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導覽

25th 全國兒童
聯想創作畫得
獎作
品展─飛進總
統府

P.4

今年邁入第
26 屆 的「 全
國
兒童聯想創作
畫
比 賽 」， 是 由
葫
蘆墩文化中心
主
辦。第 25 屆的
36 件得獎作品
，將從 4
月 1 日起於總
統府展出，期
待
讓
更多人
看見畫說豐富
生命故事的作
品。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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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藝遊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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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老師與微笑
嬤唸啥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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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歌的魅力
何 在？ 連 國 寶
阿 嬤 也 瘋 狂，
本場音樂會由
國寶級楊秀卿
老師和微笑唸
典唱段《母
日帶來精采的經
歌團於 4 月 29
生肖》等。
子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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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少英在臺中
列活動 封底裡
系
」
「寫生藝術

資深畫家孫
廣
一
少英 直致力推
及
月
4
，
生
寫
水彩
臺
的
麗
美
在
份
5月
素
「
有
將
館
學
中文
生
寫
、
座
講
彩
描水
水彩
活動，邀您來用
及展覽」等精采
繽紛多彩。
畫記錄生活中的

2018 春 唱 阿 卡 貝 拉 瘋
台灣─荷蘭 The Junction
人聲樂團巡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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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神來
囉， 就 用 阿
卡貝 拉熱 情
迎 接 她。 屯
區藝 文中 心
在 4 月 20 日
舉 辦《2018
春 唱 》， 歡
迎大家一起來大力吶喊春天
。

2018 世界閱讀日─青春時光機系列活動
是否曾有一本書留在你深深的記憶
裡？響應世界閱讀日，臺中市圖「青
春時光機」系列活動帶你重溫閱讀時
刻：紀念藏書票兌換、主題書展、實
體解謎遊戲，以及專屬閱讀者的公園
閱讀村。來吧，時光機將要啟航！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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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葫蘆墩文化中心

從一個圖形發展成一幅畫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從彎曲線條揮灑出一個世界

由

25 年，孩子的想像力不曾停止

賽」，在今年度邁入第 26 屆，累積收集

25 年，累積的魔幻力量年年精采

逾 210 萬份的作品，走過四分之一世紀

看似尋常有限的圖形，透過不經修飾的

的賽事，從起初的區域性比賽，只針對

線條與獨特鮮明的構圖，

中彰投地區開放徵件，由座落於臺中市

注入嶄新元素，開拓無限想像與自由創

山線地區的葫蘆墩文化中心引領、見證

作的繪畫視野

及陪伴孩童藝文教育的成長，並於 94 年

所主辦的「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

起擴大轉型為全國指標性的繪畫競賽。
走入四分之一世紀的此時，
乘著孩童創意的翅膀
帶著天馬行空的想像，飛進總統府

一年級-第一名：陳亭融

三年級-第一名：陳竑睿

二年級-第一名：陳泓頤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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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第一名：楊雅婷

四年級-第一名： 瑋昕

簡單圖形的魔力 啟動無限創意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跳脫傳

六年級-第一名：卓弘岳

年度的比賽，期待透過畫作，啟發更多
的藝術泉源，茁壯更多的藝術種子。

統美術教育制式思維和刻板繪畫技巧，

去年度第 25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

利用簡單圖形作為聯想創作基礎，透過

比賽，總計徵得九萬一千六百四十件初

圖形形狀與位置，讓孩子們自由發揮聯

賽作品，收到這麼巨量的作品，對於評

想，激盪想像力，畫出不同的故事和體

審團隊老師是一大考驗。最後經由評審

認，而應用圖形想像創作出來的作品，

老師認真評選後，選出各年級入選 70 幅

鼓勵孩子們跳脫圖形既有的認知框架，

作品進入決賽，總計 420 名學童雀屏中

發展獨立構思能力，以及訓練他們運用

選（其中離島學童入選 16 名）；在去年

多元方式（如複合媒材、非單一技法等）

12 月 3 日決選出 72 幅（各年級第一名 1

表現畫面完整性，讓孩童在造形發展的

人、第二名 2 人、第三名 3 人、優選 6 人）

創作過程中開發認知、符號語言、聯想

最優秀的得獎作品。其中，前三名的作

等心智潛能，並將「思考如何與眾不同

品，無比幸運地將在總統府展出，這是

的方法」運用在未來日常生活的創意發

聯想畫舉辦以來的首度榮耀。

想上。

一個簡單圖形創造了學生無限聯想創

簡單圖形的魔力開啟孩子們腦中的無

意的繽紛世界，在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

限創意，每一位小朋友面對相同的符號

中，葫蘆墩文化中心每年收到如雪片般數

卻有不同的詮釋，豐沛的創作能量常令

量孩子的創意，期盼今年有更多的孩童來

人驚豔。

參加比賽，透過畫作揮灑無邊際的想像與
未來，以及盡情畫說自己的生命故事。

全國唯一
36 位小藝術家總統府展畫作
在地深耕 25 年的繪畫比賽，乘著這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得獎作品展
時間│ 4/1（日）～ 6/29（五）週一至週五

些孩童創意的翅膀，帶著天馬行空的想

9:00 ～ 12:00（11:30 前報到完畢）

像，將在 4 月 1 日起飛進總統府，藉由

4/14（六）、5/13（日）、6/2（六）

總統府的高度與視野，在兒童節的時序，
向全國民眾展示兒童藝術繪畫也可以有
不同的表現方法，吸引更多孩童參加 107

8:00 ～ 16:00
地點│中華民國總統府 1 樓西大門廊道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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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為推廣城市的閱讀風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 100 位文化相關
領域的知名作家、名人、專家、學者等，進入本市校園以及臺中市區
內的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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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對閱讀、文化更感興趣，並實踐
閱讀生活化的理念。4 月起即將全面啟動，敬請期待！（詳情請見文
化局官網）

以媽祖信仰為主題（不限區域、年
代），例如參與遶境、參拜、祈願
等相關之經驗，題目自訂，字數以
1500至2000字為原則。

徵稿對象不拘（年齡不限，亦無國
籍、居住地等限制，惟須以中文繁
體創作）。

請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簡章，一律採
紙本掛號報名。

前300名投稿者，贈送媽祖環保杯套1只。

本月推薦

臺中市

文化專車活動

107 年度臺中市媽祖文化專車活動，分為二梯次辦理， 第一梯次為 107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27 日，第二梯次自 8 月 18 日至 9 月 16 日共 18 個週末假日，
於每周六、日發車參訪本市共 11 座媽祖宮廟，每條路線安排參訪媽祖宮廟及媽
祖文化相關藝文行程，帶領民眾進行一場媽祖宮廟的文史簡介與臺中相關地景
文化深入導覽之旅。
預計於 107 年 4 月 9 日（一）至 4 月 13 日（五）開放報名，每位最多可報
名 4 個名額，歡迎民眾踴躍報名。（本局保有活動調整時間之權利，請依官網
公告為主）

第一梯次

5/5 ( 六 ) ～ 5/27 ( 日 )
第二梯次

8/18 ( 六 ) ～ 9/16 ( 日 )
地點│臺中市 11 座媽祖宮廟
費用│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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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講座】我就這樣轉大人─
《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品嚐人生百味

講師：張慧慈

張慧慈，七年級生，臺大社會研究所碩士畢業的她，來自一個經
濟弱勢的家庭。從國小開始，就得幫忙家庭代工賺錢，中學時代當
過女工；大學時靠著好文筆，四處申請獎學金貼補家用。
她曾經想過當黑道，卻苦於沒有成為老大的捷徑，只好憤而
改選另一條道路：專心讀書！讀書不僅帶給她更開拓的視野，
也讓她懂得諒解母親的為難，人生中飽嘗因「經濟能力」與「社
會階級」的差異而遭受到的挫敗。
來聽聽張慧慈分享一位藍領階級女兒的脫貧故事，以及
現下年輕世代想望翻轉的努力和困境；本場活動安排網路人
氣作家吳曉樂小姐擔任主持人，以互動活潑的方式進行演講，
邀請您一同來《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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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講座】
行形攝色 Formosa &
攝影人的影像後製
講師：廖光華、黃龍文

4/21（六）14:00 ～ 16: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視聽放映室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廖光華老師服務於廣告設計界 20 餘年，擁
有豐富的影像專業知識與設計實戰經驗；黃龍文
老師為平面設計金牌講師，擁有數萬小時的教學
經驗，活動中將融合學界與業界的專業經驗，透
過攝影作品展示與討論，如何透過修圖技巧讓作
品不失真又更顯完美。
拍照要心境，修圖要夢境，利用各種攝影技
巧在數十秒的時間內，保留光與影的氛圍，讓畫
面停格在印心的瞬間，用照片記憶美麗寶島臺
灣，走！我們將帶你揭開 Formasa 的美麗面紗。

表演工作坊
─

《 台北男女》

本月推薦

《台北男女》是關於現代人面對愛、生活、身分的
反思戲劇，我們試圖將劇場還原為「社會論壇」的角
色，重新審視我們的現實生活，盡情地展現出所有在
這塊土地上成長，不同生命階段，時而鮮明、時而深
沉的種種快樂與哀愁。用自嘲的方式來檢視現今社會，
期待觀眾在哈哈大笑的同時，疑惑眼角流下的淚水。

4/21

（六） 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600,900,1400,1800,2400,
2800,3200 元（兩廳院售票）

《2018「驛動百年城」舞展》─台灣青年舞團
承接過往優良傳統的年度舞展系列 2018《驛
動百年城》舞展，節目安排將本著融入地方特色
的精神，以愛家鄉、愛土地的精神，整合大臺中
各區的鄉土風華與人文特色，整合臺中的在地風
情縮影，編成一個完整而豐富多情的舞蹈作品，
包括了過去與現在、這裡與那裡，關係我們周遭
這些人與那些人的視野與關懷，所呈現的臺中特
色款青春風情畫的舞展節目。

4/28

（六） 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200,300,500 元（兩廳院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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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藝遊葫蘆墩

