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
蘭陽

圖：吳孟寰

鷺鷥為證
彷彿完成任務，當春天來時
牠們拍拍翅膀
留下水田，留下溫暖的風候
農人就用秧苗
拼起綠色大地圖
換他們巡看孕養好米的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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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吳茂松 / 一條安心的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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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文創
展現新風貌

宜蘭從生態城市發展至友善及幸福城市，長期致力推動在地
藝術文化的延續、融合與創新，近年更以「綠色美學・文創
造鎮」為目標，開啟了中興文創園區新篇章。經歷演唱會、
設計展等大型活動展演後，園區閉關整修，終於在 2017 年，
中興文創園區開放試營運，一個微型產業的孵化基地，即將
帶來「興」生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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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文創
微型產業的
孵化基地
2015 年 11 月中興文創園區以台灣設計展風光
亮相，閉園後即展開基礎建設施作、房舍修
護等工程，預定推展的計畫也逐一步上軌道，
在眾人的期盼下，終於將在 2017 年開放試營
運。
中興文創園區擁有歷史建築美景，不但適合
藝術展演活動，更希望透過「育成孵化」、
「產業扶持」、「生活體驗」等一系列計畫，
將文創微型產業從人才培育、產品研發至市
場需求，做緊密串連整合後發揮文創群聚效
應；因此園區在 NO.12、NO.13 倉庫設置了
「育成進駐」空間，除了讓充滿潛力卻缺乏
場域的匠師或團隊擁有創作基地，還能透過
文創輔導、行銷課程與交流研討論壇，更進
一步儲備產業實力，期待能藉此累積園區文
創能量，引導更多在地人才從宜蘭滋養茁壯、
再一步步走出國際市場。
在 2016 年，文化局經過一連串甄選，以布、
木、天然染、其他天然或環保材料為主要生
產原料之工藝、生活創意等設計為主，挑選
出 15 家廠商成為中興文創園區第一屆扶植產
業，創作空間則透過「前店後廠」的規畫，
讓參觀民眾皆能一睹手作工藝的呈現過程，
也可參與 DIY 實際操作，體驗自造精神、享
受自創時光。唯有細細咀嚼蘊含其中的文化
故事，才能回歸文創商品從心出發的本質，
這也是中興文創園區在未來期盼提供給民眾
的另一種「興」生活感。
文化是常民生活中的情感累積，透過創意揉
合，就有可能成為充滿故事性的實品呈現，
而這也是文創商品最迷人之處！中興文創園
區首期的整修工程即將告一段落，除了微型
產業的扶植進駐，六月份將邀請紀錄片工會
舉辦系列講座及影展，推廣影像美學；七月
起則推出藝術自造祭、映像節等年度活動，
期盼透過藝術、歷史空間及悠閒氛圍，讓民
眾感受另一種宜蘭文化精神、也讓更多在地
文創種子在這兒開始滋養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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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美術館

【無名．吾民－黃玉成個展】
【心象．意象．藝由畫境－廖啟恒創作展】

2.25

六

sat.

【李讚成回顧展】

4.22

六

sat.

4.9

日

6.11

sun.

日

sun.

李讚成 / 寒林秋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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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獎系列

父親，油彩 畫布，2014，45.5x53cm

心象．意象．藝由畫境－
廖啟恒創作展

無名．吾民－黃玉成個展
文 / 黃玉成

2/25（六）-4/9（日）

＠宜蘭美術館 101 展覽室

老師說
王攀元：畫品呈現人品。
黃春明：真誠下筆才能感動。
師長們的話深深影響我的藝術走向。

為使宜蘭美術人才朝向專業化，啟發創作動
能，自 103 年起榮獲宜蘭獎的創作者，可在
宜蘭美術館的協助下辦理個展，具體了解策
展的各種面向。本展以「心象．意象．藝由
畫境」為主題，廖啓恒藉由外物本身的形式
寓意，抒發內心的思緒，使情有所依，意有
所喻，再透過多元繪畫的媒材結合繪畫的技
法，從事創作，期盼能於自己所處的時代中，
加入新意，呈現出不同以往詮釋的作品，拓
展出個人嶄新的繪畫語彙。近幾年他回到宜
蘭，將故鄉的山水美景融入詩情畫韻，描繪
出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與晨曦日落的
無窮變化。這些將具象融入於抽象畫作的形、
色、線、面有他以往一貫的特質之外，更有
許多新的突破。尤其是將畫面空間分割為塊
面的作品，除了運用拼貼、並置、重疊、顛
倒的多元手法，也開始有象徵性的符號出現，
黯淡的灰黑色調產生了多重的想像空間，廖
啓恒的創作已從純粹的風景描繪，逐步轉變
為探索歷史、社會議題的當代繪畫。

2/25（六）-4/9（日）

＠宜蘭美術館 201、202 展覽室

粉紅派對，油彩 畫布，2013，91x72.5cm

思念
父親是個世紀農人，他百歲生日時，我以「土
地」為題舉辦畫展，當時心有所感，寫下「土
地是父親的畫布，畫布是我的土地。鋤頭是父
親的筆，筆是我的鋤頭」這樣的字句。
多少年過去了，今天我仍是將畫布當成筆耕
的田園。作畫可以是一種思念，親人的故事
也能串連成一片相思的林園。

