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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覽 1

文化局力邀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臺灣美術館、
奇美博物館及日
本東京富士美術
館，聯合舉辦館
藏精品展，如此
盛大又跨國際的
合作，是臺灣藝
文界的盛事，您一定不能錯過！

臺中市纖維工
藝博物館揭幕

全國第一座
以纖維

為主題的公
立博物館

「臺中市纖
維工藝

博物館」，
於今年

10 月隆重開
幕，兼

具親子生活、
時尚及

綠工藝，整合
國內外纖

維藝術的交流
平臺，將成為

臺中市文

化發展新地標
。

今年的花
都藝術季將在
臺中辦理超過
50 場 系列活
動，特別邀來
國際知名團隊
讀賣日本交響
樂團為活動開
幕，另有各類藝術展演、裝置藝
術、特色展覽等，歡迎民眾共
襄盛舉熱鬧歡騰的藝術盛宴！

2018臺中花都藝術季

2018國際彩墨花花世界藝術大展

配合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以描繪花卉外形及各國民族節

慶活動為展覽主題，邀請法國、印

度、馬來西亞等數十國百餘位藝術

家參展，透過他們的藝術作品，發

現彩墨的國際豐沛創作能量。

臺中綠空鐵

道計畫和 2
018

臺中世界花卉
博

覽會將於 1
1 月

與市民見面，
文化局特別

於臺中火

車站舉辦光
雕秀，規劃光

影裝置及

周邊表演活
動，讓市民體

驗新舊融

合、不同風貌
的百年臺中。

2018臺中光
影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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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禮讚─4大美術館聯合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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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覽
封面故事
花之禮讚─ 4 大美術館聯合大展
花語花博 

本月推薦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盛大揭幕
 
「文學女俠─廖輝英」暨「花愛文學」特展
風起文湧─陳慶芳雜誌創刊號蒐藏特展

2018 臺中光影藝術節

107 年度臺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聯展
動物異想世界─洪易不鏽鋼鍍鈦雕塑創作展、
森林朋友─黃楷真動物國度插畫展

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花博序曲

蕉林花影─陳偉毅漆畫個展
以藝載道 ‧ 奉獻臺灣─侯壽峰創作一甲子特展

佘明娟圓夢踏實臺中個展
幾米談繪本的創作故事

藝數密碼《舞堂課》─極至體能舞蹈團
玉山音樂饗宴─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故事工廠《莊子兵法》
107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系列活動─妙璇舞蹈團《舞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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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彩墨花花世界藝術大展

2018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入學
2018 好有藝思表演藝術節

第 17 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2018 清風茶宴─茶漫淘陶　

薪傳 30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30 週年回顧展
2018 花開葫蘆墩藝術節─如果兒童劇團《你不知道
的白雪公主》

原舞曲文化藝術團《再現虹橋》
心靈花園生活美學系列講座 
  
2018 屯區科技劇場─旋律

2018 花都奇想兒童劇場

藝饗 PLUS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中山堂

大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港區藝術中心

典藏精選

屯區藝文中心

其他藝文空間

好書推薦
花蜜釀的詩──
百花詩集：特色花卉篇

藝術亮點
10 月亮點活動

文資巡禮
古蹟音樂會 另類藝術饗宴 

城市悅讀
臺中市立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大墩分館 & 葫蘆墩分館
影片播映表

中彰投苗藝文圈

※ 訊息發布

《文化報報》刊載本局四大文化中心、各文化場館、臺中藝術亮點店家等辦理之藝文活動資訊，月刊於臺中統一超商、各文化場館、各

區圖書館、火車站及其他藝文展演空間等處，供民眾免費索取，亦歡迎至臺中市政府及本局官網多加利用電子書下載服務。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www.culture.taichung.gov.tw/     臺中文化小尖兵 www.facebook.com/TaichungCulture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已開放檔案應用申請，請至網站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便民服務 / 檔案應用服務參考相關規定。

本文宣採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發行人—王志誠

編輯指導—黃名亨‧施純福‧楊懿珊‧林敏棋‧陳素秋‧林承謨

執行編輯—郭恬氳‧范秀情‧蔡珮芸

發行—

地址—407臺中市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8樓  

電話—04-2228-9111

編製單位│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855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5樓

編 輯 部│02-2308-7111轉3721  林均

讀者服務│02-2308-7111轉5676  袁則鈞

傳真│02-2308-4608

印刷│宗祐印刷有限公司

T A I C H U N G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6
30

40

41

42

44
47

48

32
35
36
38



▼

  奇美博物館─皮耶‧奧古斯特‧寇特

〈黛妮希雅〉。

▼

 國立臺灣美術館─席德進

〈花（鳳凰木）〉。
▼

  東京富士美術館─歌川豐國〈第二代

尾上菊五郎所飾之百的百中、第五代

松本幸四郎所飾之芭蕉膏藥甚七〉。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將於 11月盛大舉辦，

臺中市政府早自 2014年開始，就以多元的

展演活動為花博暖身，包括裝置藝術、插花體驗、戶外音

樂會及文學詩集出版等，將花卉融入藝文的自然美學，並

連結其他縣市，向全國甚至其他國際城市傳遞花博精神。

今年 10月，臺中市政府與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故

宮博物院、奇美博物館及東京富士美術館等 4家國內外機

構合作，邀請蕭瓊瑞擔任總策展人，打造「花之禮讚― 4

大美術館聯合大展」，為 11月的花博營運揭開序幕。

 跨國跨時空 精選典藏在臺中

此次精選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奇美博

物館及東京富士美術館等 168件典藏精品，涵括繪畫、雕

塑、器物、複合媒材、空間裝置及新媒體藝術等，展現臺

灣、華夏、西洋與日本 4 種不同的文化、世界及生命觀。

故宮以中國宋代以後的陶瓷、器物、書畫及詩箋畫譜

為主；奇美以西洋 17 世紀以後的雕塑、油畫、家具為主；

東京富士美術館展出江戶時代以後的屏風、書畫；國美館

以日治時期的新美術運動作品（油畫、膠彩、水彩）至臺

灣當代藝術家多媒材創作（含數位影像、裝置）為內容。

以「花」為主題的原因是，花在藝術創作中呈現的姿

態及含意，就是人類文化與歷史的縮影，這次展覽將展出

11世紀到 2017 年有關花的精品，橫跨時間約 1000多年。

4大美術館聯合辦精品展，是跨館乃至於跨國性的大

展，也是近年臺灣藝文界的盛事；突顯臺灣文化與藝術的

多元風貌，同時在亞洲與全球文化的共榮發展中，建構主

體定位與藝術詮釋觀點的文化視野。

©Tokyo Fuji Art Museum Image Archives / DNPartcom

▼

  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

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4大美術館聯合大展
文、圖／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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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席慕蓉〈霧荷〉。

▼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顏水龍〈盛裝的山地姑娘〉。

▼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丁雄泉〈魚景繁花圖〉。

 汲取東西方藝術精華  

臺中市政府更與亞洲大學現代美術

館合作，開設另一展覽「花語花博」，透

過本土與國際藝術家作品，帶領民眾領略

花卉結合藝術設計的美好，探討東西方藝

術家對花語的詮釋，並感受人與大自然之

間的連結。

「花語花博」展出近 70件作品，包

括知名藝術家林風眠、廖繼春、楊三郎、

席慕蓉、呂淑珍、袁旃、柳依蘭、張大千、

常玉、丁雄泉、趙無極的作品，以及日本

當代藝術家奈良美智、草間彌生與村上隆

的創作。又因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位處臺

中，因此挑選臺中出身和對臺中藝術教育

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如顏水龍、林之助及

林明弘的作品展出。

無論是以歷史、文化為幹呈現的「花

之禮讚」，或是體驗國內外不同藝術家詮

釋花語作品的「花語花博」，都是人與花

之間經過長久歲月，觀察、相處、轉化進

而提煉的文化結晶。2018臺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開辦前，邀您先一同聆聽「花開的

聲音」！

花之禮讚─ 4 大美術館聯合大展

時間│ 2018/10/6（六）～ 2019/2/10（日）

　　　週二至週五 9:00～ 17:00

　　　週六至週日 9:00～ 18:00

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 

地址│臺中市五權西路一段 2號

票價│免費

花語花博

時間│ 2018/10/6（六）～ 2019/4/7（日）

　　　週二至週日 9:30～ 17:00

地點│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號

票價│詳請請至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官網

查詢

封面故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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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彰化縣文化局長亦是知名文物收藏家的陳慶芳，

收藏約1萬多件藏品，尤以古文書為收藏重點。本次展

覽精挑百餘本珍貴的文史雜誌創刊號、日治時期文學雜

誌、兒童漫畫及地方文獻等，展覽以懷舊風呈現，如往

昔的書報攤、戲院票口及早期文物的情境布置，彷彿穿

越時光的廊道，帶您體會臺灣昔日的時代之美。

展覽也邀請陳慶芳及知名奇幻文學作家何敬堯拍攝

訪談影片，內容以臺中文學館場景為動畫背景，搭配真

人談話，呈現展覽活潑的一面。

風起文湧
陳慶芳雜誌創刊號蒐藏特展

10/5（五）～ 10/28（日）10:00 ～ 17:00

開幕式│ 10/5（五）10:00

地　點│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地　址│臺中市西區樂群街 38 號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7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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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洪易利用窯燒