國寶楊秀卿老師與微笑唸歌團
《國寶阿嬤唸啥咪歌》

4/29

（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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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價│100 元（兩廳院售票），【2018
藝遊葫蘆墩】3 場套票 8.5 折優惠

唸歌文化在臺灣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傳唱
間不斷加入新時代的概念，目前，在微笑唸歌團的
創新下，進入另一階段的新融合。此次與國寶級楊
秀卿老師一起，將帶來唸歌的傳統經典唱段《母子
答》、《十二生肖》，及新創改編《哪吒鬧東海》。
演出期間，我們除了介紹唸歌相關文化背景
外，還帶來臺語「四句聯」教唱，讓民眾在短短
的一小時內，除了欣賞到國寶級阿嬤楊秀
卿老師的精湛技藝，也藉由簡單的四句
聯教學，可以自己用唸歌自我介紹，讓
民眾在欣賞唸歌文化之餘，也親身體驗
傳統之美。

陳海源水墨創作展

真 情 臺 灣

水墨家陳海源老師依循古訓「師法自然」精神，四處寫生、攝影，
將風光旖旎、四季宜人的寶島臺灣風光一一入畫，欣賞陳老師作品，猶
如臺灣環島一周看盡福爾摩沙各地名勝美景。
陳海源老師以細膩的筆觸，柔雅的畫風，表現「師諸造化」、親切
溫 潤 的 風 格， 能 感 受 到 老
師熱愛鄉土的真情關懷。此
外，陳老師關心臺灣社會問
題，亦創作探討社會議題的
超現實作品，試圖激發一般
民眾深刻的省思。

4/20（五）～ 5/20（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2 樓展覽室Ⅱ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本月推薦

11

2018 藝遊葫蘆墩
大開魔法童樂會
《賣香屁》

Theme

憨厚老實，敬愛兄長的弟弟與奸詐狡猾，愛錢
貪心的哥哥自從爸媽過世後，開始過著大不同的生
活；哥哥看似風光富裕，最後竟然一敗塗地？弟弟
看似簡單樸實，最後竟然開始賣起了香屁？等等，
屁怎麼會是香的呢？又怎麼會有人想買屁呢？這麼
神奇的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就讓最喜歡講故事
的哈利哥哥跟花花姊姊來告訴你～好久好久以前。

4/8（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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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價│100 元（兩廳院售票），【2018 藝遊葫蘆墩】
3 場套票 8.5 折優惠

《哎唷～怪獸！》

Theme

動物守護神對后里村下了詛咒，除非村長的公
子可以在幸福花凋謝之前學會愛與付出，否則公子
就會永遠變成一隻石虎，村裡的人也會永遠變成花
草樹木。多年後，勇敢的貝貝為了保護爸爸，進入
雜草叢生的后里村，並慢慢用愛心改變了石虎公
子。可是后里村卻遭到攻擊，貝貝和石虎公子該怎
麼辦？石虎公子和后里村能不能恢復原狀呢？

4/15（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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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價│100 元（兩廳院售票），【2018 藝遊葫蘆墩】
3 場套票 8.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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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的框與世界的寬─
一趟深入南美攝影之旅 講師：王文彥（攝影師）
王文彥於 103 年出發進行一趟中南美之旅。從熱帶地
區到終年冰封之地，全然陌生，這趟旅行衣服該怎麼準備，
相機又該怎麼帶？著實讓他頭痛許久，連一句西班牙文都
不會講，該如何順利走完 82 天的旅程呢？
走進神祕的古巴，發現這個國家一點都不危險。隨後飛
到秘魯，令人讚嘆的印加帝國遺跡以及高原景色，讓他的相
機記憶卡空間嫌不夠。而有南美洲的西藏之稱的玻利維亞，
和有著天空之鏡之稱的世界絕景─烏尤尼（Uyuni）鹽湖。
生活條件雖然不佳，但景色令人難忘。接著，轉進有著七
彩山脈的阿根廷西北高原，騎上一趟讓屁股烏青、雙腳抽
筋的 Cafayate 峽谷單車之旅。而在南美治安最好的智利遇上
搶劫，所幸相機照片仍在，且聽老師分享他的冒險歷程。

4/14（六）
14:00 ～ 16:00（13:30 開放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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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
屆

美術班畢業作品展

畫
‧ 》豐原高中第

32

亦是夢的旅人，旅人的夢如浮雲，也如冉冉蜷煙，飄過世
事，蜷過無常，我們即是旅人，也是畫者，在這若有似無的空
間裡，正是我們大膽地用 18 歲的豪邁揮灑下的猖狂，也讓我
們毫無忌憚的大吐夢畫，畫盡夢畫裡最青春而純粹的故事。

4/13（五）～ 5/6（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3 樓展覽室Ⅲ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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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沈雕暇侶

─康水木郭怡萍陶藝展

作品靈感來自人生感觸與體驗，勾勒出心靈
的震撼與感動，世間萬物的美令人陶醉不已。
本次展出的陶藝作品有捏塑、雕刻、彩繪、
流釉、鎏金、書法、針筆等展現多元技法的融合，
呈現出不同的效果與美好，得以抒發對大自然的
感動與喜愛，更能與大家分享。

4/6（五）～ 5/6（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開幕式│ 4/14（六）11:0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C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2018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人生的經典旅遊─ 一輩子要去的 10 個地方
講師：趙政岷
趙政岷是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長、輔仁大學廣告傳
播系講師，著作：《財經資訊與媒體》、《不一
樣的競爭力經營 -know-how》等。
「人生的經典旅遊─一輩子要去的 10 個地
方」講座，旅遊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世界上那些地方又是人生不該錯過的經典旅
程？用短短的時間讓我們來一趟世界遨遊吧！

4/28（六）14:0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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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完為止。公教人員全程參與，核予研習時數 2 小時。

本月推薦

2018 上半年假日廣場《魔幻樂園》
瘋藝術玩創意 在茄苳樹下與你相約
Jester

Mimofatguy

4/29
虎劇團

4/22

奇克斯魔術

4/22 ( 日 ) 15:30 (Mimofatguy、虎劇團 )
4/29 ( 日 ) 15:30 (Jester、奇克斯魔術 )

創意市集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茄苳樹區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茄苳樹區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4/22 ( 日 ) 、4/29 ( 日 ) 14:00 ～ 17:00

東意 ‧ 西形─廖本生繪畫創作展
廖本生老師近年來，一直嘗試在東方與西方的
美學之間，找尋一些融合點。沿用書法文字的架構，
運用點、線、面、色彩、造形五個要素，重新解釋
中國畫的定義。

從小雪走過冬至─
張舒嵎 詩 雕塑展
4/2（一）～ 6/29（五）
灰白雕塑作品上浮動的人
影！ 其 實 是 另 一 個 藝 術 家 本
人。在時空交疊之下，常和自
己錯身而過！在這個迷茫不安
的人海裡！在這個虛構與現實
的浮世之間，不斷地尋找自己。

9:00 ～ 17:30
地點│臺 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
樓 6 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地址│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99 號

15

16

陳英偉的

ART 1 by 1 創作個展
陳英偉 1960 年生於宜蘭鄉下，他的繪
畫作品深具東方人文情懷與後現代美學內
涵，早期作品在社會議題有過直接的陳述，
本土性議題也曾是其創作的領域之一。稍
晚，加入了信仰性的普世關懷與中原文化的
多元關注，自此，進入了一個純粹人文心靈
的繪畫創作空間。及至最近期系列作品〈男
人的背後〉，更是陳英偉以其細膩的人生體
悟所感同身受，描述刻劃出來的全新系列作
品。

3/10（六）～ 5/6（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展覽室 A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2018 春唱阿卡貝拉瘋台灣
荷蘭 The Junction 人聲樂團
巡迴音樂會
來自荷蘭 The Junction 是由 5 位專
業歌手組成，將在 4 月 20 日帶來美妙
的人聲饗宴。

4/20（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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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0 元（兩廳院售票）

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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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葛式風格雲山展

葛憲能出生於南投中寮，山居 30 年，自幼與山
林雲霧為友，有山有水則活，生機勃勃；有山有雲則
靈，風起雲湧。其創作以雲山為主，而且大部分是
水墨山水，因為它最能呈現雲山的莫測變幻，以及內
心對空靈美的想望與追求。水墨山水是作者生命的知
己，是其心靈的桃花源。葛憲能認為：勤於創作，以
文會友，切磋藝業，情感交流，至樂也。

3/30（五）～ 4/22（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B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2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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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海上來的慈悲─ 2014 ～ 2017 彩筆畫
媽祖水彩比賽收藏展

祖靈之眼 ˙ 藝想宏觀─
臺灣原住民編織發展協會聯展

時間│3/2（五）～6/4（一）
地點│臺中國際機場文化藝廊

時間│4/11（三）～7/18（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彩筆畫媽祖水

余美玲老師為賽德

彩比賽」為臺中媽祖

克族人，自幼傳承優異的

國際觀光文化節系列活

編織手藝，創立「臺灣原

動，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住民編織發展協會」，帶

自 103 年起，開始收藏

領多位女性族人一同發揚

大專院校社會組前三名作品，本展集結自 103

原住民圖騰織品藝術。本

年至 106 年大專社會組前三名共 12 件，今年

次展出多元形式、色彩及圖騰的手工織品。

首度將得獎作品帶進臺中國際機場展出。

2018 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

人形之美─温美紅黏土創作師生聯展
時間│4/11（三）～6/27（三）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時間│5/28（一）～6/15（五）
地點│臺中市

「2018 彩筆畫媽祖水彩

利用平凡的黏土，灌

比賽」即將開始徵件，分為：

注情感編織不平凡的夢想，

大專及社會組、高中組、國

雕塑刻畫出令人莞爾的童

中組、國小高年級組（五、

顏、溫暖的親情友情。 此

六年級）、國小中年級組

次展覽温美紅老師帶領學

（三、四年級）、國小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員以人形為題材，運用各式

等組別。徵件比賽簡章將於 4 月 26 日起公告

技法並運用複合媒材，突破

於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www.culture.

