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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提供版面刊登各機關團體藝文廣告，請於每月 20 日前提供 2個月後活動稿件以安排刊登（如：

欲刊於1月號，請於11月 20日前來稿），詳情請洽：04-2228-9111分機 25305錢先生（文化局）。

本局各文化中心、文化場館、市立圖書館各館、臺中火車站、高鐵（烏日站）、臺中捷運（市府站等）

及藝術亮點等處，供民眾免費索取，亦歡迎於臺中市政府或本局官網瀏覽電子書。

索取地點

廣告刊登

發 行 人｜陳佳君

編輯小組｜曾能汀�、江錦陵�、陳采欣、錢昱辰

發　　行｜ �　www.culture.taichung.gov.tw

地　　址｜ 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 號惠中樓 8樓

電　　話｜ 04-2228-9111

文化小尖兵電子書
 本文宣採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編製單位｜� 　04-2422-2277

地　　址｜ 406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二街 45 號

廣告

1、�本期所刊載之藝文活動，可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變動，請於參與活動前，於主辦單

位網站查詢資訊，或電洽主辦單位。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進入展覽場館及參加戶外活動，均請保持社交距離。

3、請全程戴口罩。

防
疫
公
告

歡迎本市各公私立藝文單位利用全國藝文活動網行銷活動，增加單位及活動曝光度。免

費申辦會員請進入「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https://event.moc.gov.tw，於會員

專區 / 藝文活動，活動完成後也請於藝文網填報參與人數，有任何問題歡迎洽文化研究

科 (04–2228–9111#25311�陳小姐 )。

加
入
藝
文
網

◎�11/26（六）為2022�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日，各圖書館、各文化中心及各場館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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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幅員廣闊，文化地貌多元，自 99 年底縣市

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更是不遺

餘力，透過市政府各局會與在地社區的公私協力，

促使臺中市社區總體營造成長茁壯、蓬勃發展。近

年來社區文化季結合了社區營造點、博物館與地方

文化館和區公所的年度成果，百花齊放。

今年社區文化季在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廣場辦理，富

有人文氣息的空間與城鄉交融的生活步調，展現本市社區、

區公所、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的年度成果，邀請民眾在豐

收時節一同參與，讓多采多姿的社區文化與體驗活動，給身

心帶來滿滿元氣。

本次活動主題訂為「社造大聯盟」，社區營造就如同一場需要耐力的團隊運

動競賽，社區中的幹部、志工與居民各司其職，運用其所長，改善社區的空間、

環境美化、照顧長輩、守望相助及文化傳承等許多面向，通力合作參與其中，也

像棒球競賽一樣，朝著目標一壘一壘前進，讓社區共同

的生活願景，在居民們凝聚共識與分工合作下，

逐步達陣。

2022 臺中市

社區文化季

文化季是本市社區每年引頸期盼的活動

主舞台將有社區活力秀輪番登場

免費 DIY 活動是
小朋友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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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臺中市社區文化季將有社區營造點、區公所、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與社區大學等超過 100 個單位的年度社造成果大會師，呼應今年度「社造大聯

盟」主題，展區規劃以棒球競賽中的專業名詞來分區，位在「投手丘」的主舞

台由社區輪番帶來精采活力秀；「內野區」則是社造點、地文館及社區大學的

多元成果攤位；「牛棚」展示了青年投入社區營造的成果，展現青年蓄勢待發

的力量；「外野區」規劃有DIY體驗，提供社區與地文館多樣且免費的手作活動；

「打擊預備區」展示了今年度博物館、地文館推廣活動「旅行臺中 - 手帳創作

工作坊」與「在地特色創意教案」成果；「記分板」則輪流播映社區紀錄片讓

民眾以另一種角度觀賞社區樣貌。

「2022 臺中市社區文化季—社造大聯盟」邀請

民眾 11 月 12 日來到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廣場，

感受本市社區熱情活力，集章跑壘換好禮，免費 DIY

活動、動靜態展演、社區活力秀及地方美食，吃喝玩

樂一站滿足，豐富的活動內容提供您滿滿元氣，一同

與社區擊出漂亮的全壘打吧！

社區攤位精心準備的成果不容錯過

社區攤位豐富多元吸引大小朋友駐足參觀

時　間｜
11/12（六

）10:30-1
6:00

開幕式｜
11/12（六

）10:30

地　點｜葫
蘆墩文化中

心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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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二）－ 11/30（三）

 東勢區石角國小、石岡區土牛國小

為推動藝術平權，前進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較少的東勢區及石岡區，由東海大學美術系副

教授張惠蘭擔任策展人，結合藝術家呂沐芢、張和民以及童顏劇團團長張黎明等人，共組

跨領域藝術家團隊的公共藝術計畫，進入石角國小與土牛國小進行公共藝術教育推廣，並

設置 2組件臨時性公共藝術作品，帶領學童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

111 年臺中市公共藝術
美感扎根教育推廣計畫―
「與自然共好」
臨時性公共藝術作品展覽

 11/27（日）14:30

 中山堂（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300,500,800,1500 元

　（OPENTIX 售票）

邀集何立仁、卓綺柔、洪紹桓、陳傳禹及劉

貞伶等 5位臺中出身的作曲家。以「臺中」
為素材，為樂團量身創作多首樂曲，譜出一

篇篇土地動人的樂章，創作出「臺中之聲」；此外還邀請影像設計師張介宇為樂曲製作

多媒體影像，動人悠揚的樂曲搭配影像，喚起你我心中對於臺中的印象與記憶。邀您一

起與大墩國樂團來一趟臺中之旅，用音樂一起「聽」、「見」臺中的文化歷史。

大墩國樂團《聽見臺中》
創作暨多媒體音樂會

購票網站

一館一特色

 11/01（二）－ 11/30（三）

 臺中市立圖書館各館

旅遊好書福講座

 11/12（六）、11/19（六）、12/03（六）

 大里分館、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豐原分館

11月份起中市圖各館將會舉辦「一館一特色」展覽，展覽將會結合各館的館藏及地方特色，
讓各館的展覽皆有各自不同的文化風貌。喜歡攝影的朋友照過來！ 11月份於中市圖總館舉
辦野地尋蹤攝影聯展，展出譚淑娟老師與譚淑芬老師到野外拍攝動物的攝影作品，歡迎一

起來圖書館感受鏡頭下的自然之美！除以上活動外，還邀請到知名作家及獨立書店老闆擔

任「旅遊好書福講座」講師，在講師的帶領下，進行一趟文學的微旅行。

臺中閱讀節系列活動

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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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六）、11/13（日）14:00-16:00

 大墩文化中心　城市小舞臺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暖心公益市集

　11/12（六）、11/13（日）13:00-17:00

今年大墩假日廣場最終場將於 11月 12日至 13日登場，邀請大小朋友透過參與二手玩
具交換站、愛心競標、親子音樂遊戲課等系列活動，迎來別具意義的冬天。同時還有集

