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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導覽

快門時機
─余如季紀念攝影展

3

農家子弟出身的陶藝家蔡榮祐老師，專精於缽、

盤、蓋罐等器皿造型，作品流露出素樸憨厚的本質，

其中的「包容系列」更是蔡老師經過 6年嘔心瀝血

的創作成果。蔡老師的作品屢獲國內外獎項肯

定，奠定了他在陶藝界的大師級地位。

P.7

P.10

本論壇期望成為一個「媒

介」，「連結」國際數位文

化學者、專家，集結「他山

之石」極具啟發的「資訊」，

傳達給廣大「受眾」，散播

建立一套能串聯各別傳統文

化的想像，藉此發展新的文

化形式，重新貼近人們的文

化生活。

鏈接與連結
─國際數位文化論壇

臺中樂器節今年將以「在

地之聲」、「臺灣之光」和

「懷舊金曲」三個主題，熱

鬧鋪陳臺中樂器節的表演；

大草坪上有兒童紙迷宮，闖

關成功者還有精美獎品；此

外在週六、週日各開一班樂

器專車，廣邀親子報名，開

心同樂。

花聲若響
─ 2017 臺中樂器節

P.1

2017音樂舞蹈藝術節邀請

了無垢舞蹈劇場、世紀當代

舞團、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舞蹈空間舞蹈團和賴翠霜舞

創劇場等 5個傑出團隊，於 8

月至 11月在屯區藝文中心演

出。節目精采無比，有具在

地特色的，更有國際合作的

舞碼。

2017 音樂舞蹈藝術節
P.15

形．質．色．美
─ 2017 蔡榮 陶藝展 

攝影家余如季於去年逝

世，留下了臺中無數美麗的

人事地物作品，他曾強調其

作品就是臺中市的公共文化

財，因此大墩文化中心特地

在余老師過世一週年之際舉

辦本展覽，讓市民從無數動

人影像中，看見臺中市的成

長與蛻變。



浸
淫陶藝世界逾 40年的蔡榮祐老師，

32歲才開始學陶，從第二年起即連

續 4年入選義大利國際現代陶藝展。蔡

老師在民國 68年於臺北春之藝廊辦展，

首開臺灣陶藝家在專業畫廊舉辦個展的

先例，300多件作品全數被收藏一空。蔡

老師的勤奮及天分，使他在 72年以陶藝

成就，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他的作

品釉色豐富、造型多變，為人謙恭質樸，

作品就如其人，散發出內歛溫潤的不凡，

因此在 100年獲國家工藝成就獎，成為

臺灣現代陶藝界的標竿人物。

專精缽盤等造型 用陶藝美化生活    

蔡榮祐老師在遇到陶藝之前，曾向

侯壽峰老師學畫，拜邱煥堂為師習陶，

後隨林葆家教授學習釉藥，這些豐富的

經歷，形成了蔡老師在陶土素材風格的

豐富性。在陶藝的創作上從製坯到上釉、

窯燒皆是由一人所完成，藝術家必須兼

備純熟的技巧與通曉陶土、釉料等材料

的化學知識，才能完成多個步驟的創作

過程，並在其中融入人性的思考或社會

歷史文化的關注，使其不失傳統文化的

內涵，又兼具創新的形式，這就是蔡老

師陶藝創作最難得之處。蔡老師的作品

沒有過於華麗的外表，卻有內斂的品德

光芒，同時也是蔡老師為人處世的精神

圭臬，蔡老師作品當中所蘊含的傳統文

化，在器型的選擇上以最接近生活的缽、

盤、蓋罐等器皿型式，注入藝術精神，

讓陶藝成為生活中一種最自然且實踐美

學的載體。

蔡老師創作品除了捕捉庶民生活中素樸

憨厚的本質外，陶體表面出現的深淺不

一斑點，也增加了作品釉色的變化及趣

味，並在這樣素樸質感的風格中，持續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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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藝家蔡榮祐

▲  〈井蛙之見 1985〉

文、圖／葫蘆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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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質．色．美─ 2017 蔡榮祐陶藝展

時　間│  8/11（五）∼ 9/10（日）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開幕式│ 8/12（六）14:30

地　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3樓編織文物館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發展、深化、演繹，賦予陶罐更深層的

內涵與精緻的本質。蔡老師多年來在釉

彩及造型苦心鑽研，使作品更具洗鍊之

美。創作系列有釉彩、求變、茶器、包容、

惜福、捨得、圓滿、憨厚、耿直、親情等，

多元化的創作系列，說明了蔡老師致力

求變、自我突破的特質。

包容等作品名稱 傳達敦厚純樸

這次展出作品的選件過程，蔡老師

思量縝密，為了兼顧釉藥質地色彩與坯

體造型美感兩相和諧，最後精選代表作

品，分為「釉彩」、「造型」、「包容」、

「柴燒」四大主題，創作年代的跨幅從

66年至 104年，呈現創作的多樣化，這

不僅是蔡老師多年來埋首陶藝實行的成

果，更包含蔡老師一貫的藝術理念。其

中「包容系列」是蔡老師經過 6年的努

力，使用低溫及高溫窯燒，讓厚厚的釉

彩，在高溫的窯燒中，自然的流淌，和

底下包裹的樸質陶體，形成一種相互對

照，又彼此包容的奇妙效果。

在人生的轉捩點，蔡老師毅然決然

投入陶藝的創作。一路走來，質樸謙恭

是蔡老師最為人樂道的特質，藝術家的

作品經常是自我思想、成長背景及生活

態度等形塑出的個人品格投影，作品風

格也往往是藝術家的價值觀及處世之道

的彰顯，蔡榮祐老師的人品與作品之間

就有這樣強烈的連結。從其創作品命名

上可以領會蔡老師流露農家子弟質樸的

特質、憨厚純樸的性情，以及為人處世

的哲學。這樣的意

念體現在作品上，

呈現出內斂溫潤

的質感，恰與老

師謙恭敦厚的

人格修養，從

容豁達的處世

態度十分契合。

▲

  〈包容 2012〉

▲     左／〈小口瓶 1980〉 
中／〈包容 2009〉 
右／〈捨得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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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師 地點

8/5（六） 14:00-16:00
張啟楷的快樂學堂：共享文學和新

聞裡的快樂
張啟楷 大里分館 2 樓會議室

8/5（六） 14:00-16:00 從黑澤明電影《生之慾》說起 江自得 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8/5（六） 14:00-16:00
臺中城南吹起書城的風─熊與貓和

羅布森的午後對話
林德俊 羅布森咖啡書蟲房

8/12（六） 14:30-16:30 戲劇。創造。生活 柯一正
太平屯區藝文中心 3
樓大會議室

8/13（日） 14:00-16:00
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阮的劇場

耕耘
汪兆謙

瑞井分館 1 樓多功能

活動空間

8/13（日） 14:00-16:00 愛上閱讀是快樂的事 果子離 新手書店

8/20（日） 14:00-16:00
告別腰酸背痛，神奇的六分鐘逆齡

操！
陳雲

神岡分館 3 樓多功能

教室

8/20（日） 14:00-16:00 第一部被譯成外文的臺灣文學作品 陳益源
大墩文化中心 B1 視聽

放映室

8/27（日） 14:00-16:00 絲綢之路的秘密─伊朗篇 林婉美 龍井分館 3 樓視聽室

8月份場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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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為重塑臺中文化城樣貌、點燃城市閱讀風氣，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於今年 7月起，以周良敦「八堂課．書法通」暖身，之後更

規劃臺中文學季系列活動，包含文學創作坊、名家講座、文學市

集、駐館作家、文學音樂會、母語文學一聲聲不息特展、陳千武

─生命的鼓手特展暨紀念活動、文學跨域表演、主題餐廳開幕等

活動，透過多元豐富的內容，讓文學成為市民生活的迷人風景，

創造臺中獨一無二的繽紛文學季，形塑臺中文學及文化的多元認

同與想像。

臺中文學季元年

時間│詳情請參考網站

地點│臺中文學館（西區樂群街 38號）

網址│ www.tl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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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萬和宮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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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萬和宮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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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家余如季於 2016年 8月過世，在屆滿一週

年之際，藉由攝影展來緬懷這位臺中重要攝影家。

此次以「快門時機」為展覽主軸，展出《白鷺人家》

紀錄片等成名攝影作品，以及隨手擷取的瞬間之美，

有別於其他臺灣前輩攝影家，呈現的作品不單只有強

烈的攝影元素，且背後蘊含故事性與跨時代的背景，

將以鏡頭角度帶您細膩感受攝影美學的瞬間溫度。

藝術家吳德和擅長石雕創作，他運用傳統符

號形象創造新的造型語彙，透過石材紋路和肌理

的質地表現，以多樣化的造型美學，思索人文精

神的創作。本次展出包含「福獅系列」、「親情、

童趣系列」、「圓融造形系列」、「宗教系列」等，

不論是寫實、寫意、造型或複合媒材應用，吳老

師藉由生活中的體悟，讓作品形象呈現不同的美

感變化，以求形、神、意、境的兼備，成就獨特

的古樸自然及和諧之美。
時　　間│ 8/5（六）～ 8/23（三）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現場導覽│ 8/5（六）10:3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一）、（二）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時　間│ 8/5（六）～ 8/23（三）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開幕式│ 8/6（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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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如季紀念攝影展

─吳德和雕塑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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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文化中心以「七

夕情人節」為主軸，特

邀才色兼備、跨界國

樂的重量級團隊「無

雙樂團」，以及呈獻

年代、純粹原民歌謠的

「力瑪原音」，帶來耳目

一新的聽覺與視覺饗宴，一

同歡慶甜蜜七夕，為情人節的浪漫氛圍加分。

七夕情人節

時間│ 8/27（日）15:00～ 17: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城市小舞臺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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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談性別教育？你對性別教育的理解是什麼呢？讓我們

回想個人經驗，性別刻板印象如何影響我們的選擇與判斷。為什麼我

們會聽到「媽媽早起勤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這樣的說法又如

何影響我們想像自己的性別位置？性別是一道光譜，從性別教育

談起，讓我們細聊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性別氣質，明白每個人都

該有屬於自己的獨特形狀。本講座邀請性別媒體《女人迷》主編

柯采岑，於講座中將與聽眾分享《女人迷》的媒體經驗，並結

合時事討論，歡迎不同年齡的你，都來上一堂性別教育課。

這是藝術家王冰瑞舉辦的首次

個展，以花卉為主題，表現以花喻

意的精神，並運用羊毛氈作為媒

材，呈現藝術家對花卉的熱愛，以

及在生活居家用品融入花卉意象的

應用。本展主題抒發老師對人生的

體悟，不只表現了她對自然的熱愛，

也透過創作追憶生命的似水年華。

時間│ 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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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免費

時間│ 8/4（五）～ 9/3（日）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3樓編織工藝館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王冰瑞羊毛氈創作展

一場給所有人的性別教育課

講師：柯采岑／性別媒體─《女人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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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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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邁入

