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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導覽
臺中數位文化地景
實驗計畫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
閉幕之夜《聽 ‧ 花 ‧ 開》
─阿卡貝拉親子野餐奇幻秀

P.7

臺中花都藝術季閉幕之夜於 12 月 16 日晚上 7 點半隆
重登場，邀請人聲樂團、劇團、舞團及新馬戲聯合演出，
結合音樂、戲劇、美食與香氛，在冷冷的冬日，將帶領大
家體會最熱情五感兼具的藝文奇幻之旅。

為保存及活化臺中文化記
憶，文化局規劃「臺灣數位
文化中心」計畫，打造全民

P.1

髹漆彩飾─廖勝文漆藝展
書寫．逸趣
─黃進龍創作個展

的數位博物館，今年首次推
動「臺中數位文化地景實驗
計畫」，即日起至 12 月 13
日舉辦一系列展覽、工作坊

P.0

及講座活動，將為大家帶來
全新的臺中生活體驗。

臺中市眷村文物
館 眷村菜飄香

P.16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
授黃進龍，將於 12 月 9 日起

人 稱「 漆 藝 大 叔 」 的 廖

在大墩文化中心舉辦個展，

勝文，拜在漆藝大師陳火慶

展出 60 餘件作品，黃教授善

及 黃 麗 淑 門 下， 曾 在 97 年

用大片的潑灑、流動，以類

榮獲「臺灣工藝之家」，以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建物前

似水墨的調子，呈現出東方

紮實的基本功夫和精湛的技

身主要是提供空軍校級以上

書畫的韻味，更在虛實的意

術，反覆思考如何創新，勇

人員的居住所，目前保存 3

象之間，流露出中國哲學講

於嘗試與異業結合，他將於

棟具代表性的眷村建築及其

求的玄妙逸趣。

12 月 30 日 起 至 107 年 1 月

附屬建物，規劃了眷村故事

17 日舉辦「髹漆彩飾─廖勝

館，此外，文物館也以推廣

文漆藝展」，民眾可觀賞到

眷村菜作為特色，另有冰菓

廖勝文如何用漆藝，開創出

室賣店，以及舉辦親子活動

自己華麗典雅的一片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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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SEMISCON 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中 市 即 將 在 2018 年 11 月 熱 鬧

新馬戲、舞臺劇、特技等多項元素跨界

迎辦「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聯合演出，全劇圍繞著小女孩朵朵的奇

以「 聆 聽 花 開 的 聲 音 」 為 經，「 花

幻冒險展開，從車水馬龍的城市街道，

現 GNP（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到奇幻世界的風、火、水、土空間，聽

People）」為緯，盛大策辦花卉展、各項

見都市的聲音，也聽見大自然的聲音，

活動及推展城市國際交流。因此，臺中

鼓勵你我打開耳朵，關注那些無論在城

市政府自 104 年起籌辦臺中花都藝術季，

市或者原野中，常常被習慣性忽略的，

提供團隊優秀演出平臺，鼓勵藝術創作

原始聲音的感動。

臺

及跨界多元發展，創造臺中「花都」及
「盛會城市」的形象。

節目邀請臺灣地區知名的「神秘失
控人聲樂團」與「Voco Novo 爵諾人聲樂

即將於 12 月 16 日晚上在太平運動場

團」為主體，搭配多名資深音樂劇演員，

舉辦的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閉幕之夜，

表演一系列首以「花卉」為主題的歌曲，

也將以全新創作《聽•花•開》隆重登場，

有大家耳熟能詳的《茉莉花》、《可愛

邀請大家大手牽小手前往觀賞，為今年臺

的玫瑰花》等中文歌曲，以及富含北歐

中花都藝術季劃下圓滿句點，並期盼明年

音樂風格的森林、海洋、草原等主題旋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啟嶄新的一頁。

律；同時，表演也以臺中市花「山櫻花開」
為題創作全劇主題曲；另一方面，演出

阿卡貝拉、Beatbox 同臺飆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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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也將匯集臺灣知名的 Beatboxer，與

《聽•花•開》是一個全新的故事創

戰鼓隊精采互動，打造全新的「嘴鼓」

作，集合阿卡貝拉人聲合唱、Beatbox、

與「真鼓」競技之場景，節奏與手感的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趙敦毅
胡啟志

Voco Novo 爵諾人聲樂團

互相交鋒，不可錯過。

在觀眾席的兩側，也將架設香氛噴
霧，隨著劇情推進，觀眾將可嗅到屬於

跟隨朵朵冒險 五感鮮體驗

大自然的氣味，彷彿真的和主角朵朵一

隨著小女孩朵朵在聲音中的冒險旅

樣，來到奇幻的世界；演員和舞者跳脫

程，劇情同時運用大量的 LED 扯鈴、海

舞臺框架，帶著鮮豔的道具來到觀眾面

浪布、發光花朵、彩帶等各種馬戲道具，

前，與觀眾互動，也令整場演出更為吸

邀請「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地表最

睛。草地後方，還有由花卉博覽會邀請

強的水晶球與大環舞者胡啟志、專業現

的手工藝街頭藝人設攤，豐富活動內容。

代舞者及新馬戲藝術家趙敦毅，加上多

12 月 16 日 星 期 六 晚 上 7 時 30 分，

名舞者與演員，塑造一個奇異又美麗的

邀請您來到太平運動場，帶著親朋好友，

異想世界。胡啟志將帶來拿手的水晶球

帶著飲料小點，用聽覺、視覺、嗅覺、

演出，以肢體動作及道具模擬山櫻花的

觸覺，甚至味蕾的五感體驗，一起《聽•

優雅姿態；同時與阿卡貝拉人聲樂團跨

花•開》，一起重新體會生活的美好。

界合作，隨著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
章《快樂頌》音樂舞動大環，呈現華麗
的舞臺演出。趙敦毅及福爾摩沙馬戲團
演員則將化身為森林的精靈，代表著花
草、樹木、星星、月亮等自然景物，以
靈動的肢體語言，陪伴小女孩朵朵走過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閉幕之夜
《聽 ‧ 花 ‧ 開》
─阿卡貝拉親子野餐奇幻秀
時

間│ 12/16（六）19:30

地

點│臺中市太平運動場

地

址│臺中市太平區興東路 99 號

一個又一個的奇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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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2.2（六）10:30 ／ 主講： 朱宥勳
為了朝向構築自己
良巢的一種掙扎
─ 呂赫若 ─

2

12.3（日）14:00 ／ 主講： 應鳳凰

創作的第一哩路

12.10（日）14:00 ／ 演唱： 鐘麗琴、小實

12.2（六）14:00 ／ 主講： 廖輝英

《油蔴菜籽》
的命定和偶然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詩 文 入 歌─
文學音樂會

11.28 ─ 12.11
臺中文學館 ‧研習講堂

指導單位│

6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7.11.11－12.13
未來講堂
11.11(六) 中區再生基地
12.10(日)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混搭未來工作坊
11.25(六) 逢甲大學應諾創客社區

數位主題展
12.05 (二)－12.13 (三)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四）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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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漢字之美，發展書法教育，培
育藝文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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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共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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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六年級組及國中
組。今年總計 922 件作品參賽，共有 212
時間│ 12/10（日）∼ 12/17（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件作品得獎，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7 日在大墩文化中心展出。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廳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聖誕樂分享─花現童趣兒童舞蹈表演
綻放，來自蓄積的能量。配合花都藝術
季並慶祝聖誕節慶，由藝文研習班的賴素萍
老師和王燕鐘老師所指導的兒童舞蹈表演，
以「樂分享─花現童趣」為主題和內容，讓
純真的舞姿和笑靨，溫暖冬日裡每一位觀眾
的心、體驗每一位小小舞者的無窮活力。
為迎接佳節來臨，自 12 月 1 日（五）起，
凡民眾與中心本館大廳聖誕裝置合影，按讚
並 tag 一位朋友上傳中心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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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2/17（日）14:30 ∼ 17:00

書活動專區，即贈限量文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 B1 演講廳

創品 1 份，送完為止，搜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尋中心臉書：臺中市大

費用│免費

墩文化中心。

跟著大師去旅行─

鹿港花獅與臺灣童仔獅遇見插畫
臺灣童仔獅與鹿港花獅又要到哪裡旅
行了呢？這一次它們來到大墩文化中心
了。
從 2010 年起，摩馬兒童藝術在中部推
出了一系列「跟著大師去旅行」─臺灣童
仔獅與鹿港花獅的特展，推廣傳統藝術需
要求新求變，也期望能與各種年齡層的民
眾接觸，做一個深度的文化交流。今年度
的展出，有國寶級工藝大師施順榮手作的
時

間│ 12/16（六）∼ 107/1/14（日）

「鹿港花獅」、摩馬兒童藝術的「臺灣童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仔獅遊臺中」屏風、插畫家 Shae 的「面

開幕式│ 12/17（日）14: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動力空間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具兔世界」等也將在本次參展，展現世代
傳承的深層意義。

夢．痕─楊玉梅膠彩展
生命中的過客總是來去匆匆，偶爾留
下片羽鱗爪，在層層感官的淬鍊後，楊玉
梅老師審視了所有回憶，每個過客都刻劃
著不同的故事，故事的記憶與延伸，幸福
與苦澀總是在想像與現實間擺盪。
在如此混沌矛盾的狀態中，楊老師由
空間跨越生命的虛實分界，藉由想像力、
記憶與時空交錯，在調色盤中繪畫出人心
中所看不見的夢與痕，讓賞畫者以自身的
時

間│ 12/1（五）∼ 12/31（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開幕式│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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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經歷及多重的解構與思辨，在視線對
焦畫面的當下，自動激發不同意象的思
維，啟發對各種美的獨特魅力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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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種子系列（一）

夢想起飛 纖維創作展
以生命初始的樣貌─種子，進行獨立
創作的聯展，結合對纖維材質、技法的理
解，同時結合著創作者不同的生命經驗和
體悟，以充滿色彩、質地、肌理的纖維表
達對人生的省思和興嘆，讓觀眾能進入纖
維的世界，與創作者彼此激勵、持續前
進。
時間│ 12/9（六）∼ 12/27（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五）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覺知釋形─
王惠仁（陶藝）、黃譓丞（油畫）創作聯展
藝術創作之所以成為人們藉以探究生
命與反思人性的工具，乃是創作得經歷靜
心觀照與苦心思索的程序，在意象成形的
過程中，自我覺知是發揮關鍵的作用。符
號、象徵、啟示是嘗試追求創作的幽微狀
態，是一種生命的迴盪，是在這連綿不盡
的翻攪、爬梳、掙扎中個人聲音的乍現。
時間│ 12/30（六）∼ 107/1/17（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五）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10