漁民圖，油彩 畫布，2016，130x162cm

無名
常有朋友問我「為什麼畫中人物，五官臉孔沒有清楚交代？」我總是這樣回答：「大地勞動的
農人，海上搏鬥的漁夫，和蹲在市場一隅的小販。就如同沙場上的兵士，或馬革裹屍或與土地
一同老去，誰是誰？會有人在意？」
吾民
從父兄的一生，我看到了農民生活的樣貌，感慨無限，而這塊土地上，如此卑微過活的人何止
萬千？而且，這群「無名」的人正逐漸被時代遺棄。
以「無名」之人入畫，不只是基於個人情感，也是希望用畫作讓大家看見，我們的鄉土還存在
著一群質樸、可敬的「吾民」……

9

羅東絲瓜棚意象（文化工場），壓克力 畫布，2017，89.5x14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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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遨翔計畫個展
為青年藝術家打造的創作平台

林義隆—光年

雨中流浪者之二

捕夢島 - 星湖，2015，銅版腐蝕

李讚成回顧展

4/22（六）-6/11（日）
＠宜蘭美術館展覽室

林文蔚—解構監獄

2015 年末逝世的李讚成，出生於宜蘭蘇澳的砲台山下，國小畢業後，跟隨黃碧雄先生在蘇
澳學習繪製電影看板三年十個月，離開師傅後，則在羅東從事油漆工程與電影看板為生，
三十歲的黃金年齡毅然退出廣告界，投入專職創作。
李讚成專門描繪臺灣山岳之美，從「電影看板畫工」到「大地畫家」，走遍臺灣山川湖泊，
從 1987 年發表「消失的稜線」創作迄今，已繞行臺灣數圈，畫下高山鳥類、臺灣屋脊、
山岳環境等作品，為的就是尋找這片土地上值得珍藏的美景，透過畫筆來紀錄臺灣生態。
2005 年發現罹患癌症後，仍創作不懈，展現生命堅強的韌性與毅力。留下的畫作，充滿
對土地的關懷與藝術的執著，宜蘭美術館將於今年四月為其舉辦回顧展，向這位擁有漂泊
靈魂的生命勇者致敬。
農忙，2014，鋼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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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六）-4/16（日）
＠羅東文化工場
天空藝廊 A、B 展廳

藉由日常觀察與想像，建造與形塑
出作品中個體與空間，不被打擾的
安靜宇宙。作品中的個體並不是將
某一所知的生物體再現，而是來自
於某些事件的想像與觀察所混和重
塑完成的新個體，藉由這些個體投
射記憶中感性片段，曾經存活的痕
跡。作品中的它們對於繪者來說，
本來就存在這個循環世界的某一個
角落，只是還沒遇見，或者是永遠
不會遇見而已。就像是人類的肉眼
無法清楚看見所處的周遭另一個世
界（如宇宙及其他向度空間），但
它確實存在且不曾消失過。此次展
出為 2010~2016 年間創作的銅版畫及
陶塑作品。

解構監獄 Deconstructing Prison，畫的
是生活點滴，繪者在獄所任職，獄
內發生的事，自然成為畫作的題材
之一。獄所內有兩種角色，一是收
容人，一是工作人員，繪者在記錄
自己也記錄他人的同時，思索著「同
樣是人」的議題。本次展出的作品
有：收容人的罪與罰、收容人之間
的互助或角力、收容人與家屬間的
淚與思念、收容人與工作人員之間
的互動或衝突、工作人員的苦悶與
掙扎、工作人員之間的權力（利）
關係 ... 每幅畫作更有無法分割的文
字，記錄一般人難以接觸的獄內實
像。這些畫作，除了是林文蔚十多
年來獄所生涯的體現，更隱含了對
人權深刻的省思，以及對台灣司法
體制改革的願景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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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自由能量的
街頭藝人

檢視台灣現有街頭藝人的
分類，大致有三：表演藝
術類、視覺藝術類及創意
工藝類。然而，不論是哪
一類型，街頭藝人在街頭
演出之餘，必然也要面臨
在街頭表演的各種挑戰，
例如：周邊環境之噪音或
自身演出聲響對他者造成
的干擾、表演者與一般商
家 或 攤 販 的 位 置 爭 奪、
表演者的人身及財務安全
等，皆成為街頭藝人們站
上街頭之際必須應對處理
的事情。

目前街頭藝人必須經審查取得證照後，
始得在規定之展演場地進行演出。

即便「站上街頭」需要面
對的考驗不少，但街頭藝
人出現的可貴之處，乃是
該類表演者得以直接展現
自身能動性、自主性和日
常生活的趣味性。就如同
街頭藝人發展之源起，並
非依恃官方力量，而是憑
藉表演者的自主意識而生；
換句話說，豐富且自由的
表演形式，倚賴街頭藝人
本身的獨立性，惟有越多
的表演者能夠自主而生，
克服站上街頭的種種困
難，不囿於各種綁手綁腳，
才能執掌一方之舵！

街頭藝人的興起，可視為民間表演藝術能
量的推進與發展。不論在東方或西方，街
頭表演者或為謀生、或批評時政，或因情
感抒發走上街頭，皆不約而同豐富了庶民
的日常生活，尤有甚者，則被延攬入宮進
一步走向精緻藝術之昇華。
回到台灣的脈絡，台北市是最早推動街頭
藝人合法演出之縣市。2003 年，台北市政
府便開始推動街頭表演藝術，待 2005 年
「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
法」正式通過，逐步帶動起全台之於街頭
藝人的認識及考照制度。這項舉措，揭示
著街頭藝人之審查管理回歸地方自治文化
事務，各縣市政府保有相對彈性的空間，
因地制宜地訂定相應法規。
街頭藝人的興起可視為民間表演藝術能量的推薦發展。