第 16屆，全部「百號規格」創作展出，

氣勢恢宏磅礡，眾所矚目，本展覽旨在

呈現油畫藝術多樣面貌及開拓創意新視

野，展覽分邀請與徵件兩部分。

本展期望透過實質獎勵措施，鼓勵

新生代藝術家的大型油畫創作，並藉由

邀請資深藝術家參與展覽，達到分享、

交流與藝術傳承的目的。

清風茶宴是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具地方

文化風格系列活動之一，今年初春以 3D 茶

空間概念，以「織春茶會」席捲清眷巷弄間，

引燃了 2017 清風茶宴首部曲。

二部曲「茶古無界」將以文人藝術者所

追求欣賞把玩的紫砂壺，以及潮汕、詔安茶

室四寶等茗家收藏展，與盛行於臺灣的功

夫茶文化，有茶車、茶船泡、雙杯泡、陸羽

茶具等各式經典茶具等展出，以及當代國際

陶藝大師的陶壺展、茶服走秀茶會等熱鬧活

動，還有知性的陳國任、葉東泰講座。

時　間│ 8/26（六）～ 10/15（日）

開幕式│ 8/26（六）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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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屆

時　間│ 7/29（六）～ 8/27（日）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大廳、

│掬月廳暨清水廳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茶古無界

2017

時　間│ 8/6（日）14:00（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陳國任／行政院農委會茶業改良場場長

‧茶學講座─認識臺灣茶

時　間│ 8/20（日）14:00（展覽大廳）

主講人│葉東泰／文化茶人

‧茶學講座─臺灣唸茶歌

時　間│ 8/13（日）10:30、14:00（展覽大廳）
‧茶服走秀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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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炫舞」邀請 2016臺中花都藝術

季「花 YOUNG臺中─小舞臺接力 SHOW」

活動舞蹈類最佳表演獎 4組學生，帶來地

板、Popping、jazz、Hip-Hop 及現代舞等

表演，舞風變化豐富，透過一連串熱血的

舞蹈表演，感受充沛的青春活力。

時　間│ 8/5（六）～ 9/3（日）

│週二至週日 9:00～ 17:30

開幕式│ 8/6（日）10:0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B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時間│ 8/13（日）15:00～ 16:3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城市小舞臺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暨新北市

藝術創作協會交流美展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今年以「形色中

見真情」為題，除展現會員對生命的體

悟，還有對大地風情的情感轉換，並以

藝術形式饗饋社會大眾，更邀請姊妹會

─新北市現代藝術創作協會聯誼參展。

8月 6日開幕式當天上午舉辦「父親節

我愛爸爸─漆藝蒔繪賀卡製作」，引導

民眾親近藝術，體驗漆藝術之美，讓藝

術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106年

青  春  炫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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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行中的漫舞》─無垢舞蹈劇場
8/6（日）14:00 ／ 400,600 元（兩廳院售票）／ 地
點：實驗劇場

《吉光片語》《狂放的野蝶》─世紀當代舞團
8/12（六）19:30 ／ 300,400 元（兩廳院售票）／ 
地點：演藝廳 

《足 in • 複合體─遊走屯區藝文中心》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9/10（日）16:00 ／ 免費參加 ／ 地點：展廳、演藝

廳及其他館室

不聽話孩子的故事 2《藍騎士和白武士》─

舞蹈空間舞蹈團
11/18（六）19:30 ／ 300,400 元（兩廳院售票）／

地點：演藝廳 

《曼波搖滾／Mambo Rock》─賴翠霜舞創劇場
11/24（五）19:30 ／ 500 元（兩廳院售票）／ 
地點：實驗劇場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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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父母講座 寶寶回娘家 電話

大雅分館 8/4（五）10:00-11:00 8/26（六）10:00-11:00 04-2568-3207

豐原分館 8/5（六）10:00-12:00
8/9（二）、8/16（三）
10:00-12:00

04-2515-6756

南屯分館 8/5（六）11:00-12:00 8/5（六）10:00-11:00 04-2253-3836

中區分館 8/5（六）14:00-15:00
8/8（二）15:00-16:00 
8/26（六）10:40-11:40

04-2422-9833

外埔分館 8/6（日）10:00-11:00
8/5（六）10:30-11:00 
8/13( 日 ) 10:00-11:00

04-2683-3596

西區分館
8/6（日）、8/13（日）、

8/20（日）10:30-11:30
8/5（六）～ 8/26（六）

每週六 10:30-11:30
04-2322-4531

新社分館 8/12（六）9:00-11:00 8/26（六）9:00-11:00 04-2581-7868

龍井分館 8/12（六）10:00-11:00 8/12（六）9:00-10:00 04-2635-3020

潭子分館 8/12（六）14:00-15:00 8 ～ 10 月各辦一場 04-2531-9339

大甲分館 8/13（日）10:00-11:00 8/20（日）10:00-11:00 04-2687-0836

清水分館 8/19（六）9:30-11:30
8/5（六）9:30-11:30 
8/13（日）9:30-11:30

04-2627-1597

大安分館 8/19（六）10:00-11:00 8/5（六）10:00-11:00 04-2671-3290

大肚瑞井分館 8/19（六）11:00-12:00
8/26（六）10:00-11:00 
9/2（六）10:00-11:00

04-2691-3572

大肚分館 9/9（六）13:30-16:40
8/5（六）、8/12（六）、

9/16（六）10:00-11:00
04-2699-5230

北區分館 9/23（六）10:00-11:00 8/19（六）15:00-17:00 04-2236-2275

西屯分館 9/23（六）10:00-12:00 8/27（日）9:30-12:00 04-2635-3020

* 活動內容豐富，本表僅供參考，更多活動請參閱官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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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展芳華─台中市華藝女子畫會聯展

時間│6/3（六）～9/13（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一景一物

信手拈來皆是

美麗的畫作，

展覽內容舉凡

山水、花鳥、

人物，以水墨

畫的技法為基

礎，帶入現代抽象的意境和筆法，將實物的

特性呈現出新的風貌，現代與古典藝術的融

合，各種水墨技法及繪畫形式均於此次展覽

中展現無遺。

藝文悠遊．樂載探索─ 2017 臺中市文

化專車活動

時間│6/4（日）～10/29（日）

地點│臺中市各區

2017 臺

中市文化專車

第二梯次八藝

路線，共有：

舊城文學線、

迴憶文學線、

石藝美術線、新藝美術線、尋藝陶古線、陶

藝悠遊線、傳藝悠遊線及染藝探索線，除推

陳出新外，也安排DIY體驗，如大肚華山窯陶

藝DIY等，走進臺中文學家的足跡、生活地景，

如霧峰萊園等；以及知名美術家喜愛的創作

景點及紀念館，如陳庭詩紀念館、林之助紀

念館等。

鳳凰之眼─吳春惠彩瓷創作展

時間│6/12（一）～9/6（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吳春惠擅長透過彩釉及

水墨將畫作呈現於杯、盤、

壺、花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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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

3D立體的彩瓷美學，將藝

術實踐於生活。本次展出具文創精神的彩瓷

藝品，主題之作〈鳳凰之眼〉，鳳紋寫實細膩、

姿態嫵媚，象徵吉祥和諧，與觀者同享祥瑞。

靜謐之美─鐘敏建青瓷作品展

時間│7/1（六）～8/31（四）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鐘敏建深受遠古

單色釉之美所吸引，

自學生時期即投入青

瓷技藝的專研，經過

多年的摸索研究，逐

漸燒造出多種色調與質感並存的青瓷作品。

從植物花卉造型尋求器型的靈感，搭配溫潤

秀雅的青綠釉色，呈現出既古典又現代的純

靜之美，這份詩意的美感更加落實於日常生

活美學之中。

彩筆下的生命足跡─徐培元平面繪畫展

時間│7/1（六）～8/31（四）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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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徐培元從日常生活

經驗中提煉、昇華出一幅幅

油彩作品，畫面裡有著表現

主義的強烈色彩，也帶點象

徵主義的浪漫情懷，更有一

些超現實的奇異想像。巧妙

的安排，構成了一件件生命歲月的分格紀錄。

翰墨風華─蔡淑貞、陳麗真、林淑貞、

陳芬蘭、王和美水墨創作聯展

時間│ 7/5（三）～ 10/4（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心隨筆走，在墨分五

色中，山水花鳥盡顯特色，

氣韻生動、豔絕群芳。五

位展出者畫風各擁所長，

作品內容豐富，有寫意、

有工筆，筆觸細膩，墨韻

十足，每件作品都是精心

之作。

石全石美─林茂祥雅石藝術個展

時間│7/5（三）～10/4（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生活藝術化，藝術

生活化」，透過石藝的賞

析，美化日常的生活，也

拉近人和自然的距離。雅

石種類眾多、不知凡幾類

別；其形、質、色、氣、韻，

經過時間長河的琢磨與自

然力量的淬鍊，每件展品

皆為獨一無二，蘊藏著千變萬化。

八堂課．書法通─周良敦大師在文學

館開班了

時間│7/7 （五）～8/25（五）每週五14:00～
16:00

地點│臺中文學館

文學始於文字，書法則為書寫文字的藝

術。為多元化推廣文學，文化局邀請到國寶

級書法家周良敦，於暑

假期間 7月至 8月每週

五下午在臺中文學館授

課，藉由認識唐楷的結

構、書法源流的演變及

其美學的欣賞、現代書

體的美學應用 3個方向，

幫助民眾認識書法，欣賞書法之奧妙。

2017 家樂福文化藝術季

時間│8/18（五）、8/19（六）19:30
地點│圓滿戶外劇場（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289號）

費用│免費

電話│02-2898-4886

「2017家樂福文化

藝術季」匯聚臺語劇、

音樂、扯鈴等元素。8月

18日（五）將由「阮劇

團」演繹新作《城市戀

歌進行曲》，以早期黑

貓歌舞團的風味，喚起

熟年民眾的熟悉感及年

輕民眾的新鮮感。8月19日（六）「舞鈴劇場」

則帶來結合科技與藝術的精裝大戲《海洋慶

典》，帶領觀眾發現美麗新世界。活動免費，

每場前 500名進場民眾有機會獲得沙威隆抗

菌濕巾，還有其他好禮，歡迎踴躍參加。

106 年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徵件

時間│9/1（五）～9/13（三）

收件│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為落實文化扎根，推展書法教育，每年

9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大墩盃學生書法比

賽，參賽對象以設籍臺中市或就讀臺中市各

國中、小學為限。比賽組別共分國小低（一、

二）年級組、國小三年級組、國小四年級組、

國小五年級組、國小六年級組、國中組，106

學年度（106年 9月起算）就讀年級為準。詳

情請參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www.culture.