結社福團體、文創手作及美食的溫暖市集，讓孩子認識並親近更多，讓世界變得美好的

NPO。（活動詳細內容請洽大墩粉絲專頁）

2022 大墩童歡季
「冬日熱血愛公益」

 11/27（日）－ 12/14（三）

　開幕式｜ 12/03（六）14:30

 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藝術家楊嚴囊，專職油畫創作，一路從印象、新意象

走過來，採取現代藝術理念、吸收當代生活元素，由

具象的探索、半抽象的表現，走向抽象世界的挑戰。在全省美展、台陽美展等各重要展覽

屢獲大獎，並獲得全省美展免審查之殊榮。長久觀察大自然，從一草一木、一磚一石，到

樹枝的排列，都透過內心的直覺，把視覺的形，大膽加以取捨、變形誇張，一直到抽象化，

近幾年，樹之姿，也成了其創作的元素。本次展出近 5年作品，畫幅巨大且氣勢磅礡，回
應其內心的風景與對鄉土的關懷，值得細細品味。

忘形．比興―
楊嚴囊抽象新作展（2016-2022）

粉絲專頁

 10/21（五）－ 11/20（日）

 葫蘆墩文化中心 1 樓展覽室 I、2 樓展覽室 II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李貞慧是膠彩正式進入學院教育後所培育的第一批學

生，更是大學美術教育發展膠彩領域，在研究、推廣上

貢獻良多的教育者。展出作品為大學時期跟隨前輩畫家

林之助於東海任教時之膠彩作品，以及日本國立筑波大

學留學期間的重要代表作。從 1994年的水墨幻象到 2006年的壯闊雲彩，以及這十幾年間
接連發表的新疆山色，豐富多樣的作品是近代膠彩具備代表性的創作者。

ART．豐原 2022 藝術家邀請展：
浮生幻景―李貞慧膠彩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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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日）19:30

 港區藝術中心　演藝廳

（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免票入場

太日樂集長期深耕雲林，以雲林豐富的

歷史文化作為創作背景。在此次音樂會

中，將帶來歷年累積的經典之作，希望以多元的演出形式、貼近生命經驗的樂曲，傳遞這

十年的專注和熱情，讓更多人因為音樂，產生更多的交流和激盪！描繪孕育嘉南平原的濁

水溪之美……等樂曲。以說故事的方式帶領觀眾一同探索雲林山水人文之美！

雲林印象－鼓樂巡迴音樂會

臺中傑出演藝團隊
金宇園掌中劇團《神燈》
親子 3D 立體布袋戲

 11/05（六）14:30

 港區藝術中心　演藝廳

（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開演前 1 小時免費索票

重現 50年代金光戲手法，跳脫傳統框架，以舞台劇活動舞臺的換景模式，結合 3D動畫
場景之背景，劇團獨家大型人偶道具、劇場式燈光「模式及皮影戲跨界結合舞蹈演出」，

配合劇情，全新製作搖滾音樂。

 11/12（六）10:00-12:00（09:30 開放免費入場）

　主講人｜吳鳳

 葫蘆墩文化中心　演講廳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臺灣每一個角落有許多未曾看過的民俗風情，像是媽祖

遶境，鹽水蜂炮、炸寒單爺、野柳神明進港文化祭等等！

這些活動都是獨一無二的，外國人每次看到這種傳統習

俗都覺得很迷人，吳鳳想要把他的體驗跟許多有趣的故

事分享給臺灣的朋友，希望演講可以讓臺灣人從外國人

的角度看臺灣廟宇活動。

外國人眼中的臺灣廟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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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六）－ 12/11（日）

 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 B

（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今年已邁入第 39個年頭了，這個
老字號的美術團體，每年均定期的舉行會員聯展，並

舉辦戶外寫生活動。一方面藉著踏青聯絡會員感情，

另一方面也藉此機會磨練畫技，因而每年得以展出豐

富且嶄新的作品。不論會員素質、作品深度，均有目

共睹，種類涵蓋甚廣，包含石雕、書法、雕塑、西畫、

膠彩、攝影、水墨、工藝等。

2022 年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

 11/06（日）15:00-16:00

 屯區藝文中心　實驗劇場

（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600 元（OPENTIX 售票）演後將進行創作者座談 30 分鐘

《祝你好眠》為 2022年新作，以夢境為出發，探討生命中
的「陪伴」。我們曾有過的緊密關係，以影像實驗結合劇場

表演為主軸，透過文本、肢體、演員、實驗影像的碰撞下演

繹，以詮釋「逝去的回憶」及「關係美學」中的各種狀態。生命的陪伴所累積的各種真實

與虛擬記憶，在劇場故事與視覺實驗的轉化下，再現拼湊模糊的記憶碎片。

【2022 屯區科技劇場系列活動】
所以然來《祝你好眠》影像實驗劇場

 11/19（六）14:00-16:00

　主講人｜馬繼康

 屯區藝文中心 3 樓大會議室

（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免費線上報名請洽官網，當天 13:30 開放入場及現場報名　

文明探索之初，冒險家「達伽馬」與「哥倫布」開啟了

大航海時代之門，文化、信仰以及民族的融合，建立了

當代豐富、多元的特色景象及故事，究竟發生了什麼

事，讓旅遊作家馬繼康老師帶你從世界遺產角度，一起

認識這段改變世界的歷史與文化的旅程吧！

【屯藝藝文講堂】
「世界遺產大航海時期之旅」

報名網站

購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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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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傑出演藝團隊─五洲秋峰園掌中劇團《烽劍春秋之攢天箭》

時間｜ 11/27（日）18:30 　
地點｜樂天宮（臺中市豐原區樂天街 99 巷 15 號）

《烽劍春秋》是一部創作於嘉慶初期的神魔小說，描寫神怪下凡相助秦始

皇鯨吞六國，原先隱退的孫膜下山力挽狂瀾拯救齊國，曾經是 50年代風靡一時的好戲。

「散文新世紀」講座（周芬伶教授主講）

時間｜ 11/05（六）14:00-16:00　地點｜精武圖書館大講堂

東海的夢谷裏一位水仙般女子，早年以美文揚名文壇，近年更以多種筆法將散文體

作實驗創新變革，達到出神入化之境。「散文新世紀」講座，邀您一起來體驗周芬

伶老師筆下，美感與知性兼具的散文世界。

展
覽

09/07 三  － 12/07 三 豐盛陶塑展 市政大樓文心樓 5-10 樓

10/19 三  － 12/21 三 放慢生命步調―發現身心障礙藝術
市政大樓文心樓
1、5、7 樓

111/10/19 三  －
112/02/08 三

2022 童話世界黏土創作師生聯展 市政大樓惠中樓 5-9 樓

11/01 二  － 11/30 三 與自然共好―臨時性公共藝術作品展覽 石角國小、土牛國小

表
演

11/06 日 17:30
雞屎藤舞蹈劇場《許丙丁文學舞蹈，
 劇場―府城仙怪誌》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道禾六藝文化館）

11/16 三  19:00 台中木偶劇團―金光展藝《聖劍風雲》 南區健康公園附設平面停車場

11/27 日 18:30
臺中傑出演藝團隊―五洲秋峰園
掌中劇團《烽劍春秋之攢天箭》

樂天宮

展
覽 即日起 － 111/12/31 六 閱鐵道．悅文學 特展館一、二

綜
合
活
動

11/12 六  秋日聚落 新業有藝市 
文學公園、研習講堂、
兒童文學區

11/19 六 08:30-12:00 孫少英新書發表會 研習講堂
11/19 六 13:00-17:00
11/20 日 13:00-17:00

好好市集 文學公園

每週六、日 10:30-11:00 親子聽故事 兒童文學區

展
覽

常設展
週二至週日 08:30-17:30

臺中典藏作家常設展 精武圖書館 4 樓

111/10/16 日－ 112/02/12 日 走入她們的房間―女性書寫與空間特展 臺中作家典藏館

11/05 六 14:00-16:00 「散文新世紀」講座
主講人｜周芬伶教授

精武圖書館大講堂

臺中文學館
電　　話│ 04-2224-0875

地　　址│臺中市西區樂群街 38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0:00-17:00

館舍服務｜ 展覽、表演、講座、出版品、文創品販售、兒童文學區。

臺中作家典藏館
電　　話│ 04-2229-3875分機 17

地　　址│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之 3號 4樓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8:30-17:30

