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專題

闔家幸福 歡樂宜蘭年
Happy Family, Joyful Yilan Year
親愛的朋友們，2017 新年快樂。
緊接著的迎新春、辭舊年，家家戶戶準備要大掃除、辦年貨、作粿、寫春聯、守歲，一
家人圍爐時刻收藏共同美好記憶。團圓是生命中與家人跨越時空相聚湧向彼此的暖流，
再遠、再忙，也定要趕回家吃頓年夜飯，我們也歡迎遠離家鄉的新住民與我們一起體驗
臺灣傳統過年的習俗與文化。
邁入第二十四年頭的「歡樂宜蘭年」，有別於臺灣其他地區的年節活動，從一開始及分
別舉辦的宜蘭運動公園，接著五結、礁溪、員山、羅東、宜蘭市等地，今年我們來到全
臺灣最美最有人情味的冬山火車站舉辦。希望鄉親朋友們全家一起來「圍爐、看熱鬧、
拿紅包、行春過新年」，在精采的「歡樂宜蘭年」晚會中，感受全國最有年味的春節文
化活動，共享宜蘭傳統年俗的氛圍。
春節期間，一連串的藝術人文展演與行春活動，歡迎各位鄉親相邀全國的親朋好友們，
一起來宜蘭走春、品嚐在地甘甜茶飲，享受慢活幸福的宜蘭年。
Dear friends, a Happy New Year 2017 to you all!
And shortly following is the Chinese New Year. To ring out the old and ring in the new, households are
preparing for the annual spring-cleaning and Chinese New Year shopping, making glutinous rice cakes,
writing spring couplets, and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the whole family will gather around the stove
and stay up late to recall the fond memories over the past year. “Reunion” is about moving towards
family get-togethers, regardless of time or distance; it is about rushing home for New Year’s Eve dinner
no matter how far or how busy. Thus, we welcome all of you and new immigrants who are far away
from your hometown,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aiwan’s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s customs and
culture with us.
Coming into the 24th year of “Joyful Yilan Year”, we’ve chosen Taiwan’s most beautiful, most hospitable
Dongshan Train Station for this year’s event, where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gathering around the
stove, watching the fun, receiving red envelopes, and taking a ‘Spring Walk’”. In the excitement of the
“Joyful Yilan Year” evening party, you will experience the Spring Festival with the best Chinese New
Year’s atmosphere in Taiwan, added with the taste of Yilan.
So come to Yilan for the New Year Spring walk during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sample the local sweet
tea, and have a leisurely, joyful Yilan Year.

2017 歡樂宜蘭年紀念紅包

皆さま、まもなく新しい 2017 年の年明けです。
旧年を送り新春を迎えるこの時期、各家庭では大掃除や、正月用品、お餅、春聯、年越しの準備に追われなが
らも、思い出に残る、一家団欒の楽しいひと時を過ご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しょう。一家団らんとは家族と共に過
ごし交流することであり、どんなに遠く離れていても、また忙しい状況でも実家に飛んで帰り、共に食卓を囲
むことです。さあ、故郷を離れた新住民の皆さんも私たちと一緒に台湾の伝統的な年越しの習わしや文化を体
験しませんか？
第 24 周年目の「楽しい宜蘭年」の集い。今年は台湾で最も美しく、人情味溢れる冬山駅で開催します。ご家族、
ご友人揃って、「炉を囲んで賑わい、紅包（祝儀）を得て、新年を迎える」、すてきな「楽しい宜蘭年」の集
いへ足をお運びください。台湾で最も人情味のある春節の文化活動を体験し、宜蘭の伝統的な年越しの雰囲気
を味わう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春節期間中、多くの皆さまが宜蘭を訪れ、当地の甘いお茶を堪能し、心ゆくまで宜蘭年の集いを楽しまれるこ
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친애하는 여러분 , 2017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
얼마 후 바로 새해를 맞이하면서 지난 한 해를 보냅니다 . 집집마다 대청소 , 명절 먹거리 준비 , 음식준비 , 춘련쓰
기 , 수세 ( 守歲 ) 하면서 온가족이 함께 외이루 ( 圍爐 ) 하는 시간으로 공동의 아름다운 기억을 남깁니다 . 가족
과 모인다는 뜻은 삶에서 공간과 시간을 넘어 가족들에게 서로의 따뜻함을 전달하여 아주 멀리 있어도 , 매우 바
쁜 생활속에서도 모든 방법을 동원하여 고향에 가서 가족과 함께 새해맞이 식사를 합니다 . 그러므로 고향을 떠나
서 온 신주민들이 저희와 함께 타이완 전통 새해맞이 풍습 및 문화 체험하기를 환영합니다 .
제 24 해를 맞이하는「즐거운 이란 해」는 타이완에서 제일 아름답고 인정미가 제일 많은 동산기차역에서 개최
합니다 . 온가족이 함께「외이루 ( 圍爐 ), 재미있게 즐기기 , 세뱃돈 받기 , 봄나들이로 새해 맞이」하기를 희망하
면서 멋진「즐거운 이란 해」 저녁 행사에서 전국에서 새해맞이 느낌이 제일 많은 춘절문화이벤트를 느껴보고
인란인들의 전통 새해맞이 풍습에 대한 분위기를 함께 즐깁시다 .
춘절기간 이란방문을 환영하며 현지의 차 음료를 맛보면서 다운시프팅의 행복한 이란 해를 즐깁시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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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歡樂宜蘭年
闔家幸福

今年正值雞年，取「雞」和「家」台語諧音相同，以『闔家（雞）幸福』為今年活動主題，
傳達宜蘭是一個大家庭的幸福概念，我們邀請全縣縣民一起來過宜蘭年，從千人彩繪
幸福燈籠拉開序幕，接著一連串除舊迎春、送神暨筅黗儀式、除夕守歲晚會、趕年獸、
文化行春等活動。
全國春節期間最有年味的活動─「歡樂宜蘭年」，23 年前從宜蘭運動公園開辦後，今
年迎新 Party 移師至冬山鄉舉辦！場地以臺灣最美麗驛站之稱的冬山火車站為起點，順
著街廓、商家的主題布置及街景燈飾裝置藝術，串連了老街、商家、天照宮、生態綠
舟等地，讓整個冬山街頭呈現濃濃的年節氛圍。相關系列活動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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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宜蘭年 - 期前迎春活動

