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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團隊演出 

水漾滑梯 

斯里蘭卡團員參訪大二結社區 
體驗官將首 

 

 

  

 

 

 

 

                                                        文•圖/黃銘篆(童玩節總承辦) 

2022 的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於 7 月 2 日在宜蘭

縣冬山河親水公園正式拉開序幕，活動在籌備期間，

就遇到了許多波折，首先要克服因疫情所帶來的影

響，光是聯絡國外團隊就是一大難題，今年三月起台

灣的疫情嚴峻，讓國外團隊參加童玩節活動有所卻

步;期間又遇到了俄烏戰爭，部分想參與的團隊因其

會籍被停權而無法到訪，從籌備到活動開始中期（111

年 7月下旬）我們持續在聯絡各國團隊，但最終惟有

斯里蘭卡團

隊帶來精彩

又道地的民

俗 舞 蹈 表

演。 

    今年童

玩節進行許

多針對防疫

的 對 應 工

作，例如：全

園區：1.進

入園區期間全程佩戴口罩。(除用餐與進入水域戲水

外)2.工作人員與演出人員均進行健康監測，若有身

體不適、快篩陽性者禁止入園服務或演出。3.公共空

間及廁所等區域勤於消毒，並視人潮狀況增加消毒頻

率。水域：1.加強民眾入水前的消毒工作，五大戲水

設施入口處都安裝防疫門，讓遊客脫下口罩進入水域

前，可再進一步清消，比一般游泳池要求更嚴密的防

疫措施。2.開園期

間委由專業水質管

理團隊進行水質管

理，並每小時進水

質檢測，每週由主

管機關進行至少一

次的水質檢驗，另

由第三公正單位每

週至園區進行一次

水質檢驗。陸域：1.

每日園區各場館設 

 

 施開館前完成清消作業，並定時加強重點區域清消。

2.用餐區每日開館前完成清消作業，並視人潮狀況增

加清消作業頻率；民眾離開用餐區或用餐結束立即佩

戴口罩。另外為避免民眾長時間的排隊群聚，針對各

展館及親子探索劇場之演出，皆規劃預約系統，使遊

客可以在疫情期間安心的在童玩節遊玩。 

  本屆童玩節持續維持四大主軸「演出、遊戲、展

覽、交流」進行內容的規劃及展現：演出部分除了原

有之國際民俗團隊邀請外，亦委請國內具國際性之專

業演出團隊參加，並規劃親子探索劇場之演出內容，

使本年度之演出內容更具多元性；遊戲部分除了傳統

的水域遊戲及河域體驗式活動外，本年度亦增加具刺

激、冒險性之陸域體驗式的「空中腳踏車、高空滑降」

等設施，使遊客有不同以往的體驗，並可以避免人群

過度集中於水域，造成防疫的難度;展覽部分則導入

科技的元素，讓遊客透過展覽體驗各種不同的樂趣，

達到寓教於樂的功能。交流部分雖然本年度僅斯里蘭

卡團隊到訪，但我們也邀請大二結及宜商組成的聯合

團隊，作為親善大使，進行親善交流活動，安排參訪

大二結、結頭份、白米等社區，透過這些社區的參訪

及文化體

驗課程的

安排，也

讓團隊認

識並體驗

了宜蘭的

歌仔戲、

陣頭文化

及捏麵人

等。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使 2020及 2021的童玩節停

辦，但 2022 童玩節的辦理再度讓國內外民眾及團隊

了解，宜蘭及臺灣在這一波疫情已經挺過來了，就像

在本年度的閉幕式一樣你我都已經買好通往 2023 童

玩節的車票，期待明年度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再度蒞臨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完成屬於自己心中最

快樂的暑假作業。 
 

 

111 年 9 月 第 87 期 

林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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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導小朋友想像在海邊 楊老師指導小朋友製作 
小朋友的作品 

聆聽老師的講解 看看 我們的燈塔漂亮喔 

 

〜燈塔創意立體造型研習〜 
                                             文•圖/沈美華(宜蘭美術館) 

 