云．山．水—沈東榮 2017 個展
「云．山．水」展出系列作品，是沈東
榮老師近年追求純粹性與墨韻的精神延續，
與 2015 年的「紅顏．墨韻」個展中大量以
櫻紅、紅柿等內容表現墨韻的氛圍，轉以
山水對象探討畫中色彩的精神。
沈老師對人生的體悟與經歷，讓畫作孕
育一股不同於西方繪畫的獨特禪意，恰如
畫家本人的氣質，內斂而溫文儒雅。觀看
老師的畫作彷彿悠遊於自然，天人合一，
感受生命的喜悅，震撼於自然之美。
時間│ 12/15（五）∼ 107/1/7（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4 樓畫廊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小資族一輩子受用的理財課
小資族一輩子受用的理財課
講師：盧燕俐（財經專家）
薪資不漲、生活消費卻不減反增，民眾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但誰說月薪 3 萬元的小資族就一定存不到資金？本場講座邀請
財經專家盧燕俐老師來與聽眾分享「信封理財法」，教導小資
族如何存到第一桶金！透過「信封理財法」，在領到薪水時先
將固定儲蓄金裝在信封內封住，接著再仔細分出生活中的固定
支出，如房租、交通、伙食、孝親費等，分配在不同的信
封中，避免某一個項目花費太高。
盧老師建議，民眾應趁早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理財
模式、妥善規劃，謹記「理財要趁早、毅力不能少」，選
擇更適合上班族的方式，小資族也能學會理財妙方！
時間│ 12/9（六）14:30 ∼ 16:30
（14:00 開放入場，請準時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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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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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以文人的雅集為題引出書法與繪畫兩大主
軸，規劃「主視覺區」及「書畫欣賞區」，佐以賞
花、題字等文人雅事，讓觀眾身歷其境地感受古代
生活美學。結合豐富的新媒體資源：包括沉浸式 VR
虛擬實境頭戴式裝置，以及風感、體感互動裝置，
並採用 4K 高畫質動畫及影片，透過 4K 螢幕呈現更
精緻細膩的效果；同時強調「知識的傳遞」與「情
意的累積」。期望透過與裝置的互動，讓國寶用更
多元的方式親近民眾。
時間│ 11/5（日）∼ 107/3/4（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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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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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傳奇

歐開合唱團 A Cappella 港藝之夜
歐開合唱團（O-Kai Singers）是一個由臺灣原住民組成的 A Cappella（阿卡貝拉）
合唱團，以無伴奏合唱的方式演唱，成立於 2004 年，曾在臺灣、中國大陸、荷蘭等地
演出超過 700 場。
2012 年底第一張專輯《O-Kai A Cappella》獲得 2013 年第 24 屆金曲獎的六項提名，
獲得最佳演唱組合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及評審團獎。2014 年與五月天、亂彈阿翔、
白安、家家等人共同演唱世界盃足球賽歌曲中文群星版《由我們主宰》。
歐開合唱團現由葉孝恩、
葉微真及李湘君、馮瀚亭四人
繼續經營，以美聲優唱、教育
推廣 A Cappella 為主。
時間│ 12/16（六）19:3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編織。五次連方─

2017賈瑪莉纖維藝術創作展
賈瑪莉開始練習編織織物，起初被豐富的
同材質吸引，產生了純粹的喜悅。嘗試創作後，
在熱鬧的異材質中，豐富了作者的生活，開創
了無限的夢想。
本展覽以染織纖維（編結染織繡）技藝為
主軸，分為「旅行」、「空間」、「書寫」、「包
覆」、「轉換」等五個單元，以梭織、編結、
刺繡、羊毛氈、裝置藝術等複合技法，呈現作
品總計約 25（組）件。
時間│ 12/15（五）∼ 107/1/7（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人生半百、依然精采」，隨著年齡增長
與歲月流逝，當心思浮動時，加入編織，療癒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掬月廳

就在指尖中自然開展。編織很慢很規律，讓人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安靜又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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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世界花博文化參與─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
傘亮花博、閃耀臺中」裝置藝術展
屯區藝文中心於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規
劃「傘亮花博、閃耀臺中」裝置藝術暨相關活
動，以「傘」為主題，與大振豐洋傘有限公司及
齊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以「花」為意象，
並搭配白天及夜間的變化，呈現藝術裝置的各種
意境。
本裝置藝術共有八個主題區：點點花香、萬
花嬉春、繽紛花漾、秋日葵園、傘亮花博、閃耀
臺中、不見不散、花漾傘爍，並加入臺中花博元
素，以及「跟著石虎家族一天藝文課堂」的學習
單設計，邀請民眾一同來屯區藝文中心，從遊賞
時間│ 10/15（日）∼ 12/17（日）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展覽大廳、戶外廣場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中學習。
另有【人氣票選】「傘亮花博、閃耀臺中」
裝置藝術展參加票選送好禮，投票自即日起至
12 月 17 日止，詳情請參閱官網、FB。

《聖誕不誠實》魔術親子音樂劇─甄藝樂場
今年《聖誕不誠實》魔術親子音樂劇，
除了討論品德教育「誠實」外，同時邀請「奇
蹟魔術師」小宇攜手合作，將魔術與音樂結
合。
過去國內外魔術盛行，然而，魔術與音
樂（中西音樂）結合，在臺灣是創舉，因此
在選曲上及樂曲的介紹上，樂場再次將曲目
定位為經典的古典音樂介紹，因應樂曲的選
擇，樂場特地結合劃時代二胡─韶琴，將原
先音域受到限制的二胡提升為音域沒有限制
時間│ 12/9（六）14:30

的韶琴，在音樂上結合韶琴，也是表演節目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演藝廳

上的創舉。累積上萬人的感動，你一定不能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錯過《聖誕不誠實》。

票價│ 300,400,500 元（兩廳院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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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洞察世界，玩轉創意人生
講師：郝廣才（臺灣繪本教父）
有「臺灣繪本教父」之稱的郝廣才，是臺灣兒童
書進入繪本時代的關鍵人物。美國《出版人週刊》
稱他為「臺灣與國際繪本界接軌的推手」，所
創立的格林文化是臺灣第一家結合全球一流
插畫家出版社，引進世界各國繪本，也將
臺灣繪本版權銷售至美、法、英、加、德、
日、韓等國，讓世界看到臺灣精緻繪本輸
出能力。
時間│ 12/10（日）14:30-16: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3 樓大會議室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費用│下午 2 點排隊入場，額滿為止。

一分之五十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 第八屆專題製作畢業展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第八屆專題製作畢業
展《一分之五十五》，把 55 位參展者視為獨特的小分子，
經由變化重組，激盪出無限能量，並以分子料理做為中
心思想，通過物理或者化學的變化，將原本的自我、質
地、樣貌完全打散，重新再「組合」成一道新菜，以創
意佐料，《一分之五十五》將為您呈上一道超乎想像的
「料理」。
本次展覽展品多元，內容包含影音創作、圖文創作、
文本撰寫、產品設計等，22 組精采作品，絕不可錯過。
時

間│ 12/16（六）∼ 107/1/14（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開幕式│ 12/21（四）10:00
地

點│屯區藝文中心美學空間

地

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15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眷村菜飄香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位於臺中北屯區
進化北路與北屯路口附近，前身原為北屯
新村，為臺中市 134 處眷村之一，歷經
整頓、修建眷舍活化空間，保存 3 棟具代
表性的眷村建築及其附屬建物。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將眷村文物館委
外經營，以眷村菜為特色，已於 11 月 19
日開幕。美食是國際的共通語言，眷村菜
是眷村文化中為人津津樂道的一環，食材
採用小農蔬果，延續眷村菜傳統並創新，
另規劃眷村故事館、冰菓室賣店，以及不
時間│週二到週日 10:00 ∼ 17:00（國定假日休假）
地點│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天祥街 19 號
票價│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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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親子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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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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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石在可愛─黃有為雅石藝術個展

2017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得獎作品展

時間│9/20（三）～12/20（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時間│11/1（三）～12/31（日）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雅石是自然天
成的藝術品，經過
自然力量的淬鍊與
時間的琢磨，其炫
麗繽紛的造型，具
有瘦、皺、漏、透、
雄、秀、險、奇的
具象美，並有情、
韻、神等抽象的啟
迪。古諺有云：「雖
一拳之大，而能蘊千岩之秀」，賞石不僅能

筆畫媽祖水彩比賽」，鼓勵民眾以水彩藝術

靜心，又能藉物移情、怡情養性。

創作的形式，表現媽祖宮廟建築、文物、民

「我的社區、我的陶藝」成果展
時間│10/18（三）～12/27（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為迎接

俗活動之美，本次得獎作品將在臺灣大道市
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展出優選以上 48
件精選作品，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同前來欣
賞。

「2018 臺 中

拾零─茶，Day by day

市世界花卉

時間│11/1（三）～12/31（日）
地點│臺中市政府研考會藝術空間廊道

博 覽 會 」，
本 展 邀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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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2017 彩

當今茶人應有屬於自己的現代美學，融

「泰安社區」

古創新從唐宋明

民眾以及來

清所累積下來的

自越南胡志明大學的 6 位交流學生，在陶藝

文 化 底 蘊， 用

家吳水沂及黎翠玉 2 位老師的帶領下，透過

現代的美學來詮

製作花器、茶杯等陶藝器皿，從成形、裝飾、

釋。茶席上除該

造型，一直到上釉，將櫻花、舊山線鐵道等

有的基本器具之

符號融入陶瓷創作之中，最後將成果聚集成

外，將桌面與空

一美好的陶藝饗宴。

間上的佈置，結合生活中各種事物，達到視

化的思維模式。以茶為載體，將生活中的各
項美學融入其中。

地點│臺中市政府集會堂（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
道三段99號惠中樓4樓）
費用│網路報名（www.facebook.com/
WOFFFtaiwan）

拾零─愚魚的藝饗世界
時間│11/1（三）～12/31（日）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覺上的美感與協調，將品茶的過程呈現立體

以線條隨興
塗鴉勾勒、交疊，

2017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重點活動有

在錯綜線條之間

交流酒會與研討會，交流酒會在於聯絡導演

鋪上色彩，理出

之間的感情，協助臺灣導演建立全球人脈；

秩序，悠遊尋趣

而研討會則著重在學術性的討論，以及產業

在有形無形之

的經驗分享，每個題目都會邀請電影界、傳

間。題材內容的

播界、學界、器材界、獨立製片界等不同族

呈現，雖無浩瀚偉大的情境意涵，卻存在著

群的專家出席，活動目的不以商業電影圈為

生活中的小確幸，傾向陽光正面的小品題材，

唯一標準，而是希望不同族群的從業人員都

不拘泥於單一固定風格，喜好用複合媒材。

可以互相分享、交流，達成更多互相學習的

創作是直覺的遊戲，有其異趣。

機會。

2017 臺中文學市集─冬之旅

2017 世界公視大展精選「真理的叛
逃」

時間│12/9（六）14:30～16:30
地點│臺中文學館（臺中市西區樂群街38號）

時間│12/15（五）～12/17（日）
地點│臺中市政府集會堂（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
道三段99號惠中樓4樓）
費用│免費索票入場，可上官網2017bestinput.
pts.org.tw或臉書搜尋「世界公視大展精
選」，也可現場索票。

全國首創的作家文學市集又來了！為推
廣城市閱讀，增加民眾親近文學與作家的機
會，12 月 9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臺灣公共電視身為 INPUT 會員，2004 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將舉辦「2017 臺中文學市