館舍服務｜展覽、講座、數位影音室。

活
動

綜
合8



表
演

11/02 三 19:30 超時音樂室內樂團《驚鴻》
索票入場／
線上索票詳見中山堂官網

11/04 五 19:30
NTSO 克里斯蒂安．阿爾明、程海聰
「海頓 Classics」

OPENTIX 售票

11/06 日 16:00 2022 第四屆中山堂 青春競藝 LIVE 秀 戶外廣場／免費參加

11/08 二 19:30
臺中市韻聲合唱團
《韻聲三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OPENTIX 售票

11/16 三 19:30
國立臺南家齊高中第 31 屆舞蹈班畢業成果展
―《靜．躁》

OPENTIX 售票

11/18 五 19:30
台中市民管樂團年度音樂會：
市民之聲Ⅶ―夢響世界

OPENTIX 售票

11/19 六 14:30
台中愛樂合唱團 2022 年度公演
《鴛鴦一對正當中》

索票入場／演出當日 13:30
劃位入場 04-22952161

11/20 日 14:30
台中市音樂美學合唱團二十五週年
「歲月靜好」音樂會

索票入場／
0938-460761 劉小姐

11/26 六 19:30
202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團
年度巡迴公演【幻】

OPENTIX 售票

11/27 日 14:30
大墩國樂團
《聽見臺中》創作暨多媒體音樂會

OPENTIX 售票

12/03 六 19:30 表演工作坊《暗戀桃花源》 OPENTIX 售票

11/12 六 19:30
11/13 日 14:30

亮棠文創劇場《莎姆雷特》 因疫情影響，取消演出

 

中山堂
電　　話│ 04-2230-3100

地　　址│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NTSO克里斯蒂安．阿爾明、
程海聰「海頓 Classics」
時間｜ 11/04（五）19:30
票價｜ 100,300,500,800,1000 元（OPENTIX 售票）

海頓素有「交響曲之父」的

稱號，這場音樂會將演出海

頓兩首交響曲《熊》（第

82號，屬「巴黎交響曲」
系列）與《倫敦》（第 104
號，屬「倫敦交響曲」系

列），而由大提琴家程碩聰

擔任獨奏的海頓 C大調第一號協奏曲寫於 1760
年代，是古典時期最受歡迎的大提琴協奏曲。

2022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團年度巡迴公演【幻】
時間｜ 11/26（六）19:30
票價｜ 300,500,800 元（OPENTIX 售票）

由行政暨藝術總監羅

雅柔主任邀集優秀編

創者共同激盪想法，

邀請石吉智擔任視覺

藝術總監分享視覺藝

術歷史流變，讓編舞

者們從各自有所觸動

的超現實主義畫作做

為靈感來源，舞臺上創造奇幻視覺效果。

表演工作坊《暗戀桃花源》
時間｜ 12/03 ( 六 ) 19:30
票價｜  600,900,1400,1800,2200,2600,3000 元（OPENTIX 售票）

兩個毫不相干的劇團，陰錯陽差同一天在舞台上排戲，一個演時裝悲劇（暗戀），

另一個演古裝喜劇（桃花源），兩個劇團都堅持自己擁有排演權，於是在百般無

奈下協議將舞台一分為二，最後在相互干擾、交錯中完成了一場笑中帶淚，淚中

帶笑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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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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舍服務│展覽、表演、講座、圖書館、自修室。

《禮讚傳藝 家飾彩繪之美》
2022藝文研習成果展─
孫鳳蘭師生家飾彩繪藝術
時間｜ 11/01（二）－ 11/25（五）
開幕式｜ 11/05（六）10:00
地點｜陳列室（三）

以生活美學傳藝。庭

園中的花卉草木、大

自然風景、昆蟲鳥獸，

皆能經由手藝人細微

的觀察，巧妙入畫，

妝點傢俬，繪製成禮物，美化生活。家飾彩繪，

是彩繪人獻給美好生活的一份禮物。

台灣綠水畫會第三十二屆會員暨

第十一屆《綠水賞》徵件展
時間｜ 11/12（六）－ 11/22（二）
開幕式｜ 11/13（日）14:00 大廳
地點｜大墩藝廊（四）

「台灣綠水畫會」2005
年開辦《綠水賞》全國徵

件展，以獎金競賽形式帶

動膠彩創作。今年正逢第

11屆，特地將展覽移師臺
中，希望與中部地區的同

好分享交流，進一步推動

膠彩藝術的蓬勃發展。

翻牌子─徐子雲陶瓷創作展
時間｜ 11/19（六）－ 12/07（三）
開幕式｜ 11/19（六）15:00 
地點｜陳列室（一）

每人每天擁有 24小時，8小
時工作讀書，480分鐘睡覺歇
息，另外的三分之一，28800
秒拿來面對自己。徐子雲以

陶瓷為媒材，透過華燈方初

上、望宮汪貴人、脂宮碗大妃、涵宮墨小妃、記

憶多寶閣、曖曖內含光等六單元創作，邀請您正

視情緒存在，每日梳理，善待自己。

大墩大師講堂─「那些挫折教我的事」
時間｜ 11/19（六）14:00-16:00
主講人｜黃大米（求職網編輯總監 / 專欄作家）
地點｜演講廳
票價｜ 10/31（一）09:00 
　　　 大墩文化中心官網免費報名

人生中的挫折與困頓都是一

個轉機，如果你面對困境只

會抱怨與哭泣，就錯過了提

升能力的好機會。每個人都

想待在舒適圈，舒適圈的舒

服往往來自曾走過的失速圈，因為失速圈可以提

升能力，當你超越了困境時，你就成為新的自己。

中華民國台灣南部美術協會

第 70年南部展
時間｜ 11/27（日）－ 12/06（二）
開幕式｜ 11/27（日）11:00
地點｜大墩藝廊（五 - 七） 

第 70年南部展經初審、複審、
決審，選出 37件得獎作品。
並於臺中、高雄兩地巡迴展出

會員及徵件作品近 90件，媒
材有油畫、水彩、墨彩、粉彩、

壓克力、複合媒材等，作品豐

富精采，是絕對不能錯過的視覺饗宴。

2022年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
時間｜ 11/27（日）－ 12/07（三）
開幕式｜ 11/27（日）15:00
地點｜大墩藝廊（四） 

