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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及每月最末一天(清潔日)休館。
休 館 日｜國定假日及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
民俗節日休館。特殊休館時間另行公告。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廣告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Tel 9322440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2:00及13:00-17:00

陳維鸚
曾孟淇、江怡葶、林佳蓁、陳虹蓁、何慧怡、劉維真、郭玟蠲、莊依婷、游小雯、董小琦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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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
蘭陽

春華秋實藝文碩美！
Art and Culture in the Midst of Autumn Beauty
落葉繽紛，大地進入吟唱歡歌的季節，「秋來宜蘭聽歌仔」也將陸續登場，這個時節來到
宜蘭，無論是在野台或舞台，都能找到令人熟悉懷念的曲調，歡迎前來聆聽欣賞，更鼓勵
有興趣者粉墨登場小試，參加歌仔戲大賽！
這個秋天，宜蘭美術館將分別展出黃光男水墨畫展、林玉山的繪畫藝術特展。向全國藝術
創作者徵件的宜蘭獎已揭曉，也將舉辦作品展。開幕後的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為「宜蘭興自
造」展現新風貌，「藝術自造祭」與「影像興樂園」等多元活動已經開跑。羅東文化工場
有專為孩子設計的文創主題展，宜蘭文學館更是邀請了作家談談飲食與人生，宜蘭演藝廳
裡的節目精彩連連。宜蘭不單是一座創意盎然的博物館，處處更有流動的文化饗宴。
特別一提的是，有關文化平權的系列活動，觀照縣內少數族群移工、移民、身心障礙者，在
文化平權的理念下，將推出欣賞影像及戲劇演出等活動，希望為這秋愁甚濃時分增添暖意。
As vibrant leaves begin to fall from their branches, the land eases into a season of song. The Yilan Autumn
Chinese Opera Festival will make its debut at this occasion, so visitors to Yilan will be able to hear familiar
melodies whether at a theater or outdoor stage. We welcome everyone to come and listen, and even those
interested in donning the makeup and joining the opera competition!
This fall, the Yilan Museum of Art will be unveiling the exhibitions of Huang Kuang-Nan’s ink wash
paintings and Lin Yu-Shan’s art paintings. Submissions to the Yilan Awards will also be on display. The
Chung Hs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has been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theme “Yilan Nu-creators”, and
will hos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the Art Maker Festival and Hsinema. Luodong Cultural Working
House will have a children’s exhibition o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Yilan Literary Museum has
invited writers to speak about food and life, and Yil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will put on a string of exciting
shows. Not only is Yilan overflowing with creativity, but it also offers cultural feasts in every corner.
To support cultural equity in particular, being inclusive of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such as migrant workers,
immigrants, and the handicapped, a series of related films and performances will be hosted. Let’s spread
warmth to everyone’s heart this autumn!
色とりどりの落葉美しく、大地がよろこび歌う季節に、「秋季宜蘭台湾オペラ（歌仔戯）鑑賞」が登場です。
この時期の宜蘭では、野外でも屋内舞台でもあちこちから、よく知られている昔懐かしいメロディが聞こ
えてきますので、ぜひ宜蘭へ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さらに興味のある方は、台湾オペラ用の舞台メイクを施
しての台湾オペラ大会への参加も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この秋、宜蘭美術館では 2 名のアーティスト、黄光男の水墨画展、林玉山の絵画特別展がそれぞれ展示さ
れます。また、全国のアートクリエイターから寄せられた作品の中から選考された宜蘭賞の発表と作品展
も開催。イベント開幕後の中興文化創意園区は、「宜蘭と創作」という新しい様相を現し、「芸術創作祭」
と「映像で作る楽園」など多様なイベントが動き出します。羅東文化工場では、子供たちのために特別に
デザインされたクリエイティブカルチャー展が開催され、宜蘭文学館では作家の方をお招きして食と人生
について語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宜蘭演芸ホールでもすばらしいプログラムが数多く予定されていま
す。宜蘭は、創意にあふれた博物館であり、変化する文化の饗宴が至るところにあふれる場所でもありま
す。

2017 蘭陽繪本創作營作品之一，以「辦桌大會」為故事主軸，展現了蘭陽土地特色。

特にご紹介したいのは、「文化の平等」についてのシリーズイベントです。宜蘭県内のマイノリティであ
る外国人労働者、在留外国人、心身障害者に光を当てて、文化の平等という理念の下、映像鑑賞や演劇演
出などのイベントを推進することで、秋色濃くなる時節に皆様の心に温かさを添えられることを願ってお
ります。
화려하게 흩날리는 낙엽과 대지는 즐거운 노래를 부르는 계절로 접어들고 , 「가을에 이란으로 꺼짜이시를
들으러 가자 ( 秋來宜蘭聽歌仔 )」도 뒤를 따라서 등장합니다 . 이 계절에 이란으로 오시면 야외무대 혹은
실내 무대에서 우리에게 익숙하고 그리운 가곡을 들을 수 있고 꺼짜이시 ( 歌仔戲 ) 를 좋아하는 분들을 위
한 경영 대회가 개최할 예정으로 여러분의 많은 참여를 바랍니다 .
이번 가을의 이란 미술관에서는 예술가 황광난 ( 黃光男 ) 수묵화전 ( 水墨畫展 ) 및 린위산 ( 林玉山 ) 의
회화 예술 특전이 있습니다 . 그리고 전국 예술 창작자 작품전의 이란상 ( 宜蘭獎 ) 도 발표되어 작품전이 개
최됩니다 . 개막 후의 중흥문화창의원구 (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 는 「이란흥자조 ( 宜蘭興自造 : 이란에서 즐
겁게 자가 창조 )」의 새로운 모습을 위해 「예술자조제 ( 藝術自造祭 )」 및 「영상흥난원 ( 影像興樂園 )」
등 다양한 이벤트도 개최됩니다 . 로동 ( 羅東 ) 문화 공장은 어린이를 위한 문창 테마전을 마련하였고 , 이란
문학관은 작가들을 초청하여 음식과 인생에 대한 이야기를 갖는 시간을 마련하는 등 이란 공연장에는 훌륭
한 프로그램이 이어집니다 . 이란은 창의가 넘쳐 흐르는 박물관뿐만 아니라 모든 곳이 문화적 향연입니다 .
특별히 언급할 것은 문화평권 ( 平權 ) 시리즈 이벤트로 이란현 내의 소수 민족 이주 노동자 , 이민자 , 신체
장애인을 배려하는 문화평권 이념 하에 영화 감상 및 무대극 공연 등 이벤트는 추수 ( 秋愁 ) 가 깊은 이 계절
에 포근한 느낌을 가져다주기를 희망합니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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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歸）來作客
獲得邀請的小烏龜來到五結，
綺麗的水鳥棲地讓人眼睛一亮，
新同伴小辮 把他駝起，
大翅一振，
平原景致盡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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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的人生
文化平權系列活動