概念，精準控制使金屬表

面產生發色，讓不鏽鋼與

鈦產生完美結合，再經多

道繁雜工序，最終完成亮

面、簡約、一體成形的當

代藝術作品。

「森林朋友」是

以生活為主題的動物

國度系列作品，用水

彩描繪森林裡不為人

知的日常小事，藝術

家黃楷真誠摯歡迎民

眾一同來到插畫世界，

了解動物們的生活。

10/1（一）～ 12/28（五）

週一至週五 8:3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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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易不鏽鋼鍍鈦雕塑創作展

動物異想世界

黃楷真動物國度插畫展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本月推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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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六）～ 10/24（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17:00

導覽│ �10/6（六）10:0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二）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陳偉毅漆畫個展

陳偉毅創作跳脫傳統思維，與繪畫融為一體，

以漆器精緻細膩的質感為基礎，捨棄繁複多樣的

技法，留下單純繪畫元素，他並以寫生為起點，

記錄生活周遭的生命成長與變化，陳偉毅的作品

就是記錄下那一刻，再凝結成一幅幅平凡或不平

凡的畫面。

蕉林花影

侯壽峰創作一甲子特展

目前國內唯一登錄的戲臺布景彩繪傳統藝術保

存者─侯壽峰，創作始終呼應「以藝載道」的初衷，

為紀念創作了一甲子，特別完成長達13

公尺的巨作〈福爾摩沙的來源〉，歡迎

喜愛藝文的民眾前來欣賞侯壽峰老師筆

下那段臺灣歷史的風華歲月。

10/20（六）～ 11/7（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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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藝載道‧奉獻臺灣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1



10/20（六）～ 11/7（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0/20（六）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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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明娟

佘明娟出生於臺南，睽違25年再度於臺中舉

辦圓夢個展，她以靈動的貓咪與花卉為題材，用

多感的心情建構出浪漫的詩情畫作。本次展出作

品多樣，包括油畫、粉彩、數位版畫、多媒材及

速寫等，畫風神祕浪漫，歡迎前往觀賞。

圓夢踏實臺中個展

10/20（六）14:00 ～ 15:30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票價│�索票入場（10/5 上午 8:30 於大墩
文化中心服務臺開放索票，詳情
請見大墩文化中心網頁）

幾米 20年來創作了逾 50種膾炙人口

的作品，有可愛的童話故事，也有恢宏的

生命史詩，有調皮慧黠的短語，也有思索

人生的低吟，幾米的圖，總在不經意的時

候，撫慰人們的心。大墩文化中心特別邀

請幾米，與大家分享更多的創作故事。
講師：幾米

攝影：王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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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10/14（日）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400,600,800,1000,1200,

����������1500 元（兩廳院售票）

10/14（日）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400,600,800,1000,1200,

����������1500 元（兩廳院售票）

10/14（日）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400,600,800,1000,1200,

����������1500 元（兩廳院售票）

《舞堂課》是「舞蹈課？還是5堂課？」

從上課鐘響到下課放學，從考試壓力、校園青

春故事、課桌椅玩積木雕塑、旋轉黑板捉迷

藏、肢體數學創意遊戲、放學後的旋轉翹翹

板，是大小朋友都看得懂的舞劇。

10/12（五）、10/13（六）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500,600,800,1000元（兩廳院售票）

密碼藝
數 《舞堂課》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是全球爭相邀請的合唱天使，史上多位音樂家都曾加

入，該團以海頓、莫札特、舒伯特、布魯克納4位音樂家之名，分成4團於

全球巡演，此次由莫札特團訪臺演出。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是全球爭相邀請的合唱天使，史上多位音樂家都曾加

入，該團以海頓、莫札特、舒伯特、布魯克納4位音樂家之名，分成4團於

全球巡演，此次由莫札特團訪臺演出。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是全球爭相邀請的合唱天使，史上多位音樂家都曾加

入，該團以海頓、莫札特、舒伯特、布魯克納4位音樂家之名，分成4團於

全球巡演，此次由莫札特團訪臺演出。

極至體能舞蹈團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3



10/27（六）19: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200,400,600 元（兩廳院售票）

一場以解開莊子謎題為主題的密室遊戲，以高額獎金吸引6個背景迥異、

各懷鬼胎的參賽者：尋求靈感的懸疑小說家、急需醫藥費的國文女老師、渴

望人氣攀升的網紅、暗謀報仇的科技業財務長、被倒債的裝潢工人、單純追

求刺激的富家公子。他們要解的是謎題，

還是自己的人生關卡？究竟誰能獲得最後

勝利？

10/19（五）19:30、10/20（六）14: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500,700,900,1200,1500,1800,2200,

���������2500 元（兩廳院售票）

這是一場水墨與舞蹈的結合演出，

以書法家陳志聲、山水畫家黃朝棟、水

墨畫家張鎮金、江菊秋、王金村的作品

為主軸，搭配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

多媒體影像科技與妙璇舞蹈團現代舞的

編排手法，讓觀眾看見舞者與水墨畫的

結合，讓藝術之美更顯內涵與層次。

極‧震撼 3度加演！

故事工廠《莊子兵法》

舞墨 Dancing Ink

107 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系列活動

妙璇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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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2018世界花卉博覽會，以花花世界為主題，

邀請印度、馬來西亞、法國等數十國百餘位藝術家參

展，展出作品內容豐富、風格多樣，描繪各種花卉外

形及各國民族生活中的節慶活動，期盼透過藝術之

眼，探討彩墨國際化表現面向。

10/26（五）～ 11/18（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1樓展覽室Ⅰ、3樓展覽室Ⅲ、
3樓展覽室Ⅴ、4樓展覽室Ⅵ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2018國際彩墨花花世界藝術大展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5



400,500,600元

400,600,800元

600,800,1000元

200,300,500,600元

時間 節目名稱 票價（兩廳院售票）

弦樂武士進行曲─大甲愛樂室內樂團

變聲偵探─故事工廠

3個諸葛亮─故事工廠

《碧玉簪之老婆～我不敢了！》─薪傳歌仔戲劇團

10/ 6 （六）14:30

10/20（六）19:30

11/ 3 （六）19:30

11/17（六）14:30

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清水區
忠貞路21號）

地點

為了讓海線地區民眾有機會欣賞

媲美國家歌劇院大劇院的精采大戲，

港區藝術中心連續 4年舉辦「好有

藝思表演藝術節」，引進多元豐富的

節目，獲得海線地區居民熱烈迴響。

今年將以喜劇為主軸，帶給民眾歡

樂、有趣的戲劇饗宴。

2018
10月份場次表

※活動詳情請至官網查詢http://100masters.tw/。

文學，讓我們遇見全世界

創意書法縱橫談

渡也文創 ‧文創渡也

滾動的移工詩情

掩不住我的情意─
談我的日常書寫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A101國際會議中心

靜宜大學

臺中教育大學

五權社區大學

林黛嫚

蕭世瓊

渡也

康原

石德華

10/3  （三）13:00～15:00

穴道瑜珈   青春逆齡魔法棒 臺中市立圖書館
大雅分館

陳雲10/27（六）14:00～16:00

臺灣雕塑大勢 臺中教育大學蕭瓊瑞10/2  （二）15:30～17:30

10/15（一）8:00～10:00

10/18（四）15:00～17:00

10/23（二）15:30～17:30

10/26（五）19:00～21:00

時間 講題 講師 地點

16



第 17 屆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是全國唯一以大尺寸創

作為主軸的美術展覽，此次除了邀請國內油畫菁英

與前輩進行創作分享，另保留一半名額公開徵件競

選。本展覽期望透過實質獎勵措施，鼓勵新生代藝

術家進行大型油畫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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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國際司茶師以旅人漫活的概念，創作境景巷弄茶

屋，帶民眾品嘗茶的甘甜，也嘗人生滋味，同時邀請20位

陶藝大師展售用泥土質韻淬鍊的生

活藝術陶，透過繪本導讀、親

子手作丸子等活動，感受茶

的溫度。歡迎民眾一同票選

境景巷弄茶屋，參加票選可

獲贈小點心乙份。

10/27（六）～ 12/23（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開幕式│ 1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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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清風茶宴─茶漫淘陶

10/28（日）10:00 ～ 16:00

地點│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信義巷 41 號

費用│詳如各活動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7



大家都聽過「白雪公主」的故事，但你知道誰是煤球嗎？

她是服侍皇后的僕人，也是公主的好朋友。為什麼皇后陷害

公主的計畫總是失敗？到底誰在幫助白雪公主？

如果兒童劇團招牌大戲《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由團

長趙自強親自操刀，郎祖筠演出戰力滿點的壞皇后，碰到最

讓人心疼由鍾欣凌飾演的煤球，結合人聲合唱團，為每一幕

演出帶來最佳配樂，經典重現，歡迎闔家觀賞。

薪傳 30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30週年回顧展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歡慶 30週年，葫