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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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6/3（六）～ 9/13（三） 藝展芳華─台中市華藝女子畫會聯展 文心樓藝術廊道

6/12（一）～ 9/6（三） 鳳凰之眼─吳春惠彩瓷創作展 文心樓藝術廊道

7/1（六）～ 8/31（四） 靜謐之美─鐘敏建青瓷作品展 研考會藝術空間

7/1（六）～ 8/31（四） 彩筆下的生命足跡─徐培元平面繪畫展 研考會藝術空間

7/5（三）～ 10/4（三）
翰墨風華─蔡淑貞、陳麗真、林淑貞、陳芬

蘭、王和美水墨創作聯展
惠中樓藝術廊道

7/5（三）～ 10/4（三） 石全石美─林茂祥雅石藝術個展 惠中樓藝術廊道

8/25（五）～ 9/17（日） 2017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得獎作品展
葫蘆墩文化中心

4 樓畫廊

表演藝術

8/18（五）、8/19（六）19:30 2017 家樂福文化藝術季 圓滿戶外劇場

8/18（五）～ 8/20（日） 花聲若響─ 2017 臺中樂器節 后里運動公園

8/26（六）～ 8/27（日） 2017 無懼音樂季 圓滿戶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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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場次詳如 P6

7/7（五）～ 8/25（五）

每週五 14:00 ～ 16:00
八堂課．書法通─周良敦大師在文學館開班了 臺中文學館

綜合活動

5/30（二）～ 10/14（六） 2017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 臺中市各區

6/4（日）～ 10/29（日）
藝文悠遊．樂載探索─ 2017 臺中市文化專車

活動
臺中市各區

7/8（六）～ 11/5（日）
戲遊文化城─ 2017 臺中市活化縣市文化中心

劇場營運計畫亮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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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五）～ 8/13（日）

鏈接與連結─ 2017 國際數位文化論壇

（LINK AND LINKAGE-International Digital 
Culture Forum）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9/1（五）～ 9/17（日） 2017 創意臺中─走進花園城市 霧峰光復新村

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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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五）～ 9/13（三） 106 年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徵件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每週五五17:00 磅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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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五五17:00 磅礡上市



《青响》─臺青管培訓管樂團 x 立人

校友管樂團聯合音樂會

時間│8/1（二）19:30
票價│免費

本場音樂

會以經典管樂

曲及時下流行

的動畫、電影

配樂改編而成

的管樂團演奏版本，做為與觀眾交流互動的

節目，並且演出近年來音樂比賽常用的比賽

曲，讓演出者能交流比較不同風格之演繹。

《新月傳奇》─紙風車劇團

時間│8/5（六）14:30、19:30
票價│200,400,600,750,900,1100元（兩廳院售

票）

大大的

月亮高高掛

天上，一個

又一個故事

正在上演，

傳說山林中

的臺灣黑熊

想摘月亮，找了北極熊好朋友來幫忙。傳說

向月亮許願夢想就會實現，一對夫妻盼望有

孩子，因此阿莫誕生了，身上特殊月亮印

記，為他們帶來一段關於愛的旅程。《新月

傳奇》運用兒童劇的各種呈現方式，以舞

蹈、音樂、互動情境、黑光劇，加入讓大人

小孩為之瘋狂的素材與創意。

《吾拾》─臺中二中竹林校友國樂團

暑期音樂會

時間│8/6（日）14:30
票價│免費

臺中二中竹

林國樂社成立至

今 50週年，今年

暑期音樂會主題

為《吾拾》，在

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以音樂會來慶祝，共

同譜出動人的樂章。表演曲目包括：《童年

的回憶》、《漁舟凱歌》、《水鄉歡歌》、

《夏》、《東海漁歌》、《雨》、《噶瑪蘭

幻想曲》、《四月》。

《夢．舞》─非舞不可舞團

時間│8/12（六）19:30
票價│150,200,400,500元（兩廳院售票）

 本次演出舞

碼《夢．舞》中，

講述了一位舞者從

接觸舞蹈、認識舞

蹈、學習舞蹈、愛

上舞蹈、發揚舞蹈，從在小環境裡跳著舞，

到在世界各個地區探尋自己的舞蹈，歷經曲

折後，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舞蹈之道。

2017 爵士美樂地音樂會

時間│8/13（日）14:30
票價│索票入場，請電洽04-2473-3931，或親洽

葛麥哈特音樂中心（臺中市文心南一路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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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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

爵士大樂團

「爵士美樂

地」系列音樂

會， 自 2012

年起已連續舉辦 5年，主題自搖擺爵士、臺

灣風情到老情歌，用爵士音樂重新演繹經典

歌曲，讓聽眾印象深刻。2017年爵士美樂地

演出節目分為《經典爵士樂》、《懷舊中英

文老歌》兩大主題，由企業家爵士大樂團挑

梁演出，曲目挑選大家熟悉的經典爵士音樂

和中英文老歌，以臺灣少見的大樂團形式呈

現，用音樂帶大家乘坐時光機器，回到往日

美好年代。

《十年．一刻》─大里舞蹈團

時間│8/17（四）19:30
票價│300,500,800元（大里舞蹈藝術中心）

電話│04-2482-1166

大里舞蹈團

成立 10年，以

10年為主題全新

編排創作舞劇，

歡慶十周年。舞

碼包括：《我的純真年代》、《我的自由年

代》，描述從純真年代至自由年代生活記憶，

展現舞蹈班 10年來的經典舞作。就讓大里舞

蹈團帶領著全民，舞動大里、活躍大里。

國際傑人會 2017 熱血公益民歌演唱會

時間│8/19（六）14:30
票價│索票入場，請電洽04-2310-9427，或親洽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A棟10樓之10。

傑人會為發揚熱心

公益的信念，邀請到小百

合周月綺、羅吉鎮、于台

煙、李明德、知己三重

唱、林浩一、LIFE爵士樂

團來演唱《拜訪春天》、

《月琴》、《木棉道》、

《陽光和小雨》等經典民

歌，將對懷舊好歌的共鳴化為正向能量，藉

由活動同心協力為公益活動而發聲。

音樂時代─葉俊麟懷舊音樂劇《舊情

綿綿》

時間│8/26（六）14:30、19:30
票價│400,600,900,1200,1500（兩廳院售票）

這是一部探

討「思念」的音

樂劇，您將發現，

思 念 不 僅 是 因

為別離，而是人

們珍藏「愛」與

「美」的方式。看著《霧夜的燈塔》等待《思

慕的人》，偷偷抹去《送君情淚》，在《落

大雨那彼日》，港邊徒留《舊情綿綿》。「音

樂時代劇場」2016葉俊麟懷念音樂劇《舊情

綿綿》，透過臺語歌曲巨匠葉俊麟 20首復刻

經典，譜出一個個深藏港邊的愛情故事。

《2017 文華雅風國樂團年度音樂會》

時間│8/29（二）19:30
票價│索票入場，8/12起開放索票，洽詢電話：

0970-576-660。

文華

雅風國樂

團創立於

88年，團

員由文華

的校友及

國樂社的莘莘學子組成。樂團定期舉辦演奏

會，本次曲目有編制龐大、氣勢恢宏的《秦

兵馬俑幻想曲》，以及國樂經典曲目《酒歌》、

電影配樂《闖將令》等樂曲，希望呈現對國

樂曲的熱忱給喜愛國樂的舊雨新知，以及分

享對樂曲的詮釋。在這盛夏的尾聲，將給聽

眾一場別具意義的音樂會。

《夜敘．六樂》─中區六校國樂

時間│8/31（四）19:30
票價│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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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8/1（二）19:30 《青响》─臺青管培訓管樂團 x 立人校友管樂團聯合音樂
會

免費

8/5（六）14:30、19:30 《新月傳奇》─紙風車劇團 兩廳院售票

8/6（日）14:30 《吾拾》─臺中二中竹林校友國樂團暑期音樂會 免費

8/12（六）19:30 《夢．舞》─非舞不可舞團 兩廳院售票

8/13（日）14:30 2017 爵士美樂地音樂會 索票入場

8/17（四）19:30 《十年．一刻》─大里舞蹈團 購票入場

8/19（六）14:30 國際傑人會 2017 熱血公益民歌演唱會 索票入場

8/26（六）14:30、19:30 音樂時代─葉俊麟懷舊音樂劇《舊情綿綿》 兩廳院售票

8/29（二）19:30 《2017 文華雅風國樂團年度音樂會》 索票入場

8/31（四）19:30 《夜敘．六樂》─中區六校國樂 免費

中區六校聯合音樂會由臺中一中天籟國

樂社、臺中家商薪傳國樂社、文華高中雅風

國樂社、興大附中羽音國樂社、臺中二中竹

林國樂社、臺中女中松筠國樂社共同舉辦，

六校間已有多年的合作關係。本次演出曲目

包括：《憶》、《六

板幻想》、《星島掠

影》、《瑤族舞曲》、

《融》、《湘西風情》、

《笑傲江湖》、《光河夜》。

003-citycafeA5.pdf   1   2014/10/31   上午 09: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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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研習成果展─顏仕玲攝影美學師

生展

時間│8/1（二）～8/26（六）

地點│文物陳列室（三）

本展將呈現手工製傘的技藝日益消逝，

正如海岸的夕陽，雖然稍縱即逝，卻仍在落

下前奮力綻放出最美的光景，顏老師帶領學

員一起捕捉最美瞬間。這次攝影美學師生展

希望透過島嶼的海岸系列，結合臺灣聚落之

美的型態一起展出。以秀水鄉金興社區，富

雨洋傘的手工藝，把臺灣的海岸內蘊印烙在

洋傘上面，呈現美麗充滿生命力的工藝影像。

謝春美油畫個展

時　間│8/5（六）～8/23（三）

開幕式│8/5（六）15:30
地　點│大墩藝廊（二）

畫家謝春美的創作風格以印象派技法為

主。走過歐、亞、非各國的她，旅遊所見的

山海風景、人物花草，總有一股衝動將這些

美好景色及情境

以彩筆化作永恆

的記憶，謝春美

的作品不限於靜

物，舉凡花卉街

景、山川、海岸

石頭等都是創作

題材，本展將展出近 50件精采的油畫作品，

與大家分享旅行的足跡。

雀情合鳴─陳邦民工筆畫展

時　間│8/5（六）～8/23（三）

開幕式│8/5（六）14:00
地　點│大墩藝廊（三）

陳邦民出生於臺中

市書香家庭，自幼喜愛

工筆畫，專情於仕女、

花鳥。藉由筆墨，將自

己的思想感情移入對象

中，進而達到物我合一

的意境，因此，捨棄中

藥專長，全心全意投入

創作。本次展覽呈現近

年潛心創作成果，以墨

韻補情天，彩墨使孔雀

和花鳥細膩亮麗，無語

色韻高雅，陳邦民希望他的每一滴墨，可以

獲得知音者的喜悅、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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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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唯美新意境─沈建龍工筆創作展

