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導覽 1

2018 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
會盛大開幕，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邀請國內
外知名藝文團
隊，精心策劃
萬場以上藝文
饗宴，絕對讓到訪的國內外遊客獲得視覺與聽覺的大滿足！

2018 讀賣日本交響樂團

─柴可夫斯基小提琴之夜

由小林研一郎
所

帶領的「讀賣
日本交

響樂團」，以
及臺灣

小提琴獨奏家
林品任

共同合作，12
月於臺

中國家歌劇院
首演，

以柴可夫斯基
的小提

琴曲為主軸，
為聽眾

帶來精采難忘
的音樂會。

太平買
菸場在臺中
市政府與文
化部補助下
進行建物活
化，今年 8月正式開館，成為
臺中市太平區的藝文休閒新亮
點。

2018 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臺灣閱讀節是一年一度的圖書

館盛事，臺中市立圖書館結合閱讀與

各領域元素，串聯全市各分館舉辦，

包含講座、工作坊、戶外展演、借閱

有禮等，期待讓市民從閱讀中獲得成

長與滿滿的感動。

雕塑是以真

實物質和材料
製作

屬於出三度空
間的

視覺藝術，是
極度

強調「形態」
的藝

術，邀請您一
同

欣賞臺灣雕
塑學

會 2018 年會
員大

展，用視覺感
受雕塑的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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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覽

封面故事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聆聽花開的聲音

本月推薦
2018 讀賣日本交響樂團─柴可夫斯基小提琴之夜

更得些時─ 2018 林昱均水墨創作展
花博錦簇．花器之美─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妙紙生花─臺韓紙藝聯展
美與善之間─ 2018 劉進耀油畫創作展

竹音裊裊─林秀鳳竹編展
川流之魄─徐明豐 2018 創作展

迷漾映心境─林富源水墨創作展
2018 洪檸標油畫展─遊蹤．行腳 ‧ 讚

《歌劇選粹》─台中室內合唱團
《新富町の花香》─上劇團藝文工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新書發表會                                                                                    
《紙箱的異想世界》─偶偶偶劇團

花椰菜の夢想　就是長大想成為一棵大榕樹
竹夢踏實─吳明錩竹藝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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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韻清揚─牛罵頭愛樂合唱團 18 週年音樂會
臺灣雕塑學會 2018 年會員大展

第 7 屆薰風美術研究會聯展
心靈花園系列講座　

「風花─藝文色彩的竄流」裝置藝術展
微光 ‧ 初章

2018 花都奇想兒童劇場
開卷 ‧ 開運 2nd ─中市圖「借書抽大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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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精選

港區藝術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其他藝文空間

好書推薦
市街之味：
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

藝術亮點
12 月亮點活動

文資巡禮
活化再利用 
太平買菸場變身藝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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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麗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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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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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微笑唸歌團。

3 大展區萬場演出 臺中花博超有看頭

 2018臺中花博有 3大展區，分別為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豐原葫蘆墩公園及外

埔園區，為了讓國內外遊客不虛此行，到

花博不只單純欣賞靜態花卉展覽，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歷經近兩年時間盡心籌劃，最

終於花博期間推出 1千多場劇場表演、8

千多場戶外表演，總計上萬場迎賓表演，

天天都很精采。

定目劇分別於后里馬場園區

「花舞香坡」及外埔園區「蜂潮

劇場」進行演出。后里馬場園區

「花舞香坡」首先登場的是親子

互動劇場《花，森什麼事？》。

這檔作品有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的弦樂重奏、上銀科技股份有

萬
眾矚目的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終於正式開幕，11月 3日起至 108

年 4月 24日，近 6個月的展期，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國

內外知名藝文團隊，精

心策劃了萬場以上多

元又精采的藝文饗

宴，包含定目劇及各

類豐富的表演活動，

絕對讓到訪的國內外

遊客獲得視覺與聽覺的

大滿足！

▼   國臺交科技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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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藝芳歌仔戲團。

限公司的關

節式機器手

臂、工研院

服務系統科

技中心輔導，

加上舞空術娛樂

事業有限公司的舞

蹈、高空特技、雜耍等

3大元素結合，讓觀眾看見科技與人文的

結合表演，精采絕倫的特色表演，只在花

博獨家演出，絕對值得一看。

 外埔園區「蜂潮劇場」的定目劇，首

先安排瓊瑢舞蹈團的《花漾繽紛》，以及

極至體能舞蹈團的《花樹下的約會》帶來

演出。瓊瑢舞蹈團與極至體能舞蹈團，皆

為臺中傑出演藝團隊，

他們為了 2018臺中花博

投入大量心血，特別

編排新的定

目劇舞蹈創

作，與觀眾分

享一場美妙的

花中舞宴。

憑花博入園券 免費欣賞表演

 除了定目劇，后里園區「達爾文綠

地」長達半年時間天天上演各類精采表

演，12月份精心安排了音樂及戲劇節目，

包括掌中劇、傀儡戲、管樂演出、薩克風

音樂演奏，還有唸歌及漫才演出，民眾可

以用最近的距離觀賞表演。

 其他月份有更多不同風格與類型的表

演，如傳統布袋戲、偶劇、當代舞蹈、新

住民表演文化、原住民藝術等，每一場表

演節目皆適合親子共賞，民眾只要憑花博

入園票券就可免費參與，邀請大家一起享

受花博與表演藝術交會的美好時刻。

 臺中百年來最重要的一場國際盛會，

歡迎民眾逗陣來參加，相關園區及展館資

訊、演出劇目與時間、交通指南或旅遊行

程，請上「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官方網站查詢。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時間│ 11/3（六）～ 108/4/24（三）

地點│后里馬場森林園區、豐原葫蘆

墩公園及外埔園區

官網│ https://2018�oraexpo.tw

▼

  臺灣銅管五重奏。

▼

  南管新錦珠劇團。

  「達康.com漫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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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劇】

《花，森什麼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親子互動劇場

后里馬場園區─花舞香坡

11/3（六）～108/1/1（二）

每日14:00、16:00，每場半小

時。（11/24休園暫停演出）

【節目介紹】

融合三大元素薈萃而成的親子互動劇場，包括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弦樂四重奏；工研院服務系統科

技中心，上銀科技關節式機器手臂；舞空術娛樂

事業有限公司的舞蹈、高空特技、雜耍。帶給觀

眾富含人文與科技，幽默又逗趣的表演，也呼應

此次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主題「綠色、自

然、人文」，呈現「綠色共享、自然共生、人文

共好」的概念。

【團隊介紹】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

團，多年來累積豐富演奏經驗，以向舊傳統取

經，與新時代接軌，期待「精緻」與「和眾」並

重，「經典」與「創意」均足，以提升全民音樂

生活，達到社會和諧美好的目標。

舞空術娛樂事業有限公司成立宗旨為推展高空雜

耍特技，曾參與製作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

幕儀式高空設計。

【定目劇】

《花樹下的約會》

極至體能舞蹈團

外埔園區─蜂潮劇場

11/26（一）～108/1/8（二）

每日14:00、16:00，每場半小

時。

【節目介紹】

一位美麗的花仙子來到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正

神往花香美景，卻誤撞一位臺中青年，被他親切

風度吸引，但因身分殊異，幾經波折，最後在全

場觀眾的協助下，讓仙子終於能夠留在臺中，締

結良緣。

【團隊介紹】

極至體能舞蹈團創立於1997年，為臺中市第一

支專業現代舞蹈團，藝術總監石吉智為美術與舞

蹈雙主修的編舞者，被喻「以肢體作畫」。團隊

2016 年榮獲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舞團每年編

創新作，演出足跡遍及美、加、俄、澳、馬、印

等國，及國內各縣市，演出超過1030場。

【甄選節目】

達爾文綠地

后里馬場園區─達爾文綠地

11/3（六）～108/4/24（三）

週一至週五15:00
週六及連假15:00、17:00、18:30
週日、連假最後一日 1 5 : 0 0、

17:00

由臺灣代表性藝文團隊、文化部扶植團隊、各縣

市傑出團隊、多元族群團隊，以及國外表演團

隊，於花博期間進行一連串精采豐富的表演節

目，歡迎闔家大小一起到達爾文綠地，享受臺中

花博與表演藝術交會的美好時刻。

12月份特別推薦：12/30（日）～12/31（一）的

「達康.com漫才」演出，結合日式漫才與臺式幽

默，要你笑出子彈肌、笑出人魚線！

【戶外表演】

街頭藝人

后里馬場園區、后里森林園區、豐原

葫蘆墩公園、外埔園區

週一至週日 1 0 : 0 0、 1 1 : 0 0、

15:00、16:00，每場一小時。

邀請國內外優秀街頭藝人等表演團隊，於花博各

場域進行展演，帶給臺中世界花博觀眾多元豐富

的藝術盛宴。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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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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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苗栗縣多山，素有山城之稱；又因近年材料與

人才齊備，柴燒陶藝如火如荼的演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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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呼應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此

次將以「花器」為主題，特別規劃柴燒陶

藝展，作品逾 150 件，在最美好合宜

的時間及空間中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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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擅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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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四）～ 108/1/2（三）

週一至週五 8:30 ～ 17:30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1 ～ 3、
5 ～ 10 樓藝術廊道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10/15（一）～ 108/1/9（三）

週一至週五 8:30 ～ 17:30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惠中樓
5 ～ 10 樓藝術廊道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本月推薦 9



劉進耀原是偏鄉的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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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畫度過 6 個寒暑。繪畫時，劉進