12/1（四）-1/22（日）

闔家踏新春
踩街活動

1/22（日） 9:00-11:00

千人彩繪幸福燈籠
「歡樂宜蘭年」活動會場四周，特別準備了 1000 顆大小燈
籠組成一個象徵幸福的「葫蘆燈」地景，邀請全縣 12 鄉鎮
市社區、縣民及新住民、原住民與縣長、議長及今年共同
承辦的冬山鄉鄉長，一起在幸福燈籠上，繪出他們心中最
幸福的事與新年新希望，也邀請大家一起到歡樂宜蘭年會
場來感受年節氛圍，大家共同來「許一個幸福的未來」。

踩街活動由縣長、鄉長等貴賓帶領冬山鄉各社區、學校進行創
意踩街，將冬山老街妝扮成生動的民俗技藝大街，於冬山火車
站、冬山鄉公所前廣場、冬山鄉農會停車場、定安宮前，四個
定點進行互動式表演活動，呈現年節的歡樂氛圍，一同歡迎各
地遊客到訪、共度新年。踩街沿途將發放幸「葫」香包、雞年
紅包袋，祈求大家雞年闔家平安幸福，歡喜一整年。

送神－筅 祭儀
「送神」係恭送百神返天庭。傳說眾神將向玉帝稟告過去
一年凡間的善與惡，焚燒的「雲馬」、「甲馬」就是神明
的交通工具。俗語謂：「大拼厝才會富」，送神後，要「筅
黗」（大掃除），才能對安奉神位與祖先牌位的神龕、觀
音媽聯、案桌（尪架桌與八仙桌等祭桌）進行除舊布新、
清潔整理。依據傳統「官三、民四」之古禮，縣政府選擇
在農曆 12 月 23 日（1 月 20 日）在冬山「定安宮」舉辦「送
神・筅黗」祭儀，一般民眾則在農曆 12 月 24 日（1 月 21
日）環境大掃除以迎接新年到來。
為顯示蘭陽平原「魚米之鄉、蘭人好客」之美譽，在送神
祭儀完畢後，
「定安宮」備有祈求平安幸福平安粥－鹹（平
安粥）、甜（山藥甜粥）各 250 份供參與祭儀活動之民眾
品嚐享用。宜蘭縣內寺廟因不同宗教信仰的要求及個人的
飲食習慣，也都有免費供應葷、素食及甜食等種類平安粥
/ 圓，提供到宜蘭旅遊或朝拜之民眾享用。

圍爐團圓宴

1/27（五）18:00-20:30

除舊迎春慶新年
「歡樂宜蘭年－除舊迎春慶新年」活動將於 1 月 22 日上
午 9 點在冬山火車站下廣場舉行，當天除了「歡樂宜蘭
年－闔家踏新春踩街」外，還規劃了二手物市集、春聯名
家揮毫暨版印年畫 DIY 及「台灣新年味」年菜介紹與體
驗，新年味除台、客家、眷村菜，還有原住民及新住民的
家鄉風味年菜。而宜蘭縣內的原住民，以及來自印尼、越
南、泰國的眾多朋友，也將一起分享他們熱情的音樂及舞
蹈，讓大家感受新年到的過年熱鬧氣氛。

「歡樂宜蘭年」1 月 27 日除夕當晚，冬山鄉公所
將在臺灣最美麗驛站的冬山火車站前中華路上，將
封街舉行席開 100 桌的「團圓圍爐宴」，端出一桌
12 道精選在地鮮美食材的好菜，歡迎民眾一起來
冬山團圓吃好料。一邊享受美食的同時，蔡佳麟、
朱立勛等知名藝人、團體將帶來優質的歌舞表演。
「團圓圍爐宴」的 12 道菜色，由阿力師擔任總主
廚，並以今年歡樂宜蘭年的主題『闔家幸福』為發
想設計，食材以宜蘭最嚴選之低碳旅程的在地特色
為基礎，輔以最養生料理方式，並提供最高標準之
安全衛生供餐保障來製作圍爐美食，食材元素有九
孔、生魚片、白玉烏魚子、鮑魚、龍蝦、櫻花蝦等，
製作成美味的料理。

菜單
五福大拼盤
五味九孔、生魚片、白玉烏魚子、蒜苗龍腸、沙拉鮑魚

香蛋酥沙公湯
新鮮大沙公、宜蘭飛虎魚丸、三星蔥湯頭

蒜味奄雞雙拼花壽司
雞、小黃瓜、龍蝦、沙拉等

黑胡椒燒子排
豬肋排、獨門黑胡椒醬

櫻花蝦蒸米糕
台灣純糯米、台灣香菇、豬肉、油香蔥等

清蒸海上鮮
台灣純糯米、台灣香菇、豬肉、油香蔥等

龍蝦沙拉雙拼鮮水果
新鮮龍蝦、沙拉醬、當季水果

熱炒三鮮、海蔘、鮮貝雙拼布丁
新鮮龍蝦、沙拉醬、當季水果

鹽烤鮮草蝦
精緻海鹽、新鮮大草蝦

每桌還附贈由「2016 冬山鄉十大伴手禮」精選組
成的精美伴手禮一份。

精緻海鹽、新鮮大草蝦
日本淮山、竹笙鮑魚、紅棗湯頭等

鴛鴦美雙味
芋頭丸、芝麻蝦餅

圓圓滿滿慶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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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圓、白木耳、福肉、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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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宜蘭年 - 除夕守歲晚會活動

1/27（五） 21:30-24:20

全台灣唯一的除夕守歲跨年晚會在冬山火車站前廣
場！精彩豐富的節目於晚上 9 點 30 分歡喜登場並
熱鬧至午夜，來到現場的民眾，將感受歡樂宜蘭年
帶來的滿滿幸福，大家將在倒數聲中喜迎新春，
並由縣長及貴賓們發送雞年紀念紅包給現場排隊民
眾，期盼新的一年好運旺來。

除夕晚會將由宜蘭武聖龍獅團帶來
舞獅及電音三太子的表演展開，並
由我們的大家長林聰賢縣長帶領現
場民眾一起啟動隆重的「起爐儀
式」，點燃歡樂宜蘭年火爐，祈求
來年闔家幸福。22 點起主舞台區由
宜蘭青少年國樂團以創新爵士編曲
手法展現跨界演出，還有薪武耀─
武藝學堂帶來「鑼鼓喧天」、「祥
獅獻瑞」、「武林高手齊聚一堂」
等武藝，悟遠劇坊和尬歌仔首獎文
化國中等人演出精彩的歌仔戲，以
及漢陽北管劇團帶來傳統年味的
「跳加官─五路財神迎新歲」。周
邊亦設置「遊戲闖關」攤位供大小
朋友挑戰，「許一個願．傳遞祝福」
提供傳統手寫的木片、3C 文字的
傳達及互動科技影像傳送，無論何
種形式，在活動現場都可實現您傳
送祝福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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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湸悅舞蹈團編舞籌劃的晚會重頭
戲─趕年獸，將結合現代手遊元素，
展現不同風貌的年獸，到底要用什
麼方法才能完成趕年獸呢？大家不
妨前往現場同心協力來完成這項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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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宜蘭年 文化行春