黏土創作的想像與侷限。

taichung.gov.tw ，歡迎踴躍參加。

視覺藝術
即日起～ 5/31（四）

臺中市 107 年度
表揚資深優秀美術家受理推薦

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4/4（三）～ 7/4（三）

自在悠閒狗然不凡─慈影書畫會聯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

4/25（三）～ 7/4（三）

尋 ˙ 淨─黃世昌、陳怡穎、簡維宏
膠彩畫創作聯展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藝術廊道

藝饗 PLUS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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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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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扶輪情與光同行─慢兔兔肯納慈善
音樂會》─台中東南扶輪社

《齊天大聖孫悟空》─日本飛行船劇
團

時間│4/1（日）14:30
票價│索票入場，請洽04-2202-8888轉112

時間│4/14（六）14:30、19:30
票價│300,400,500,600,800,1000,1200元（年代
售票）

本場音樂會將由東南扶
輪社及立達慢兔兔舞蹈團表

本劇以豐富的舞臺

演太鼓、長笛、薩克斯風、

形式，配合國語發音演

溫馨舞蹈及合唱演出，國際

出耳熟能詳的故事，將

級音樂家李尚軒、莊天岳、郭彥廷亦帶來精

帶領現場的觀眾一同冒

采的鋼琴演出及三手聯彈。

險，學會勇敢和善良。

《Aloha ！迷人的夏威夷風情》

《光復久久 音緣久久》─ 2018 臺中
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音樂班成果發表
會

時間│4/11（三）、4/12（四）19:30
票價│600,900,1200,1500,1800,2000元，請洽022888-1777轉230

邀請三組不同音樂風格的

時間│4/15（日）14:30
票價│免費免票入場

歌手，搭配夏威夷呼拉舞來臺

本校每年音樂班定

演出。有曾三度榮獲「卓越之

期舉辦成果發表會，藉

星獎」的男歌手納森．阿維奧，

由此次表演機會，除了

以及克哈拉樂團、波麥凱伊．

厚植自身音樂紮實的基

萊曼。

礎，更能增進他們舞臺經驗的純熟技藝。

視覺藝術
4/1（日）14:30

《扶輪情與光同行─慢兔兔肯納慈善音樂會》
─台中東南扶輪社

索票入場

4/11（三）、4/12（四）19:30

《Aloha ！迷人的夏威夷風情》

購票入場

4/14（六）14:30、19:30

《齊天大聖孫悟空》─日本飛行船劇團

年代售票

4/15（日）14:30

《光復久久 音緣久久》─ 2018 臺中市中區光
復國民小學音樂班成果發表會

免費免票入
場

4/21（六）19:30

《台北男女》─表演工作坊

兩廳院售票

4/28（六）19:30

《2018「驛動百年城」舞展》─台灣青年舞團

兩廳院售票

22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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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休館

4/5（四）清明節
4/10（二）、4/11（三）全館
機電維修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國畫師
生展
時間│4/1（日）～4/25（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三）

人常言文化城在臺
中，張亦足老師開班授課
已達 15 年，張老師總是教
導學員生活即是藝術，藉
由臨摹名家作品或戶外觀
察寫生，將個人心境寫照於水墨或彩墨作品
中流露出來。學員有初學及資深，畫作也由
生澀到熟練，大家都樂在學習，並從學習過
程中感受到豐收的喜悅，本展覽匯集學員們
近期作品，歡迎喜愛藝術的民眾蒞臨參觀。

2018 年當代甲骨文書畫名家聯展
時間│4/7（六）～4/18（三）
地點│文英館主題暨文英畫廊

中華甲骨文學會於
79 年由國學大師安國鈞
教授創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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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餘
次，出版研究著作、書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畫叢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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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聯展
時 間│4/7（六）～4/18（三）
開幕式│4/7（六）14:3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台中市書畫
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成立於民國 92 年，
至 今 逾 15 年。 本
次展覽首次集結會
員們的歷年創作，
有紙藝、麵包花、
書畫創作等，媒材
多元豐富，歡迎大
眾來欣賞藝術家用
生命淬鍊愛與藝術
的創作。

刀彩傳奇─陳瑞瑚個展
時間│4/14（六）～5/2（三）
地點│大墩藝廊（五）

陳瑞瑚以
單一畫刀進行
油畫創作，在
畫刀與油彩的
交會下，把自
然中萬物的風
采呈躍於畫布
上。作品中那溫馨親切的場景，突顯亮麗光
彩的自然事物，傳達出無窮盡的生命與活力。

藝饗 PLUS

悠遊藝海─林初枝油畫個展

無拘無束的色彩

時 間│4/14（六）～5/2（三）
開幕式│4/14（六）10:00
地 點│大墩藝廊（六）

中帶有一絲規
律，她透過藝術
記錄細流河川、

林初枝老師

豐收漁港、霧裡

從小就喜歡繪畫，

光影等，盡情擁

但真正投入繪畫

抱記憶中的美景。

創 作， 卻 是 在 教
職退休並且卸下
家 庭 重 擔 之 後，
個人憑藉著不服
輸的精神，在短短的十年畫歷中即獲臺灣國
展、臺中縣美展、南部美展及清溪美展等獎
項肯定。本次展出作品包含本土景物、古老
建築、老街、漁港、水幕及旅遊國外各地山
川美景。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 2018 會員聯展
時 間│4/21（六）～5/2（三）
開幕式│4/21（六）14:00
地 點│文英館文英畫廊

中國大道書畫會成
立於 79 年，由井松嶺創
會長邀集多位藝術同好共
同攜手創立。學會名為
「大道」，大道者即大道

大墩典美 ‧ 藏藝─典藏陳庭詩

之行，天下為公也。創會

時間│4/14（六）～5/2（三）
地點│動力空間

目的除希望能提升會員創

聽障藝術家陳庭詩，
是臺灣現代藝術發展先
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此
次展出大墩文化中心典
藏陳庭詩之鐵雕藝術創
作，藉由抽象架構的組合
語彙來喚醒材質的內在，
召喚出有機交融的新生
命，展現無與倫比的創造
力與美學高度，其作品展
現西方藝術表象下的東方思想神髓，足與西
方一流藝術家比肩，堪稱華人藝術史第一人。

郭蓁西畫個展─時
時間│4/21（六）～5/2（三）
地點│文英館主題畫廊

藝術家郭蓁大學美術系畢業後即赴日求
學，處在日本慢步調的生活，對「時間」轉
動的感知成為她這次的個展主軸。本次創作
以點線面的方式，從最微小的枝節帶來整個
環境的轉變，甚至最後心境的蛻變。作品在

作水準，提振中華文化，
更樂見引領更多新血加
入，為傳統中華文化注入
新的動能。本次將展出會
員們近年來的創作，豐富而多元，誠摯邀請
各位喜愛藝術的朋友不吝給予指教。

台灣三 E 美術會三十周年聯展
時 間│4/21（六）～5/2（三）
開幕式│4/24（二）14:30
地 點│大墩藝廊（四）

三 E（Entertainment、Enrichment、
Education）美術會創立
於民國 77 年，油畫家
何肇衢擔任指導老師，
成員皆為愛好美術創
作，目前在大臺中地
區 有 6 位 會 員， 畫 會
辦理寫生、創作與聯展活動 30 年不間斷，會
員創作題材多元與畫展經驗豐富。今年展出
適逢畫會 30 周年遂擴大辦理聯展，也是三 E
美術會在臺中市首展，歡迎參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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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陶藍─不是省油的燈

磚心一藝─拓方印集書印聯展

時間│4/21（六）～5/9（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時間│4/21（六）～5/9（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二）

藝術創作

今年展出以磚、陶、

是個人內心體

瓦為題材之篆刻和書法作

驗及對生命存

品，希望能於石材之外，

在本質純粹的

以不同媒材來表現篆刻的

感動，向內的

趣味。「拓方印集」成立

自我發問、追

於 82 年，乃中部地區篆刻

索、挖掘與突

同好之雅集。此次展出之

破自我綑綁思維的限制，摸索有別於繪畫的

社員有王精行、戴文祥、

其他材質的可能性，此次陶藝作品反映當下

陳俊元、葉坤鵬、施亞南、

與陶土對話的可能性，作品呈現只是暫時的

鹿鶴松、徐鳳聰、陳佳呈、邱正文、洪嘉勇、

休止符，永遠有再發展的可能性，創造的過

劉明凱、姜自達、李憲雄、吳昌緯、古員齊、

程，就是作品本身。

邱尉庭和蔡永茂等 17 人。

視覺藝術
4/1（日）～ 4/25（三）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張亦足國畫師生展

文物陳列室（三）

4/7（六）～ 4/18（三） 2018 年當代甲骨文書畫名家聯展

文英館主題暨文
英畫廊

4/7（六）～ 4/18（三） 台中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4/14（六）～ 5/2（三） 刀彩傳奇─陳瑞瑚個展

大墩藝廊（五）

4/14（六）～ 5/2（三） 悠遊藝海─林初枝油畫個展

大墩藝廊（六）

4/14（六）～ 5/2（三） 大墩典美 ‧ 藏藝─典藏陳庭詩

動力空間

4/21（六）～ 5/2（三） 郭蓁西畫個展─時

文英館主題畫廊

4/21（六）～ 5/2（三） 中國大道書畫學會 2018 會員聯展

文英館文英畫廊

4/21（六）～ 5/2（三） 台灣三 E 美術會三十周年聯展

大墩藝廊（四）

4/21（六）～ 5/9（三） 樂陶藍─不是省油的燈

文物陳列室（一）

4/21（六）～ 5/9（三） 磚心一藝─拓方印集書印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講座
4/14（六）
14:00 ～ 16:30

【文化講座】我就這樣轉大人─《咬一口馬克思的水
煎包》，品嚐人生百味（講師：張慧慈）

演講廳

4/21（六）
14:00 ～ 16:00

【文化講座】行形攝色 Formosa& 攝影人的影像後製
（講師：廖光華、黃龍文）

視聽放映室

藝饗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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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4/5（四）清明節休館
繁華美盛─張憲平竹籐編精品暨藝生
傳習聯展
時間│3/9（五）～4/8（日）
地點│3樓展覽室Ⅲ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時間│3/16（五）～4/15（日）
地點│4樓展覽室Ⅵ