文化是生活的縮影，日常生活中卻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接觸文
化藝術，使得在市場趨力下，被看見的越被看見。
文化平權回歸基本人權，透過資源分配等方式積極確
保每個人的文化近用不因身分、年齡、性別、地
域、族群、身心障礙等因素產生落差，重新
賦予每個人享用、創造文化的權利 /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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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佑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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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文化部的輔導下，文化局獲得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及文化平權計畫補助，特別
著力於上述兩特殊族群，希望主動在他們相較艱困的生活中，創造機會與力量，讓每個看似偶遇
的陌生人，在我們的協助下與廣大優勢群體產生連結互動，使之從陌生的客體回歸真實血肉。
文化平權系列活動著重在戲劇欣賞的近用權與其話語、詮釋權。首先是專業劇場體驗。針對身心
障礙人士，我們期望降低其進入專業劇場欣賞戲劇的門檻；針對外籍移工、新住民與新二代朋友
們，我們特別邀請由新住民朋友所組成的南洋姊妹劇團進入宜蘭演藝廳演出，除了讓縣民朋友們
聽見不一樣的聲音外，配合專業劇場介紹與實習，也讓新住民朋友更接近專業劇場，打開另一種
發聲可能。此外我們也與勞工處合作，於宜蘭演藝廳辦理專業戲劇演出，邀請移工朋友免費入廳
看戲，另特別規劃戲劇工作坊，打開勞動制式的身體，讓身體找回自由。而對於勞動條件較為特
殊的東南亞漁工朋友，我們也配合月光日規劃演出到港計畫，直接拉近專業演出與他們的距離。
在降低特殊族群的藝文欣賞門檻外，我們也規劃漂浮的家影像系列計畫，培育採訪志工，透過新
移工 / 民朋友的眼，看見不同，透過其口，述說自己的話，並以影像故事打開縣民朋友的想像，
使每個人生中的偶遇具象化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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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到港

宜蘭縣身心障礙人數佔總人口數近 7%，數字看似不大，卻各個都是活生生的人，有其需求、生
命故事。相較於一般大眾，身心障礙族群接觸文化藝術的阻力較大，但不代表他們的感受程度比
一般人差，時常更甚，他們需要的只是降低限制所帶來的阻礙而已。又，在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發
展下，本縣外籍勞工約佔總人口數 3%、已設戶籍外來人口數亦為 3%，他們或許來臺打拼、或
許落地期望生根，卻因我們的不熟悉而覺陌生、保有距離，忘了他們都是生活的一份子，是鄰居、
是朋友、也是同塊土地的人民。我們共同享有、打造土地風貌，是夥伴。是以，如何打造每個人
──包含少數族群公平參與文化的機會，是政府部門不可忽視的責任。

漂浮的家影像系列計畫

潘佑升 攝

潘佑升 攝

以子之眼，說子之言。
讓我們透過系列計畫，
以影像看見不同的人生風貌。
用真實人生與交織互動，
使每個偶遇都不再是偶然。
本計畫預計於 11/19 日辦理成果
發表會及講座，詳細內容請查詢
宜蘭演藝廳粉絲專頁。
潘佑升 攝

身聲劇場《厝邊皮影班》

11/3（五）、11/4（六） ＠南方澳
詳細內容請查詢宜蘭演藝廳粉絲專頁。

身聲劇場集演、樂、舞一體，多
元融合戲劇與皮影，豐富階級想
像的《厝邊皮影班》，對當前亞
洲社會結構下「在地／異鄉」雙
重生存境況進行反思。
厝邊鬥大戲，菩薩也放屁！
棺材裡唱歌，到死沒有錢！
從一個墨西哥的民間神話為起點，翻轉出臺灣階級想像的生存語境。劇情描述狗屎，
水桶與將軍，三個鄉巴佬搞丟了每年酬神大戲的錢，只好找了外勞啊包卡包組成了
不倫不類的皮影班。一群九流的表演者歹戲拖棚，創造了一個跟他們一樣貧窮一樣
倒霉的皮影人物「阿勇」，他們輪番說著阿勇的故事：整個過程圍繞著發財夢、老
鼠橫行，烏龍事件交替上演，皮影阿勇卻在一個下雨的黑夜裡復活、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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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公益場演出