各鄉鎮春節
系列活動表

初一至初三於冬山火車站高架鐵橋下
廣場熱鬧登場，精彩絕倫的表演藝術，
在春節期間讓悠遊於冬山的民眾，除
欣賞美輪美奐的街景佈置也能觀賞到
各式精彩表演，享受最有文化氣息、
最具年味的歡樂氛圍，歡迎大家走春
前往觀賞。
初一邀請蘭陽戲劇團演出「紅絲錯」
大戲，初二及初三則分別邀請到潘芳
烈樂團、噶瑪蘭陶笛樂團、密絲特樂
團、小太陽爵士樂團、黃石口琴樂團
及利澤妞妞舞團等，安排各類型的演
出，展現多樣的音樂曲風，加上年輕
熱舞團隊，感受在地的熱情。除了精
彩演出外，初一至初五現場有文化市
集、年貨大街及好食光道之驛等展售
攤位，讓前來遊客可以買到文創商品、
有機農產品、傳統美食小吃與宜蘭名
產伴手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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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文化采風

「比沙拉馬岸」
延續老屋生命
推廣蘭陽原民文化

宜蘭的瑪嘎巴嗨原住民文化研究社長期爭取更多讓原住民文化曝光
的機會，日前團隊進駐文化局提供的閒置空間（原海岸巡防總隊營
舍），成立文創空間「比沙拉馬岸」（阿美族語是玩耍的地方之
意），盼望能一邊玩一邊推動原住民文化創意及藝術人文，建置一
個以原住民族為主軸的環境教育場所及藝文展演空間。
「比沙拉馬岸」創立的目標是想讓宜蘭各地投注生命熱情的原住民
工藝家和創作者們，有一個可以被欣賞、被認同的地方。從瑪嘎巴
嗨原住民文化研究社到現在的比沙拉馬岸，雖然走得顛簸艱辛，但
在阿美族人夥伴們的陪伴和共同努力下，他們的文化之路也愈走愈
寬廣。比沙拉馬岸位在蘭陽溪河口，原本是一個殘破老舊的空間，
在團隊進駐後，終於能夠延續這棟老屋的生命，正如他們努力的要
延續傳承原住民文化 。

目前瑪嘎巴嗨原住民文化研究社已完成
「比沙拉馬岸」初步整建，並積極邀請
在工藝、文學、藝術、美學、農業、環
境等領域深耕的行動者舉辦講座及實作
課程，和大家分享這個文創小區正在發
生的轉變，也讓參與的夥伴們，一起想
像在這塊台灣島嶼上的未來美好生活。
第一階段課程「漂流木裝置藝術創作課
程」，邀請幾位裝置藝術的老師，讓都
會區的原住民族人透過課程，進入漂流
木的寬廣世界，在漂流木再利用過程，
激盪藝術創作的靈感，更能夠深切體認
到環保意識的重要性。
現在，「比沙拉馬岸」正在開心的延續
老屋生命，如果你正好路過，歡迎探頭
打招呼，一起參與原住民文化的傳承！
壯圍鄉壯濱段 320 地號 ( 東港榕樹公園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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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山水 藝術創作邀請展
2016

2017

12.24 sat 02.12 sun
策展人潘勁瑞共邀集了創作名家廖修平、陳忠
藏、鐘有輝、賴麗雲、黃玉成、林雪卿、周孟德、
林章湖、許維忠、賴美惠、簡信斌、潘勁瑞、林
仁信、陳韋 、張賀榮十五位縣內與縣外各具特
色的創作者參與展出，藝術家們運用其擅長的各
種創作素材，如水彩、油畫、水墨、雕塑、版畫
等，以其獨特的視野與獨到的藝術詮釋，體現創
作者對藝術理想的追求及其所經歷的生命景色
經驗和感動。不僅是一場豐盛而多元的視覺藝術
饗宴，更藉此交流不同地域間創作者寶貴的創作
經驗，與熱愛藝術的朋友鄉親們分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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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修平 ＜山竹湖＞

「人間．山水」—
藝術創作邀請展

當代藝術的蓬勃，藝術家以細膩思
維與獨特觀點，運用多元的藝術創
作形式來參與當代社會與世界的脈
動，也讓藝術跟日常的接軌，更加
的頻繁、更加的豐富。藝術終究是
在人間，而創作也是人間心靈能量
放送的出口，在這個遠離自然的年
代，對於生活的詮釋，自是不同於
古人的山水。在不斷轉進的時空之
中，差異化的生活樣態，山水與人
之間的關係與定義，不僅僅是情感
的綻放，在感性與理智的交織處，
透露出對生命本質的關懷，對理想
的堅持、省思和批判。

作為一位日常的藝術工作者，
與所在的時空對話，或起或坐，
或行或住，在真實的生活情境
中，以藝術的形式，展現創作
者對生活的關照、詮釋與反思，
從日常的人間，探索內在的丘
壑。

廖修平 ＜迎福門ⅠⅡ Ⅲ ＞

而對於藝術創作者而言，藝術之
道，是一條孤獨而漫長的道路，沒
有任何捷徑，藝術創作者必須以無
比堅毅的信念，懷抱熱情與理想，
持續不斷地走下去，而這一路的景
色，正是創作者對生命不同階段的
感知與體驗，也是其對自我內在的
探索與對外在物象的見解。藝術作
品所呈現的，就是藝術家內在的創
作心靈對人生詮釋這充滿寓意與巧
思的山水景致。

古人巡遊富麗山川、壯麗平原，
從行萬里路間，悟出生命的道
路與真諦，東方的山水畫並非
對真實景色的描摹，畫家們不
拘泥於物體本身的真實性，而
是借景抒情，將心靈的思維，
寓情山林的形象，「山川使我
為山川言」，呈現內在的主觀
感知，這也是山水畫非常重要
的特徵。
許維忠 ＜抓住這一天＞

16

周孟德 ＜補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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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的夢土－
臺灣近當代水墨畫展