在視覺可見的生物表象，有許多若有似
無或似是而非的各種生物痕，現已有科學家
稱之為「自然密碼」，深入研究其編碼方式
或生命型態的關係。邱勤庭老師的攝影作品，

2017 年

從見山是山的自然密碼開始，是生活觀察中

榮獲國家工

透過相機鏡頭截取，變成自然、美麗的圖樣

藝 獎 殊 榮

呈現。再將顏色祛除後的線條或幾何圖形的

的國內竹籐

重複，又成就了令人驚艷的作品。

編大師張憲
平，他的作
品表現總是
以專注執著
的態度看待

藝象萬千─ 2018 拾藝畫會聯展
時間│3/30（五）～4/22（日）
地點│1樓文創交流區I

十方藝

每一件作品。此外他更致力於竹籐編的教育

象悠遊於方

傳承，培育許多優秀的工藝師。本次展覽以

寸之間，能

「繁華美盛」為主題，藉由張老師精湛的技

將心中所喜

術與獨特的工法詮釋竹籐編織的造形與美感，

愛的影像用

充分表現了臺灣竹籐編文化的底蘊及珍貴的

彩筆揮灑於

價值。

畫布上是人
生至高的享

自然密碼─邱勤庭攝影展

25

受，拾藝畫
會會員秉持
對繪畫的熱
愛，經常相
聚一堂互相
切磋。會員以各式技法表現於寫實、意象、
抽象畫中，如厚塗法、分割法、點描法等，
豪邁揮灑畫風各有特色，藉由每年一度的畫
展，激勵會員們勤奮創作，表現出豐富而多
彩的樣貌。

26 葫蘆墩文化中心

《小松鼠拉拉》─皮皮兒童表演藝術
團

【2018 藝遊葫蘆墩】《月亮、太陽與
勇士》─泰雅原舞工坊

時間│4/1（日）14: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250元（年代售票）

時間│4/22（日）10:30
地點│演講廳
票價│100元（兩廳院售票），【2018藝遊葫蘆
墩】3場套票8.5折優惠

《月亮、
太陽與勇士》
以 兒 童 歌、
舞、 劇 形 式
呈 現， 由 泰
雅族傳說「射
日」故事改
編， 是 齣 活
《小松鼠拉拉》是一齣充滿愛與感恩的

潑與俏皮的

溫馨兒童喜劇，故事中傳達著許多愛與親情，

原住民兒童

讓孩子們從小就學會感恩，並建立孩子們養

劇， 內 容 包

成孝順與惜福的心念，進而使家庭更為和諧

括有山豬、山羊與勇士，為了射日他們一起

融洽。

努力戰勝太陽，也在演出中與孩子互動、腦
筋急轉彎等問題，希望透過演出互動讓親子

光之年華─張儷

西畫個展

時間│4/20（五）～5/6（日）
地點│3樓展覽室Ⅴ

本次展
覽題材與樣

對原住民、大自然及森林更加了解認識。

臺中市中堅攝影學會第 42 屆攝影展
時間│4/27（五）～5/13（日）
地點│1樓展覽室I

貌多元，人

臺中市

物、靜物和

中堅攝影學

風景總計 40

會成立於 65

餘幅；有的

年， 是 由 一

幽靜沈穩、

群愛好攝影

有的輕盈飛

的業餘同好

舞，有的則

組 成。 定 期

凸顯光影浮

舉辦各項攝

動。不拘一

影 課 程、 講

格，正是畫

座及外拍活

家多方嘗試

動， 以 鼓 勵

與探索的成果。期待透過畫作邀請大家放慢

會 員 創 作。

腳步，在似曾相識的場景與尋常事物之中，

本次影展是

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凝眸片刻。因為美的追

眾多參選作品中脫穎而出的入選作品，題材

尋無須遠離塵世或城市，就是在自己的心中。

涵蓋人像、人文、風景、生態攝影等。不論

藝饗 PLUS

是取材、構圖、光影的呈現，處處可見攝影

2018 年故事屋張爸爸說故事劇場

者的用心與巧思。此次更加入學會攝影年鑑

時間│4/29（日）14: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400元（兩廳院售票）

25 幅，使本屆攝影展作品更豐富。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2018 巡迴
展
時間│4/27（五）～5/20（日）
地點│4樓展覽室Ⅵ

張爸爸故事劇團又編創 5 個精采的故
事！故事一《什麼》是互動性高的故事，將
帶領小朋友挑戰用「兩個字」講故事哦！故
事二《掛太陽》，張爸爸邊說、插畫家立刻

臺中市醫師

現場透過畫圖版畫出，故事中的太陽被小動

公會美展聯誼社

物的足球踢下來，沒有太陽怎麼辦？小動物

於 100 年 12 月

要如何把它掛回天空呢？還有《沙漠公主》、

成立，集合臺中

《吹笛小牧童》、《卡卡兔與胖胖兔的尋寶

市醫療界藝術創

歷險記》，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聽故事！

作菁英，平時除
懸壺濟世外，也
投入藝術創作，
每年舉辦巡迴美
展，積極推動藝
術融入生活，醫
學結合藝術美化醫療環境、美化心靈，培養
醫療人員的藝術涵養，也提供大眾視覺饗宴
欣賞的多元場域，更收意想不到的「藝術療
癒」效果。2018 年巡迴展作品多元精采豐富，
皆為一時之選，值得大家細細欣賞。

視覺藝術
3/9（五）～ 4/8（日）

繁華美盛─張憲平竹籐編精品暨藝生傳習聯展

3 樓展覽室Ⅲ

3/16（五）～ 4/15（日） 自然密碼─邱勤庭攝影展

4 樓展覽室Ⅵ

3/16（六）～ 4/15（日） 《拼貼的繁華─美之外的省思》─蔡維祥水彩展

2 樓展覽室Ⅱ

3/23（五）～ 4/15（日） 悟同畫會五週年創作展

3 樓展覽室Ⅴ

3/30（五）～ 4/22（日） 藝象萬千─ 2018 拾藝畫會聯展

1 樓文創交流區Ⅰ

4/13（五）～ 5/6（日）

《夢 ‧ 畫》豐原高中第 32 屆美術班畢業作品展

3 樓展覽室Ⅲ

4/20（五）～ 5/6（日）

光之年華─張儷

西畫個展

3 樓展覽室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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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五）～ 5/20（日） 真情臺灣—陳海源水墨創作展

2 樓展覽室Ⅱ

4/27（五）～ 5/13（日） 臺中市中堅攝影學會第 42 屆攝影展

1 樓展覽室Ⅰ

4/27（五）～ 5/20（日）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2018 巡迴展

4 樓展覽室Ⅵ

表演藝術
4/1（日）14:30

《小松鼠拉拉》─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

演奏廳／年代售票

4/8（日）10:30

【2018 藝遊葫蘆墩】大開魔法童樂會《賣香屁》

演講廳／兩廳院售票

4/15（日）10:30

【2018 藝遊葫蘆墩】大開魔法童樂會《哎唷～
怪獸！》

演講廳／兩廳院售票

4/20（五）19:30

《小白豚洛洛不寂寞》─頑石劇場

演奏廳／免費索票

4/21（六）19:30

《換位遊戲：大風吹》─極致體能舞蹈團

演奏廳／免費索票

4/22（日）10:30

【2018 藝遊葫蘆墩】《月亮、太陽與勇士》
─泰雅原舞工坊

演講廳／兩廳院售票

4/29（日）10:30

【2018 藝遊葫蘆墩】國寶楊秀卿老師與微笑唸
歌團《國寶阿嬤唸啥咪歌》

演講廳／兩廳院售票

4/29（日）14:30

2018 年故事屋張爸爸說故事劇場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相機的框與世界的寬
─一趟深入南美攝影之旅（講師：王文彥）

演講廳

課程／講座
4/14（六）
14:00 ～ 16:00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陶笛基礎班
每週六 9:00 ～ 10:30

研習教室（一）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創意美術
每週六 9:00 ～ 10:30

研習教室（二）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烏克麗麗基礎班
每週六 10:35 ～ 12:05

研習教室（一）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基礎創作
每週六 10:35 ～ 12:05

研習教室（二）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進階素描水彩
每週六 13:30 ～ 15:30

研習教室（一）

4/21（六）～ 7/14（六）
【兒童藝文研習】捏塑班
每週六 13:30 ～ 15:30

研習教室（二）

4/29（日）～ 7/29（日）
【兒童藝文研習】書法班
每週日 9:30 ～ 11:30

研習教室（二）

藝饗 PLUS

港區藝術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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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交通方式│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4/5（四）清明節休館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三隻小豬》
─小青蛙劇團
時間│ 4/1（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索票入場，3/24（六）9:00 起於展覽
大廳服務臺索票（每人限索 2 張，
250 張索完為止）。其餘票券開演
當天前 1 小時開放現場索票。

小青蛙劇團改編三隻
小豬故事，顛覆以往的傳
統故事及結局，故事敘述
三隻小豬終於長大了，豬
媽媽希望他們能獨立蓋出一棟屬於自己的家，
三隻小豬知道絕對不能蓋出風一吹就倒的稻
草房，而堅固的磚頭屋到底能不能抵擋詭計
多端的大野狼呢？大野狼能順利吃到他夢想
中的三隻大肥豬嗎？快來與小豬們一起運用
智慧和愛，感化大野狼吧。

童在藝起─歡樂總動員
時間│ 4/1（日）15:00
地點│戶外廣場

特別邀請臺北新象
創作劇團，以跳脫故事的
演出框架，改以結合精采
的馬戲特技、神奇魔術加
上逗趣的小丑演出，歡度佳節。現場並安排
了與大、小朋友們上臺挑戰遊戲，以及香噴
噴的神祕小甜點，不僅讓您笑開懷、更要您
甜在心頭，歡迎大家與我們來一起動一動、
扭一扭，共度兒童節歡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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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2018 順天國小美術班「第 30 屆畢業
美展暨學生作品展」
時 間│ 4/7（六）～ 4/29（日）
開幕式│ 4/14（六）10:00
地 點│ 2 樓展示場