首度在臺北辦 Best of INPUT 的精選放映活動，

集─冬之旅」，邀請新詩、散文、童詩及繪

至今已擴大為巡迴播映的年度盛會。2017 年

本等各文類作家與獨立出版社，在臺中文學

Best of INPUT策展命題「真理的叛逃」
（Betrayal

館設攤、簽書與讀者互動，並搭配優雅音樂，

of Truth），影片分 5 大單元 12 部片，類型涵

邀情您於微涼的冬日午後，接收文學的溫度，

蓋劇情片、紀錄片，及時下最夯的虛擬實境

感受文字的熱情。

VR 短片，議題涵蓋難民、霸凌歧視、網路陷

2017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
時間│12/9（六）～12/15（五）

阱，盼透過觀摩國際作品，提供一個思辨學
習、激發創意的公共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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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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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9/20（三）～ 12/20（三）

石在可愛─黃有為雅石藝術個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文心樓藝術廊道

9/22（五）～ 107/3/30（五）

「生命的鼓手─陳千武」暨「聲聲不息─母語文
學」特展

臺中文學館

10/18（三）～ 12/27（三）

「我的社區、我的陶藝」成果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惠中樓藝術廊道

11/1（三）～ 12/31（日）

2017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得獎作品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文心樓藝術廊道

11/1（三）～ 12/31（日）

拾零─茶，Day by day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研考會藝術空間

11/1（三）～ 12/31（日）

拾零─愚魚的藝饗世界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研考會藝術空間

11/18（六）～ 12/17（日）

給家更多可能創意生活展

市民廣場

12/5（二）～ 12/13（三）

2017 臺中數位文化地景實驗計畫─數位主題展

大墩文化中心

12/6（三）～ 107/3/7（三） 真善美─翁惠鈺彩墨個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惠中樓藝術廊道

12/10（日）～ 12/17（日）

106 年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得獎作品展

大墩文化中心大廳

12/9（六）19:30

冰雪奇緣電影交響音樂會

臺中市圓滿戶外廣
場／年代售票

12/9（六）～ 12/15（五）

2017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

臺中市政府集會堂
／網路報名

12/15（五）～ 12/17（日）

2017 世界公視大展精選「真理的叛逃」

臺中市政府集會堂
／索票入場

12/16（六）19:30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閉幕之夜《聽 ‧ 花 ‧ 開》
太平運動場
─阿卡貝拉親子野餐奇幻秀

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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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眷村菜飄香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10/15（日）～ 12/31（日）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

臺中市各區

11/28（二）～ 12/11（一）

臺中作家第一本書第二輯特展

臺中文學館研習講
堂

12/9（六）14:30 ～ 16:30

2017 臺中文學市集─冬之旅

臺中文學館

藝文
饗宴

中山堂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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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017 舞團年度
巡演《異》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第 43 屆音樂班畢業
音樂會暨成果發表會

時間│12/2（六）19:30
票價│300,500,800元（兩廳院售票），或洽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學系04-22213108轉2216，團體購票20張以上8折優
惠。

時間│12/6（三）19:30
票價│免票自由入座

2017 年
臺體大舞團
以《 異 》 的
意旨作為發
想， 試 圖 解
構芭蕾的傳
統編創風格，並分別由羅雅柔博士及黃建彪
老師擔任藝術總監，展演出上下半場風格迥
「異」也大「異」其趣的全新舞作。

魔力之舞─風起雲湧─愛爾蘭踢踏舞劇
時間│12/5（二）19:30
票價│700,1400,1900,2800,3600元（年代售票）

臺中市立雙十
國 中 第 43 屆 音 樂
班畢業音樂會暨成
果發表會，預定演
出貝多芬管弦樂合
奏、國樂合奏─抒情變奏曲、西北雨狂想曲
及音樂劇─銀河列車等精采曲目。

果陀劇場真情重現 李國修經典《徵婚
啟事》
時間│12/9（六）14:30、19:30；12/10（日）
14:30
票價│400,700,1000,1500,1800,2200,2500元（兩
廳院售票）

1993 年 首 演 至
2010 年 封 箱 演 出，

橫越18年，

14 萬人一致歡呼。

《魔力之舞》成

2017 年 屏 風 表 演 班

為愛爾蘭踢踏舞

創辦人王月與果陀劇

的重要舞團，網

場聯手再現《徵婚啟

羅各舞蹈大賽獲

事》，將國修老師的

得優勝的菁英，

深情劇作，獻給所有

希望能將最精采的演出呈現給您。令人驚豔

喜愛劇場的朋友們。

的腳底功夫，隨著高潮迭起的劇情起伏，成
功地融合愛爾蘭踢踏舞及美式踢踏舞。帶領

臺北爵士大樂隊─搖擺聖誕音樂會

觀眾認識踢踏舞的多種風貌。體驗極具震撼

時間│12/12（二）19:30

力的愛爾蘭踢踏舞。「Magic」就如其名，邀

票價│300,500,800,1000元（兩廳院售票）

您一起引爆 2017 年愛爾蘭踢踏舞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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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除了是一個充滿喜樂的佳節之

呼應，傳達出唐詩之情《白雲歌送劉十六歸

充滿著音樂的

山》、《行路難》，透過戲劇融入合唱的戲

節慶。不論是

曲之音《我身騎白馬》、《蘇三起解》道出「文

歡 愉 的《 聖

化之美」；尾聲以童聲與混聲世代相傳的相

誕 鈴 聲 Jingle

融，高唱《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點燃生命

Bells》 或 是 平

之光。

靜祥和的《白色聖誕 White Christmas》，當
這些旋律在耳邊響起時，是否感覺到聖誕節
已悄悄來臨了？今年的聖誕節，讓臺北爵士
大樂隊用最搖擺的節奏，搭配 Thomas Hu 的
歌聲、薩克斯風演奏家黃文龍、長號演奏家
Nick Javier 的悠揚樂音與您用音樂同慶聖誕。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107 級師生聯合創作展《未吻浪漫》
時間│12/15（五）19: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0963-620-759林小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107 級四年
制師生聯合創作舞展《似．不是》
時間│12/20（三）19: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舞蹈系辦公室06-253-0705

《似．不是》，
是4年來對舞蹈
藝術追求的極致展
現，編舞者的創作
理念，經由舞者的
肢體語言更能凸顯

台南應用

那一份獨特卻堅定的團體力量。演出集結 2

科技大學舞蹈

位特邀編舞家顧哲誠「流形」、賴筱婷「狂

系七年一貫制

歌行」，及 5 位學生的作品，以對日常生活

107 級 師 生 聯

的感觸及人與人間的相處為發想，用肢體表

合創作展，匯

現內心的情感，結合視覺與聽覺呈現給觀眾。

集老師與學生
精心策劃及構思，且經過長期的排練與嚴苛
評選所挑選出的優異之作。作品內容以舞蹈
為主體，並且融入影像設計和多元的藝術元
素，也以跨領域的手法展現出有別以往的展
演風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友總會香頌合唱
團《溫情滿人間》
時間│12/17（日）14: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0911-442-400、0983-241592

中山堂

外，也是一個

《迷走空間：萬花筒》─極至體能舞
蹈團
時間│12/22（五）、12/23（六）19:30
票價│500,600,800,1000元（兩廳院售票）

極至體能
舞蹈團 2017 作
品《迷走空間：
萬 花 筒 》，20
週年鉅獻，慢
工細熬，重資
創作，讓媽媽

此場演唱會

看見戀愛少女

將以純淨的《Rex

心，讓女兒看

Virtutis》、
《Gloria

見繽紛時尚，讓爸爸驚艷的舞臺設計巧思，

Alleluia》展現文

小朋友看見遊戲調皮搗蛋的創意笑梗，表演

藝復興時期、巴

藝術愛好者更可以享受「戲劇 vs. 舞蹈」的巧

洛克時期與近代

妙轉換。歡迎全家一起來看看《迷走空間：

宗教歌曲的「心靈之聲」；以吟詩與合唱的

萬花筒》玩出什麼魔幻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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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饗宴

《阿美》─臺中市韻聲合唱團
時間│12/30（六）19:30
票價│150,300,500元（兩廳院售票）

一場沒有
結 果 的 愛 情，

2017 白袍薩克斯風．10 載好聽音樂
會
時間│12/31（日）19: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台中市醫師音樂協會042329-8995、04-2329-8438

一段不被祝福的

台中市醫師音

婚姻，新時代女

樂協會及醫師爵士

性要如何在舊時

樂團是 2007 年由第

代裡活出自己？

一任理事長丁鴻志

是悲嘆命運的作

醫師發起，為臺灣

弄，還是笑迎人

第一支龐大的醫師爵士樂團，前後約有三百

生的無常？這是

人加入。首任指揮為薩克斯風陳國郎老師。

阿美的故事，也

廣邀醫界同仁及各界愛樂人士攜手圓夢，此

是大時代的故

後中午休息時段成為醫師們練習切磋技藝的

事，且讓我們走

歡樂時光，也體認到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

進阿美的生命，一同感受人生如戲的悸動。

樂」的充實感。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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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六）19:3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017 舞團年度巡演《異》

兩廳院售票

12/5（二）19:30

魔力之舞─風起雲湧─愛爾蘭踢踏舞劇

年代售票

12/6（三）19:30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第 43 屆音樂班畢業音樂會暨成果發
免票自由入座
表會

12/9（六）14:30、19:30
12/10（日）14:30

果陀劇場真情重現 李國修經典《徵婚啟事》

兩廳院售票

12/12（二）19:30

臺北爵士大樂隊─搖擺聖誕音樂會

兩廳院售票

12/15（五）19:3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107 級師生聯合
索票入場
創作展《未吻浪漫》

12/17（日）14:3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友總會香頌合唱團《溫情滿人間》

12/20（三）19:3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107 級四年制師生聯合創作
索票入場
舞展《似．不是》

索票入場

12/22（五）、12/23（六）
《迷走空間：萬花筒》─極至體能舞蹈團
19:30

兩廳院售票

12/30（六）19:30

《阿美》─臺中市韻聲合唱團

兩廳院售票

12/31（日）19:30

2017 白袍薩克斯風．10 載好聽音樂會

索票入場

藝文
饗宴

大墩文化中心
電話│ 04-2372-7311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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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林孟祥麵包花
師生展

旨。在歷任理事長的帶領下，除延攬多位知

時間│12/1（五）～12/26（二）
地點│文物陳列室（三）

東南亞如泰國、菲律賓等藝術家的加入，會

本展匯集林老
師與學員們學習成
果作品，粘土花藝
需耐心與細心的製
作，正符合生活美
學及文化推廣的教
育意義。它可讓生

名書畫名家，也至國外交流展覽，甚至力邀
務蒸蒸日上，人才輩出。本次聯展作品無論
山水、花鳥、人物或各種書體，皆展現創作
者不同的表現技巧和多元面貌，每一幅皆為
藝術家一時之選。

旅人行腳─劉木林水彩個展
時 間│12/9（六）～12/27（三）
開幕式│12/9（六）14:00現場導覽
地 點│大墩藝廊（二）

活多點巧思，透過
手作來舒緩壓力，
豐富生活中點點滴
滴和多采多姿的時
光。學員們都是趁休閒之餘，學習粘土花藝
的製作。本展將粘土開成花，賦予新的生命
與靈魂，彩妝豐富的色彩。

