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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系優秀畢業生推薦展



文化部協助受疫情影響之
文化藝術事業防疫及紓困振興專區

詳細資訊請至
http://0rz.tw/2Ohvo查詢

文化部為因應現今疫情對藝文活動、

藝文場館、藝文產業造成之衝擊而

訂定此辦法，期能陪伴藝文產業及

藝文工作者度過難關，歡迎相關藝

文單位或人員前往申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措施

文化局所屬的文化中心、圖書館等館舍加強場地管

理，第一線面對洽公民眾之全體人員，均配戴口罩。

館舍入口處備妥額溫槍、乾洗手，為入館民眾量測

額溫。

館舍電梯、廁所等加強定時消毒清潔，保持室內空

氣流通或通風換氣良好；加強辦公環境、演藝廳及

洗手間等每日清潔、消毒作業。

停辦室內超過100人以上、室外超過500人以上

活動。

進入市府之訪客或洽公人員均須實名登記，並須全

程戴上口罩及測量體溫。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全力守護

民眾和工作人員的健康，請

民眾安心參與藝文活動，並

敬請配合各項防疫措施。



本刊內所刊載之藝文活動可能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而延期或取消，

請讀者於參與活動前，於主辦單位網站查詢資訊，

或電洽主辦單位，若造成不便，謹請見諒。

公
告

第 10 屆美術家接力展　好形好色─ 2020 林 瑛陶藝個展

P.14

林 瑛老師熱愛藝
術，以陶當作畫布，尋
求永不褪去的顏色。林
老師創作以大型的作品
為主，用線條和色塊形
成跨境關係，從融釉蛻
變成彩衣圖騰，也從工藝技法跨越到藝術美學的追尋。

2020 藝術新聲

藝術科系優秀畢業生推薦展

P.04

本 次「2020 藝 術

新聲」集結了國內外
多

所藝術科系新秀，將
帶

來許多優秀的作品及
創

新的媒材，於大墩
文

化中心展現他們的
創

意，讓我們一起來
期待他們嶄新的生

命

力吧！

文化 ‧ 融合─
第 2 屆臺日美術交流展

P.17

本展由梧棲鎮藝
術文化協會特別企
劃─「文化．融合」
主題特展，在經過
各國文化互相激盪
之下，邀請您一同來體驗異國文化融合
之新樣貌。

2020 年

中華甲骨文學會會員聯展

P.20

中華甲骨文學會致

力推廣甲骨文藝術，
不

僅每年舉辦一次會員
及

國際名家甲骨文書藝
展

外，並組團參加國際
甲

骨文學術研討會，此
次

在屯區藝文中心展出
，

將帶領民眾理解甲骨
文

之美。

1文化導覽



發 行 人｜張大春

編輯指導｜ 施純福・曾能汀・陳素秋

鍾正光

執行編輯｜柯丁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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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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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406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二街 45 號

電　　話｜ 04-2422-2277 文化局 LINE文化小尖兵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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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發布
《文化報報》刊載本局五大文化中心、各文化場館、臺中藝術亮點店家等辦理之藝文活動資訊，月刊於本局五大文化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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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提供版面刊登藝文相關廣告，請於每月 20
日前提供 2 個月後活動（如：欲刊於 7 月號，請於

5 月 20 日前來稿），詳情請洽：04-2422-2277



文化藝術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它帶來人文素

養、美感氛圍，讓城市有了溫度，不只為市容煥新、

為街區妝點，更讓城市展現自身的魅力。

開創嶄新舞臺　書寫時代藝術語言

每個世代皆有不同的藝術語言，在藝術自由、

多元與開放的今日，為鼓勵青年學子的藝術創作，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

學系陳一凡教授統籌策劃，串連臺灣北、中、南藝

術相關校系的「藝術新聲」已邁入第 7個年頭，規
模一年更勝一年。今年繼續在大墩文化中心的 7個
展場盛大展出，期望透過藝術創作及校際交流，完

整呈現新一代藝術生力軍的盛況榮景。

「藝術新聲」最早是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今

清華大學）李足新教授與陳一凡教授所策劃，以鼓

勵當代年輕創作者為初衷，集結全國藝術相關校系

應屆推薦畢業生共同展出，期望為藝術新秀開創一

座嶄新的舞臺。

匯集全臺創作菁英　大秀新生代創意

從最早集結展出的 9校 10系開始，至今年已
擴增至 18個校系，本次更有國外學校加入展出行

藝
術
科
系
優
秀
畢
業
生
推
薦
展

文
．
圖
　
大
墩
文
化
中
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 陳柏凱
〈妳在哪一模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袁心元
〈我們都假裝神秘的月光從頭頂掠過〉

2020
4



列，參展校系包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元智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東海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大葉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香港藝

術學院。

這些來自海內外共 18個校系的藝術好手，個
個都是各校精挑細選出來的創作菁英，這場跨地

域、跨校際、跨領域的藝術行動，不只呈現各地創

作者獨特的藝術語彙，也展現各校系不同的藝術風

貌，進一步將新生代的旺盛創造力帶給所有觀眾！

聆聽「藝術新聲」　培養未來藝術實力

展覽集結了公部門、學術界及產業界，透過產、官、學的加成力量，提升了新銳

藝術家的曝光度，除了吸引業界藝廊及藝術行銷產業，每年更與中華民國藝廊協會合

作，擇優推薦展出藝術新秀參加「ART TAICHUNG台中藝術博覽會」，大大拓展了
這些藝壇新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藝術的多元、創新、交流和對話，一直是「藝

術新聲」呈現給所有參與者的核心價值，也期待

藉由這個公部門建立的交流平臺，支持年輕藝術

家的藝術創作，為學術界和藝術界開啟一扇連結

的窗口，替臺灣藝術界的未來培力。展覽期間從

5月 10日至 5月 27日，歡迎各位喜愛當代藝術
的朋友們，一同欣賞這場精采絕倫的藝術盛宴，

絕對能帶給您不一樣的藝術感受！

05/10（日）- 05/27（三）

開幕式｜ 05/10（日）15:00

地　點｜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七）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2020藝術新聲─藝術科系優秀畢業生推薦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簡莉芸〈藍色夕陽〉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高堉銓〈桃花源記 2〉

5封面故事



紫受親子寫生比賽

歷屆成果回顧展

書畫傳情‧藝展風華─

華夏書畫學會聯展

紫受慈善功德會致力提倡兒童美術教育，每年舉辦親子寫生比賽，鼓勵藝術創作，

受到許多學校、家庭熱情響應，參與活動人數屢創新高。本次展覽為歷屆得獎作品展，

呈現歷年來學童們的無限創意與寶貴童真。

華夏書畫協會成立於 2002年，以提倡並推展
全民書畫展覽暨研習，發揚國粹復興中華文化為宗

旨，會員皆為藝術家陳華老師弟子，每年定期舉辦

會員聯展，相互觀摩砥礪、共同提升技藝。本次展

覽內容豐富，包括油畫、膠彩、書法、花鳥、山水、

人物、走獸、翎毛等皆深具水準，一展會員們的精

心創作。

05/06（三）- 06/22（一）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地　點｜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10樓