順天國小美術班
畢業美展再度跨越大
甲溪，敬邀更多鄉親
與小朋友一窺他們天
馬行空的想像創意，
以及饒富童趣的創作！本次展覽作品內容包
含了水彩、水墨、版畫、平面設計以及集體
創作等，從日常生活中擷取創作靈感，經由
老師引導提點，總是能成就出一幅幅與視覺
深度對話的畫作來，竭誠歡迎大家一起來參
與這場美麗又可愛的藝術饗宴。

梁軒瑜西畫個展
時間│ 4/13（五）～ 5/6（日）
地點│掬月廳

目前就讀彰化師範
大學美術研究所，出身
藝術世家的梁軒瑜之於
藝術，猶如魚兒游入水
中，自在逍遙，亦猶如
鮭魚逆溯回家之路，苦
澀中有甘甜之致。此次
個展是她近年來辛勤耕耘的成果，不論是寫
實傳神的人物、細緻唯美的靜物小品，或是
精心設計、主題雋永的畫作，色彩沉穩中，
有驚心動魄的多樣風格，亦真誠記錄著個人
在藝術生涯中所做的努力與執著。

30 港區藝術中心

聆聽你心中的彩虹─《瑪莉不說話》
繪本原作展

區藝術中心舉辦畢業

時
間│4/14（六）～5/27（日）
開幕活動│4/14（六）10:30～12:00、14:00～
15:30
地
點│海灣繪本館（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54
號）

每年推出不同主題、

音樂會「至善樂集」，
型態的表演，來呈現
學生們的學習成果，
有時更會特別準備了多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曲
目，來展現古典音樂的親和力！其中小組合

本展覽展出《瑪莉不說

奏及獨奏的演出，讓畢業生在這舞臺上有自

話》極具張力的原畫作品，

己的一席之地，並且留下美好的回憶，管弦

邀請繪本作家蔡威君與他患

樂合奏更是學生努力的成果。

有重度自閉症的孩子，同時
也是本書繪者―林依慧，透過繪本故事與塗
鴉式的創作色彩，向世人揭示她內心的祕密
和情感，並引導更多的孩子說出心中的話。

2018 好山好水攝影團隊聯展
時
地

間│ 4/21（六）～ 5/13（日）
點│中央畫廊

開幕活動安排有：互動性說故事活動、親子

因興趣學習而相

互動遊戲：喜怒哀樂表情遊戲，以及月亮朋

識，因熱愛攝影而相

友的色彩轉盤（手作活動）等。

交，因理念一致而相

【2018 臺 中 兒 童 藝 術 節 】《 東 郭 ‧
獵人 ‧ 狼》─九歌兒童劇團
時間│4/14（六）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索票入場（4/7（六）9:00起提供150張票
於服務臺索票，每人限2張，其餘票券於節
目演出前半小時開放索票）

為歡度兒童節，
藝術中心規劃了一系
列活動，邀請了九歌
兒童劇團帶來精采好
戲《東郭 ‧ 獵人 ‧
狼》，故事敘述書生東郭先生救了一隻被獵
人追趕的大野狼，野狼卻反而想吃東郭，東
郭再三請求野狼答應找三位老者評理。第一
位老人是老樹，第二位老人是老牛，第三位
老人是由獵人喬裝的老人，老人運用方法巧
妙抓住大野狼，東郭才得以逃過一劫。

知。為友誼三部曲而
一起打拚、分享而成
立「好山好水攝影團
隊」。這次展出 80 多幅攝影作品，希望藉著
展覽能引起大家的共鳴，對人事物有更細微
的觀察，進而發現他們的美，也請大家細細
品嘗本次「2018 好山好水攝影團隊聯展」的
成果分享。

2018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
時 間│ 4/28（六）～ 5/20（日）
開幕式│ 4/28（六）14:00
地 點│展覽室 B

臺中市藝術家學
會於民國 87 年 由 創
會長張明材先生與一
群熱愛藝術創作者共
同成立，目前有七十
餘位會員，積極參與各項藝術活動，在各類

至善樂集─花好樂緣

美展皆有輝煌佳績、成果斐然。本次展出作

時間│ 4/20（五）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 50 元

篆刻、雕塑、陶藝、攝影、插畫、複合媒材、

清水國小音樂班每年 4 月會在臺中市港

品媒材豐富，有油畫、水墨、水彩、書法、
紙黏土等多元面向，是藝術家們從生活中觀
察、體悟，採不同風格與理念所創作而成。

藝饗 PLUS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好久茶的
祕密 8 ─媽咪宇宙特攻隊》─大開劇團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Q 版媽祖
傳》

時間│ 4/28（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索票入場， 4/21（六）9:00 起於藝術
中心展覽大廳服務臺索票（每人限索 2
張，250 張索完為止）。其餘票券 4/28
開演當天 18:30 起開放現場索票。

時間│4/29（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索票入場，4/21（六）9:00起於展覽大廳
服務臺索票（每人限索2張，250張索完為
止）。其餘票券開演當天13:30起開放現場
索票。

不會說故事的阿

傳統的古典文學家喻戶

吉，總是被嘲笑，於是

曉，現代的無厘頭文化思維，

他用靈魂與魔鬼交換條

超越時代的編劇創新手法，

件，阿吉喝下了「好久

達到戲劇呈現破格。藉由千

茶」，突然間變得很會

里眼順風耳對抗海怪的過

說故事，但是好久茶的魔咒並不容易消失，

程，呈現友誼團結與勇敢面對困境的正向含

他必須說完一百個故事才會消失。於是阿吉

意。品德教育與寓教於樂，推廣布袋戲同時

開始說了一個又一個新奇有趣、冒險刺激、

也發揚了德性之美。原來也可以用另一種輕

溫馨動人的故事。這次他要說一個關於未來

鬆角度笑看歷史，無需嚴肅看待卻又能從中

星球的故事―《媽咪宇宙特攻隊》，精采的

領悟到教育和品德的重要性，達到寓教於樂

故事內容到底如何，讓我們看下去。

之效。

視覺藝術
3/16（五）～ 4/8（日）

山水遊─詹益承書法個展

掬月廳

3/17（六）～ 4/29（日）

殺墨 7 ─洪根深創作展

展覽室 A

3/24（六）～ 4/15（日）

東海大學美術系 102 級進修學士班畢業展

中央畫廊

3/30（五）～ 4/22（日）

2018 葛式風格雲山展

展覽室 B

4/6（五）～ 5/6（日）

沈雕暇侶─康水木郭怡萍陶藝展

展覽室 C

4/7（六）～ 4/29（日）

2018 順天國小美術班「第 30 屆畢業美展暨學生作
品展」

2 樓展示場

4/13（五）～ 5/6（日）

梁軒瑜西畫個展

掬月廳

4/14（六）～ 5/27（日）

聆聽你心中的彩虹─《瑪莉不說話》繪本原作展

海灣繪本館

4/21（六）～ 5/13（日）

2018 好山好水攝影團隊聯展

中央畫廊

4/28（六）～ 5/20（日）

2018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4/1（日）14: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三隻小豬》
─小青蛙劇團

演藝廳／中心索
票

4/1（日）15:00

童在藝起─歡樂總動員

戶外廣場／免費

4/14（六）14: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東郭 ‧ 獵人 ‧ 狼》─
九歌兒童劇團

演藝廳／中心索
票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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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港區藝術中心
4/20（五）19:30

至善樂集─花好樂緣

演藝廳／ 50 元

4/28（六）19: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
《好久茶的祕密 8 ─媽咪宇宙特攻隊》─大開劇團

演藝廳／中心索
票

4/29（日）14: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Q 版媽祖傳》

演藝廳／中心索
票

4/1（日）～ 4/22（日）
每週日 14:00 ～ 16:00

迷璃手作工坊：金屬線藝術編織～可愛小蝸牛戒指

清風樓

4/1（日）～ 4/29（日）

一起玩 ‧ 種子趣：銀葉板根種子串

清風樓

4/15（日）13:30 ～ 17:00

小森林手作坊：花布花金屬壓花框飾

清風樓

4/28（六）13:00 ～ 16:00

織。布玩創意工作室：卡片織─三角穿線圖案變化

清風樓

4/28（六）14:00

【2018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人生的
國際會議廳
經典旅遊─ 一輩子要去的 10 個地方（講師：趙政岷）

4/29（日）10:00 ～ 16:00

織。布玩創意工作室：織帶幾何圖紋挑花

清風樓

每週二、週四 10:00

江明賢水墨─花卉篇（下）／ 5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週四 11:00

龐均油畫─風景（二）／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週四 14:30

歐豪年彩墨─禽鳥（二）／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週四 15:30

書法課：薛平南先生書法示範
─行書（上）／ 48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0:00

黃進龍水彩─人物（上）／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1:00

書法課：薛平南先生書法示範
─行書（下）／ 44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4:30

一分鐘看藝術（2）／ 41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5:30

非常有藝思／ 67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0:00

深耕臺灣本土藝術的美術家─張炳南／ 3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1:00

臺灣工藝薪傳錄─王清霜／ 3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4:30

畫畫說故事（9）／ 62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5:30

一分鐘看藝術（1）／ 41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0:00

江明賢水墨─花卉篇（上）／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1:00

歐豪年彩墨─禽鳥（一）／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4:30

畫畫說故事（8）／ 68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5:30

畫畫說故事（5）／ 67min

美術家資料館

課程／講座

電影欣賞

藝饗 PLUS

構 ‧ 體─ 3

典藏單位：港區藝術中心
作
者：林龍杰
媒
材：雕塑土、鐵
尺
寸：長 360 × 寬 60 × 高 120 公分

（2010 臺灣美術新貌展─立體創作系列第 1 名）
在我所處的環境裡，人為物件與生命存在的狀態與關係是我感興趣的議
題。人類本是生物的一環，我們製造生產大量的人為物件來建構出我們的生存
環境。這些人為物件充斥在我們的四周，並且與自然界的生命共同存在。
而自然生命與人為物件之間的存在關係，是我想去再現的，例如：互生共
存的狀態，拉扯的隱性力量，彼此的力量平衡消長狀態，充滿著有趣的對話。
我製造類生物體的造型，這些類生物體都有人為的符號在其中，再搭配鐵件，
來詮釋我內心對紛擾社會的感受。

