14:00、19:30 《大里杙之歌 藍興堡傳奇》─台灣青年舞團 兩廳院售票

6/4（日）14:30 《木笛音樂列國誌初艷─各國作曲家木笛作品》
─大樹下木笛樂團

索票入場

6/7（三）19:30 《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靖音藝術有限公司 年代售票

6/10（六）14:30、19:30 《天下第一》─如果兒童劇團 兩廳院售票

6/15（四）14:00 2017 年國立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英語戲劇示範展演》

索票入場

6/17（六）14:30、19:30 《兒童劇「怪怪蛋」》─寬宏藝術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寬宏售票

6/23（五）19:30 《愛與美的饗宴》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藝術季感恩系列活動

免費入場

6/25（日）19:30 《臺灣音畫 x 管樂風華》音樂會─臺灣青年管樂團 免費入場

6/30（五）19:3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6 年慶祝稅務節音樂會─
風華稅月傳唱經典》

索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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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墨」─ 2017 濡墨

雅集聯展

時間│6/3（六）～6/14（三）

地點│大墩藝廊（四）

濡墨雅集成立於 2010年，

會員吳宏禧、吳昱瑩、林世斌、

林穎生、邱正偉、洪嘉勇、涂

錦進、紀冠地、黃昭祥、黃速

珍、鄭禮勳和盧彩霞等 12位，

效法蘭亭盛事，相濡以「墨」

而成雅集，定期聚會、切磋討

論作品，以聯展作為年度書寫

與創作成果分享。本次展出主

題「墨」，作品書體含篆、隸、

楷、行、草等，風格面貌呈現

出端莊、厚重、雅緻、奔放。

第 32 屆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美展

時間│6/3（六）～6/14（三）

地點│大墩藝廊（五）

「臺中市大

臺中美術協會」

風華 32年，以

發揚藝術文化、

提升創作水準、

促進國內外美術

交流活動、淨化

人心及優質社會風氣為宗旨。本次聯展，在

謝赫暄理事長帶領下，會員展現精湛作品，

相互觀摩之餘，期與有緣人交心，令得其妙，

萬念自然不息而息，讓社會呈現一片祥和，

自在平安又歡喜。

破繭重生的美麗─活出美麗攝影展

時　    間│6/3（六）～6/14（三）

開幕活動│6/3（六）14:00～16:00
                  ‧開幕式

                  ‧現場彩繪：化傷痕為美麗圖騰

                  ‧傷友分享會

地　    點│大墩藝廊（六）

每個疤痕

都有故事，本

展 10位經歷過

外在創傷或因

疾病而顏面、

肢體傷殘的朋

友，透過彩繪

將疤痕轉換成美麗圖紋，進而讓傷者與觀者

重新省視傷痕所帶來的意義，原來疤痕也可

以是美麗的藝術品，唯有破繭而出，從另一

個觀點去看見美麗的自己，欣然接受自己，

才能自信展現不完美的美麗。

中華民國退役將軍書畫展

時　間│6/3（六）～6/14（三）

開幕式│6/3（六）10:00
地　點│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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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陳列室 9:00∼ 17:00）

文英館（文英畫廊、主題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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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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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退役

將官中華文化總會」

成立於民國 87年，

總會成員都是退休將

軍，他們放下保家衛

國的槍桿，重拾筆桿

勤練書畫，作品風格

多樣，有的飄逸瀟

灑、樸實幹練；有的

運筆蒼勁、力透紙背

等。成員多次聯合展

覽，並舉辦兩岸書畫

聯展，共同發揚優質

中華文化，傳承書畫藝術。此次於文英館舉

辦聯展，展出近百幅優秀作品。

舞風 ‧ 星動─林明宗創作個展

時間│6/3（六）～7/2（三）

地點│動力空間

米羅曾說：

「在他的符號世界

裡，女人代表宇

宙。」天地起源，

生命延續，幾何是

萬物的原點，女性

符號是一種連結

時間與空間的宇

宙觀。本展作品將

思考與探討宇宙與生命的本質，藝術家渴望

透過簡化變形的女體，以流動的線條與動態，

傳達生命的躍動，融合幾何符號，尋找色彩

與造形的感動，擁抱宇宙與生命的精神性，

體現內心的生命觀。

2017 臺灣國際書法水墨畫聯展

時　間│6/17（六）～6/28（三）

開幕式│6/17（六）10:00
地　點│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臺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成立

於民國 80年，廣召愛好書法及繪畫、學術

研究的同好，並辦理觀

摩書畫創新及文化交流

活動。此次聯展並邀請

美國、日本、中國、香

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臺灣等名家參展，不

只切磋技藝，也讓書法、

水墨畫和書畫家之間的

合作更加密切，也期許

書畫藝術在世界蓬勃發

展，被越來越多人喜愛

和接受。

同鄉人─藝術創作聯展

時    間│6/17（六）～6/28（三）

開幕式│6/20（二）15:0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雲林同鄉會這次展覽的特別之處，在於

他們是幾位作為藝術家的同鄉人的藝術創作

聯展，展出的作品種類包含油畫、水墨畫、

雕塑、微裝置及裝置作品。他們透過對日常

生活中的感悟、體驗所激發的創作思考，並

用自己的表達方式、乃至自己的藝術語言，

呈現出對藝術及生活特有的執著與熱愛，他

們的作品背後凸顯著生命中的一種衝動及對

未來的憧憬。藉由此次的展覽與更多的觀者

及藝術同好進行交流。

緣起丹青─現代工筆人物畫展

時間│6/17（六）～7/5（三）

地點│大墩藝廊（五）

人物畫自古便有「成教化，助人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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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尤其在五

代之前，人物

畫一度是水墨

繪畫的主流。

人物畫作為情

感載體，創作者藉由「尋常百姓」題材的熟

悉感，去傳達繪畫載體和創作者心智的連結

性。本次鄭志揚、陳得賜及余湘筠三人聯展，

藉著現代工筆繪畫形式，以傳統藝術文化底

蘊結合現代元素，提煉出具現代特徵和情感

的水墨工筆人物畫。

K' 小視界─吳佳蓉攝影創作個展

時間│6/17（六）～7/5（三）

地點│大墩藝廊（六）

晨起或雨後，

植物們顯得特別

清新，渾圓晨露

裡包容著天地，

花非花，芯非芯

 ，在陽光的照射

下更顯耀眼！透過吳佳蓉攝影視角，觀者可

微距欣賞，並觀察花草、晨露之美，貼近與

花草植物的距離，看見與平常不同的小景致

大視界。這是一場視覺的清新饗宴，您會發

現原來生活與自然俯拾皆美好！

芸芸化藝─楊雅芬創作展

時　間│6/24（六）～7/12（三）

開幕式│6/25（日）14:00
地　點│大墩藝廊 （二）

楊雅芬以

現代繪畫方式，

思想為主導，透

過藝術還原，展

現人與自然的對

話，表現單純而

又真實的生活觀照。創作以觀察周遭人、事、

物，摻雜作者本身的藝術語彙，透過線條與色

彩，傳達不同的感受與情緒。展覽主題汲取老

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以及莊子「莊周夢蝶」，皆以體察萬物生生不

息的演化過程，反映人與自然之間的心境轉

化，呈現永恆的價值與生命力。

恣韻─漆藝創作聯展

時間│6/24（六）～7/12（三）

地點│大墩藝廊（三）

漆藝已經流

傳數千年，取之

於漆樹上的汁液，

可畫、可貼、可

磨的特性，讓漆

藝的表現充滿無

限可能，但許多

人仍然對它不了

解，藉由張森洋、

黃素雲、江舜堯

等三位來自不同

藝術創作領域的

好友，以漆媒材進行創作，共同成長。儘管

三人對漆藝術各有不同的解讀與呈現，但是

因為展出，才能讓更多人一窺漆藝的陰翳之

美，一探漆藝的無限可能性。

王英峻戲偶文化展

時    間│6/24（六）～7/12（三）

開幕式│6/24（六）14:00
地    點│文物陳列室（一）～（二）

臺中聲五

洲掌中劇團團

長王英峻，自

幼隨父習藝，

於掌中布袋戲

的演出和創作

已 逾 30 年，

不論演出古冊

戲、劍俠戲、

金光戲，都能展現現場口白的演出形式，堪

稱中臺灣掌中劇界中生代菁英藝師。此次將

展出臺灣戲偶各年代演變及 Q版文創戲偶，

藉此引起大小朋友的喜愛，發揚偶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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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5/13（六）～ 6/7（三）
台中市綿綿舞蹈團