藝術廊道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

05/13（三）- 08/05（三）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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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紫受親子寫生比賽

歷屆成果回顧展

05/13（三）- 08/05（三）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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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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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童趣

猶記幼時生長於雲林鄉下的三合院大家

庭，在晒穀場打球、追趕遊戲、騎自行車等，

至今仍記憶猶新。以大龍炮揭幕的各式慶典，

在年節氣氛濃厚的彼時，春節蒸籠裡的菜頭

粿、發粿、紅龜粿，端午節的肉粽都在腦中輕

輕挑動味蕾。

創作者林伯翰藉由陶藝形塑童年時期的美

好時光，再現那充滿溫度的記憶與今日的蕭索

之感。

05/02（六）- 05/20（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文物陳列室（一）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琉光畫映─張靖宜琉璃彩個展

藝術家張靖宜 2012年發表琉璃彩專利後，
便以琉璃彩作為創作媒材，展現屬於自己的「生

活藝術詩」。此次展覽將腦海中的意念，透過

琉璃彩豐富色澤，以濃重、明暗、對比、張力

調製不同的藝術情調，讓美學意識自一杯、一

盤、一瓶、一畫而無限延伸。作品中更以女性

特有的眼光詮釋了「抽象式繪畫」，構築出高

雅及華麗的人文之作，豐富了視覺藝術的新樣

貌。

05/23（六）- 06/10（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文物陳列室（一）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9本月推薦



10



「聯邦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於本土藝術人才培養及文化推廣，期能創造一個讓所

有藝術創作者可以嶄露頭角的舞臺。今年「2020聯邦藝術巡迴展」展出內容包含「第
22屆聯邦美術新人獎」及「第 17屆聯邦美術印象大獎」優秀得獎作品，參觀民眾可同
時欣賞到印象及寫實兩種不同油畫風格之作品，歡迎各位喜愛藝術的朋友前來欣賞指

教。

2020聯邦藝術巡迴展

05/30（六）- 06/10（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四）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林文海院長為

此展引言為「一種平凡的形式」，大量使用壓克

力顏料，可能會使作品非常沉悶。然而，對於廖

吉雄來說，飽和及不透明顏料，最終成為發展戲

劇般色彩的舞臺。他對線條與幾何形狀的使用強

調了畫布的平面，從而在真實和想像的空間之間

產生張力。透過作品，闡述他內心的感受，從眼

鼻口耳中，進入以前從未見過的靈魂。

城市意象─廖吉雄創作展

05/30（六）- 06/17（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三）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11本月推薦



方鎮洋從事油畫創作 40年，以印象派風格為主，近年作品追尋風與空氣的流動讓
畫面增添生命力，作品包含：隨著輕風飄來一陣清香的花卉、駿馬奔騰捲起風飛沙的氣

勢磅礡、遠眺青山彷彿身入其境的情境，以及從畫面中感受到山嵐氛圍，宛若直接呼吸

到芬多精的舒適，鄉土系列則以早期農業社會家禽火雞作為代表，畫筆下細細描繪著鄉

土的情懷。

本次展覽為臺中一中美術班第 22屆畢業展，由一群即將畢業的孩子們，以自身的
角度及觀點，用畫筆為 18歲的青春留下紀錄。

人生決定於我們做選擇的那一刻。一點荒謬和一點詼諧，述說著 18歲的自己。問
著，是不是變勇敢了？是不是變成那個預設的樣子了？是不是達到自己的理想了？三年

前撕榜，一個人上臺宣示自己的決定，讓做出相同選擇的我們聚在這裡一起成長，而現

在正是做出下一個決定的時候，透過多元媒材，展現各式理念，也呈現自我成長的茫然

和困惑，以及終將抵達的夢想。

2020方鎮洋油畫展

To My Decisions 
致 我們的所有決定─
臺中一中美術班第 22屆畢業展

05/30（六）- 06/17（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六∼七）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05/30（六）- 06/17（三）

週二至週日 09:00-21:00

地　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五）

地　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展覽期間週六日 09:00-12:00、14:00-17:00，

藝術家在現場與民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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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方鎮洋油畫展

To My Decisions 
致 我們的所有決定─
臺中一中美術班第 22屆畢業展

撕藝之美．紙有感動─

中日撕畫藝術交流展

棉紙撕畫是運用長纖維特種棉紙染色，將

已經染好的長纖棉紙，經過撕、拉、刮、搓、

推等技巧，依圖稿用漿糊黏貼於畫板上，展現

層次的遠近深淺濃淡，以及平面上的立體效果

形成的圖畫，呈現異於傳統繪畫藝術的魅力，

引人入勝。此次展出作品都是中日撕畫家精心

畫作，邀請大家一起「用心感受」棉紙撕畫藝

術創作的無限魅力。

05/15（五）- 06/07（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地　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4樓展覽室 VI、1樓大廳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藝術享艷─ 2020臺中市
菊野美術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菊野美術會由旅日畫家詹瑞彬先生所創辦。本次畫展以紮實的素描基礎延伸

到油畫，作品內容有人物、風景、靜物、鄉村、花卉等，呈現出多元化的風格。祈望藉

著這次的展出，讓大家享受視覺的饗宴，從中得到心靈的富饒，啟發美的事物，並充滿

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

05/22（五）- 06/14（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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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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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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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鎮藝術文化協會於 107年舉辦了「文化．風格─臺日美術文化交流展」，順
利建立一個跨國的文化交流平臺。本次特別企劃「文化．融合」的主題特展，經過各國

文化互相衝撞之後，世界的美術文化可以透過這次的展覽，體驗異國文化融合之新樣

貌。

文化‧融合─

第 2屆臺日美術交流展

05/16（六）- 06/07（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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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傳木雕名家聯展」緣起於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三義木雕博物館所辦理的「亞洲青年木雕

藝術薪傳研習營」，已經連續辦理 12年，成為臺
灣當今培養木雕人才的大本營。本次展覽集結黃媽

慶、蔡楊吉、沈培澤、藍偉文、張信裕、陳德隆、

林進昌等七位指導老師精采作品 42件，呈現薪傳
木雕名家各異奇趣的創作風格，歡迎參觀指導。

薪傳木雕名家聯展

05/15（五）- 06/14（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地　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1樓展覽室Ⅰ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號