創作者簡介
林龍杰 68 年出生於臺中，90 年畢業
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美勞教育學系，100
年畢業於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陶
瓷組。其作品獲獎不斷，99 年榮獲「臺灣
美 術 新 貌 展 」 立 體 創 作 系 列 首 獎、99 年
獲 第 七 屆「 臺 灣 金 陶 獎 」 評 審 特 別 獎、
105 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州 McKnight 基金會
「McKnight 藝術獎」、104 年獲第二屆「新
北市陶藝獎」銀獎、106 年獲「臺南新藝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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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

>>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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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起、迄點查詢。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點選公車轉乘

4/5（四）清明節休館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藝學會聯展，邀集全國 24 個分會菁英共同參
與，這將會是一場難得的藝術饗宴。

鄉情─巫美麗水墨個展

花花世界─周湘苓彩墨個展

時間│ 3/3（六）～ 4/1（日）
地點│美學空間

時間│ 4/7（六）～ 5/6（日）
地點│美學空間

巫美麗成長於風

此次展覽配合

景優美的山城—南投埔

2018 臺中世界花卉

里， 她 以 精 雕 細 繪 手

博覽會活動，以花

法，利用各種不同幾何

卉為創作主軸。周

圖形，錯綜複雜的堆疊

湘苓老師於鄉間田

組 合， 營 造 出 視 覺 效

野、草叢間觀察寫

果；用墨渲染以重疊、

生，呈現四季不同

積墨、積彩等技法來彰

的花草樹木姿態。周老師運用水墨加上重彩，

顯繁複的畫面。此次展

呈現這些自然風景，希望拋棄舊有水墨的沉

出作品，多為描繪鄉村

重墨色，展現清新的花鳥風格。

的景色，皆是她耗費心
力、努力完成的佳作。

2018 年全國青溪新文藝學會聯展
時間│ 3/30（五）～ 4/29（日）
地點│展覽室 B

為配合國家推廣新

【國際雕塑藝術家講座】黃柏仁雕塑
時間│4/7（六）14:30～16:30
地點│3樓大會議室
費用│免費，14:00排隊入場，名額198位，額滿
為止。
講師│黃柏仁

文藝運動，各縣市紛紛

配合本

成立青溪新文藝學會分

中心展出雕

會，然而各學會在不同

塑 作 品《 與

地區推展美學活動，卻

風 對 話 》，

不曾有各縣市間的相互

邀請國際雕

交流，在成立已逾 40

塑藝術家黃

年之際，在國防部後備

柏仁擔任主

指揮部指導下，由臺中

講。黃柏仁曾榮獲中部美展雕塑類比賽第一

市青溪新文藝學會辦理

名及市長獎，作品〈狗札記之快樂時光〉獲

第一次全國性青溪新文

國立臺灣美術館購藏。

藝饗 PLUS

新民高中應用外語科話劇展演

黑皮熊，2 個獵人

時間│4/14（六）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200元（年代售票）

與憨厚的黑熊、內

應用外語
科英文組、日
文組學生以班
為單位，演出
英文劇及日文
劇，每一齣約
15 分鐘，英文話劇曾演出《冰雪奇緣》、《公
主與狩獵者》、《愛麗絲之魔鏡夢遊》及《乞
丐王子》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劇目；而日文話
劇則演過《竹取物語》、《當鋪》及《青鬼
與赤鬼大暴走》等自編劇本。

《齊天大聖孫悟空》─日本飛行船劇
團
時間│4/21（六）14:30、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300,400,500,600,800,1000,1200元（年代
售票）

心膽小脆弱的眼鏡
蛇、愛吃的山豬共
譜出了一段溫馨的
故事。

心裡有譜 SAXOPHONE 音樂會
時間│4/29（日）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免費索票，1人1券，
索完為止。

臺中市
心裡有譜音樂
推廣協會，由
黃彥霖老師創
辦，第一任協
會理事長黃連
發帶領，透過每週固定團練及每月至老人院
或養護中心的義演，培養出團員良好的默契，
除了增進協會成員演出的經驗，也善盡協會
「將音樂推廣到社會上有需要的角落」之立

善念與勇氣的

案宗旨。本次演出，特別邀請遠從法國國立

神話冒險，結合投影

巴黎音樂學院畢業的林寬參與演出，敬請鄉

動畫科技，帶您一起

親蒞臨觀賞。

降 妖 伏 魔、 懲 奸 除
惡。日本飛行船劇團
原班人馬，將在臺灣
展開為期一個月近
50 場巡迴，演出家
喻戶曉的「齊天大聖
孫悟空」。

【2018 親子藝術節】系列活動
時間│5/5（六）～6/2（六）
地點│演藝廳、實驗劇場、戶外露天劇場等
票價│請洽兩廳院售票

臺中市屯區藝
文中心「2018 親子
藝術節系列活動」，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熊的傳說》
─小青蛙劇團

首次邀請策展人陳

時間│4/28（六）14:30
地點│戶外露天劇場

目， 預 計 於 5 月 5

勇士阿卡、阿布相約上山去打獵，好不
容易獵到了一頭山豬，返回部落途中卻冒出
了一隻眼鏡蛇，為了逃命只好將到手的肥豬
肉拱手讓人；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山豬的好友

汗青規劃演出節
日（六）至 6 月 2 日（六）帶來一連串適合
親子共賞的精采活動，包含 1 場大型戶外免
費演出，1 場演藝廳、3 場實驗劇場售票演出，
4 場校園巡迴演出，3 場好玩又有趣的教育推
廣活動以及文創市集、裝置藝術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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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3/3（六）～ 4/1（日）

鄉情─巫美麗水墨個展

美學空間

3/10（六）～ 5/6（日）

陳英偉的 ART 1 by 1 創作個展

展覽室 A

3/30（五）～ 4/29（日）

2018 年全國青溪新文藝學會聯展

展覽室 B

4/7（六）～ 5/6（日）

花花世界─周湘苓彩墨個展

美學空間

4/1（日）14:30

《命運規劃師》─上劇團

實驗劇場／兩廳院售票

4/14（六）14:30

新民高中應用外語科話劇展演

演藝廳／年代售票

4/20（五）19:30

2018 春唱阿卡貝拉瘋台灣─荷蘭 The
Junction 人聲樂團巡迴音樂會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4/21（六）14:30、19:30

《齊天大聖孫悟空》─日本飛行船劇團

演藝廳／年代售票

4/22（日）、4/29（日）
14:00 ～ 17:00

2018 上半年假日廣場系列活動《魔幻樂園》

茄苳樹區／免費

4/28（六）14: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熊的傳說》
─小青蛙劇團

戶外露天劇場／免費

4/29（日）19:30

心裡有譜 SAXOPHONE 音樂會

演藝廳／索票

5/5（六）～ 6/2（六）

【2018 親子藝術節】系列活動

演藝廳、實驗劇場、戶
外露天劇場等

5/19（六）16:30

【2018 臺中兒童藝術節】《月亮、太陽與
勇士》─泰雅原舞工坊

戶外露天劇場／免費

3/6（二）～ 6/19（二）
每週二 14:00 ～ 16:00

彩墨創作研究班

研習教室 B

3/7（三）～ 6/27（三）
每週三 14:00 ～ 16:00

色鉛筆素描繪畫班

研習教室 C

3/7（三）～ 6/27（三）
每週三 14:00 ～ 16:00

水墨山水進階班

研習教室 B

3/8（四）～ 6/28（四）
每週四 10:00 ～ 12:00

國畫花鳥基礎班

研習教室 B

3/8（四）～ 6/28（四）
每週四 13:30 ～ 15:30

國畫花鳥進階班

研習教室 B

3/10（六）～ 6/30（六）
每週六 9:30 ～ 11:30

基礎素描水彩 B 班

研習教室 A

3/10（六）～ 6/30（六）
每週六 9:30 ～ 11:30

水墨山水基礎班

研習教室 B

4/7（六）14:30 ～ 16:30

【國際雕塑藝術家講座】黃柏仁雕塑

3 樓大會議室

4/8（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Just a Little Bit

B1 藝享空間

4/22（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故事大冒險

B1 藝享空間

表演藝術

課程／講座

藝饗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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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4 月 20 日，將文字檔以 word 檔附寄，圖片檔解析度 300DPI，
投稿請寄至 jyun.lin@ctee.com.tw 或電洽 02-2308-7111 轉 3722。
※ 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之權利

品香會友

花盌之戀─蘇乙宸柴燒陶藝創作展

時間│4/1（日）～4/29（日）每週日14:00～
15:00
地點│摘星山莊
（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號）
電話│04-2534-3859

時間│4/1（日）～5/13（日）週一至週五9:00～
18:00、週六至週日9:00～21:00
地點│一德洋樓羅布森冊惦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東十一街14巷1號）
電話│04-2233-3739

香道是

「盌」字同「碗」，

「當代六

一般用途為盛裝食物，

道」之一，

有時也視為藝術品。自

含括了香

古文人雅士體察自然萬

道、茶道、

物、物我兩忘時，將心

花 道、 琴

中美感經驗以花草為媒

道、書道、

介，呈現樸素清雅的生

畫道等文化課程，在古色古香的摘星山莊，

活藝術。作者以花藝情

我們將推出「品香會友」活動，邀請「全

境作為創作動機，讓所

球沉香研究鑑定交流總會」文化委員會主

創作的盌，在融入花草後，能展現出更高

委張涵茹老師，進行香道演譯。

的藝術價值；透過柴燒的美好，流溢出放

花開富貴 ‧ 幸福朵朵
時間│4/1（日）～4/30（一）週二至週日9:00～
17:00
地點│一德洋樓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東十一街14巷1號）
電話│04-2233-2959