誠此，目前台灣街頭藝人的考照制度，乃由各縣市訂定自治法規逕行辦理，
是以文化局公開招考審核，待報考者取得街頭藝人證照後，始得在場館單
位登記備查之展演場地進行演出。以宜蘭而言，2008 年通過之「宜蘭縣街
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確立了街頭藝人在宜蘭駐足及展演的立
基。累計迄今（2017） 已邁入第 10 年，開放街頭表演者合法使用之展演
場地共計 42 處。宜蘭縣街頭藝人公開審查考試每年度一次，審查標準為技
藝性、創新性、互動性、整體性，今年起將原「創意性」改為「創新性」，
於同質性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創新、獨特已然成為重要，期望透過街頭藝
人的精采技藝，為宜蘭街頭藝術增添許多色彩，打造專屬宜蘭的街頭品牌。

街頭藝人黃靖伶 - 木箱鼓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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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藝人呂容瑄 - 結繩創作。

街頭藝人林志儒 - 行動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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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農校遺址魚形金屬編物 1

a

咱宜蘭 寶

自遠古悠游而出的金鯉魚
兩百年前，漢人來到蘭陽平原，常見平埔族人的胸前或額頭有金絲纏繞的裝飾
品。「蘭番常以低金絲線做一弓一弦之勢，長約尺許，高約二寸，以金線數纏
于弓弦之際，狀似扁梳，懸於眉額，名金鯉魚」（註：陳淑均 1852《噶瑪蘭
廳志》），且「老番誇為祖製，雖貧不肯粥於人」、「以相誇耀」顯示對金鯉
魚之重視。究竟金鯉魚是甚麼呢？ 2002 年礁溪淇武蘭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終
於揭開它的真面目！
原來「金鯉魚」就是以銅質金屬線纏繞而成，如魚形狀的金屬編物！
金鯉魚在製作上，係以三條銅質金屬線對折為環，並編有辮狀，做為魚首；然
後左右來回層層疊繞，做成彎月形有如魚身，至尾部以線尾勾縛一近三角形金
屬片做結。魚身應有硬物做為內模，以利圈繞成形，因而層層相疊具有彈性。
銅線表面略有彎曲如波浪起伏，使用時配掛胸前，走路搖動有如魚鱗晃動一
般。另外，文獻中提及製作人為「內山土番」、「蘭番」、「祖製」或「番割
用銅線鍍金，仿俲其製，以贋其真」，即此物以自製、傳承及買賣等方式獲得，
且推測可能以自製為主。
墓葬出土的金鯉魚雖不完整，仍可看出做工精美，顯示出相當高技術水準的製
作工藝。由此窺知生活在當時的住民有相當活絡的對外貿易行為且生活相當富
庶，呈現出噶瑪蘭人的傳統文化特色，具有歷史文化上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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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綴而成的美麗瑪瑙珠
18 世紀《臺海使槎錄》北路諸羅番十中這樣記載：
「番婦頭無裝飾，烏布五尺蒙頭曰老鍋。項上掛
瑪瑙珠、螺錢、草珠，曰『真仔贊』。耳鑽八、
九孔，戴漢人耳環。」 這一段文字描述了北部平
埔族婦女平日的裝扮：帶頭巾，並愛好瑪瑙珠、
貝飾、和植物項鍊。據研究噶瑪蘭人喜歡將瑪瑙
珠、琉璃珠、金屬物等串綴起來，做成頸飾、耳
飾或腕飾等，甚至會用祖先留下來的瑪瑙珠占卜。
淇武蘭遺址出土大量裝飾品，出土的瑪瑙質地飾
品皆為珠飾，共 783 件之多。這件大梭形瑪瑙珠
是出土文物中，唯一以天然礦石直接磨製而成的
裝飾品，屬少數較大型、穿孔較正及表面磨製圓
滑的瑪瑙質地珠飾，頗具特色。顯示噶瑪蘭人旋
鑽工具及鑽孔技術，亦可窺知當時的住民生活相
當富庶。

大梭形瑪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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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佇山林─
宜蘭檜木傳奇特展

105/12/1（四）-106/5/30（二）
＠蘭陽博物館

檜木物種起源於二億年前古大陸，歷經冰河期的
考驗生存至今，成為了珍稀的孑遺物種，也是台
灣這片土地歷經過冰河時期的證明。全世界扁柏
屬成員只有七種，而在寶島臺灣就佔有二種－紅
檜與台灣扁柏，實在值得我們驕傲與珍惜 !

檜木喜歡生長在終年濕潤，豐沛霧氣，
溫溼度變化和緩的海洋型氣候環境
中。宜蘭是季風的港灣，雪山與中央
山脈的兩側山稜，迎接著一道道季風
的來臨。季風吹進了蘭陽溪縱谷及山
區，凝結的雨滴，造就了雲霧飄渺的
山地霧林帶，也孕育出檜木林的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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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境的棲蘭山檜木林擁有全台灣
僅存的原始巨型扁柏純林，它們穿越
千百年的歲月，維護生物多樣性及森
林保育水土的健康， 即使化作一株
枯倒木，也提供了下一代的小苗繁衍
的養分，更提供了一個森林的穩定存
在和一個充滿生機的霧林樂園。

百年來，宜蘭的檜木森林歷經了興榮與滄桑，在
檜木林開發的歷程中確實有著許多深刻動人的故
事，散落在檜木被砍伐下山的沿線上；而人與大
自然之間的關係也因這個世紀的山林利用的結
果，益發讓人深省。讓我們藉由「千年佇山林－
宜蘭檜木傳奇特展」，一同來瞭解並探討人和森
林的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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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專題

淡蘭古道
百年故事

105/12/10（六）-106/8/31（四）
＠宜蘭縣史館

特展講座 Free Lectures

3.11

講師

(六)

自然觀察作家、生態保育工作者

3.18

講師

4.8

講師

4.15

講師

(六)