17本月推薦



港區藝術中心邀請簡錦清老師展出「足跡‧印痕─簡錦清作品展」。簡錦清為戰

後臺灣膠彩畫奠基者林之助大師及第二代謝峰生老師之學生，是戰後臺灣膠彩畫發展的

第三代傳承者。本次作品展以膠彩畫為主軸，結合水彩寫生遊記等作品，具體呈現膠彩

畫在臺灣多元發展及作者個人自由揮灑創作的當代成果。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自 2008年創立以來，十年磨一劍，聯盟創立者馬芳渝期勉成員
發展自己的藝術新語彙，創作出讓世界感動的作品。會員們對創作的熱情無不卯足全力，

一筆一筆在畫布上耕耘。雖然每個成員藝術風格多元且岐異，但這一群充滿朝氣、鬥志

和理想的藝術家們，都期望未來在藝術界能發光發熱，在藝術史上留名。

足跡．印痕─簡錦清作品展

04/25（六）�- 06/14（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地　點｜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 A
地　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號

南方崛起─

2020年臺灣南方
藝術聯盟年度大展

05/16（六）�- 06/14（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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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導覽｜ 05/17（日）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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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甲骨文學會創立於 1990年，邀集志同道合
者，除互相切磋外，並致力推廣甲骨文藝術，以遍地

播種，往下扎根。該會除每年舉辦一次會員及國際名

家甲骨文書藝展外，並組團參加國際甲骨文學術研討

會，發表專題論文。長期以來，不但書藝方面甚有增

長，人才培植也相當可觀，推廣甲骨文更有顯著之成

效。

本次聯展由東亞藝術研究會主辦，其職志為精研中華傳統書畫、融合西方繪畫藝

術，促進臺灣水墨藝術之發展。會員們以「藝術多元化，彩墨繪古今」的理念，突破傳

統文人畫的束縛，藉由傳統水墨畫的筆墨及意境之展現，以反映現代生活的體驗，促使

其藝術生命在當代發光發熱。

2020年中華甲骨文學會會員聯展

2020東亞清新彩墨名家聯展

05/08（五）�- 05/31（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地　點｜屯區藝文中心 展覽室 B
地　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號

04/18（六）�- 05/17（日）

週二至週日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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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週

2020年中華甲骨文學會會員聯展

21本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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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月推薦



可艾比咖啡餐館坐落於纖博館二樓，擁有 150坪寬敞而明亮的空間，窗邊更能眺望
大里運動公園風景。店內更展示編織裝置藝術、室內兒童溜滑梯以及大片人造花牆，在

喧囂的城市中，打造出無與倫比的優閒綠意。

民眾在觀賞完纖維工藝博物館精采的展覽後，不妨到可艾比咖啡餐館品嘗店家嚴選

的單品咖啡、獨家創意定食料理，以及療癒的午茶點心，讓身心在藝術的圍繞下，品味

日常的美好。

大元國小美術班的學生將纖維藝術融入生活美感及創意表現，以平面作品、立體造

型、集體創作及裝置藝術，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呈現出纖維的多樣藝術性。

此次展出作品多元繽紛，每件作品，都是孩子與纖維藝術的相遇與對話。透過實驗、

思考、情感與想像，希望提供給每位觀賞者不一樣的感受，和孩子們進行一場神秘而又

奇幻的纖維藝術之旅，歡迎民眾蒞臨鑑賞。

纖纖藝手─ 2020年大元國小
第 9屆美術班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05/15（五）- 05/27（三）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地　點｜纖維工藝博物館 創纖實驗基地

纖艷空間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號 

可艾比咖啡餐館

 coepi café & restaurant

10:30-20:30（週一公休）

地　點｜纖維工藝博物館 2樓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號

纖博館文青風餐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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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本月推薦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植人聯展
時　間｜ 04/29（三）- 07/29（三）
地　點｜文心樓 5-10 樓藝術廊道

一群擁有不同

技藝的手作職人聚

在一起，以大自然

中植物美麗的姿態

為題，運用植物本

身或形態來創作出

各式作品。透過展

覽，讓更多人認識羊毛氈、手抄紙、木工筆、

藍染、捏塑、繪畫及手工線裝書，並在「植人」

們豐富多樣的創作中，看見他們對於手工藝的

熱愛。

二十歲前的心情
時　間｜ 04/22（三）- 07/22（三）
地　點｜惠中樓 5-10 樓藝術廊道

來自臺灣各地，

聚集在臺中求學，一

群未滿 20歲的青年學
子，運用金屬材質加上

手繪色彩，完成獨樹一

格的創作書本及書籤。

60位創意商品設計系
學生，集體完成了別開生面的創作展出，除了

詮釋金屬工藝的特色外，也各自演繹了 20歲左
右的心情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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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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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108/10/31 四  － 109/08/30 日 呂赫若特展暨文學與影視戲劇特展 臺中文學館

108/12/08 日  － 109/12/08 二  2019《小眷小時光》
週年館慶系列活動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108/12/28 六  － 109/06/28 日 扦插與嫁接─校長作家吳櫻特展 臺中作家典藏館

109/02/06 四  － 110/02/13 六
第二屆臺中市工藝師駐館開跑！
陳永興 109/02/06-110/02/04（每週四及週日）
黃吉正 109/02/15-110/02/13（每週三及週六）

港區藝術中心 清風樓

04/22 三  － 07/22 三  二十歲前的心情 惠中樓 5-10樓藝術廊道

04/29 三  － 07/29 三  植人聯展
文心樓 5-10樓
藝術廊道

05/06 三  － 06/22 一
書畫傳情‧藝展風華─
華夏書畫學會聯展

文心樓 1-10樓
藝術廊道

05/13 三  － 08/05 三 紫受親子寫生比賽歷屆成果回顧展
惠中樓 1-3、5-10樓
藝術廊道

28



藝文研習成果展─

2020吳芳鶯師生油畫展
時　間｜ 05/01（五）- 05/27（三）
地　點｜文物陳列室（三）

繪畫藝術的表現空間無限寬廣，是一個令人著迷、實現自我

的天地。吳芳鶯老師在教學上多元多樣，無論是具象、抽象、半

抽象，各種不同畫風流派表現的技法及作品的欣賞品評都是學習內容，老師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

導學員進入油彩繪畫的殿堂。本展集結學員們的努力成果表現，歡迎大家蒞臨觀賞給予指導與鼓勵。

顏廷桂師生

皮雕．烙燒．皮藝作品聯展
時　間｜ 05/02（六）- 05/20（三）
地　點｜文物陳列室（二）

顏廷桂老師從事皮藝創作已有 30多年，首次與學生舉辦聯
展，本展以傳統皮藝為主軸，添加創新技法及元素，以油畫上色

手法最為突出。展出作品種類廣泛，包括日常用品。本次聯展特

別感謝「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多年來投入大

量人力心力，讓學生能學以致用，期望能為皮飾品導出另一種新

風貌。

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時　間｜ 05/23（六）- 06/10（三）
地　點｜文物陳列室（二）