105/12/3（六）-106/2/12（日）
＠宜蘭美術館

「離散」（diaspora）是每個人生命歷程當中的必然或者出於某種偶然，人生際遇
因為離散而有轉變，歡欣、喜悅、離愁、期待等複雜的情感參雜其間。「離散」
在當代是常態，聚散離合，因為科技文明的發展，即便是根源的鄉愁也迅速成為
對話的對象；然而，近代以前或者近代之後，「離散」卻是一個實質存在，有時
顯性，有時隱性，那是魂遷夢想的鄉愁根源，同時也是文化認同的標誌。因此，「離
散」可以視為過去的追尋，也是未來的期許與當下的認同。「離散」往往涉及「夢
土」眷戀的情感表現，同時也蘊含對於過往的回顧與繫念。

－策展人潘 教授
歐豪年＜臺灣九十九峰遠眺＞ 200×400cm 2009 藝術家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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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美術館《離散的夢土－臺灣近當代水墨畫展》，以「明清的流寓
與東洋的鄉愁」、「中原的離散」、「海外的離散」、「變奏的桃花源」
以及「蘭陽的離散低吟」等五個子題，回溯臺灣水墨藝術發展脈絡，
共有 90 餘件臺灣近當代水墨畫作品探討「離散」的議題，展出如日治
時期的鹽月桃甫、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渡海來臺的藝術大家張大
千、溥心畬、黃君璧、傅狷夫，以及近當代臺灣畫家歐豪年、江明賢、
羅振賢、倪再沁等人的作品。最後反思宜蘭在地，在往昔因交通阻絕
稱為「後山」，而造就出宜蘭獨特且孤立的離散風情。
本展研究籌劃許久，所展出的作品時間跨度百年，內容與形式相當豐
富多樣，包括屏風、卷軸、冊頁等精品，為近年國內少見的大型水墨
繪畫特展。對應著臺灣從明清時期至今的歷史變遷，受到國家、族群
與文化認同的衝擊，將時代動盪下形成的離散情感，透過五個子題展
覽呈現出來。在此，藝術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反映著當下的心理
層面，蘊含著深刻的生命關懷。雖然離散有著遠離家園、缺乏歸屬、
漂泊迷失的意涵，然而夢土不僅指涉著思鄉的情愁，更是一種對藝術
的想望，嚮往自身能到達那夢寐以求的藝術應許之地，那是一個未知
的創造領域，是藝術生命的原鄉，也是夢鄉。

張大千＜出峽圖＞ 35×89cm 1945 臺灣英文雜誌社文化藝術基金會典藏

傅狷夫＜雲海橫卷＞ 60×360cm 1999 創價文教基金會典藏

宜蘭是一個族群文化多元而複雜的移民社會，故宜蘭美術館辦理此展特別有意義。自
200 多年前吳沙拓墾蘭陽平原後，美麗的自然環境與豐沛的人文資源，吸引著許多人移
民至宜蘭定居，如優秀的藝術家王攀元、魏琴孫等人也選擇落腳於此。由於宜蘭長期受
地理環境的限制，與外部聯繫不便，卻也形塑出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美術風貌，這種低調、
獨樹一格的在地化離散，反應出臺灣水墨繪畫的多元性質。另外，都會生活快速的變動
節奏，牽引著離散的當代情感，使其意義範疇不斷地擴延，在當代水墨繪畫作品中，離
散的情感隱而不現，轉化為對自身存在議題的思考與省視。
特別感謝策展人潘 教授策劃如此精彩的展覽。

黃君璧＜山水＞ 40.5×60.5cm 1983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溥心畬＜漫畫─畫圖仍不解＞ 22×18cm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感謝文化部的指導與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國立歷史博物館、臺灣英文雜誌社文化
藝術基金會、嘉雁堂、創價文教基金會、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等單位的合作協助以
及參展藝術家的全力支持。
希望本展能給予民眾不一樣的美學視野，深度觀看跨越世紀的臺灣近當代水墨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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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蘭陽文學獎
四大文類得獎者出爐

駐縣作家魚夫新書
又畫又寫蘭陽文化

第七屆蘭陽文學獎於 2016 年 12 月 4 日
在宜蘭文學館舉行頒獎典禮。連續舉辦
多年的蘭陽文學獎，已受到多方重視。
本屆徵件的小說、散文、傳統詩以及民
間故事四項文類中，尤以傳統詩及民間
故事為宜蘭之特有類別。
以傳統詩組為例，本屆請到三位兼具實務與理論的評審－康濟時、顏崑陽及向陽老師，引述向
陽評審評論 :「做為蘭陽文學獎參賽作品，是否能反映並寫出具有蘭陽歷史、人文與地理特色，
是相對重要的。在傳統詩的格律下，能表現詩人所處地區的風土人情與感受，詩雖舊詩，其義
維新，自能翻轉新義，拔升詩藝格局。
以此屆得獎作品來看，首獎作品《蘭陽小詩集》，就具有以上兩項特質。這輯詩作多篇，均以
蘭陽所見地誌入詩，特別是開篇之詩〈宜蘭縣酒歌〉，以七古體，善用舊典而能翻轉新義，動
人心魄，自是佳構；其餘諸作，也都能表現蘭陽特有的風土民情和自然景觀，內容與時俱進，
不避白描，率性而感人。」

宜蘭文化局為延續蘭陽文學沃土的耕耘，與聯經出版公司共
同辦理「2016 村落文學發展計畫」，不但有魚夫擔任駐縣作
家，還有山農村文學講座及山村文學創作培力等三大活動主
軸，以多元方式為宜蘭灑下文學創作的希望種子。

酒酒酒，蘭陽自古產美酒。
杜康巧藝君記否，噶瑪功夫最為首。
綠螘新醅細雨後，玉液清醇味甘厚。
紅露佳醪此間有，招徠飲中八醉友。
左相千杯不離手，知章眼花倒退走。
李白垂涎喝大口，大口大口更大口。
張旭趨前灌一斗，一斗一斗再一斗。
懷素心動被引誘，下筆糊塗似執帚。
阮籍劉伶顛倒未知醜，陶潛恨不移居作太守。
久久久，蘭酒飄香歷史久。
附記：宜蘭酒廠百年歷史，現轉型為甲子蘭酒
文物館，以生產 宜蘭縣酒「紅露酒」
著稱，有「東方紅酒」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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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縣作家魚夫先生多次拜訪宜蘭，在蘭陽平原的山海之間，
以文字與圖畫記錄下豐富的人事物，並以網路影片呈現成果。
從描繪宜蘭車站、壯圍鄉公所等建築景觀，呈現古今比照，
到細說宜蘭美食由來，甚麼是西魯肉？甚麼是卜肉？名稱是
如何得來？另還參觀農會、遊走田園，與當地民眾互動，書
寫宜蘭農產特色，如食農教育、生態農法、米食創意；甚至
悠遊於海岸線，記錄龜山島自然景觀。同時魚夫老師也參與
多場文學講座活動，跟當地黃金人口，包括作家、老師、社
區民眾等進行傳統與現代網路寫作技法的熱烈討論及交流。
作家魚夫駐縣體驗宜蘭山農村
落的在地文化與歷史，不只將
宜蘭的飲食文化和歷史建築書
寫下來，還一一將景色描繪成
畫，並於 105 年 12 月發行專書
《鵝行鴨步宜蘭遊》，展現蘭
陽平原獨特的風情。