宜蘭縣文獻委員會於 1950 年代採集之草嶺古道「虎字
碑」拓印（宜蘭縣史館典藏）

特展現場一隅。

李瑞宗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兼任副教授

(六)

(六)

劉克襄

陳怡宏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劉還月
民俗文化作家、文史工作者

講座詳情及報名資訊請密切注意宜蘭步道 On Line
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淡蘭古道」指的是昔日北台灣「淡水廳」（轄區南至大甲溪，北抵三貂嶺）至「噶瑪蘭廳」
（宜蘭）之間，穿越山區交通路徑的概稱，為了重現淡蘭山徑間百年故事與風華史詩，羅東
林管處、宜蘭縣史館串連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分別在羅東林業文化園區與宜蘭縣史館進行為
期八個月的「重現淡蘭百年山徑宜蘭 & 羅東雙城展」。
宜蘭縣史館展示主題為「淡蘭古道 ‧ 百年故事」，以館內典藏之 1950 及 80 年代所拍攝古道
老照片，及重要碑拓圖像為主，藉著介紹與山徑相關的重要人物如楊廷理、黃廷泰、劉明燈、
馬偕等述說古道故事。搭配日本時代地圖、3D 立體模型投影機台（僅展示至 4 月 30 日止），
增加觀眾對展示所述之東北角地形、地勢認識。現場並有草嶺、坪林虎字碑印章，提供觀眾
蓋印紀念。
展覽自 105 年 12 月 10 日（六）至 106 年 8 月 31 日（四），
這段期間宜蘭縣史館將邀請熟悉東北角地區古道及山徑之
專家、學者，分別就不同領域演講，並舉辦「看展覽、聽
講座換贈品」活動，詳情請查閱「宜蘭步道 On Line」（臉
書粉絲專頁：http://ppt.cc/LLwvZ）。誠摯邀請您蒞臨宜蘭
縣史館，一同踏上前人盤山過嶺的足跡，看見山徑上的百
年故事。

現場提供兩種虎字印章，觀眾可自行蓋印紀念。

宜蘭步道 On Line 臉書粉絲專頁

兌換活動贈品：藍染風格地圖方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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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嚴選

宜蘭演藝廳

宜蘭演藝廳

【世界風情畫－陳欣蕙鋼琴獨奏會】

【找 Mikilim】

3/11（六）19:30

3/18（六）19:00

宜蘭青年音樂家獨奏世界風情畫

我是誰？來自祖靈的呼喚
展演者簡介

表演團隊簡介

陳欣蕙

瑪嘎巴嗨
文化藝術團

曾 師 事 陳 瑞 娟 老 師，
王 麗 君 老 師， 石 文 玲
老 師 及 Prof.Dr.Florence
Millet。
2005 年 考 入 德 國 國 立
科 隆 音 樂 院 Wuppertal
分 校， 於 2011 年 3 月

宜蘭青年音樂家陳欣蕙自六歲開始習琴，啟蒙師承陳瑞娟老師。先
後就讀宜蘭縣復興國中音樂班及台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音樂系，
於就學期間曾獲多次比賽獎項，並且以 14 歲之齡受當代樂坊之邀與
當代青少年絲竹樂團演出鋼琴協奏曲擔任獨奏。
留德回國後，在多所中小學音樂班教授鋼琴以及視唱聽寫課程，每
年亦定期舉辦音樂會，也多次受邀聯演。
此次世界風情畫音樂會，除帶來莫札特、貝多芬、蕭邦及德布西雋
永經典的名曲外，並將演奏台灣作曲家蕭泰然先生和阿根廷作曲家
琴拉史特拉的作品，希望透過各國不同風情的音樂，讓聽眾欣賞東
西方各地的文化風采。

23

分別取得音樂教育及鋼
琴演奏藝術家文憑。留
德期間曾多次參與歐
洲各地音樂節並參與
閉 幕 音 樂 會 演 出， 如
義 大 利， 葡 萄 牙， 法
國等地，師承 Prof.Boris
Lvov，Tiny Wirtz，Luiz
Moura de Castro 以 及
Judy Chin 並 於 2007 年
代表學校至巴黎市立音
樂院參與交換演出。

我是誰？我要找回來！
年輕氣盛的我，選擇放開父母的雙手獨自前往一條未知的大道上，
我去找尋光芒讓自己發光！多年來，都會叢林的平淡生活，我找
不到我的閃光，我忘了故鄉的花香，我忘了父母的溫情熱度。我
更聽不到海浪的掌聲，現在的我，只有一頭銀白的髮絲，我是誰？
cima kako ？ 耳邊彷彿傳來祖靈的呼喚，回家吧！我帶著你，找回
你，找回部落，找回那道你的光芒。

makapahay 在 阿 美 族
語 裡 是 漂 亮、 非 常 美
麗 之 意 思！「 瑪 嘎 巴
嗨」的我們是一群遠
從花東地區移居至宜
蘭 縣 的 阿 美 族 人， 為
了能傳承阿美族歌舞
文 化 扛 下 重 擔 大 任，
安排文化課程培育青
年 學 子。 歷 年 來， 常
受邀於各縣市大型的
文 化 性 活 動 演 出， 如
宜 蘭 國 際 童 玩 節、 綠
色 博 覽 會、 觀 光 局 馬
來西亞參訪團晚宴表
演、 蘭 陽 博 物 館 四 季
音樂節秋天民族樂及
冬陽原音祭表演。