蘆墩文化中心特地舉辦回顧展，邀請167位

藝術家共襄盛舉，現場展出老、中、青三代

藝術家作品，透過作品相互對照，顯現時代、

環境、風格與美術家個人的成長蛻變，更看

出藝術價值的成長軌跡。

花開葫蘆墩藝術節

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2018

10/21（日）14:30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票價│ 200,300,400,600,800 元（兩廳院售票）

9/21（五）～ 10/21（日）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大廳、展覽室Ⅰ～Ⅵ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18



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講師：藍米克（花藝設計師、綠色療癒創辦人）

呼應臺中成為花園城市的概念，將美學融入每

個家庭，由花藝設計師、綠色療癒創辦人藍米克，

帶領民眾走入園藝世界，打造充滿美感的家庭花

園，並透過植物的生命力，療癒每個人的心靈。

10/13（六）15: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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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花園生活美學系列講座

綠色療癒與植物生命力
打造生活花園

10/28（日）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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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演出前 1小時開放現場索票，

����������1 人 1 票，對號入座。）

原舞曲文化藝術團為「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量身訂作歌舞劇《再現虹橋》，敘述泰雅族生命泉源的

大甲溪流域，在自然萬物的規範中，以共享、共生、共

好，走向虹橋的那一端，到達美好世界相聚。一齣傳統

與創作交織而成的歌舞劇，歡迎前來聆賞。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9



王連晟

2 0 1 8

引導參與者認識自己的聲音，透過人聲說話、

歌唱或其他各種人可以發出的聲響，進行共同創

作。請於大廳服務臺報名參加。

10/14（日）10:00、14:0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演藝廳前廳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201號

票價│一場次 50 元

講師團隊│節韻樂團

美麗的原生地消失，山羌兄妹與小猴子

被迫離開家園，踏上尋找家族和朋友的旅程，

劇情結合3D原創動畫短片，搭配現場室內樂

團的精采演奏，帶領小寶貝輕鬆認識臺灣原

生動物，一起將土地美好的事物永存下去。

10/6（六）11: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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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0,600,800 元（兩廳院售票）

Max/MSP是一套用圖像、模組化介面所撰寫

程式的軟體，常使用在表演、實驗、裝置等。本

課程邀請數位藝術家王連晟老師，搭配有趣的呈

現方式，創造出影音互動藝術的精采作品。

工作坊為免費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

ppt.cc/ffrlvx，示範演出於活動前一週，在大廳服

務臺索票，索完為止。

10/13（六）

工 作 坊 �│ 14:00 ～ 17:00

示範演出│ 19:00

地　　點│�屯區藝文中心B1藝享空間

地　　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廣告
官網 FB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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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連晟

廣告
官網 FB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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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眷村文化節─小眷村 ‧ 小時光 

時間│10/6（六）9:30～18:00

地點│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眷村文化節「小

眷村‧ 小時光」活

動，結合「體驗―

眷村手作沙包工作

坊」、「展覽―收

藏趣：環郵時空之

旅」及文創市集、

懷舊童玩、藝文活動表演，邀請民眾體驗眷

村當年小時光的人文風情，關懷眷村文化未

來發展，也看見新能量導入眷村的新火花。

更得些時─ 2018 林昱均水墨創作展

時間│10/11（四）～108/1/2（三）

地點│惠中樓1～10樓藝術廊道

「更得些時」出自宋代李清照《訴衷

情》，簡單來說就是再多些時間細看及等待，

品嘗生活中的枝微末節，用水墨的變化多端，

訴說那些理不清講不完的情感。林昱均曾獲

102 年全國美術展水墨類金牌獎，構圖善以具

象元素組合成抽象畫面，技法以細膩淡雅的

墨韻層層堆疊，奇幻又有寓意。

2018 白冷圳文化節

時間│  10/14（日）14:00 ～ 16:00

地點│新社區九渠溝滯洪池

為了感念白冷圳

之父磯田謙雄的偉大

貢獻，將安排磯田先

生雕像揭幕儀式，現

場邀請臺中市傑出演

藝團隊及在地團隊演

出，另有白冷圳展示

館以 AI 機器人、觸控

互動螢幕及 VR 虛擬實

境，帶您一覽生命之

水的旅程。另外將有在地小農市集，為您呈

現新社在地特色農產。

花博錦簇 ‧ 花器之美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時間│10/15（一）～108/1/9（三）

地點│惠中樓及文心樓5～10樓藝術廊道

苗 栗 縣

盛產相思木

及各種雜木，

素有山城之

稱。 為 呈 現

柴燒原鄉「苗

栗縣柴燒陶

藝創作協會」會員的精采作品，特別規劃柴

燒陶藝展，由黎翠玉老師策展，同時迎接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花器」

及各式容器為主題，逾 150 件上選之作，將

在惠中樓及文心樓與大家見面。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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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美與善之間

─ 2018 劉進耀油畫創作展

時間│10/17（三）～108/1/9（三）

地點│文心樓1～10樓藝術廊道

身為都會邊緣地區的牧師，為了將珍貴

的藝術教育資源與社區共享，一腳踏入不熟

悉的繪畫領域，憑藉對藝術的熱情及繪畫時

所獲得的片刻寧

靜喜樂，習畫已

過 6 個寒暑，創

作不畏艱難，樂

於挑戰各式題材

和技法，也將關

心的社會議題入畫，展現多元面貌。

視覺藝術

9/11（二）～108/8/31（六）
「文學女俠─廖輝英」暨「花愛文學」
特展

臺中文學館

10/1（一）～ 12/28（五）
動物異想世界
─洪易不鏽鋼鍍鈦雕塑創作展

文心樓 6 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10/1（一）～ 12/28（五） 森林朋友─黃楷真動物國度插畫展 文心樓 6 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10/6（六）～108/2/10（日） 花之禮讚─ 4 大美術館聯合大展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6（六）～ 108/4/7（日） 花語花博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10/7（日）～ 10/28（日） 風起文湧─陳慶芳雜誌創刊號蒐藏特展 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10/11（四）～108/1/2（三） 更得些時─ 2018 林昱均水墨創作展 惠中樓 1 ～ 10 樓藝術廊道

10/15（一）～108/1/9（三）
花博錦簇 ‧ 花器之美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惠中樓及文心樓 5 ～ 10 樓
藝術廊道

10/17（三）～108/1/9（三） 美與善之間─ 2018 劉進耀油畫創作展 文心樓 1 ～ 10 樓藝術廊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10/26（五）14:30、19:00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擴大參與
─花 Young653 臺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

12/11（二）19:30
2018 讀賣日本交響樂團
─柴可夫斯基小提琴之夜

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綜合活動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10/6（六）9:30 ～ 18:00 2018 眷村文化節─小眷村 ‧ 小時光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10/13（六）～ 10/21（日） 2018 臺中爵士音樂節
市民廣場及草悟道、港區藝
術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坑經補庫停車場

10/13（六）～ 12/31（一） 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 臺中地區

10/14（日）14:00 ～ 16:00 2018 白冷圳文化節 新社區九渠溝滯洪池

10/17（三）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盛大揭幕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10/19（五）～ 10/21（日） 2018 臺中光影藝術節 臺中舊火車站

藝饗 PLUS 23



壹零柒年度大漢清韻詩詞雅樂發表會

時間│ 10/3（三）19:30

票價│免費免票入場 

梅 川 傳 統

文化學會舉辦的

「大漢清韻詩詞

雅樂發表會」，

今年推出主題

「依風臥雲」，

以河洛語演出與風、雲相關傳誦古今的名篇，

總共分成 5 個單元，期望與您「依風臥雲」，

共同欣賞這場難得的心靈饗宴。

《龍宮奇緣 2 ～章魚怪盜與飛天船》

─蘋果劇團

時間│10/7（日）15:30

票價│300,600,800,1000元（兩廳院售票）

蘋果劇團

與國光劇團攜

手打造 2018 強

檔新作，從霹

靂墨汁陣、巨

型章魚海怪到

飛天船上陣，

重現經典海嘯場景，結合傳統戲曲及現代戲

劇，擦出全新火花，其中的戲劇對白能使大

人及小孩反思成長環境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藝樂飛揚舞動大同 120 週年校慶藝術

聯合展演》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時間│10/9（二）19:30

票價│索票入場

電話│04-2222-2311轉720、721

大同國小國

樂社積極參加各

項音樂比賽，皆

獲佳績；舞蹈隊

參加全國舞蹈比

賽也獲得亮眼成

績，更在學校活動擔任表演團隊；美術班於

每年成果展推出多樣靜態藝術作品，美術團

隊用心編排的動態年度藝術戲劇，近 3 年在

文創園區公演，引起極大迴響。

《愛恨楊貴妃》

─台中愛樂合唱團 2018 年度公演

時間│ 10/10（三）14:30 

票價│免費免票入場

台中愛樂合

唱團成立於 1997

年，在專業聲樂

家帶領及輕鬆活

潑的練唱氣氛中，

不斷持續精進，

此次 2018 年度公演《愛恨楊貴妃》，讓觀眾

徜徉在人聲、合唱、戲劇及古典樂聲中，誠

摯邀請您闔家蒞臨。

音樂的繪本 動物樂團 HIGH FIVE ！

管樂團團轉！

時間│10/21（日）14:30、19:30

票價│600,800,1000,1300,1600元

          （年代售票） 

邀請在日本成軍 16 年、全球唯一專替孩

童量身打造音樂會的「音樂的繪本 動物樂團」

來臺演出，看過演出的觀眾好評不斷，冀望

中山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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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能邀請