隸屬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的宜蘭美術
館，為了落實藝術教育向下扎根，每年的年度
計畫都會安排一系列的相關課程活動，今年
雖然預計整修場地而暫停開放，但為了讓小
朋友擁有一個充實的暑假生活，依然在暑假
期間推出多項「YMOA 美術教室：藝同 Fun 暑
假〜2022暑期美術課程」，7月 24日上午在
宜蘭美術館舉辦「眺望光的守護者〜燈塔創
意立體造型」手作 DIY 活動，由曾任村落美
學策劃的楊涵茵老師以及潘勁瑞老師擔任講
授，帶領大家動手做燈塔。 

潘勁瑞老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美
術創作研究所油畫組碩士，現任宜蘭縣立東
光國中美術班教師，專長版畫，多次參與比賽
屢獲獎項。 

當天夏日炎炎，早上 9 點鐘就已經是汗

流浹背，課堂上的小朋友卻興高采烈，個個用

心聽講，在兩位老師的引導下，讓大夥兒發揮

想像力，想像著自己優遊在無痕的海邊，沿著

海岸線踏浪欣賞著湛藍美麗的風景，感受海 

 風吹拂的沁涼及海天一線相連的壯闊，倏忽
來到了燈塔底下，眺望船隻的守護者，燃起光
明無限之希望…種種的想像。 

再透過老師的詳實介紹講解，運用大小
不同的紙餐具挖洞、堆疊，結合形版、彩繪、
黏貼，將虛無的想像創作出屬於自己心中獨
一無二的燈塔，在手忙腳亂下，作品終於完成
了，小朋友個個興奮不已。 

感謝兩位老師帶來精彩豐富的課程，讓
學員體驗了不一樣的美術課，也感謝所有學
員熱情的參與，讓我們的課程圓滿順利，最高
興的是看著小朋友專注的表情，捧著親手製
作的作品，雀躍不已，希望這座專屬的燈塔散
發出來的光芒，可以為每個人指引走向康莊
大道。 

宜蘭美術館因休館期間詢問者眾，在不

影響動線與安全考量下，決定於 8 月 9 日正

常開館展出「情懷大地〜2022 林顯宗歸鄉

展」，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17:00，

歡迎舊雨新知蒞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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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公學校老師與學生在陡門合影 
(羅東公學校卒業冊） 

約 1969(民國 58)年的十六份圳陡門和涼亭 
(吳菊芬女士拍攝) 

站前南路穿梭於住家間的 
「十六份圳」 

 

文・圖/林麗貞(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隊長) 

當您來到羅東鎮東安社區，在活動中心旁會

看到一條美麗的河流，沿岸豎立一根根設計精美

的標示柱，上刻有醒目的「十六份圳」四字。但

其實這條河水不是「十六份圳」是「十六份圳排

水」，清朝和日治初期稱呼「羅東溪」又被稱「南

門圳」，後陸續有多種稱呼: 「南門港」、「南門

河」、「南門川」「羅東溝」、「阿束社溪」、「東川」、

「大港」等，而現在則統稱「十六份圳排水」。而

真正的「十六份圳」因水路較小又被建築物和圳

路加蓋所遮蔽而被大眾疏忽它的存在!常被誤以

為「南門河」就是「十六份圳」，東安社區沿岸的

標示柱更誤導眾人! 