獨白序曲—原源—宜灣豐收祭—海洋的呼喚—豐南歡聚—普悠瑪
風光….
瑪嘎巴嗨文化藝術團依舊透過傳統的阿美族樂舞內容，傳達祖先
的智慧，更首次以舞劇方式貫穿所有舞碼，一同帶領現場觀眾朋
友們進入瑪嘎巴嗨阿美族的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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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演藝廳

宜蘭演藝廳

【七太郎與狂狂妹】

【音樂的永恆極境】

4/15（六）14:30

5/12（五）19:30

采風樂坊帶來奇幻國樂劇

「七太～狂」是國樂的鑼鼓點，在這場兒童音樂劇中，鑼鼓點將搖
身一變，成為「七太郎」與「狂狂妹」……。七太郎與狂狂妹是一
對感情很好的兄妹，在奇幻國樂世界裡，樂器精靈為了爭奪誰才是
最厲害的樂器，每天在魔王面前吵吵鬧鬧，氣得魔王施下咒語，讓
樂器精靈各個都喪失了最重要的彈奏利器，精靈們能夠再度演奏優
美的旋律嗎？

聽！台灣弦樂團的音樂火花
表演團隊簡介

表演團隊簡介

采風樂坊

台灣絃樂團

1991 年 成 立 的 采 風 樂

由小提琴家鄭斯鈞於
1990 年 成 立 的 台 灣 絃

坊， 活 躍 於 國 內 外 樂
壇，連續多年獲得文化
部傑出演藝團隊的殊
榮，除了演奏傳統絲竹
音樂，更致力於現代音
樂與跨界器樂劇場的表
演，作品無不以臺灣傳
統器樂為主體、絲竹音
樂為根基，縱向延伸至
當代，橫向融合跨界藝
術，演出足跡遍及臺灣
及世界各地。

台灣絃樂團為無指揮的絃樂團，展現如巨浪般悠揚的琴聲。憑著
對音樂的執著與熱忱，台絃每年定期推出室內樂音樂會，讓優秀
的音樂家們在舞台上同台激盪彼此的音樂火花，室內樂的聲響豐
富細膩，無可比擬。

他們該如何通過魔王的考驗，找回失去的樂器寶貝呢？讓我們跟著
七太郎與狂狂妹一起進入這奇幻國樂世界接受魔王的挑戰吧…

每首室內樂曲都在挑戰著音樂家如何重現隱於音符背後，作曲家
的作曲概念以及音樂家自身對音樂藝術的想像。今年將以解說音
樂會的形式，敘述我們所不知道的音樂故事，帶領聽眾進入奇幻
的音樂世界。

這齣作品製作於 2003 年，也是采風的第一齣劇場作品，主要觀眾對
象為小朋友。此劇主要以絲竹樂器結合戲劇元素，從中介紹每件樂
器的獨特性，並加入劇情且娛樂效果十足，是一齣富有教育意義的
兒童音樂劇。

台灣絃樂團在陸續完成演奏貝多芬絃樂四重奏作品 18、59 與 95
（絃樂團編制）及 131（絃樂團編制）之後，將在 2017 年，演出
貝多芬晚期的絃樂四重奏作品 127 與 132，希冀在未來的日子裡，
能一一完成貝多芬絃樂四重奏系列的夢想。

25

樂團，網羅了台灣最優
秀的絃樂演奏家，是台
灣歷史最悠久、最有溫
度、最具口碑的絃樂團
體， 其 豐 富 的 演 出 資
歷，獲得政府及各界企
業 肯 定 及 長 期 贊 助，
於 2001 年 起 持 續 獲 入
選「文建會演藝團隊發
展扶植計劃」（今文化
部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
劃）。經由柏林愛樂首
席安永徹先生的引薦，
成為第一個受邀至日本
演出的絃樂團，演奏足
跡不僅在台灣，也曾巡
迴歐洲各地，獲得歐洲
樂評極高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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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文創天地、美學沙龍、天空藝廊A、B展廳

【2017 春之賞─北臺灣七縣市藝術家交流展】

2/18 -3/12
（六）

（日）9:00-17:00

2017 春之賞

2017 春之賞─北臺灣七縣市藝術家交流展是由北部及東部七個學會：宜蘭縣美術學會、新北
市樹林美術協會、桃園市美術協會、新竹市美術協會、新竹縣美術協會、苗栗縣青溪新文藝
學會及花蓮美術協會共同參展，力求在春季展現臺灣各地藝術家的精彩作品。
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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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美術學會及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共同主辦，
期望讓北臺灣藝術家藉由本次展覽相互交流。
春天時節百花齊放，來自七個縣市的創作者將
展出多樣媒材的作品，一同用藝術讚頌春天的
到來，並以書法、水墨、雕塑、攝影、水彩、
油畫等創作形式展現；從日常生活到鳥語花香，
都是藝術家創作的動力源頭，在繁花似錦的春
季中，帶領宜蘭鄉親一同體驗藝術家所帶來的
美好世界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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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天空藝廊A、B展廳

【宜蘭縣溪南地區國中小美術畢業班聯展】

4/22（六）-5/21（日） 9:00-17:00
vs. 藝起築夢

東光國中及成功國小美術班辦學積極，教學具有特色，學生熱愛藝術學習，培育藝術幼苗卓然有
成，各類展演參賽表現績優，為展現兩校美術班同學學習成果，推動美術教育，特聯合舉辦畢業
師生展，與社會各界分享學習成果。展出作品為同學們在美術班的學習成果，包括素描、水彩、
水墨、設計、版畫、立體造型等，兩校同學展出作品約 120 件，其中也包含東光國中美術老師的
一件作品。
成功國小和東光國中兩所學校相距不遠，在
美學教育上兩校相輔相成，學生從三年級開
始接觸美術訓練，學習各類型藝術創作技
法，畢業後又能與鄰近的東光國中美術班無
縫接軌，使藝術學習不至中斷。
此次聯合畢業美展，除展現蘭陽孩子們的藝
術天份，期望與宜蘭縣其他國中小藝術才能
班及各級學校之藝術教育交流，並讓社會大
眾對美術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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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蘭陽博物館