耀不畏艱難，樂於挑戰各種題材和

技法，並將關心的社會議題入畫，

讓作品呈現多元面貌。這次將過往

創作的豐碩成果展出，敬邀各位蒞

臨指導。

10/17（三）～ 108/1/9（三）

週一至週五 8:30 ～ 17:30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 ～ 5、
7 ～ 10 樓藝術廊道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11/17（六）～ 108/1/13（日）
研習活動│ 12/9（日）14:00 ～ 17:00 

（蓪草玫瑰香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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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手工造紙產業殞落與傳統工藝

失傳，「妙紙生花」回歸到紙的天然原

料：植物與纖維起始思考；邀請臺灣蓪

草文化藝術工作室帶來蓪草紙花群體創

作，以及紙花創作者徐光、纖維藝術家

陳淑燕、林業試驗所及韓國紙花研究者

許北九博士，以「花」為創作概念，重

新詮釋紙文化。

10/17（三）～ 108/1/9（三）

週一至週五 8:30 ～ 17:30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 ～ 5、
7 ～ 10 樓藝術廊道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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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在不斷逝去的時間中游移，穿梭立身於接連卻相異的空間中。

時間空間疊加交錯，人在其中作為顯現的存在，在時間的動靜川流之中，

化作片段的記憶，徒留殘像的斑駁。

徐明豐試著透過印版、塗漆、彩繪等方式抓住這些殘留的遺跡，作

品畫面的顏料色塊，彼此相互堆積，

層層營造出爭讓頓挫，如同樂章的

和諧旋律，引人沉浸忘返，猶似沐

浴詩情的意境之中。

12/1（六）～ 12/19（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2/1（六）15: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12/30（日）～ 108/1/16（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2/30（日）14: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一、二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林秀鳳老師是第 4 屆大墩工藝師，曾

任職於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47年，

從事竹的創作、教學、著書出版、國際交

流、建立典範制度等工作。本次展出作品

約 80 件，除了欣賞林秀鳳老師的竹編技

法，還有與藤、樹漆、陶材質等不同材質

結合應用的藝術創作，包括實用的茶盤、

竹編花器、竹編仕女包等，兼具當代觀念

與自然美感。

─徐明豐 2018 創作展

林秀鳳竹編展
竹音裊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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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洪檸標 40 件油畫作品，

大多以旅遊行腳及寄情山林為題材。

有美麗的風景，也分享所見有趣之人、

事、物；有傳統的技法，也有新的嘗試。

期盼藉由此次展出，與同好們分享他

的「遊蹤」與「行腳」，並引起大家

的共鳴，喊一聲「讚」！

12/22（六）～ 108/1/9（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2/23（日）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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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漾映心境 
林富源水墨創作展

藝術源自生活，生活是繪畫創作的泉

源，其本質是自我在造化生活環境中所

知、所感的物象，以筆墨描寫之事，師法

自然是繪畫事物的基本。藝術創作者面對

自然實景物時，需觀其氣勢、探其幽妙、

察其氣質，捕抓對象神情的生命運動變

化，融通後方能深入其理，構成一個有生

命藝術形象，表現內在與精神的心境。

2018洪檸標油畫展
遊蹤 ‧行腳 ‧讚

12/1（六）～ 12/19（三）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開幕式│ 12/1（六）10:3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六）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12



12/7（五）19:30、12/8（六）14: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600,900,1200,1500元（兩廳院售票）

12/16（日）14:30
地點│中山堂

地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票價│ 300,500,800 元（兩廳院售票）

《
新
富
町
の
花
香
》─

 
 
 
 

上
劇
團
藝
文
工
坊

新富町市場裡，人們歡天喜地籌備市

場重新開幕，花婆婆和兩個小孫女卻因為

另一件事而開心不已，那就是婆婆為姊姊

迎來了「伴生」！隨著日子過去，小孫女

長大了，「伴生」也長大了，面對愛恨、

離別和責任，面對這個世界的完美和不完

美，是成長，也是考驗。繼《穿樂世紀愛

上你》、《希望車站》等經典作品後，「上

劇團」臺灣百年戲劇計畫第二部《新富町

の花香》，即將感動登場。

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混聲組二連霸得

主「台中室內合唱團」，偕同臺灣優秀獨

唱家女高音黃絢雯與陳沅宜、男高音吳家

馨、男低音蔡雲任，帶來具戲劇渲染力的

《歌劇選粹》。從《卡門》到《茶花女》，

多首西方歌劇經典合唱與重唱選段，與比

才、普契尼、威爾第等歌劇巨匠深情同場。

《歌劇選粹》 
台中室內合唱團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3



12/8（六）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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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00,600,800 元（兩廳院售票）

偶偶偶劇團

偶偶偶劇團再次為觀眾帶來兼具創

意與趣味的物品劇場《紙箱的異想世界》

一打開紙箱，哪些故事在等著你？演出

由 4段表演組成，每一段都使用不同的

紙藝技巧，呈現豐富多元的故事內容與

舞臺風格。

《紙箱的異想世界》─

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第三輯

日期│ 12/20（四）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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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學」第三輯

日期│ 12/21（五）

時間│ 14:00

地點│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 26 號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我的初書時代」、「臺中學」，

今年皆來到了第三輯，為臺中的文學作家及地方歷史留下珍

貴紀錄，並引領讀者深入了解臺中，此次新書發表會分別於

臺中文學館及霧峰林家舉行，歡迎您一同來共襄盛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新書發表會

※活動日期、地點如有異動，請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官網公告為主（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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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椰
菜
の
夢
想─

葫蘆墩文化中心為推廣國內街

頭表演藝術，12 月份邀請多位街

頭表演藝人到榕樹廣場演出，讓大

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欣賞熱鬧有趣

的街頭表演，演出作品不加味素，

歡迎來同樂！

就
是
長
大
想

變
成
一
棵 

大
榕
樹

時間 主題表演 表演人 地點

12/1（六）

15:30～ 16:00
魔術氣球 艾斯

葫蘆墩文化中心榕樹廣場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782號）

12/1（六）

16:00～ 16:30
光舞藝術 小沅

12/8（六）

15:30～ 16:00
魔術氣球／魔幻泡泡 Boss

12/8（六）

16:00～ 16:30
水晶球、武幻、幻象環 小剛

12/15（六）
15:30～ 16:30

雜耍特技、立體故事

書和大劍玉藝術表演

吳義祥

黃子溢

此次展出吳明錩近年創作的竹藝作品，包含以臺灣各種竹子

搭配不同材質製作的茶具組，以及竹雕燈飾和積層竹創作的生活

飾品。〈滿溢─茶具組系列〉為作者遙想兒時在溪邊捕

捉蝦蟹的情形，雕出竹編破蝦籠的肌理及水滿溢出螃蟹

逃脫的意象；〈沐─茶具組系列〉則以大紅色金魚搭配

竹原色古早味的盆子，讓品茶之餘增添樂趣。

11/30（五）～ 10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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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夢 踏 實 吳明錩竹藝創作展

葫蘆墩文化中心為推廣國內街

頭表演藝術，12 月份邀請多位街

頭表演藝人到榕樹廣場演出，讓大

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欣賞熱鬧有趣

的街頭表演，演出作品不加味素，

歡迎來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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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是以真實物質和材料製作出屬於三度空間的視覺

藝術，具有實質的存在感。創作時，雕塑和繪畫的內涵與

故事性是相同的，最大的不同在於雕塑是透過外在型態的

量感、質感、空間感，來表現雕塑家的思想和作品意涵，

因此雕塑是極度強調「形態」的藝術，但即使是一樣的

形態，只要用不一樣的材質表現，也會給人不同的視覺

效果。

臺灣雕塑學會
    2018 年會員大展

12/8（六）～ 12/30（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開幕式│ 12/8（六）15:0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中央畫廊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花韻清揚─牛罵頭愛樂合唱團

18 週年音樂會
牛罵頭愛樂合唱團的創立宗旨為「為音樂而唱，為生命而

歌」，期盼能以本土化精神及內涵，用樂、舞、劇的方式做音樂

呈現，進而提升合唱、重唱的藝術水準。本場音樂會以音樂變化、

組合、多樣曲目形態演出，期望用心傳遞好聲音。

12/16（日）14:3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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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講座結合花博主題以及花園城市、

個人心靈療癒、城市美學等概念，於屯區藝文

中心 3 樓大會議室辦理，活動當日 14:30 開放

排隊入場，座位 198 席，額滿為止。

邱永林
（臺灣聯合心理諮商所創始所長）

「沐浴陽光花園」

健康管理

拆解情緒與壓力

12/9（日）
15:00 ～ 17:00

吳宜珮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國發組專案總監）

「設計城市花園」

設計與設計之都

12/22（六）
15:00 ～ 17:00

第 7屆
薰風美術研究會聯展

「薰風美術會」在臺灣繪畫發展史中

一直展現亮麗成果，同時對美術教育有不

落人後的熱忱，也勇於將大自然中的內涵

呈現於畫布。本次聯展是兩年一次的全國

巡迴展，展出近百件作品，各具不同風格，

會員將於會場做導覽解說，精采可期。

12/15（六）～ 108/1/6（日）
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B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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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推薦本月推薦 17



以揮灑藝術與色彩的多元內容，在戶

外園區設置風車裝置藝術，運用不同主題

搭配白天及夜間的變化，呈現藝術裝置的

各種意境，並帶出風車與花博的炫麗色

彩；裝置藝術有 10 個主題區，配合 DIY

活動增加民眾參與的樂趣。

10/19（五）～ 12/25（二）
週二至週日 9:00 ～ 21:0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戶外園區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裝
置
藝
術
展