水番流陶藝創作，特色是將手捏邏輯化，達成藝術與設計的

提升，因手捏能改變土的密度，透過不斷的捏塑中，將細泥與粗

砂分別漸層，過程中自然把精、氣、神融入，使得作品更具靈性。

水番流擁有嚴謹的方法，從養成到熟練控土、美感比例、功能考

量，其中的藝術內涵都是基礎要求。藉由手捏藝術，留下生命的軌跡，期望與民眾分享這其中的視

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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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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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堂閉館施工預告 ]－  108年 10月 14日至 109年 6月 30日中山堂閉館進行設備更新及館舍維修工程，工程期間為確保安
全，暫停開放使用場地，亦暫停辦理各項演藝活動，造成不便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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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 六  － 05/06 三
遇見你，開始繽紛－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級美術學系畢業畫展 大墩藝廊（一∼三）

04/25 六  － 05/06 三
藝游蔚境─ 2020臺中市西區
大同國小美術班成果展

大墩藝廊（四）

04/25 六  － 05/06 三 第 83屆臺陽美術特展 大墩藝廊（五∼七）

05/01 五  － 05/27 三
藝文研習成果展─
2020吳芳鶯師生油畫展 文物陳列室（三）

05/02 六  － 05/20 三 憶童趣 文物陳列室（一）

05/02 六  － 05/20 三 顏廷桂師生皮雕．烙燒．皮藝作品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05/10 日  － 05/27 三
2020藝術新聲─
藝術科系優秀畢業生推薦展

大墩藝廊（一∼七）

05/23 六  － 06/10 三 琉光畫映─張靖宜琉璃彩個展 文物陳列室（一）

05/23 六  － 06/10 三 水番流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文物陳列室（二）

05/30 六  － 06/10 三 2020聯邦藝術巡迴展 大墩藝廊（四）

05/30 六  － 06/17 三 傳統與變革：臺灣─澳洲水彩畫交流展 大墩藝廊（一∼二）

05/30 六  － 06/17 三 城市意象─廖吉雄創作展 大墩藝廊（三）

05/30 六  － 06/17 三 2020方鎮洋油畫展 大墩藝廊（五）

05/30 六  － 06/17 三
To My Decisions 致 我們的所有決定─
臺中一中美術班第 22屆畢業展 大墩藝廊（六∼七）

綜合活動

05/15 五  － 05/16 六  【作品收件】
109年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

30



典藏單位｜大墩文化中心

作　　者｜林宣余

尺　　寸｜ 170x138x9cm
媒　　材｜ 岩繪、紙
創作年代｜ 2008年

作品描述

以女性創作者的細膩感情，觀

察到人與人之間的友誼裂痕，運用

象徵性隱喻的手法表現追憶感，展

現人與人之間往來的奧秘之道。

創作者簡介

林宣余生於臺中清水，專職膠彩創

作，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曾

獲第 18屆臺中縣薪火相傳藝術家
接力展、第 14屆南瀛美展入選、
2002至 2005年全省美展優選、 第
68屆臺陽美展（六部和審）銀牌獎、
第 8屆陳進藝術文化獎、第 14屆大
墩美展大墩獎等殊榮。

館藏
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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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聖仙師魯班公獎作品展
時　間｜ 04/10（五）- 05/10（日）
地　點｜ 1 樓大廳

各行各業的職場達人

是國家延續傳承的重要資

產，為使其專長及技藝得

以發揚延續，臺中市政府

辦理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

拔競賽，邀請職場達人與

新秀大展身手。期能藉由

近三年獲獎前三名木雕、

漆工藝、珠寶金銀作品，展現工匠職人們在技

藝工作所獲得的成就與尊榮，進而啟發青年勞

工及學生投入工藝行列。

第 10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畫與詩的對話─邵文鳳油畫創作展
時　間｜ 04/17（五）- 05/17（日）
地　點｜展覽室Ⅱ

邵文鳳老師希

望描繪內心想像的四

季，呈現出「可以呼

吸的風景」。此系列

有別以往創作風格，

由東方水墨觸發靈

感，表現新空間的繪畫形式，最後以筆刀強調

重點；為了使觀者更容易進入作者心境，加入

新詩創作表達畫意，引領眾人遨遊在她創造的

四季空間。

賴明杭攝影展
時　間｜ 04/17（五）- 05/10（日）
地　點｜ 1 樓展覽室Ⅰ

攝影是藝術也是技

巧，構圖不僅要同時注

意感光度、曝光度、上

水平、下水平及攝影眼

等綜合成優質的構圖，

留下雋永的作品，更呈現作者內心思維、價值

取捨及美感。此次展覽作品大部分是國際及國

內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包含彩色、黑白、風景、

自然與生態、後製創作等，呈現國外及國內漂

亮景點，藉此與鄉親分享，並共同切磋、以求

進步。

陶然─手揑陶藝聯展
時　間｜ 05/01（五）- 05/24（日）
地　點｜ 3 樓展覽室Ⅴ

陶然─手揑陶藝展

以陶與壺為主要創作，

陶塑、陶壺、生活陶，

大多於手揑工法製作，

手揑陶壺除了實用功能

外，亦兼具雕刻藝術價值，同時蘊含怡情養性

和精神享受，令陶茶藝術融合相得益彰。陶土

具有非常高的可塑性，每件作品均為獨特唯一，

此次展出實用與美觀兼具，人體工學與結構工

法來表現寫實的雕塑技巧，將陶土的拙氣應用

更臻極致，讓剎那化為永恆，譜出歲月靜好的

田園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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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30

交通方式│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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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 五  － 05/10 日 巧聖仙師魯班公獎作品展 1樓大廳

04/17 五  － 05/10 日 賴明杭攝影展 1樓展覽室 I

04/17 五  － 05/17 日
第 10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畫與詩的對話─邵文鳳油畫創作展

2樓展覽室 II

05/01 五  － 05/24 日
28.5─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美術班畢業暨作品成果展

3樓展覽室 III 、IV

05/01 五  － 05/24 日 陶然─手揑陶藝聯展 3樓展覽室 V

05/15 五  － 06/07 日
撕藝之美．紙有感動─
中日撕畫藝術交流展

1樓大廳、
4樓展覽室 VI

05/15 五  － 06/14 日 薪傳木雕名家聯展 1樓展覽室 I

05/22 五  － 06/14 日
藝術享艷─
2020臺中市菊野美術會會員聯展 2樓展覽室 II

05/29 五  － 06/14 日
迂青─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109級畢業巡迴展 3樓展覽室 III