更多成員，以

Cool Brass 的 形

式讓國人享受

更豐富層次的

親子音樂。

VIVA ！義大利經典民謠

時間│ 10/24（三）、10/25（四）19:30

票價│ 600, 900, 1200, 1500, 1800,2000元

            （自行售票）

電話│ 02-2888-1777 轉 238

義大利民

謠巨星及樂團，

演唱多首膾炙

人口的「拿坡

里民謠」，這

些歌曲被傳唱

全球，相信臺灣觀眾一定耳熟能詳。誠摯邀

請各位，一同走入熱情浪漫的義大利南部拿

坡里，感受最純正的義大利音樂風光。

《花采四季》國樂演奏會

─臺中市國樂團、台北青年國樂團

時間│ 10/28（日）19:30 

票價│ 300,500,800,1200 元（年代售票）

臺中市國樂

團 成 立 於 1982

年，迄今已屆 35

年；台北青年國

樂 團 於 1994 年

成 立， 集 合 60

多位共同理念的青年國樂演奏者。兩個國樂

團為了發揚中華固有文化，提升國樂水準，

經常舉辦國樂講座，邀請兩岸國樂名家演講

及示範演奏。 

表演藝術

10/3（三）19:30 壹零柒年度大漢清韻詩詞雅樂發表會 免費免票入場

10/7（日）15:30 《龍宮奇緣 2 ～章魚怪盜與飛天船》─蘋果劇團 兩廳院售票

10/9（二）19:30
《藝樂飛揚舞動大同 120 週年校慶藝術聯合展演》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索票入場

10/10（三）14:30 《愛恨楊貴妃》─台中愛樂合唱團 2018 年度公演 免費免票入場

10/12（五）、10/13（六）

19:30
藝數密碼《舞堂課》─極至體能舞蹈團 兩廳院售票

10/14（日）19:30 玉山音樂饗宴─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兩廳院售票

10/19（五）19:30

10/20（六）14:30
故事工廠《莊子兵法》 兩廳院售票

10/21（日）14:30、19:30 音樂的繪本 動物樂團 HIGH FIVE ！管樂團團轉！ 年代售票

10/24（三）、10/25（四）

19:30
VIVA ！義大利經典民謠 自行售票

10/27（六）19:30
107 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系列活動

─妙璇舞蹈團《舞墨》
兩廳院售票

10/28（日）19:30
《花采四季》國樂演奏會

─臺中市國樂團、台北青年國樂團
年代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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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大墩文化中心週日廣場活動

─花現芳蹤，攜手同行迎花博

時間│10/28（日）14:00～17:00

地點│戶外城市小舞臺

由 國 內 知 名

「皇 樂團」、最

具動感活力的「靈

魂頑童舞蹈團」及

臺中市最受歡迎的

「鋼鐵雜技―吳義祥」，帶來精采震撼的表

演，還有 DIY 手作、特色創意市集、花博紙

迷宮等豐富活動，歡迎來闖關！

壺仙陶─劉福先個展

時間│10/6（六）～10/24（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曾獲美國

加州「第 4 屆

大魚小壺國際

工藝競賽」的

陶 藝 家 劉 福

先，師承水番

流陶藝協會創

辦人潘俊任，研習手捏技巧，多年努力磨練

下，陶土可厚可薄、隨意塑形。近年迷上柴

燒，嘗試過全國各個柴窯，於火紋中玩味，

光彩奪目的作品，將在個展中與您分享。

傳承與創新─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

2018 會員作品聯展
時　間│10/13（六）～10/24（三）

地　點│大墩藝廊（四）

開幕式│10/14（日）10:30

學會成立以來定期舉

辦書、畫、印創作聯展及

學術研討活動，藉相互觀

摩交流以提升藝術水平，

並促進書畫藝術的推廣與

美化社會。本次展出書、

畫、印計 60 餘件，均為

會員精心之作，冀達美化

人心之功。

藝載今呈

「媽咪與貓─吳文寬油畫創作展」

時 間│10/20（六）～11/7（三）

地　點│大墩藝廊（二）

開幕式│10/20（六）14:30

「 藝 載

今呈」包括貓

和 媽 咪 兩 個

系列；「貓」

隱 藏 著 與 人

類 一 樣 的 喜

怒 哀 樂、 權

力、慾望等，

藉著貓咪形態擬人化來述說人性；「媽咪」

系列用男性思維探索女性從「少女—結婚—

懷孕—生子」，身與心的巨大改變，藉此表

達母性的愛與偉大。

第 17 屆彩墨新人賞

時       間│10/20（六）～11/7（三）

地       點│大墩藝廊（三）

頒獎典禮│10/20（六）13:00

「彩墨新人賞」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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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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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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財團法

人台中市文

教基金會、

國際彩墨畫

家 聯 盟 協

辦，欣中天

然氣（股）

公司贊助獎

金。自今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收件，計 92

名參賽者、184 件作品，經審查後，共 36 名

參賽者得獎，歡迎踴躍參觀。　

無象 ‧ 無無相─江碧蘭水墨創作展

時　間│10/20（六）～11/7（三）

地　點│大墩藝廊（六）

開幕式│10/20（六）10:30

江碧蘭的夢

想是把抽象概念

統合到水墨，認

為抽象畫把表象

抽除，探求本質，

與佛教裡的「無

相」是相通的概

念。佛教「無相」

再往深裡探，連

「無相」也沒有，到了澈底空的境界，就是「無

無相」。

花現文資～臺中市傳統工藝之美特展

時間│10/20（六）～11/7（三）

地點│動力空間

人類因應生活創造

出許多用具，漸漸變成觀

賞作品，成為今日所說的

「傳統工藝」。本次展出

臺中市依據文資法登錄的

傳統工藝，包括陶藝、傳

統竹雕、漆工藝、造劍、

大甲鐵壺、刺繡、緙絲、

藺草編等，個個都是國內

頂尖工藝家的創作。

同心 ‧ 圓─ 2018 現代眼畫會聯展

時間│10/27（六）～11/7（三）

地點│大墩藝廊（四）

會員創作從抽象到

具象、現象到心象，聚

集平面、立體，媒材與

觀念等不同面向的藝術

表現，近年更積極吸收

新的創作開創新局。透

過現代眼的行進軌跡，

讓觀賞者掌握中部地區現代藝術發展的重要

取樣。

李奇展茶壺雕刻個展

時間│10/27（六）～11/14（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李奇展老師

投入陶雕創作多

年，首次舉辦個

展，展覽中最特

別的是「白瓷透

光壺」創作，除

了雙層鏤空雕刻、

白瓷土的透光特

性，加上茶壺造型的特殊設計，主題包含花

鳥、蔬果、山水、龍鳳等各式題材，展出內

容多元豐富。

陳明堂陶藝展

時間│10/27（六）～11/14（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二）

陳明堂將鐵蝕、

岩、木燃與陶相結

合，創造出玄朱、皓

白、斑斕等作品，簡

單自然的線條帶出的

渾然天成，以細膩工

藝手法，塑化陶壺新

的視觸覺印象，壺蓋透著釉藥的質色，裸胎

赤燃著本心的純粹，值得觀者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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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9/15（六）～ 10/3（三） 與善結緣─潘珮君書法陶瓷彩繪作品展 文物陳列室（一）

9/15（六）～ 10/3（三） 八風禪石會雙年展～石頭與陶瓷 文物陳列室（二）

9/29（六）～ 10/10（三） 中部水彩畫會會員聯展 大墩藝廊（四）

9/29（六）～ 10/17（三）
【2018 年臺南市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書畫 ‧ 對話─畫家賴美華 VS 書法家黃宗義

大墩藝廊（五）

9/29（六）～ 10/17（三） 107 年度臺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聯展
大墩藝廊（六）
及動力空間

10/2（二）～ 10/26（五）
藝文研習成果展─給生活的禮物 ‧2018 孫鳳蘭
傢飾彩繪藝術師生展

文物陳列室（三）

10/6（六）～ 10/24（三） 壺仙陶─劉福先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10/6（六）～ 10/24（三） 蕉林花影─陳偉毅漆畫個展 文物陳列室（二）

10/13（六）～ 10/24（三）
傳承與創新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 2018 會員作品聯展

大墩藝廊（四）

10/13（六）～108/4/30（二） 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槿綻」裝置藝術展 中心大廳