─驚豔的東方民族「舞之裳」展覽
文物陳列室（一）

5/13（六）～ 6/7（三） 大墩典美‧藏藝─篆刻典藏美學 文物陳列室（二）

5/20（六）～ 6/7（三） 美學散步─臺中經典畫廊特展
大墩藝廊（一）～

（二）

5/20（六）～ 6/7（三） 仁心─邱于誠當代水墨創作展 大墩藝廊（三）

6/3（六）～ 6/14（三） 相濡以「墨」─ 2017 濡墨雅集聯展 大墩藝廊（四）

6/3（六）～ 6/14（三） 第 32 屆臺中市大臺中美術協會美展 大墩藝廊（五）

6/3（六）～ 6/14（三） 破繭重生的美麗─活出美麗攝影展 大墩藝廊（六）

6/3（六）～ 6/14（三） 中華民國退役將軍書畫展 主題暨文英畫廊

6/3（六）～ 7/2（日） 舞風‧星動─林明宗創作個展 動力空間

6/17（六）～ 6/28（三） 2017 臺灣國際書法水墨畫聯展 主題暨文英畫廊

6/17（六）～ 6/28（三） 同鄉人─藝術創作聯展 大墩藝廊（四）

6/17（六）～ 7/5（三） 緣起丹青─現代工筆人物畫展 大墩藝廊（五）

6/17（六）～ 7/5（三） K' 小視界─吳佳蓉攝影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六）

6/24（六）～ 7/12（三） 浮光靜影─張明祺水彩展 大墩藝廊（一）

6/24（六）～ 7/12（三） 芸芸化藝─楊雅芬創作展 大墩藝廊（二）

6/24（六）～ 7/12（三） 恣韻─漆藝創作聯展 大墩藝廊（三）

6/24（六）～ 7/12（三） 王英峻戲偶文化展
文物陳列室（一）～
（二）

表演藝術

6/25（日）15:00 ～ 17:00 【城市小舞臺】美好時刻─長笛同樂
／ WASSA FOLI 臺中非洲鼓舞樂團

城市小舞臺

課程／講座  

6/17（六）14:00 ～ 16:30 【講座】從電影看臺灣─我們這樣拍電影
（講師：蕭菊貞導演）

演講廳

綜合活動

6/17（六）14:00 ～ 20:00 「創意藝術市集」活動
草悟道木作吧檯北側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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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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絃動客情豐韻揚

時間│6/1（四）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免費索票

豐原國中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80年，每年

參加臺灣區學生音樂比賽屢獲佳績，並定期

舉辦社區音樂會，每次演出都頗受觀眾好評。

6月 1日將再度在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舉辦

《絃動客情豐韻揚》國樂演奏會，演出內容

有結合豐原國中合唱團共同演出客家歌謠，

有獨奏、重奏、室內絲竹樂和國樂合奏曲，

曲目豐富多元，精采可期。

《仲夏琴緣》─許鴻玉鋼琴演奏會

時間│6/2（五）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300,500,800元（年代售票）

旅居美國紐約

的鋼琴家許鴻玉，

畢業於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耶魯大

學，曾在紐約林肯中

心的 Alice Tully MerKin 

Concert Hall、 東 京

Suntory Hall與臺北國

家音樂廳等處演出。

許鴻玉的鋼琴音樂成熟細膩，將半個多世紀

的琴藝精隨，化為人生體驗的美妙詮釋，讓

人聽到心靈深處的真善美。《紐約時報》給

她的評語是：「她以流暢手指彈出很有深度

又富思想感情，是詩情意的境界。」

陳瑞瑚油畫個展

時間│6/2（五）～6/25（日）

地點│4樓畫廊

在油畫創作中，陳瑞瑚老師以單一畫刀

創作，在畫刀與油彩的交會下，他把自然萬

物的風采躍然於畫布上，並隨心所欲地把油

彩與畫刀出神入化的呈現，用色的拿捏及畫

刀運行的痕跡處理，極富自然生動。陳瑞瑚

老師近 30年的繪畫生涯中，舉行過 406次個
展，並屢獲獎項肯定，他的單畫刀所呈現的

風物、人文景緻始終走在尖端。

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長青學苑 30 周年

成果展

時間│6/2（五）～7/2（日）

地點│3樓編織工藝館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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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老人會為拓展長者學習領域，推

動社會教育，鼓勵進修學習意願，增進新知

與技能。於民國 76年 9月 23日，開辦豐原

區長青學苑，本學苑自開辦以來，獨具特色

之西畫、水墨、書法、攝影班，學員作品常

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性學苑成果展，頗獲佳

評；並承蒙上級政府表揚，本次展出粉彩、

壓克力 20張，水墨 10張、書法 20張、攝影

15張。

《樂來樂美妙》─社口國小藝才班畢

業發表會

時間│6/4（日）14: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免費索票，演出前1小時開放索票。

社口國小國樂團於 102年正式成立為音

樂藝術才能班，今年度是社口國小音樂班第

一屆的畢業生，學生以學習國樂為主，鋼琴

為輔，另外加入律動課程。因此本次節目內

容有國樂合奏曲目，絲竹樂合奏曲目，個人

二胡、柳葉琴、古箏演出，還有平時訓練的

律動表演。曲目也豐富多元，有傳統的國樂

曲目，另有民歌、兒歌，讓觀眾耳目一新。

豐陽雩舞 ‧ 天籟美聲

時間│6/9（五）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100,150元（兩廳院售票）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於 2008年成立舞蹈班

至今，為了給予學生更多的演出經驗，每年

盛大舉辦一次「豐陽雩舞．天籟美聲」音樂

舞蹈展演，以培養學生的藝術氣息與涵養學

生的表演熱忱；並期許藉由此音樂與舞蹈結

合的饗宴，持續推廣藝術文化，帶領民眾體

驗藝術的美。

高連永草書與硯銘特展

時　間│6/9（五）～7/2（日）

開幕式│6/10（六）15:00
地　點│1樓文創交流區

草書在書法中最富有

藝術性，線條的走向如音

樂和舞蹈，有節奏韻律，

甚至跳躍飛騰，觀者能感

受其中的活潑與喜悅。硯

銘是結合文學、書法和篆

刻的藝術，但因真正以純

手工創作者極少而被忽

略。高連永老師創作硯銘

不但是純手工，同時運用

自己擅長的多種書體。此

次展出37件草書作品和60件硯銘，精采可期。

花之盛典─ 2017 葫蘆墩花卉意象典藏

展

時間│6/9（五）～7/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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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3樓編織文物館