05/29 五  － 06/28 日

藝術薪火相傳　
第 10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2020林 瑛陶藝個展─好形好色　

3樓展覽室 IV、V

28.5─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美術班畢業暨作品成果展
時　間｜ 05/01（五）- 05/24（日）
地　點｜ 3 樓展覽室Ⅲ、Ⅳ 

「因藝術之路，群星們發掘；尋豐美之衷，光年裡熠熠。」藉哈伯太空望遠

鏡與赤道的際遇，活躍於世人面前，擁抱彼此的初識。我們來自不同天空，卻在

哈伯記錄下，短暫聚集 34屆豐美歷史。此刻，敬邀貴賓一同穿梭星系，共遊古
典與當代的筆觸，享受多元璀璨的藝術作品，展品包含西畫、水墨、書法、版畫、

設計與複合媒體等，此次美術班畢業成果展因您的參與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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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苑裡高中美術班

第 17屆畢業美展
時　間｜ 05/02（六）- 05/24（日）
地　點｜清水廳、二樓展示場

國立苑裡高中

美術班，是苗栗海線

唯一的優質高中美術

班，自 2001年成立
以來，孕育許多優秀

的美術人才，年年以

近八成國立大學的漂亮升學率打下優良基礎，

升大學術科大考更是年年有優異的同學摘下全

國榜首。現在，他們將以三年所學，以最美最

好的一面，將作品呈現在大家面前。

紛擾中的寧靜─徐素惠油彩個展
時　間｜ 05/09（六）- 06/07（日）
地　點｜掬月廳

任職於漢翔航空

的徐素惠，在工作之餘

進入專業畫室習畫十餘

年。隨著習畫時間的增

長，成就自己感受生命

的價值。繪畫的過程，

像一趟旅行，感受流動

的空氣、舒適的陽光及

生活的溫度；亦是心靈之旅，過程中豐沛的情

感，投射在畫面上，是如此的美好。本次展覽

以風景、靜物、人物為主，誠摯邀請民眾前來

觀賞！

臺中市藝術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時　間｜ 05/23（六）- 06/14（日）
開幕式｜ 05/23（六）14:00
地　點｜展覽室 B

臺中市藝術創作

協會自 1992 年創立
以來，今年已邁入第

28 年。本次展出作
品素材以藝術性極高

的油畫創作為主，同

時展出新穎的創作素

材－電腦繪圖；展品

內容有寫實、有抽象，

每幅畫作代表畫家的心靈與自然的對話和共鳴。

內容豐富，讓觀賞者不虛此行，受益良多。

臺中市第 7屆生之光
身心障礙繪畫徵選比賽展
時　間｜ 05/30（六）- 06/21（日）
地　點｜清水廳

臺 中 市 身 心

障礙藝術發展協會

辦理「生之光」身

心障礙繪畫徵選比

賽，今年邁入第 7
屆，歷屆得獎作品

都充分展現身心障礙者的繪畫技巧和創作潛能，

期待能藉由徵選比賽，喚醒社會大眾關注身障

美術發展的意義，讓學員建立生活互信，走出

家庭，在各方面均有藝術薰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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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30

交通方式│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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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10 六  － 109/07/12 日 「港藝 20‧藝遊臺中」典藏品特展 臺中市美術家資料
館

04/11 六  － 05/10 日
在欉紅─洪俊銘、陳秀松、陳得賜、
廖乾杉、廖敏君　五人創作聯展

展覽室 C

04/18 六  － 05/17 日 2020東亞清新彩墨名家聯展 展覽室 B

04/25 六  － 06/14 日 足跡‧印痕─簡錦清作品展 展覽室 A

05/02 六  － 05/24 日 國立苑裡高中美術班第 17屆畢業美展 清水廳、
二樓展示場

05/09 六  － 06/07 日 紛擾中的寧靜─徐素惠油彩個展 掬月聽

05/16 六  － 06/07 日 文化．融合─第 2屆臺日美術交流展 展覽室 C

05/16 六  － 06/14 日
南方崛起─
2020年臺灣南方藝術聯盟年度大展 中央畫廊

05/22 五  － 09/27 日 出大甲城 Ballboss繪本展 海灣繪本館

05/23 六  － 06/14 日 臺中市藝術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05/30 六  － 06/21 日
臺中市第 7屆生之光
身心障礙繪畫徵選比賽展

清水廳

05/30 六  － 06/21 日
2020龍津高中國高中美術班聯合
畢業畫展─奇幻藝想 X酸‧簡直 二樓展示場

2020龍津高中國高中美術班聯合畢業畫展
─奇幻藝想 X酸‧簡直
時　間｜ 05/30（六）- 06/21（日）
地　點｜二樓展示場

龍津高中為臺中市唯一高中部及國中部皆設有美術班的學

校，藉由專業的美術教育團隊，培養多元視野的藝術人才。本

次展出作品內容多元且豐富，除了充分展現美術班同學們在學

三年所學的基本技法外，也大膽嘗試不同的創作媒材，找尋自己的特色，發揮創意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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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工作者進駐活動（相關活動內容及報名，請逕洽各進駐單位或參閱本中心官網）

05/03 日  14:00-16:00 黏土親子 DIY─
造型皮尺系列（二）猴塞雷

迷璃手作工坊

05/10 日  14:00-16:00 金屬線藝術編織─水晶珍珠手環 迷璃手作工坊

05/10 日  14:00-15:00 團扇彩繪 臺灣春林書畫學會

週三至週日，需預約 擠花香磚
育汝的韓式
擠花教室

每週六 14:00-16:00 療癒撕畫明信片 小森林手作坊

每週六 14:00-16:00 復古懷錶金屬押花項鍊 小森林手作坊

開放日 需預約
可愛小銀鼠筆座 /好事花生種子藤圈 /
銀板種子串 /四籽綜合串 /
浪漫孔雀豆飾品組 /種子小精靈

一起玩種子趣

電影欣賞

每週二、週四
10:00、11:00

歐豪年彩墨動物（一）、（二）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二、週四
14:30、15:30

以藝術之名第一集、第二集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0:00 墨舞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1:00 世紀藝文之旅（二）巴洛克感官之旅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三、週五
14:30、15:30

以藝術之名第三集、第四集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0:00 達文西 Leonardo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1:00 水彩畫家謝明錩─沉潛與挑逗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4:30 畫畫說故事 7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六 15:30 畫畫說故事 8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0:00 畫畫說故事 9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1:00 龐均油畫人物（一）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4:30 龐均油畫人物（二） 美術家資料館

每週日 15:30 小小莫內發現四季 美術家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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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藝─謝東山油畫展
時　間｜ 01/04（六）- 06/28（日）
地　點｜一、二樓電梯口