Halo 微光合唱團與 Enchant 合唱團首次在 12

月辦音樂會，以冬季聖誕為特色，用成熟內斂的

聲音曲線，詮釋不同國家語言與風格的音樂；不

管是熟悉的臺灣鄉土民謠、令人懷念的民歌，還

是虔誠的聖歌或充滿異國情調的靈樂，都是他們

努力突破想帶給聽眾新鮮的挑戰，一場有張力又

感動人心的音樂饗宴，等您來聆賞。

12/23（日）14:30
地點│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票價│ 200,300,500 元（兩廳院售票）

微光 ‧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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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票分館：
精武圖書館 ‧ 北區分館

索票分館：大墩兒童館

索票分館：
豐原分館 ‧ 葫蘆墩分館



動物異想世界

─洪易不鏽鋼鍍鈦雕塑創作展

時間│10/1（一）～12/28（五）

地點│文心樓6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藝術家洪

易不拘泥單項

材質的限制，

採窯燒概念，

精準控制讓金

屬表面產生發

色，使不鏽鋼

與鈦產生完美結合。不鏽鋼鍍鈦屬太空金屬

材質的變化，以新穎的金屬發色創作，重量

輕、耐高溫、強度高、具金屬光澤，洪易的

不鏽鋼鍍鈦作品一體成形，需經多道工序才

能完成一件亮面、簡約的藝術作品。

森林朋友─黃楷真動物國度插畫展

時間│10/1（一）～12/28（五）

地點│文心樓6樓研考會藝術空間

住在森林巨樹中的

大嘴鳥，早上起來習慣

喝咖啡，配上自己種的

果子，偶爾會為自己添

點好料。在森林裡有適

合度假放鬆心情的鱷魚

水道、高到嚇死人的量

販店、更可以約親朋好

友去瘋狂飛鳥餐廳吃大

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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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趣─環郵時空之旅

時間│ 11/17（六）～ 108/4/30（二）

地點│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小書房

臺灣集郵最盛

行的時代，許多人

幾乎都擁有集郵冊，

集郵冊除了是個人

回憶外，更是將臺

灣歷史、社會演進

縮放在方寸之間。

此次展覽利用 60 ～

70 年代臺灣經濟起

飛盛行的收藏趣「集

郵」來呈現，期盼勾起臺灣在每個年代的重

要記憶，演繹那眷戀的美好時刻。

竹籬笆的小時光

─回味眷村老照片特展

時間│11/17（六）～108/4/30（二）

地點│臺中市眷村文物館─飛空間

竹籬笆內的小

紅門，包含眷村裡

大大小小的生活點

滴。「眷村文化」

儼然是臺灣密不可

分的集體潛意識，

近年因都市更新衝

擊，老舊眷村逐漸

被拆除，本展希望

重溫當時竹籬笆的

記憶，將老照片的

溫暖和眷村文化繼續傳承給下一代。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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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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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四）～ 108/1/2（三） 更得些時─ 2018 林昱均水墨創作展
惠中樓 1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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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 10 樓

藝術廊道

11/17（六）～108/4/30（二）
重溫當時眷村味
─軍眷口述歷史錄像展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聚會所

11/17（六）～108/4/30（二）
竹籬笆的小時光

─回味眷村老照片特展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飛空間

11/17（六）～ 108/4/30（二） 收藏趣─環郵時空之旅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小書房

表演藝術 X-7聯盟展─花之饗宴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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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一） 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花博序曲 臺中地區

11/3（六）～ 108/4/24（三）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聆聽花開的聲音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外埔
園區、豐原葫蘆墩公園

11/17（六）～108/4/30（二） 小眷‧小時光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12/1（六）、12/2（日） 《花蜜釀的詩》─百花詩集推廣活動 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12/20（四）
「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一本
書第三輯」特展開幕暨新書發表會

臺中文學館研習講堂

12/21（五） 臺中學第三輯新書發表會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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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傑出演藝團隊演

出─創造焦點《花／嶼 山林行者的漫

遊》
時間│ 12/1（六）19:30、12/2（日）14:30
票價│ 400,600 元（兩廳院售票）

從進入未知領域

的登山行走開始講述，

結合舞臺、服裝設計、

視覺藝術等各領域創作

者，將寫實與超現實

融入在現代馬戲的演出

中。本劇無臺詞，藉著

燈光及表演者的身體、

腳步、聲響、節拍節奏、

少數口語聲音等，傳遞故事情緒。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第 44 屆音樂班

畢業音樂會暨成果發表會

時間│12/4（二）19:30 
票價│免費免票入場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第 44 屆音樂班畢業音

樂會暨成果發表會，現場將演出管弦樂合奏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國樂合奏

―黃河暢想、音樂劇―魔笛等經典曲目，歡

迎前來聆賞孩子們的演奏，見證他們的成長。

臺中市光明國中舞蹈班 107 年度舞展

時間│12/12（三）19:30 
票價│索票入場

電話│04-2375-6287轉740（光明國中輔導室）

光明國

中舞蹈班在

舞蹈表現及

升學成績上

都有豐碩成

果，每年定

期在中山堂

舉辦年度舞展，吸引眾多觀眾欣賞，佳評如

潮、備受讚賞。本年度舞展欣逢 50 週年校慶，

安排現代舞、芭蕾、民族舞等不同類型舞碼，

加上新銳編舞家的創作，展現別出心裁的舞

蹈饗宴。 

《無縫之間》─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

系 104 級師生聯合創作展

時間│ 12/14（五）19:30 
票價│索票入場

電話│ 0985-276-808（吳同學）

在主任蕭君玲

及藝術總監林惟華

的帶領下，特邀董

怡芬、曾憶涵、曾

文譽老師量身打造

三支全新舞碼，加

上七支在校學生編

創作品，經過多月

編排與彩排，將呈

現最精湛的演出。

中山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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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頂看世界》─紙風車劇團

時間│12/23（日）10:30
票價│ 200,400,600,750,900,1100元
          （兩廳院售票）

紙風車劇團帶大家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和故事，讓孩子們在現代劇場中學習尊重、

友善、包容，傳達世界一家的理念。《巫頂

看世界》用詼諧的方式，討論人類文化源頭

議題，輕鬆達到創意與教育意義，其中穿插

四大古文明的遊行，介紹世界文化、人種、

動物、建築等特色，大量知識轟炸與感官衝

擊，給予觀眾豐富的精神饗宴。

臺中市四校藝術才能班

教學成果聯合展演

時間│12/25（二）14:00 
票價│免費免票入場

上安國小、光復國小、篤行國小與雙十

國中，於中山堂聯合舉辦音樂及舞蹈藝術才

能班聯合展演。希望藉由音樂及舞蹈的力量，

將藝術種子深植於每位學生心中，並透過聯

合展演的方式，讓孩子們相互激盪出亮麗繽

紛的藝術火花。

表演藝術

12/1（六）19:30
12/2（日）14:30

2018 臺中花都藝術季傑出演藝團隊演出

─創造焦點《花／嶼 山林行者的漫遊》
兩廳院售票

12/4（二）19:30
臺中市立雙十國中第 44 屆音樂班

畢業音樂會暨成果發表會
免費免票入場

12/7（五）19:30
12/8（六）14:30

《新富町の花香》─上劇團藝文工坊 兩廳院售票

12/12（三）19:30 臺中市光明國中舞蹈班 107 年度舞展 索票入場

12/14（五）19:30
《無縫之間》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 104 級師生聯合創作展
索票入場

12/16（日）14:30 《歌劇選粹》─台中室內合唱團 兩廳院售票

12/23（日）10:30 《巫頂看世界》─紙風車劇團 兩廳院售票

12/25（二）14:00 臺中市四校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聯合展演 免費免票入場

藝饗 PLUS 23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扶輪花現藝術節美展

時    間│12/1（六）～12/12（三）

地    點│大墩藝廊（四）

開幕式│12/8（六）15:00

響應 2018

世界花卉博覽

會， 臺 中 東

興扶輪社帶領

城 區 28 單 位

扶輪社共襄盛

舉，邀請海內

外友社藝術家協力出品，並發動地區社友參

與繪製，經專家評審擇優參展。藉由藝術創

作讓扶輪家庭、扶輪友社與國際間有良好互

動，實踐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理念。

初生─陳彥如個人展

時間│12/1（六）～12/19（三）

地點│大墩藝廊（二）

導覽│12/1（六）、12/8（六）、12/15（六）

14:00～16:00

觀 察 社 會 新

鮮人時總覺得天

真可愛，或是粗

俗可笑，不論優

缺點，都是那個

年紀才有的趣味。

「平衡」與「双

双」系列作品，以

小黃鳥比喻社會初心者，看他們努力與他人

互動，符合社會標準；每幅作品無文字描述，

盼觀賞者用心體會，與自己故事相呼應。

凝存─吳絲絨個展

時間│12/1（六）～12/19（三）

地點│大墩藝廊（三）

「凝存」描

繪作者以前生活

在金門的記憶，並

反思當下所處的

生活感受。以過去

及現在時間的流

動來創作，意識

自然流出形成畫

面，與自己內心對話，透過實際創作探索內

心真實的存在。吳絲絨利用壓克力顏料潑灑、

顆粒狀的礦物顏料重疊等技法，柔軟的線條、

堅硬的石頭、依靠的圍牆，表現對自身存在

的傾聽與確認，傳達個人生命現象的表徵。

原鄉情愛─陳金典八十雕塑油畫個展

時　間│12/1（六）～12/19（三）

地　點│大墩藝廊（五）

開幕式│12/1（六）14:00

陳金典今年適

逢八十大壽，本展

為他一生重大回顧

展。他的創作以雕

塑與油畫為主，其

中以石雕為創作主

力，石雕作品分為

兩大系列，一為表

現母愛和親情的「貓

頭鷹家族」；另一

是為「原住民圖騰」

系列，呈現祖先在這塊土地拚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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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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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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研習成果系列