駐縣作家
2016 宜蘭駐縣作家－魚夫（林奎佑）
1960 年出生於屏東。國立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研究所 EMBA 畢業。現任弘光
大學教授、漫畫家，曾為多家電視台
開台元老，歷經平面、電台、電視台
多家媒體主管。善於使用網路媒體，
魚夫臉書粉絲專頁擁有將近 8 萬粉
絲，其部落格「魚腸劍譜」有著千萬
瀏覽量，個人 youtube 頻道訂閱率達 2
萬 4883 人，隨手拿起手機便能開啟
一場精采的直播，魚夫帶領著文學讀
者優游網路世界。
過去文化局曾出版之宜蘭駐縣專書還
有舒國治《宜蘭一瞥》、林文義《宜
蘭寫真》、吳茂松《一條安心的溪
河》、鍾文音《宜山宜海》以及鉛筆
馬丁《記得那海的味道》等精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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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演藝廳

宜蘭演藝廳

【蘭陽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

【愛上白雪公主的小矮人】

1/1（日）19:30

1/14（六）14:30 19:30

蘭陽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

跨年夜除了欣賞煙火，也能與最親愛的人一起在悠揚樂聲中迎接
嶄新一年。
今年蘭陽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特別挑選膾炙人口的經典管絃樂
曲、通俗流行音樂、及台灣作曲家作品等多元的曲目，並邀請歌
唱家夏慶儀、葉展毓、宜蘭青少年國樂團、五十蘭合唱團、竹林
國小合唱團、美聲室內合唱團等合作演出。本場音樂會預計在上
半場演出蕭士塔高維契的《慶典序曲》、比才《卡門組曲》、李
哲藝《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提琴協奏曲、小約翰．史特勞斯《藍
色多瑙河》、游家輔《台灣幻想組曲》（宜蘭青少國樂團）。下
半場以交響樂團為主軸，搭配歌唱家夏慶儀、葉展毓、美聲室內
合唱團等的演出。演出曲目預計有羅西尼《賽爾維的理髮師》序
曲、呂泉生《杯底不可飼金魚》（葉展毓）、蕭泰然《點心擔》（夏
慶儀）、伯恩斯坦《西城故事 / 今夜》（葉展毓、夏慶儀）、羅西
尼《貓聲二重唱》（葉展毓、夏慶儀）、音樂劇《真善美》組曲、
三首合唱小品（美聲室內合唱團）。歡迎購票進廳欣賞，購票請
至杰音樂坊 ( 農權路二段 25 號 )，或洽黃小姐 03-9320799、0928836670。

九歌兒童劇團三十周年巡演
《愛上白雪公主的小矮人》
表演團隊簡介

表演團隊簡介

蘭陽交響樂團
2015 由一群宜蘭在地的青
年音樂家們所號召組成之
民辦樂團。 樂團團員來自
各級高中、大學、以及各
行業中熱愛音樂的社會青
年組成。 近期更向下紮根，
招募國中階段的好手們加
入樂團擔任見習團員，以
期達到音樂教育之傳承與
提拔。 樂團成立宗旨在活
絡大蘭陽地區的音樂生活
化，並期許以音樂來讓世
界看見宜蘭。

『九歌兒童劇團』創立於
1987 年 9 月 28 日，由鄧志
浩先生與一群喜愛兒童戲
劇的朋友們共同創立，目
前由團長黃翠華負責率領，
為國內最具規模與歷史的
專業兒童劇團之一。秉持
一貫從孩子的角度出發，
堅持推岀精采的故事創意，
製作能帶給孩子想像力與
包容心的精緻好戲，創作
節目內容涵蓋中國傳統故
事、兒童文學名著、現代
兒童生活教育課題等。

歌唱家男中音 / 葉展毓
曾師事陳振芳，徐以琳老
師，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系，東海大學音
樂 研 究 所。 曾 獲 得 2013

除致力「故事劇場」、「教
育劇場」推廣，自 1998 年
起，更聘請專業的師資開辦
『兒童戲劇活動師資培訓
班』、『兒童戲劇表演班』、
『說故事戲劇活動師資培訓
班』、『兒童創意戲劇遊戲
班』及『創意故事戲劇班』
等，希望培育出來的種子老
師們將兒童戲劇教育帶進家
庭、校園、社區，讓教育藝
術化、藝術生活化，為台灣
的兒童開啟希望、快樂、創
意之門。

年聲樂家協會新秀及參與
2012/13 與 NSO 國家交響樂
團演出《跨 / 新年音樂會 威爾第之夜》、2011/12 與
原民會和台東大學在國家
戲劇院演出原住民歌劇《逐
鹿傳說》、2013/14 NSO 國
家交響樂團演出《跨 / 新年
音樂會─與你共舞》中演
出歌劇蝙蝠選段等。
歌唱家次女高音 / 夏慶儀
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
系碩士班聲樂演唱組，現為
台北愛樂歌劇坊歌手。師從
辛永秀教授、廖聰文教授、
邱寶民博士，曾獲選 2014
年第八屆世華聲樂大賽年
輕聲樂新秀獎、2015 年中
華民國聲樂家協會 2016 年
新 秀 及 2015 Competizione
dell’oper in Linz 國際比賽台
灣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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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戲對得起孩子？」九歌創作時總是思考著如何讓孩子
學會勇氣與愛，堅定相信只要是好作品、好活動，影響力的展現
或許不在當下，亦在未來。
2016 至 2017 年九歌邁向三十而立，特別重製一部深深影響九歌，
也帶給觀眾深深影響的國際交流作品《愛上白雪公主的小矮人》。
韓國原作在 2001 年「首爾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節」一舉榮獲〈最
佳戲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演技獎〉三大獎項。2002 年，
九歌首次欣賞這部作品，為其精緻、精準的表現震撼無比。全劇
整體舞台展露高度創意和美感，勇於突破當時亞洲兒童劇少碰觸
的情愛與死亡議題、處理手法。歷經五年，2007 年終於邀請到韓
國導演來台指導，將作品文本、設計理念、技術帶到九歌，隔年，
九歌二十週年時由台灣演員在台首演。回溯這段歷程，九歌深受
「質樸的創意」、「簡單的力量」感動，也在創作道路上不斷自
我提醒。
《愛上白雪公主的小矮人》經歷漫長國際接洽。期間，九歌製作
人黃翠華更多次飛往韓國親自與導演會談，終於讓台灣表演藝術
工作者與觀眾能接觸、欣賞這部優質作品。2016 年，九歌再度邀
請韓國導演來台，再次甄選台灣劇場的新生代表演工作者參與製
作演出，讓這一部帶給九歌豐富滋養，也獲得無數觀眾掌聲的經
典之作再登場。購票可至兩廳院售票網、7-11、全家、萊爾富超商。
詳情可洽詢九歌兒童劇團 02-2738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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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演藝廳