時　間│8/5（六）～8/23（三）

開幕式│8/5（六）15:00
地　點│大墩藝廊（五）

藝術家沈

建龍長期從事

工筆畫創作與

教學，除了傳

統的繼承，近

一步尋求工筆

花鳥繪畫的真

實世界，他經

由照相技術取得花卉之更微細影像，並分析

歷代具代表性的工筆花鳥作品，突破性地嘗

試毛筆可書寫出的任意線條；另藉由植物對

外在環境變化所產生的色彩，企圖組構出不

同傳統的工筆花鳥繪畫表現方式，創造當代

唯美新意境。

鉛華 20 ─李惠琪創作展

時間│8/5（六）～8/23（三）

地點│大墩藝廊（六）

藝術家李惠

琪畢業於美國佛

羅里達大學藝術

研究所，本展為

在臺首次個展，

匯集在美國僑居

20年間的素描

創作。她以素描

媒材作為主要的創作語彙，因媒材的直接性，

得以對題材的表現技法做深入的研究與推敲，

並對陳述內容細膩的斟酌與咀嚼。希望藉由

本展突破大眾對素描作品的非正式刻板印象，

也讓大眾見證素描語彙的真實、細膩與豐富。

纖纖織情─黃蘭葉緙絲工藝傳習成果

展

時間│8/5（六）～8/23（三）

地點│動力空間

緙絲也可緙

成畫，緙絲的製

作原理相當簡單，

但過程卻十分繁

複，以「織」創

作，圖案可傳統、

可現代，可具象、

可抽象。臺中市

早期紡織業發達，

除大型機械化織

布外，還有以傳

統技藝緙絲織品

生產外銷日本。鑑於傳統技藝消頹，於 104

年公告登錄為傳統藝術，保存者黃蘭葉藝師

於 105年辦理緙絲傳習計畫，實地上機織畫，

將在本次展出傳習之佳作。

賞石藝術─臺中市石友會會員聯展

時　間│8/12（六）～8/23（三）

開幕式│8/12（六）10:3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本展主題為

「賞石藝術」，

意在推廣雅石文

化，展品將依石

頭的產地、外

觀，分組展演。

欣賞雅石雖有別

於藝術創作，兩

者之間卻又有許多相似之處；雅石雖然著重

於純天然而不經人工雕琢，但卻也經大自然

的雕塑，再經風、水、沙、土千萬年的精細

研磨，最終經過作品靈感巧思，加以展演呈

現，雖然難以完美，卻也賞心悅目，正所謂

瑕不掩瑜。

2017 年當代甲骨文書畫名家聯展

時　間│8/12（六）～8/23（三）

開幕式│8/12（六）10:00
地　點│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中華甲骨文學會於民國 79年由國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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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鈞教授創辦，迄今

27年，以研究甲骨文學

術，推廣甲骨文書法，探

求中華文化本源為宗旨。

學會廣召愛好書法、繪畫

及學術研究的同好交流切

磋，數十年來在國內外展

出三十餘次，出版研究著

作、書畫叢書四十餘本，

成績斐然。今年於文英館

舉辦會員聯展，歡迎各位

民眾前來參觀指教。

樂青春─生命最美系列聯展

時　 間│8/26（六）～9/6（三）

開幕茶會│8/26（六）13:30
地　 點│文英館主題畫廊

展覽以樂齡

族群活躍於晚年

生活的概念為主

軸，呈現樂齡族

參與學習與服務

貢獻後，將他們

在生命中看見的，運用各式媒材記錄下來。

這些生命過程的想法和思維，訴說著不因年

齡限制而阻擋生命持續淬鍊的渴望，每件作

品都被賦予豐沛的生命力，傳遞著對生命的

喜悅。希望能透過展覽讓民眾看見長輩生命

的各階段，並感受其對生命的熱愛。

36 ─ 2017 現代眼畫會會員聯展

時　間│8/26（六）～9/6（三）

開幕式│8/26（六）14:3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現代眼成立

於 1982年，期許

要有宏觀的世界

性，現代藝術的

革新思潮，具個

人的獨特風格，

創造新的藝術與思維。現代眼畫會會員，堅持

為現代藝術理念而創作，每年都會提出各具特

色的藝術創作分享展示，2017有 20位會員展

出年度代表作品，創作的媒材多樣，從半抽象、

抽象、裝置、錄像、立體雕塑和現代陶藝等多

元型態，以個人創作風格為主要表現。

臺中縣潭子鄉書畫協會 106 年度第二

次會員聯展

時　間│8/26（六）～9/6（三）

開幕式│8/26（六）9:30
地　點│文英館文英畫廊

「臺中縣潭子鄉

書畫協會」藉由書畫

藝術之學習與創作，

陶冶身心靈，並與藝

術愛好者相互觀摩交

流，增加藝術視野及

累積創作能量，達到

「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進而鼓勵藝術

風氣。協會成員包括

醫師、教師、公務員、

商務、勞工等，展出

類別有書法、水墨、

油畫等，內容如個人旅遊寫生、日常風景、

心情描寫等等，呈現多樣化的表現。

憶由未盡─吳淑櫻創作展

時　間│8/26（六）～9/13（三）

開幕式│8/27（日）15:30
地　點│文物陳列室（一）

出生於高雄彌陀鄉

的吳淑櫻，現居住於臺

中梧棲，畢業於高苑高

職美工科，主要以高溫

釉下鉛筆及複合媒材進

行創作。童年常蹲在水

泥地上畫圖，連牆壁也

佈滿塗鴉，常被大人追著跑說「猴死囝仔，

黑白畫！」的她，創作多取材於日常簡單生

活，不論悲喜都是創作的靈感來源。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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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7/15（六）～ 8/2（三） 微物大觀．體用渾一 簡嘉助 80 回顧展 大墩藝廊（一）

7/15（六）～ 8/2（三） 藝壇玩．頑童古榮政繪畫個展 大墩藝廊（二）

7/15（六）～ 8/2（三） 「看見」西南，半線情─施昭彰攝影展 大墩藝廊（三）

7/15（六）～ 8/2（三） 心靈的故鄉─鄭文裕石雕藝術茶盤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一）

7/15（六）～ 8/2（三） 拓方印集書法篆刻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7/22（六）～ 8/2（三） 台灣膠彩畫協會第 35 屆膠彩畫展
大墩藝廊（五）～（六）、

動力空間

7/29（六）～ 8/9（三） 臺灣水彩畫協會第四十七屆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7/29（六）～ 8/9（三） 沐光畫會會員聯展─沐光二年～起行 文英館主題畫廊

7/29（六）～ 8/9（三） 攝∞無限─成果攝影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8/1（二）～ 8/26（六） 藝文研習成果展─顏仕玲攝影美學師生展 文物陳列室（三）

8/5（六）～ 8/23（三） 快門時機─余如季紀念攝影展 大墩藝廊（一）

8/5（六）～ 8/23（三） 謝春美油畫個展 大墩藝廊（二）

8/5（六）～ 8/23（三） 雀情合鳴─陳邦民工筆畫展 大墩藝廊（三）

8/5（六）～ 8/23（三） 當代唯美新意境─沈建龍工筆創作展 大墩藝廊（五）

8/5（六）～ 8/23（三） 鉛華 20 ─李惠琪創作展 大墩藝廊（六）

8/5（六）～ 8/23（三） 纖纖織情─黃蘭葉緙絲工藝傳習成果展 動力空間

8/5（六）～ 8/23（三） 形．質─吳德和雕塑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一）、（二）

8/12（六）～ 8/23（三） 賞石藝術─臺中市石友會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8/12（六）～ 8/23（三） 2017 年當代甲骨文書畫名家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8/26（六）～ 9/13（三） 106 年度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一）～（三）

、（五）、（六）及動

力空間

透過此展，喚起大眾共同面對人生種種，並

且一起成長。

看山還是山─林碧燕個展

時間│8/26（六）～9/13（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二）

距離上次個展已經 20年，同樣展覽地點

20年後回來，帶著各種人生歷練。陶藝創作者

林碧燕由沿海梧棲嫁到山城新社，本次展出呈

現其 20年間的生

活點滴。「壺」

是林碧燕鍾愛的

創作形式，本次

特別展出〈雲遊〉

手捏絞胎的瓜形、

木段及柴燒等，〈守護系列〉則是歷經兒子叛

逆期煎熬的心情故事，作品包括〈巢〉、〈歸〉、

〈故鄉〉及〈安居山中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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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六）～ 9/6（三） 36 ─ 2017 現代眼畫會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8/26（六）～ 9/6（三） 樂青春─生命最美系列聯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8/26（六）～ 9/6（三）
臺中縣潭子鄉書畫協會 106 年度第二次會
員聯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8/26（六）～ 9/13（三） 憶由未盡─吳淑櫻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一）

8/26（六）～ 9/13（三） 看山還是山─林碧燕個展 文物陳列室（二）

表演藝術

8/13（日）15:00 ～ 16:30 106 年大墩樂 fun 藝夏─青春炫舞 城市小舞臺

8/27（日）15:00 【城市小舞臺】情繫雙音─七夕情人節／無
雙樂團

城市小舞臺

8/27（日）15:45 【城市小舞臺】情繫雙音─七夕情人節／力
瑪原音樂團

城市小舞臺

8/27（日）16:30
【城市小舞臺】情繫雙音─七夕情人節／大

墩文化中心小提琴研習班─指導老師戴尚一
城市小舞臺

課程／講座  

8/19（六）13:30 ～ 16:30 i 影想電影沙龍─《大審判家》（輔導級） 演講廳

8/20（日）14:00 ～ 16:00 第一部被譯成外文的臺灣文學作品 B1 視聽放映室

綜合活動

8/19（六）13:30 ～ 17:00 創意藝術市集 草悟道

「篆刻」是東方特有

的傳統藝術，在方寸之中、

丹白印色之間，以及空間

布局架構，交織出各種表

現形式，已突破昔日之實

用為單一目的性，兼容著

東方藝術美學的深層造

詣。出自於第 18屆大墩美

展篆刻類首獎得主古耀華

之佳作〈偃仰自得〉，起

刀落筆輕重兼備，於方寸

間巧設妙想，充分發揮其

獨有的創作語彙，玩味在

漢字之美、沉浸於空間布

局的場域之中。

典藏
精選

典藏單位：大墩文化中心

作　　者：古耀華

尺　　寸：24x36x5 公分

媒　　材：印石

偃仰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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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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王水河雕塑油畫展