106 年臺灣省中國書
畫學會、泰國、菲律
賓書畫家藝術交流展
時 間│12/9（六）～12/20
（三）
開幕式│12/9（六）14:30
地 點│文英館主題暨文英
畫廊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以弘揚中華文化藝術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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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畫家劉木林勤能補拙，廢紙千萬方
有滿意作品出現，學習李可染大師的作畫精
神，苦練基本功，再打破學院式傳統規範的
用色，直接用大筆在紙上揮灑大量用水來回
刷洗，洗出層層厚重沉穩的山嵐，享受那暢
快淋漓的水和彩在畫紙上流動所激盪出的色
彩，主張用東方水墨精神思維結合西方水彩
技法的劉木林繪出一幅幅具臺灣味的水彩作
品。

物等藝術雕刻，並以獨特氣勢結合大自然生

時間│12/9（六）～12/27（三）
地點│大墩藝廊（三）

態創作見長，作品選材嚴苛、雕工細膩、栩

「藝術源於生活而
高於生活」，由生活中
的經歷和感觸交織成一
幅幅動人的作品。呂玉
惠此次展出的作品，創
作靈感多來自於生活周
遭的人物、景物及對生
活的深刻體悟，透過畫筆記錄以留住時代的
容顏，將內心感動呈現於畫紙上，將生活實
踐至藝術中，無論是客觀或主觀的描寫，作
品試圖讓觀眾瞬間感受到創作者的內心世界，
使生活充滿新意、充滿美感。

藝在不言中─柳岳森個展
時間│12/9（六）～12/27（三）
地點│大墩藝廊（六）

在生活中用圖像記
錄美好的人事物，探尋

栩如生，邀您欣賞這場精采的石雕藝術創作。

大墩文化中心

生活記事─呂玉惠創作個展

山上的孩子：陶情畫藝─葉旻碧、邱
世章、陳正忠三人聯展
時 間│12/9（六）～12/27（三）
開幕式│12/9（六）14:00
地 點│文物陳列室（二）

葉旻碧，從小
就熱愛藝術創作，
對大自然、生態動
物、鳥類有著深刻
濃郁的情感，運用
不同媒材做彩繪，
以工筆技法作呈
現；邱世章，運用
陶土創作，以吉祥獸為主軸，將傳統捏麵技
法，用活潑討喜的方式呈現；陳正忠，結合
岩石礦物與臺灣陶土，創作多元的形體，製
作出獨特的「臺灣岩砂茶器」。3 位藝術家各
自呈現創新、突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令人感動的真、善、美，
一直是柳岳森追求藝術
的目標。這次的展覽內
容大部分來自平日生活
中俯拾即得的景物，亦

愛戀鮮聲重奏曲─阿波羅的豎琴愛戀
× 鮮聲奪人吉他二重奏
時間│12/10（日）15:00～17:00
地點│城市小舞臺

有靈光乍現的即興創作，或許外在的物象與

跟著歲末的

內心的意象互為表裡，藝術創作離不開生活

腳步，隨著愛戀鮮

中的感官體現，無論何種形式都不斷地在接

聲重奏曲敞心聆聽

收與排擠，但最終在心裡只會留下美的痕跡。

「阿波羅的豎琴愛

龍影子石雕藝術展
時間│12/9（六）～12/27（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龍井鄉石雕藝

戀」三重奏，由豎
琴家邱子琳、小提
琴家張維真和大提
琴家劉宥弦，3 位
音樂老師，跨越不

術家周文來，別號

同類型的樂器重奏演繹，詮釋耳熟能詳的臺

龍影子，師承於國

灣民謠、經典國語流行歌曲等。而「鮮聲奪

內名雕師楊朝宗先

人」吉他二重奏，是由黃憲政及陳世偉老師

生，從事雕刻造形

合奏，他們擅長木吉他演奏，專職吉他教學

藝術長達 40 多年之久，精於龍形、花鳥與人

工作，熱愛詞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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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全區長青學苑學員聯合作品展

2017 拾勤畫會聯展

時 間│12/16（六）～12/27（三）
開幕式│12/17（日）10:3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時間│12/23（六）～107/1/3（三）
地點│文英館文英畫廊

拾勤畫會成立
於 81 年， 畫 會 由
11 位熱愛藝術的創
作者組成，他們來
自不同的領域，在
創作和生活上彼此
互相交流、討論提
攜。本次的年度聯
展，期望透過藝術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長青學苑至今已

與觀眾分享他們在各自生活領域中的蛻變、

達 32 年，透過學習鼓勵長輩勇敢追夢，提升

成長。希望各位走入展場，與藝術家來場特

生活品質，由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為自我照

殊的對話共鳴。

顧的角色。本次參展學員平均年齡 70 歲以上，
作品包含書法、國畫、攝影、皮編等，長輩
藉由作品訴說歲月沉澱後的人生智慧與心路
歷程，期待藉由本次展出，讓民眾更加了解
及貼近長輩精采人生故事，促進世代經驗交
流。

中部水彩畫會 106 年會員聯展
時間│12/30（六）～107/1/10（三）
地點│大墩藝廊（四）

中部水
彩畫會為中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 2017 會員聯展
時間│12/23（六）～107/1/3（三）
地點│文英館主題畫廊

中國大道書畫
學會成立於 79 年，

部地區唯一
以水彩媒材
創作的畫會
團體，目前
由林俊寅擔
任會長，會員有施純孝、林淑銀、何煇澤、

由井松嶺創會長

黃義永、巫秋基、蔡維祥、張琹中、孫澤清、

邀集多位藝術同好

張明祺、黃騰萱、吳文寬、詹德修、塗樹根、

共同攜手創立。學

簡俊淦、陳威杰等，皆為國內水彩畫界的精

會名為「大道」，

英。會員們各自開創獨特的藝術風格，歷年

大道者即大道之

在國內各項展覽比賽都榮獲獎項肯定。

行，天下為公也。
創會目的除了希望

萬相虛實─曾煥昇創作展

能提升會員之創作

時 間│12/30（六）～107/1/17（三）
開幕式│12/31（日）15:00
地 點│大墩藝廊（二）

水準，提振中華文
化，更樂見引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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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血加入，為傳

隨心暢遊自然與宇宙星河天地萬物運行

統中華文化注入新

之道，於木雕世界中茁壯，後投入繪畫教學

的動能。

近 20 年，醞釀積累後，整合形式與內容的糾

思想與激情的痕跡，捕捉過往流逝的歲月，

文 學， 豐 富 了

那片黃金稻田，許多的草垺情懷，田埂間來

視覺的敘述力，

回，蒼翠的青山，瓊樓舊街，繁忙的小港等

尋求人們心底

景色，是在心中揮之不去的臺灣式望春風，

逐漸被遺忘的

凝聚色彩的釋放與藝術空間的心靈感受，尋

一 份 悸 動。 探

求作品上反覆辯證的新發現。

索東西方「意」
與「形」，通過形象色彩肌理展現情感意義
與獨特性。曾煥昇期待透過本展與觀者對話，
將觀後之萬相虛實與大眾分享。

戀戀山海觀─林世斌創作個展
時 間│12/30（六）～107/1/17（三）
開幕式│12/30（六）15:30
地 點│大墩藝廊（三）

大墩文化中心

葛，緊扣繪畫與

清新和樂─陳素梅篆刻作品展
時間│12/30（六）～107/1/17（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陳素梅喜愛篆刻的
即興即刻，別有趣味，
小小方寸之間，有著光
陰移轉的刻痕，日升月
恆， 全 神 所 繫 盡 在 一

林世斌，作品曾

念的朱白。印文隨心自

獲文建會青年繪畫作

在轉化，每方印章有不

品典藏，本次展覽從

一樣的境況，含帶淺盈

「山的獨白」到「山

樸拙之美，貫徹初衷與

海觀」，透過寫生的

所學，掌中握石意韻回

觀 察， 將 所 見 的 景

溫，清新和樂的刀下真

物、所思的想法與所

味，交織傳遞，於方寸間巧設妙想，充分發

感的體驗，重新整合

揮其獨有的創作語彙。

成作品，並讓水墨描
繪與重彩表現、墨色

頂上─張素 陶藝創作展

層次與色彩裝飾、理

時間│12/30（六）～107/1/17（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二）

性呈現與感性寫意等
兩兩不同的對立面，既衝突卻可能是和諧，

在創作的過

連續與斷裂同時並置於畫面，試圖達到有意

程中，張素讓自

味的調和。

己的心與夢想凌

2017 林榮．臺灣的故事油畫創作展
時間│12/30（六）～107/1/17（三）
地點│大墩藝廊（六）

駕於上空，置於
頂上，以超越的
態度觀望凝視頂
上的景物、自然

以中國水

生命的律動、時

墨畫的形式融

間游移的聲音，

合寫意的西方

並將這美的景象

色彩，表現感

化為紋樣圖飾融

性而強烈的大

入創作造形。本

筆觸，在繪畫

次個展作品，期將自然世界的美好與陶藝樸

的過程中留下

質的本質，溫暖和諧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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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10/15（日）～ 12/15（五）

「Fun 頌花開」竹編藝術裝置展

大墩中心門口

11/18（六）～ 12/6（三）

第 22 屆大墩美展

大 墩 藝 廊（ 一 ） ～
（ 三 ）、（ 五 ）、
（六）、動力空間

11/18（六）～ 12/6（三）

陶花紀事─劉克倫手捏陶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11/18（六）～ 12/6（三）

紙藝花園─梁美珍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二）

11/18（六）～ 12/6（三）

彩舞─油畫創作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11/18（六）～ 12/6（三）

思古幽情─葉志慶鄉土水墨畫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12/1（五）～ 12/26（二）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林孟祥麵包花師生展

文物陳列室（三）

12/9（六）～ 12/20（三）

106 年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泰國、菲律賓
書畫家藝術交流展

文英館主題暨文英
畫廊

12/9（六）～ 12/27（三）

書寫．逸趣─黃進龍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一）

12/9（六）～ 12/27（三）

旅人行腳─劉木林水彩個展

大墩藝廊（二）

12/9（六）～ 12/27（三）

生活記事─呂玉惠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三）

12/9（六）～ 12/27（三）

生命種子系列（一）─夢想起飛 纖維創作展

大墩藝廊（五）

12/9（六）～ 12/27（三）

藝在不言中─柳岳森個展

大墩藝廊（六）

12/9（六）～ 12/27（三）

龍影子石雕藝術展

文物陳列室（一）

12/9（六）～ 12/27（三）

山上的孩子：陶情畫藝─葉旻碧、邱世章、
陳正忠三人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12/10（日）～ 12/17（日）

106 年度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得獎作品展

大廳

12/16（六）～ 12/27（三）

臺中市全區長青學苑學員聯合作品展

大墩藝廊（四）

12/16（六）～ 107/1/14（日）

跟著大師去旅行─鹿港花獅與臺灣童仔獅遇
見插畫

動力空間

12/23（六）～ 107/1/3（三）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 2017 會員聯展

文英館主題畫廊

12/23（六）～ 107/1/3（三） 2017 拾勤畫會聯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12/30（六）～ 107/1/10（三） 中部水彩畫會 106 年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12/30（六）～ 107/1/17（三） 髹漆彩飾─廖勝文漆藝展

大墩藝廊（一）

大墩藝廊（二）

12/30（六）～ 107/1/17（三） 戀戀山海觀─林世斌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三）