宜蘭演藝廳

【鄉頌】

【房間裡的蜘蛛網】

1/21（六）19:30

2/5（日）14:30

宜蘭在地的聲納合唱團《鄉頌》音樂會

聲納合唱團成立於宜蘭，十六年來不僅吸引一群在地歌唱愛好者，
經歷密集的訓練，以求新求好的態度來詮釋不同的曲目，用耳熟
能詳、膾炙人口的曲目吸引在地鄉親，親近無距離的合唱聆聽經
驗；近年也積極結合縣內音樂家與藝文團體創造共同演繹平台，
持續透過國際交流演出、音樂關懷活動，期許讓宜蘭在地合唱藝
術產生更深更廣的影響力。
2017 年聲納合唱團《鄉頌》音樂會，以「建築」、「土地」、「信
仰」、「愛情」、「親情」、「友情」串接台灣當代作曲家新作
及經典國內外合唱作品，展現獨具台灣意象的聲音光影。音樂會
中，除了演唱道地曲目傳達台灣風情，也與宜蘭當地樂團合作，
加入樂器演繹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讓演出曲風跨越藩籬，兼具
中西音樂的特色，達到推廣本土文化的目的。詳情可洽聲納合唱
團 095233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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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木偶劇團 《房間裡的蜘蛛網》
表演團隊簡介

表演團隊簡介

聲納合唱團為宜蘭縣傑出
演藝團隊，成立於 1998 年，
團員來自社會各界，以教
師和學生居多。每年定期
舉辦售票音樂會，並不定
期受邀於國內外巡迴演出。
近年經常演唱台灣本土音
樂家作品、膾炙人口的本
土歌謠、全球各地優美的
民謠、牧歌、電影配樂等，
力求演出曲目能豐富化、
多樣化，在國內外傳揚台
灣美妙的歌聲。

【2014 年榮獲第 25 屆傳藝
金曲獎「最佳團體年度演
出獎」】
臺北木偶劇團成立於 2010

聲納以其獨樹風格及宜蘭
在地音樂特質演出，足跡
遍及國內外，除了與國內
一流音樂團體在宜蘭演藝
廳聯合展演，不定期受邀
出國巡迴，包括 2016 年受
邀至美國加州舊金山與馬
德拉辦理多場巡迴音樂會，
並在國內外合唱藝術節或
合唱大賽都有傑出表現，
贏得國際獎項的肯定。

臺北木偶劇團自 2010 年開始，每年皆為親子精心規劃不同的主題
與節目，讓孩子們藉由這個歡樂有趣的平台快樂的成長。每一場
表演節目都提供了孩子豐富的想像與實際的體驗，也讓許多家長
藉由活動陪伴孩子，滿足孩子無限的想像空間。

年由臺灣國寶級布袋戲大
師李天祿先生啟蒙，師事
陳錫煌、李傳燦二位老師，
以保存傳統偶戲表演藝術，
提昇偶戲表演素質，創造
臺灣偶戲國際舞臺為創立
宗旨。目前演職員以中生
代為主，平均習藝年齡達
15 年以上，以延續傳統布
袋戲為職志，是臺灣最具
活力的新生代木偶劇團之
一。
臺北木偶劇團以承襲傳統
藝術、創造精緻藝術之精
神，持續尋找傳統、發掘
傳統，亦在不拘泥於傳統
木偶劇之創作形式下，以
多元及多變的木偶劇場藝
術特色，創作出更細膩、
精緻的表演方式，吸引更
多觀眾走進劇場感受不同
以往的布袋戲饗宴。

2017 年新作《房間裡的蜘蛛網》以傳統戲劇為題材結合現代劇情
與表演手法，改編經典奇幻小說西遊記中的盤絲洞，讓觀賞的大
小朋友們都能感受傳統藝術的魅力，亦結合戲劇與日常生活，將
小朋友需學習的整潔習慣引入劇情。此外，本次演出特別突破傳
統偶戲的彩樓與佈景，改以西方立體戲台，使整體欣賞畫面呈現
多層次，以增加孩子更多的想像空間。偶戲表演手法則以傳統偶
戲為主，將傳統偶戲中飛天走壁、翻轉、跳窗…的表演方式滿足
孩子的無限想像空間。歡迎大小朋友二月五日一起到宜蘭演藝廳
欣賞演出，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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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文化中心

宜蘭文化中心

【印象濠江－臺灣攝影家眼中的澳門】

【２０１
６宜蘭獎得主聯合個展】

1/5（四）-1/17（二）9:00-12:00 13:00-17:00

1/22（日）-2/5（日）9:00-12:00 13:00-17:00
2016 宜蘭獎得主
聯合個展

印象濠江─臺灣攝影家眼中的澳門

展演者簡介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以結合攝影專業工作者，推動兩岸攝影
文化交流，進而提昇國際間攝影更寬廣的視覺藝術為宗旨。今
年《印象濠江─臺灣攝影家眼中的澳門》展覽，由台灣及澳門
攝影家共同合作，分別走進了澳門的風順堂區、大堂區、花王
堂區、望德堂區、花地瑪堂區、嘉模堂區，以及聖方濟等各堂
區，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拍攝；除了呈現澳門攝影家對澳門
在地社會變遷的觀察，也透過台灣攝影家的鏡頭，拍出台灣人
眼中的澳門，呈現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的不同面貌。
本次參展者包括：台灣攝影家莊靈、彭大利、黃子明、張詠捷、
楊永智、林柏樑、鐘永和（策展人）、謝三泰、楊大本、蔡顯
國、楊永山，以及澳門攝影家郭敬文，阮毓明、李汝榮、馬志
信、葉展華、黃明輝、區松貴、鄧偉然、蘇健豪等作品。臺灣
巡展第三站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展出，藉此讓台灣的人民能夠
一同見證澳門回歸後的深刻變化以及城市發展景象，促進台澳
兩地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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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結
合攝影專業工作者，以及
喜愛攝影、藝文等人士所
組成，共同企劃推廣攝影
文化活動，包括學會會員
聯展及、台北國際攝影節
及兒童攝影徵件比賽等。
並藉重影像社會性、傳達
資訊的特質，推動兩岸攝
影文化交流，進而提昇國
際間攝影更寬廣的視覺藝
術視野。