10/20（六）～ 11/7（三） 以藝載道 ‧ 奉獻臺灣─侯壽峰創作一甲子特展 大墩藝廊（一）

10/20（六）～ 11/7（三） 藝載今呈「媽咪與貓─吳文寬油畫創作展」 大墩藝廊（二）

10/20（六）～ 11/7（三） 第 17 屆彩墨新人賞 大墩藝廊（三）

10/20（六）～ 11/7（三） 佘明娟圓夢踏實臺中個展 大墩藝廊（五）

10/20（六）～ 11/7（三） 無象 ‧ 無無相─江碧蘭水墨創作展 大墩藝廊（六）

10/20（六）～ 11/7（三） 花現文資～臺中市傳統工藝之美特展 動力空間

10/27（六）～ 11/7（三） 同心 ‧ 圓─ 2018 現代眼畫會聯展 大墩藝廊（四）

10/27（六）～ 11/14（三） 李奇展茶壺雕刻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10/27（六）～ 11/14（三） 陳明堂陶藝展 文物陳列室（二）

講座

10/20（六）14:00 ～ 15:30 幾米談繪本的創作故事
演講廳／免費索
票

綜合活動

10/28（日）14:00 ～ 17:00
2018 大墩文化中心週日廣場活動
─花現芳蹤，攜手同行迎花博

戶外城市小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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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梅的樂隊》─日本飛行船劇團

時間│10/5（五）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300,400,500,600,800,1000元（年代售票）

一隻驢子、

一隻狗、一隻貓

及一隻公雞的冒

險旅程，看牠們

如何逃脫主人的

追逐、和森林中

的強盜鬥智，最後能否改變自己的命運？改

編自耳熟能詳的德國格林童話，本劇曾獲日

本報社「達到人偶劇的最高峰」優質評價。

映月古流─臺灣映月會花展

時間│10/6（六）～10/14（日）

地點│中心大廳

插花示範表演│10/6（六）10:00～12:00

邀 請 高 齡 96 歲

的國寶花藝教授紀瓊

老師現場表演插花技

藝，讓民眾一窺花間

藝術，了解花藝之巧。

10/10（三）10:00，開

放 20 位民眾免費報名插花體驗，由董小燕、

陳幸瑜 2 位老師指導。

花椰菜 夢想

時間│10/6、10/13、10/20、10/27

 每週六16:00～17:30

地點│榕樹廣場

「花椰菜的夢想　就是想長大後變成一

棵大榕樹」，表演包含

各式街頭藝術表演，讓

更多街頭藝人有專屬表

演舞臺，也讓民眾認識

更多元的街頭藝術，免

費提供場地並打造與以

往不同的表演平臺。

職場大未來─ 10 年之後，你在哪裡？

時間│10/13（六）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演講廳

講師│洪雪珍（yes123求職網副總經理）

社會產業變化莫測，

新世代的人要活到老、做

到老，儲備競爭力變得非

常重要。yes123 求職網資

深副總經理、職場作家洪

雪珍老師，帶領聽眾重新

正視自己的職場生涯。

《龍宮奇緣 2 ─章魚怪盜與飛天船》

─蘋果劇團

時間│10/26（五）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300,600,800,1000元（兩廳院售票）

《龍宮奇緣 2 ―

章魚怪盜與飛天船》

延續首部曲，再分享

中西文化衝擊下不同

的教育觀念，期盼藉

戲劇對白，讓家長和孩子能反思成長環境帶

給自己的改變與影響，然後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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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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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9/1（六）～ 10/12（五） 第 26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初賽徵件 葫蘆墩文化中心

9/21（五）～ 10/21（日） 薪傳 30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30 週年回顧展 葫蘆墩文化中心

10/6（六）～ 10/14（日） 映月古流─臺灣映月會花展 中心大廳

10/26（五）～ 11/25（日） 翰墨空靈─許文德水墨創作展 2 樓展覽室Ⅱ

10/26（五）～ 11/18（日） 2018 國際彩墨花花世界藝術大展
展覽室Ⅰ、Ⅲ、Ⅴ、
Ⅵ

表演藝術

10/5（五）19:30 《布萊梅的樂隊》─日本飛行船劇團 演奏廳／年代售票

10/6（六）19:30
2018 哈薩客三部曲
─「留聲、拾穗」薩克斯重奏音樂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10/6、10/13、10/20、10/27 
每週六 16:00 ～ 17:30

花椰菜の夢想 榕樹廣場

10/14（日）14:00
2018 客家歌謠合唱音樂會：
行過臺三線 聽到花開的聲音

演奏廳／免費索票

10/14（日）19:30
2018 臺中爵士音樂節
─ Nick Javier Group 音樂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10/21（日）14:30
2018 花開葫蘆墩藝術節
─如果兒童劇團《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10/26（五）19:30
《龍宮奇緣 2 ─章魚怪盜與飛天船》
─蘋果劇團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10/27（六）19:30 鍾家瑋鋼琴獨奏會《舞曲之夜─系列 4》 演奏廳／兩廳院售票

10/28（日）14:30
《弦情笙響》黃俊毓 ‧ 張凱喻 
笙、二胡聯合音樂會

演奏廳／年代售票

課程／講座

10/27（六）、10/28（日）、
11/3（六）～ 11/17（六）
每週六 14:00 ～ 17:00

第 17 屆臺中彩墨藝術節─彩墨藝術工作坊 中心大廳

10/27（六）、10/28（日）
9:00 ～ 12:00
11/4（日）～ 11/18（日）
每週日 14:00 ～ 17:00

第 17 屆臺中彩墨藝術節─創意親子 DIY 中心大廳

翰墨空靈─許文德水墨創作展

時　間│10/26（五）～11/25（日）

地　點│2樓展覽室Ⅱ

開幕式│10/28（日）14:30 

許文德從「雨、幽、寒、靜、

動」中，尋找創作靈感，力求意

境深遠、氣韻生動、層次分明；

融合傳統水墨技法及西方繪畫的

透視、光影理念來創作。

鍾家瑋鋼琴獨奏會《舞曲之夜─系列

4》
時間│10/27（六）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200元（兩廳院售票）

精選蕭邦、史克里亞

賓、巴爾托克及舒曼的舞曲，融合鍾家瑋華

麗的琴技及細膩情感演奏，將每首舞曲特色

完美詮釋，獻給觀眾們一個美妙的舞曲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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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意象─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時間│10/5（五）～10/28（日）

地點│展覽室C 

林順孝以氣化

造型語彙顯現個人

原創風格，抽象具

象化，具象抽象化，

互質對應；作品中

顏料流動相濡，色

彩互溶，流賦出各種造型與交融色韻，巧妙

展現個人純真自然、氣象萬千的獨特風格。

近期創作充滿渾沌浩瀚與精神能量，呈現如

極光的日耀雲彩與流盪大氣。

2018 好有藝思表演藝術節─大甲愛樂

室內樂團《弦樂武士進行曲》

時間│ 10/6（六）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 400,500,600 元（兩廳院售票）

討厭上音樂課的

小威，有一天無意間

打開一道通往「音樂

武士之國」的門，王

國中的樂章被人竊取，

大家面臨絕望時，發

現小威就是音樂武士

王國預言中的救世主。

2018 臺中眷村文化節

─眷戀憶鄉情 代代相傳

時間│10/6（六）～10/7（日）

地點│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果貿陽明新城廣

場 

2018 臺中眷村文化

節邀請原眷戶三代同堂

回家，一起回憶眷村生

活的點點滴滴，喚起心

靈深處的兒時回憶。活

動也舉辦眷村往昔生活

展覽，開辦復古風舞會，邀請在地社團與學

校一同參與，讓眷村文化傳承不斷。

2018 好有藝思表演藝術節

─故事工廠《變聲偵探》

時間│10/20（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400,600,800元（兩廳院售票）

大樓保全阿天夢想

自己成為破案神探，這

些狂想常常讓資深警衛

錢哥不得安寧。某天在

找尋大樓住戶遺失的貓

及許久不見人影的張先生時，阿天目睹離奇

的電鋸殺人事件，阿天決定和錢哥展開搜索。

清風樓進駐藝術工作者聯展

時間│10/20（六）～11/11（日）

地點│2樓展示場

107 年度有 9 組藝

術工作者進駐清風樓，

聯展中展示各工作室具

代表性的媒材創作品，

包含茶道文化、種子、

纖維、繪畫、琉璃、金

屬押花、水墨等平面及立體多元型式，歡迎

民眾一起同享藝術之樂。

港區藝術中心32

港區藝術中心
電話│ 04-2627-4568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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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臺中釜山國際美術交流展