時間│7/14（五）～8/13（日）

地點│2樓畫廊

王水河先生鑽研雕塑

繪畫創作，對材料的品質

與處理技術都嚴謹要求，

以達到光影的捕捉、把握

作品的完整，以呈現靜態

中所含蓄的生命力，並獨

創乾漆製法的雕塑技法。

其女性裸體作品，訴求女性肢體的美感，大

都嫻靜優雅，線條流暢；其他靜物肖像、花

卉等主題，忠實記錄物象的個性，表達出生

命存在的本質，同時也實現了作者的理想與

創作意境。

心藝傳情─太陽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

展

時間│8/4（五）～8/27（日）

地點│1樓文創交流區

太陽文化藝術

協會創於 97年 12

月，宗旨主要是

「為臺灣社會的人

文藝術正向發展奉

獻心力」，目前會

員 30位，由專業畫家、雕塑家以及藝術創作

同好所組成，其共通點是對藝術創作充滿熱

忱。此次展出有油畫、水彩、水墨平面藝術

創作及立體雕塑、複合多媒材創作等，讓社

會大眾一起感受創作者獨特的巧思，並一同

走進浩瀚的藝術想像空間裡。

《如音隨形》演奏會─臺中市立豐原

高級中學管樂社

時間│8/11（五）19:30
地點│演奏廳

豐原高中管樂

社成立於 83年，擔
任校內重大典禮演

奏及應邀春祭大典等大型任務，因此累積豐

富的知識與經驗，奠定豐中管樂興起的里程

碑。2000年聘請同樣是校友的臺灣銅管五重
奏小號演奏家、東海大學音樂碩士余文凱老

師指揮樂團合奏，並一人身兼數職指導學生

學習演奏各種不同種類的樂器。於 2001年進
行大規模的改革，奠下今日規模。

為什麼需要談性別教育？一場給所有

人的性別教育課

時間│8/12（六）14:30～16:30
地點│演講廳

講師│柯采岑／性別媒體─《女

人迷》主編

為什麼我們需要談性別教育？你對性別

教育的理解是什麼呢？如果性別意識聽起來

太遙遠，如果女性主義聽起來太高尚，讓我

們從生活中發現性別的蛛絲馬跡。為什麼我

們會聽到「媽媽早起勤打掃、爸爸早起看書

報」，這樣的說法又如何影響我們想像自己

的性別位置？本講座邀請性別媒體─《女人

迷》主編柯采岑，於講座中將與聽眾分享《女

人迷》的媒體經驗。

原韻絲竹樂團 2017 年定期音樂會

時間│8/12（六）19:30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32

藝文
饗宴



地點│演奏廳

票價│200,300,500元（年代售票）

原韻絲竹樂

團成立8年以來，

在豐原地區舉辦

了「年度定期演

出」、「小小演奏家系列」、「青年新秀系列」

等多場音樂會，此次在團內甄選出幾位優秀

的團員，於新秀音樂會上協奏演出，提供樂

團內具良好演奏能力的團員一個協奏的舞臺，

本次特別邀請大陸知名音樂家，同臺演出，

將帶來驚豔兩岸的國樂名曲。

相。樣─郭國相雕塑展

時　間│8/18（五）～9/17（日）

開幕式│8/19（六）14:30
地　點│2樓畫廊

雕塑家郭國相

老師擅長以不鏽鋼

為媒材，利用金屬

具光澤且反射光線

的特性，營造在不

同角度或不同明暗下，作品表象隨光影而舞

動之態樣。作品〈迴響〉捕捉水珠滴落，輕

盈彈跳，此起彼落之瞬間，好似自然的生命

躍動。對於郭老師而言，每次創作好比在萃

取生命軌跡所幻化凝結的瞬間，並以形於外

之物相作深刻詮釋，是外在感知經內化、淬

鍊頓悟後的箴言。

旅行中如何實現攝影熱情

時間│8/19（六）14:30～16:30
地點│演講廳

講師│賀禎禎／知名攝影師

知名攝影師賀禎禎從事

攝影十餘年，攝影教學、寫

作滿 6年，分享數百篇攝影

教學全文在 「我是賀禎禎」

網站，讓對攝影有興趣者都

能自學攝影。攝影是需要有

實踐的技術，同時也是展現

自我風格的藝術。「旅行攝影」不僅止於旅行

中的拍照而已，如何在每日行程中不只是經

過、走過留下腳印，如何透過講師的演講，帶

給聽眾另一種追尋屬於自己的旅行地圖。

《音緣相聚》─國立臺中二中校友管

樂團

時間│8/25（五）19:30
地點│演奏廳

國立臺中二中校友管

樂團由賴奕如老師帶領，

並與陳建維老師合作演出

法國號協奏曲 Cape Horn。《音緣相聚》音樂

能夠使人相聚，我們珍惜著彼此的緣分，共

同譜出動人的樂章，邀請您與我們一同享受。

2017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得獎作品展

時間│8/25（五）～9/17（日）

地點│4樓畫廊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的「2017彩筆畫媽祖

水彩比賽」，鼓勵民眾以

水彩藝術創作之形式，表

現媽祖宮廟建築、文物、民俗活動之美，本

次得獎作品將於葫蘆墩文化中心 4樓畫廊完

整展出，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同前來欣賞。

視覺藝術

7/14（五）～ 8/6（日） 護樹族的奇幻旅程─張家霖藝術創作展 3 樓編織文物館

7/14（五）～ 8/13（日） 2017 王水河雕塑油畫展 2 樓畫廊

7/28（五）～ 8/20（日） 千阡墨陌─旱蓮書會丁酉年書法聯展 4 樓畫廊

8/4（五）～ 8/27（日） 心藝傳情─太陽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1 樓文創交流區

8/4（五）～ 9/3（日） 花間耄耋─王冰瑞羊毛氈創作展 3 樓編織工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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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五）～ 9/10（日） 形．質．色．美一 2017 蔡榮祐陶藝展 3 樓編織文物館

8/18（五）～ 9/17（日） 相。樣─郭國相雕塑展 2 樓畫廊

8/25（五）～ 9/17（日） 2017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得獎作品展 4 樓畫廊

表演藝術

8/11（五）19:30
《如音隨形》演奏會─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學

管樂社
演奏廳

8/12（六）19:30 原韻絲竹樂團 2017 年定期音樂會 演奏廳／年代售票

8/25（五）19:30 《音緣相聚》─國立臺中二中校友管樂團 演奏廳

課程／講座

8/12（六）14:30 ～ 16:30 為什麼需要談性別教育？ 一場給所有人的性別
教育課（講師：柯采岑）

演講廳

8/19（六）14:30 ～ 16:30 旅行中如何實現攝影熱情（講師：賀禎禎） 演講廳

6/10（六）～ 8/12（六）
每週六 13:30 ～ 16:30 玉石繩結創意設計班 4 樓編織工坊

6/17（六）～ 8/12（六）
每週六 9:30 ～ 16:30 梭織基礎技藝班 4 樓編織工坊

7/8（六）～ 9/9（六）
每週六 9:00 ～ 13:00 竹籐編織技藝班 3 樓體驗區

10/14（六）～ 12/23（六）
每週六 9:00 ～ 12:00 手縫皮革編織「初級班」 4 樓簡報室

10/15（日）～ 12/24（日）
每週日 9:00 ～ 12:00 手縫皮革職人「中級班」─皮夾專題 4 樓編織教室

10/15（日）～ 12/24（日）
每週日 13:00 ～ 16:00 手縫皮革職人「中級班」─後背包專題 4 樓編織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9:00 ～ 10:3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陶笛基礎班 4 樓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9:00 ～ 10:3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創意美術 4 樓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10:35 ～ 12:05 【LULU 兒童藝文研習】烏克麗麗基礎班 4 樓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10:35 ～ 12:05 【LULU 兒童藝文研習】基礎創作 4 樓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13:30 ～ 15:3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進階素描水彩 4 樓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13:30 ～ 15:3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捏塑班 4 樓研習教室

8/12（六）～ 11/11（六）
每週六 13:00 ～ 15:0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樂高機器 4 樓簡報室

8/13（日）～ 11/5（日）

每週日 9:30 ～ 11:30
【LULU 兒童藝文研習】書法班 4 樓教室

徵件

9/1（五）～ 10/13（五） 第 25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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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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縣逍遙藝會第 22 屆會員聯展

時　間│8/5（六）～8/27（日）

開幕式│8/6（日）11:00
地　點│中央畫廊

台中縣逍遙藝會由高

連永老師成立，會名取自

莊子〈逍遙遊〉篇名，期

許會員優游於藝術領域、

充實美好人生。成員來自

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卻對

藝術有共同的喜好。為鼓

勵會員不間斷的創作與精

進，每年舉辦會員聯展，

並定期出版逍遙藝刊或畫

冊。此次展覽有書法、水

墨、油畫、攝影、雕塑等

類作品，將過去一年的學習成果呈現給大眾。

【戲遊海線】《童話探險故事─新小紅帽》

─小青蛙劇團

時間│8/11（五）19:00
地點│外埔國小大門廣場（臺中市外埔區外埔路

878號）

票價│免費

小紅帽的奶奶生病了，

帶著媽媽準備的點心去看

奶奶，在往森林的路途中，

遇見了壞心的大野狼，天

真無邪的小紅帽受了外在

的誘惑而失去了戒心，因

而使大野狼有機可乘，幸

好獵人適時出現，才使危機解除。由世界著

名童話故事所改編，透過真人與大型卡通人

偶演出，來傳達現在環境中的社會問題如綁

架、誘拐等，藉由戲劇傳達教育寓意，進而

保護自己。

【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

講座】吃出活力，吃出美麗

時間│8/12（六）14:00～16: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師│孫安迪／醫生

費用│免費入場。席次共120位，請至國際會議

廳入口處排隊，下午1:30發號碼，發完為

止。

孫安迪醫生，是國內

知名的免疫學權威，結合

了西方與東方醫學，提倡

身心靈的整體健康。孫醫

師有多項國際榮銜，曾經

被英國劍橋大學遴選為最頂尖的全球百大科

學家和百大醫學家。健康是人一生中最大的

資產，如何經營健康？「吃出活力，吃出美

麗」將會是您我追求身心靈整體健康的最迫

切的課題。全程參與，公教人員核予研習時

數 2小時。

《藝起維納斯》─維納斯室內樂團

時間│8/12（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300,500元（兩廳院售票）

維納斯室內樂團創立於民國 99年，由王

星尹擔任團長，本團期許突破以往傳統音樂

框架，以鋼琴三重奏、弦樂四重奏編制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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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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臺灣流行樂

團 Ryan Band參與

演出。演出曲目

有：《韋瓦第：四

季》、《莫札特：

小夜曲 k.525》、《蕭泰然：福爾摩沙鋼琴三

重奏，作品 58》、《帕海貝爾：卡農》、《宮

崎駿動畫系列組曲》、《美女與野獸》等。

臺中市文藝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展

時　間│8/19（六）～9/10（日）

地　點│展覽室C

在現今人人追求立即

成就的社會，對藝術創作

費時費力的冗長作業，被

界定是特殊為興趣而為的

瘋狂作為。臺中市文藝作

家協會人才濟濟，能寫、

能創作、懂欣賞文學與藝

術的人士比比皆是，協會抱著讓愛創作的人

有一處潔淨優雅的空間自由發表，帶動大眾

欣賞藝術並參與創作，達到讓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之信念。

雲林生楊真 畫會 106 年會員聯展

時　間│8/19（六）～9/10（日）

開幕式│8/27（日）14:30
地　點│2樓展示場

楊真祥老師創辦

雲林生楊真祥畫會，

推廣現代水墨繪畫創

作。楊老師義務教授繪

畫技巧，以搨打筆觸，

用墨色的濃淡及乾濕，

揮灑豪邁兼細膩，表現

大自然的真善美。師古

創新，略盡棉薄之力，

擔起水墨畫承先啟後之

責，期盼將傳統毛筆與

宣紙注入現代水墨繪畫藝術，可永續傳承，

使水墨藝術親近生活。

《昨日．花開》─清水劇團 2017 年度

公演

時間│8/19（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元（年代售票）

《昨日．花開》

舞臺劇敘述廣播主持

人莉容主持的「藝文

桃花源」節目，面臨

沒有廣告來源困境。

節目經理警告她，如果再找不到廣告贊助，

節目就要停播。同一天，莉容參加同學會，

在學校老師的舊宿舍，同學聚在一起聊陳年

往事，此刻老師談到宿舍將被拆除。莉容邀

請老師和同學錄製現場節目，呼籲大家要有

所行動，保留這棟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戲遊海線】《媽祖傳說》─文和傳

奇戲劇團

時間│8/25（五）19:00
地點│遠雄之星接待會館戶外廣場（梧棲區大勇

路、四維路二段交叉口）

票價│免費

 媽祖林默娘能顯神

通，降妖除魔，預言氣象，

數次解救海難災民。為除

興風作浪海怪「宴公」，

默娘收服千里眼和順風耳，

並與海怪「宴公」、眾妖惡

鬥數回合，終將蛟龍收伏，

大海恢復平靜。此後數百

年來，時有漁民傳聞媽祖顯靈，護佑船隻平

安渡過風浪。歷代皇帝也因敬仰媽祖的慈悲

心腸與行善救人，而給予敕封「天上聖母」。

【戲遊海線】《聽音樂說故事》─大

甲愛樂室內樂團

時間│9/2（六）14:30
地點│大甲區中正紀念館2樓演藝廳（大甲區水源

路190號）

票價│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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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是專