陳宥儒師生拼布藝術展《花開綺麗》

時間│12/1（六）～12/26（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三）

陳 宥 儒 老 師 在 大

墩文化中心研習班任教

20 年，致力將拼布生活

化和藝術化，今年適逢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以花和自然的概念出發，初學者作品

以小壁飾及拼接袋物為主，陳老師作品展示

八角星巨幅壁飾「花漾星空」，學習超過 10

年的學員們也有作品展出。

《新界生》─李家豪老師創作展

時間│12/1（六）～108/1/9（三）

地點│動力空間

電腦網路應用普及，

卻也帶給我們許多問題與壓

力。任教於僑光科技大學生

活創意設計系的助理教授李

家豪，利用錯視原理的視覺

意象呈現「網癮」現象，結

合攝影、數位合成與 3D CG

動畫技巧，呈現出不可思議的視覺創作。

107 年度大墩書法盃得獎作品展

時間│12/2（日）～12/6（四）

地點│1樓大廳

為落實文

化扎根，推展

書法教育，培

育藝文人才，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每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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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計有 817 件

作品參賽，216 件作品得獎，所有得獎作品

將在大墩文化中心展出，歡迎有興趣的大小

朋友一同前往參觀。

漆琴游藝─楊芯瑜、羅文祥漆藝聯展

時間│12/8（六）～12/26（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一）

本次展覽以

天然漆為創作素

材，作者楊芯瑜

與羅文祥將漆藝

運用在木材、金

屬、陶瓷等不同

材質上來創作，並融入茶道、書道、繪畫、

斲琴等多元的生活道業上，體現日常生活充

實的內在涵養與藝術修為。

翻糖蛋糕創作聯展

時間│12/8（六）～12/26（三）

地點│文物陳列室（二）

黏土裝飾藝術工藝

要傳達的是快樂、優遊

自在的手作氛圍，以及

專業的技術意念。創作

者藉由手作溫度加上創

意巧思裝飾，傳達自身

意念及美感語言，注入

歡樂泉源，也期許更多

民眾能了解「黏土」的

藝術價值。

107 年臺中市太平區長青學苑

廿週年師生成果展

時    間│12/15（六）～12/26（三）

地    點│大墩藝廊（四）

開幕式│12/15（六）14:30

太平區長青

學苑在區公所及

曉明社會福利基

金會共同努力下，

受到市民肯定與

支持，為增進長者持續學習與社會互動的機

會，將學員們多年來的成果與社會大眾分

享，展出書法、墨彩、油畫、素描、攝影等，

為終身學習做最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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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大墩文化中心節慶活動

聖誕節─歡樂 FUN 耶誕

時間│12/16（日）14:00～17:00
地點│B1演講廳、戶外城市小舞臺

「2018 大墩文

化中心節慶活動」

最終場由大墩兒童

舞蹈研習班的孩子

們帶來精采歡樂的

耶誕盛典。戶外城市小舞臺還有街頭藝人小

丑演出，周邊還有多元豐富的 DIY 手作及特

色創意市集等活動，等您來同樂！

巴黎 ‧ 瑪黑 ‧ 聖馬丁

─林智偉創作個展

時間│12/22（六）～108/1/9（三）

地點│大墩藝廊（二）

「巴黎 ‧ 瑪黑 ‧

聖馬丁」是作者留學法

國 9 年最常流連駐足，

激發最多靈感與思考的

區域，離開法國後，重

新面對與表現巴黎的風

景，追求的不只是「再

現式的寫實」，而是一種回顧式的書寫風景，

也是一種回憶、思考與影像的融合。

境由心生─鐘翊甄水墨創作個展

時　間│12/22（六）～108/1/9（三）

地　點│大墩藝廊（三）

開幕式│12/22（六）14:30 

本展延續〈蘆

葦系列〉，又增

加〈九重葛〉系

列的作品。九重

葛是臺灣常見的

花卉，形態繁雜，

色彩豔麗，適合做為花卉創作的表現，展出

的作品以豐富色調搭配色墨交融的墨韻，讓

畫面呈現空靈和浪漫唯美的氣息。

2018 楊平猷藝術總結─素描與雕塑

時間│12/22（六）～108/1/9（三）

地點│大墩藝廊（五）

楊 平 猷 1943 年 生

於臺中清水，家庭、禪

修與藝術是他最重視的

事。禪修開發心智，養

成平靜專注與創意的生

命狀態，也是他從事藝

術創作的後盾。早年於

紀有泉、周瑛、王練登、

李石樵、李德及陳景容等門下學習素描，浮

雕也是他的拿手項目。

一花一世界─王佩雯漆藝創作展

時間│12/22（六）～108/1/9（三）

地點│大墩藝廊（六）

王佩雯以天然

漆為創作媒材，展

現不同時節花卉的

多種風情。含苞的

花讓人期待、盛開

的花讓人駐足、凋

謝的花滋養大地；

簡單的花卉便可營造多元感官氛圍，即便是

單支花朵，同樣也是獨一無二的寧靜世界。

再奏一曲丹青膠響曲

─廖瑞芬師生膠彩畫聯展

時    間│12/29（六）～108/1/9（三）

地    點│大墩藝廊（四）

開幕式│12/29（六）14:30

展覽由一群熱愛彩

膠美術的同好所促成，

希望透過本展突破大眾

對傳統膠彩的印象，展

現古老繪畫媒材邁入新

時代的面貌；也祝福大

家能尋得自己一片天

地，醉心於自己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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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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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六）～ 12/5（三） 漆情悅色展風華─張秀滿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11/17（六）～ 12/5（三） 燄慧─有竹居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12/1（六）～ 12/12（三）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扶輪花現藝術節美展 大墩藝廊（四）

12/1（六）～ 12/19（三） 川流之魄─徐明豐 2018 創作展 大墩藝廊（一）

12/1（六）～ 12/19（三） 初生─陳彥如個人展 大墩藝廊（二）

12/1（六）～ 12/19（三） 凝存─吳絲絨個展 大墩藝廊（三）

12/1（六）～ 12/19（三） 原鄉情愛─陳金典八十雕塑油畫個展 大墩藝廊（五）

12/1（六）～ 12/19（三） 2018 洪檸標油畫展─遊蹤．行腳‧讚 大墩藝廊（六）

12/1（六）～ 12/26（三）
藝文研習成果系列
陳宥儒師生拼布藝術展《花開綺麗》

文物陳列室（三）

12/1（六）～ 108/1/9（三） 《新界生》─李家豪老師創作展 動力空間

12/2（日）～ 12/6（四） 107 年度大墩書法盃得獎作品展 1 樓大廳

12/8（六）～ 12/26（三） 漆琴游藝─楊芯瑜、羅文祥漆藝聯展 文物陳列室（一）

12/8（六）～ 12/26（三） 翻糖蛋糕創作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12/15（六）～ 12/26（三）
107 年臺中市太平區長青學苑 
廿週年師生成果展

大墩藝廊（四）

12/22（六）～ 108/1/9（三） 迷漾映心境─林富源水墨創作展 大墩藝廊（一）

12/22（六）～ 108/1/9（三） 巴黎‧瑪黑‧聖馬丁─林智偉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二）

12/22（六）～ 108/1/9（三） 境由心生─鐘翊甄水墨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三）

12/22（六）～ 108/1/9（三） 2018 楊平猷藝術總結─素描與雕塑 大墩藝廊（五）

12/22（六）～ 108/1/9（三） 一花一世界─王佩雯漆藝創作展 大墩藝廊（六）

12/29（六）～ 108/1/9（三）
再奏一曲丹青膠響曲
─廖瑞芬師生膠彩畫聯展

大墩藝廊（四）

12/30（日）～108/1/16（三） 竹音裊裊─林秀鳳竹編展
文物陳列室
（一）、（二）

綜合活動

11/16（五）～108/2/24（日） 108 年春季藝文研習活動報名
1 樓服務臺現場
報名、網路報名

12/16（日）14:00 ～ 17:00 2018 大墩文化中心節慶活動
聖誕節─歡樂 FUN 耶誕

B1 演講廳、戶外
城市小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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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叫我魔術師！》