時    間│10/20（六）～11/11（日）

地　點│展覽室B

開幕式│10/21（日）14:00

為促進國際藝

術文化交流及提升

國內藝術家國際知

名度，「臺灣藝術

經理人協會」與韓

國「釜山國際美術

作家會」合辦的國際美術聯展邁入第 8 屆。

今年以「花現藝術之美」為主題，為臺灣藝

術圈建立更友善的交流平臺。

【2018 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成功老化 ‧ 銀向成功

時間│10/27（六）14:00～16: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師│郭哲誠

隨著醫藥發達

與社會進步，讓美

國北卡國萊納州大

學老年學研究所碩

士郭哲誠，教您退

休後如何迎向幸福。（公務人員全程參與，

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免費入場，席次120席，

13:30 至國際會議廳排隊拿號碼牌入場）

視覺藝術

9/1（六）～ 10/21（日）
躍昇色漾 ‧ 放縱回歸
─林憲茂油畫創作展 2018

展覽室 A

9/7（五）～ 10/7（日） 正 ‧ 錯視─劉晉彰數位藝術概念創作展 掬月廳

9/21（五）～ 10/14（日） 「回眸一瞬間 看見綠意」─吳玉珮油畫個展 2 樓展示場

9/22（六）～ 10/14（日） 百花齊放─ 2018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10/5（五）～ 10/28（日） 極光意象─林順孝西畫創作展 展覽室 C 

10/13（六）～ 11/4（日） 2018 臺中市松柏國民美展
中央畫廊、掬月廳暨
清水廳

10/20（六）～ 11/11（日） 清風樓進駐藝術工作者聯展 2 樓展示場

10/20（六）～ 11/11（日） 2018 臺中釜山國際美術交流展 展覽室 B

10/27（六）～ 12/23（日） 第 17 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展覽室 A

表演藝術

10/6（六）14:30
2018 好有藝思表演藝術節
─大甲愛樂室內樂團《弦樂武士進行曲》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0/10（三）14:30 「舞躍琴聲」─長笛與豎琴二重奏音樂會 演藝廳／免費索票

10/14（日）14:30 2018 臺中爵士音樂節 演藝廳／免費索票

10/20（六）19:30
2018 好有藝思表演藝術節
─故事工廠《變聲偵探》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0/27（六）19:30 《西城故事》─ 2018 玎酉擊樂團年度音樂會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0/28（日）14:30 2018 劉家伶、吳佳芳四手聯彈多媒體跨域音樂會 演藝廳／免費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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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0/6（六）～ 10/7（日） 2018 臺中眷村文化節─眷戀憶鄉情 代代相傳
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
區、果貿陽明新城廣場

10/28（日）10:00 ～ 16:00 2018 清風茶宴─茶漫淘陶 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課程／講座

10/1（一）～ 10/31（三） 可愛薏苡鑰匙圈（需預約） 清風樓

10/6（六）13:00 ～ 16:00 織布玩工作室：相約經典手毬 清風樓

10/7（日）13:00 ～ 16:00 織布玩工作室：相約「歐洲傳統編織蕾絲」 清風樓

10/7（日）～ 10/28（日）

每週日 14:00 ～ 16:00
迷璃手作工坊：金屬線藝術編織～天然石戒指 清風樓

10/13（六）13:00 ～ 16:00 織布玩工作室：綺麗心意─愛心刺繡磁鐵 清風樓

10/14（日）13:00 ～ 16:00 織布玩工作室：卡片織─雙重織 清風樓

10/21（日）13:30 ～ 17:00 小森林手作坊：彩繪故事蝴蝶時鐘 清風樓

10/27（六）14:00 ～ 16:00
【2018 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成功老化 ‧ 銀向成功
國際會議廳

松柏國民美展邁入第16年，在各區公所協助下，

展出長青族離開職場、卸下家庭重擔後，依然保持

學習新知的精神，投入藝術創作行列，揮灑自己的

人生。這群樂齡長者，將累積數年的人生智慧與生

命體悟，轉化成充沛的創作活力，創作出豐富精采

的作品，「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令人敬佩。

10/13（六）～ 11/4（日）

開幕式│ 10/13（六）10:30

地　點│ 港區藝術中心中央畫廊、

            掬月廳暨清水廳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港區藝術中心34



郭敬耘，畢業於實踐大學建築系。2008「實踐大

學建築系新人展―肉身系列」；2009「平衡木程式 一

比一木作展」；2010「變向城市 Becoming City 國際研

討會 評審獎」；2010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 麻省理工

建築與規劃學院國際設計工作營。

創作者簡介

他們的光滑從中分裂成帶著粗糙表

面的載體，招引許多浮游在渾沌中的序

列碎片，交合、變異，可預期的是醒來

之後，你唯一能捕捉到的並不是你一直

摩拳擦掌準備捕捉的可以稱為母體的原

型，而是他其父不詳的雜種兒子。

什麼叫這不是你真實的形體？造夢

者迷惑了，長久到無法度量時間的過

往，他依自己的型態造夢，一如上帝依

自己的形象造人。一天，人醒來，嚷嚷

著重塑自己的形象，於是一個聲音從矇

矇白噪音海中被剝離開來，從此有了自

己的軌道。你將在其中感到痛苦，造夢

者說。那個無所謂，人回答。

典藏單位：港區藝術中心

作       者：郭敬耘

媒       材：矽膠、複合媒材、數位影像

尺       寸：45×30×200 公分，3 公斤

我的雜種後裔
─甲冑
（2012 臺灣美術新貌展
─立體創作系列第 3名）

創作錄像（定格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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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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初現─林當歸習畫 45 週年畫展

時間│ 9/15（六）～ 10/14（日）

地點│美學空間 

林當歸習畫 45 年，

創作從傳統水墨理論出

發，數度獲得全省及各地

方美展殊榮，皆取材自生

活中，運用濃烈色彩與細

膩描繪，使傳統題材達到

深化與推展，並追求「汲

古而新意，無所可畫而無

所不畫，六法兼備」、「用

筆立其形，以墨分陰陽，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天

人合一。」兩個藝術境界。

茶 ‧ 陶 ‧ 花

─蔡榮祐家族三代陶藝聯展

時間│ 9/22（六）～ 11/11（日）

地點│展覽室 A

適逢 2018 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蔡榮祐老師

首次舉辦家族陶

藝聯展。以生活

茶器、陶瓷、花

藝的相互對話，展現蔡氏家族的藝術傳襲能

量。蔡老師是臺中市資深陶藝創作者，學習

陶藝 42 年，家人也受到影響，兩位兒子蔡家

閎、蔡兆慶及女兒蔡依儒、女婿宋弦翰，皆

從事陶藝工作，兒媳婦張翎哲鑽研花藝、茶

道，第三代蔡淼全也表現出對陶藝的天分。

華夏傳情 ‧ 藝展風華

時間│10/5（五）～11/4（日）

地點│展覽室B

華夏書畫協

會成立於2002年，

提倡全民書畫展覽

與研習，以發揚國

粹復興中華文化為

宗旨。會員皆是軍

公教退休人員與愛

好書畫藝術的朋

友，在理事長陳華

老師的帶領下，以

傳統中國水墨渲染，融合西洋素描與光影技

法，呈現當代水墨新風貌，此次展出以中國

水墨技法表現日常生活素材，山水、人物、

花鳥、現代風景，均在展出之列。

自然旋律～顏聰熙水墨個展

時間│ 10/20（六）～ 11/18（日） 

地點│美學空間 

顏聰熙師承水墨

行者何木火老師，作品

曾入選國際美展、中部

美展、玉山美術獎等獎

項。顏聰熙認為繪畫貴

在自我表達，目前他嘗

試創作大作品，試圖突

破自己，做到「宏觀探

道、微觀探真」，並期

盼創作能達到筆隨意

走，自由揮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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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風信─生活藍研習班

時間│  10/28（日）9:30、14:00

　　　 11/4（日）14:00

地點│ B1 藝享空間 

10 月場次邀請

安染工坊的劉俊卿

老師，教授藍染技

法，民眾可嘗試製

作屬於自己的門簾

（450元）、棉T（500

元）。11 月則邀請

自然色工坊的老師，

教大家製作束口袋

（450 元）。 

瑞秀之舞

時間│ 11/4（日）14: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免費索票（開演前1小時於票口索取，索完

為止）

中華民國日本舞踊舞

蹈研究協會瑞秀分會，帶

來約 20 首精采舞蹈，包含

古典舞及現代新舞踊。舞

者們以日本傳統白妝扮相

及華麗和服登臺，透過細

膩豐富的肢體語言，詮釋

歌曲豐富的情感內涵，曲曲意境扮相各異，

帶領觀眾深入體驗日本傳統文化之美。 

視覺藝術

9/15（六）～ 10/14（日） 初現─林當歸習畫 45 週年畫展 美學空間

9/22（六）～ 11/11（日） 茶 ‧ 陶 ‧ 花─蔡榮祐家族三代陶藝聯展 展覽室 A 

10/5（五）～ 11/4（日） 華夏傳情 ‧ 藝展風華 展覽室 B 

10/19（五）～ 12/25（二） 「風花─藝文色彩的竄流」藝術裝置展 戶外園區

10/20（六）～ 11/18（日） 自然旋律～顏聰熙水墨個展 美學空間

表演藝術

10/6（六）11:00、14:30 2018 屯區科技劇場─《尋找新大陸》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0/13（六）