「臺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

會」為促進國際文化藝術交流，

連結臺灣、美國、香港、中國、

日本等地，超過百位書畫藝術

愛好者參與，作品包含書法、

水墨、油畫等，風格多元，也

期望藉由展覽，相互分享、觀

摩學習，促進國際友誼。
10



我是一棵樹─陳俊男水彩創作展
時間｜ 11/27（日）－ 12/14（三）
開幕式｜ 11/27（日）15:30
地點｜大墩藝廊（二）

千姿百態的樹、曲折晨曦的

樹、午后的樹、高山的樹、

海邊的樹、真實的樹、夢中

的樹、 常綠的樹、開花的
樹，使用水彩畫遍了樹的姿

態，也畫進了樹的生命，每

棵樹都是獨一無二的，畫它

千遍也不厭倦。

墨裡乾坤─郭天中書畫藝術創作個展
時間｜ 11/27（日）－ 12/14（三）
地點｜大墩藝廊（三） 

展覽以水墨和書法作品

為主，呈現具有個人特

色的畫面結構與色彩，

另將文字用書法表現在

作品中，將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題材，融入個人

的情感。展出書法作品

有四屏、中堂、斗方等

不同規形式及書體，筆墨交融、氣韻生動。

展
覽

10/15 六  － 11/02 三 獨一無二― 2022 劉哲志西畫創作展 大墩藝廊（一）

10/15 六  － 11/02 三 境幻情真―賴明興、施美吉聯展 大墩藝廊（二）

10/15 六  － 11/02 三 《天心月圓》―向弘―大師致敬書畫展 大墩藝廊（五）

10/15 六  － 11/02 三
探險人生孺慕之情－
劉其偉．梁銓紀念雙個展

大墩藝廊（六 - 七）

10/22 六  － 11/02 三 2022 詩韻西畫學會第 17 屆 23 回大展 大墩藝廊（三）

10/29 六  － 11/09 三 2022 更生美展 大墩藝廊（四）

10/29 六  － 11/16 三 陳景聰筆藝展 陳列室（一）

11/01 二  － 11/25 五

《禮讚傳藝 家飾彩繪之美》
2022 藝文研習成果展―
孫鳳蘭師生家飾彩繪藝術

陳列室（三）

11/12 六  － 11/22 二
台灣綠水畫會第三十二屆會員暨
第十一屆《綠水賞》徵件展

大墩藝廊（四）

11/19 六  － 12/07 三 翻牌子－徐子雲陶瓷創作展 陳列室（一）

11/27 日  － 12/06 二 中華民國台灣南部美術協會第 70 年南部展 大墩藝廊（五 - 七）

11/27 日  － 12/07 三 2022 年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 大墩藝廊（四）

11/27 日  － 12/14 三 我是一棵樹―陳俊男水彩創作展 大墩藝廊（二）

11/27 日  － 12/14 三 墨裡乾坤―郭天中書畫藝術創作個展 大墩藝廊（三）

11/27 日  － 12/14 三
忘形．比興―
楊嚴囊抽象新作展（2016-2022）

大墩藝廊（一）

表
演

11/12 六 14:00-16:00
11/13 日 14:00-16:00

2022 大墩童歡季「冬日熱血愛公益」 城市小舞台

綜
合
活
動

11/12 六、11/13 日

13:00-17:00
假日市集：暖心公益市集 門廳及戶外廣場

11/19 六 14:00-16:00
大墩大師講堂―「那些挫折教我的事」
主講人｜黃大米（求職網編輯總監 / 專欄作家）

演講廳／免費官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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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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舍服務│展覽、表演、講座、圖書館、自修室。

第 30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
30週年系列活動
時間｜ 09/01（四）－ 12/04 （日）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

賽」30歲囉！迎接 30歲
特別製作了閃亮亮「回憶

30：生日蛋糕」呈現 30
年大事紀、「描繪 30：
合體創作畫」結合歷年比

賽圖形的大型創作，以及

「穿梭 30：時光任意門」回憶歷史得獎作品，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2022鍾家瑋鋼琴獨奏會─
死亡．復活．愛
時間｜ 11/05（六）14: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 300,400,500 元（OPENTIX 售票）

推出「死亡．復

活．愛」三種鮮明

個性的音樂會，以

俄國五人組的包羅

定揭開序幕，緊接

著葛多夫斯基、蕭邦及李斯特的作品，將帶領

觀眾從穿越死亡到帶來復活的盼望，進而感受

到至真至美的愛與和諧平靜。

真善美油彩創作研究學會聯展
時間｜ 11/11（五）－ 11/27（日）
地點｜ 4 樓展覽室 VI

真善美油彩創作研

究學會將生活美學

中的感受與想法呈

現展出。這次展出

豐富情感的轉換與

圖像呈現概念，由

具象轉換抽象，繁

複進入簡約，細膩中卻有豁達的筆觸與領悟。

風樂傳情─

2022國際民俗舞蹈聯合展演
時間｜ 11/19（六）19:00
地點｜演奏廳
票價｜ 300,500,700 元（年代售票）

2022年與國內各民
俗舞蹈表演團體合

作，將各國民俗舞蹈

之推動，以表演型態

展現在觀眾面前。期

望本次的演出，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臺中市中華書畫協會第 52屆會員聯展
時間｜ 11/11（五）－ 11/27（日） 
地點｜ 3 樓展覽室Ⅲ

臺中市中華書畫協會，創立

於民國 60年，每位會員都學
有專精，有墨彩，書法，油

畫，膠彩，琉璃等工藝精品，

因深層情感流露，融入作品

中活靈活現，姿態曼妙的景

物，呈現給觀眾視覺多姿多

彩美的饗宴。

獨白─曾映姍水彩個展
時間｜ 11/11（五）－ 11/27（日） 
地點｜ 3 樓展覽室 V

喜愛繪畫與寫生的曾映姍，在大

自然裡自由自在的遊走，獲得療

癒與能量。利用繪畫創作讓大自

然與自己的內心進行愛的對話與

告白，從戶外美麗的風景走到自

己內心的風景，在獨白與轉化的

過程裡，時而夢幻、時而瘋狂、時而優雅，形成

了許多有趣的故事與可愛的創作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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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笛室內樂團

2022年度音樂會《異響世界》
時間｜ 11/20（日）14:30 
地點｜演奏廳　票價｜ 350 元（OPENTIX 售票）

《異響世界》以有聲

書的概念，在說書人

的引領中，與童話故

事《胡桃鉗》的主人

翁克拉蕾與胡桃鉗王

子進入糖果王國，欣賞異國風情的舞曲。透過演

奏風格鮮明的作品搭配影像，和聽眾一起從亞洲

出發，透過舞笛的樂音與大家一同環遊世界。

ART．豐原 2022藝術家邀請展─
撞擊．吳水沂柴燒陶展
時間｜ 11/25（五）－ 12/25（日） 
地點｜ 2 樓展覽室 II

吳水沂老師 1961年生
於豐原，至今投入陶藝

創作已 40年，被譽為
臺灣柴燒的先行者。他

的創作展現靜謐樸實的

生命力，為現代柴燒美

學的經典。

展
覽

10/21 五  － 11/06 日  視放朝流―第七屆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教師創作聯展

4 樓展覽室Ⅵ

10/21 五  － 11/06 日  葫蘆墩美術研究會第 21 屆《返鄉》會員聯展 3 樓展覽室 III

10/21 五  － 11/06 日  永杰同心―大明高中教師聯展 3 樓展覽室 V

10/21 五  － 11/20 日  ART．豐原 2022 藝術家邀請展：
浮生幻景―李貞慧膠彩藝術展

1 樓展覽室 I、2 樓
展覽室 II

11/11 五  － 11/27 日  臺中市中華書畫協會第 52 屆會員聯展 3 樓展覽室Ⅲ

11/11 五  － 11/27 日  獨白―曾映姍水彩個展 3 樓展覽室 V

11/11 五  － 11/27 日  真善美油彩創作研究學會聯展 4 樓展覽室 VI

11/25 五  － 12/18 日  劉舒律同名個展 1 樓展覽室 I

11/25 五  － 12/25 日  ART．豐原 2022 藝術家邀請展―
撞擊．吳水沂柴燒陶展

2 樓展覽室 II

表
演

11/05 六  14:30 2022 鍾家瑋鋼琴獨奏會―死亡．復活．愛
演奏廳／
OPENTIX 售票

11/05 六  15:00 雜技―川劇變臉秀 戶外廣場

11/05 六  15:30 大樹下の君 Keyboard 演唱會 榕樹下

11/06 日  14:30 「綺異之聲」女高音買雅淑＆
男高音賴志光聯合音樂會

演奏廳／免費索票

11/12 六 14:30 2022 聲韻傳情「浯江」跨海結緣「葫蘆墩」 演奏廳／免費索票

11/19 六 19:00 風樂傳情―2022 國際民俗舞蹈聯合展演 演奏廳／年代售票

11/20 日  14:30 舞笛室內樂團 2022 年度音樂會《異響世界》
演奏廳／
OPENTIX 售票

綜
合
活
動

09/01 四  － 12/04 日
第 30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
30 週年系列活動