本展主題

呼 應「2018臺

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特別

規劃展出葫蘆

墩 文 化 中 心

「花」之意象

典 藏 品， 展

出內容包括漆

器、陶藝、繪畫、編織等，如陶藝家林葆家

先生、漆藝家陳火慶先生、膠彩畫家林之助

先生、編織類粘碧華女士等名家精采花卉作

品，透過不同的媒材，或具體或抽象，藉由

作者精湛的技藝，展現藝術家眼中花卉的多

樣性及豐富性，呈現繽紛的花卉之美。

【講座】關於旅行，其實我想說的是…

時間│6/10（六）14:30～16:30
地點│演講廳

講師│林果／旅遊作家

林果，曾用「15

萬玩轉歐洲 90天」

的七年級女生，著

有《歐洲不貴》、

《歐洲不難》兩本

書。在 30歲之前，

首趟出發到歐洲旅

行就給自己設下一

個不小的門檻，回國後，想用自身的經驗告

訴大家：只要用對方法和找到省錢小步驟，

去歐洲旅行不是夢！想像中的歐洲，和真實

的歐洲，有什麼落差？回國之後，林果說：

關於旅行，其實我想說的是⋯⋯。

《加勒比海的黃金夢》─豐東管樂團

105 學年度成果發表會

時間│6/10（六）14: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免費索票

豐東國中管樂團草創於民國 88年，成立

宗旨在提供給對演奏管樂有興趣的國中生，

透過合奏與分部的個別適性教學，開發學生

知性的演奏技巧與感性的欣賞品味。自 95年

起聘請林士偉老師擔任指揮，豐東管樂團幾

乎都能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榮獲中區特優

的佳績，也積極參與各單位的邀約演出。

《流轉．時光音樂盒》─ 2017 南陽直

笛合奏團畢業音樂會

時間│6/11（日）14: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50元（兩廳院售票）

時光流動，一轉眼，即將小學畢業；時

光流轉，一回首，百年音樂流瀉。南陽國小

直笛團在畢業時刻，以樂聖貝多芬作品《機

械音樂時鐘之小步舞曲》開啟，引領各位聽

眾打開時光音樂盒，臺灣民謠、百老匯音樂、

動畫配樂及近代流行爵士音樂，傾瀉而出；

並邀請南陽國小合唱團及臺北靜心中學直笛

團共襄盛舉，為聽眾帶來更豐富的音樂意象。

《笛聲歌聲說感動》─潭陽直笛團畢

業音樂會

時間│6/16（五）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免費索票

潭陽直笛團成立於民國 88、89年間。迄

今已將近十多個年頭。由黃子倫老師帶領的

直笛團。從三年級開始招生，子倫老師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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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4/28（五）～ 6/4（日） 巧藝豐原─在地職人故事展 1 樓文創交流區

5/5（五）～ 6/4（日） 狗道理．愛的距離─汪承恩油畫創作展 2 樓畫廊

5/12（五）～ 6/4（日） 花鳥舞彩─陳玉珍水墨暨陶瓷個展 3 樓編織文物館

6/2（五）～ 6/25（日） 陳瑞瑚油畫個展 4 樓畫廊

6/2（五）～ 7/2（日） 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長青學苑 30 周年成果展 3 樓編織工藝館

6/9（五）～ 7/2（日） 高連永草書與硯銘特展 1 樓文創交流區

6/9（五）～ 7/9（日） 物我合一─林凌鐵雕創作展 2 樓畫廊

6/9（五）～ 7/9（日） 花之盛典─ 2017 葫蘆墩花卉意象典藏展 3 樓編織文物館

6/30（五）～ 7/23（日） 含情墨墨─王朝發水墨創作展 4 樓畫廊

表演藝術

6/1（四）19:30 絃動客情豐韻揚 演奏廳／免費索票

利用週休二日，

安排團員參加

音樂會、參訪美

術館、音樂體驗

館，甚至帶孩子

到百貨公司或

戶外舞臺做社團成果發表！今年更加入紀綺

綾老師的協助，期望透過社團的參與和學習，

培養學生在藝術與人文上的涵養。

《琴之深 樂之宴》─ 2017 大雅國中

音樂班音樂發表會

時間│6/17（六）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免費索票

大雅國中

音樂班由一、

二、三年級音

樂班學生所組

成，聘請陳翊

庭老師、郭季

芹老師擔任指揮，劉建宏、黃浩菁、劉宥弦

等 13位老師擔任各分部老師。雖然從以往的

國、管樂班合併成一個音樂班，但在細心安

排規劃下，學生在既有的國、管樂條件上，

持續精進演奏技巧，獲得最充分的學習。

臺灣現代民族音樂之父與西洋樂聖─

郭芝苑與貝多芬

時間│6/28（三）19:30
地點│演奏廳

費用│100元（郭芝苑音樂協進會售票）

鋼琴家陳丘祐與小提琴碩士楊婉婷已在

臺中各演奏廳、大學等舉辦逾二十場的音樂

會。本場音樂會，他們將以西洋樂聖貝多芬，

藝術歌曲之王舒伯特與臺灣現代民族音樂之

父郭芝苑三位偉大作曲家的作品為主軸，演

出的曲目有郭芝苑的小提琴作品、民間音樂、

臺灣旋律、臺灣民間舞曲、貝多芬的「田園

交響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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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五）19:30 《仲夏琴緣》─許鴻玉鋼琴演奏會 演奏廳／年代售票

6/4（日）14:30 《樂來樂美妙》─社口國小藝才班畢業發表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6/9（五）19:30 豐陽雩舞．天籟美聲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6/10（六）14:30
《加勒比海的黃金夢》

─豐東管樂團 105 學年度成果發表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6/11（日）14:30 《流轉．時光音樂盒》
—2017 南陽直笛合奏團畢業音樂會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6/16（五）19:30 《笛聲歌聲說感動》─潭陽直笛團畢業音樂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6/17（六）19:30 《琴之深 樂之宴》
—2017 大雅國中音樂班音樂發表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6/28（三）19:30
臺灣現代民族音樂之父與西洋樂聖

─郭芝苑與貝多芬

演奏廳／郭芝苑音

樂協進會售票

課程／講座 

6/10（六）14:30 ～ 16:30 【講座】關於旅行，其實我想說的是…
（講師：林果／旅遊作家）

演講廳

6/17（六）14:30 ～ 16:30 【講座】關係改變，幸福就來了
（講師：吳娟瑜／性別專家）

演講廳

6/10（六）～ 8/5（六）
每週六 13:30 ～ 16:30 玉石繩結創意設計班 4 樓編織工坊

6/10（六）～ 8/5（六）
每週六 9:30 ～ 16:30 梭織基礎技藝班 4 樓編織工坊

6/17（六）～ 7/22（六）
每週六 9:30 ～ 16:30 草木染基礎班 3 樓編織教室

7/4（二）～ 7/7（五）、
7/25（二）～ 7/28（五）
每週二、三、四、五
13:30 ～ 16:3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觀察達人養成 4 樓簡報室

7/5（三）～ 8/23（三）
每週三 9:00 ～ 12:0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創藝一整「夏」 3 樓編織工坊

7/11（二）～ 8/16（三）
每週二、三 9:50 ～ 11:5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美學創作 研習教室

7/11（二）～ 8/16（三）
每週二、三 13:30 ～ 15:3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我的城市模型 研習教室

7/11（二）～ 8/17（四）
每週二、四 9:30 ～ 11:3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泰雅手織 4 樓編織教室

7/12（三）～ 8/18（五）
每週三、五 9:50 ～ 11:5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基礎烏克麗麗 研習教室