美學工坊

【香蕉絲編織】

4/15. 4/29. 5/13（六）9:00-12:00、13:00-16:00 ( 報名制 )
原民文化采風

把博物館搬進教室—宜蘭博物館家族入校園

噶瑪蘭的傳統技藝
講師簡介

偕淑月
（噶瑪蘭名 ngolan）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畢
業、原住民九年一貫族
語教材編輯委員、花蓮
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噶
瑪蘭族傳統編織班講
師。

「香蕉不只可以吃，也可以織布」，這是噶瑪蘭族人獨有的傳統技
藝，除特有的香蕉絲織布外，棉麻編織也是噶瑪蘭族婦女重要的傳
統技藝，而現今受大環境影響，年輕一代族人早已遺忘祖先引以為
傲的織布技藝。

博物館能有多大呢？大到可以橫跨古今、包山包海；博物館能有多小呢？小到一隻蟲子、一株植
物都可以成為一門知識。而宜蘭擁有全台灣數一數二為數眾多的類博物館—宜蘭博物館家族，包
括校園館、社區館、展演館、休閒農場、觀光工廠、文化資產館等，它們沒有博物館的規模，但
是卻擁有博物館的精神，扮演著在地學習、體驗中心的角色。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為深入瞭解噶瑪蘭族傳統香蕉絲織布文化技藝之
美，及慶祝噶瑪蘭族復名三十週年紀念，特別邀請花蓮縣噶瑪蘭族
發展協會－偕淑月老師帶來香蕉絲編織課程，期望藉由循序漸進之
課程、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讓學員能夠完成作品，並將噶瑪蘭族
傳統香蕉絲織布文化技藝發揚保存。

多年前，蘭陽博物館即推動宜蘭博物館家族入校園活動，當年秉持著認識家鄉的理念，把宜蘭的
特色帶入校園，讓學生可以認識宜蘭。去年 10 月，則加上環境教育的理念，再一次將博物館搬
進教室。由蘭陽博物館與橘之鄉、大安藥園休閒農場、莎貝莉娜精靈印畫學院、旺山休閒農場等
4 家館舍，合作試辦入校園活動，並邀請教育處環教輔導團的老師與館舍共同討論，規劃設計可
帶入校園的環境教育課程。這一次不只是運用館舍本身早已熟悉的知識，更進一步的連結大眾生
活與時事議題。

講師偕淑月噶瑪蘭名 ngolan，為噶瑪蘭族文化復振行動的重要推手
之一偕萬來的大女兒。2001 年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馬偕博士
收藏台灣原住民文物展─沉寂百年的海外遺物」中看到展示的噶瑪
蘭族新娘禮服，見識到老祖先精湛的編織技藝，下定決心要學習編
織，希望有一天能復織出噶瑪蘭族的傳統織紋。
之後她透過新社家政班「香蕉絲採取及編織研習」，開始向阿比、
烏吉、阿菊阿嬤學習地機編織。向多方學習的過程中，曾因工作時
間無法配合想放棄，但想到父親偕萬來先生，帶著體弱病痛的身子
仍為噶瑪蘭族復名運動努力二十多年，於是又有了堅持的勇氣。然
而，雖然學會了新娘裙的各種織紋，但依舊希望能跳脫噶瑪蘭族黑
白兩色傳統服飾的刻板印象，繼續堅持這條噶瑪蘭族文化傳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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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課本的教室裡，學生們認識到了蜜餞不只是蜜餞，更可以透過香濃的草莓香精，了解到食
安的問題；印章不只是美術教育，也可以是對海洋生態的想像；藥草不只是古老的知識，透過眼、
耳、口、鼻、手五感體驗，認識到天然的生活良方；南瓜不只是食物，也可轉化為食農教育，了
解植物的根與種子的重要性。
這一堂從博物館來的課程，我們期許給
孩子們的不只是一堂有特色主題的課程、
不只是一堂 DIY 體驗課程，而是把宜蘭
這塊土地的線頭交到他們手中……一個
線索、一個故事、一個未來。今年，期
待孩子們的再度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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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 2017 臺灣文博會 宜蘭 JIN HO（勁好）

社區日曆 × 宜蘭的美好日常

文化部自 2010 年起策辦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臺灣文博會），除以展會為主題，並提供
文創商品及服務交易平台，鏈結生產、行銷、通路等環節，讓臺灣文博會不只是商展，更是臺灣
品牌及臺灣價值的展現。為使宜蘭文創產業在龐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並藉此順勢推上世界舞
台，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規劃展出「宜蘭椅」作品外，另徵選出4 家宜蘭優質文創業者前往台北參展，
以「宜蘭 JIN HO（勁好）」品牌整合方式，藉由展覽的曝光，提升宜蘭文創在台灣及國際上的品
牌形象與特色，同時與世界進行文創技術交流。展出時間為 106 年 4 月 19 日 ~ 4 月 23 日；地點：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免費入場。獲選參展文創業者簡介如下。