為親子設計的互

動式音樂會，除

了音樂家現場演

出之外，指揮家

也會變裝成導聆者，用輕鬆易懂的方式介

紹樂曲，更在每首演出時邀請不同神秘嘉

賓出現，讓大小朋友除了聽故事與音樂外，

也能夠認識古典音樂小品曲。

【戲遊海線】《金斧頭銀斧頭》─小

青蛙劇團

時間│9/8（五）19:30
地點│龍井區公所5樓禮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

247號）

票價│免費

小青蛙非常勤

勞，每天都上山砍

柴，某天不小心將

破斧頭掉進了河裡，

這時出現了一位老神

仙，老神仙為了考驗小青蛙，分別拿出金

斧頭、銀斧頭，想試試看哪一支才是他的，

但小青蛙非常誠實，選擇了自己原本的斧

頭，老神仙為了獎賞他，將全部的斧頭都

送給小青蛙。村裡的酷蛙知道後，效法小

青蛙，卻沒想到金、銀斧頭沒得到，連破

斧頭也一併被沒收了。

【戲遊海線】《珍惜時光的旅行─人

生電台》─上劇團藝文工坊

時間│9/15（五）14:05
地點│清水高中禮堂（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90

號）

票價│免費

過去三年多，劇

團開辦了短期戲劇工

作坊，邀請一般民

眾，將自己生命中最

重要的回憶片段，編寫成故事，並運用舞

臺劇表演的型式呈現。演出後，獲得觀眾

熱烈的回響，因此劇團將其中最具戲劇效

果的四個故事，集結成一個完整的戲劇節

目。這些故事中的人們，或處於生命轉彎

處、或在兩難的抉擇中，往往選擇了與眾

不同的路，他們的抉擇足供他人借鑑。

視覺藝術

6/24（六）～ 8/20（日） 2017 臺灣美術新貌獎 展覽室 A

7/21（五）～ 8/13（日） 扁舟計畫─陳民芳西畫個展 展覽室 C

7/29（六）～ 8/27（日） 2017 清風茶宴二部曲─茶古無界
展覽大廳、掬月廳暨

清水廳

8/5（六）～ 8/27（日） 台中縣逍遙藝會第 22 屆會員聯展 中央畫廊

8/5（六）～ 9/3（日）
形色中見真情─臺中縣牛馬頭畫會暨新北市藝

術創作協會交流美展
展覽室 B

8/19（六）～ 9/10（日） 臺中市文藝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展 展覽室 C

8/19（六）～ 9/10（日） 雲林生楊真 畫會 106 年會員聯展 2 樓展示場

8/26（六）～ 10/15（日） 第 16 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展覽室 A

表演藝術

8/11（五）19:00 【戲遊海線】《童話探險故事─新小紅帽》─
小青蛙劇團

外埔國小大門廣場／
免費

8/12（六）19:30 《藝起維納斯》─維納斯室內樂團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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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六）19:30 《昨日．花開》─清水劇團 2017 年度公演 演藝廳／年代售票

8/25（五）19:00 【戲遊海線】《媽祖傳說》─文和傳奇戲劇團
遠雄之星接待會館戶

外廣場／免費

9/2（六）14:30
【戲遊海線】《聽音樂說故事》─大甲愛樂室

內樂團

大甲區中正紀念館 2
樓演藝廳／免費

9/8（五）19:30 【戲遊海線】《金斧頭銀斧頭》─小青蛙劇團
龍井區公所 5 樓禮堂
／免費

9/15（五）14:05
【戲遊海線】《珍惜時光的旅行─人生電台》

─上劇團藝文工坊
清水高中禮堂／免費

課程／講座                                                

8/1（二）～ 8/31（四）
10:00 ～ 16:00 一起玩種子趣：松果羊種子小品 DIY 清風樓

8/1（二）～ 8/31（四）
13:30 ～ 16:30 小森林手作坊：美彩金屬押花筆記本 清風樓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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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日）～ 8/27（日） 
10:00 ～ 12:00、14:00 ～
16:30

迷璃手作工坊：創意鋁線─水晶土可愛小植栽 清風樓

8/6（日）14:00 茶學講座─認識臺灣茶（講師：陳國任） 國際會議廳

8/12（六）14:00 ～ 16:00 【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吃出活力，吃出美麗（講師：孫安迪／醫生）

國際會議廳

8/13（日）10:30、14:00 茶服走秀茶會 展覽大廳

8/20（日）14:00 茶學講座─臺灣唸茶歌（講師：葉東泰） 展覽大廳

8/27（日）10:30 ～ 15:30 織布玩：相約經典手毬 清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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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區藝術好咖─品生活．品藝術．品

咖啡

時間│6/10（六）～8/24（四）

地點│大廳

藝術和食

衣住行息息相

關，本展突破

展覽框架透過

「生活美學」

概 念， 規 劃

「LIFE生活美學─MID手工藝術腳踏車展」、

「品生活‧品咖啡─烘豆機、咖啡餐車暨文

創系列展」、「屯藝好咖─研習班」、「屯

藝好咖─生活藝文講堂」等活動，藉此拉近

藝術與生活的距離，落實藝術與產業結合。

產業用藝術提升價值，人們用藝術提高生活

美感。

好生活─余燈銓雕塑展

時間│7/8（六）～9/17（日）

地點│展覽室A

余燈銓老師的銅雕創作，呈現時代縮

影，孕婦、親情、童年系列作品，捕捉了臺

灣 50∼ 90年代不同時期的人文特質。本次

展出更聚焦於當代議題，呈現3C時代低頭族、

滑手機等社會樣貌，提供多元思考觀點。8月

12日辦理親子蠟塑 DIY活動，歡迎免費報名

參加，詳洽 04-2392-1122轉 600。

臺中市書法協會翰墨情緣特展

時間│7/14（五）～8/13（日）

地點│展覽室B

一年一度的會員聯展

是臺中市書法協會的重要

盛事，除檢視過去一年習

書成果外，也能經過展覽

的洗禮，訓練及培養會員

經營和準備作品的能力。

本次展出，由會員提供近

期努力的成果，其中甲骨、

篆、隸、草、真、行各體

兼備，不但展現紮實的傳

統功力，並有創意的發揮。

2017 大雅國小校友國樂團寶島巡迴音

樂會

時間│8/4（五）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300,500元（售票請洽江小姐0937-744-
080）

本場音樂會將由大雅國小校友團率先演

出，規劃了熱鬧歡快的《節日序曲》作為開

場。下半場大雅國小校友團的演奏家將演出

兩首動人好聽的樂曲，分別是彭修文作曲的

《秦兵馬俑幻想曲》與劉長遠作曲家的《未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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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希望》，兩首樂曲是現代國樂的代表作，

兩位作曲家更是目前兩岸三地最負盛名的作

曲家，將帶給觀眾一個美好的饗宴。

境自心蘊─江采蓁水彩個展

時間│8/5（六）～9/3（日）

地點│美學空間

江 采 蓁 於

2010年開始接觸

水彩，師事孫澤

清及郭心漪二位

老師。看似簡單

的水彩，在深入

了解之後，發現水的控制難處及挑戰，越是

激發她喜歡那種輕、透、濃、渲呈現的感覺。

江采蓁相信只要在生活中用不同角度的觀察、

領悟，用心領會大自然所給予我們最簡單、

純真、樸實的美好，就可以尋找心靈感動的

創作力量。

陶花舞春風─臺中市陶藝文化協會會

員聯展

時　間│8/18（五）～9/17（日）

地　點│展覽室B

開幕式│8/20（日）14:00

臺中市陶藝文

化協會成立已 17

個年頭，在全體會

員及相關陶藝工作

者共同努力下，由

生活陶進入了藝術

創作的境界，精進了陶藝、普及了陶的文化，

也提升了生活的藝術化。本次展出適逢臺中

花都藝術季將屆，因此以花為創作主題，會

員作品結合花卉意象或裝置，激發陶與花之

間的無限創意。

2017 大台中愛樂管樂團仲夏音樂會

時間│8/26（六）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300,500,800元（兩廳院售票）

本場音樂會，

大台中愛樂管樂

團邀請到香港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管樂

組高級音樂主任

白榮亨指揮，帶

來許多療癒心靈、振奮心情的經典曲目。將

與蔡佳修、孫穎麟、梁國章、凌閣顯等演

奏家，帶來 Philippe Geiss的《United Colors 

of Saxophones》薩克斯風四重奏，並與本團

的法國號首席李欣卉演出《Brian Balmages 

"Pele" for solo Horn and wind ensemble》，用

音樂述說夏威夷的著名火神 Pele情緒上急劇

的轉變。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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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六）～ 9/17（日） 好生活─余燈銓雕塑展 展覽室 A

7/14（五）～ 8/13（日） 臺中市書法協會翰墨情緣特展 展覽室 B

8/5（六）～ 9/3（日） 境自心蘊─江采蓁水彩個展 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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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五）～ 9/17（日） 陶花舞春風─臺中市陶藝文化協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表演藝術

8/3（四）19:30
2017 NTSO× 屯區國際藝術節《女巫希拉蕊進歌

劇院》兒童歌劇
演藝廳／免費索票

8/4（五）19:30 2017 大雅國小校友國樂團寶島巡迴音樂會 演藝廳／購票入場

8/6（日）14:00
2017 音樂舞蹈藝術節《緩行中的漫舞》

─無垢舞蹈劇場

實驗劇場／兩廳院售

票

8/12（六）19:30
2017音樂舞蹈藝術節《吉光片語》《狂放的野蝶》

─世紀當代舞團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8/13（日）16:00
2017 NTSO×屯區國際藝術節《判官審石頭》