葫蘆墩文化中心

11/12 六 10:00-12:00
（09:30 開放進場）

外國人眼中的臺灣廟宇文化
主講人｜吳鳳

演講廳／免費入場

11/19 六  10:00-16:00 2022 原鄉原民葫蘆墩第三屆原住民歌唱大賽 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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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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舍服務│展覽、表演、講座、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疫情期間─楊平猷個展
時間｜ 11/05（六）－ 11/27（日）
地點｜掬月廳

生老病死，人生的正

面課題，一切必然。

老，不能直接感受，

只能在「力不從心」

中， 理 解。Dukkha
與不順，了知之後，

泰然以對。不要把疫

變，演化成慌亂與恐

懼，才是正題。展覽

期間，楊平猷老師將在現場，親自導覽，並展示

一件「安般念」―行動藝術，歡迎一起參與體驗。

悠然─彭俞心膠彩個展
時間｜ 11/05（六）－ 12/04（日）
地點｜清水廳

彭俞心，南投人，東

海大學美術學系碩

士，曾於全國美展、

中部美展等比賽屢獲

佳績。彭老師自幼成

長於山林鄉野，其作

品運用光影、色彩的

調和與變化，呈現幽

微靜謐、朦朧詩意的

心靈境地，更以悠然恬淡的氛圍，訴說大自然與

個人心靈的連結，創造出獨特的和諧之美。

空間思維的交疊美感─陳秋貴個展
時間｜ 11/12（六）－ 12/04（日）
地點｜展覽室 C

陳秋貴將作

品 譜 寫 成

了 三 部 協

奏 曲。 首

部曲－墨色

構成的空間

美感；二部

曲－多元媒

材的演繹； 三部曲－空間跨越的交疊，不同空間
撞擊產生美麗的總結，結合成一個全新的面向。

《我在其中》樂來安心音樂會
時間｜ 11/13（日）14:0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免費現場索票

九蓮聖道

之聖樂源

自仙佛賜

詞、賜曲，

藉由聖樂

的 演 奏，

不但能啟

發良知，更能昇華智慧。也藉由對外公開演出，

將聖樂神聖美好的樂音傳佈出去，普照十方，也

讓大家進一步認識「九蓮聖道」。

「港藝藝文講堂」專題講座─張惠蘭 /眷村建築之美
時間｜ 11/19（六）14:00-16: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票價｜現場排隊 免費入場

張惠蘭老師，法國圖魯斯米亥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第三階段（DESS）
環境色彩研究，高等專業文憑。此次分享「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建築之美，園區保留了部分眷村建築，房舍呈現有機式的「生長」，

增添園區建築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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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111/09/07 三  －
112/02/28 二  駐足．共賞―駐館藝術家簡錦清精選作品展 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

10/15 六  － 11/06 日  鄉情畫意―郭金昇水彩畫展 展覽室 C

10/22 六  － 11/13 日  畫彩―藝同遊：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第六屆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11/05 六  － 11/27 日  疫情期間―楊平猷個展 掬月廳

11/05 六  － 11/27 日  薈萃―清風樓進駐藝術家成果展 二樓展覽室 D、E

11/05 六  － 12/04 日  悠然―彭俞心膠彩個展 清水廳

111/11/05 六  －
112/01/01 日  第 21 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展覽室 A

11/12 六  － 12/04 日  空間思維的交疊美感―陳秋貴個展 展覽室 C

11/19 六  － 12/11 日  2022 年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 展覽室 B

表
演

11/05 六 14:30 臺中傑出演藝團隊―金宇園掌中劇團《神燈》
演藝廳／開演前
1 小時免費索票

11/06 日 19:30 雲林印象―鼓樂巡迴音樂會 演藝廳／免費入場

11/13 日 14:00 《我在其中》樂來安心音樂會 演藝廳／免費索票

綜
合
活
動

11/19 六 14:00-16:00
「港藝藝文講堂」
專題講座―張惠蘭 / 眷村建築之美

國際會議廳

清
風
樓

開放日 11 月限定：藍棕櫚繩吊飾
一起玩種子趣
預約報名：0928-799428

開放日 香芬多肉蠟燭
育汝的韓式擠花教室
預約報名：0928-189477

開放日
長期織布新體驗課程（春秋圍巾）／
短期新手體驗課程

織布玩創意工作室
預約報名：0912-365877

開放日 漆畫／漆器製作
工藝師　陳清輝
預約報名：0931-898927

展
覽

10/01 六  起 09:30-17:30 新貌之家―家屋改造 22、37 房舍

11/26 六  － 12/31 六  信誼特展―致點亮星星的你 海灣繪本館

綜
合
活
動

每週六、日 10:30-11:30 故事接接力 海灣繪本館

每週六、日 14:00-15:00 週末故事派 海灣繪本館

服 務 中 心｜ 0901-176-678　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信義巷 44號
海灣繪本館｜ 04-2628-1512　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 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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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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7:30

館舍服務│展覽、表演、講座。

【2022屯區科技劇場系列活動】
《3D掃描之原理與應用》科技工作坊
時間｜ 11/05（六）14:00-16:00
地點｜ B1 藝享空間
票價｜免費（洽官網及粉專線上報名）