歡迎外籍移工、新住民與新二代朋友攜伴共賞
詳細內容請查詢宜蘭演藝廳粉絲專頁。

＠宜蘭演藝廳

進入劇場 專
─業劇場體驗

進入劇場 專業劇場體驗
─

南洋姊妹劇團
《看 ‧ 見 ‧ 我 ‧ 們》

無獨有偶 2017 作品

《微塵 ‧ 望鄉》Homecoming
莉莉、失智老爸，
偶爾還有雞婆越南看護寶枝

12/16（六）19：30 票價 400、600 元
12/17（日）14：30 公益場演出
本場特邀外籍移工、新住民與新二代朋友，
詳細內容請查詢宜蘭演藝廳粉絲專頁。

＠宜蘭演藝廳

在這座飄搖大海的島嶼上，哪裡會是我安身的家，承接我微小如塵的生命……

2015 年 7 月，第 147,190 位姊妹來到這座島， 她是女兒也是母親，是內人又是外
人。什麼是國？什麼構成了家？為何要離開？怎樣才能留下？

7 齣短劇、5 種語言、沒有交集的人生、相互照映的夢想，南洋姊妹劇團帶大家一

在旅行社上班的馬莉莉，每天都在腦袋裡環遊世界，除了越南。她不想踏上母親的
故鄉，她不想記得，母親很早很早就丟下了她。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老公寓裡睡著的父親文華，每天都在睡夢中，感覺自己一點一點變年輕。
一九四九年，他沒有上船，沒有來到臺灣變成一個計程車司機，沒有娶了一個越南
太太，沒有曾經擁有一個家，然後又沒了。

南洋姊妹會是臺灣最早的新移民自主團體，從高雄美濃發跡，培力組織新移民社會
參與。2009 年，「南洋姊妹劇團」組成了，透過無數次的表演課，姊妹們從學習
者成為教學者，從客體被觀者，成為主動言說者。

在不同家庭流浪的阮氏寶枝，打越南，飄洋過海來臺灣當看護，為了在故鄉蓋起一
個屬於自己的家。她有時會想，久未見到的孩子，會不會也覺得她跟那棟剛蓋好的
屋子一樣，又新又陌生。

戲劇，是一種發聲方式。到臺灣，是一種宿命抑或命運？身在此，能否安心立命，
重生在此？

《微塵．望鄉》

起勾勒「我們」的邊界。

12 月，請看見我們，看見你們。

運用人偶同台、光影戲、即時投影劇中劇，打造虛實錯雜的魔幻空間讓三個渴望回家的
寂寞人，溫暖彼此的心
每個人都是世上的一粒微塵
安靜，是為了思念
行走，是為了生活
當兩顆微塵相遇
不只是交錯的風景 也可能成為彼此的依靠…
偶戲夢想家 鄭嘉音 金鐘劇作家 詹傑 金曲音樂家 柯智豪
傑出設計團隊 六位別具性格女演員
聯手創作一趟溫暖奇幻的歸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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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
常設展

@ 服務中心

「紙說－中興造紙故事」將宜蘭造紙產
業的開端、中興紙廠發展的歷史記憶
一一呈現，娓娓道來宜蘭半世紀多以來
的造紙故事，而展區特別以樹木意象營
造老舊紙廠新生的氛圍，更提供民眾一
個自由參觀展覽與休憩閱覽的環境，人
人皆能參與其中，從生活中激發文化歷
史的想像。

9.02 六 11.19 日
影像興樂園

以主題影展、專題講座、攝影課程及紀
錄片工作坊，推廣影視音教育培力，
8 月份為「臺灣國際紀錄片巡迴展」、
9 月份為年度紀錄片精選之「紀工影
展」、11 月則為「臺灣國際女性影展」
巡迴展。除了影片放映，部分場次也將
邀請影人與講師進行映後座談，讓影迷
盡享影視饗宴。「影像興樂園」所有放
映及活動皆為免費報名參加，更多影片
介紹及活動資訊，請至影像興樂園粉
絲 專 頁（https://www.facebook.com/
HSINema/）查詢。

宜蘭興自造 孕育興文創
歷經數年的規劃及修復整建，在大家引頸期盼下，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7 月 22 日正式開放試
營運，並以「宜蘭興自造」為精神品牌亮相！過去中興是臺灣的紙業重鎮，而今老廠房轉
身成為文創園區，不僅為宜蘭文創產業開啟新的里程碑，未來還會發展成自造實驗、美學
生活教育場域及青創扶植之產官學合作的藝企媒合平臺。
更重要的是，透過在地連結與國際視野的共創合作，期能深耕、發揮文創群聚效應，喚回
宜蘭優秀子弟回鄉、也吸引更多創意人才常駐宜蘭，逐步凝聚在地的創意能量，共同攜手
打造文創的「興」未來。
園區第一檔年度大型共創
活動「藝術自造祭」已
於 8 月 20 日告一段落，
下個活動「映像節」將於
11 月 18 日 展 開； 而 目
前每週六、日的「影像興
樂園」影展放映、常設展
「紙說 - 中興造紙故事」、
以及進駐育成空間「興工
場」，平假日都有開放，
都歡迎民眾入園欣賞體
驗，詳細內容可上中興文
創園區粉絲專頁 (https://

www.facebook.com/Chu
ngHsingCulturalAndCre
ativePark/)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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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客堂

10.7 六
引光人 燈光工作營

@ 全園區

運用園區獨特的工業遺構氛圍，藉由國
內外視覺藝術家運用影像、聲音、裝置、
身體行為等形式介入空間，提供觀眾不
同感官經驗與視野，並將持續深耕經營
藝術社群，形塑具有宜蘭在地性的藝術
聚落。