屯區藝文中心

於 1、2樓電梯口
展示在地藝術創作

者之深耕成就，為

此對在地創作者的

耕耘表達最誠摯的

敬意；本次邀請居

住太平區資深藝術

家謝東山展出經典

油畫創作，藝術存

在於各個層面中，藉由屯區藝文中心電梯口空

間，讓人有種轉角遇到藝術的美感享受。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Music Party Go 
溫馨客家週
時　間｜ 05/09（六）15:00-17:00
地　點｜茄苳樹區

此次溫馨客

家週特別邀請羅

思容老師與劉慧

卿老師，展現客

家的獨特魅力。

羅思容老師的溫

婉和天真率性，同時在她的人、她的詩歌和她

的畫中自然透發，深具魅力。而劉慧卿則是客

家創作歌手，以客家歌曲創作教唱，是以客家

引以為傲的媽媽歌手。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Music Party Go 

溫馨客家週：立體花布創作活動
時　間｜ 05/09（六）15:00-16:00
地　點｜茄苳樹區

以客家花布為出發

點，邀請大家一起來創

作，透過不同素材的組

合，其中更含有米、茶、

花的概念，讓您創作專

屬自己的「立體花布」。

林初枝、韋利母女 2020油畫聯展
時　間｜ 05/16（六）- 06/07（日）
地　點｜展覽室 A

女兒韋利從小即喜歡繪畫，母親林初枝也

感染了女兒的熱情，此次透過畫作創作一同呈

現出母女倆的繪畫夢想，更加充份展現出母女

倆在創作這條路的深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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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30

交通方式│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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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研習─浪漫手作金屬心之鏈墜
時　間｜ 05/16（六）10:00-12:00
地　點｜ B1 藝享空間
票　價｜ 300 元

金屬線首飾是近

年來新興的首飾設計

課程，取材容易、使

用工具簡單，是日益

普及的一項手工藝，

利用藝術銅線各式編織包鑲的技法，點綴美麗的

花朵，同學可以創造出獨特的作品，並藉由手作

來增加自信心，培養藝術美學，還在等什麼呢 ?
趕快來報名參加吧。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Music Party Go

熱情日本週
時　間｜ 05/24（日）15:00-17:00
地　點｜茄苳樹區

豐太鼓，是豐原

在地家庭友情串連的

場域，希望孩子年滿

二十之際，能自豪他

擁有一大群故鄉豐原

的在地老友，而這次一群好友，將帶給您特別的

日本太鼓演出。尺八原是吳地的一種木管樂器，

後傳入日本，為特殊日本樂器，音色可高可低，

可與各種樂器搭配，為特別的音樂演出。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Music Party Go

熱情日本週：日本書法體驗
時　間｜ 05/24（日）15:00-17:00
地　點｜茄苳樹區

「縁筆書家」soyamax 
曾山尚幸，是來自日本沖

繩縣的一位年輕書法藝術

家。舞墨揮灑的一方天地，

在世界各地的「街頭」，以

特別的筆觸受到大家喜愛。

臺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聯展─

生命的禮讚
時　間｜ 06/05（五）- 06/28（日）
地　點｜展覽室 B

本次展覽「生命的

禮讚」為臺中市彰化同

鄉美術會立案後的第二

回展出，理事長黃騰萱

說：「生命是不斷的充

滿奇遇，每位藝術家都

是在生命旅程中得到觸

動，尤其 2020這仲夏
充滿了生命的聚散，堆疊出面對生命的堅毅態

度。」為了將作品內涵的情感共性擴延，在畫面

中開展「愛」、「善良」、「希望」等都對生命

的一種禮讚、一種詮釋，臺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

近百件作品化成了朵朵奇霓，迸裂的光芒震撼了

每一顆心田。

親子研習─

安妮塔故事屋 X發光故事箱表演
時　間｜ 05/31（日）10:30-12:00
地　點｜ B1 藝享空間

神燈精靈發光故

事劇場 X故事主題遊
戲 X造型毛巾架 DIY

阿拉丁的孫子─

亞曼，在整理房間時，

無意間發現一盞油燈

及一張看不懂的字條。

究竟這盞油燈有什麼

用途？亞曼能順利解

開字條所隱藏的秘密

嗎？

※DIY含安妮塔老師手繪毛巾一條
（尺寸 50cmX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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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01/04 六  － 06/28 日 承藝─謝東山油畫展 1、2樓電梯口

03/07 六  － 06/28 日 飛行時光機─童玩特展 美學空間

04/10 五  － 05/03 日
陳禹卿、林蔥蘭
你儂我儂柴燒雙人展

展覽室 B

04/18 六  － 05/10 日 隨心畫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A

05/08 五  － 05/31 日 2020年中華甲骨文學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05/16 六  － 06/07 日 林初枝、韋利母女 2020油畫聯展 展覽室 A

06/05 五  － 06/28 日
臺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聯展
─生命的禮讚

展覽室 B

綜合活動

05/09 六  15:00-16:00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系列活動
Music Party Go─立體花布創作活動 茄苳樹區

05/09 六  15:00-17:00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系列活動
Music Party Go─溫馨客家週 茄苳樹區

05/16 六  10:00-12:00 假日研習─浪漫手作金屬心之鏈墜 B1藝享空間

05/24 日 15:00-17:00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系列活動
Music Party Go─ 熱情日本週 茄苳樹區

05/24 日 15:00-17:00
2020上半年假日廣場系列活動
Music Party Go─ 日本書法體驗 茄苳樹區

05/31 日 10:30-12:00
親子研習─
安妮塔故事屋 X發光故事箱表演 B1藝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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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纖玩藝─線上手作體驗：香噴噴肉粽布香包
時　間｜ 5 月份

地　點｜纖博館官方粉絲專頁

纖博館最新「纖」有趣的假日手作課程來囉∼防疫期間，本次特

別將週末最受大小朋友歡迎的 DIY課程，改成線上教學的形式。

本月份要帶領大家一起迎接端午節，學習動手做香包喔！

自古以來，端午期間配戴香包，本就有避邪驅瘟的意義，活潑創

意的肉粽造形，更是童趣可愛。今年這次，就讓纖博館帶著大小朋友

們，在家都動手玩創意，平安過端午。

「華麗派對─纖維工藝的生活時尚」常設展展品精選
時　間｜常設展

地　點｜ 2 樓展廳

此作品《風車花餐桌罩》善用竹材剛柔並濟的材質特性，以高超

的竹編技藝靈活運用編織技法創作，創造出懷古的竹編圖騰。

纖維工藝博物館
電　　話│ 04-2486-0069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交通方式│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點選公車轉乘 →輸入起、迄點查詢。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citybus.taichung.gov.tw