7/12（三）～ 8/18（五）
每週三、五 13:30 ～ 15:30 【樂暑假．兒童藝文研習】藝術多媒材 研習教室

綜合活動  

7/2（日）9:30 ～ 17:30 夏日童趣─夏天就是喜歡和你泡在一起「玩
水」

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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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常藉作品傳達其對藝術的

理念與生活的觀感，因此，作品往往

是藝術家個人修為的表徵。「芳香隔

遠山」，造形突出，釉色素雅，光華

內蘊，正如林教授其人；素雅的生活

理念，卻有獨到的人生哲學觀。青瓷

釉色清爽典雅，白釉彩繪紋飾，筆觸流暢自然，並半顯素坏陶土原色作為陰影，使

圖紋更顯立體、生動，是林教授代表作之一。

典藏
精選

典藏單位：葫蘆墩文化中心

作       者：林葆家

尺       寸： 高 34 公分、口徑 6 公分、

        腹圍 99 公分

媒       材：陶藝

芳香隔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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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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感恩愛的旅程─周玉茹油畫展

時    間│6/2（五）～ 6/25（日）

開幕式│6/10（六）14:30
地    點│2樓展示場

周玉茹，是

口畫家，也是生

命激勵講師，一

場車禍造成下半

身癱瘓。在生命

最黑暗的幽谷裡，

父親的愛讓她咬

牙站起來，從臥床到坐在輪椅上。在因緣際

會下開始學畫，她的畫是一層一層用顏色堆

疊而成，非常耗時間及體力，眾人讚嘆她的

作品似乎從秋天到了春天。她希望靠自己的

能力，讓更多人觀賞她作畫過程，就是一種

激勵生命。

2017 大明國小打擊樂團音樂發表會

時間│6/3（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50元（中心售票）

大明國小

打擊樂團透過

循序漸進的方

式，訓練孩子

們嘗試各類打

擊樂器。此次

演出以大明國

小打擊樂團 1∼ 6年級團員，由蔣騰瀠老師、

吳語晨老師、張麗芬老師精心策劃指導，並

動員多位教師及家長幕後協助，相信演出必

能有極佳的表現。演奏曲目多元，包含古典、

民謠、卡通等樂曲，呈現打擊樂的不同風貌。

2017 大明國小管樂團音樂發表會

時間│6/4（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50元（中心售票）

大明國小管樂團，自成立十多年以來，

表現卓越獲各界佳評，與多所學校以音樂會

友，進行管樂校際交流。管樂團也以音樂感

恩回饋，參與各社團典禮及大雅小麥文化節

等活動。此次演出，由指揮老師姚政龍、林

宏時、張庭榕及王凱薇精心策劃指導，多位

教師及家長幕後協助，相信演出必能有極佳

的表現，歡迎愛音樂的觀眾蒞臨聆賞。

悠然見南山─蔡瑜水墨作品臺灣特展

時　間│6/9（五）～7/2（日）

開幕式│6/10（六）14:00
地　點│展覽室B

蔡瑜老師已逾 90歲高齡，仍以「作繭破

繭」自喻，不斷接受新思想，不斷否定自己，

提高自己。本展的靈魂作品《梅關精靈秀》，

是蔡瑜老師在 2016年時以 90歲高齡，用 20

天，平均每天創作 7小時而完成長 18公尺的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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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畫作。作品

中梅花千姿百

態艷麗不媚，枝

幹交錯穿插，能

屈能伸，剛柔並

濟。歡迎喜愛水

墨藝術的朋友共

襄盛舉。

2017 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時間│6/9（五）19:30；6/10（六）14:30、
19:30；6/11（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50元（由於劇情設計關係，本節目「非」

親子型態，10歲以下孩童請勿進場觀

賞。）

英劇社全新英語劇目，包含神秘人性探

秘《越界》，一個約定，相隔陰陽兩界，是

誰守在那凡人必經的橋頭，為了送上最後一

碗溫暖心意？《黑湖魔咒》，與愛失去連結

的公主踏上征途，破案兼打怪；青春校園通

靈喜劇《敲敲鬼校園》及《鬼來電》，揭開

陰陽眼少女蜜亞的超自然事件簿。以及原創

劇《狂舞默劇》，零臺詞，只靠肢體語言和

舞蹈說故事。

「創視計」─國立苑裡高中第 14 屆美

術班畢業展

時　間│6/10（六）～6/25（日）

開幕式│6/10（六）10:30 展覽大廳

地　點│中央畫廊暨掬月廳

本展主題名稱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

基羅的《創世紀》，取諧音《創視計》，代

表要突破自我，衝撞體制，創造自己的歷史，

要創造出與眾不同的作品，挑戰自己從未做

過的事，而我們浴火重生，嘔心瀝血的作品，

將是18歲的代表作。整個展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邊是文藝復興時基本功的畫作，一邊是突

破古板的風格，創作出自己的風格。

【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

講座】溝通力─說話的藝術與表達技

術

時間│6/18（日）14:00～16: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師│方蘭生

費用│免費入場，席次共120位，請至國際會議廳

入口處排隊，13:30發號碼牌入場，發完為

止。公教人員全程參與，核予研習時數2小
時。

方蘭生，美國

紐約聖若望大學亞

洲研究所碩士畢業，

現任文化大學大眾

傳播系兼任教授，

著作有：傳播原理、

魅力公關、形象魅

力、人際吸引力等。

我們藉著溝通來滿

足各種不同的需求，

來建立各種人際關係，來解決人際互動中的

各種問題，因此溝通是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

及工作上的必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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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代民族音樂之父與西洋樂聖─

郭芝苑與貝多芬

時間│6/18（日）14:30
地點│演藝廳

費用│免費索票

陳丘祐與楊婉婷

在港區藝術中心舉辦逾

十場的音樂會，本場音

樂會將以西洋樂聖貝多

芬與臺灣現代民族音樂

之父郭芝苑的作品為主

軸，為鄉親們介紹美妙

感人，跨越臺灣與歐洲

的音樂體驗。此次演出

的曲目有郭芝苑的小提

琴作品、民間音樂、臺灣旋律、臺灣民間舞曲；

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

台灣陶藝學會─ 2017 會員聯展

時    間│6/24（六）～7/16（日）

開幕式│6/24（六）9:30
地    點│展覽室C

1992年全國各地

從事陶藝創作、愛好

陶藝人士共同成立全

國性的社團「台灣陶

藝學會」，目前會員

200餘位，是臺灣最

大的陶藝專業組織，

會員中有國家工藝終

身成就獎的蔡榮祐、

蘇世雄大師及多位臺

灣工藝之家，以及現代陶藝的藝術家，以

提倡陶藝創作，促進臺灣現代陶藝發展，

增進國際交流。

視覺藝術

6/2（五）～ 6/25（日） 感恩愛的旅程─周玉茹油畫展 2 樓展示場

6/9（五）～ 7/2（日） 悠然見南山─蔡瑜水墨作品臺灣特展 展覽室 B

6/10（六）～ 6/25（日）
「創視計」

─國立苑裡高中第 14 屆美術班畢業展
中央畫廊暨掬月廳

6/24（六）～ 7/16（日） 台灣陶藝學會─ 2017 會員聯展 展覽室 C

6/24（六）～ 8/20（日） 2017 臺灣美術新貌獎 展覽室 A

6/30（五）～ 7/23（日） 2017 倪玉珊創作展─生命印記（二） 掬月廳

7/9（日）
夏日炎炎‧清風徐徐

─清風樓藝術工作者聯合開放日
清風樓

表演藝術

6/3（六）19:30 2017 大明國小打擊樂團音樂發表會 演藝廳／中心售票

6/4（日）14:30 2017 大明國小管樂團音樂發表會 演藝廳／中心售票

6/9（五）19:30
6/10（六）14:30、19:30
6/11（日）14:30

2017 清水高中英劇社年度公演 演藝廳

6/18（日）14:30 臺灣現代民族音樂之父與西洋樂聖─郭芝苑與貝多芬 演藝廳／免費索票

課程／講座                                                

6/1（四）～ 6/30（五）
10:00 ～ 16:00

一起玩種子趣：雙鶴共舞
─種子小品 DIY 體驗課程

清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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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四）～ 6/25（日）
13:30 ～ 16:30 小森林手作坊：蝶古巴特─小畫框 清風樓