藉由燈光專業者的帶領，以光為媒介引
導所有參與人，進行燈光議題的活動，
啟發更多對光的知覺及運用，並將光結
合建物，重新認識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的
環境及過去歷史價值。( 活動報名時間
將於園區網站公告 )

11.18 六 12.10 日
映像節

@ 全園區

10

文化
專題

材質：壓克力、畫布 尺寸：145×145×5 cm

2017 年宜蘭獎得獎揭曉

頒獎典禮

黃柏勳

自 2015 起宜蘭縣跳脫地方美展的框架，轉型舉辦了第一
屆「宜蘭獎」，延續「宜蘭美展」的地方性美展傳統，徵
件類別以「東方媒材類」、「西方媒材類」、「立體造型
類」、「攝影與新媒體藝術類」等四類，向全國創作者徵
件，今年已是第三屆，為了讓評審能夠更臻公允，今年的
參賽者除提供參賽作品，並需提供過去所創作之參考作品
2-5 件；此外，也將參賽年齡與國籍放寬為年滿 18 歲，具
本國國籍及合法居留權者，皆可參加。獎項除延續上一屆
最高獎項「宜蘭獎」3 位各 15 萬元獎金、作品獲宜蘭縣
政府文化局永久典藏外，並提供每位優選各 1 萬元獎金，
期能鼓勵更多優秀具潛力的美術創作者共同參與。

＠文化中心

作品 | 如果圖像可以表述，
又何須語言？

10/14（六）10：00
得獎作品展

10/14（六）-11/5（日）
＠文化中心第一展覽室

11/11（六）-11/23（四）

9：00 - 17:00
＠羅東文化工場
天空藝廊 A、B 展廳

今年經兩階段評審會議後，選出的宜蘭獎得獎者為邱奕寧、黃柏勳、吳傑生，均為年輕優秀的新
銳創作者，作品獲得評審委員們一致讚賞。優選 14 名為陳克東（東方媒材）、劉廣毅（東方媒
材）、徐嘉霠（東方媒材）、黃鈴詠（東方媒材）、簡秀英（西方媒材）、吳佳潁（西方媒材）、
張凱洋（西方媒材）、徐昭華（西方媒材）、林珈伃（西方媒材）、王永衢（西方媒材）、賴羿
廷（立體造型）、林安常（立體造型）、蔡宗勳（錄像）、林志鴻（錄像）等。

評審評語：
作品以卡漫風格創作，表現自我的美好喜樂世界「巴別森林」，作者的畫風細膩，質感豐富，形式語言清晰，是件優秀
作品。

吳傑生

宜蘭獎得主 3 位（不分類）

邱奕寧

在討論創作成形的樣貌裡，創作者
常以語言或文字，論述關於創作的
一切。但假設語言可以取代圖像
（在此，我以圖像借代任何形式的
創作），敘述創作的樣貌，那麼又
何須創作呢？本作品為「巴別森
林」創作系列的作品之一，用類似
巨大樹木或核彈爆發的蕈狀雲造
型，來象徵這個豐富的世界，並討
論語言、文字與創作所涵蓋的一切
內容或形式之間的各種關係。

材質：藝術微噴、文件
尺寸：21×31.2 cm（共十件）
、7×10 cm（共十件，索書號小牌子）

材質：墨、顏料、紙本 尺寸： 48×170 cm

作品 | 寂寞城市

作品 | 能量影像

寂寞的城市住著成千上萬寂寞的人，他們不需要街道，因為他們不需要出門，他們不會擁抱，因
為他們不曾見面，他們不會微笑，因為他們只傳貼圖。

宗教團體「丹輪能量」深信宇宙充滿能量與靈體，而相機拍攝出光斑怪異的影像，是能量及靈體
在感光元件上的顯影，但後被踢爆僅是鏡頭耀光或是失焦的灰塵，教派便消失了。

他們要的只是一個房間，一支手機。寂寞和寂寞，湊在一起是寂寞。

但他們對影像的敬畏和想像，宛如相機剛被發明時，人們認為自己的靈魂會被囚禁其中，而不同
於現在，影像對於我們僅是日常。故我將當時他們向教徒解說的影像，以書口畫形式秘密繪於圖
書館藏書，當書特定角度彎曲，影像浮現，願影像中被期待的神蹟到來。

評審評語：
本作呈現擁擠卻寧靜的城市意象，以水墨的線條與墨色變化，密集地將山、 建築、與水結合為現代審美及視覺印象的山
水表現。作者試圖以緊密的構圖、多視點的建築表現，刻意不規劃道路， 而以植物佈滿空間，前以牆面劃分城市與水域，
欲表達現代 3C 產品過度依賴下，製作出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又寂寞的現代城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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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知識的力量透過書本傳遞，宗教的教義在此彰顯，作者藉由反思宗教團體「丹輪能量」的神棍傳教法，將此教派的傳教
事蹟圖像手繪於從各類圖書館借來的書籍側頁，秘密進行某種訊息傳達的暗語式手法，令人耳目一新。