一德洋樓 4 月特別企劃《花開富貴 ‧
幸福朵朵》，邀請到大葉大學林淑芬老師，

鬆而賦予禪境的盌花風情。並透過柴窯特
殊窯變之作，欣賞柴盌之美。

之間 Between ─工藝與設計聯展
時間│4/5（四）～4/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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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2375-9366

在洋樓區展出春日攝影展，並與塔可市集

從幾個發散出去的點，

合作，於 4 月 21 日至 4 月 22 日舉辦春天

重新找到之間的脈絡。透

市集，現場有花藝體驗課程、還有創意手

過 木 作、 書 法、 木 皮、 藍

作、美味傳統糕餅、有機小農、街頭藝人

染、玻璃鑲嵌、裝幀等不

一起來同樂，非常適合大小朋友一起同歡，

同的載體，藉由此次的詮釋，將原本平行

讓春意的四月，散發幸福的味道。

的思考，得以交集，同時也試著讓這股新
的想法繼續延伸，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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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籃主題市集
時間│4/6（五）～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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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2375-9366

費用│免費，請上拍瀑拉文化基地粉絲頁報名
講師│吳金樹

生活中極微小的事物，總是有幸福的
線圈，市集裡的每一個手作和產物總是上
帝給的禮物。104 年因一個委託案意外成為
一個為微創品牌發聲的平臺，十二籃主題
市集是活潑的、豐富的、可以文青、可以
小農、亦有手作學堂。

【2018 NTT-TIFA】克里斯汀赫佐《趨
近黑暗》
時間│4/14（六）14:30、4/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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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價│600,800元（兩廳院售票）

春天的大肚山，是繁花盛開的季節。
掛在牆角的絡石，與攀上樹梢的小錦蘭，
在薄霧裡競相開放，釋放出迷人香氣。臺
灣野梨與楝樹，也開花了，還新萌一樹嫩
綠。碩大的琉球野薔開在牛罵頭的山水間，
美麗的小果薔薇只在沙轆綻放，只有大肚
山薔薇大氣四處分送芬芳。繁花盛開的季
節，讓我們來認識大肚山春天的美麗與芬
芳。

【2018 惟和講堂系列講座】剪花微笑
─從民間剪紙藝術到幸福感動美
時間│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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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800元
電話│04-2375-9366
講師│楊士毅

哪些舞蹈會代代相傳成為特殊典型 ? 克

民間剪紙藝術從北朝至今 1500 年，在

里斯汀赫佐由此切入，透過大眾舞蹈三部

圓、尖、方、缺、線之間，勾勒鏤空光透

曲展現觀點，這次來臺演出的《趨近黑暗》

的生命力，呈現納福怯邪的生活樣貌，一

向社交舞取材，看似一支華美的雙人舞，

把剪刀，一張紙，延續藝術無聲的喜怒哀

卻蘊含深刻的人生思辨。「我想要呈現出

愁。

人永遠需要有另一半，而我們相互為伴的
模式就是不停地舞動。」透過舞者之間的
緊密連結，克里斯汀赫佐希望喚醒大眾體
認人際關係「並肩齊舞」的寓意。

拍瀑拉演講會─大肚山春天的花蕊
時間│4/21（六）14:30～16:30
地點│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一號棟視聽室（臺中
市清水區鰲海路59號）

藝饗 PLUS

中│彰│投│苗 藝 文 圈
吾土吾民 文化尖兵─張致遠紀念特展
時間│3/17（六）～4/8（日）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興畫廊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一○七年苗栗美展」雙年展，全國徵
件活動開始！
時間│5/1（二）～5/15（二）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客家電視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節目先驅、文

光 局 舉 辦「 一 ○ 七 年

史工作者「文

苗 栗 美 展 」 雙 年 展，

化尖兵」張致

於 107 年 5 月 1 日 至

遠，生前致力

15 日受理收件，簡章及

以文字、圖像

送件資料表請至苗栗縣

推廣客家、原

政府文化觀光局一樓服

民文化及荒野保育，堅持為鄉土發聲。本

務臺索取或上網站下載

次特展展出其生前成果。特展有兩大展區：

www.mlc.gov.tw。 得 獎

展覽區及影音區。展覽區展出張致遠生前

作品將於 11 月 10 日頒獎，並於 11 月 7 日

大事記、登山設備及三臺雜誌書稿；影音

至 11 月 28 日於文化觀光局展覽館展出，

區則有攝影幻燈片、音樂影像。

歡迎各界愛好藝術的朋友踴躍報名。洽詢

「彰化縣第 19 屆磺溪美展」開始徵
件！
時間│4/2（一）～4/18（三）
收件地點│彰化縣文化局視覺表演科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3號）

從第七屆開始，

電話 037-352-961 展演藝術科。

《齊天大聖孫悟空》─日本飛行船劇團
時間│4/25（三）19:30
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票價│300,400,500,600,800元（年代售票）

為鼓勵新藝術媒體

《齊天大聖

的 創 作 風 氣， 呼 應

孫悟空》融合音

新時代的影像思潮，

樂、美術、舞蹈

期以開創磺溪美

等藝術，以豐富

展 的 新 觀 點， 特 別

的舞臺形式呈現

增設平面數位藝術

絢麗的視覺效果，由生動活潑的人偶配合

類 項 目（ 自 第 十 屆

國語發音，帶領現場的大朋友、小朋友一

起更名為數位藝術

同冒險，學會勇敢和善良，藉此傳遞故事

類），迎接青年創作時代的來臨。簡章及

的寓意，期許孩子能從童話延伸出的意涵，

報名表於彰化縣政府服務臺、本局服務臺

體會待人處世的道理。究竟唐三藏要如何

及員林演藝廳服務臺索取，或上本局網站

以憐憫、寬容的信念，帶領悟空、八戒以

http://www.bocach.gov.tw/ 徵件專區下載使

及 悟 淨 戰 勝 心 魔、 克 服 困 境？ 4 月 25 日

用，或電洽 04-725-0057 視覺表演科。

（三）悟空與您不見不散！

39

40

專屬回憶 輕旅行
即日起～12/31（一）
天成文旅─回行旅（臺中市西屯區至善路
188號）
精緻客房加贈白鷺鷥「啾比」積木一組
（原價250元），入
住家庭房贈送二組
04-2706-9118

一片鄉土一縷情懷─陳其茂創作展
1/17（三）～5/5（六）
週二至週日9:30～17:00，清明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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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裡的線索─呂英菖 ×張騰遠聯展
3/10（六）～4/29（日）
大雋藝術（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489號）
免費
04-2382-3786

張承惠恩典書法水彩個展
4/1（一）～4/2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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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智偉版畫個展
2/28（三）～4/30（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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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草凝寧─張佳綺個展
3/5（一）～5/31（四）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77號）
免費
04-3705-6000

十二生肖─詹明涼水墨展
4/1（日）～5/13（日）
猿緣園藝術館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19號）
免費
04-2260-3888

Kerkerland顧珮仙插畫個展《日出》
4/1（日）～6/30（六）
1969藍天飯店
（臺中市中區
市府路38號）
免費
04-2223-0577

藝術亮點

純淨視界─黃靜瑩個展
4/3（二）～4/28（六）
松風閣畫廊F1展間（臺
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49號）
免費
04-2247-4215

臺灣印刷探索館童樂會─兒童我最大
4/4（三）～4/8（日）
財政部印刷廠（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號）
活動期間10歲（含）以下兒童免費參觀
04-2495-1001

茶藝
4/13（五）、4/27（五）17:00～18:00
台中福華大飯店Be ONE（臺中市西屯區安
和路129號）
預售600元
04-2463-1616轉148

蝶舞公益表演～惠光導盲犬
4/15（日）14:30～15:30
台中大遠百（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251號）
免費
04-2314-1670

Yamaha數位音樂工作站 2018新品發
表會─ Genos/PSRS series
Miss R見面繪畫和她的微光裝置展
4/4（三）～6/18（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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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四）14:00～17:00
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臺中市南區
復興路三段362號B01）
免費，憑邀請卡入場（採線上報名）
04-2229-3767

西班牙 Tablao- Maricante蝴畔吟唱

梅苓全人音樂體驗課程
4/8（日）10:30～11:30
梅苓全人音樂豐原教室（臺中市豐原區南
陽路349號2樓）
付費試上單堂450
元，歡迎4歲以上
小朋友與家長一
同前來參加體驗
04-2525-0011

4/22（日）14:30
迷火佛拉明哥藝
術中心（臺中市
西區臺灣大道二
段536號B1）
請洽迷火佛拉明
哥藝術中心
04-2316-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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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門曲奏迎神匾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中地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始於清末臺中

臺

省城的建立；清光緒年間，外患壓逼，促

使清廷正視提升臺灣的行政層級，而有建省之
舉。
臺灣省城北門樓於 37 年由臺中市長陳宗熙
加以重修，易名為望月亭，69 年列入省轄市時
期臺中市第一號古蹟「臺灣府城遺蹟」。其後
因原木構建築腐朽，並經多次修繕已非原貌，
經臺中市政府公園建設諮詢委員會建議：「為
維護歷史古蹟，保存先民文化遺產，採取傳統
閩南式中國建築重建，並保持原貌」，由臺中
市政府於 76 年 7 月興建，翌年 1 月竣工；其後，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95 年 11 月 17 日

▲採用原材質原工法複製的「曲奏迎神匾」。

以府授文資字 0950238032 號函登錄公告為城
墎類歷史建築。

文資巡禮
藝文巡禮

▲工 作人員懸掛「曲奏迎神匾」
複製品。
「曲 奏迎神匾」見證了清領時
期建省的歷史。
「曲 奏迎神匾」複製品審查情
形。

原匾於 104 年 8 月 8 日因中度颱風蘇迪
克強襲臺灣時掉落損壞，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收存殘件，並著手辦理加固修復及複製品質
製作事宜。後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備案之木
作匠師（泓澤藝術作坊）簽訂契約，於 106
年度完成原匾加固及複製品製作。
今望月亭所掛之「曲奏迎神」匾額，係
依據「公有古物複製及監製管理辦法」相關
規定，採用原材質原工法複製，期回復歷史
文物所在地之環境氛圍，並以此推廣文化資
產。

見證臺中市區建設的歷史證物
懸掛於望月亭上的「大北門曲奏迎神
匾」以為清領時期建省當時 1891 年臺灣知

臺中公園望月亭

省築城紀念物，至今僅存者不多，予以登錄

開放│全年
導覽│每月雙週日，請至臺中市文化資產
處 網 站（http://www.tchac.taichung.
gov.tw）預約

為一般古物，以上等理由登錄指定為臺中市

地址│臺中市公園路、自由路二段交叉口

縣黃承乙所題，屬清代臺灣建省的歷史證物
僅存僅見，具歷史、文物價值。及為清末建

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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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 107 年 4 月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很久
館別
總館
04-2422-9833

活動名稱

很久以前 ...