14:00 ～ 17:00、19:00

2018 屯區科技劇場
─《我們都愛聽聲音─互動音像工作坊》

B1 藝享空間

10/14（日）10:00、14:00
2018 屯區科技劇場

─《Singing Game：空間 ‧ 人聲 ‧ 旋律》
演藝廳前廳

10/28（日）14:30 再現虹橋─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演藝廳／免費索票

11/4（日）14:30 瑞秀之舞 演藝廳／免費索票

課程／講座

10/7（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Swimmy B1 藝享空間

10/13（六）15:00 ～ 17:00
【心靈花園生活美學系列講座】打造生活花
園～綠色療癒與植物生命力（講師：藍米克）

3 樓大會議室

10/21（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大鵬玩故事 B1 藝享空間

10/28（日）9:30、14:00
11/4（日）14:00

2018 風信─生活藍研習班 B1 藝享空間

藝饗 PLUS 37



La Gift 手作體驗課程

時間│10/1起9:00～18:00

　　　週一公休（預約制） 

地點│摘星山莊摘星樓

　　　（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號）

費用│150元/人（摘星山莊門票可折抵）

La Gift 是結合手

作體驗與創意的工作

教室，來這裡不需要

帶上繁雜沉重的用

具，就能提供專業工

具給您，即使沒有基礎，也有能讓您輕鬆

上手的專業教學，不管是香氛蠟片、手繪

油畫、蠟筆刮畫等，La Gift 專業多元的手作

課程，讓您感受作品帶給人們的溫暖。

【凝視 ‧ 回眸】吳淑惠陶藝展

時間│10/4（四）～10/30（二）

　　　9:00～17:00，週一休館 

地點│刑務所演武場傳習館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33號）

吳淑惠構思陶藝作品時，心中沒有固

定的形象，而是依隨土胎的質地與紋理，

導引成形，先把土胎揉成連續板塊，再透

過拉伸、扯裂、撞擊的程序，將其肢解，

然後組合成構件。發自本能的激越創作方

式，透露出對「裂解式創作」的偏好，拋

開於傳統的「精雕細琢」，歡迎秋日時光

蒞臨道禾六藝文化館欣賞。

小蝸牛市集 Lole Market

時間│10/6（六）～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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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歷史

建築刑務所演

武場的小蝸牛

市集，能享受

走在林蔭小巷

內的悠閒，在

歷史氛圍環繞下逛攤位也格外有趣。小蝸

牛市集始於「理念、良物、友善、在地」

集結的樓雷計畫（LOLE Program），目的在

透過各地有志青年愛物惜地的心，連結地

方老空間的使用與推廣。

聲音療癒─梵唱冥想音樂會

時間│10/18（四）18:00～21: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電話│04-2254-6787

報名│Line官方帳號搜尋「奉愛瑜伽文化中心」

費用│免費

梵音是最原

始的聲音、最純

淨的祝福。梵唱

是藉由用「心」

聆 聽 及 反 覆 唱

誦，由「心」發

出聲音的震盪，調整體內頻率，使自己回

到與宇宙寧靜和諧共振的狀態，讓自己沉

浸於良善的意識波動，感染喜樂，回到單

純潔淨的初始。

投稿方式：

欲於 12 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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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1。

>>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其他藝文空間

※ 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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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蜜釀的詩──
百花詩集：特色花卉篇

《花蜜釀的詩──

百花詩集：特色花卉篇》

主　編：王志誠
出版者：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年：107年 6月

每月推薦

臺灣海島文明的開放性與多元的文化，讓外

來的特色花卉在此吐蕊競芳。臺中的山、海、屯、

城，將熱帶到寒帶的氣候縮置其中，提供各種花

卉草木生發的環境，浪漫的花海更代言了臺中的

美麗。

為了記錄這迷人的花花世界，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邀集各年代、百位著名的臺灣詩人，各以一

種花卉為發想，書寫浪漫的詩文，搭配插畫藝術

家彩畫百品精美繪圖，集結成《花蜜釀的詩》。

其中收錄的一百種花卉分為〈臺灣原生篇〉與〈特

色花卉篇〉，附錄中英對照詩文與花卉簡介，希

望能讓不同國度的讀者也能認識臺灣的花卉與詩

歌。兩冊詩集可說是一套以詩的語言所構成的百

花百科，在按圖賞花之時，兼能薰習自然與人文

的芬芳。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聽見饒富詩意的花語

在一花一世界中　體會多元共好之美

好書推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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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宗興油畫、水彩寫生創作展

 9/4（二）～10/31（三）
  童綜合醫院（臺中市梧棲區
臺灣大道八段699號B1）

 免費
 04-2658-1919

川流之魄─徐明豐 2018個展

 9/15（六）～11/4（日）
  大雋藝術（臺中市南屯
區惠文路489號）

 免費
 04-2382-3786

膠‧遊‧趣─心遠齋膠彩工作坊聯展

 9/18（二）～10/30（二）
  松風閣畫廊─松竹藝術空間（臺中市北屯區
松竹路二段349號）
  免費
 04-2247-4215

10月秋季幼兒班QQ班開課

 10/1（一）～10/31（三）
  梅苓全人音樂臺中豐原教室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49

號2樓）
 04-2525-0011

船歌花舞：人文與自然的對話               

─張 中水彩創作展

  10/1（一）～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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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視界─王介民攝影展

 10/1（一）～11/30（五）
  和顏牙醫診所（臺中
市潭子區潭興3段102

號2樓）
 免費
 04-2531-7189

吳存惠水墨花卉展

  10/2（二）～11/29（四）
12:00～18:00

  猿緣園藝術館（臺中市南區文
心南路919號）
 免費
 04-2260-3888

2018亞洲速寫在臺中

    10/4（四）～10/7（日）
9:00～18:00

  全安堂太陽餅博物館（臺中
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145號）
 預售

秋山百壺─張思惟百壺陶作展

  10/6（六）～10/31（三）
11:00～22:00

  秋山堂（臺中市西區五權西
路一段2號B1）
 免費
 04-2376-3137

B2舞蹈二次方

 10/8（一）19:00～20:30

  高雄正修科技大學人文
大樓9樓正修廳（高雄市
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免費
 07-735-8800轉6309

耿傑生個展

  10/20（六）～12/2（日）12:00～20:00，
週一休館，開幕式10/20（六）15:00

  大象藝術空間館（臺
中市北區博館路15號
1樓）
 免費
 04-2208-4288



▲古蹟聽戲曲，別有一番風味。

古蹟音樂會 另類藝術饗宴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人
類創造出許多食、衣、住、行相關的

用具及器物，歷經時間演變，被保存

下來的就是文化資產。古蹟見證前人的建築

工藝水平及美感，更是具代表性的歷史產

物，然而，除了有形體的歷史建築，先民生

活中的娛樂或文化，也值得關注，例如南管

戲曲、北管戲曲等，都是早年常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視覺、聽覺享受。

今年 10 月與 11 月，臺中市文化資產處配

合「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活動，也為了

讓民眾體會先民流傳下來的文化資產，特別

規劃在張家祖廟及林懋陽故居，辦理南管戲

曲及國樂演出，讓民眾走進時光隧道，細細

品味不同以往的音樂饗宴！

張家祖廟─南管戲《昭君和番》
臺中市文化資產邀請「合和藝苑」表演

團隊，10 月 28 日在臺中市定古蹟張家祖廟

演出南管戲《昭君和番》。

南管原稱絃管，以泉州一帶為發源地，

傳承了漢魏以來的古樂遺風，是歷史悠久的

絲竹音樂。臺灣南管戲以小梨園為主，早期

臺南、新竹及澎湖地區還有七子戲班活動，

演出內容多為描述愛情故事的文戲。日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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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南管戲逐漸改良，加入武戲內容，當地

方言取代了唸白，成為演唱「九甲戲」或「白

字戲」的戲班。

「合和藝苑」成立於民國 82 年，以倡

導南管音樂與七子戲為宗旨，對南管文化的

保存、教材編撰、劇本整理及演出風貌，有

帶動推廣作用。團長林吳素霞更是國家指定

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南管戲曲」保存者。

《昭君和番》劇情敘述漢元帝時，王昭

君被選召進宮，因拒絕宮廷畫師毛延壽索

賄，導致他懷恨在心，而在昭君臉上加添

「崩夫痣」，王昭君因此被打入冷宮，株連

昭君父親被貶至潼關。漢王得知昭君為奸計

所害，欲捉拿毛延壽法辦，未料毛延壽早一

步逃往番邦（匈奴），並將昭君畫像獻給番

王單于。番王一見昭君畫像，驚為天人，毛

延壽更慫恿單于向漢室指名昭君和親。

漢王拒絕後引發單于率兵來攻，漢軍大

敗，漢王無奈只能忍痛讓昭君和親，並指派

義弟劉文龍伴隨昭君前往番邦。演出以王昭

君出塞吟唱南管名曲《三恨》及《出漢關》

為本，鋪陳昭君出塞前、後的心境轉折。

林懋陽故居─皇媂樂團 VS 新式雜耍
以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作為舞臺背景，

臺中市文化資產邀請「皇媂樂團」及街頭藝

人黃子溢前來演出。皇媂樂團由各大院校音

樂系所組成的專業國樂團，不斷求新求變，

嘗試各種曲風及表演形式，運用傳統樂器結

合中國古典、流行、電子、house 等多元曲

風，創造傳統音樂的豐富性與各式可能性，

延續古代宮廷的華麗及高貴。音樂會另邀請

街頭藝人黃子溢串場表演「新式雜耍」，

除了耳朵的聽覺享受，也體驗視覺的新奇感

受，歡迎民眾前來欣賞。

張家祖廟─南管戲《昭君和番》

時間│ 10/28（日）19:00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11 號

林懋陽故居─皇 樂團 VS 新式雜耍

時間│ 11/10( 六 )14:30

地址│臺中市北區文昌東十一街 14 巷 1 號

▲熱門街頭表演藝人黃子溢。

▲知名國樂團「皇媂樂團」。

藝文巡禮文資巡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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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04-2422-9833