12

文化
專題

景象臺灣 - 黃光男水墨畫展
策展人 / 賴瑛瑛、文 / 賴瑛瑛、程元

9/8（五）-11/5（日）
＠宜蘭美術館

101、201、202 展覽室

昌明，彩墨、壓克力彩、紙本，46.5 × 68 cm，2017

三星普照，彩墨、壓克力彩、紙本，46.5 × 68 cm，2017

針對宜蘭豐厚的人文歷史及明媚的農產地理，黃光男特別創作《昌
明》、《喜村圖》、《三星普照》與《平安樂》的四連作，將每日熟
悉的生活圖像如金桔、三星蔥、紅柿、洋蔥、玉米等臺灣的在地符碼，
以藝術轉化的方式，呈現土地的芬芳及溫暖的人文情懷。《寶島香樟》
則是借用象徵比擬的手法，書寫人文匯集的寶島風光景象。這些作品
紀錄了寶島臺灣生民百態的活力能量，詩文中道出對於田野農家的濃
郁情感、對於平凡百姓的平安祝福，以及對於太平盛世的昌榮展望。
展覽由賴瑛瑛策展統籌，並邀請林詠能教授團隊、施登騰教授團隊結
合數位科技進行展場內的觀眾參與互動。教育推廣則導入藝術家親聲
導覽的影音，為觀眾提供全方位線上及線下的藝術導引，提高展覽全
面參與的效能。此外，展場內的閱讀、休憩區域，結合多媒體、導覽
影音，建構一個沉浸式觀賞環境，豐富觀眾五感的審美經驗。

平安樹，彩墨、紙本，140×70 cm×3，2012

宜蘭美術館成立以來，主辦的特展精彩連連，如《象徵與指涉：王攀元繪畫的苦
澀美感》、《離散的夢土：臺灣近當代水墨畫展》等，主題策展的方式吸引了國
內藝壇的注目，也落實了美術館在研究、典藏以及教育推廣多面向的發展，充分
發揮以專業帶動地方的文化治理。有感於美術館的設置對於地方文化推動的重要
影響，藝術家／前政務委員黃光男特別在宜蘭美術館開館之際，慷慨捐贈作品十
幅做為典藏賀禮，期許拋磚引玉，鼓勵臺灣社會及藝術家捐贈藝術作品，為文化
傳承及扎根樹立楷模。
《景象臺灣 - 黃光男水墨畫展》的策劃旨在呈現寶島豐厚的文化景象，溫馨的風
土民情以及秀麗優美的自然風光。黃光男多年來熱情擁抱時代的多面向，以積極
入世的社會行動，面對傳統的規範制約，進行藝術創作及行政改革。透過其系列
的水墨創作，我等看到水墨繪畫的前衛創新，一則回歸歷史與文化的美學深度，
再則展現博愛普世的崇高畫格。展出內容分「得象忘言」及「得意忘象」二區；
「得象忘言」，結合詩書畫的水墨美學，以寫實寫意的形象表述及文化隱喻的符
號象徵，來傳遞文人繪畫的理想境界，「得意忘象」，則是逸筆草草的抽象表現，
呼應亙古通今的宇宙奧祕，悟透現象並粹煉為抽象的感動。水墨繪畫不僅是藝術
的形式與圖像風格，更是時代文化美感經驗的提煉。
寶島香樟，彩墨、紙本 ( 三聯作 )，140×70 cm×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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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嘯已風生─
林玉山的繪畫藝術

106

107

11/18 -1/14（日）
（六）

＠宜蘭美術館

夜襲，彩墨、紙本，87×91 cm，1989

林玉山強調寫生重於臨摹，認為應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研究動植物
風貌，再下筆創作，如他所言：「在新事物上不斷產生的今日，更可運用
寫生之法，來觀察描繪新的感覺，來表達多方面的感受。臨摹永遠落入前
人觀念之中，惟有寫生通物理物情，捕捉其精神，而後創作，才能如天馬
行空，不受繩束。」宜蘭美術館和臺灣創價學會此次將以林玉山的寫生觀
點為主軸，以其筆下之走獸、花鳥、風景、人物規劃四個主題：「彩墨揮
灑藏百獸」、「靜觀花鳥寫神情」、「寄情鄉土留畫蹟」、「靜思人物畫
民俗」，期盼能由此引導民眾欣賞林玉山筆下的臺灣視野，以及其灌注藝
術情感，帶有強勁生命力的藝術創作。
農村秋晴，彩墨、紙本，70.5×80.5 cm，1951

論臺灣近百年來的藝術史，林玉山可謂是一位藝術成就亦深且具影響力的
藝術家，其創作歷程自日治時期「臺展三少年」嶄露頭角至戰後成為臺灣
藝術界家喻戶曉的藝術典範；期間他雖身經臺灣因各階段政權交替，不同
時代背景所產生不同土地文化之認知差異，卻仍能融合並超越各意識型態
限制，堅持其藝術理念，持續活躍於臺灣各時期畫壇，為臺灣近現代藝術
史上，少有此創作資歷的藝術家。
林玉山（1907-2004）出生於嘉義，畫藝之啟蒙，乃受到家中聘請之民間
畫師影響。1926 年負笈東京川端畫學校接受專業繪畫教育；1927 年參加
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獲入選，與陳進、郭雪湖同被譽為「臺
展三少年」。自此於畫壇崛起，並積極自組、指導畫會、讀書會等藝文研
究團體，如「春萌畫會」、「自勵會」、「墨洋社」等，致力於提升在地
藝術研究和人文水平。戰後於 1950 年遷居臺北，先於靜修女中執教，不
久轉往師大美術系授課，直至退休，學子遍及各地。林玉山深切關懷本土
文化，亦積極倡導、建構臺灣主體文化認知，其創作以寫生為基礎，著重
表現臺灣本土之形與色，題材多以臺灣常見的花鳥山林為主。畢生創作不
輟，傾力耕耘於藝術教育，影響深遠。

15

風浪歸舟，彩墨、紙本，53×66 cm，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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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來宜蘭 聽歌仔