12/30（六）～ 107/1/17（三）

覺知釋形─王惠仁（陶藝）、黃譓丞（油畫）
創作聯展

大墩文化中心

12/30（六）～ 107/1/17（三） 萬相虛實─曾煥昇創作展

大墩藝廊（五）

12/30（六）～ 107/1/17（三） 2017 林榮．臺灣的故事油畫創作展

大墩藝廊（六）

12/30（六）～ 107/1/17（三） 清新和樂─陳素梅篆刻作品展

文物陳列室（一）

12/30（六）～ 107/1/17（三） 頂上─張素陶藝創作展

文物陳列室（二）

表演藝術
12/10（日）15:00 ～ 17:00

愛戀鮮聲重奏曲─阿波羅的豎琴愛戀 × 鮮聲奪
人吉他二重奏

城市小舞臺

12/17（日）14:30 ～ 17:00

聖誕樂分享─花現童趣兒童舞蹈表演

B1 演講廳

創意藝術市集

草悟道木作吧檯北
側廣場

綜合活動
12/16（六）14:00 ～ 20:00

夢想，去做才能擁有！
無懼，逐夢才會踏實！
這本書，不僅僅是一位女孩的人生故事，
更帶給想拓展視野、探索世界的人勇氣，
無論要去留學、交換或者加入國際志工，
高祐晴 S unny 著
楊雅琳 文字整理
●

●

都可透過這本書，帶來方向，找到自我！

金石堂、誠品、博客來全面熱賣 洽詢電話：（02）2302-0022

廣告4(橫稿寬13cm高8.5cm).indd 1

2017/3/6 上午 11: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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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墩文化中心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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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歡樂劇場─一休小和尚

「讀伊。獨一」陳如萍纖維創作展

時間│ 12/3（日）10:00
地點│戶外廣場
票價│免費

時間│12/15（五）～107/1/14（日）
地點│1樓文創交流區

陳如萍老師此次纖維創作展，

銀河谷音劇團人偶舞臺音樂劇《一休小

秉持「Do It」的工作信念，認為任

和尚》來囉！真人穿偶搭配悅耳有趣的歌曲

何事做就對了。並期許自己的作品

對白與舞蹈。藉由緊湊的故事節奏、幽默的

能做到絕對的獨一無二，讓觀眾願

情節對話，傳達「施比受有福」的教育意義。

意細細品味它，所以將展覽命名

郭蓁西畫個展
時間│12/8（五）～12/24（日）
地點│3樓編織文物館

學生時期，總怕出
錯地遵循著學校體制的
教導，像是一本說明書
追尋著「美」，漸漸地
忘了那份最單純的喜愛。背起了行囊出走「日

「讀伊。獨一」陳如萍纖維創作展。希望觀
眾能悠遊自在，閱讀纖維藝術的綺麗世界。

106 學年度臺中市東勢國民中學音樂
班成果發表會「悅樂」
時間│12/15（五）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索票入場，演出前1
小時開放索票。

本」。異地的陌生人、不同民情風景，不熟

藉由辦理音樂成果發表會，提供學生演

悉又充滿未知的路上，害怕卻也多了改變的

出舞臺，展現學生在音樂學習上的成果，同

勇氣。這次個展包含了大學時期與日本留學

時讓學生從音樂發表會的展現中，盡情發揮

時期的作品，希望將這份轉變與大家分享！

創意，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生活創作寫生之旅—羅聰明師生聯展

106 學年度臺中市東勢國民中學舞蹈
班成果發表會「悅舞」

時 間│12/9（六）～107/1/7（日）
開幕式│12/10（日）10:00
地 點│3樓編織工藝館

羅聰明老師從事藝術
創作多年，除了個人創作
外，美術人才培育是羅老
師非常重視的一環。本次
展出約 50 件油畫作品，
邀請眾人與師生一起來場寫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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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時間│12/29（五）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索票入場，演出前
1小時開放索票。

本次節目演出安排
約 90 分鐘，10 首舞碼。所演出的節目多元，
含芭蕾、現代、民族、民俗等多種類型的舞
碼，讓觀眾能欣賞舞蹈所呈現之不同風貌。

11/10（五）～ 12/10（日）

擬花─蘇小夢金工創作展

1 樓文創交流區

11/17（五）～ 12/10（日）

施子儀創作展

4 樓畫廊

12/1（五）～ 12/31（日）

夢．痕─楊玉梅膠彩展

2 樓畫廊

12/3（日）

第 25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複賽暨頒獎典禮

全中心

12/8（五）～ 12/24（日）

郭蓁西畫個展

3 樓編織文物館

12/9（六）～ 107/1/7（日）

生活創作寫生之旅—羅聰明師生聯展

3 樓編織工藝館

12/15（五）～ 107/1/7（日）

云．山．水—沈東榮 2017 個展

4 樓畫廊

12/15（五）～ 107/1/14（日） 「讀伊。獨一」陳如萍纖維創作展

葫蘆墩文化中心

視覺藝術

1 樓文創交流區

表演藝術
12/3（日）10:00
12/15（五）19:30
12/29（五）19:30

葫蘆墩歡樂劇場～一休小和尚

戶外廣場／免費

106 學年度臺中市東勢國民中學音樂班成果發表
演奏廳／索票
會「悅樂」
106 學年度臺中市東勢國民中學舞蹈班成果發表
演奏廳／索票
會「悅舞」

課程／講座
12/9（六）14:30 ～ 16:30

小資族一輩子受用的理財課（講師：盧燕俐）

演講廳

9/23（六）～ 12/9（六）
每週六 9:00 ～ 13:00

刺繡技藝班（二）

4 樓編織工坊

11/4（六）～ 12/9（六）
每週六 9:30 ～ 16:30

羊毛氈創作班

3 樓編織教室

11/11（六）～ 12/16（六）
每週六 9:30 ～ 16:30

藍染設計班

3 樓編織教室

107/1/6（六）～ 3/17（六）
每週六 9:00 ～ 12:00

手縫皮革職人「初級」研習班

4 樓簡報室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9:00 ～ 10:30

【兒童藝文研習】陶笛基礎班

研習教室（一）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9:00 ～ 10:30

【兒童藝文研習】創意美術

研習教室（二）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10:35 ～ 12:05

【兒童藝文研習】烏克麗麗基礎班

研習教室（一）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10:35 ～ 12:05

【兒童藝文研習】基礎創作

研習教室（二）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13:30 ～ 15:30

【兒童藝文研習】捏塑班

研習教室（一）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13:30 ～ 15:30

【兒童藝文研習】進階素描水彩

研習教室（二）

107/1/6（六）～ 4/14（六）
每週六 13:00 ～ 15:00

【兒童藝文研習】樂高機器

4 樓簡報室

107/1/7（日）～ 3/18（日）
每週日 9:00 ～ 12:00

手縫皮革編織中級班

4 樓編織工坊

107/1/7（日）～ 3/18（日）
每週日 13:00 ～ 16:00

時尚編織手繩

4 樓編織工坊

107/1/7（日）～ 3/25（日）
每週日 8:40 ～ 10:40

製皂生活～進階班

研習教室（一）

107/1/7（日）～ 4/1（日）
每週日 9:30 ～ 11:30

【兒童藝文研習】書法班

研習教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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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精選

繽紛
典藏單位：葫蘆墩文化中心
作
者：黃麗淑
媒
材：漆器
尺
寸：高 28 公分、口徑
9 公分、底徑 15 公分、
腹圍 80 公分
創作年代：民國 83 年

本 作 品 又 名「 夾 苧 嵌 蛋 殼 圓
尊」，平口、圓肩、矮圈足，腹與
足相連。全器以夾苧為胎，內、外
壁皆髹塗黑漆，器表腹部嵌點三角
形蛋殼片，錯落散佈，黑白交輝。
足內中央以紅色漆楷書：「麗淑」
款，並接 1994 年款。作者匠心獨
運，以蛋殼片代替諸色寶石，為漆
藝創出新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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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電話│ 04-2627-4568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港區藝術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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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傳承與創新─中華民國國風書畫會 2017
作品聯展

《2017 牛罵頭藝術季─我的故鄉我的
歌》清聲似水飄美韻

時 間│12/2（六）～12/17（日）
開幕式│12/3（日）14:30
地 點│展覽室B

時間│12/3（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200元（兩廳院售票）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

清韻合唱團持

會」定期舉辦書畫展覽及學

續「練氣、練聲、練

術研討活動，分享研究心得，

身 體 」 的 宗 旨， 以

為地方文化扎根。會員現有

「聲相應，氣相求」

65 人， 其 中 資 深 會 員 多 人

的康莊大道，持續傳唱清韻。首創以雅言唱

正接掌國立大學要職，積極

和《陽關三疊》、
《琵琶行》、
《春江花月夜》，

推動書畫藝術教育，此次展

並結合國、臺語歌詞，創新詮釋演唱出《回

出皆為該會會員竭盡心力之

憶》這首耳熟能詳的合唱曲，及《西風的話》、

作，冀與各方同好相互切磋，期盼藉此觀摩

《Panis Angelicus》，以祖孫唱和，加入小學

機會，提升藝術水準，美化人心。

生童聲共同演唱，感受合唱融合溫馨美聲。

小氣財神─偶偶偶劇團

懷鄉清水─徐正彥．徐婉倩父女油畫
聯展

時間│12/2（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300,400,600,800元（兩廳院售票）

本劇改編英
國 作 品《 小 氣 財
神》，在改編的過

時 間│12/9（六）～12/31（日）
開幕式│12/9（六）10:30
講 座│後現代懷鄉寫實繪畫藝術
時 間│12/16（六）14:00
地 點│展覽室C

程當中，做適度的

美國當代懷鄉寫實

變更，以符合現今

代表─安德魯．魏斯，

的時空環境。讓觀

以鄉土色彩濃厚的寫實

眾觀賞之後，可以去思考及討論主角史古基

手法，描繪鄉村小屋與

的心路歷程以及轉變，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田野，作品表現自然之調和，創造獨特風格，

劇中主人公史古基朋友一角改為妻子的角色，

因為描寫故事可以觸動潛藏於內心的情感；

故事也將描繪史古基對妻子的思念，以及與

本展畫家的故鄉─清水，有著靜謐、透淨及

妻子之間的過往生活情景，藉此傳達當今老

甘醇的特質，對生長環境有一股思念情感，

人關懷以及老人獨居的問題。

一種浪漫的懷鄉意緒，藉由繪畫表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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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藝文
饗宴 幸福的品格，美學和哲學

時間│12/9（六）14:00～16: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費用│免費入場，請至國際會議廳入口處排隊，
13:30發號碼牌入場，發完為止。
講師│吳英明

吳英明，美國喬

並以幸福家園為主
題， 勾 勒 出 各 式 色
鉛筆、水彩、油畫等
多種媒材創作，也有
複合媒材製成立體作
品，並與美學拼圖教具─ PAZO 結合，勾勒出
多元而充滿想像力的空間展覽，將化為立體
畫布，帶給觀眾不同的藝術體驗。