時間│12/2（日）9:30
地點│榕樹廣場

國立中

興高中有位

魔術師學生

林家禾，為

實現魔術師

夢想，從日

間部轉進修學校，靠打工賺魔術學費，努

力不懈的他終於在今年的全國魔術競賽拿

下冠軍和季軍，接著又在清水魔術節拿下

冠軍。他期許自己繼續精進魔術技巧，希

望有朝一日能前往法國與世界頂尖藝人共

同表演，歡迎蒞臨觀賞。 

《花花森林我們的家》

─葫蘆墩歡樂劇場

時間│12/2（日）10:00
地點│榕樹廣場

響應臺中世界

花卉博覽會，葫蘆

墩歡樂劇場推出膾

炙人口的人偶舞臺

音樂劇，以花花森

林為故事背景，敘

述森林裡動物們生

活的小故事，讓市

民朋友感受森林、

花語、綠意帶給我

們的療癒力量，並

藉此劇傳達與世界、與環境和平共處的寓意。

三校藝起來─樂聚葫蘆墩

時間│12/9（日）14: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免費索票

音樂會包括

彝族舞曲、風師

爺傳奇、神遊浯

州醉金城、海上

第一人、入陣曲

等，並邀請國內名指揮家黃光佑老師客席指

揮；現任高雄市立國樂團首席彭苙榳擔任二

胡協奏。豐原國中、豐原國小、社口國小三

個音樂班首次在豐原地區聯合演出，誠摯邀

請大家共享美好音樂饗宴。

《思 ‧ 響起 聽花語》─ 107 學年度

臺中市立東勢國中音樂班成果發表會 
時間│12/14（五）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免費索票

東勢國中音樂班辦理音樂成果發表會，

提供舞臺供學生展現音樂學習上的成果，學

生從中盡情發揮創意，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透過本次音樂會，讓民眾有更多機會認識音

樂藝術，提供愛好音樂的青年學子觀摩交流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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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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韻絲竹樂團 2018 年度定期公演

時間│12/15（六）19: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200,300,500元（年代售票）

本次公演特別邀請臺北市立國樂團附屬

市民團指揮楊國達老師，帶來多首別具風味

的國樂名曲；盧亮輝老師帶來《臺語老歌聯

奏》，勾起聽眾的歲月記憶。同時，本次特

邀二胡演奏家李明晏老師與音樂總監林心智，

一同帶來作曲家李博禪的二胡作品《楚頌》。

《先天媽祖驅魔令》─磐宇木偶劇團

時間│12/16（日）19:00
地點│戶外廣場

2018 臺

中花都藝術

季傑出演藝

團隊「磐宇

木偶劇團」，

1974 年由王

文生創立。

故事題材以

神話伏魔降

妖為基調，

強化媽祖法

力無邊的形

象，人物使用劇團親自雕刻的媽祖偶頭、數

位科技 3D 偶頭，以及自製大型變景，增加劇

情豐富性和劇團的獨特風格。

墨韻筆情

─賴宜汝傳遞愛與善的水墨個展

時間│12/21（五）～108/1/13（日）

地點│3樓展覽室Ⅲ

賴 宜 汝 學 過 西

畫、 素 描、 水 彩、

油畫與水墨，卻被東

方藝術的博大精深吸

引，沈浸在墨韻的美

與意境中，後又擴及

書法，樂此不疲。此

次個展是賴宜汝將技

法與心中所得，透過

線條及色彩渲染於紙

上，作品涵蓋人物、

山水、花鳥及菩薩法

相，誠摯邀請您蒞臨欣賞。

你在哪ㄦ？雲端生活

─徐子雲陶瓷創作展

時間│12/21（五）～108/1/13（日）

地點│3樓展覽室Ⅴ

以現代人的「雲

端」生活為創作核心，

透過雲端符號與生活

模式，融入作者的奇

想異趣，以系列作品

詼諧呈現。另設置體

驗專區，在疾速運行

的時空當下，邀請您

片刻暫留，觀想心之所嚮。

拾勤畫會 2018 聯展

時間│12/21（五）～

           108/1/13（日）

地點│4樓展覽室Ⅵ

拾 勤 畫 會 成 立 於

1992 年，結合美術教育

者及熱愛藝術創作的同

好，本著研究探討、實驗

創新的精神，從生活中取

材，各自發展不同特長與

風貌，本次展出作品皆是

會員們各自創作理念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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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11/13（二）～ 12/2（日） 第 26 屆全國兒童聯想畫初賽入選作品展 1 樓大廳

11/23（五）～ 12/16（日） 源～賴廷鴻 沈明旺 陳冠勳雕塑創作聯展 1 樓展覽室Ⅰ

11/23（五）～ 12/16（日） 臺中市中華書畫協會第 48 屆會員聯展 3 樓展覽室Ⅲ

11/23（五）～ 12/16（日） 第 23 屆臺中市逍遙藝術學會會員聯展 4 樓展覽室Ⅵ

11/30（五）～ 108/1/6（日） 竹夢踏實—吳明錩竹藝創作展 2 樓展覽室Ⅱ

12/5（三）～ 12/23（日） 林俞君師生展 1 樓大廳

12/21（五）～108/1/13（日） 墨韻筆情─賴宜汝傳遞愛與善的水墨個展 3 樓展覽室Ⅲ

12/21（五）～108/1/13（日） 你在哪ㄦ？雲端生活─徐子雲陶瓷創作展 3 樓展覽室Ⅴ

12/21（五）～108/1/13（日） 拾勤畫會 2018 聯展 4 樓展覽室Ⅵ

12/21（五）～108/1/20（日） 「藝」外─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聯展 1 樓展覽室Ⅰ

表演藝術

12/1、12/8、12/15
每週六 15:30 ～ 16:30 花椰菜の夢想─就是長大想變成一棵大榕樹 榕樹廣場

12/2（日）9:30 《請叫我魔術師！》 榕樹廣場

12/2（日）10:00 《花花森林我們的家》─葫蘆墩歡樂劇場 榕樹廣場

12/8（六）19:30 《紙箱的異想世界》─偶偶偶劇團
演奏廳／兩廳
院售票

12/9（日）14:30 三校藝起來─樂聚葫蘆墩
演奏廳／免費
索票

12/14（五）19:30 《思‧響起 聽花語》
─ 107 學年度臺中市立東勢國中音樂班成果發表會

演奏廳／免費
索票

12/15（六）19:30 原韻絲竹樂團 2018 年度定期公演
演奏廳／年代
售票

12/16（日）19:00 《先天媽祖驅魔令》─磐宇木偶劇團 戶外廣場

「藝」外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聯展

時間│12/21（五）～108/1/20（日）

地點│1樓展覽室Ⅰ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成立已 23 年，教

育內容聚焦藝術、設計、文創相關領域人才

的培育，這次由繪畫工房、陶藝工房、木雕

工房等師生作

品展出，企盼

在葫蘆墩文化

中心再次傳播

屬於「藝外」

的 驚 豔 和 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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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簡介

李幸龍參與民國 84 年「藝術薪火相傳美術家接力展」作品〈樓臺相思〉，

以陶版技法成型，用擅長的傳統紋飾作為裝飾，長方立體作品兩側些微凹入，

製造立體空間感，薄敷化妝土並無釉藥的光亮質感，卻具雍容穩重之美，色

層表現突出，紋飾繁複卻具條理，局部雕刻突顯作品生動感，作品整體風格

鮮明。

典藏單位：葫蘆墩文化中心

作       者：李幸龍

媒       材：陶藝

尺       寸：44×17×55 cm

樓臺相思

李幸龍民國 53 年生於臺中市清水區，70 年隨王

明榮老師習陶，76 年成立「費揚古」陶藝工作室；

85 年與賴作明老師習漆藝，86 年設立「桼匋」工作

房，將陶藝與傳統漆工藝相結合，再創陶藝、漆藝新

風貌。李幸龍曾獲國內外重要獎項肯定，作品獲英

國、澳洲博物館、國內美術館及文化局典藏，88 年

榮獲第二屆國家傳統工藝獎一等獎，成為臺中市無形

文化技藝保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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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時間│10/27（六）～12/23（日）

地點│展覽室A

百號油畫創

作受限於場地及

作者體能等多項

挑戰，但成品卻

給觀賞者視覺上

更大的震撼，用

更強烈的力道引

領觀賞者進入作

者更深層的意涵

中。港區藝術中

心 17 年來負責這項年度大展，誠摯邀請藝文

同好蒞臨，共賞風華萬千的百號油畫大作。

親子假日小聚場─音樂 ‧ 戲劇好好玩

時間│ 12/2（日）、12/16（日）、

             12/23（日）14:00
地點│美術工坊秋月教室

票價│ 200 元

港 區 藝

術中心自 106

年推出親子

假日小聚場

活 動， 從 戲

劇故事到小

丑詼諧的呈

現，與觀眾零距離互動，深受大小朋友喜愛。

今年 12 月將與身聲劇場合作推出 3 場以世界

樂器、生活樂器、戲劇音樂為主題的多元表

演，帶給您對音樂戲劇的新感動。 　

花鳥舞彩─陳玉珍水墨暨陶瓷個展

時間│12/7（五）～12/30（日）

地點│展覽室C

陳玉珍追求

自我突破以表現

極致，求變跳脫

傳統，不停嘗試

用不同素材和創

作方式，把青花

釉藥當墨表現在

瓷器上，用筆畫、

刷渲、刀割或手

擦方式，展現不

同於平面空間的

動態感與視覺美感。 此次展出水墨及瓷器創

作，從花鳥到山水，從宣紙到彩瓷，從工筆

到寫意，從平面而立體，由寫實到不可預期

的窯變都有。

NCO「小熊歷險記」音樂劇

時間│12/11（二）19:30
地點│演藝廳

「小熊歷

險記」是臺灣

國樂團第一次

用國樂與兒童

劇結合，與硬

底子音樂網攜

手呈現，獲得廣大的迴響與好評。有趣的故

事內容及迷人的音樂，讓大小朋友在演出中

共同認識國樂樂器外型、音色與經典曲目，

共享音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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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丁格的貓─林大原西畫個展