三奇社區內的奇武荖黃金古道。

宜蘭縣社區日曆至今已持續推動了 16 年，共完成 192 個社區故事，超過半數以上的社區參與其
中，它讓大夥一起挖掘家鄉的美好、聽耆老聊過往、聽長輩憶家常，重拾歡笑與溫暖，故事就在
談笑中浮現。
從今年的社區日曆中，我們知道了頭城鎮武營社區的尋幽秘境，武陵山下的北門坑福德廟北邊的
階梯步道，沿途綠蔭青蔥，是健行踏青的好去處；還有冬山鄉三奇社區裡的奇武荖黃金古道，是
由多位村民貢獻田地做為道路，方能呈現出美麗稻田景緻，是近幾年熱門的地理景觀。

賣米粉羹老店原以製作米粉起家。

四結社區內的玉兔鉛筆工廠。

還有宜蘭市新生社區米粉羹、
經營 60 年以上的小吃店、大
福路上的薑母鴨全都是讓離
鄉遊子、來訪遊客念念不忘
的好滋味；而小時候人手一
支的黃色玉兔牌鉛筆，始終
堅持根留台灣，工廠設在五
結鄉四結社區，如今已轉型
為觀光工廠，廠內仍保持許
多珍貴的設備與文物。

社區日曆不單單只是幾張紙，而是社區走過的痕跡，透過文字記錄下具有意義的珍寶，將社區歷
史故事與生活點滴分享出去，為了實踐「美好的日常」，每個人都認真努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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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四季青花瓷

古意生活藝術館

以風格獨具之在地文化青花圖騰設計結合獨
特的經典青花瓷器工藝，每件產品均為百分
之百「由手製造」，追求獨有的純樸溫馨手
感，每個青花圖騰設計背後都具有在地故事
與象徵意義。

以皮革加古布手作，結合創意、天然媒材和
現代手作工藝，從在地特色出發，研製冬山
茶染布茶席系列商品，讓茶道文化融合在地
特色，以在地茶文化賦予茶席染布美學價值。

未來氏

耕木工場

企圖應用天然纖維及染織藝術，以簡約、最
小限度及原生去實現簡單生活、節用資源及
表現天然質地之美，讓天然、質樸、友善的
穿著文化，成為您我未來生活的一部份。

以森林資源的再利用為方向，使用拼板工法
活化木料，利用燃燒殘餘樹皮所產生的蒸氣
做為木材乾燥的能源，並將餘灰回歸自然有
機的土地，期許讓每一棵原木儘可能達到
100%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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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蘭陽國際低音提琴夏令營
開始招生囉！

築夢的社區型圖書館─
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分館

Thomas Martin

Thierry Barbé

Catalin Rotaru

Giuseppe Ettorre

傅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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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深耕宜蘭地區藝文活動及藝術教育的財團法人蘭陽文
教基金會，即將辦理第三屆「蘭陽國際低音提琴夏令營」，
該營隊自 2015 年辦理以來，已培育超過百位學習低音提琴
的學子，除了台灣本地的學生之外，更不乏來自日本、新加
坡、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等多位好手。
2017 年，再度由國家交響樂團（NSO）低音提琴首席傅永和
擔任藝術總監，邀請任教於英國皇家音樂院的湯瑪士 ‧ 馬
汀（Thomas Martin）、任教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卡達
林 ‧ 羅塔魯（Catalin Rotaru），以及現任巴黎歌劇院低音提
琴首席的堤維西 ‧ 巴赫貝（Thierry Barbé）擔任講師之外，
今年更力邀米蘭史卡拉歌劇院低音提琴首席朱塞佩 ‧ 艾托
雷（Giuseppe Ettorre）加入講師團，國際級的師資，為亞洲首
屈一指之音樂夏令營。

在資訊普及時代，圖書館至今已不再只是藏書、閱覽的場所，而是不斷強化與在地組織或社區間
的合作，彰顯保存文化、推廣教育、提供資訊及休閒娛樂的價值。

「2017 蘭陽國際低音提琴夏令營」活動期間為 7 月 13 日至
7 月 21 日，將招收 60 名國小五年級以上、具有演奏經驗的
學生，9 天的活動共安排基本練習、個別課、樂團片段、大
師班、室內樂、專題演講、肢體伸展、成果發表音樂會、獨
奏會、比賽等課程，更難得的是，所有講師將於 2017 年 7
月 16 日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低音群雄的世紀詠嘆」音樂會，
學員們也將一同前往欣賞見習，期望以多元化課程增進演奏
技巧與音樂詮釋能力。

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分館為了改善現有館舍空間的缺失，以兼顧社區讀者需求，於 104 年配合教
育部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改善計畫，針對樂齡、嬰幼兒童、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打造不同的閱
讀空間，並結合閱讀推廣活動，期能扮演地方文化與學習活動中心，進而具有「老（樂齡）有所
學，壯（新住民）有所用，幼（嬰幼兒童）有所長」之貢獻。具體改善空間例如：在「親子閱讀
區」以低坡度的木地板，並搭配矮書櫃、造型電視牆及鞋櫃等，營造親子共讀的溫馨舒適空間；
「松柏閱覽區」則是針對樂齡族，規劃造型桌面，以便於閱覽報章雜誌；室外空間另以仁愛站 ( 讚 )
為意象進行二期外部環境整理，其中更仿火車站月台，往西至其總館，往北則至文化中心，象徵
知識列車南來北往，提供讀者另種閱讀樂趣。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費用為新台幣 27500 元（包
含所有課程、食宿及人員平安保險）。凡於 4 月 30 日以前
報名，享有優惠價 25500 元 （舊生另再折扣 1000 元） 。相
關簡章及報名表可參閱 goo.gl/forms/AzhjcF2qbxw0d8Wy1，或
搜尋 FB「2017 蘭陽國際低音提琴夏令營」。

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分館之環境改造工程第
一期預計於 106 年 5 月底完工並重新開館，
未來期能藉由閱讀環境空間優化，促進社區
與圖書館間的緊密連結，讓圖書館服務深入
在地居民的生活中。