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博
士，在公民社會發展

南天畫會會員聯展

的領域找到他的天賦

時間│12/16（六）～107/1/7（日）
地點│中央畫廊

與熱情；諸如：社區
總體營造、非政府組織、志願服務發展、城

南天畫會屬嶺南畫

市治理等工作。一生投入大學教育、社會教

派，在風格技法上的特點

育和社會改革。
「幸福的品格，美學和哲學」，

是佈局、重視留白，用筆

是以幸福為出發點，散播一種特殊美學，具

注重骨法，畫面賦色艷麗

有令人成長的知識力、快樂的感動力、幸福

及背景著色渲染。畫會學

的穿透力和轉化的生命力。

員也都秉持這樣的理念努

芝琴化藝，苑景成真─臺灣音樂之父郭芝
苑系列音樂會：郭芝苑與亞洲音樂
時間│12/10（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免費索票

本場演出是以臺灣現

力不懈，不斷研究，不斷
創新，不論花鳥、蟲魚、
山水、人物等，都煞費心
思去構思全局。本次展出
皆是畫會學員們的精心力
作，希望藉著展覽，能與
藝術同好相互觀摩、學習。

代民族音樂之父─郭芝苑
為主題，帶領聽眾享受一

藝文研習班成果展

場「郭芝苑與亞洲音樂」

時間│12/16（六）～107/1/14（日）
地點│清水廳

的藝術饗宴。鋼琴家陳丘
祐與小提琴家楊婉婷在郭芝苑人生最後的五
年，與他建立起堅實的忘年之交。在作曲家
於 102 年逝世後，他們不遺餘力在全臺各地
推廣他的音樂，在超過百場的音樂會裡，每
一場演出都會呈現郭芝苑的樂曲。

伯大尼與 PAZO 生活美學展
時 間│12/9（六）～12/31（日）
開幕式│12/9（六）13:30
地 點│2樓展示場

本展展出多幅兒童畫作及複合媒材藝術
創作，透過大人引導出孩子內心的純真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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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光 匆 匆 飛 逝，
即將又來到歲末時刻
了，藝術中心藝文研
習班學員們也將拾起
這段學習的時光，展
現其風華。藝術中心
自 91 年起開始辦理藝文研習班，多元的課程、
優秀的師資、美好的學習環境與空間，總是
吸引著一群熱愛藝術的同好們，在工作之餘
投入藝術創作的生活美學，本次展出以油畫
與水墨班學員的創作為主。

生命不留白─李有福 80 歲回顧展

時間│12/17（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250元（兩廳院售票）

時 間│12/22（五）～1/21（日）
開幕式│12/24（日）10:00
地 點│展覽室B

留德臺灣新生代鋼琴

遊山玩水是李

家黃郁文，自從 2015 年學

有福最愛。60 歲退

成歸國後，除了多次舉辦個

休後，亟思學習水

人獨奏會外，憑藉俊秀的外

墨畫作為老年生活

型、精湛的技巧以及對於音

規畫，幸遇許文融

樂嚴謹細膩的處理態度，逐

老師。為了蒐集創作題材，周遊世界各地名

漸獲得國內許多音樂家的矚

勝景區取材寫生。為舉辦 80 回顧展，敦請許

目。本次將安排演出莫札特

文融老師指導規劃，許老師提議應創作一幅

與蕭邦等著名曲目，以及分別由李斯特與普

長 8 公尺寬 80 公分大號作品以慶祝 80 歲，

雷特涅夫改編自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劇《胡桃

即以雲海無邊天為岸，佛光普照五臺山之意

鉗》與梅耶貝爾歌劇《惡魔羅伯》的作品。

涵完成此巨幅作品〈五臺山〉。

港區藝術中心

黃郁文 2017 鋼琴獨奏會

視覺藝術
11/5（六）～ 107/3/4（日）

清水雅集─故宮書畫新媒體藝術展

展覽室 A

11/11（六）～ 12/3（日）

愜藝．境心相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區校友會聯展

展覽室 C

11/11（六）～ 12/10（日）

戀戀風草．綠意眷活─療癒花園展

臺中清水眷村
文化園區

11/18（六）～ 12/10（日）

2017 臺中市松柏國民美展

中央畫廊、掬
月廳暨清水廳

12/2（六）～ 12/17（日）

傳承與創新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會 2017 作品聯展

展覽室 B

12/9（六）～ 12/31（日）

伯大尼與 PAZO 生活美學展

2 樓展示場

12/9（六）～ 12/31（日）

懷鄉清水─徐正彥．徐婉倩油畫聯展

展覽室 C

12/15（五）～ 107/1/7（日）

編織。五次連方─ 2017 賈瑪莉纖維藝術創作展

掬月廳

12/16（六）～ 107/1/7（日）

南天畫會會員聯展

中央畫廊

12/16（六）～ 107/1/14（日）

藝文研習班成果展

清水廳

12/22（五）～ 107/1/21（日）

生命不留白─李有福 80 歲回顧展

展覽室 B

12/2（六）19:30

小氣財神─偶偶偶劇團

演藝廳／兩廳
院售票

12/3（日）14:30

《2017 牛罵頭藝術季─我的故鄉我的歌》
清聲似水飄美韻

演藝廳／兩廳
院售票

12/10（日）14:30

芝琴化藝，苑景成真─臺灣音樂之父郭芝苑系列
音樂會：郭芝苑與亞洲音樂

演藝廳／免費
索票

12/16（六）19:30

天籟傳奇─歐開合唱團 A Cappella 港藝之夜

演藝廳／免費
索票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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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文 2017 鋼琴獨奏會

演藝廳／兩廳
院售票

12/1（五）～ 12/15（五）
10:00 ～ 16:00

一起玩種子趣─種子樹 DIY

清風樓

12/1（五）～ 12/15（五）
13:30 ～ 16:30

小森林手作坊：蝶古巴特押花小畫框

清風樓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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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日）、12/10（日）
10:00 ～ 12:00、14:00 ～ 16:30

迷璃手作工坊：手編金屬線～聖誕小樹吊飾

清風樓

12/9（六）14:00 ～ 16:00

【2017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幸
福的品格，美學和哲學（講師：吳英明）

國際會議廳

每週二 10:00

蔡慶彰─鄉愁／ 28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1:00

天才型的自由畫家─簡嘉助／ 2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4:30

以藝術之名之第五集：前衛精神／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 15:30

以藝術之名之第六集：她者的凝視／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0:00

龐均油畫─人物／ 56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1:00

黃進龍水彩─人物（下）／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4:30

畫畫說故事（1）／ 6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 15:30

MOFA 藝起 GO ─雷荷密特／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四 10:00

認識藝術家─陳金典、翁鴻盛／ 5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四 11:00

認識藝術家─李轂摩、曾維智／ 3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四 14:30

歐豪年─花木（一）／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四 15:30

MOFA 藝起 GO ─卡波／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五 10:00

歐豪年彩墨─人物（二）／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五 11:00

劉國松現代水墨技法四講（2）／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五 14:30

薛平南書法篆書篇（上）／ 46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五 15:30

MOFA 藝起 GO ─葛雷柯、盧奧／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0:00

歐豪年彩墨─動物（一）／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1:00

龐均油畫─生涯（二）／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4:30

MOFA 藝起 GO ─達文西、范戴克／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5:30

龐均油畫─生涯（一）／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0:00

發現者─巴洛克感官之旅／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1:00

發現者─俯拾皆人生／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4:30

MOFA 藝起 GO ─葛雷柯、盧奧／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5:30

畫畫說故事（3）／ 62min

美術家資料館

12/17（日）14:30

課程／講座

電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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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2392-1122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201號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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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水漾花彩─漫步花花世界的行旅」
特展

展出作品包含國畫、書法、色鉛筆繪畫、手

時間│10/28（六）～107/1/7（日）
地點│展覽室A

您前來欣賞，一同分享交流創作的喜悅。

為迎接
2018 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
會，屯區藝
文中心與彰

工皮雕、種子飾品等各種類型創作品，歡迎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相聲 2 勢力
《拆黃鶴樓》相聲瓦舍
時間│12/2（六）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300,400,500元
（兩廳院售票，已售罄）

化生活美學
館共同策辦
「水漾花彩
─漫步花花世界的行旅」特展，邀請中、彰、
投等縣市老、中、青三個世代的水彩畫家王
輝煌、蔡維祥、粘信敏、黃騰萱、劉彤渲等 5
位藝術家參與展出，以「花卉」與「旅行」
為策展主題，透過不同世代畫家眼中對「花
花世界」解讀的意涵，引領觀眾漫步在花卉
風情裡。

志得其樂．藝起呈現─ 106 年度志工
暨屯藝學堂研習成果聯展
時間│11/18（六）
～12/10
（日）
地點│美學空間

迎接 2017 年歲
末，屯區藝文中心
志工隊夥伴及屯藝
學堂學員將以展覽
形式呈現一年以來
的豐碩學習成果，

鑼鼓一響，舞臺上閃出「張飛」這個大
花臉將軍，可是他走起路來為什麼扭扭捏捏
的活像個大姑娘呢？原來是調皮的宋少卿，
故意要欺負飾演「張飛」的馮翊綱，再加入
黃士偉一旁瞎攪和。《拆黃鶴樓》是由馮翊
綱、宋少卿將他們初出江湖的傳統段子《黃
鶴樓》，一步一步重新拆解，將文本重新創
意詮釋，以新演出《拆黃鶴樓》，讓觀眾再
度看見經典的魅力。

超越石空─傳統 創意 嶄新～臺中市愛
石協會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成果展
時 間│12/2（六）～12/30（六）
開幕式│12/2（六）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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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展覽室B

這是一齣
音 樂 舞 臺 劇，
談論緣份來
臨， 總 在 不 經
意 時， 一 個 轉
身，一個誤會，
就能讓緣份延
續，只要你願意。劇中一對因誤會而相識的
戀人，藉由音樂串起一首首好聽動人的歌
曲，這齣戲是由臺中高分院歌詠社及葫蘆墩
劇團攜手演出，這也是高分院歌詠社 20 週
年的代表作品，前世今生，緣起不滅。

本次展覽除期望提升石頭自身之藝術
性，亦能對整體佈局與內容詮釋有所突破，
藉由對雅石深入的真誠觀察，使雅石與自我
融合，整頓處理內容與形式，將作者內心的
想法表達出來，解放過去束縛，逐漸醞釀出
嶄新創作方式，開拓雅石新思維的創意展
現，延伸創作者的藝術新生命，此即為「嶄

《星晞望管弦樂團 106 年年度音樂會
─找樂子》
時間│12/17（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2/1（五）9時起於服務臺免費索票，1人2
券，索完為止。或洽0932-950-050星晞望
管弦樂團索票。

新」之內涵。

聖誕花樹
時間│12/16（六）13:30～16:30
地點│B1藝享空間
費用│500元（名額20位）

本課程邀請專業
植物治療師，教您運
用乾燥花、乾燥松果、

多愛樂學子所組成。樂團相信音樂所帶給眾

合，製作出可愛又精

人的力度與生命厚度不曾遞嬗，每年皆選擇

緻的聖誕樹，絕對是

不同的地點和城鎮舉行音樂會。六周年的樂

聖誕節不可錯過的體

團音樂會來到屯區藝文中心，每場音樂會都

驗課程，歡迎有興趣

將帶給聽眾朋友驚豔的時刻，今年樂團將帶

的大、小朋友報名參加。

來什麼樣的驚喜演出呢？音樂會中會找到什

《前世今生─緣起不滅》─臺中高分
院歌詠社、葫蘆墩劇團
時間│12/16（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演出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現場劃位，1人1
券，索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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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晞望管弦樂團成立於 2012 年，由許