    1905 年由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蒐集整理宜

蘭境內的埤圳資料《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內，

就有對「十六份圳」流域及灌溉區域有敘述:「金

和順圳」又稱十六份圳，在羅東堡羅東溪上設陡

門往南方開圳引水，灌溉十六份庄部分田甲，貫

流同庄，水尾在到達九份庄界時再流入羅東溪。 

    陡門通常叫做閘門，就是水門，用來導圳水

流或控制水量等，又有排水之功用。「金和順圳」

陡門在清光緒 13(1887)年建造，以樟木為材，明

治 30(1897)年以水泥新建。這陡門老羅東人都留

有極深的情懷，就近的羅東公學校校史館還留有

老師與

學生在

陡門的

合影。

利用陡

門擋住

的水量

可遊船

賞景和

舉辦龍

船賽，想必現羅東人家裡多多少少都還有陡門未

拆除前的風景照。我們循著圳水走，除羅東國小

到站前南路及過天祥路部分被加蓋於地下外，餘

都未加蓋，還很清楚看到豐沛的圳水仍繼續灌溉

東安里、羅莊里、新群里等十六份庄農田。 

 從站前南路石頭屋牛排館前，7-11超商旁就

能見到穿梭於住家間「十六份圳」，東流越過鐵路

在村却國際溫泉酒店與明進糖果行、宏豪企業社

商家間狹縫就是「十六份圳」，現被商家在水圳上

違建當其倉儲加上新蓋大樓，完全看不出來這區

段有一條古水圳。越過天祥路的羅莊街就是沿

「十六份圳」水路建設，那彎彎曲曲的羅莊街也

是我們找尋水路的密碼。在魏姐包心粉圓企業總

部前，有一座由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建置的

「十六份圳一號抽水機」，是「十六份圳」與「十

六份圳排

水」兩水路

最接近的

地方，之後

仍各奔前

途。張達猷

古厝正門

前望「十六

份圳」，後

倚 「十六

份圳排水」，昔船運之便與鹽館相望。「十六份圳」

末尾是在羅莊大排與冬螺圳匯合處，見一座古渡

槽跨越冬螺圳，現在雖已無水渡過停用，但可顯

見「十六份圳」曾灌溉九份庄。 

   「十六份圳

排水」現經進行

「十六份圳排水

下游段水環境改

善工程」，岸邊又

闢建自行車道，

現 已 成 民 眾 休

閒、運動、觀光的

水路。而「十六份

圳」眾人甚至忘

了它的存在，但

仍與往昔一樣默

默地灌溉十六份

庄的農田，只盼望能早日還原它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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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中興文創活動海報 

4/24綠博活動演出 

5/29中興文創活動演出 

 

〜跟著「行動書車」來聽醜小鴨說故事〜 

文•圖/邱芷涵(醜小鴨故事劇團團長) 

 

 

用閱讀認識世界，用書本開啟智慧，行動

巡迴書車，上路囉！ 

    111年 2月 17日在長期致力閱讀推動的

「財團法人秀春教育基金會」，以秀春文教基

金會創辦人吳岳老師其伯父之名「游林清陽」

為書車命名，完成行動書車贈車儀式後，就開

始巡迴縣內國小校園、社區發展協會、長青食

堂、親子館、育幼院、各展區等，提供圖書借

還、辦證服務，配合各場域辦理適性閱讀推

廣。 

    醜小鴨故事劇團，也與有榮焉的配合行

動書車進行「綠色博覽會場次」和「中興文創

場次」共兩場的說故事活動，透過生動的故事

劇場表演方式，結合歌曲與簡單的帶動唱跳，

帶領現場大朋友小朋友跟著故事老師們，沉

浸在繪本裡的有趣情節，跟著書車將滿滿的

歡樂帶給大家。 

    芷涵深深覺得，能在如此險峻的疫情下

辦理故事閱讀推廣，真的很不容易，而行動書

車與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心翼翼的選擇戶外

開闊的場地辦理活動，就是為了能讓粉絲們

安心、開心且親子和樂的聽故事！天氣雖然

炎熱，但是故事老師們依然歡喜奉獻、開心分

享……，就連汗水都來不及擦拭，在粉絲們掌

聲如雷的歡迎下，馬上又是一段精彩的故事

戲劇。就這樣，故事老師們，打開繪本、說演

故事、散播書香、舞動歡樂，一次次將閱讀的

喜樂分享給現場開心的大家。 

    感恩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陳科長的大力推

薦，感恩詩人，同時駕駛行動書車的書車叔叔

〜曾貴麟作家的支持與讚美，感恩每一位醜

小鴨故事老師的付出，感恩就像一家人的每

一位。 

 

 

 

 

 

 

 

4/24綠博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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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嘉慶老師主講 

參訪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參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參加文化部全國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心得〜 