帶領學員使用作

品《祝你好眠》演

出中使用的 3D掃
描技術，由新媒體

藝術家洪譽豪帶

領學員們由認識基礎 3D掃瞄之原理，�實際操作
演練，讓學員們體驗「3D掃描」之原理與應用。

「疫情．藝情」─台藝大

國際當代藝術聯盟（ACT）會員展
時間｜ 11/11（五）－ 12/04（日）
開幕式｜ 11/13（日）10:00
地點｜展覽室 B

台藝大國際當代藝術

聯盟（ACT）成立逾
30年，會員皆是美術
教育工作者及專業書

畫家，創作涵蓋水墨、

書法、油畫、水彩、

版畫等媒材，兼併融合傳統與現代素材的進化。

靜好─蘇稚惠墨彩創作展
時間｜ 11/12（六）－ 12/04（日）
開幕式｜ 11/12（六）14:00
地點｜美學空間

在繁雜萬變的世道中，我們忘

了太多的初心，只是忙碌的生

活著。蘇稚惠放下自己的執

著，學會有捨才有得，多份寬

容的心重新來看這世界。在作

品中以現代水墨技巧表現，帶

著你我重返歲月之靜好。

郭馬克新復古爵士三重奏
時間｜ 11/12（六）10:00-11:00
地點｜大廳

身為團長的鋼琴家郭馬克，

作品曾於 2002年榮登美國
指標爵士樂雜誌「Jazziz」十
大佳作，並致力推廣爵士樂

的 Post Bop、Hard Bop，
演繹傳統與現代樂章，也多

次受邀至臺中爵士音樂節演出，期望為現代人的

日常，添增俏皮詼諧、狂野熱情的音樂氛圍。

【大里故事試演場】涎韻樂團

《大里．Darling》人聲音樂創作
時間｜ 11/13（日）14:30-15:30
地點｜實驗劇場
票價｜ 演出前 1 小時票口免費索票，1 人 1 票，

恕不選位，索完為止。

《大里．Darling》探索
大里杙歷史景點，包含老

街，鹹菜巷，及保護級老

樹們。藉由歌詞的撰寫與

人聲音樂創作，發展出數

首大樹與大自然的歌曲，以不同的視角訴說人們

與大自然在大里這塊土地上交織的生命印記。

視覺饗宴─拾藝畫會聯展
時間｜ 11/18（五）－ 12/11（日）
開幕式｜ 11/27（日）14:00
地點｜展覽室 A

拾藝畫會成立於 2013
年，會員有來自不同生

活領域的繪畫愛好者，

在廖吉雄老師的帶領

下，產出許多風格各異

技法多樣的作品，期待

藉由精采畫作的展出，

豐富觀展者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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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視覺新馬戲
時間｜ 11/19（六）10:00-11:00
地點｜ 1 樓大廳

萬花感官部隊的

雜技師「段煉」，

將結合現代藝術

音樂，帶來水晶

球、幻象環、東方

武術等奇幻馬戲，

帶給民眾驚奇的

感官體驗，現場

還有造型氣球大放送，大小朋友千萬別錯過唷。

蔡子瑋 X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與
董昭民 X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音樂所
師生共同跨界聯手演出《鏡境》

時間｜ 11/19（六）19:00-20:00、
　　　 11/20（日）14:30-15:30
地點｜實驗劇場
票價｜ 演出前 1 小時票口免費索票，1 人 1 票，

恕不選位，索完為止（11/20 場次演後將
進行創作者座談 30 分鐘）

2022屯區科技劇場系列
活動《鏡境》以即時演

算、AI生成互動及當代
音樂的手法，呈現一齣

音樂科技互動實驗劇場，

將隱藏在網路洪流中的微小真實放大檢視，邀請

現場觀眾感官互動，體驗虛擬數位的魔幻誘惑。

展
覽

111/07/23 六  －
112/01/01 四

轉角遇見大師―莊明中油畫創作展 1、2 樓電梯口　

10/08 六  － 11/06 日 賴子昕油畫個展 美學空間
10/15 六  － 11/06 日 詩律．形變．玄機―陳庭詩百秩晉十紀念展 展覽室 A、B

10/21 五  － 11/13 日
媽祖的淚與願―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 所碩士生創作發表聯展

1 樓大廳

11/11 五  － 12/04 日
「疫情．藝情」―台藝大
國際當代藝術聯盟（ACT）會員展

展覽室 B

11/12 六  － 12/04 日 靜好―蘇稚惠墨彩創作展 美學空間
11/18 五  － 12/11 日 視覺饗宴―拾藝畫會聯展 展覽室 A

表
演

11/06 日 15:00-16:00
【2022 屯區科技劇場系列活動】
所以然來《祝你好眠》影像實驗劇場

實驗劇場／
 OPENTIX 售票

11/12 六 10:00-11:00 郭馬克新復古爵士三重奏 大廳

11/13 日 14:30-15:30
【大里故事試演場】涎韻樂團
《大里．Darling》人聲音樂創作

實驗劇場／演出前
1 小時票口免費索票

11/19 六 10:00-11:00 奇幻視覺新馬戲 1 樓大廳

11/19 六 19:00-20:00
11/20 日 14:30-15:30

【2022 屯區科技劇場系列活動】
蔡子瑋 X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與
董昭民 X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音樂所
師生共同跨界聯手演出《鏡境》

實驗劇場／演出前
1 小時票口免費索票

11/23 三 19:30-21:0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七年制
112 級《零零－壹叁玖．叁零》

演藝廳／ 
OPENTIX 售票

綜
合
活
動

11/05 六 14:00-16:00
【2022 屯區科技劇場系列活動】
《3D 掃描之原理與應用》科技工作坊

B1 藝享空間／
線上免費報名

11/13 日 10:00-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石頭湯 B1 藝享空間

11/19 六 14:00-16:00
屯藝藝文講堂：「世界遺產大航海時期之旅」
主講人｜馬繼康

3 樓大會議室

11/20 日 10:00-12:00 釉下彩 創造獨一無二的永恆價 B1 藝享空間
11/27 日 10:00-10:50 親子繪本故事屋―故事大冒險 B1 藝享空間

釉下彩 創造獨一無二的永恆價
時間｜ 11/20（日）10:00-12:00
地點｜ B1 藝享空間　報名費｜ 550 元　

坯體皆來自鶯歌，須經

過 800 度八小時素燒
再 1230度燒製 11小時
而成，可永久使用，安

全不退色，也可當傳家

寶。（大約 4個禮拜燒
製完成時間）現場有圖案可選（可愛動物、花草

類）與技法教學零基礎或不會畫圖都不用擔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七年制

112級《零零－壹叁玖．叁零》
時間｜ 11/23（三）19:30-21:00
地點｜演藝廳　
票價｜ 250,400 元（OPENTIX 售票）

「誕生日」，一

個人生命的起

點，也作為成

長道路上的里程

碑，象徵當數個

渺小個體相互凝聚時將產生非同凡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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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10/01 六  － 12/04 日 臺中市第五屆纖維創作獎特展 1 樓創纖基地

111/10/15 六  － 
112/03/26 日

那些年的我們―高中制服展 1 樓 1A 展廳

常態展示 纖維工藝的生活時尚－常設展 2 樓常設展廳

常態展示 織布機三部曲（一）－當代提花織物探索 1 樓纖艷空間

常態展示 裝置藝術―光影織間 B1 纖日廣場

常態展示 纖維特色植物生態展示區 綠野纖蹤園區

綜
合
活
動

09/02 五  － 12/08 四 纖維學院秋季研習 2 樓 2A、2B 基地

11/05 六 14:00-15:30
創纖講堂―刺繡專題講座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刺繡藝術
主講人｜粘碧華（知名刺繡與珠寶設計師）

B1 演講廳

11/12 六 13:30-17:00
高中制服展推廣活動系列
11 月主題：校慶月制服創意改造活動

１樓大廳／
事先線上報名

11/19 六 14:00-15:30
創纖講堂－環境植物 工藝閱讀 
社區協作教學經驗分享
主講人｜陸佳暉（臺南藝術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B1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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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室開放時間│每週六、日 14:00-17:00（B1纖藝星球 3）
館舍服務│展覽、講座、賣店、餐廳。

臺中市第五屆纖維創作獎

作品介紹：腦內風景
時間｜ 10/01（六）－ 12/04（日）
作者｜陳君岱
地點｜ 1 樓創纖基地

第五屆纖維創作獎藝術

類首獎作品 -「腦內風
景」，在初見如同巨大

雕塑的量體，細看則是

焚燒過已經碳化的紙張，視覺上具有極大張力，

又同時感覺到溫度、氣味、質感等，具有當代性

的遺跡，體現了纖維材質的特殊性。

創纖講堂─刺繡專題講座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刺繡藝術
時間｜ 11/05（六） 14:00-15:30
主講人｜粘碧華（知名刺繡與珠寶設計師）
地點｜ B1 演講廳（網路報名）