時間│12/14（五）～108/1/6（日）

地點│掬月廳

因為人的主觀，總

在未觸及萬物本質之前，

就先冠以善惡或虛實的區

別，如同實驗結束前薛丁

格的貓同時存在生與死，

只有打開盒子的瞬間才能

判定。非科班出身的林大

原認為，創作是造物主的

恩賜，作品只有在被人觀賞與理解的那一刻

才產生價值，他期許作品同時存在各種面向，

讓他人自行決定所看到的世界。

【2018 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生活魔法家─新年收納打掃 so easy
時間│12/15（六）14: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師│陳映如

陳映如畢業於澳洲南昆士

蘭大學企管研究所，現為知名

專欄作家、專案講師、網路駐

站專家。過年時，打掃總讓人

頭痛！港區藝術中心今年特別邀請家事達人

替民眾解答，教您如何輕鬆打掃，家變得亮

晶晶，輕鬆過好年。（公教人員全程參與，

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免費入場，席次120席，

活動前半小時至入口處排隊，拿號碼牌入場）

清水國中音樂班第 18 屆畢業音樂會

「Love Life ！」

時間│12/20（四）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50元

音樂會以獨

奏、室內樂、小

型合奏、大型合

奏，以及配合花

博主題創作的音

樂舞臺劇「Love Life！」展現學習成果。「Love 

Life ！」委託畢業校友及師長為畢業班量身製

作音樂劇，優美的音樂創作及富有教育意義

的歌詞，令師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及感動。

2018 繁華弄筆花硯香

─曹天韻水墨畫展

時    間│12/21（五）～108/1/13（日）

地    點│清水廳

開幕式│12/22 （六）14:00

曹天韻自幼學習書畫，

水墨創作獨樹一格，擅長畫

花鳥，對繪畫的偏愛遠勝其

他。她的創作帶有不羈世俗

的奔放，以涓細心思洞察大

自然，不論鄉間小路或海邊、

山坡上或家裡的後院，都是

她作畫的題材，扎實的繪畫

基礎及洗鍊筆法下呈現一幅幅優美畫作。

視覺藝術

8/11（六）～ 108/7/28（日） ｛字在｝導讀臺中─館藏精品常設展
臺中市美術家
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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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六）～ 12/2（日） 花陶─生活文化美展 展覽室 C

11/9（五）～ 12/9（日） 大師臉書─黃瑞慶紀錄影像個展 掬月廳

11/10（六）～ 12/2（日） 2018 臺中市石雕協會第 7 屆會員聯展 中央畫廊

11/17（六）～ 12/9（日）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第 4 屆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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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六）～ 12/16（日） 綻放彩筆‧映像風華─ 107 年藝文研習班成果展 清水廳

12/7（五）～ 12/30（日） 花鳥舞彩─陳玉珍水墨暨陶瓷個展 展覽室 C

12/8（六）～ 12/30（日） 臺灣雕塑學會 2018 年會員大展 中央畫廊

12/14（五）～ 108/1/6（日） 薛丁格的貓─林大原西畫個展 掬月廳

12/15（六）～ 108/1/6（日） 第 7 屆薰風美術研究會聯展 展覽室 B

12/21（五）～108/1/13（日） 2018 繁華弄筆花硯香─曹天韻水墨畫展 清水廳

表演藝術

12/2（日）、12/16（日）、
12/23（日）14:00 親子假日小聚場─音樂‧戲劇好好玩

美術工坊秋月
教室／ 200 元

12/11（二）19:30 NCO「小熊歷險記」音樂劇 演藝廳

12/16（日）14:30 花韻清揚─牛罵頭愛樂合唱團 18 週年音樂會
演藝廳／索票
入場

12/20（四）19:30 清水國中音樂班第 18 屆畢業音樂會「Love Life ！」 演藝廳／ 50 元

課程／講座

12/15（六）14:00
【2018 港區藝術中心專題系列講座】

生活魔法家─新年收納打掃 so easy
（講師：陳映如）

國際會議廳

電影欣賞

每週二、週四 10:00、11:00
美術系黃進龍

─靜物篇（上）、（下）／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週四 14:30、15:30
薛平南先生書法示範

─草書篇（上）、（下）／ 4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0:00、11:00 龐均油畫風景（3）、（4）／ 56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4:30 MOFA 藝起 GO：（3）、（4）／ 43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5:30 非常有藝思 10 ～ 11 ／ 46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0:00 畫畫說故事 6 ／ 72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1:00 世紀藝文之旅（1）：文藝復興／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4:30、15:30 歐豪年彩墨人物（1）、（2）／ 6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0:00、11:00 以藝術之名（3）、（4）／ 50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4:30 劉國松現代水墨技法四講（1）／ 55min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5:30 畫畫說故事 7 ／ 72min 美術家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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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 04-2392-1122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 ～ 17:30
交通方式│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志得其樂 ‧ 藝起呈現

107 年度志工暨屯藝學堂研習成果聯展

時間│ 11/25（日）～ 12/9（日）

地點│美學空間

本次展出作

品為志工在平時

服務之餘，致力

各種學習的成果

展現，另加入「屯

藝學堂研習班」

學員的成果作品，展出作品包含毛線編織、

陶刻、禪繞畫、色鉛筆繪畫、國畫、書法、

鄉村彩繪作品、油畫等，每一件都是屯區藝

文中心志工及研習學員的精選作品。

臺灣旋轉木馬古樂團─花

時間│ 12/1（六）14:30
地點│實驗劇場

票價│ 350 元（兩廳院售票）

林靖偉帶領的臺

灣旋轉木馬古樂團，以

演奏文藝復興時期、巴

洛克時期與古典早期音

樂為主，這次將以實驗

性質方式結合舞蹈、音

樂、戲劇、朗誦及文字

的表達，以西方文藝復興歷史為鏡，反映現

在社會政治文化，誠摯邀請您一起來觀賞。

原石動能─臺中市愛石協會

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成果展

時間│12/8（六）～12/29（六）

地點│展覽室B

自 2013 年

來，臺中市愛

石協會以突破

以往的展演方

式發表雅石藝

術，此創舉為

雅石界推向新的里程碑，亦獲得觀賞石界的

認同及讚許。本年度展覽以《原石動能》為

題，企圖將不動不語的石頭激發出潛在的動

能，意義不僅止於抽象性、物理性的能量顯

像，亦承載出每件作品內在深層所蘊含的魅

力與能動性。

魔幻攻略

─逢甲大學校友管樂團定期音樂會

時間│ 12/8（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 100 元（兩廳院售票）

逢甲大學校友管樂團創立於 2012 年，每

年定期舉辦年度音樂會，今年與逢甲大學管

樂團聯合演出第 7 屆《魔幻攻略》音樂會，

選曲含括電影、動畫、歌劇、音樂劇、電視

劇等多元領域，耳熟能詳的旋律讓您想起兒

時回憶和印象深刻的影劇情節，是一場適合

全家大小闔家聽賞的音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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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族的奇幻旅程─張家霖藝術創作展

時間│ 12/15（六）～ 108/1/6（日） 
地點│美學空間

張家霖以自身印象，

對臺中潭子、北屯、太

平、新社、石岡與東勢等

地區施以浪漫奇幻手法，

成為「精靈族」的領域。

從作品可看出藝術家對臺

中各地的特色地標、自然

生態、風俗民情、建築景

觀與人文活動充滿想像的設計與轉化。

研習：竹編小花器

時間│ 12/22（六）10:00 ～ 12:00
地點│ B1 藝享空間

票價│ 200 元

由國寶級竹編工藝家

涂素英老師親自教導民眾用

竹子編製實用花器，涂老師

潛心竹編藝術四十餘載，致

力竹編藝術的生活化和實用

性，作品多次於國內外展

出，獲獎無數，歡迎對竹編

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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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五）～ 12/2（日）
石相隨心
─臺中市石友會第 5 屆第 1 次會員成果展

展覽室 B

11/17（六）～ 108/1/13（日） 妙紙生花─臺韓紙藝聯展 展覽室 A

11/25（日）～ 12/9（日）
志得其樂‧藝起呈現
107 年度志工暨屯藝學堂研習成果聯展

美學空間

12/8（六）～ 12/29（六）
原石動能─臺中市愛石協會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成果展

展覽室 B

12/15（六）～ 108/1/6（日） 精靈族的奇幻旅程─張家霖藝術創作展 美學空間

表演藝術

12/1（六）14:30 臺灣旋轉木馬古樂團─花 實驗劇場／兩廳院售票

12/2（日）14:30 童話與傳說的交會 演藝廳

12/8（六）19:30
魔幻攻略

─逢甲大學校友管樂團定期音樂會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12/23（日）14:30 微光‧初章 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課程／講座

12/2（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The Selfish Crocodile B1 藝享空間

12/9（日）14:00 ～ 17:00 【妙紙生花─臺韓紙藝聯展研習活動】
蓪草玫瑰香氛瓶

中心大廳

12/9（日）15:00 ～ 17:00
沐浴陽光花園～健康管理─拆解情緒與壓
力（講師：臺灣聯合心理諮商所創始所長邱
永林醫師）

3 樓大會議室

12/16（日）10:00 ～ 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大鵬玩故事 B1 藝享空間

12/22（六）10:00 ～ 12:00 研習：竹編小花器 B1 藝享空間／ 200 元

12/22（六）15:00 ～ 17:00
設計城市花園～設計與設計之都
（講師：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國發組專案總監
吳宜珮）

3 樓大會議室

屯區藝文中心36



冬日樂遊─奉愛瑜伽 12 月份活動

地點│奉愛瑜伽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565號15樓之2）
電話│04-2254-6787