6/3（六）13:00 ～ 16:30 織布玩：與可宸老師相約「歐洲傳統編織蕾絲」 清風樓

6/4（日）～ 6/25（日）
 每週日 10:00 ～ 12:00 迷璃手作工坊：窯燒琉璃─時尚造型項鍊 清風樓

6/4（日）～ 6/25（日）
 每週日 14:00 ～ 16:30 迷璃手作工坊：電烙畫─小熊掛框 清風樓

6/8（四）11:00 ～ 15:30 織布玩：與 Cathy Hao 老師相約
─ Weaving Woods 季節心毯

清風樓

6/10（六）10:30 ～ 15:30 織布玩：娟娟老師相約週六手毬 清風樓

6/13（二）10:00 ～ 15:30 織布玩：卡片織─雙重織 清風樓

6/17（六）14:00 ～ 16:00 愚魚坊：藝術座談─藝論紛紛 清風樓

6/18（日）14:00 ～ 16:00 【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溝通力─說話的藝術與表達技術（講師：方蘭生）

國際會議廳

6/20（二）10:00 ～ 15:30 織布玩：綜片式腰機系列課程 清風樓

6/22（四）10:00 ～ 15:30 織布玩：就是有形─刺繡襯衫面紙袋 清風樓

綜合活動

6/1（四）～ 6/13（二） 第十六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徵件

電影欣賞

每週二 10:00、每週四
11:00、每週六 14:30

王亮欽的藝術思維─素描寫生人體水彩人生觀點
／ 21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1:00、每週四
14:30、每週六 15:30

博物館探險趣：
國立歷史博物館、千蝶谷昆蟲生態農場／ 43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4:30、每週四
15:30、每週六 10:00 邁向心靈的旅程─黃美貴的繪畫世界／ 19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5:30、每週四
10:00、每週六 11:00 廖天照石雕專輯／ 21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0:00、每週五
11:00、每週日 14:30 沉潛與挑逗─水彩畫家謝明錩／ 3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1:00、每週五
14:30、每週日 15:30

博物館探險趣：
朱銘美術館、黃金博物館／ 43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4:30、每週五
15:30、每週日 10:00

博物館探險趣：
鶯歌陶瓷博物館、石尚礦物化石博物館／ 43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5:30、每週五
10:00、每週日 11:00 水墨畫家吳麗雲的創作觀／ 22min 美術家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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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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今天吹海風》東海美術系第 31 屆畢

業展

時間│5/5（五）～6/4（日）9:00～17:30
地點│展覽室B

東海大學美術

系自創系以來力求

多元化的藝術教育

導向，提倡自由的

學風，尊古啟新，

創造專業的學習環

境，開拓學生寬廣

的視域。近年來，

逐步發展出繪畫創

作的特色，尤其是膠彩領域，成為全國的標

竿系所。同時為使學生未來有更寬廣之性向

發展，創造更完整的藝術生態，並建立藝術

策畫和中介人才的培育機制，成為國內唯一

具有此一特色的美術系所。

臺中市第四屆「生之光」身心障礙繪

畫徵選比賽及臺中市身心障礙繪畫班

黃利安老師師生展

時    間│5/27（六）～  6/25（日）9:00～17:30
開幕式│6/3（六）14:30
地    點│美學空間

臺中市身心障礙

藝術發展協會辦理「生

之光」身心障礙繪畫徵

選比賽，今年邁入第四

屆，歷屆得獎作品都充

分展現身心障礙者的繪

畫技巧和創作潛能，透

過眼睛的觀察和內心吸收後展現出創作的圖

像，作品皆是他們努力的成果。創會理事長

黃利安老師希望能藉由徵選比賽，給予這群

身心障礙者更多信心與活力，讓學員建立生

活互信。

黑白與之外—臺中市方圓書藝會聯展

時    間│6/2（五）～7/2（日）9:00～17:30
開幕式│6/4（日）15:00
地    點│展覽室A

清代書法大

家鄧石如說：「字

畫疏處可使走

馬，密處不使透

風，常計白當黑，

奇趣乃出。」意

指字的結構或整

篇的佈局，需運

用墨行筆走與留白空間所形成的微妙變化，

以達到藝術的呈現與耐人尋味的意趣，一如

施永華老師諄諄引導提醒的，希望在黑（墨

行）白（留白）的構築下，能夠呈現豐富的

風貌變化。「黑白與之外」將現代書藝所表

現的造型美、墨色的變化或色彩的運用，

一一精采呈現。

2017 夏日藝術營系列活動─招生記者

會

時間│6/4（日）9:30
地點│大廳

費用│免費

2017夏日藝術營系列活動，將於 6月 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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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報名，當日

還有沙雕示範教

學。首日價享有七

折優惠，共招收 8

營隊 240名學員。

夏日藝術營系列活

動，從 7月 1日至

8月 18日，結合兒

童有氧舞蹈、即興

戲劇、團康、文本

閱讀、五子棋藝、

非洲鼓、阿卡貝拉、油畫、手拉坏、迷你木

建築、手作壓花、瓶中花藝、輕黏土等主軸。

【講座】由美學角度漫談醫學美容─如

何活出自己獨特的美

時間│6/4（日）14:30～16:30
地點│3樓大會議室

講師│李童顏

費用│下午2點排隊入場，名額198位，額滿為

止。

本次講座邀請醫美達人李童顏小姐與大

家分享醫學美容的基礎概念，了解傳統醫療

及美容和現今醫學美容的差異，用美學角度

來看醫美新觀點，重新審視醫美的目標不僅

是改變人的外型，更讓人因此產生自信的美

麗及健康。它的附加價值是讓人生命更美好，

提升生活品質及個人價值。

悠遊彩墨─九華畫會作品展

時間│6/9（五）～7/9（日）9:00～17:30
地點│展覽室B

為落實藝術及

生活的概念，九華

畫會成員雖然各在

社會上不同的職務

與領域服務，但本

著愛好繪畫，會員

從欣賞走進創作，

在這片繪畫天地裡

悠然自得，走出不

一樣的藝術生命。

會員透過旅遊、參觀、寫生，將自己的感受

與體驗表達在宣紙上，得到滿滿的成就感；

另也藉由到各地展出，以畫會友，獲得觀眾

熱烈的迴響。

捏陶樂─筆筒／造型搖鈴

時間│6/10（六）13:30～16:30
地點│B1藝享空間

費用│名額20位，費用300元（即日起於本中心服

務臺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本堂課邀請專業捏陶老師，教導學員認

識瓷土與陶土的差別，並從中學習捏陶的樂

趣，創作一款獨一無二的筆筒或搖鈴，也可

以當家中的裝飾品喔，歡迎有興趣的大小朋

友報名參加。

《神采飛揚慶豐年》─僑務委員會

時間│6/10（六）14:30
地點│演藝廳

費用│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索完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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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5/5（五）～ 6/4（日） 《今天吹海風》東海美術系第 31 屆畢業展 展覽室 B