                                          文•圖/李宏毅(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志工隊隊長) 

 

文化部為促進志工幹部回歸志願服務初衷

的感動，增進對志願服的信念，強化志工管理與

領導知能，特委託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辦理 111

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習訓練活動。 

活動日期為 7 月 28 日，研訓主題為「文化

志工的專業 VS專業的文化志工」，參加對象為各

文化志工運用及管理單位所轄志工團隊幹部，活

動內容包括：林業文化景觀參訪、林業文史資料

踏查、專題講座、皮革手作體驗、志工交流及心

得分享等。 

活動首站來到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透過林業

志工精闢詳實的解說，帶領學員們回朔昔日羅東

林業榮景，並深入瞭解日治時期林場運作方式及

各項設施。園區內的貯木池如今已成為重要的生

態池，除了提供鳥類、魚類、植物及其他各種生

物生養棲息外，更提供了羅東市區溫度調節功

能，堪稱為「城市綠肺」。 

中午在壯園穀倉享用饒富意趣的「割稻飯」，

仿效往日農夫們大碗公吃飯、大口喝湯、品嚐宜

蘭特有的西魯肉和外冷內熱的糕渣，並重新回味

了兒時最愛的麥芽糖零嘴。餐畢移師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體驗過皮革手作後，進入主題課程，由

方嘉慶老師主講「專業的文化志工 VS 文化志工

的專業」，老師特別強調，文化志工從事志願服務

時，除了專精於專業領域與服務熱誠外，最重要 

的是溝通能力，文化志工身為訊息傳達者、服務 

 

 的對象為訊息接收者，在解說服務的過程中有幾

個環節，包括訊息的編碼、訊息的傳遞、與接收

者的解碼，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出問題。如何

知曉我們服務的對象是否清楚無誤的收到我們

想表達的意思呢？此時對象的回饋就非常的重

要了，因此我們

在解說服務時，

不能只顧著說，

而必須全程與被

服務的對象有良

好適切的互動，

觀察對方的反

應，必要時可以

徵求其意見，否

則只是自說自話

或是各說各話，

無法確實提供良

好的服務品質。 

由於時程緊迫，專題講座結束後安排的傳藝

中心導覽無法深入，聽完簡要的解說後就不得不

各奔歸途了。此行最大的收穫就是透過專家的闡

述，重新體認志工服務的精神精髓。此外，有機

會結識不同專業領域的文化志工，在與志工伙伴

們交流後，再次激起了服務的熱誠。感謝文化部

及主辦單位提供了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也謝謝所

有志工夥伙伴們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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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情 

古典吉他 谷關春色 

滿載而歸 阿爾卑斯山 

澎湖農莊 

 

〜2022林顯宗老師歸鄉展〜 
文•圖/凱 嵐(宜蘭美術館) 