松柏閱覽區及櫃檯

閱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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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江舞團客家舞 ， 感念「天神女媧」

<Nailed it> 空間概念書寫

舞團多年來積極弘揚台灣客家舞蹈，已整理、編創出一系列客家舞蹈創作，努
力將「客家舞蹈」推向國際舞台。此次將於 3 月 19 日（日）14:30 於宜蘭演藝
廳演出「天神女媧」，天上的水神和火神忽然打起仗，破壞了人類生活的安寧，
世間成了人間地獄，女媧費盡千辛萬苦，修補天地拯救人類，客家人為了感謝，
於是將每年農曆正月二十日訂為「天穿日」來紀念她，全國客家人同歡慶此佳
節。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購票入場。

林于芳，出生在花蓮，成長在宜蘭，東海大學美術系，達蓋爾暗房影像工作室
修習，獲多次得奬及展覽紀錄。作品以簡單黑框裝裱，整齊排列於視線高度，
觀眾是依序前進，由一件作品的觀看進入另一件，展現一種規律與秩序感。在
白盒子空間中，一切的歷史脈絡被去除，回歸單一、純淨的物質空間，以空間
裝置的行為將「藝術展覽」、「藝術品」、「藝術主體意識」三位一體，開啟
和藝術空間的對話。本展 3 月 24 日至 4 月 5 日於宜蘭文化中心第一展覽室展出。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奧列的奇幻旅程》

臺灣港灣風貌 - 黃運祥厚工水彩
全國巡迴宜蘭展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前身為 MIX 舞動劇坊，團員集結特技、舞蹈、戲劇等專
業人才，以發展臺灣當代表演藝術為宗旨，積極推廣臺灣新馬戲文化的新型態表
演。風格結合傳統與創新、特技及舞蹈、街頭文化及劇場藝術作品，打破傳統的
束縛，運用多元劇場元素，不同方式媒合各類表演形態，發展出具有無限可能又
獨特的馬戲肢體語彙，為臺灣獨樹一格的新型態表演團體。此趟奧列五城市巡迴
將於 5 月 20 日（六）19:30 來到宜蘭演藝廳演出，歡迎購票進場。

黃運祥，設計公司執業三十年間創下逾 600 件的傲人室內設計案，參與全國各
文化局及各大藝文美展獲獎百餘次。自創「厚工水彩」技法，其效果不僅具有
西方油畫的厚實，亦具有東方水墨意境，如此繁複多工且獨樹一格，創造出厚
實肌理又渲染迷離之水彩畫新視界。每一幅畫作都是在傳達一個真實的現象及
故事，隱喻批判並發人深省，深切傳達畫家對臺灣土地的熱愛。展出時間為 4
月 8 日至 19 日於宜蘭文化中心第二展覽室。

悅風舞集《源源不絕湯仔城》

2017蘭博四季音樂節─春天少年樂

悅風舞集近年來積極探索礁溪在地風情，此次嘗試突破創作模式，特邀戲劇導
演加入製作團隊，運用演藝廳三面式舞台，多媒體為輔，編創出《源源不絕湯
仔城》。延續過去對於泉水的觀察，梳理民國以降，居民與泉水之間的情感及
生活樣貌，該如何與泉水共存共榮，以源源不絕的情感、永續泉湯資源，為創
作的浪漫發想，希望喚起人與土地之情感關係。本節目將於 5 月 28 日（日）
19:30 在宜蘭演藝廳演出，歡迎購票入場。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蘭博自 2014 年起，以音樂介入公共空間的形式，使蘭
博成為一座音樂性的公共藝術。2016 年起以「宜蘭製造」概念出發，為宜蘭在
地好聲音提供展演舞台，推出春（學生）、夏（世界風）、秋（歌仔戲）、冬（原
住民）四季不同類型音樂饗宴。進入 2017 年，春季演出「春天少年樂」持續邀
請宜蘭在地優秀學生樂團參與演出，並結合今年蘭博「博物館與環境」主題，
在表現形式與演出內容上與環境主題密切對話，賦予蘭博地景音樂廳更多層次
與想像空間。（活動時間請密切注意蘭博官網訊息）

《迴》宜蘭新青年藝術家聯展
本次參展的二十幾歲新青年藝術家有石志偉、李帟忞、徐子敏、張家筠、陳泳
丞、劉家銘等六人，皆為宜蘭高中第八屆美術班畢業，是一群土生土長宜蘭囝
仔，生命交錯在一起，秉持對藝術創作的熱忱，試圖在藝術的領域中找到屬於
自己的一條道路。展品皆為藝術家的理想呈現並無過分的學理性包裝，意圖讓
觀賞者輕鬆欣賞藝術，了解藝術與生活之間並無太大的隔閡，藝術即是生活的
一部分，展出作品 20-30 件，將於 2 月 24 日至 3 月 7 日於宜蘭文化中心第二、
三展覽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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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史館好書推薦
《永遠的音符：張月娥的生命樂章》
本書為宜蘭國樂之母張月娥女士自幼至今的生命敘事，透過她的口述、作者張
美鳳細膩的觀察與書寫，讓我們看見一位恬靜、自謙的女性，如何以追求音樂
專業歷 70 餘年而絲毫不減的熱情、韌性定義自己。《永遠的音符》除了納入多
位學生及親友的訪談紀錄，書末也表列整理張月娥女士已出版、未出版作品，
並收錄她為紀念雙親所創作、追記近 70 首作品，其中不少四句聯述及早期生活
情況，都是難得且珍貴的紀錄。購書請洽宜蘭縣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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