張倍源＜石濤與友人夜飲題畫詩＞

余家萱＜關於珍惜＞

徐睿甫＜我與我自己＞

2016 年宜蘭獎者主余家萱 ( 得獎作品 <「核」>)、徐
睿甫 ( 得獎作品 < 夢境—共游 >) 張倍源 ( 得獎作品〈山
海雲風－烏竹芳蘭陽八景選二〉)，自一月二十二日至
二月五日止於宜蘭文化中心第二、三展覽室舉辦個展，
歡迎參觀。

本次得獎者各具特色，余家萱關注現代社會中疏離的人際關係，她的作品援引現代設計圖騰，展
現現代人一方面想保有自我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一方面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化，以維持社會不致
脫序，兩相磨合產生的不自在，及如同縮在軀殼內旁觀世界的孤獨感。相應著人我關係的觀察，
徐睿甫從外在世界回歸對自我潛意識的觀察，他的創作常見強迫性的重複動作、高密度筆觸與構
圖，以展現潛意識無法預期、捉摸不定，結局與過程皆難以預料的特質。張倍源以傳統書法創作
呈現對周遭事物的感受。他認為書法先天存在著方塊文字的框架中，看似被侷限住，但筆、墨、
宣紙在不同程度的撞擊中，卻能產生多樣化的畫面。「筆墨當隨時代」，這是石濤於書畫創作中
之體驗，提醒了筆墨創作者一個方向，有新意的作品，是對於「當下」理解後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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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文化中心

蘭陽博物館

【宜蘭高商多媒體設計科第二屆畢業展】

【宜蘭博物館家族 1-2 月活動】

1/5 -1/17
（四）

（二）

【獻給我們的朋友－ Pour nos Amis】

2/24（五）-3/7（二）

宜蘭博物館家族 1-2 月活動

宜蘭高中與宜蘭高商畢業生展

宜蘭博物館家族配合春節的來臨，有一系列的遊藝活動，包括 DIY 體驗、看展覽、看表演……，
還有小寶寶專屬的捉周紀念及陶板印畫創作，可以帶著寶寶一同前來親子體驗，全家大小一起至
宜蘭過年留紀念，歡迎大家來趟結合在地特色及生活內涵的慢生活小旅行！
展演者簡介
宜蘭高商多媒體設計科於
民國 102 年成立，是全國
第一間設立此科的公立高
職。
105 年 1 月宜蘭高商多媒體
設計科第一屆畢業展「破
曉」佳評如潮，同時獲電
子與平面媒體採訪報導，
4 月獲中華國中邀約展出，
並透過產學合作模式，將
展出設計品真實運用於實
體店面 ( 合作廠商：瑪格莉
麵包 )，許多文創商品也成
功至網路販售，成果豐碩。
有了這次成功經驗，第二
屆畢業展全科師生更加大
膽自信並且努力向前，在
既有的基礎上建構更高的
設計水準 ，拓展更寬的設
計視野，將三年來最好的
作品呈現在宜蘭鄉親眼前，
期待第二屆畢業展的展出
順利成功。

今年初在宜蘭文化中心舉辦了兩場宜蘭在地學子的藝術展，有趣的是一為畢業多年的宜蘭高中
第八屆美術班同窗聯展【獻給我們的朋友－ Pour nos Amis】，另一則是【宜蘭高商多媒體設計科
第二屆畢業展】。追隨著創作者生命軌跡，我們似乎可見在地藝術學子的成長軌跡以及對於持
續創作的理想、迷惘與堅持。藝術創作不是容易的路，邀請各位於一月五日至一月十七日、二月
二十四日至三月七日，共同感受宜蘭在地美術年輕熱情的初衷。
宜蘭高商多媒體設計科第二屆畢業展，試圖展現年輕學子的藝術態度，嘗試獨立思索、屏除傳統
包袱及家庭約束，試著翻轉那些不可抗因素，尋找屬於自我的藝術語彙 ; 在思想上找出路、材質
上玩遊戲，藉由各種展品呈現轉達最真摯的藝術思想。他們認為藝術即是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
太多學理包裝，歡迎觀賞者輕鬆欣賞藝術。藝術工作者珍視週遭的各種現象，觀察那些細微的變
化，窺探生活中常被忽略的情感，即為藝術可貴之處。
宜蘭高中第八屆美術同窗─石志偉、李帟忞、徐子敏、張家筠、陳泳丞，自從高中畢業後各自離
鄉，投身於各種藝術世界裡的追尋，有人選擇持續的藝術創作，從中嘗試了不同的媒材介入，逐
步形成自我創作的意識與風格建立；亦有投身於藝術行政、策展、藝術批評、文創產業等藝文相
關工作，以不同於藝術創作者本身的姿態，觀看與置身藝術世界。走出校園，面對生活的實際考
驗，他們得以更寬廣包容的方式看待藝術，同時感念家鄉宜蘭。
以上資訊由蘭陽博物館持續更新彙整中，活動詳情請洽各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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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羅東文化工場

文創天地

【敘事 在地】

105/11/27 -106/2/12
（日）

（日） 9:00-17:00

1F 美學沙龍

【自然共生─前刀糸氏特展】

105/11/29（二）-106/2/12（日）9:00-17:00

《敘事 在地》宜蘭文創成果展

自然共生－前刀糸氏特展

為了推動宜蘭縣內文創產業發展，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 2016 年
規劃了「宜蘭文創輔導暨推廣計畫」、「從地方特色出發 徵選
宜蘭文化創意」、「宜蘭椅設計大賞」及「宜蘭文創聚落」等
四項主要計畫，從不同面向鼓勵文化創意，並持續發掘宜蘭產
業的創新價值。在本次「敘事 在地」展覽中，透過成果作品展
現，我們藉由地方的不同故事，帶領大眾細細閱讀宜蘭動人的
文化內涵與感受豐富的創意成果。