文化
專題

一年容易又秋天，豐收季節過後的蘭陽平原，開始進
入范仲淹所描述「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
寒煙翠。」的境界，這個讓人多愁善感的時節，最適
合到宜蘭來聽戲曲歌聲。每年秋天，在宜蘭各個藝文
館舍推動下，處處充滿了歌仔戲的氛圍，無論是最原
始的本地歌仔、劇團到各鄉鎮巡演的經典戲碼，還有
大力培育的新苗演出，如果覺得光聽還不夠，歡迎來
參加歌仔戲大賽親自挑戰，若想更深入瞭解傳統文化
藝術，走一趟台灣戲劇館體驗戲曲奧妙也是很棒的選
擇，秋來宜蘭聽歌仔，大大滿足你的歌仔戲癮。

2017 蘭博四季音樂節
─秋日歌仔調

杜子春

蘭陽戲劇團推出
25 週年大戲
大家相招來
滾歌仔
本地歌仔是歌仔戲最原始的表演型
態，以落地掃形式，於樹下、廟埕
或是隨廟會陣頭遊行表演，目前全
國僅存宜蘭「壯三新涼樂團」仍有
常態性的傳承與演出，在這個秋天
的週末（11 月 4 日除外），在丟
丟噹森林廣場，都可以看到他們的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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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1/25
（六）

（六）

落地掃
壯三新涼樂團
＠丟丟噹森林廣場

今年「蘭博四季音樂節」將延續的「宜
蘭製造」概念，在團隊選擇、策演方向
及節目內容上，進一步強化在地創作、
青年人才、以及和社區的連結，並結合
今年蘭博主題「博物館與環境」，鼓勵
表演團隊在演出內容與形式上，以博物
館空間為啟發，與環境主題密切對話。
秋季演出「秋日歌仔調」預計邀請公立
劇團、社區團體與在地專業歌仔戲團
來館演出，呈現作為歌仔戲發源地的宜
蘭，在政府培植、社區傳承、及專業劇
團傳統藝術創新演出等多元面向發展
下，歌仔戲在地方開枝散葉的成果。詳
情請關注蘭陽博物館官網訊息。

9/17（日）

13:30

（二）

9/19

19:00

9/22（五）

19:00

9/30（六）

19:00

10/3（二）

19:00

幸福彭祖有三好
@ 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周公法鬥桃花女
@ 頭城搶孤場區

碧海青天
@ 冬山鄉政中心

周公法鬥桃花女
@ 冬山清溝福安宮

周公法鬥桃花女
@ 礁溪國小操場

10/28

（六） 19:00

唐伯虎點秋香
@ 蘇澳馬賽國小

11/11（六） 19:00 斬經堂北管戲
11/19（日）

@ 壯圍鎮安廟

14:30

杜子春蘭陽戲劇團 25 週年團慶
@ 宜蘭演藝廳

蘭陽戲劇團是國內唯一的公立歌
仔戲劇團，除傳承北管戲、本地歌
仔、傳統歌仔戲，亦致力於創新
歌仔戲，是臺灣傳統藝術保存的
典範，經常於年度辦理鄉鎮巡演，
今年適逢劇團成立 25 週年，將於
11 月 19 日推出經典回顧大戲《杜
子春》，此齣戲由國寶級大師黃春
明編寫，首演於 2002 年，25 週
年再度搬演，僅以此劇，回顧追
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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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狀元是遜咖

悟遠劇坊說
女人當自強

9/9（六）
9/10（日）

19:30

我家狀元是遜咖

14:30

@ 宜蘭演藝廳

票價 200、400、600、800 元 ( 兩廳院 )

悟遠劇坊是一個充滿活力與創意的表
演團隊，由團長簡育琳、執行長林紋
守領軍成立，劇團連續七年榮獲宜蘭
縣傑出演藝團隊，擁有資深堅強的節
目製作群，及歌仔戲界中青代優秀演
員。今年推出《我家狀元是遜咖》，
是編劇林紋守將老戲《狀元打更》賦
予新風貌改編而成，本劇期待以輕鬆
自在、浪漫愉悅的導演手法，探討傳
統男強女弱的觀點，企圖在兩性相處
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童話撞進歌仔戲─
公主的奇幻旅程

童話公主來唱歌仔戲

106 年歌仔戲
新苗培育合作計畫
─新苗劇場
為了培育更多歌仔戲後起之秀，推
出新苗培育合作計畫，以蘭陽戲劇
團為主要培訓、排練場地，並於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駐園演出。

9/9（六）
9/23（六）
11/4（六）
11/11（六）
11/18（六）
11/25（六）
12/2（六）

10:30
11:30

經典劇目折子選段

《穆桂英》
15:00 《陳世美與秦香蓮》
、

16:00

@ 曲藝館

14:30

育成大戲─狸貓換太子
@ 蔣渭水演藝廳

須購買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門票入場

9/23（六）

19:30

@ 宜蘭演藝廳
索票入場

台灣戲劇館基於戲劇教育往下扎根理念，和普及戲曲深入民眾生活目的，於民國 91 年 1 月
正式成立「台灣戲劇館歌仔戲傳習班」，聘請廖瓊枝藝師及林羅麗珠、藍素婧、鄭英珠、李
經元等多位老師指導，學員則來自社會各行各業和各級學校學生，除學習技藝，並經常公益
義演推廣戲曲。
本次推出《童話撞進歌仔戲－公主的奇幻旅程》，係敘述西方童話故事中兩位公主的故事，
經改編後，分別以《白雪與魔鏡》及《人魚公主》選段呈現。