5/27（六）～ 6/25（日）
臺中市第四屆「生之光」身心障礙繪畫徵選比賽

及臺中市身心障礙繪畫班黃利安老師師生展
美學空間

6/2（五）～ 7/2（日） 黑白與之外─臺中市方圓書藝會聯展 展覽室 A

6/9（五）～ 7/9（日） 悠遊彩墨─九華畫會作品展 展覽室 B

6/10（六）～ 8/24（四） 屯區藝術好咖─品生活‧品藝術‧品咖啡 大廳

表演藝術

6/3（六）10:00 【2017親子藝術節】校園巡演《奇幻冒險魔法書》
─蘋果劇團

烏日區東園國小

6/3（六）14:00 ～ 16:30 【2017 親子藝術節】鈴極限、童顏劇團、安徒生和
莫札特的創意

戶外露天劇場

6/4（日）14:00 ～ 16:30 【2017 親子藝術節】
鈴極限、Mr Bottle 瓶子先生、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

戶外露天劇場

6/4（日）19:30 【2017 親子藝術節】英文劇《勇闖黑森林》The 
Amazing Journey ─蘋果劇團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6/10（六）14:30 《神采飛揚慶豐年》─僑務委員會 演藝廳／免費索票

希望以客家祭典與臺灣民俗藝陣的文化

作為發想的根基元素，融合雜耍、特技及舞

蹈、形體藝術等表演，呈現兩段充滿斯土民

情，民俗藝陣的特技演出，展現臺灣文化藝

術中謙卑、堅韌、幸福與活潑逗趣的不同面

貌。同時，透過《神采飛揚慶豐年》儀慶典

演出，呼應與連結僑胞在世界各地墾拓遷徙

的過程中，「堅忍不拔」、「飲水思源」的

集體精神根源。

飛炫交響管樂團 11.5 季夏日時光親子

音樂會

時間│6/24（六）14:30
地點│演藝廳

費用│200元（年代售票）

還記得朗

朗上口的豆豆

龍嗎？還記得

在空中被遺忘

的城堡嗎？還

有巨大的蝗蟲

與帥氣的霍爾。這次就讓飛炫結合舞臺戲

劇，讓夏日的午後，充滿著童趣與奇幻的回

憶。這次就跟著宮崎駿的音樂與原創的戲

劇，讓我們回到童年，再次拾回童真。飛炫

交響管樂團不斷地以創新的音樂節目與曲風

呈現，創造一場場精采演出，致力讓民眾由

音樂豐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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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六）19:30 《南方小島的故事》─偶偶偶劇團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6/24（六）14:30 飛炫交響管樂團 11.5 季夏日時光親子音樂會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7/1（六）19:30 古典管絃樂團 2017 夏季音樂會 演藝廳／年代售票

7/2（日）14:30 木笛的奇幻旅程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課程／講座

6/3（六）13:00 ～ 15:00 【2017 親子藝術節】
推廣活動：大溪地舞蹈與花冠教學

實驗劇場

6/4（日）14:30 ～ 16:30
【講座】由美學角度漫談醫學美容

—如何活出自己獨特的美（講師：李童顏）
3 樓大會議室

6/10（六）13:30 ～ 16:30 【研習】捏陶樂─筆筒／造型搖鈴 B1 藝享空間

6/11（日）10:00 親子繪本故事屋：害羞的小熊 B1 藝享空間

6/25（日）10:00 親子繪本故事屋：Caps for Sale B1 藝享空間

綜合活動  

6/3（六）、6/4（日）
13:00 ～ 16:00 【2017 親子藝術節】趣味闖關遊戲 戶外露天劇場

6/4（日）9:30 2017 夏日藝術營系列活動─招生記者會 大廳

旺旺中時集團-商訊文化 出版 洽詢電話：（02）2302-0022

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  全國書市驚艷

五
味
俱
全 

  

陶
瓷

余鑑昌

余鑑昌律師

余鑑昌律師／羅希寧會計師／劉明益律師／林碧蓁會計師

編著

撰文

執業逾20年的律師

引領我們神遊陶瓷的古往今來

展讀《淬鍊》

悠遊陶瓷世界

開啟文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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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筆揮灑，墨彩飛揚─浴火鳳凰水墨

世界

 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7:00（假日採預約制）

 地點│楊小寧文化藝術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二段252號7樓）

 電話│04-2242-2699

寫意畫著重簡

約，可以一筆當十筆

用而形神皆備。與工筆畫的「描繪」物象

不同，工筆畫強調著色秀潤，以細緻的筆

墨去描述物像。而寫意畫不拘泥於具象，

而在似像非像、似與不似之間，求得維妙

維肖，重視情感的表現。這就是「既是客

觀，又是外觀」，內外結合才能創作出感

動人心的作品。歡迎大家一同進入楊小寧

文化藝術館，感受墨彩飛揚的世界。

「狀元抓周」禮

時間│請至摘星山莊官方網站預約

地點│摘星山莊（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
號）

費用│1388元（特展區票價另計）

電話│04-2534-3859

為人父母的沒有一天

不掛心子女的，迎接寶寶

第一個生日的生命禮俗，

就到摘星山莊「狀元抓

周」，為孩子的一生討個功成名就，「狀

元抓周」，獻給您和孩子一生一次難忘的

回憶。摘星山莊，被譽為「10大民宅之

首」，典雅絕麗；讓我們為您的孩子戴上

狀元府獨有、並特製的「花翎官帽」，頭

戴花翎，祝福他（她）功成名就、名祿雙收。

囝仔人黑白畫（話）─道禾幼兒園藝

術創作學習歷程展

時間│6/14（三）～6/28（三）週二至週日9:00
～17:00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傳習館（臺中市西區森林路

33號）

電話│04-2375-9366

春日微風徐徐、花

兒在枝頭綻放，我們聽

風微歌、彩天畫地；夏

日蟬聲窸窣、驪歌響起，我們搓搓揉揉、

捏塑夢想；秋高氣爽、枝葉泛黃，我們用

彩筆染出一片金黃；冬日枝葉枯榮、景象

蕭瑟，我們以枯枝代筆，彩繪大地；我們

帶著孩子依循時序過生活，也帶著孩子畫

出四季的不同姿態，用話畫記錄生活，用

畫話為童年留下一抹色彩。

舊時風雅─古今用香諸事 劉靜敏香道

講座

時間│6/25（日）15:00～17:00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惟和館（臺中市西區森林路

33號）

電話│04-2375-9366
費用│500元（全程請勿錄

影、錄音、拍照）

香，不僅芳香養

鼻，還可頤養身心、祛

穢療疾、養神養生。人類對香的喜好，乃

是與生俱來的天性。香，在馨悅之中調動

心智的靈性，於有形無形之間調息、通鼻、

開竅、調和身心，妙用無窮。劉靜敏老師

將帶領我們如何讓香道進入現代人的生活。

投稿方式：

欲於 8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6月 20日，將文字檔以 word檔附寄，圖片
檔解析度 300DPI，投稿請寄至meihui.lin@ctee.com.tw或電洽 02-2308-7111轉 3629。

※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之權力     

其他藝文空間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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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幅畫福德」沙鹿德林宮第五屆寫生比