「剪」是動詞，是解構、創作的動作，「紙」是
名詞，為解構的媒介。「前刀糸氏」，是擁有共
同使命的一群人，齊聚推動誕生的一個設計師團
體，以設計手法創作，搭配各式主題，表達對剪
紙技藝的傳承與土地的關懷。

敘事，是對於故事的描述，也是思考、表達、溝通並理解人類
與事件的方式。在人們生活的文化脈絡中，故事再現了文化本
身。而「說故事」與「聽故事」則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敘
事在地」以地方文化及產業為範疇，劃分出「人的故事」、「物
的故事」、「城的故事」與「心的故事」四個主軸，嘗試藉由
這四種不同方式創造故事的載體，拓展人們關於說故事與聽故
事的想像。
今年，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以說故事為原點，嘗試透過上述幾種
不同的管道談論宜蘭文創，切入文創領域中真正觸動人心的文
化核心，將習以為常的生活文化與其間大大小小的生活感動，
透過創意的轉化結合，以「物件」與「體驗」進行再現，我們
用當代的語彙，敘述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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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本來就是剪紙創作中常見素
材，風格與型態的呈現，端看設計師轉化的技
巧，《自然共生－前刀糸氏特展》以自然共生為
題，強調人與自然的共生，挑選出歷年經典展品
與設計師全新創作，呼應宜蘭豐富森林與自然資
源。
本次邀請到設計師 Wuba Yang 創作一系列剪紙
動物作為展覽的主要元素，設計師擅長創作簡單
充滿童趣的動植物，也貫穿整個展覽，外牆上將
以大型壁貼創作為主，展覽館內精選了數十位設
計師的經典與新創作展品，用特製展示台，上方
輔以剪紙花吊飾構成整個展覽元素，產生精彩光
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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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巴伐利亞的禮讚─
慕尼黑ARCIS大提琴四重奏慈善公益音樂會
慕尼黑 ARCIS 大提琴四重奏由大提琴家 Reiner Ginzel、Hans-Henning Ginzel、謝孟
軒、闕琬葶組成，本次音樂會由南華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謝元富擔任主持說白，演
出包含 J.S Bach、G.Verdi、J.Straub、B.Romberg 等作曲家之曲目。歡迎於 2 月 24 日
19:30，至宜蘭演藝廳享受美好的音樂盛會！

“愛何大 ， 尋回我”─
2017水流之音聖樂團春季音樂會

千年佇山林─宜蘭檜木傳奇特展
宜蘭縣境擁有世界珍稀的檜木天然林，也承載宜蘭人對檜林深厚的情感與記憶，
成為流傳至今的傳奇故事。蘭陽博物館此次策劃展出「千年佇山林─宜蘭檜木
傳奇特展」，帶您循著檜木迷人的香氣，進入檜木林的世界。讓我們為您介紹
檜木生態系的物種差異及生態特色；在「森林研究室」裡，經驗一位檜木森林
研究者的日常；並分享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檜木與人之間的動人故事。棲蘭山在
2003 年被列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蘭博藉此次展出，邀您共同探討如何守護
我們的自然遺產，以及守護檜木與人類共同的未來。展期自即日起至五月三十
日，歡迎您蒞臨參觀！

大二結節慶展

水流之音聖樂團以傳揚詩歌的美好為宗旨，藉由精心策畫、創作、編曲、演唱與
演奏，讓詩歌有著感動的新面貌。此次音樂會主題「神的愛尋回我們」，集合百
餘人交響合唱團編制，來傳達感恩的訊息，願所有參與音樂會的人都能享受這次
豐盛的宴席，迎接 2017 嶄新的一年。歡迎於 2 月 25 日 19:00 至宜蘭演藝廳欣賞
演出，購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

蘭陽博物館為了讓觀眾體驗傳統過年的氛圍，特別與大二結文化基金會合作，
展出大二結文化節慶展，除了希望讓來館民眾感受喜洋洋的年節氛圍，也能進
一步認識台灣傳統祈冬與陣頭文化。另推出紅龜粿 DIY 體驗，歡迎農曆年期間
到蘭陽博物館走走看看！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展

新年活動－新春門箋手作( 報名制 )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自創辦以來，持續鼓勵喜好繪畫藝術者相互切磋，提升創
作能量，也期許帶動蘭陽藝術特色，拓展地方美術工作。學會迄今連續舉辦
二十一屆會員聯展，亦策畫過第九屆台韓美術交誼展。在本縣國際藝術家陳忠
藏指導下，學會成員將於今年二月春節期間，再次呈現一年來所創作之作品。
各具特色，展出期間為二月十日至二十一日，歡迎至宜蘭文化中心欣賞。

「門箋」是傳統臺灣在過年或節慶時會懸掛的一種剪紙，因為居住環境與生活
文化的改變而漸漸沒落，為了讓大家重新認識與體驗，本活動特別邀請剪紙達
人陳治旭老師帶來剪紙門箋活動，讓各位透過自己的雙手製作，不僅能裝點
生活空間，更有祈求好運的功能喔 ! 活動日期為一月十四日 ( 六 )10:00-12:00 及
13:00-15:00，凡年滿十四歲以上者即可報名參加。（詳情請見羅東文化工場官網
及粉絲頁，或電洽 03-9577440）

北部八縣市美術學會聯展

節慶活動－手作剪花燈籠( 報名制 )

北部八縣市美術學會聯展由新竹市美術協會首辦，至今已邁入第五個年頭，每
年挑選一個北部縣市展出，今年由宜蘭文化局及宜蘭縣美術學會共同舉辦。本
次聯展廣邀北部畫家共襄盛舉，如新北市樹林美術協會、基隆市美術協會及台
中市美術協會等，徵求一百多幅作品展出，內容呈現藝術家對於美感的歌頌，
作品豐富多元。本展覽自二月十八日起至三月十二日止於羅東文化工場全館展
出。

羅東文化工場為歡慶 2017 元宵節活動，特邀剪紙達人陳治旭老師規劃 40 組 ( 親
子 ) 手作剪花燈籠課，讓大小朋友重新找回兒時手作鐵罐燈籠的樂趣，一同來
製作剪紙裝飾的燈籠，並相約在元宵節的夜晚帶著自己的燈籠踩街去吧 ! 活動
日期為二月十一日 ( 六 )10:00-12:00 及 13:00-15:00，歡迎報名參加。( 詳情請見羅
東文化工場官網及粉絲頁，或電洽 03-957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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