2017「來宜蘭 ‧ 尬歌仔」

全國歌仔戲大賽
延續歷年「來宜蘭 ‧ 尬歌仔」全國歌仔戲大賽，今年 10 月 28 日 ( 星期六 ) 及 10 月 29 日 ( 星期日 )
將於羅東文化工場舉辦 2 天的比賽，分為「清唱類」及「表演類」兩大類，以創意、娛樂、休閒、
體驗等多種面向，讓民眾參與傳統藝術活動，提供給熱愛歌仔戲的朋友一個嶄露頭角的平台。大
賽現場包含多項周邊活動，提供一般民眾體驗歌仔戲裝扮、好康抽獎，更有專業劇團示範演出等，
精彩可期。比賽詳情、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文化局網站查詢下載 http://www.ilccb.gov.tw/，並隨
時注意網站公告訊息。

羅東文化工場戲曲飄揚

文化客廳歌仔戲師生聯演
11/11（六）

山伯英台 ~ 樓台會、白玉枝私訂終身

育英國小暨文化國中

11/18（六）
11/25（六）
12/9（六）
12/23（六）
19

情定宜蘭

悟遠劇坊暨吳沙國中、宜蘭高商

14:30
15:30

逛花燈

悟遠劇坊暨壯圍鄉老人會

仙女散花

順安社區

遊江驚豔ㄍㄠ ˋ 員山

蘭陽戲劇團暨同樂國小

20

飄洋過海
落地生根的大身尪

文化
專題

頭城東嶽廟承義社陰陽司大身尪及配件和頭城東嶽廟昭義社大太子大身尪及配件
圖片提供：頭城承義社

伴隨著熱鬧的鑼鼓聲，走在街上衣著華麗、氣勢不凡的大身尪，總是在廟會活動中成為眾
人目光焦點。
百年前，宜蘭先民分別自福州帶回了兩尊大身尪，分別是「頭城東嶽廟承義社陰陽司大身
尪」和「頭城東嶽廟昭義社大太子大身尪」，經歷歲月的洗禮，進行了數度配件更換及修
繕，目前寄存於蘭陽博物館，雖然平日安身於典藏庫，但兩尊大身尪仍然也會在節慶廟會
時上街走動。
究竟，這兩尊大神尪有哪些吸引人的小秘密呢？

21

「頭城東嶽廟昭義社大太子大身尪」至今已逾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大太子是東嶽大帝的長
子，各部配件的製作與修繕，都出自名師之手。尪首的製作是以樟木雕刻成形，造型採取
少見的北魏佛像之風格。藝師在雕刻尪首面部時，特將臉部微微向下傾斜 25 度，使得大
太子走在街上，臉部微微向下俯視著民眾們，增添了幾分親切感。除此之外，也透過特殊
的技法，才能夠在木質的尪首臉部留下具有透明感的自然腮紅。在經年累月年的使用之
下，大太子的尪首及雙手日漸受損劣化，為了延長原件壽命，2016 年進行了尪首及雙手
的複製，並於廟會活動使用，以保留具有時代工藝特色的見證物。

作為東嶽大帝幕僚長的「頭城東嶽廟承義社陰陽司大身尪」，其尪首的製作遵循古法，是
以樟木雕刻，以雞毛紙為主之裱紙批土技法施作，最後再上漆的古法製作，這樣的技法已
不多見。不同於常見以黑白配色的陰陽司，此尊大身尪的面部是以紅、黑色配色造型，較
為少見。為了讓大身尪步行時雙眼神韻自然，特採用罕見的「懸吊式」設計，將左右雙眼
分開雕製，並各以小彈簧懸掛，經過精密的設計製作，雙眼重量需相同，且懸掛之角度也
必須精準，才能使雙眼在大身尪行走時同時擺動。其眼部的設計，使得大身尪更增添了幾
分靈巧。為保留製作工藝具有特殊性的尪首，目前已以複製之尪首替代原件於廟會中使
用。此外，此大身尪的服飾刺繡精美，然而在長年使用之下，風帽及斗篷之底布嚴重氧化，
因此，也以擷取原刺繡、更換底布的方式完成袍服修復。
「頭城東嶽廟昭義社大太子大身尪」及「頭城東嶽廟承義社陰陽司大身尪」是少數修復脈
絡清晰且保留有完整配件的大身尪，每件配件的製作及修復皆有詳實的記錄，經歷多位藝
師的巧手及地方人士的悉心維護，才使此二尊大身尪經歷上百年的傳承保留至今日，彌足
珍貴。兩尊大身尪反映了其時代工藝特色及審美觀念，不僅見證了宜蘭地區的信仰與歷史
文化，也成為地方文人參與社會事務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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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羅東文化工場

天空藝廊A、B展廳

【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藝術遨翔計畫 in 宜蘭】

10/7 -11/5
（六）

11/30（四）-12/24（日） 9:00-17:00

（日）

赤焱府城：許自貴✕曾英棟雙個展

天空藝廊A、B展廳

曾英棟，漫遊花果山

玩世悠悠 • Toys Ridiculous －游孟書個展
展覽內容主要來自創作者的「美力拜拜系列」部分作品、
「玩具積木系列」及「識字卡系列」三組作品。「美力
拜拜系列」是對於玩具之中所滲透的美國文化對臺灣本
土文化的殖民提出質疑，透過模製的技術再製造商品，
以物件裝置手法展出；「玩具積木系列」目前已經完成
部分，有樹脂及水泥灌製再塑形的積木及玩具，把玩具
本身的特色（顏色飽和、光滑）抽離，從材質的轉換重
新定義玩具；「識字卡系列」則是把幼兒識字卡透過廣
告燈箱製作來展示成人物化價值觀轉接給兒童的荒謬性。
「玩世悠悠 • Toys Ridiculous」的展覽名稱來自於英文
「toys are ridiculous」，創作者自 2012 年著手蒐集玩
具製作「美力拜拜系列」作品時，常常在玩具店閒晃，
開始對於「玩具」在人類生命中所扮演的「荒謬性」感
到興趣。從父母選擇購買給孩子的玩具的原因（期許、
教育、知識、道德），操作玩具的過程（玩耍、學習、
互動），玩玩具的結果（破壞、收藏、厭煩、上癮）等等，
處處都隱含著人類生命中控制與被控制的荒謬特質。
游孟書，美力拜拜 變型金剛