主題展覽

常設展 「華麗派對─纖維工藝的生活時尚」 2樓展廳

戶外常態式展示 纖維特色植物生態展示區 綠野纖蹤園區

01/04 六  － 05/10 日  傳承與改變
研、衍、演—纖維職人共同創作展

1樓纖艷空間

05/15 五  － 05/27 三  纖纖藝手—2020年大元國小
第 9屆美術班畢業美展暨聯合展覽

創纖實驗基地、
纖艷空間

綜合活動

5月線上 新纖玩藝─線上手作體驗：
香噴噴肉粽布香包

請洽纖博館官方粉絲專頁

報名期間 
06/01 一  － 06/10 三

「第 3屆纖維創作獎」徵件活動 請洽纖博館官方網站

邱錦緞《風車花餐桌罩》
媒材：桂竹、藤、天然漆

內容請洽
本館官方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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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錦緞《風車花餐桌罩》
媒材：桂竹、藤、天然漆

其他藝文空間
★投稿方式：

欲於 109年 7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109年 5月 20日，將文字檔以word檔附寄，圖
片檔解析度 300DPI，投稿請寄至 songofyong@gmail.com或電洽 04-2422-2277陳小姐。

※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之權利

疊翠山色─竹山幽幽　

陳志強陶藝展
時　間｜ 05/01（五）- 05/26（二）

09:00-17:00（週一休館）

地　點｜刑務所演武場道禾六藝文化館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疊翠山色

─竹山幽幽」，此

系列是追求臺灣南

投山林之美，同時

也展現地域性的風

格。就地取材並搭

配自由隨性的茶具器型，無非希望能燒出更蒼

翠的大自然之色，其意乃「取其山壑之土，還

其山嶽之色」。歡迎初夏時光蒞臨欣賞，充滿

自然氣息的茶陶器展。

《阡陌》楊登雄個展
時　間｜ 05/02（六）- 05/30（六）

週二至週日 12:00-20:00
地　點｜現代畫廊（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155 巷 9 號 B1）

1987 年畢業於
法國高等藝術學院

（ENSBA）的楊登
雄在旅途中追尋藝

術，他的藝術生命

雖然是以法國文化

作為養分成長，但在故土所孕育的根，依然以

悠遠的深藏記憶，召喚著異鄉的遊子。楊登雄

寄情於景的作風加上豐富的肌理層次與色彩堆

疊，散發著濃厚的個人風格及可辨識性。楊登

雄的作品超越時空；超越透視和敘事的規則，

是各種不同幻境；不同場景的心靈影像的組合。

【線上潮學堂】與媽媽的藝術宅旅行─日月潭
時　間｜ 05/01（五）- 05/31（日）
地　點｜盧安 潮 Luan Surge　Facebook 粉絲專頁
費　用｜活動期間於活動頁面按讚，即享約定價優惠

「媽，您辛苦了」。全球防疫時期，雖然不能帶您出門旅遊，但我們可以藉由資深水彩畫家孫

少英溫暖的寫生畫作，邀請媽媽一起進入日月潭那廣闊的畫景裡翱遊。盧安藝術聯合 ELATO香氛，
推薦在家悠遊於畫作中的你們，使用舒緩緊繃情緒的薰衣草香味及安定心神的檀香陪伴左右，讓宅

旅行既安全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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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蝸牛市集 Lole Market
時　間｜ 05/02（六）- 05/03（日）、

05/09（六）- 05/10（日）、

05/16（六）- 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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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得不快，但爬過的每一條路都有人看見，爬過的每一條

路會帶我們往更好的地方前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決方式，

沒有什麼是絕對完美的辦法，如果做錯決定了也沒關係，負責

和成長不就是在這種時候萌生的嗎？是誰在其中注入了壓力，

規定只能跌倒幾次或一切都必須正確呢？當退一步看著小蝸牛足跡時，發現小蝸牛其實也教會了我

們另一種不同的處事態度。」你也是這樣的人嗎？歡迎也來認識小蝸牛！

考古小尖兵
時　　間｜ 06/06（六）10:00-12:00、06/07（日）14:00-16:00、

06/20（六）14:00-16:00、06/21（日）10:00-12:00、
地　　點｜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59 號）

票　　價｜ 150 元；持牛罵頭認同卡 135 元
聯絡方式｜拍瀑拉文化基地 04-2622-2596

臺灣雖小卻有豐富的考古資產，所謂的「考古遺址」是過去人類生活留下來的舊址，具有時間

和空間的意義，但大部分的人對於考古遺址的認識是相當陌生的。因此拍瀑拉文化基地以牛罵頭遺

址文化園區為據點，藉由「考古小尖兵」探索活動，揭開考古遺址的神秘面紗，並以沙坑的形式模

擬考古挖掘現場，讓民眾有機會體驗考古挖掘工作的樂趣。

1697郁永河的鰲峰山奇遇記
時　　間｜ 06/13（六）10:00-12:00、06/28（日）10:00-12:00
地　　點｜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59 號）

票　　價｜ 150 元；持牛罵頭認同卡 135 元
聯絡方式｜拍瀑拉文化基地 04-2622-2596

「郁永河」是何許人也？其於康熙 36年（1697年）來臺採硫，事後寫了《裨海紀遊》記載臺
灣的所見所聞。書中亦紀錄其於牛罵社等待渡過大甲溪期間前往鰲峰山冒險的故事。早在 4500年
前，鰲峰山曾是牛罵頭人生活的場域，現是一座地貌豐富的自然景觀公園，擁有茂密的相思樹林與

廣大的草原；另鵝卵石堆砌的「石駁」，不僅擔負防洪功能，也創造了鰲峰山公園特殊的「石駁」

景觀。就讓我們隨著郁永河一起來尋找、探索鰲峰山的生態及人文景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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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故事到劇場的循徑圖

作　者｜劉仲倫　出版社｜臺中市立圖書館　出版年｜ 2019 年

如何找到和你完美契合的故事？

如何找到和故事完整組合的說故事劇場？

如何在文化、教育和藝術的應用座標中，為你的說故事劇場的標點定位？

本書結合劇場表演的實務與故事團的工作經驗，提供編劇、導演、表演

和技術面向，闡述說故事劇場工作的實用法門，如果您對說故事有興趣，不

妨翻開書搜尋吧！

臺中的女兒，綽號咪咪。大學時期負笈北上就讀國

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經過五年歷練，真心喜歡戲劇，再

赴美國紐約大學取得戲劇教育學位。也在同時習得說故

事劇場的技法。之後受故鄉的感召和戲劇先進的建議，

於 1998年並在臺中創立大開劇團。以戲劇教學與劇場
人才培育為優先，以戲劇專業經營劇團為首要。

【作者簡介】　劉仲倫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跨館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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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染‧寶島圖譜─李振明創作展

 01/15 三  － 05/08 五  09:30-17:00
（週一公休）

 台灣創價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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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入徑─新銳藝術家聯展