粘碧華刺繡專題講座，11
月份主題為「英國文藝復

興時期的刺繡藝術」，從

英國 14至 17世紀間人
文藝術對刺繡的影響，帶

領民眾走入英國歷史與文化的演變，從刺繡的角

度來看社會與人文的變化。

創纖講堂─環境植物 工藝閱讀 
社區協作教學經驗分享
時間｜ 11/19（六） 14:00-15:30
主講人｜陸佳暉（臺南藝術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地點｜ B1 演講廳（網路報名）

南藝大材質創作與

設計系陸佳暉老師，

近年來援引纖維工

藝中的相關技術，

在不同社區進行在

地植物纖維材質的分析，並協助社區開發手作工

藝商品的產出，透過社區協作教學，鼓勵社區不

同世代的居民體驗植物纖維的手作工藝。

新纖玩藝 假日小學堂─
藺編隔熱墊、五環隔熱墊
時間｜每週六、日 14:00-16:00
地點｜ B1 纖藝星球 2
費用｜ 150 元

11月份每週六進行「藺
編隔熱墊」，利用藺草

的韌性，編織成耐用的

隔熱墊，放在桌上散發

出藺草香氣，增添家中

大自然的氣息；每週日

進行「五環隔熱墊」，將彩色耐用的繩子，在手

上編織，製作出漂亮的五環隔熱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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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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室開放時間│每週六、日 14:00-17:00（B1纖藝星球 3）
館舍服務│展覽、講座、賣店、餐廳。

D
IY

活
動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親子手拉坏

11/05（六）14:00-15:00
事先報名

大肚華山窯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多肉知多少？

11/11（五）14:00-15:00
事先報名，請關注 FB 粉絲專頁

3樓會議室

說

故

事

活

動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故事歡樂會中文說故事

11/05（六）、11/19（六）
10:30-11:30

兒童室

精武圖書館
04-2229-3875 小太陽故事屋 每週六 10:00-10:50 1 樓兒童室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English Corner Time 每週五 10:30-11:20 2 樓故事屋

新社分館
04-2581-7868 故事棒棒糖 每週六 15:30-16:30 1 樓兒童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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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子分館
04-2531-9339 荳荳故事屋 每週日 10:00-11:00 1 樓兒童閱覽區

電

影

時

刻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假日電影院

11/05（六）、11/12（六）、
11/19（六）14:00

3 樓視聽室

神岡分館
04-2562-0914 週日神圖電影院 每週日 14:00-16:00 1 樓大廳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假日放電影 每週六 15:30-17:00 多功能教室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趴趴熊親子電影院 每週六 13:30 2 樓會議室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週末電影院 每週六 14:00-16:00 5 樓多功能活動室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下課後電影院 每週日 14:00-16:00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藝

文

講

座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石岡分館
04-2572-2437 樂讀客庄農遊趣採橘小旅行 11/12（六）09:30-11:00

事先報名
石岡開台聖王廟

北區分館
04-2236-2275

《文學廚房的人生百味》
—凌煙

11/19（六）14:00-16:00
網路報名

5 樓多功能活動室

閱

讀

推

廣

館名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梧棲分館
04-2656-8701

樂齡樂活營—
機智生活這樣玩

11/05（六）14:00-16:00
事先報名

B1 多功能活動室

外埔分館
04-2683-3596 小小愛書人 11/12（六）14:30-15:30

事先報名
1 樓兒童區

上楓分館
04-2566-2188 小小愛書人—親子闖關活動 11/13（日）10:00-11:00

事先報名
1 樓親子共讀區

★  活動資訊若有變更，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臺中市立圖書館暨各分館閱讀推廣活動 市
圖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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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員出動！捕捉風獸因因呼

由顏樞所撰寫的《全員出動！捕捉風獸因因呼―看身懷絕技

的團隊建造台灣第一座離岸風場》是臺灣第一本以孩子為對

象、透過奇幻有趣的故事及創意插圖，翔實呈現風力發電運

作的科普圖文書。

作　者｜顏樞�文、Croter 圖

出版單位｜木馬文化　

出版年｜ 2021 年

好書推薦

大墩分館��B1 視聽放映室（74 個座位）�

11/05（六）14:00 愛．無盡  
11/06（日）14:00 布拉格練習曲   
11/12（六）14:00 海陸悍將 4  
11/13（日）14:00 安妮抗癌日記  
11/19（六）14:00 王牌救世主  
11/20（日）14:00 天之茶助  
11/27（日）14:00 嘻哈街頭夢  

葫蘆墩分館�視聽室（48 個座位）

11/05（六）10:00 心鎖   
11/05（六）14:00 皇家風流史  
11/06（日）10:00 幸福心療程  

11/06（日）14:00 金盞花大酒店  
11/12（六）10:00 天使的微笑   
11/12（六）14:00 麻辣嬌鋒  
11/13（日）10:00 女僕  
11/13（日）14:00 燃燒鬥魂  
11/19（六）10:00 尋找幸福的起點   
11/19（六）14:00 鋼鐵人 3   
11/20（日）10:00 為你存在的每一天   
11/20（日）14:00 美國狙擊手  
11/27（日）10:00 曾經愛是唯一   
11/27（日）14:00 叛諜謎情  

大墩分館｜葫蘆墩分館　影片播映表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 播映前發號碼牌並開始入場，座位額滿為止。進場前請務必戴口罩（口罩請自行準備）。
★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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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 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 18歲不得觀賞。    
★ 本期各場次活動可能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滾動式調整，敬請見諒（請依各館公告為準）！ 

臺中市藝術亮點

臺中市立圖書館

歡迎利用通閱服務

跨館取書

笑嘻嘻 #scc #smilecc 　汪柏成個展

111/07/02 六  －
　112/01/02 一

  臺中日月千禧酒店
　一樓及藝術空間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77號）

 免費　
04-3705-6000

藝術家汪柏成一幅幅撫慰人心的動物笑像，喚醒純真

與情感，弭平浮躁緊繃的情緒，用不囿時空的微笑力

量，遠播美好盼望。

紫要你幸福－趙純妙膠彩創作個展

09/15 四  － 11/14 一

週一至週四 11:00-21:30
週五至週日 11:00-22:00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A棟 12樓）
  免費　
 04-2225-3456#214

趙純妙以「自然為師」的藝術信仰理念，展現親近

自然、熱愛環境的想望，作品兼具典雅之美及返璞

歸真之感，展現親和愉悅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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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筆莊－陳景聰筆藝展

11/01 二  － 11/16 三

　09:00-21:00（週一休館）
 大墩文化中心
 免費
0932-645-926

陳景聰先生，為登錄文化資產「毛筆製作」技術保

存者，此次展出 60年代後製筆的工具，及純手工
製作毛筆百道工序的繁雜過程，呈現工藝之美。

「絲漾．絕色」－蕭明輝新水墨個展

11/01 二  － 12/2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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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細如絲線的水墨線條變化，諸如密集重疊、橫豎

長短、直曲弧線等方式來創造出具有空間感、旋律感

及不同的氣氛與想像的作品。

《現代的生活羅漢》陳和霆創作個展

生活羅漢，意指在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態，將其

流動的面向，透過雕塑的素材，賦予泥土丶石頭另

一種生命的樣貌，以呈現情感。

10/25 二  － 12/25 日

10:00-18:00
（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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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墨揮漓 水墨畫

10/01 六  － 12/29 四

11: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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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琹，啟蒙於清水服務站，結識一群喜愛畫
畫的同學，從此步入了學習的道路，讓繪畫豐