時間

地點

寶貝故事屋

每週六 10:30 ～ 11:10

故事屋之美好時光

4/1（日）～ 4/28（六）
2 樓故事屋
每週六、週日 10:00 ～ 10:50

English Corner Time

4/13（五）、4/20（五）、
2 樓故事屋
4/27（五）10:30 ～ 11:20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英語故事屋

4/14（六）、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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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
─保母說故事：大象艾瑪

4/14（六）10:00 ～ 11:00

2 樓嬰幼兒
閱讀區

魔法故事森林

4/14（六）、4/21（六）、
1 樓兒童閱覽區
4/28（六）10:30 ～ 11:30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4/14（六）15:00 ～ 16:00

兒童區

Family 媽咪說故事及家庭桌遊
活動（需報名）

4/15（日）10:00 ～ 11:30

3 樓多功能
活動室

小袋鼠親子故事時間

每週四 10:00 ～ 11:00

3 樓多功能
活動室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4/21（六）15:00 ～ 16:00

2 樓兒童區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4/28（六）10:00 ～ 11:00

4 樓兒童區

故事魔法森林

每週三、週六、週日
10:00 ～ 11:00

1 樓故事屋

美人魚故事屋

每週六 10:00、15:00

1 樓兒童閱覽室

故事馬拉松

每週六 10:00 ～ 10:30

兒童室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0:30

幼兒區

小寶貝！一起來聽故事

每週六 10:00 ～ 10:30

幼兒區

魔法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1:00

2 樓兒童閱覽室

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室

大嘴巴說故事

每週六 10:00 ～ 11:00

兒童室

就愛聽故事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閱覽區

親子故事屋

每週日 10:00 ～ 11:00

1 樓兒童閱覽區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大安分館
04-2671-3290
外埔分館
04-2683-3596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龍井山頂分館
04-2652-0771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新社分館
04-2581-7868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1 樓兒童閱覽區

城市悅讀

北區分館
04-2236-2275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大墩兒童館
04-2232-8546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東區分館
04-2283-0824
龍井龍津分館
04-2630-0993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故事百寶箱

每週六 10:30 ～ 11:10

2 樓兒童室

故事萬花筒

每週六 10:30 ～ 11:10

1 樓兒童閱讀區

親子聽故事時間

每週六、週日 10:30 ～
11:20

3 樓演藝廳

故事歡樂會

每週六 10:40 ～ 11:40

兒童室

我愛繪本～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 14:00 ～ 15:00

1 樓親子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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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講囉 !
館別

總館
04-2422-9833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活動名稱

時間

【飛閱未來講座】從「愛茶之
心」出發的東方茶學─節氣與
4/15（日）10:00 ～ 12:00
茶（講師：蔡玉釵）
【讀一本書講座】《瑪莉不說
話》的祕密─童話故事繪本（講 4/21（六）10:00 ～ 12:00
師：蔡威君）
【新書講座】從身心靈角度談
全面向的人生─問賽道（講師： 4/26（四）14:00 ～ 16:00
郭惠倫）

地點
B1 多功能活動
室
B1 多功能活動
室
B1 自習室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讀一本書講座】 跟著過去的
爽文遇見今日的大里－爽文你
好嗎？（講師：張凱惠）

4/28（六）10:00 ～ 12:00

2 樓會議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旅遊達人講座】省錢有趣自
助旅行（講師：賴秀春）

4/29（日）10:00 ～ 11:30

3 樓多功能教室

大夥做伙來
館別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大里分館
04-2496-2169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紙上音樂嘉年華

4/4（三）9:00 ～ 17:00

1 樓兒童閱覽區

快樂人生 & 生命禮儀（講師：
黃俊銘）

4/6（五）14:00 ～ 16:00

2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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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大安分館
04-2671-3290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飛陽書香音樂會

4/15（日）9:30 ～ 11:00

多功能空間

悅讀同樂會（需事先報名，
1 期 8 堂課，3/23 ～ 5/11）

每週五 19:00 ～ 20:00

B1 親子閱覽室

甜甜圈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00 ～ 11:00

3 樓多功能活動
室

電影時刻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小螞蟻電影院

4/1（日）10:00 ～ 12:00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週末電影院

4/7（六）、4/14（六）、4/21
4 樓視聽室
（六）、4/28（六）14:00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電影饗宴

4/7（六）、4/21（六）
14:00 ～ 16:00

兒童室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小螞蟻電影院

4/15（日）10:00 ～ 12:00

4 樓兒童區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小螞蟻電影院

4/22（日）、4/29（日）
10:00 ～ 12:00

兒童區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動畫電影院─馬達加斯加爆走
企鵝

4/28（六）14:00 ～ 15:30

4 樓研習教室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親子影片欣賞

每週三、週六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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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兒童閱覽室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世界各國電影欣賞

週五～週日 14:00
週六、週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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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 14:00

5 樓多功能研習
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雅圖 Fun 電影

每週六 14:00 ～ 16:00

3 樓多功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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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電影院

每週日 10:00

兒童室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週日去神圖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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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下課後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 16:00

2 樓研習教室

2 樓會議室

城市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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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日）14:00

甜蜜的負擔／ 79min ／韓國

4/7（六）14:00

貓侍 2：南島大冒險／ 85min ／日本

4/8（日）14:00

真愛 BJ4 ／ 94min ／美國

4/14（六）14:00

百老匯熟男日記／ 107min ／美國

4/15（日）14:00

怪物遊戲／ 103min ／美國

4/22（日）14:00

再會吧青春小鳥／ 131min ／日本

4/28（六）14:00

道士下山／ 114min ／臺灣

4/29（日）14:00

移動迷宮：焦土試煉／ 132min ／美國

普
護

輔
護

護
普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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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日）10:00

出口：夢想肢戰／ 57min ／臺灣

4/1（日）14:00

雨果的冒險／ 126min ／美國

4/7（六）10:00

跳芭蕾舞的男孩／ 91min ／俄羅斯

4/7（六）14:00

鋼琴教師／ 131min ／奧地利

4/8（日）10:00

六個大師的童年／ 80min ／美國

4/8（日）14:00

美味絕饗／ 109min ／德國

4/14（六）10:00

二樓傳來的歌聲／ 99min ／瑞典

4/14（六）14:00

兒子的大玩偶／ 104min ／臺灣

4/15（日）10:00

小森食光：夏秋篇／ 111min ／日本

普

4/15（日）14:00

小森食光：冬春篇／ 120min ／日本

普

4/21（六）10:00

諾瑪：米其林風暴／ 99min ／法國

4/21（六）14:00

神童／ 120min ／香港、日本

4/22（日）10:00

壽司之神／ 83min ／日本

4/22（日）14:00

何處是我家／ 140min ／德國

4/28（六）10:00

公主的迷思／ 90min ／法國

4/28（六）14:00

切膚之歌 The Cut ／ 138min ／德國

4/29（日）10:00

腳踏車大作戰／ 96min ／沙烏地阿拉伯

4/29（日）14:00

打不倒的勇者／ 134min ／英國、泰國

普

護
普

限
護

普
輔

普

普

普

普
普

輔
輔
普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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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48

我的幸福糕餅鋪：台味點心 50 選
每月推薦
鳳眼糕、綠豆椪、鳳梨酥、紅龜粿……你喜歡
哪一味？花蓮唱片餅、宜蘭金棗酥、苗栗肚臍餅、
彰化卦山燒……你嚐過哪幾種？
臺灣糕餅的世界繽紛多姿，不僅祭祀拜拜需要
它，年節送禮用到它，結婚喜慶更少不了它，它伴
隨著人們走過漫長的歲月，留下美好動人的生命記
憶。小小一塊糕餅，承載了我們所忽略的多重文化
特質與滋味，值得好好咀嚼，細細玩味。
翻開《我的幸福糕餅鋪》，不但會讓你經歷一
趟目不暇給、口齒生津的臺味點心之旅，還會讓你
《我的幸福糕餅鋪：台味點心
50 選》

眼界大開，為臺灣的糕餅文化感到嘖嘖稱奇。
在這本美食故事書中，〈品味篇〉從傳統米製

作者：張尊禎
出版者：遠流出版公司
出版年：104 年 6 月 1 日

點心、古早風味餅與地方特色餅三大類，數列最具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內餡到包裝，由裡到外了解臺灣糕餅的特色。〈拜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代表性的 50 多種傳統與創新糕餅，徹底從餅皮、
訪篇〉介紹近年新興的糕餅博物館與觀光工廠，讓
讀者在滿足味蕾之餘，也能體驗自己動手 DIY 的樂
趣。此外，更從文化意涵、歲時節慶、生活禮俗、
藝術美感等多角度演繹糕餅在常民生活舞臺上的動
人演出。書後羅列超過 60 處推薦店家的相關實用資
訊，讓讀者可輕鬆尋訪、品嚐各種美味點心。

【作者簡介】
張尊禎
輔仁大學中文系、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畢業。為資深出版編輯人與文字工
作者，104 年榮獲第 39 屆金鼎獎圖書編輯獎，編著過上百本旅遊、生活類叢書，文章及
攝影作品散見各大報章雜誌。希望在本土文化和傳統藝術的田野工作中，持續以筆與鏡
頭，記錄臺灣美好的點點滴滴。除《我的幸福糕餅鋪》外，另著有《百年糕餅風華再現》、
《台灣老字號》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