02/29 六  － 05/03 日 11:30-20:00 
  大雋藝術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 489號）
 免費
04-2382-3786

《小玉米花的逗趣日常》插畫展

  03/20 五  － 05/31 日

11:00-19:00（1樓開放時間為 09:00-22:00）
  綠宿行旅
（ 臺中市西區民生北路 126號）
 免費
04-2301-0011

臺中市藝術亮點

「情牽漆繫」顏金益漆線工藝藝術展

03/23 一－ 05/25 一

10:00-18:00（週四、週五休館）
  74藝術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二段 597號）
 免費
04-2436-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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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藝術」三人聯展

  04/01 三  － 06/30 二

  福宴國際創意美食─藝術行廊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18號）
 免費
04-2622-8757

《Unstoppable art》—藝博特展

  04/01 三－ 05/30 六

週一至週五10:30-19:30、週六 10:00-19:00
  松風閣畫廊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49號）
 免費
04-2247-4215

光．進行曲─詹前毅油畫個展

  04/01 三  － 05/2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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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樂幼兒團班插班試上課程

05/02 六 10:00、05/07 四 18:00、19:00
  梅苓全人音樂教學系統／豐原教室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 349號 2樓）
 450元／堂
04-2525-0011（14:00-21:00）

劉碧娟‧水墨個展

  05/05 二－ 06/2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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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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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當代建築風格　傳承生活記憶

興建於 1936年之「歷史建築頂街派出
所」，緊鄰豐原火車站而立，為罕見的二層式

警察官吏派出所；呈現表現主義風格，建築左

右立面並不對稱，入口左右各有一菱形窗，二

樓側立面則有牛眼窗，左右各三個，對稱排列。

建築外觀原為褐色洗石子外牆，牆基貼飾綠釉

溝紋面磚，後因配合警察機關之使用需求，將

其外牆噴漆成紅色。在 2002年 4月 16日公
告登錄為歷史建築。於 2013年 5月完成「臺
中市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調查研究」案，續於

2015年 8月完成修復工程後，恢復建築外牆
樣貌迄今。

文資
巡禮

豐原古今巡禮

歷史建築　頂街派出所

臺中市素有「文化城」美名，古蹟和歷史建築更是本市最難能可貴的文化資產。「退而不休」的

臺中市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正是這樣珍貴的一座市民寶藏。

文、圖｜頂街藝文珈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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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管理單位曾於建物內發現有昭和
11年（1936年）舉行上棟式之「棟札」，其
上記載之設計者為臺中州土課營繕係，工事監

督技手為小宮山鐮造與田村武文；棟札正面頂

部則有八卦中之「坎卦」圖樣，為防水之意。

奉祀之神明有大元尊神、岡象女神及五帝龍神。

保有昭和 11年（1936年）的「棟札」，紀載
了這棟建築的身分與傳統，是珍貴且難得的歷

史文物。

再寫老建築新篇章　構築藝術櫥窗

「頂街派出所」2015年修復完竣，保存建
築空間活化再利用，藉以展示頂街地區之歷史

文化，建築立面以水平線條裝飾，充滿藝術性

的表現主義風格。在 2019年間，由擁有豐富
文化館舍經營、文史策展厚實的人文國際營運

團隊依促參法取得委託經營管理權。秉持「頂

街藝文沙龍」之理念營運，期許打造為中臺灣

文化資產的「櫉窗館舍」。

目前 1樓為「A.D.1936藝文珈琲」，展售
輕食簡餐、豐原特產和藝術生活漆器等；2樓
為「昭和 11年藝文沙龍」，作為藝術品展場、
文藝家交流和講座平臺。館舍內另設有貓星人

窗、嫌疑犯牆、警察時光迴廊、值班餐桌愛情

手銬桿和棟札轉檯等創意打卡點，歡迎民眾攜

家帶眷來品咖啡、嘗美食、賞文藝！

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0:00-21:00（週一休館）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5號
電　　話｜ 04-2523-5825
票　　價｜免費參觀

館內服務｜  1樓「A.D.1936頂街藝文沙龍」為展售輕食簡餐、
豐原特產和藝術生活漆器等；2樓為「昭和 11年
藝文沙龍」，作為藝術品展場、文藝家交流和講座

平臺。

FaceBook｜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A.D.1936頂街藝文珈琲）

館內一隅

賴作明／銀透青陶鉢

A.D.1936藝文珈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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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苗 藝 文 圈

「激盪．漣漪」─

2020創作夢想集合展
時　間｜ 04/29（三）－ 05/10（日）
地　點｜ 員林演藝廳 展覽室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99 號）

藉由擁有創

作夢想師生的作品

展出，透過觀摩、

對話以求精進、拓

展視野。期望在不

同的創意表現與媒

材運用交流中，產

生漣漪般的效應，逐漸擴大、渲染、共鳴，

激盪出熱情的創作火花與靈感，共同為藝

術文化的繼往開來端出一場美感盛宴。

苗栗縣西畫學會「涉獵藝境」會員聯展

時　間｜  05/20（三）－ 06/09（二）
地　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山月軒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 號）

苗栗縣西畫學會已成立 38年，推動
「生活美學運動」計畫，參與地方藝文活

動交流，讓藝術美化人生，本次會員聯展，

除了展現多年來的努力成果，亦讓觀賞的

民眾獲得充實的藝術饗宴。

喜樂人文美學巡迴展─員林場
時　間｜ 05/27（三）－ 06/07（日）
地　點｜ 員林演藝廳 展覽室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99 號）

喜樂服務體系於

1965年始於彰化二
林並深耕，陪伴小兒

麻痺患者、心智障礙

與多重障礙者。請聽我們娓娓道來，關於

喜樂 55的故事和未來展望；請欣賞我們以
繪畫、陶藝、手作、攝影等作品分享生命

的璀璨光芒。

水墨悠情─老頑童寧可九十藝文特展
時　間｜ 05/16（六）－ 05/27（三）
地　點｜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日月、玉山展覽室、

文物陳列室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寧可本名寧克文，活

躍於臺灣藝文界，擅於描

繪雲煙飄渺的神祕氣韻，

尤以透過具象與半抽象的

構圖，多變的色彩應用，

創造出引人入勝的美感。不論寫實或寫意

皆揮灑自如，讓水墨看似單純卻蘊含文學

意味，為後輩樹立兼具傳統創新的典範。

林清鏡水墨創作展
時　間｜ 05/02（六）－ 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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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鏡為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碩士，建國科技大學商設系

副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獲吳

三連文藝獎、全省美展永久免

審查、中興文藝獎，擔任南瀛

獎、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大墩

美展、磺溪美展、新北市美展

等評審。本次展出老師許多水墨創作，歡

迎您前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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