人造花及種子等組

麼樂子呢？等你一起來揭曉。

聖誕糖霜餅乾
時間│12/23（六）13:30～16:30
地點│B1藝享空間
費用│350元（名額20位）

做好吃又好玩的聖誕

古人常以送梳子

造型糖霜餅乾，初學

或紙扇來詮釋浪漫愛

者也能輕鬆上手，歡

情，代表白頭偕老。

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報名參加，體驗一個

現今也賦予著健康長

甜甜的聖誕節吧。

壽、順利發財等涵義。
本堂課將教您運用金

金情意，健康順發梳
時
地
費

屯區藝文中心

報名時間│ 106 年 12/23（六）9:00 起於
本中心服務臺現場報名。

本課程邀請專業
烘焙老師，教您動手

間│ 1/13（六）14:00 ～ 16:00
點│ B1 藝享空間
用│ 450 元，名額 20 位。

箔，繪製出充滿喜氣又吉祥的古代木梳，也
可以當刮痧按摩小物使用，送人自用兩相宜，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

視覺藝術
10/15（日）～ 12/17（日）

「臺中世界花博文化參與─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
─傘亮花博、閃耀臺中」裝置藝術展

展 覽 大 廳、 戶
外廣場

10/28（六）～ 107/1/7（日）

「水漾花彩─漫步花花世界的行旅」特展

展覽室 A

11/18（六）～ 12/10（日）

志得其樂．藝起呈現─ 106 年度志工暨屯藝學堂
研習成果聯展

美學空間

12/2（六）～ 12/30（六）

超越石空─傳統 創意 嶄新～臺中市愛石協會第
十四屆第一次會員成果展

展覽室 B

12/16（六）～ 107/1/14（日）

一分之五十五─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
第八屆專題製作畢業展

美學空間

12/2（六）14:30

2017 臺中花都藝術季─相聲 2 勢力《拆黃鶴樓》
相聲瓦舍

演藝廳／兩廳
院售票

12/9（六）14:30

《聖誕不誠實》魔術親子音樂劇─甄藝樂場

演藝廳／兩廳
院售票

12/16（六）19:30

《前世今生─緣起不滅》
臺中高分院歌詠社、葫蘆墩劇團

演藝廳／索票

12/17（日）14:30

《星晞望管弦樂團 106 年年度音樂會─找樂子》

演藝廳／索票

12/10（日）10:00

親子繪本故事屋：故事大冒險

B1 藝享空間

12/10（日）14:30 ～ 16:30

【講座】用故事洞察世界，玩轉創意人生
（講師：郝廣才）

3 樓大會議室

12/16（六）13:30 ～ 16:30

聖誕花樹

B1 藝享空間

12/17（日）10:00

親子繪本故事屋：Mrs Honey’
s Hat

B1 藝享空間

12/23（六）13:30 ～ 16:30

聖誕糖霜餅乾

B1 藝享空間

107/1/13（六）14:00 ～ 16:00

金情意，健康順發梳

B1 藝享空間

107/2/13（二）9:30 ～ 12:30

汪事如意．插花研習

B1 藝享空間

表演藝術

課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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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藝文空間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投稿方式：
欲於 2 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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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擎天剛 子問佛相銅雕展
時間│12/1（六）～107/1/4（四）週二至週日
9:00～17:00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傳習館（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號）
費用│免費
電話│04-2375-9366

多年來透過修行
與創作，體悟數千年
佛（宗）教定義，以
及對「相」的認知，
佛的真實，亦是「無
限」；若是「無限」，
格局與空間亦是相
同。若造像也是無限
規則呢？由此產生此次「破相而造像」之
創作靈感，能讓人們放下外在「規則」，
而得無限寬廣的真實與真理。

電話│ 04-2534-3859

獻給您和孩子一生難忘的回憶，讓我
們為您的孩子戴上狀元府獨有、特製的「花
翎官帽」，頭戴花翎，祝福他（她）功成
名就、名祿雙收。全臺獨一無二的「狀元
抓周」禮俗，請至「摘星山莊官網」報名
預約。

與自然有關─巴里島旅居生活與自然建
築
時間│12/10（日）15:00～17:00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惟和館（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號）
費用│500元
電話│04-2375-9366
講師│曾志偉／自然洋行建築設計團隊創辦人與
設計總監

藉由人為構造體及地貌因素，將建築
空間轉化成為自然與人之間的一種空間介

「武狀元抓周」2017 開始報名─頭戴
花翎、好事「花」生、行行出狀元

質，透過人類動物性的感知所散發出的居

時間│ 12 月份每週六 9:00 ～ 18:00
地點│摘星山莊（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 88 號）
費用│ 1388 元

種新的生活實驗活動可能性，並試著打開

住原始初衷。本講座將帶領聽眾探索另一
所有的感官，用視覺、聲音、氣味、味覺
來接觸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宇宙，溫馨、寧
靜、自在、愉悅並充滿能量。

花島書店講座
時間│12/10（日）15:00～17:00
講題│ 活在霧中的─崎雲詩集「無相」分享會
時間│12/16（六）14:00～16:00
講題│重返虛構的海─詩人林達陽座談會
地點│花島書店（臺中市西屯區福星北三街35
號）
電話│0963-59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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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基金會邀請您一同參與「愛心 關

時
間│12/16（六）9:00～12:00
集合地點│永琦百貨（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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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能釋放

懷 希望」─歲末送暖公益園遊會，幫助臺
中植物人安養院安養、到宅雙軌服務經費
募集，敬邀闔府蒞臨支持，讓弱勢者獲得

其他藝文空間

快樂寫生日

妥善照護。

小蝸牛市集
時間│12/30（六）～12/31（日）10:00～17:00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戶外園區（臺中市西區林森
路33號）
費用│免費
電話│04-2375-9366

平日的壓力，轉
而吸收藝術的芬
多精。快樂寫生
日邀請大家一起

如何除舊

探尋美的原處。
12 月 16 日上午水彩畫家孫少英老師將帶領

布 新？ 106 年

百位南臺中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們，共同速

的倒數二天就

寫臺中自由路商圈糕餅街，迎接聖誕佳節。

來演武場跟小
蝸牛一起快樂

創世基金會「愛心 關懷 希望」─歲末
送暖公益園遊會

採買，迎接嶄

時間│12/16（六）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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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84-1126轉9 歲末送暖小組

小蝸牛市集以「有機小農生活美學．創意

帥化民
Monica Corgnati

前國防管理學院中將院長、立法委員
歐洲旅遊達人

新 的 107 年。
設計分享生活」概念，跟演武場的好朋友
們共度每月一次周末好時光。

真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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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鄭華容

著

金石堂、誠品、博客來 全面熱賣

旺旺中時集團-商訊文化 出版

洽詢電話：（02）23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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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流光溢彩─文化尋根 創價藝文典藏系
亮點 列展
9/27（三）～107/1/6（六）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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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延伸的純真─唐壽南＆張立曄雙
個展
11/11（六）～12/31（日）12:00～20:00
大雋藝術（臺中市南屯區惠
文路489號）
免費
04-2382-3786

跳躍的樂章─蔡其祥繪畫傳情
歡樂畫室
10/3（二）～12/15（五）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臺中市東勢區
豐勢路297號）
免費
04-2577-1919
轉507

12/1（五）～12/27（三）週一至週五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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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崇智畫展～怡然
巧可的冒險─林儒鐸個展
11/7（二）～107/2/28（三）
台中日月千禧
酒店（臺中市
西屯區市政路
77號）
免費
04-3705-6000

豐富之旅—陳正雄木雕創作展
11/11（六）～12/10（日）13:00～21:00
鶴軒藝術（臺中市西
屯區臺灣大道二段666
號）
免費
04-2313-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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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五）～12/31（日）
星漾商旅台中一中
館2樓星廳（臺中市
北區錦南街17號）
免費
04-2228-9008

曾立馨─無以名狀演唱會
12/2（六）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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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單人票550元
04-2229-3767

繆思之神／ Mi Musa

翰墨飄香─十二金釵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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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二）～107/1/12
（五）
猿緣園藝術館（臺中市南區文
心南路919號）
免費參觀
04-2260-3888

單簧管與 DJ聖誕 Party－ Clarinet &
DJ

西班牙 Tablao-Sin Alas折翼

12/16（六）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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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套票360／
人、現場單人票550元
04-2229-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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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面對著生命進程中
最大的關鍵考驗：覺醒＆開悟」
江慶淇

著

「靈性開悟」從亙古至今就是我們人類發展進程中最神聖最崇高的議題，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最終的靈性歸宿。
《華盛頓郵報》票選為當今人類最奢華、最高不可攀、最不可用任何財物、地位和權利所取得的生命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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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工藝之美─夾紵漆器
文、圖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來到了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

▲ 廖勝文漆畫作品〈湖心亭〉。

民國 5 年，日人在臺中市新富町二丁目

家具裝飾，明代更有《髹飾錄》詳撰漆藝

一番地（現今民族路接近三民路），設立

技法，可見其歷史悠久並與生活關連緊密。

「山中工藝所」，製造美術工藝品，也開
啟了漆器技藝於臺中發展之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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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繁雜 製作困難

漆器歷史可遠溯至河姆渡文化時期，考

傳統夾紵漆器又稱脫胎漆器，是先製作

古發掘遺物出土漆木碗，迄今已將近七千年

土坯形體，以生漆與棉布一層一層相疊，形

歷史，漆器使用的生漆係採自漆樹汁，其有

成堅硬胎體，再經刮灰、髹漆、描繪裝飾

耐酸、耐熱效能，塗刷於器物上具有隔絕

或貼片裝飾等，工法繁雜，製作方式是先

效果，可防止木材腐壞，因此其後也發展至

以泥土或石膏或木模等製成內胎，再以生

漆為黏著劑，以棉布逐層裱褙，連續塗上

廖勝文作品〈脫胎漆瓶〉。
廖勝文作品〈福氣〉。

▲

兩道漆灰料，陰乾後再脫去內胎，再經由
填灰、刮灰、貼覆、上漆、打磨、陰乾等
十餘道技法處理，最後再施以彩漆或描繪、
貼片等各種裝飾，脫胎漆器才算完成。
除了製作過程繁複外，另一方面，
漆成分中的漆酚也會讓大多數接觸者過
敏，皮膚產生紅腫、灼熱、搔癢的情形，