賽得獎作品展

   5/3（三）～6/29
（三）

  童綜合醫院（臺
中市梧棲區臺灣
大道八段699號）

  免費
  04-2658-1919

2017臺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聯展

    6/1（四）～6/28（三）
  財團法人英才文
教基金會（臺中
市西屯區府會園
道179號4樓）

  免費
  04-2259-5179

不怕

 6/1（四）～8/31（四）
  1 9 6 9藍天飯店 3樓
（臺中市中區市府路
38號）
  免費
 04-2223-0577

「人物、花、鳥」─陳士侯、林清鏡

名家畫展

  6/3（六）～6/30
（五）
  猿緣園藝術館（臺
中市南區文心南路
919號）
  免費
  04-2260-3888

觀想人性之美─張蒼松對影成三人

   3 / 2 9 （三）～ 6 / 1 7
（六）週二至週日9:30～
17:00

  台灣創價學會台中藝文
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大
容東街90號3樓）

  免費
  04-2327-0259

春雨小集～曇華夏艷

   4/1（六）～6/30（五）
  福宴國際創意美食─藝
術行廊（臺中市清水區
中山路18號）

  免費
  04-2622-8757

一枝筆的律動─黃至民首場個展

   4/28（五）～6/25（日）9:00～22:00
   紅點文旅1樓美好藝廊（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206號）

   免費
  04-2229-9333

藝遊未盡─陳志盛繪畫創作展

    5/12（五）～6/30（五）
  星漾商旅2樓
星廳（臺中市
北區錦南街17
號）

  免費
 04-2228-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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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歌主題音樂會

  6/4（日）15:30～16:30
  音悅音樂短期補習班潭
子分班（臺中市潭子區
圓通南路212號）
  免費
  04-2247-6547、

    04-2532-9226

這群人 TGOP音樂見面會

  6/4（日）19:30，18:30入場
  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
演空間（臺中市南區復
興路三段362號）
  請見【TADA方舟】官
網及粉絲專頁
  04-2229-3767

旺旺中時集團-商訊文化 出版 洽詢電話：（02）2302-0022

金石堂、誠品、博客來 全面熱賣

前國防管理學院中將院長、立法委員  帥化民
歐洲旅遊達人　Monica Corgnati

鄭華容Grace著

愛上義大利，更嫁給義大利，

作者以最貼切、獨特的觀點，

引領您發現絕佳的當地風情；

趕緊帶著這本完全旅遊指南，

安排一趟精采的深度旅遊吧！

真情推薦

當光田樂在一起

    6/7（三）8:30～11:30、6/14（三）10:30
～11:30

  沙鹿總院第一醫療大樓1樓志工服務臺前大
廳（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6/13（二）、6/22（四）9:00～11:30；
6/27（二）8:30～11:30

  大甲院區1樓轉診中心
前（臺中市大甲區經
國路321號）

  免費
   04-2662-5111轉
2066、2088

西班牙 Tablao-Mi Alma夜

    7/8（六）19:30，18:00入場
  迷火佛拉明哥藝術中心（臺
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536號
B1）

  VIP 700元、一般800元
   04-2316-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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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 106年 6月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原四張犁分館）

04-2422-9833

英文閱讀起步走 每週四10:00～10:30 總館臨時服務處
2樓寶貝故事屋 每週六10:30～11:10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就愛聽故事

6/3（六）、6/10（六）
10:00～11:00 兒童閱覽室

太平分館
04-2279-7786 中文說故事活動

6/10（六）、6/17（六）、
6/24（六）14:00～15:00 兒童室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保母說故
事：最心愛的寶貝

6/10（六）10:00～11:0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魔法故事森林活動

6/10（六）、6/17（六）、
6/24（六）10:30～11:30 1樓兒童閱覽區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英語故事屋
6/10（六）、6/17（六）
14:00 1樓兒童室

悠遊繪本說故事 每週日10:00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6/17（六）15:00～16:00 兒童區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故事魔法森林 每週三、週六10:00～11:00 1樓故事屋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魔法故事屋 每週六9:30～10:30 2樓兒童閱覽室

大安分館
04-2671-3290 美人魚故事屋 每週六10:00、15:00 B1親子閱覽室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10:00～10:30 幼兒區

龍井山頂分館
04-2652-0771 小寶貝！一起來聽故事 每週六10:00～10:30 幼兒區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小番薯故事屋 每週六10:00～11:00 1樓嬰幼兒閱讀區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大嘴巴說故事 每週六10:00～11:00 兒童室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故事萬花筒 每週六10:30～11:10 1樓兒童閱讀區

北區分館
04-2236-227 故事百寶箱 每週六10:30～11:10 2樓兒童室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 每週六10:40～11:40 兒童室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我愛繪本─故事妙妙屋 每週六14:00～15:00 1樓親子閱讀區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週六故事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15:00 B1兒童室

很久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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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閱有趣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電影欣賞及心得研討 6/3（六）19:00～21:00 2樓自習室

外埔分館
04-2683-3596

閱讀360走出框架 讀出不一
樣的外埔

6/4（日）9:00～12:00 外埔永豐步道─
虎腳庄農夫市集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閱影讀書會
6/7（三）、6/11（日）
13:30～16:30 4樓簡報室

親子讀書會
6/10（六）、6/24（六）
13:30～14:30 B1多功能教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親子讀書會 6/7（三）19:30～20:30 2樓兒童閱覽室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閱讀講座：回首來時路 6/9（五）19:00～21:00 2樓會議室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青少年．文學寫作班」 6/17（六）14:00～16:00 5樓會議室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花田臺語讀書會 6/21（三）19:00～20:30 4樓研習教室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快樂讀書會 6/22（四）19:00～20:30 5樓多功能研習室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藏詩閣讀書會 6/30（五）19:00～20:00 3樓會議室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小螞蟻電影院
─波普先生的企鵝

6/4（日）10:00～12:00 2樓會議室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電影饗宴

6/10（六）、6/24（六）
14:00～16:00 兒童室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小螞蟻電影院─心之谷 6/11（日）10:00～12:00 4樓兒童區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6/14（三）14:00 兒童區

電 影 時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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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親子故事屋 每週六、週日15:00～15:50 B1多功能教室

東區分館
04-2283-0824 故事點點名

每週六15:30開始 
（6/3暫停乙次）

2樓說故事區

龍井龍津分館
04-2630-0993 親子歡樂故事屋 每週日10:00～10:30 幼兒區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故事彩虹屋週日說故事 每週日10:30～11:3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閱讀護照集點獎勵活動
6/1（四）～6/30（五）開
館時間

1樓服務臺

【講座】結婚是另一種選擇
─談婚與不婚

6/11（六）13:30～17:30 北興里活動中心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行動式閱讀&卡拉OK文康活動 6/5（一）9:00～11:00 戶外庭園

【百師入學講座】 
在學習中，揉轉社會

6/24（六）10:00～12:00 2樓自習室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106年度高齡友善健康照護講座 6/8（四）9:00～11:0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快樂寶貝親子遊戲團體 6/10（六）10:00～11: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廟埕講古】故事甜甜圈
─DIY吊飾

6/10（六）10:00～11:00 臨時服務處─寶興
宮（大雅區神林路
一段231巷52號）家庭桌遊 6/18（日）10:00～11:30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閱讀悅．有趣─親子DIY 6/11（日）10:00～11:00 臨時服務處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朗讀書香音樂會 6/18（日）9:30～11:00 地下1樓

多功能空間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英語停看聽
─培養國際觀so easy 6/24（六）14:00～16:00 3樓會議室

大夥作伙來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小螞蟻電影院
─新大雄的大魔境

6/18（日）10:00～12:00 兒童區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親子影片欣賞 每週三、週六14:00～16:00 1樓故事屋