寶貝故事屋 每週六 10:30 ～ 11:10 1 樓兒童閱覽區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大嘴鳥說故事
10/6（六）、10/20（六）
10:30 ～ 11:30

2 樓親子共讀室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英語故事屋
10/6（六）～ 10/20（六）
每週六 14:00 ～ 15:00

1 樓兒童室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閩南語故事劇
10/13（六）
10:00 ～ 11:00

3 樓展覽區

故事魔法森林
每週三、六、日
10:00 ～ 11:00

1 樓故事屋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魔法故事森林
10/13（六）～10/27（六）
每週六 10:30 ～ 11:30

1 樓兒童閱覽區

大里分館
04-2496-2169

故事魔法快樂屋～說故事
10/13（六）
15:00 ～ 16:00

2 樓兒童區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English Corner Time 每週五 10:30 ～ 11:20 2 樓故事屋

故事屋之美好時光 每週六 10:00 ～ 10:50 2 樓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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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就愛聽故事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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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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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分館
04-2581-7868

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室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小番薯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多功能活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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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我愛繪本～故事奇想樹 每週六 14:00 ～ 15:00 1 樓親子閱讀區

神岡分館
04-256-2914

故事列車 每週六 15:00 B1 兒童室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快樂故事屋 每週六 15:00 1 樓兒童室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0:30 幼兒區

很久
很久以前 ...

臺中市立圖書館 107 年 10 月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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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野望國家公園國際影展放映
10/6（六）、10/14（日）、
10/21（ 日 ）10:00、14:00
各一場

2 樓演講廳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小螞蟻電影院 10/14（日）10:00 ～ 12:00 4 樓兒童區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電影饗宴
10/14（日）、10/28（日）
10:00 ～ 12:00

兒童室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小螞蟻電影院
10/21（日）、10/28（日）
10:00 ～ 12:00

兒童區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親子影片欣賞 每週三、六 14:00 ～ 16:00 1 樓故事屋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 14:00 3 樓視聽室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週末電影院 每週六 14: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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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時刻

東區分館
04-2283-0824

故事點點名 每週六 15:30 2 樓說故事區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親子故事屋
每週六、日
15:00 ～ 15:50

B1 多功能教室

大夥做伙來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跟著桌遊世界遊
10/13（六）、10/27（六）
10:00 ～ 11:30

B1 多功能教室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神奇跳跳派對～自己做手指
謠道具

10/13（六）10:00 ～ 12:00 1 樓兒童閱覽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定格動畫歡樂 bar
（講師：劉家均）

10/13（六）14:00 ～ 16:0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飛揚書香音樂會 10/21（日）9:30 ～ 11:00 多功能空間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親子數位共讀趣 10/21（日）10:00 ～ 11:00
3 樓多功能
活動教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Family 媽咪說故事及家庭桌
遊活動

10/21（日）10:00 ～ 11:3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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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大嘴巴親子讀書會 10/12（五）19:00 ～ 20:30 2 樓多功能教室

悅讀閱有趣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 每週六 14:00 ～ 16:00 2 樓會議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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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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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影片欣賞 每週日 14:00 3 樓視聽室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04-2422-9833

如何欣賞音樂劇「邊身怪
醫」（講師：陳錫仁）

10/21（日）10:00 ～ 12:00 B1 多功能活動室

大里分館
04-2496-2169

幸福講堂─遇見幸福暨失智
宣導（講師：洪華長）

10/5（五）14:00 ～ 16:00 2 樓會議室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中醫講座：五十肩的預防及
治療（講師：張瑋麟）

10/6（六）10:00 ～ 11:00 4 樓研習教室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飛天遁地找啊找
（講師：何季陶）

10/12（五）19:30 ～ 20:30 1 樓中央閱覽室旁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生命教育講座】告別通關
─身後事我作主
（講師：郭惠娟）

10/14（日）14:00 ～ 16:00 B1 自習區

精武圖書館
04-2229-3875

《乘著記憶的翅膀尋找幸福
的滋味》新書發表會
（講師：凌煙）

10/20（六）10:00 ～ 12:00 4 樓大講堂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樂齡旅遊講座─中東大冒險
（講師：Rita Chiu）

10/26（五）19:00 ～ 21:0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大里分館
04-2496-2169

走讀臺中─大里地方文獻介
紹（講師：阮德楊）

10/27（六）10:00 ～ 12:00 2 樓會議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百師入學講座】穴道瑜珈
青春逆齡魔法棒（講師：陳
雲）

10/27（六）14:00 ～ 16:00 3 樓多功能教室

開講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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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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大墩文化中心於107年10月，進行B1視聽放映室、簡報室內部裝修及影音系統改善工程，
大墩分館暫停播放電影，公告詳情請上大墩文化中心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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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六）10:00 給未來的我／ 90min ／美國 普

10/6（六）14:00 噗通噗通我的人生／ 116 min ／韓國 護

10/7（日）10:00 小太陽的願望／ 101min ／美國 護

10/7（日）14:00 我如何度過這個夏天／ 124min ／俄國 輔

10/13（六）10:00 追愛／ 99min ／中國 普

10/13（六）14:00 盛開紫羅蘭／ 138min ／法國 輔

10/14（日）10:00 逃家劇團女孩／ 98min ／伊朗 普

10/14（日）1400 安娜卡列妮娜／ 139min ／英國 護

10/20（六）10:00 適合分手的天氣／ 98min ／土耳其 輔

10/20（六）14:00 看看我，聽聽我／ 111min ／法國 普

10/21（日）10:00 蘋果 The Apple ／ 112min ／伊朗 普

10/21（日）14:00 地下社會／ 170min ／法國、德國 輔

10/27（六）10:00 被遺忘在加薩走廊的少女／ 113min ／義大利 輔

10/27（六）14:00 遠離非洲／ 161min ／美國 普

10/28（日）10:00 命運．晚餐／ 94min ／義大利 輔

10/28（日）14:00 永生樹／ 138min ／美國 護



2018 彰化劇場藝術節

─《青少年戲劇學堂 青春顯影術》

時間│9/8（六）～10/21（日），每週六、日

地點│員林演藝廳排練室、圖書室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99號）

票價│800元（線上報名後至員林演藝廳服務臺繳

費）

2018青少年戲劇

學堂以「青春顯影術」

為題，發掘個人家庭

史，用戲劇手法來自

我表達與了解，採用

「記錄劇場」型式，

結合戲劇藝術與個人

故事，讓青少年將立

場迥異的個人觀點表

現出來，不僅了解家族歷史及他人生活中

的真實樣貌，也能將個人生命的歷史碎片，

拼貼成一幅綻放異彩的時代馬賽克。詳情

請至網站查詢 https://goo.gl/K2QyaE。

半百情緣─張宗林書法創作首展
時間│10/13（六）～10/24（三）

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玉山展覽室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張宗林的

作品包括篆、

隸、 楷、 行

草，楷書端整

莊麗，魏碑書

風遒勁而古樸，行草筆意連貫、氣勢暢順，

關照整篇能否呈現完整的美感與韻致。透

過墨韻之乾濕，筆畫之輕重，字形之大小、

長短、奇正，筆勢之攲側、開闔等變化，

讓作品呈現形質之美，亦能從作品神韻一

窺作者的真性情。

107 年苗栗美展雙年展

時間│10/13（六）～10/31（三）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山月

軒、中興畫廊（苗栗市自治路50號）

開幕暨頒獎典禮│ 10/20（六）10:30苗栗縣政府

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於 2014年起，將每年一度

的苗栗美展改為雙年展，擴

大為全國性徵件，期盼展覽

承繼苗栗美展優良傳統，藉

由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油

畫、水彩、攝影、立體造型、

應用設計與綜合媒材等 7大類競賽，發覺

各種原創性佳作，逐步發展出苗栗美展雙

年展的特色。

舞蹈空間Ｘ無獨有偶：

史派德奇遇記之飛飛飛

時間│10/31（三）19:30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苗栗市自治路50號）

票價│10/19（五）9:00起，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服務臺索票，每人限索4張，索完為

止。

「舞蹈空間」與創意偶劇團「無獨有

偶」合作，將操偶概念與舞者肢體結合，

創造不同的表演效果。劇中講述名為珠兒

的蜘蛛，因天馬行空的想法在學校被霸淩，

在黑森林中與各種動物互動，學會跳舞絕

竅，成為人人稱羡的「八腳伶娜」。

中│彰│投│苗 藝   文   圈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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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