求而生，早期

也就是俗稱的「漆咬」，致使漆工藝製作

除了日人來臺

增生困難。

教授漆藝，也

以生漆塗裝製成漆器，也常見於古代生

有大陸福州師

活器物，但多以木胎製品為主，直到魏晉

傅，當時多採

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延續印度佛教「行

學徒制，邊做邊學，由繪圖開始，到工具

像」做法，即是將抬著佛像出行，類似今

製作、打磨技法等，生產漆器多銷回日本，

日「遶境」，為減輕佛像之重量，而發展

而至戰後，日人撤回即停止生產，臺灣本

出夾紵造像技法，漸漸也發展成藝術觀賞

地之習藝前輩，也有轉業情形，然民國 70

漆器製品。而夾於漆層中之裱布，也分苧

年代，日本來臺尋找漆器製作廠商，輾轉

麻、棉布、絲織等，但多以棉、麻較普遍。

經由已故陳火慶藝師與豐原木器廠合作，
製作漆器杯、碗、筷等生活器具外銷日本，

古藝創新 展現漆工藝之美
臺灣漆工藝文化由日治時期之產業需

創造相當輝煌的漆器外銷業績。
鑑於夾紵漆器技藝的特殊性與地方性，
臺中市於 105 年公告登錄為傳統藝術─傳
統工藝類，保存者廖勝文藝師，其自 85 年
接觸漆工藝，與已故陳火慶漆藝大師習藝，
迄今未曾中斷，深研夾紵漆器 20 年，在創
作過程中，不斷尋求從傳統技法突破、創
新的可行性，嘗試與各種現代材質做結合，
希望將漆工藝導入生活，夾紵漆器作品以
瓶類器型較多，裝飾手法則囊括漆工藝各
式各樣，近幾年開始嘗試漆畫創作，展現
漆工藝的多樣與繽紛美感。
參觀資訊

髹漆彩飾─廖勝文漆藝展
時間│ 12/30（六）∼ 107/1/17（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
▲ 廖勝文藝師致力創新，希望將漆工藝導入生活。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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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

很久很久以前…
館名

時間

地點

英語故事屋

12/2（六）、12/9（六）、
12/16（六）14:00

1樓兒童室

悠遊繪本說故事

每週日10:00

1樓兒童室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西屯假日故事屋

12/3（日）14:00～15:00、
12/9（六）14:00～14:40、
12/23（六）14:00～15:00

1樓兒童閱覽區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保母說故
事：獅子大開口

12/9（六）10:00～11:00

2樓嬰幼兒區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廟埕講古─故事甜甜圈

12/9（六）10:00～11:00

寶興宮臨時服務處
2樓教室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大嘴鳥說故事

12/9（六）、12/23（六）
10:30～11:30

2樓親子共讀室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12/9（六）15:00～16:00

2樓兒童區

瑪利媽媽親子樂樂屋：繪
聲繪影─繪本親子共讀

12/16（六）10:00～11:00

2樓兒童區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12/16（六）15:00～16:00

4樓兒童區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12/23（六）15:00～16:00

兒童區

潭子分館
04-2531-9339

荳荳故事屋

每週六10:00

B1多功能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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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兒童閱覽區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就愛說故事

每週六10:00～11:00

1樓兒童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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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故事精靈說故事

每週六10:00～11:00

兒童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魔法故事屋

每週六10:00～11:00

2樓兒童閱覽室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故事萬花筒

每周六10:3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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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樓演藝廳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中文說故事

每週六10:00～11:00

多功能活動室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

每週六10:40～11:40

兒童室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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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太平分館
04-2279-7786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東區分館
04-2283-082
龍井龍津分館
04-2630-0993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中文說故事

每週六14:00～15:00

兒童室

快樂故事屋

每週六15:00

1樓兒童室

週六故事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15:00

B1兒童室

歡樂親子故事屋

每週六15:00～16:00

1樓嬰幼兒閱讀區

故事點點名

每週六15:30

2樓說故事區

親子歡樂故事屋

每週日10:00～10:30

幼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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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閱有趣
館名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豐原分館
04-2515-6756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雅圖讀書會

12/2（六）10:00～12:00

寶興宮臨時服務處
2樓教室

逢甲讀書會

12/6（三）9:30～11: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親子讀書會

12/6（三）19:30～20:30

親子讀書會

12/8（五）、12/22（五）
19:00～20:30

多功能空間

志工讀書會

12/12（二）14:00～16:00

3樓研習教室

好書閱讀分享

12/24（四）19:00～21:00

烏日分館快樂讀書會

12/28（四）19:00～20:30

石岡滿天聽親子讀書會

每週二10:30～11:30

葫蘆墩讀書會
爆米花親子讀書會

每週三19:00～20:00
每週四10:00～11:00

2樓兒童閱覽室

2樓研習教室
5樓多功能研習室
2樓親子共讀室
1樓藝文館研習教室
3樓漫畫室

電影時刻
館名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活動名稱
女性影展
世界各國電影欣賞

時間
12/2（六）、12/9（六）
10:00、14:00
週五～週日14:00
週六、週日10:00

地點
2樓演講廳
2樓演講廳

小螞蟻電影院─天外奇蹟

12/3（日）10:00～12:00

2樓會議室

小螞蟻電影院─天空之城

12/10（日）10:00～12:00

4樓兒童區

電影饗宴

12/16（六）、12/23（六）
兒童室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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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
悅讀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潭子分館
04-2531-9339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小螞蟻電影院─我是馬拉拉

12/17（日）10:00～12:00

兒童區

下課後電影院

每週三14:00

2樓研習教室

西屯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10:00

1樓兒童閱覽區

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14:00

3樓視聽室

週末電影院影片欣賞

每週六14:00

5樓多功能研習室

週六來去神圖電影院

每週六14:00

1樓大廳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

每週六14:00～16:00

2樓會議室

假日放電影

每週六15: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週末電影院

每週日14:00

4樓視聽室

影片欣賞

每週日14:00

3樓視聽室

電影欣賞

每週日14:00

3樓多媒體教室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14:00～15:30

2樓視聽欣賞區

開 講 囉!
館名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走讀太平─鄉村體驗之旅，
傾聽頭汴坑的故事

12/10（日）9:00～16:00

聖和宮集合

12/8（五）19:00～21:00

B1多功能研習教
室

12/14（四）9:00～11:0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12/16（六）14:00～15:30

3樓視聽室

潭子分館
04-2531-9339

【讀一本書講座】美字基本功─
硬筆書法之美（講師：侯信永）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北區分館
04-2236-2275

地點
多功能活動室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時間
12/3（日）9:00～17:00

【E起來讀冊網路讀書會】
巡迴講座─圖說台灣ㄟ代誌
（講師：楊蓮福）
搶救惡視力
（講師：林晏夙）

總館
04-2422-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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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留戀的母語與本土故事（講
師：黃豊昌、簡素津）

【讀一本書講座】講古：有
趣的台灣圖書館發展
（講師：林慶弧）
賽斯公義講座
（講師：林玲如）
群復中醫講座
（講師：黃瀞瑩醫師）

12/17（日）10:00～11:3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12/21（四）14:00～16:00

B1自習室

12/30（六）14:00～15:00

親子閱讀室

【讀一本書講座】溫暖療癒的大
人系英文繪本（講師：李貞慧）

12/23（六）14:00～15:30

5樓研習教室

大墩分館＆葫蘆墩分館 影片播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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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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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六）14:00

52個星期二／114min／美國

12/3（日）14:00

不可能的太空任務／55min／美國

12/9（六）14:00

真愛二作劇／127min／印度

輔

護

12/10（日）14:00 老人與生活／60min／阿根廷
12/16（六）14:00 愛情無全順／101min／臺灣
12/17（日）14:00 舞出未來／90min／美國

普

護

護

普

12/23（六）14:00 即刻救援 3 ／ 115min ／美國

輔

12/24（日）14:00 出埃及記：天地王者／150min／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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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六）10:00

歸鄉三部曲：歸來的人／84min／臺灣、緬甸

12/2（六）14:00

歸鄉三部曲：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105min／臺
灣、緬甸 護

12/3（日）10:00

歸鄉三部曲：冰毒／95min／臺灣、緬甸 輔
再見瓦城／108min／臺灣 輔 鄭秉泓映前導讀，映後解析
（借書滿6冊，即可索票入場）

12/3（日）14:00
12/9（六）10:00

冰川三部曲：第七大陸／104min／德國

12/9（六）14:00

冰川三部曲：班尼的錄影帶／105min／德國

12/10（日）10:00 冰川三部曲：禍然率71／95min／德國

護

輔
輔

護

再見柏林／93min／德國 輔 張全琛映前導讀，映後解析（借
12/10（日）14:00 書滿6冊，即可索票入場）
12/16（六）10:00 遷移啟事／86min／臺灣

普 （導演映後座談）

12/16（六）14:00 愛‧慕Amour／127min／法國、德國
12/17（日）10:00 汾陽小子賈樟柯／98min／巴西
12/17（日）14:00 白色緞帶／137min／德國

輔

普

護

12/23（六）10:00 漢內克的導演祕密／92min／奧地利

輔

電影講座：藍祖蔚─臺灣電影的昨日、今日與明日（1樓演
12/23（六）14:00
講廳）
12/24（日）10:00 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性別電影院）／90min／法國

輔

12/24（日）14:00 伊莎貝雨蓓【情事三部曲】鋼琴教師／130min／法國

限

伊莎貝雨蓓【情事三部曲】謝謝你的巧克力／99min／法國
12/30（六）10:00
輔
12/30（六）14:00 伊莎貝雨蓓【情事三部曲】儀式／112min／法國
12/31（日）10:00 曾經愛是唯一／85min／美國

輔

護

12/31（日）14:00 曼哈頓戀習曲／104min／美國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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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
推薦

小腳ㄚ的城市大體驗
每月推薦
臺中是我們孩子生長的城市，該如何帶著
這一群在都市裡長大的孩子，去理解這片他們
稱之為故鄉的土地呢？我們決定帶著孩子，從
生活中，去觀察、去體驗、去探索這個美麗的
臺中，那麼，他們才能以專屬於自己的文化特
色與創意展現，帶著對於土地的認同與關懷，
擁抱更寬廣的世界。
本書呈現了「美麗的臺中」主題方案發展
歷程中，幼兒園教師如何從「地方本位教育」
的角度出發，引領學前階段幼兒接觸與覺察社
《小腳ㄚ的城市大體驗》

作者：唐富美、詹文娟、四季
文化
出版者：四季文化
出版年：103 年 5 月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或線上借閱電子書

會文化的內涵，提高對周遭環境與在地文化的
認同感，進而產生對於自己居住土地的在地之
愛與人文關懷。
書籍內容除了呈現幼兒園方案教學、藝術
課程、教學情境完整的規劃與準備，更詳盡描
寫「在地文化」課程的多元發展路徑，以及方
案取向教學的過程。其中包括了主題網的構思、
主題牆的建置、戶外參訪、專家人員的諮詢及
協助、幼兒的觀察記錄及建構、創作分享展示
等等。幼兒在主題方案探究歷程中，學會看見、
學會感受，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展開關懷城
市的具體行動，讓自己也能成為改變城市的一
股力量。完整詳實的課程紀錄，帶領讀者一探
臺中在地文化的教育實踐方向。

【作者簡介】
唐富美／作者
四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及四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創辦人。四
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為一所結合藝術美學與創造力發展的創客學校，更是全國唯一
兩度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的私立幼兒園，曾多次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方案
教學、藝術教育等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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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運動，是共同的興趣；
專業學習，是持續的累積；
冒險創新，是永遠的思維；
用愛、信任與包容，

打造如大家庭般快樂的工作環境。

職場人的幸福選擇

職場快樂工作學

教育訓練，是一貫的堅持；

開啟一個感動服務的時代，
職場人夢想中的幸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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