奉愛瑜伽

文 化 中 心 12

月份將開設韋

達 占 星 和 手

風琴課程，還

有日常的每月

「唱瑜伽」與

「樂遊節」，詳情請至臉書官網查詢，或

Line 官方帳號搜尋「奉愛瑜伽文化中心」。

小蝸牛市集 Lole Market
時間│12/1（六）～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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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的季節有著暖暖的冬陽，勤奮的

小蝸牛於每月的第一週，總是先到刑務所

找師父，進行身心靈的武功修行，這個練

功寶地是上天賜給小蝸牛勤奮的禮物，一

片草地與幾叢竹林，還有茂密樹林及斑駁

老屋牆瓦，週末假日快到小蝸牛市集逛逛

喔！

陶聚。茶趣

─姚怡欣、陳麗寬、盧香穎、邱中均、

吳嘉倍、康嘉良聯展

時間│12/1（六）～10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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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作者難得集

聚，以陶聚為名，展

出各自風格獨特的茶

道具。精心製作的茶

具以茶席風貌展出，

體現茶在生活中的細

緻美好。好茶還是須

要好茶具來相稱，歡

迎您闔家齊聚六藝館

品茶趣。

於摘星一瞥栽星

時間│12/14（五）16:00～21:30
地點│摘星山莊

　　　（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號）

電話│04-2534-0011轉147
          （弘文中學何欣勇老師）

摘星山

莊首度與弘

文中學天文

社合作，帶

大家用望遠

鏡觀星囉！今年雙子座流星群預測極大期

為 12 月 14 日 20 時 30 分，觀星活動搭配

摘星導覽、冬季星空解說、觀雙子座流星

群活動，歡迎報名，限 40 人。 

投稿方式：
欲於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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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2017@taichung.gov.tw 或電洽 04-2228-9111 轉 25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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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饗 PLUS 37



【作者簡介】

游博清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

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之一為臺中發展史與文化交流史。在

研究的過程中，體認到第二市場是一項極佳的素材，深刻反

映庶民生活與文化，包含公共衛生、建築風格、商業消費、

飲食文化等議題，皆值得繼續深入挖掘和探討。

市街之味：
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

市街之味：
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

作     者：游博清
出版者：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年：106年 11月

每月推薦
臺中中區三民路與臺灣大道一段路口的臺中人老朋友

──第二市場，起源於日治時期，當時稱為新富町市場。走

一遭第二市場，味蕾記憶登時甦醒，人心被熱情包圍，耳邊

響起親和力十足的叫賣，置身於此絕不孤單。

《市街之味》一書，讓我們看見日治初期落實衛生的概

念於城市規劃中，與民息息相關的第二市場如何體現「衛生

第一」的觀念。紅磚、角樓、六條通的設計，透露出第二市

場獨具魅力的建築風格及暗藏巧妙玄機的空間配置。與晨起

的脈動同步，第二市場牽繫住商業消費與日常生活的緊密互

動，而百年飄香的它更曾是和食臺食共和國。光復之後，國、

臺語交雜增添熱鬧了第二市場的家鄉味。直至今日，第二市

場的古早味依舊四溢，成為一種呼吸，亦是庶民尋味的好去

處。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好書推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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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ined Garden

10/13（六）～108/1/13（日）9:00～22:00
  紅點文旅1F美好藝廊（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206號）

 免費
 04-2229-9333

華裝舞會─傅作新 2018個展

  11/17（六）～12/30（日）
  大雋藝術（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489號）
 免費
 04-2382-3786

陳鈺守、涂毓修、吳弘鈞水墨聯展

  11/4（日）～12/31（一）
週一至週六11:00～19:00
  松風閣畫廊（臺中市北屯
區松竹路二段349號）

 免費
 04-2247-4215

花響豔 邱麗蔭拼布特展

  10/24（三）～108/1/4（五）
  台中福華大飯店1樓大廳（臺中市西屯區安
和路129號）

 免費
 04-2463-2323

黃子芸 繪走過的足跡

 10/2（二）～12/31（一）
  星漾商旅台中一中館2F星廳（臺中市北區錦
南街17號）
 免費
 04-2228-9008

光與色之外─連靜玫西畫個展

    11/2（五）～12/31（一）
  童綜合醫院（臺中市梧棲區
臺灣大道8段699號）

 免費
 04-2577-1919轉507

花現印刷套票

    11/1（四）～108/1/1（二）
  臺灣印刷探索館（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號）

  230元（本館門票、
花博門票）

 04-2495-3126轉502

墨塘天光─戴武光水墨典藏展

  9/12（三）～108/1/15（二）9:30～17:00，
週一休館
  創價學會臺中藝文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大容
東街90號3樓）

 免費
 04-2327-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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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大遊行

  12/15（六）13:00～17:00
  快樂音樂家（臺中市北屯區后庄七街136巷
52號）

 免費
 04-2425-5913

女神保衛戰─蝶舞舞蹈中心

    12/30（日）14:30
  臺中中興堂（臺中市北
區精武路291-3號）

 250,350,500元
 04-2314-1670

漫遊巴賽爾 2018聖誕花都感恩音樂會

    12/16（日）14:00～16:00
  翔韻音樂舞蹈藝術中心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
路213號）

 免費
 04-2277-3147轉9

舊物盛典第七回 X原創盛典第一回

─林照相館

    12/15（六）～12/16（日）11:00～17:00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
段362號）（中央廣場、雅堂館AB、B03拾
藝術）

  舊物盛典：全票100元，半票50元；原創盛
典：免費

 0958-822-842

微光燦爛─罕見天使 蕎蕎個展

  12/3（一）～108/1/31（四），開幕茶會
12/23（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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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十方

─臺中教育大學藝術家教師十人展

  12/3（一）～108/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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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ax 10 Anniversary Party

 12/8（六）14:30
  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臺中市南區
復興路三段362號B01館）

 預售單人票800元，現場單人票1000元
 04-2229-3767

書房遇見歌仔戲─聖揚文化藝術基金會

 12/15（六）9:30～11:00
  益品書屋臺中館（臺中市
南屯區惠文路361號）

 100元
  04-2382-7555



▲煥然一新的太平買菸場，是臺中市民遊憩
好去處。

▲場內展示著鐵雕大師陳庭詩的作品「夫
妻」。

活化再利用　
太平買菸場變身藝文新天地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太
平買菸場」102 年經臺中市政府公

告為歷史建築，並在市府與文化部

補助下進行建物修復及內部裝修，今年 8 月正

式開館，場內規劃有菸葉演繹館區、陳庭詩紀

念館區、在地藝文展區、太平旅遊服務中心及

戶外表演區等，週末還有小農市集，成為臺中

市太平區的藝文休閒新亮點。

菸草生產重鎮 見證產業興衰
創建於民國 44 年的「太平買菸場」，為

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辦理鑑定及購買菸葉的場

所，多年來見證了戰後太平地區菸草產業的興

衰，並記錄了臺灣菸葉發展史。臺灣在 16 世

紀開始種植菸草，清末開始有計畫地獎勵耕作，

日治時期陸續引進菸草品種，1920 年代開始推

廣栽種美國黃色種菸草。而臺中過去曾是菸草

的重要產地，太平地區種植菸草的面積在全盛

時期高達 300 多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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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太平地區尚未設置菸草收納

場，但因戰後產量增加，公賣局基於收購

需求開始加以興建。專賣機構向菸農集中

收購菸葉的場所，在戰後稱為買菸場，後

來又名輔導站。民國 36 年配合菸葉業務

區域劃分改稱「臺灣省菸葉耕種事業改進

社」；民國 41 年改組後，成為官民合辦服

務菸農與公賣局的組織。因此至今仍可見

到太平買菸場門口留有「臺中菸葉廠太平

輔導區」及「臺灣省菸葉耕種事業改進社

臺中分社太平事業區」的招牌。

太平買菸場的平面配置因應當時的購

買菸葉動線，菸農載運收成的菸葉，由東

側大門進入，經鑑定、估價、打包等作業

後，再將分類好的菸葉由公賣局經西側大

門，運至臺中菸葉廠進行後製工作。

鑑定室朝北設置大面玻璃窗，因為北

邊光線較為穩定柔和，有助鑑定人員正確

判斷菸葉等級，是買菸場建築的共同特色。

老建築獲新生  藝文旅遊好所在
為使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臺中市政

府與文化部爭取，斥資千萬進行裝修整建，

占地 680 坪的太平買菸場從此煥然一新。

場內目前分為三個展覽區塊，一是在地藝

文展區，大大小小的藝文展覽及活動能在

此舉辦；二是介紹菸葉生長過程及展示菸

葉製作器具的菸葉演繹館區，能了解菸葉

產業的歷史文化；最後是陳庭詩紀念館，

能欣賞國際知名鐵雕藝術家陳庭詩的藝術

創作，太平買菸場儼然成為臺中市藝文休

閒的新場域。

 圖說

菸葉演繹館區讓民眾了解菸葉產業的
發展與歷史。

▲懷舊相片區懸掛著太平區往昔的人文舊照。 ▲陳庭詩紀念館區 12 月有「以農立國」特展。

參觀資訊

時間│ 週二至週日
         9:00 ～ 12:00、13:00 ～ 17:00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 464 號
電話│ 04-2279-0446
票價│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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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兒童區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故事屋之美好時光
12/1（六）、12/8（六）、
12/29（六）10:00 ～ 10:50

2 樓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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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大嘴鳥說故事
12/1（六）、12/15（六）
10:30 ～ 11:30