富人生。

簡惠伶老師師生聯展

11/01 二  － 11/29 二
　10:00-16:00

 臺灣太陽餅博物館
（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
段 145號 2樓）

 免費　
04-2229-5559

旅行與繪畫有許多相同之處，駐足美景當下凝視風景

的片刻美好，回憶行囊裡填滿旅行的足跡，是端坐時

的風景，是畫裡的筆觸印痕。

樂享－曾啟文油畫展

11/01 二  － 11/30 三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臺中朝富分行
（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139號

1、2樓）
 免費　
04-2252-2256#15089

作品以厚實的顏料堆疊，展現出親情的濃郁，用輕

快流暢的筆觸，表現愛情的愉悅，展現浪漫多彩的

創造力。

自然，故事，及言語：
陳芮祺、何忠翰、張維晏三人聯展

 10/01 六－ 11/30 三

　週一至週五 09:00-20:30
　（週二晚上公休）
　週六 09:00-18:00、午休 12:00-14:00

  和顏牙醫診所
（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 3段 102號

2樓）
 免費　 04-2531-7189

三位藝術創作者透過繪畫、插畫與書法，融會自

然、故事和言語的創作配方，試圖催生出後疫情

時期關於美的詮釋及獨白的「高勉藝力」。

雋永如詩－林永祥油畫個展

11/01 二  － 11/30 三

11:00-19:00
 松風閣畫廊松竹旗艦店
（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349號）
 免費　
 04-2247-4215

所有造型、色彩、均在高度的簡化與淬鍊中，將紛

繁、雜亂的外界還原到繪畫的單純性，創作出東方

美學哲思的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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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民管樂團年度音樂會：
市民之聲 VII—夢響世界

 11/18 五 19:30（19:00入場）
  中山堂（思達音樂協辦）
 400,600,800元（OPENTIX售票）
04-2260-0742

臺中市民管樂團將帶來兩首令大

家耳目一新的日本遊戲音樂改編

樂曲，希望大家來和我們一起夢

響世界。

其他藝文空間
★  投稿方式：欲於 1 月號《文化報報》刊登訊息之藝文團體，請於 11 月 20 日，將文字檔以

word 檔附寄，圖片檔解析度 300DPI，投稿請寄至 chiefad8888@gmail.com 或電洽 04-2422-

2277 齊小姐，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之權利。

微當代文創—2022「戀戀瀨戶內」
文化交流寫真展臺中展
時間｜ 11/01（二）－ 11/06（日）
　　　 10:00-17:30
地點｜ Smohouse思默好時好睞空間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 208號 3樓）

藉由「戀戀瀨戶內」文

化交流寫真展的舉辦，

透過攝影展的作品觀賞，

以及現場導覽介紹，體

驗、回憶、預習日本全世

界代表性三年一度的「瀨

戶內國際藝術祭」，以

及了解日本離島的風情。

一葉一菩提—高閑至 / 葉底繪畫創作展
時間｜ 11/03（四）－ 11/27（日） 
　　　 09:30-17:30
　　　（週一休館，午休 12:00-13:00）
開幕式｜ 11/03（四）14:00
地點｜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傳習館
電話｜ 04-2375-9366

在生命種種微不足道之處，

或許覺知、智慧，就藏在

幽微混沌不明之中……葉

底，就是一般俗稱的茶葉

渣。若能用心觀照，通過

覺性，仍舊能夠發現蘊藏

在其中的慈悲與智慧！

雞屎藤舞蹈劇場《許丙丁文學舞蹈，
劇場─ 府城仙怪誌》
時間｜ 11/06（日）17:30
地點｜臺中刑務所演武場（道禾六藝文化館）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號）

原作許丙丁先生《小

封神》描寫臺南三宮

三廟的正神與偏神發

生的事端趣事，筆調

幽默充滿諷世意味，

可謂為臺灣近代版的《封神演義》。雞屎藤舞蹈

劇場以掌中戲與舞蹈交錯的鮮活畫面，述說臺南

神怪文學激昂的戰意與戰敗的傷痛情緒。

「速寫品味」-孫少英新書發表會
時間｜ 11/19（六）08:30-12:00
　　　 12/03（六）10:00-12:00
地點｜11/19臺中文學館（臺中市西區樂群街38號）
　　　  12/03益品書屋（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 361號）
臉書｜孫少英水彩畫家 FB、盧安潮 FB
電話｜ 04-2326-3928

92歲的孫少英老師新書
又來啦！他說：「除了

畫水彩以外，在旅行時

總會畫一張八開速寫。

速寫到底要如何有品味

呢？邀請您來參加新書

分享會，席位有限，請先預約報名。 

3-4歲 QQ團班付費插班試上課程

 11/05 六、11/12 六
　11/19 六、11/26 六  09:00

  梅苓meiling國際打擊樂
   豐原教室
（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49號2樓）　

04-2525-0011

這是一門教父母『如何引領孩子進入奇妙音樂世

界』的課程 ,強調親子互動，讓您與孩子共同成
長一起創造快樂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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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五 19:30（19:00入場）
  中山堂（思達音樂協辦）
 400,600,800元（OPENTIX售票）
04-2260-0742

「湖心亭」是臺中市的代表徽誌，坐落

於臺中公園日月湖中，該湖原係自然水塘，

經人工整修後，水池約有 4,100坪，湖心亭
（池亭）係明治 41年（西元 1908年）10
月為慶祝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典禮所建，來臺

主持通車式的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曾於此亭

休憩、觀看表演。該亭自日治時期便已列為

「紀念保存」，至今雖經歷多次整修，但外

觀仍大致維持不變。

湖心亭的建築是由兩個旋轉 45度角的
正方型亭子，加上一個長方型走廊所組成，

採雙併式頂涼亭，白色混凝土斜角扶臂柱，

木造梁柱及窗扇，屋頂以及簡單又生動的弧

線揚起，頗有中國江南亭子的反宇效果，四

組方正的秀面構成立面的主身，八片屋面配

上四組「鱷魚眼」氣窗，增進空氣的對流，

是臺灣早期「擬洋風建築」概念下的著名建

築，可謂融合了日式典雅及西式穩建，戰後

改名「湖心亭」。多年來為臺中市的重要標

誌，市徽更是

以湖心亭為概

念，做為代表

展現其在臺中

的重大意義。

湖心亭的空間結構中間為聯廊與露台，

聯廊原為敞開的空間，聯廊兩側未裝窗扇，

二個方亭的外圍則有裝置門扇，大面積的門

窗隔與扶壁牆體和透空的敞廊，虛實比例恰

當，二段的弧形陽臺與透空欄杆，配上斜角

扶壁柱益使整個立面舒展活潑，因此立面規

則性的分割也成了設計時的重點。

湖心亭除具有「臺灣縱貫鐵道通車典

禮」和「閑院宮載仁親王蒞臨」二項歷史意

義外，其建築之美更使其成為臺中地標與市

徽。它是臺灣早期「擬洋風建築」極優秀的

作品，有其關鍵性和稀少性。尤為珍貴者在

於它經歷了百餘年的歲月，許多建築都因周

遭環境變遷，湖心亭卻因公園池水與林木的

陪襯，始終未有多大的改變，實屬可貴。如

果您有機會來到臺中，不妨安排一個悠閒的

午後在公園中漫步，造訪湖心亭，感受因其

建築空間對稱性帶來的美感體驗。

文．圖｜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永恆的臺中意象—市定古蹟中山公園湖心亭

地　　址｜臺中市北區公園路 37之 1號
開放時間｜ 修繕工程中暫不開放，期待完工後

與市民們再見面。

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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