大安分館
04-2671-3290 Fun電影時間 每週三15:00、每週日10:00 B1親子閱覽室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中外電影欣賞

每週五14:00
每週六、週日10:00、14:00 2樓演講廳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14:00 3樓視聽室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週末電影院影片欣賞 每週六14:00 5樓多功能研習室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 每週六14:00～16:00 2樓會議室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山上電影院 每週日10:00～11:30 1樓嬰幼兒閱讀區

神岡分館
04-2526-0914 週日來去神圖電影 每週日14:00 1樓大廳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影片欣賞 每週日14:00 3樓視聽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14:00～15:30 2樓視聽欣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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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分館＆葫蘆墩分館 影片播映表

大墩分館 B1視聽放映室

※為維護公共安全及觀影品質，每一場76座位額滿或播映15分鐘後即不再開放入場。　

6/3（六）14:00 玩命關頭7／137min／美 輔

6/10（六）14:00 馬拉松之路／73min／美 普

6/11（日）14:00 一個傻子／84min／美 護

6/17（六）14:00 費加洛昏禮／95min／美 護

6/18（日）14:00 重返20歲／128min／臺 護

6/24（六）14:00 奧圖馬塔／110min／美 輔

6/25（日）14:00 痞子英雄：黎明再起／ 125min ／臺 輔

葫蘆墩分館 視聽室

※影片準時播映，維護公共安全及觀影品質，48個座位額滿，即不再受理入場。

6/3（六）10:00 失控／85min／英 護

6/3（六）14:00 地下社會／170min／南斯拉夫 普

6/4（日）10:00 情人盒子／99min／美 輔

6/4（日）14:00 一代茶聖千利休／123min／日 護

6/10（六）10:00 六月天使／92min／菲律賓 普

6/10（六）14:00 陽光只在這裡燦爛／120min／日 限 

6/11（日）10:00 天堂奔馳／96min／德 輔

6/11（日）14:00 馬克白／113min／英 輔

6/17（六）10:00 曼哈頓／95min／美 普

6/17（六）14:00 消失的旅客／111min／英、德 輔

6/18（日）10:00 槍響前決定愛不愛你／84min／英 輔

6/18（日）14:00 豔賊／130min／美 護

6/24（六）10:00 廢青同盟／93min／俄 輔

6/24（六）14:00 大賣空／130min／美 輔

6/25（日）10:00 妮可睡不著／93min／加拿大 護

6/25（日）14:00 維多利亞／138min／英 輔

※影片準時播映，播映前30分鐘發號碼牌；前15分鐘開始入場。
※ 普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護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由父母、師長或

　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輔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限 未滿18歲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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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日日有意思：
享受悠閒小日子新行旅

《台中日日有意思：享受悠閒
小日子新行旅》

出版者：墨刻
出版年：2015 年 11 月 19 日

典藏館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每月推薦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臺中的生活步調適合優閒小日子的旅行，中區累積了

深厚時代內蘊，是城市中獨立的濃縮城區，近年來文化產

業的風息吹進了老城區，原本被遺忘的老房悄悄的住進了

風騷的靈魂，領著大時代的風華重新站上時代的浪尖。精

誠商圈是臺中市文創精華地帶，巷子裡處處驚喜。草悟道

周邊的模範街一帶，在日本時代稱為「大和村」，棋盤格

式的道路規劃，許多文創風味的店家常駐於此。

穿越臺中的麻園頭溪，流經美術館附近跟柳川匯集

後，改叫土庫溪，此處多為蜿蜒的巷弄，適合徒步漫遊，

有著細膩的人文氣質。美術館周邊各式巧思改建妝點的洋

房，值得駐足欣賞。北區生活精采燦爛，自由的風氣讓非

傳統經營型態的店家有立足之地，在這裡，可以探索豐富

的生活滋味。

在臺灣的屯墾發展歷史中，大里是第六個大城鎮，但

是衰退的時間也早，只要用心尋覓，仍找得到當年盛況的

蛛絲馬跡。南屯區堅守傳統且又接納新潮的人文風氣鼎

盛，是文化火花越來越耀眼的地方，省道臺一線經過臺中

的大甲、清水、沙鹿三區，習慣上就把這些地方通稱為「臺

中海線」。這個區域小鎮風光明媚，鄉村景致遼闊，人們

樸實豪邁，孕育出來的人文底蘊直爽不做作。

【作者簡介】

墨刻出版

1998 年 5 月創立於臺北的墨刻出版是華文市場第一個以「雜誌書 -MOOK」為出版宗

旨及工作理念的出版團隊，是城邦出版集團成員之一，也是專業的旅遊書籍自製出版公司。

結合了書籍的深入詳實，以及雜誌的圖文並茂、資訊即時和價格平易，是中文媒體中在累

積旅遊資料、影像的速度及效益上，最具優勢的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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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了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

刺繡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項目，也是

民間工藝別具特色的一環，發展歷史悠久，

與人民日常生活關係密切。古代在細葛布

上繡花稱「絺繡」，在絲帛上繡花則稱為

「文繡」，以區別於織機織作之「文錦」。

至漢代時將於布帛上繡花統稱為「刺繡」，

俗稱繡花、扎花。臺灣刺繡可見於原住民

族服飾、閩粵傳統服飾，昔時亦常見於常

民生活中祭祀用供桌之桌裙，居住之椅墊、

床罩等家具裝飾及身穿之服飾、配件等。

據文獻記載，繡者，以針引五彩色線（金、

銀、絲、棉、絨等），將圖案以各種繡法

表現，有實用性也有純觀賞性。

穿針引線 登錄文化資產
傳統工藝往往普及於生活中，觸目或

觸手可及的用具或裝飾，也可說是日常的

美學呈現，而在技藝發展成熟後，極有可

能轉變為製造產業，以刺繡而言，便是如

此。臺中市早期曾有刺繡公司，從事和服

刺繡生產，於民國 79年成立編織工藝館，

推廣、展示編織工藝，現階段規劃的「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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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藝遊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繡裡乾坤─刺繡藝術展風華

▲作品〈權貴〉。



維工藝博物館」，刺繡是重點項目，具產

業文化之特色，於民國 103年 1月公告登

錄刺繡為傳統藝術，保存者為劉千韶女士。

刺繡保存者─劉千韶
劉女士從事刺繡工作、創作時間長達

40餘年，原名翠爾，近年改名千韶，她出

生於彰化縣員林

鎮 農 村，4、5 歲

隨父母遷居臺中，

因父親經營醬菜

生意，自幼即需幫

忙洗菜、醃醬菜、

送貨與賣豆腐等工

作，學校作業只能利

用工作空檔或送貨時

完成，也因此清苦童

年，養成不畏艱苦，

勤奮向上之精神。

國中畢業後，經熟

人推薦進入臺日合作生

產傳統和服的大屯公司，年方

16歲，懷抱著學習新穎技術

的態度，接受日本師傅箸尾百

亭的指導，包括素描、構圖、

材質、配色與針法等，完整的

訓練，因此奠下深厚的刺繡藝

術根基。

獨具創意 傳承刺繡之美
劉千韶女士於工作中鍛鍊

技法，繡法成熟精煉，使用

材質更包羅萬象，金屬線、竹

篾等，都曾出現在其作品中，

約在民國 84年公司改組易手

後，致力於傳承教學，傳授刺

繡技藝，其作品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設

色典雅，構圖及繡線運用獨具創意，且具

有藝術價值，將傳統工藝演繹得淋漓盡致，

相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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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韶樂在傳承刺繡之美。

▲作品〈過
雨看松色〉

。

▲作品〈青龍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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