2 樓親子共讀室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親子故事屋 12/2（日）10:00 ～ 11:00 1 樓兒童閱覽室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故事魔法快樂屋 12/8（六）10:00 ～ 11:00 2 樓兒童區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歡樂故事派對
12/8（六）10:00 ～ 11:00
12/29（六）15:00 ～ 15:30

2 樓嬰幼兒閱讀區

大里德芳分館
04-2481-5336

故事魔法快樂屋 12/15（六）15:00 ～ 16:00 4 樓兒童區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書藝讀書會 每週三 19:00 ～ 21:00 研習教室

飛揚書香音樂會 12/16（日）9:30 ～ 11:00 多功能空間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Family 媽咪說故事及家庭
桌遊活動

12/16（日）10:00 ～ 11:3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大墩兒童館
04-2232-8546

兒童故事劇─聖誕小尖兵
／空空的聖誕襪

12/16（日）14:30 ～ 15:00、
15:30 ～ 16:00

歡樂劇場

大里大新分館
04-2406-6049

故事魔法快樂屋 12/29（六）15:00 ～ 16:00 兒童區

梧棲親子館
04-2657-1900

故事魔法森林
每週三、六、日
10:00 ～ 11:00

1 樓故事屋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幼幼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0:30 幼兒區

龍井山頂分館
04-2652-0771

小寶貝！一起來聽故事 每週六 10:00 ～ 10:30 幼兒區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小番薯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閱覽區

新社分館
04-2581-7868

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 10:00 ～ 11:00 1 樓兒童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魔法故事屋 每週六 10:00 ～ 11:00 2 樓兒童閱覽室

很久
很久以前 ...

臺中市立圖書館 10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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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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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科永
紀念圖書分館
04-2252-5966

幼獅創意說故事接力 每週六 10:30 ～ 11:10 1 樓嬰幼兒區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故事萬花筒 每週六 10:30 ～ 11:10 1 樓兒童閱讀區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 每週六 10:40 ～ 11:40 兒童室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我愛繪本～故事黃金屋 每週六 14:00 ～ 15:00 1 樓親子閱讀區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快樂故事屋 每週六 15:00 1 樓兒童室

東勢分館
04-2587-0006

歡樂親子故事屋 每週六 15:00 ～ 16:00 1 樓嬰幼兒閱讀區

東區分館
04-2283-0824

故事點點名 每週六 15:30 2 樓說故事區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悠遊繪本說故事 每週日 10:00 1 樓兒童室

龍井龍津分館
04-2630-0993

親子歡樂故事屋 每週日 10:00 ～ 10:30 幼兒區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故事彩虹屋週日說故事 每週日 10:30 ～ 11:30 2 樓嬰幼兒閱讀區

大夥做伙來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04-2422-9833

書的國度主題書展 即日起～ 108/1/2（三） 1 樓

臺灣閱讀節
毛小孩健檢 & 閱讀桌遊

12/9（日）13:00 ～ 16:00
11:00 ～ 16:00

四張犁公園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臺灣閱讀節
大墩攻略～二手書粉大集合

收書時間：即日起至
12/9（日）開館時間

收書地點：大墩
分館、大墩兒童
館

換書時間：12/16（日）
14:00 ～ 16:30

換書地點：北屯
兒童公園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岸裡社區師生油畫展
12/1（六）～ 12/30（日）
8:30 ～ 17:30

1 樓大廳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鐘麗琴（山美）水彩個展
─《百花詩集：花蜜釀的
詩》原畫展

12/1（六）～ 12/31（一） 2 樓研習教室



46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電影饗宴 12/9（日）10:00 ～ 12:00 兒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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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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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影片欣賞 每週日 14:00 3 樓視聽室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 每週六 14:00 ～ 16:00 2 樓會議室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假日放電影 每週六 15:30
3 樓
多功能活動教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2 樓視聽欣賞區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週日來去神圖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1 樓大廳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跟著桌遊世界遊
12/8（六）、12/22（六）   
10:00 ～ 11:30

B1 多功能教室

聖誕樹小書 DIY 12/15（六）10:00 ～ 11:30 B1 多功能教室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悅讀閱有趣親子 DIY 12/9（日） 3 樓多功能教室

電影時刻

館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總館
04-2422-9833

【飛閱未來講座】闖過罹
癌，畫出生命的光彩
（講師：黃利安）

12/2（日）10:00 ～ 12:00 B1 多功能教室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生命教育講座】我和我的
寶貝們的故事
（講師：陳素貞）

12/2（日）14:00 ～ 16:00 B1 自習室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客庄鄉土水文導覽及發現其
歷史（講師：張雅雯）

12/8（六）10:00 ～ 11:40 4 樓視聽室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旅遊英語真 easy
（講師：劉怡玲）

12/28（五）19:00 ～ 21:0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開講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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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分館＆葫蘆墩分館
影片播映表

※ 播映前 30 分鐘發號碼牌，前 15 分鐘開始入場，座位額滿或電影開始播映後，不再開放入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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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分館 視聽室（48 個座位）

12/1（六）10:00 美味情書／ 105min ／印度 普

12/1（六）14:00 金盞花大酒店／ 124min ／英國 普

12/2（日）10:00 花火／ 103min ／日本 輔

12/2（日）14:00 戰馬／ 147min ／美國 護

12/8（六）10:00 圖班嫁給我／ 100min ／哈薩克 普

12/8（六）14:00 丈量世界／ 123min ／德國 輔

12/9（日）10:00 快樂鄉頌／ 97min ／法國 護

12/9（日）14:00 塞瑟島之旅／ 133min ／希臘 輔

12/15（六）10:00 阿罩霧風雲／ 90min ／臺灣 護

12/15（六）14:00 新天堂樂園／ 123min ／義大利 輔

12/16（日）10:00 阿罩霧風雲Ⅱ：落子／ 108min ／臺灣 普

12/16（日）14:00 當櫻花盛開／ 127min ／德國 輔

12/22（六）10:00 請來參加我的告別式／ 103min ／美國、德國、波蘭 護

12/22（六）14:00 托瑪斯曼之豪門世家／ 151min ／德國 輔

12/23（日）10:00 窮得只剩下錢／ 104min ／印度 普

12/23（日）14:00 鱷魚的黃眼睛／ 122min ／法國 護

12/29（六）10:00 鐵娘子：堅固柔情／ 105min ／美國 護

12/29（六）14:00 星光雲寂／ 128min ／法國 護

12/30（日）10:00 奇蹟度假村／ 98min ／澳洲 護

12/30（日）14:00 內布拉斯加／ 115min ／美國 護

大墩分館 B1 視聽放映室（76 個座位）

12/16（日）14:00 只想擁抱妳／ 122min ／日本 護

12/23（日）14:00 真愛招領／ 96min ／美國 護

12/29（六）14:00 環太平洋／ 131min ／美國 護

12/30（日）14:00 記憶傳承人：極樂謊言／ 97min ／美國 護



心悅．造意．映鄉情

─陳主明 2018 七十回顧展

時間│11/6（二）～108/1/13（日）9:00～17:00
地點│彰化縣立美術館1樓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3號）

票價│免費

陳主明以藝術創作為終生職志，彰化

故鄉的田園風景是他創作的泉源。本次展

出水彩、油畫、素描經典作品 60幅，筆觸

帶有歲月的蒼勁感，人像畫作更充滿張力，

展現深厚的水彩根基及油畫刀筆並用的厚

實技法。

黑盒子劇場

─ EX- 亞洲劇團《失落天語》

時間│12/1（六）14:30、19:30，
           12/2（日）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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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兩廳院售票）

懂鳥語的男

孩結交了鳥兒朋

友，從鳥兒的對

話中預知災害即

將到來，卻被視

為不幸與異常，

擔憂的母親導正男孩，他的天真快樂卻隨

著鳥語能力一起消失。「快樂」和「正常」

的定義是什麼？故事帶您走入古老的印度

寓言，觸動靈魂深處的光輝。

「藝見山城傳薪火」

─苗栗縣中港溪美術研究會員聯展

時    間│12/5（三）～12/19（三）

開幕式│12/9（日）10:00
地　點│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

              （苗栗市自治路50號）

苗栗縣中港溪美

術研究會成立於民國

83年，現有會員約

74人，極力推動「生

活美學運動」計畫，

讓藝術美化人生，塑造社區和諧美滿的環

境。每年舉辦會員聯展，讓會員互相討論

創作成果，互相切磋觀摩，帶動美術風氣。

2018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得獎作品展

時    間│12/8（六）～108/1/9（三）

開幕式│12/8（六）9:30
地　點│ 南投縣文化局日月、九九、玉山展覽

室、文物陳列室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得獎者出爐，邀您

一同來欣賞得獎者的優秀作品。攝影類首

獎：林誌聰，優選：蔡尚寬、林泳伸，佳作：

張清州、林信宏。水墨膠彩類首獎：王秋

香，優選：許文德、劉育妏，佳作：黃寶

賢、曾冠樺。水彩類首獎：李梓維，優選：

張鴻煜、蔡元桓，佳作：張 中、蔡岳霖。

油畫類首獎：蕭碧蝦，優選：蔣玉俊、林

惠玲，佳作：許凱玲、盧來全。工藝類首

獎：吳明錩，優選：陳俐彤、林慶宗，佳作：

簡嘉儀、雷安平。書法篆刻類首獎：古員

齊，優選：紀冠地、曾華翊，佳作：蔡福仁、

許志芳。

中│彰│投│苗 藝   文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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