─九歌兒童劇團
戶外露天劇場

8/19（六）19:30
2017 NTSO×屯區國際藝術節

《經典交響─仲夏維也納》─普羅藝術家樂團
演藝廳／免費索票

8/20（日）14:30 2017 幸福屯夏日音樂季 演藝廳／免費索票

8/26（六）14:30 2017 大台中愛樂管樂團仲夏音樂會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8/27（日）19:30
2017 NTSO× 屯區國際藝術節《莫札特奇遇記》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 美國魔術圈默劇團
演藝廳／免費索票

9/10（日）16:00
2017 音樂舞蹈藝術節《足 in‧ 複合體─遊走屯

區藝文中心》─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大廳 + 展 A+ 演藝廳

大廳／免費參加

11/18（六）19:30
2017 音樂舞蹈藝術節─不聽話孩子的故事 2《藍

騎士和白武士》─舞蹈空間舞蹈團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1/24（五）19:30
2017 音樂舞蹈藝術節《曼波搖滾／ Mambo 
Rock》─賴翠霜舞創劇場

實驗劇場／兩廳院售

票

課程／講座

8/6（日）10:00 ～ 11:30 屯藝好咖─研習班：體驗烘豆之樂趣及品咖啡 大廳／ 300 元

8/6（日）14:00 ～ 15:30
屯藝好咖─生活藝文講堂：第 2 場：什麼是優質

的生活家具
大廳／免費

8/12（六）14:00 ～ 17:00 余燈銓雕塑展─親子蠟塑 DIY 大廳

8/12（六）14:30 ～ 16:30
【講座】百師入學─戲劇。創造。生活

（講師：柯一正／導演）
3 樓大會議室

綜合活動  

8/1（二）～ 8/4（五）

9:00 ～ 17:00

2017 夏日藝術營─平日第 3 營隊《兒童有氧舞

蹈、手作黏土、團康遊戲、油畫、瓶中花、即興

戲劇、文本閱讀、五子棋藝、玻璃花房》

B1 藝享空間

8/12（六）～ 8/13（日）

9:00 ～ 17:00
2017 夏日藝術營─假日第 4 營隊《團康遊戲、手

拉坏、陶花共舞、文本閱讀、五子棋藝》
B1 藝享空間

8/15（二）～ 8/18（五）

9:00 ～ 17:00

2017 夏日藝術營─平日第 4 營隊《兒童有氧舞

蹈、手作花架、團康遊戲、手拉坏／陶花共舞、

即興戲劇、文本閱讀、五子棋藝、玻璃花房》

B1 藝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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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揪市集─跟我一起 Go for a better 
place
時間│8/1（二）～8/27（日）每週六、日

地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中市南區復興

路三段362號）

電話│0905-355-058

「揪揪市集」

目前位於臺中文創

園區裡，這裡好

吃、好玩、好買。

陸續辦理「揪一

手」在每次的市集

發掘超用心、堅持手作的「揪頭家」辦理

現場手作課程，為您親自「秀一手！」給

更多的你們體驗現場手作的溫暖，將這股

新創氣息注入每個角落，為臺中帶來整體

性的藝術產業創新、人潮聚集和商機媒合

的發展，揪你一起來逛市集。

就愛這一味─白味噌手作初體驗

時間│團體預約制（10人以上方可預約）

地點│摘星山莊（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
號）

費用│250元（門票可折抵25元）

電話│04-2534-3859

味噌可以說是家庭料

理時餐桌上的常客，但是

風味獨特的味噌是怎麼做

的呢？其實味噌的主要原

料為黃豆、米麴，經過加

工發酵而成，具有防癌、

調節血壓，強化蛋白質的

消化及吸收，並延緩老化的功用。來到摘

星山莊，讓我們跟著解說老師一起從零開

始，手做一瓶專屬於自己的味噌，並在現

場喝一碗熱騰騰的味噌湯，好喝、好玩又

健康！

十年─邱中均創作陶藝展

時間│8/3（四）～8/29（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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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免費

電話│04-2375-9366

邱中均一直在

實用概念與藝術表

現上，尋找平衡點，

期許每一件生活陶

藝，能給人好用與

兼具美感的真實感受。藉由陶製器物在日

常中使用，感受它傳遞在手心溫潤手感及

量感，並且為之深深著迷。這次展覽是邱

中均十年來陶藝創作的總和，邀請各位愛

好陶藝的朋友，透過眼光和手心來欣賞感

知，一探邱中均陶藝創作中簡單的美好與

想像！

快樂寫生日

時        間│8/12（六）9:00～12:00（9:00集合）

集合地點│ 柳川水岸新景觀（臺中市中區臺灣大

道一段與柳川西路三段交叉路口處）

費        用│ 免費，報名請上臉書粉絲團「手繪台

中舊城藝術地圖【快樂寫生日】」

電        話│04-2326-3928

自 2014年 9月至今，盧安藝術已舉辦

34個月的「快樂寫生日」，特邀資深水彩

投稿方式：

欲於 10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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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藝文
饗宴



畫家孫少英帶隊

示範寫生，將畫

者、觀眾、收藏

家融為一體，開

創臺中市獨特的

無邊界藝術亮點，8月之星為鄒錦峰老師。

柳川河畔垂枝隨著風兒輕輕搖曳，帶來一

陣在都市中難得的愜意。喜愛寫生畫圖的

朋友自行攜帶畫具，與水彩畫家孫少英一

起寫生臺中美景吧！

古典攝影術─阿富汗盒子相機工作坊

時間│8/12（六）14:30
地點│1916文創工坊生活設計館R12 C區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生活設計館

R12 C區

費用│600元
報名│請洽 0918-941-127或林．照相館臉書專頁

私訊報名

因為資訊技術

發達，目前阿富汗盒

子攝影術（Kamra-e-

faoree）幾乎從世界

上消失絕跡了。位

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916文創工坊

的進駐業者─ LINs PHOTO STUDIO 林．照

相館，為臺灣少數具有阿富汗盒子相機操

作技術與街頭專業拍攝經驗的文創單位，

將於暑假期間開辦阿富汗盒子相機的工作

坊，傳承拍攝與沖洗技術，讓更多人能夠

一窺神秘的行動暗房之秘。

拍瀑拉族之鰲峰山奇遇記

時間│8/26（六）9:00～13:00
地點│大肚王國部落廣場、陽光草坪、鰲峰玉

帶、鰲峰山觀景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等據點

費用│200元（持認同卡180元，名額30名，額

滿為止；費用包含保險、DIY材料、文創

品、拍瀑拉在鰲峰山奇遇手冊、中餐、解

說等）

電話│04-2622-2596

由牛罵頭文化協進會資深解說員，帶

領大家一起探索解說臺灣原住民的歷史與

文化、大肚王國的傳奇故事、鰲峰山公園

的人文自然資源，以及牛罵頭遺址文化園

區的探坑挖掘，及捏陶 DIY或陶片彩繪等

體驗活動。

2017 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擊樂夢工

廠》─朱宗慶打擊樂團 2
時間│8/26（六）、8/27（日）10:30、14:3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臺中市西屯區惠

來路二段101號）

費用│400,600,800,1000,1200元（兩廳院售票）

電話│02-2891-9900轉888

 一場精采絕

倫的夢工廠旅程，

將透過特殊音效、

肢體拍打、水的

流動等豐富多元

生活元素，展現

打擊樂視覺與聽覺上的雙重享受。朱宗慶

打擊樂團為兒童量身打造的「豆莢寶寶兒

童音樂會」，累積 30年設計規劃經驗，將

打擊樂融合演奏、互動、肢體律動，生動

活潑的表演內容，絕對連大朋友也忍不住

跟著一起唱唱跳跳！

《解密。潘朵拉》對亞洲吶喊─民眾

劇場的跨國能量

時間│9/2（六）14:30、9/3（日）14:30
票價│200,300元（兩廳院售票）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臺中市西屯區惠

來路二段101號）

特別邀請韓

國空間劇場、日

本前衛大提琴家

坂共同創作，將

耳熟能詳的希臘神話《潘朵拉》開啟災難

盒子作當代詮釋，透過兩位說書人的喜劇

鋪陳，從敘事角度出發，從世界範疇的絕

望到人們日常的失落，融入當今東亞社會

議題與脈動，用現代語彙描繪，嘗試向生

命提問：我們如何從困難中尋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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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時光─郭卉蓮油畫個展

   8/2（三）～8/29（二）
  猿緣園藝術館（臺中市南
區文心南路919號）
  免費
 04-2260-3888

《夏日時光》─第一場音樂會

    8/5（六）19:00～20:00
  翔韻音樂舞蹈藝術中心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
558號4樓）

  免費
  04-2277-3147

《夏日時光》─第二場音樂會

    8/19（六）19:00～20:00
  翔韻音樂舞蹈藝
術中心（臺中市
太 平 區 東 平 路
558號4樓）

  免費
  04-2277-3147

瓢蟲享飛音樂班─夏日音樂饗宴

 8/15（二）10:0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汝川大樓1樓大廳
（臺中市南區
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免費
  04-2473-9595

「書藝風采」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

藏系列展

    6/28（三）～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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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郭家孝醫師攝影

展

   7/1（六）～8/31（四）
8:00～21:00

  童綜合醫院（臺中市梧
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
號）

  免費
  04-2658-1919轉4255

江明恭老師畫室學員展

    7/3（一）～9/29（五）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
院1樓～6樓（臺中市東
勢區豐勢路297號）

  免費
  04-2577-1919轉507

「漫步大肚─晝與夜」攝影比賽得獎作

品展

   8/1（二）～10/31（一）
  清新溫泉飯店大廳及B棟2樓閱覽室（臺中
市 烏 日 區 溫 泉 路 2
號）
  免費
 04-2383-1088轉7299

解偉苓2017巡迴演唱會《這個夏天，

聽著我唱歌》

    8/5（六）19:30，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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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售單人票600
元、預售4人套
票2000元、現
場單人票700元

  04-2229-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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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思之神／ Mi Musa

  12/9（六）19:00～20:30
  臺中國家歌劇院小劇院（臺中市西屯區惠
來路二段101號）
  1500元
 04-2316-6610

迷火佛拉明哥藝術
中心

西班牙 Tablao-Sin Alas折翼

  12/10（日）14:00～15:30
  迷火佛拉明哥藝術中心（臺中市西區臺灣大
道二段536號B1）
  1500元（沙發區）、1300元（折椅區）、
1000元（高腳椅區）
  04-2316-6610

爵琴鼓6音樂會

 8/20（日）10:00～12:00
  翔韻音樂舞蹈藝術中心（臺中市太平區東
平路558號4樓）
  免費
 04-2277-3147

小老鷹樂團×《島聲》

 8/26（六）19:30，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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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售單人票450元、預售雙人票900元、現
場單人票550元
 04-2229-3767