    出生於 1933(民國 22)年宜蘭縣蘇澳鎮的林顯宗老師，在 19 歲的年紀即離開宜蘭北上就業，

因為喜愛畫畫，利用閒餘時間向張義雄老師拜師學藝，也因為畫而結識了當時同在學畫的林瑞珠

小姐，進而在老師作的媒於 1963年連結為連理。 

本來開始畫畫是趣味，因為喜歡畫而畫，而當來到知命之年，聽了鼎鼎有名的岳父林玉山先

生一席話「你是要做生意？還是要當畫家？畫圖應該要發表、要受審查、要被肯定才行。」，因而

從 1983年開始參加比賽性質的展覽，之後年年參展且得獎，不再默默無名愛畫而畫，岳父的鼓勵

成了人生的轉捩點。 

    「情懷大地」在去年(2021年)展過，因為碰上疫情而休館，看過這檔畫展的人並不多，今年

宜蘭美術館原定在「正典與延異」展完後，進行整修工程，休館期間有多人詢問何時開放參觀，

因此決定在 2022年 8月 9日起再次展出「情懷大地」，讓去年無緣參觀的觀眾一睹芳澤。 

    寫實是最直接的藝術，1970年代興起鄉土寫實，從民情采風至風土特寫，多以農家生活、廟

宇古厝、自然人文等作為繪畫題材；從大自然中之海水性柔、岩石質堅，林顯宗老師越來越能體

會繪畫與人生道理，並持之以恆對繪畫的認同與行動而得到「鐵牛」的封號。 

林老師用生活周遭瑣事化為彩筆，將鄉土的美延伸在畫紙上，作品粗獷中有細緻、華麗中不

失淳樸，本土色彩厚重濃烈又實在，完全與鄉土性格吻合，充份表達台灣的生命力。 

展覽日期：8月 9日至 10月 30日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17:00 

歡迎到宜蘭美術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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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楊慧婷(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 

 

 

那年仲夏的晚上 

是你在台旅遊的最後一晚 

我決定帶你去冬山伯朗大道 

 

月亮很圓 

我們坐在摩托車上 

一人一杯 Latte 

晚風輕輕地吹著 

眼前一片稻穗舞動 

彷彿可以在上面坐船到遠方 

 

你說這很適合聽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我說才不是，那首比較適合在鬼屋撥放 

你拍我的後腦勺 

 

今年仲夏的晚上 

我拿著一杯 Latte 

一個人在冬山伯朗大道 

聽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你說你確診了 

醫院沒病床 

只能在家休養 

 

我說我去找你 

你說我瘋了 

叫我拍攝冬山伯朗大道給你看 

就好 

 

朋友 

請你保重 

明年仲夏 

我們再一起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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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內      容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常設展「紙說 中興造紙故事」 1月 1日~12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常設展「老懂軒」  1月 1日~12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幹部會議 

 

7月 5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7月 7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暑期美術教室(記錄蘭陽好生態) 7月 9日 羅東文化工場 

暑期美術教室(看見蘭陽野生魅力) 7月 17日  羅東文化工場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服務台培訓 7月 20、25日 

 

羅東文化工場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增智見學活動 

 

7月 31日~8月 1日 澎湖縣 

暑期美術教室(眺望光的守護者—燈塔創意立體造型) 7月 24日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幹部會議 7月 28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8月 4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文化部績優志工團體獎面訪 8月 6日 台北市 

暑期美術教室(飛翔天際樂遨遊—繽紛夏日玩色彩) 8月 7日 宜蘭美術館 

暑期美術教室(與梵谷有約—綻放生命的鳶尾花) 8月 7日 宜蘭美術館 

〈情懷大地-2022林顯宗歸鄉展〉開展 8月 9日 宜蘭美術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支援 2022國際童玩藝術節說故事表演 8 月 10 日 五結鄉親水公園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服務台培訓 8月 13、16日 

 

羅東文化工場 

暑期美術教室(燦爛的祝福—有玫瑰花的靜物) 8月 14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支援七張社區歡歡喜喜扮歌仔戲 8月 18日 宜蘭市 

暑期美術教室(幸福綿綿—拓印布包玩創意) 8月 21日 宜蘭文化中心 

文化大使志工團協助 111年祖父母節擺攤活動 8月 21日 羅東運動公園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團巡-踏尋三貂嶺舊鐵路隧道 8月 21~22日 

 

新北市 

文化大使志工團工作協調會 8月 25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大使志工團志工成長培訓-話說噶瑪蘭舊地名- 8月 25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大使志工團辦理太平山林業文化參訪 8月 27 日 太平山 

醜小鴨故事劇團志工培訓 8月 27 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工作協調會 8月 31日 羅東文化工場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  9月 3日 宜蘭市化龍一村 

 2022 映像節映像:印象 9月 3日~10月 2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幹部會議 

 

9月 6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暑期美術教室 9月 7日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季會 9月 21日 宜蘭美術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 

每月週日 宜蘭市化龍一村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1、3週日 羅東鎮仁愛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2、4週日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2、4週日 蘇澳鎮立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第 1週六 冬山鄕順安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寶貝聽故事」 每月第 3週六 宜蘭市化龍一村  
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寶貝聽故事」 每月第 3週六 羅東鎮仁愛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