45



緙絲，也稱刻絲，按雞肋編：「宋人刻絲

法起定州，以孰色經於木棦，隨所欲作花鳥禽

獸，收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

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視之如雕鏤

之象，故名刻絲。」

臺中市於民國七○年代，曾有紡織產業以

緙織和服外銷，自日本聘來技師，教繪圖、配

色、織法、繡法，產生一批織女，由最基本材

料接觸開始，歷經長時間技術演練，成就不凡

技藝，基於此一地方性意義，臺中市於 104年

登錄「緙絲」為傳統藝術，保存者為黃蘭葉藝

師。

繁複程序 成就緙絲之美
緙絲的製作原理極其簡單，但過程卻十分

繁複。首先，需將經線固定在木織機上，其次，

將畫稿粉本放在均勻平整的經面下，再用毛筆

把紋樣描繪在經面上，依照畫稿所需調配各式

色線，將色線分別裝進梭槽中，根據圖案設計

的要求，來回穿梭於圖形的經線之間，完成後

將毛頭修剪乾淨，即為緙絲成品。

為了將畫稿如實呈現在織面上，緙絲的織

造技法有「結」、「摜」、「勾」、「戧」、「搭

梭」、「繞」、「子母經」、「絞花線」等數

十種之多，依畫稿圖案靈活運用各種技術，細

微處另以針穿綴，有時還須以筆點染、補色，

緙織出各式優美作品，也開創了緙絲工藝的藝

術成就。

黃蘭葉藝師 開創緙絲瑰麗天空 
黃蘭葉藝師，可說是臺灣染織界的奇女

子，年少時是體育健將，高商畢業後進入大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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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纖纖織情─緙絲藝術風華萬千

▲作品〈巴黎街景〉



織物公司工作，跟隨輔導員學習，歷經數十年

技藝磨練，現在已是少見的「緙絲大師」。初

進公司最初先從穿綜、穿扣（於織機上把經線

穿入及細小的綜絖、鋼扣）開始學起，整好經

線後立刻織作和服布料，織法自平織學起，精

熟後再織較高難度的夾織、羅紋、縐紗等。各

項技藝熟練後才開始緙絲，初期僅做小部分，

技藝精進後再開始大幅緙畫，此也是現今緙絲

技藝傳授的步驟與流程。

當時，公司聘請日本緙絲名家，也是大學

兼任織作教授高尾弘來臺長期輔導，因他也是

京都和服商社老闆，對於緙絲要求嚴格，黃蘭

葉在長達 3年期間，密切與他接觸，討論成品、

配色，獲益良多，而在工作之餘，她也開始學

習日文、國畫、素描、插花及古箏等，在藝術

薰陶之下，更間接提升了緙絲所需的構圖、色

彩等基本實力，加上對於材料充分了解，獨具

巧思，作品更獲獎無數，包含國家工藝獎三等

獎、傳統工藝獎二等獎等，為緙絲藝術開創一

片瑰麗天空。

為了讓這項古典技藝廣為流傳，文化資產

處與大墩文化中心於 8月 5日至 23日舉辦「纖

纖織情─黃蘭葉緙絲工藝傳習成果展」，民眾

可一睹黃蘭葉藝師華麗作品與學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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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波濤〉

▲作品〈川流不息〉

時間│ 8/5（六）∼ 8/23（三）

                 週二至週日 9:00∼ 21:00

地點│ 大墩文化中心動力空間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纖纖織情─黃蘭葉緙絲工藝傳習成果展



臺中市立圖書館 106年 8月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悅讀閱有趣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原四張犁分館）

04-2422-9833
寶貝故事屋 每週六10:30～11:10 臨時服務處2樓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歡樂故事屋 8/2（三）15:00～16:00 兒童區

石岡分館
04-2527-2435 大嘴鳥說故事 8/5（六）10:30～11:30 2樓親子共讀室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106年Book Start閱讀起步走
─故事活動及贈書

8/5（六）、8/26（六）、
8/19（六）13:30～14:30 1樓故事屋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西屯假日故事屋

8/6（日）、8/19（六）
14:00～15:00；8/12（六）
14:00～14:40

1樓兒童閱覽區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爸爸的伴讀時光 8/12（六）10:00 B1多功能活動室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保母說故
事：下雨天的故事

8/12（六）10:00～11:00 2樓嬰幼兒閱讀區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親子數位資源─圓夢繪本 8/26（六）10:00～10:30 兒童閱覽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閱讀起步走─寶寶回娘家

8/26（六）10:00～11:00
（需報名）

寶興宮臨時服務處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故事魔法森林

每週三、週六、週日
10:00～11:00 1樓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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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故事屋之美好時光

每週六、週日10:00～10:50
（以實際公告日期為準）

2樓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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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10:30～11:10 1樓兒童閱讀區

大墩兒童館
04-2232-8546 親子聽故事時間

每週六、週日10:30～11:20
（以實際公告日期為準）

3樓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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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分館
04-2279-7786 中文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14:00～15:00 兒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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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影 時 刻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暑假電影院

8/2（三）、8/23（三）
14:00～16:00 1樓親子閱讀區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下課後電影院 每週三14:00 2樓研習教室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親子影片欣賞 每週三、週六14:30～16:30 1樓故事屋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世界各國電影欣賞

每週五、週六、週日14:00
每週六、週日10:00 2樓演講廳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週末電影院 每週六14:00 4樓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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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埔分館
04-2683-3596 圖書館週末電影院 每週日10:00 兒童室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影片欣賞 每週日14:00 3樓視聽室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週日來去神圖電影院 每週日14:00 1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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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歡樂親子故事屋 每週六15:00～16:00 1樓嬰幼兒閱讀區

東區分館
04-2283-0824 故事點點名 每週六15:30開始 2樓說故事區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悠遊繪本說故事 每週日10:00 1樓兒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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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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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閱讀起步走─父母講座

8/4（五）10:00～11:00
（需報名）

寶興宮臨時服務
處

大里分館
04-2496-2169

閱讀講座：從傳奇中閱讀大唐風
韻

8/4（五）19:00～21:00 2樓會議室

外埔分館
04-2683-3596 親子愛悅講座 8/6（日）10:00～11:00 研習教室

太平分館
04-2279-7786 閱讀起步走─寶寶回娘家 8/20（日）10:00～11:00 兒童室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Book Start─閱讀指導 8/20（日）10:00～11:00 臨時服務處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閱讀講座：用繪本故事開啟孩子
的閱讀力

8/26（六）14:30～16:30 葫蘆墩文化中心
演講室

開 講 囉 !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青少年．文學寫作班 8/2（三）10:00～12:00 5樓會議室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爸爸去拿禮─萬用卡套DIY 8/5（六）10:00～12:00 B1自習室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爸爸遛─爸爸自由日：桌遊
活動

8/6（日）9:30～11:30 1樓多功能活動室

太平讀書會：小品分享 8/19（六）19:00～21:00 1樓多功能活動室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父母成長講座─寶寶回娘家 8/12（六）9:00～11:00 龍井區公所5樓大

禮堂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漫畫夏令營

8/17（四）、8/18（五）、
8/24（四）、8/25（五）
10:00～12:00（需報名）

寶興宮臨時服務處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小朋友講鬼接龍 8/19（六）19:00～20:00 1樓兒童閱覽區

花都藝術季
─皮影戲創作體驗

8/13（日）13:30～15:30 3樓會議室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朗讀書香音樂會 8/20（日）9:30～11:00 多功能空間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復古童玩創手作 8/27（日）9:30～11:30 2樓會議室

大夥作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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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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六）14:00 二十行不行／116min／韓國 輔

8/6（日）14:00 嘻哈街頭夢／102min／美國 輔

8/12（六）14:00 挪威忍者／80min／美國 輔

8/13（日）14:00 時尚達人／93min／香港 護

8/19（六）14:00 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142min／美國 護

8/20（日）10:00 歌喉讚2／115min／美國 護

8/26（六）14:00 天之茶助／ 106min ／日本 輔

8/27（日）14:00 飛越情海／97min／美國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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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六）10:00 我叫亨利，我找我爸／95min／美國 護

8/5（六）14:00 流浪摩洛哥／122min／德國 輔

8/6（日）10:00 他不壞，他是我爸爸／88min／挪威 護

8/6（日）14:00 間諜橋／141min／美國 護

8/12（六）10:00 3隻小豬之冏狼傳奇／108min／法國 輔

8/12（六）14:00 祖魯戰爭／138min／美國 護

8/13（日）10:00 瘋狂理髮師：倫敦首席惡魔剃刀手／116min／美國 限 

8/13（日）14:00 單身動物園／118min／美國 輔

8/19（六）10:00 青少年哪吒【中影數位修復典藏版】／107min／臺灣 輔

8/19（六）14:00 河流【中影數位修復典藏版】／116min／臺灣 限 

8/20（日）10:00 神秘沼澤／104min／西班牙 輔

8/20（日）14:00 總統的理髮師／116min／韓國 普

8/26（六）10:00 那年夏天，寧靜海／100min／日本 普

8/26（六）14:00 阿基里斯與龜／119min／日本 輔

8/27（日）10:00 大犯罪家／110min／阿根廷 限 

8/27（日）14:00 神鬼獵人／156min／美國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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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12歲之兒童須由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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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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聲音：聽見臺灣最美好的
人‧事‧物

《土地的聲音：聽見臺灣最美
好的人‧事‧物》

作者：李百文
出版者：時報文化
出版年：2016年 1月 15日

每月推薦

毅然辭掉工作的電臺女成音師，獨自騎著不熟悉的檔車

載著沉重的收音器材、睡袋及帳篷，一路走過臺灣大小

鄉鎮

──沿途蒐集屬於我們「土地的聲音」

阿里山竹林因風吹過而婆娑起舞的莎莎聲、台西五條港

海邊蛤蜊吐海水而譜出的輕快小調、那瑪夏原住民在午後暖

陽中剝玉米粒的脆響、臺南大仙寺清晨濃霧中傳來的悠悠鐘

響、梨山上紅色鐵牛車換檔的機械聲、夜風中公園醉人的卡

拉 OK 歌聲、學校裡專屬青春的喧鬧聲、富有魔力的美濃大

灶燒柴劈啪聲……

這些是大家也許從未留意過，來自臺灣土地原味的聲

音，李百文獨自完成多人工作量的錄音作業，用敏銳的心和

無比的熱情，錄下各式各樣的臺灣原音，探索記錄屬於這座

島嶼的特有基因。

她展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計畫，期望能為不便親身親眼

認識臺灣的人，開啟另外一種體驗這片土地的可能和想像。

腳下這片我們最親近的土地，無時無刻都在唱著大地之歌，

而如果能放下忙碌的視覺感官，張開耳朵，只透過聲音靜靜

聆聽，我們認識到的臺灣會是什麼樣？

【作者簡介】

李百文

土生土長臺中人，操著一口騙不了人的濃濃臺中腔，叛逆期從小到大沒停過。熱情、愛

冒險、愛作夢，喜歡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富正義感，有悲天憫人的愛心。

因工作過度罹患飛蚊症，視力嚴重受影響，而心生感悟，更能體會視障者無法看到美麗

世界的無奈，毅然辭掉工作，背起沉重的行囊，獨自騎著檔車上山下海，走過全臺大小鄉鎮，

收錄在地的特色原音。

《土地的聲音》館藏QRcode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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