許自貴，人型12 生肖

記憶的形狀—李政勳、黃羿欽、黃士綸三人展

自歷史文字記載以來，臺南由於位居歷史要港文風鼎盛，在清領時期便以風格狂野不拘的「閩習」
著稱全臺。臺灣早期的書畫家以臺南人居多，或是，中國來臺的流寓畫家也常先寓居臺南之後才
轉往其他地區發展，如當時知名的在地書畫家林朝英、莊敬夫與林覺與謝琯樵等，於清領時期便
表現了屬於臺灣的熱帶狂放藝術特質；而日治時期的臺南藝術家也各自發展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如郭柏川、顏水龍、劉啟祥、金潤作等。

1980 年則有一批年輕人接續了這樣的創作熱情，黃宏德、顏頂生、黃步青、李錦繡、曾英棟、
許自貴、楊明迭、林鴻文等藝術家，炒熱了府城當代藝術氛圍，也為臺灣當代藝術帶來了新風格，
這次展出的許自貴與曾英棟就是屬於這個時期的藝術家。
「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每年遴選具代表性的藝術家巡迴展出，期能讓更多外縣市民眾認識臺
南知名藝術家的風格與創作內涵。本年度策展人許遠達以臺語「赤焱的日頭」的「赤焱」為主題
策辦「赤焱府城：許自貴 X 曾英棟雙個展」，企圖展現三個層面的意涵表現：臺南地理氣候特色、
大眾文化性格以及兩位藝術家作品由地理氣候所孕生的歷史人文內涵。許自貴與曾英棟的作品各
以其粗曠、鮮豔的視覺強度，深刻地表現了府城所在熱帶的、海洋的地理氣候與深厚歷史文化的
特質。配合展覽，將邀請策展人、藝術家、計畫主持人及在地藝術家辦理藝術對談，促進文化交
流並激盪藝術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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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勳， Wakin on a pretty day

黃羿欽，境外Ⅰ

黃士綸，就這樣獻給不可知吧 向 Mona Hatoum and Barnett Newman 致敬（黑）

過度真實的現實，也許使人萌生逃逸意識。有時，即使只面對一片湛藍顏料所構成的詩性畫面，
或許都能讓人暫時放空。本展以「記憶的形狀」爲題，邀請李政勳、黃羿欽、黃士綸三位藝術家，
由策展人游原一策展。以繪畫的抽象形式與材質的有機性作爲展覽構想，除展現三位青年藝術家
開創繪畫藝術語境的潛力外，更希冀藉此觀察抽象藝術在臺灣當代藝壇演繹的新徵候。
「記憶的形狀」是本展對其三人繪畫所提出的歸納所得，無論係李政勳的時間與「日常記憶」、
或黃羿欽的心靈與「情緒記憶」，亦或黃士綸的影像和「創傷記憶」，在三人理性感性兼具的意
象繪寫下，讓彼此的作品對話富有記憶、肌理與情緒的重奏特質，而敏銳且細腻的手感特質更蕴
藏他們對於創作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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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文化工場

蘭陽博物館

文創天地

【宜蘭文創主題展 漾采童心•玩設計】

【重見 / 建 / 現 漢本─發掘階段成果特展】

9/2 -10/29
（六）

8/10（四）-11/21（二）9:00-17:00

（日）9:00-17:00

為孩子的未來構思文創設計

原民文化采風

孩子是如何在成長中學習？每天生活環境所見、所接觸的事物，都會深刻影響孩子的未來發展；
兒童多是從生活細節中如翻滾、攀爬、跑跳、觸摸…，去體驗、理解世界。利用具童趣、趣味性
的生活用品，能強化兒童與環境互動；運用視覺傳達增進兒童敏銳的感知力，透過美感體驗增加
兒童探索世界的興趣，所以本次文創主題展「漾采童心 • 玩設計」，試圖以兒童、童趣為核心，
結合宜蘭在地元素或產業，展現多樣式的兒童設計作品。

小魯班木工坊

紅磚文化工作坊

創作者俞啟升，從一個一個的小泥土塑
成的土胚，透過裁切、磨製、燒窯等步
驟，成為許多不同形狀宛如積木的小紅
磚，將有著討喜顏色與古樸風貌的紅
磚，堆砌出各種古色古香的建築物，是
情感的寄託，亦是回憶的紀念。

綠心手創館

鄭培培皮件

創作者鄭培培，創作兒童鞋，做為兒
童成長的紀念物，讓每位兒童都有一
雙專屬的訂製鞋。

招有手工皂小舖

陳婉瑜手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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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陳婉瑜，使用多種手縫書創作
技巧，製作出獨特的手縫書。

特展室

創作者朱自清，製作多樣式的手工皂，
在使用上提供視覺樂趣，讓手工皂造
型賦予更多童趣性。

「綠木由心」就在這種心情下慢慢成
形。觸目所及的綠木，就是一種恬適
的生活態度。

穿越時空
探索漢本

「Blihun 漢本遺址」為第 8 處國定考古遺址，
在 2012 年蘇花改工程進行中意外被發現，涵
蓋年代範圍約在距今 1700 至 1100 年，或可
能更早，屬於金屬器時代早期至中期的階段。
發掘過程中除了出土大量遺物及現象外，更發
現近乎完整的石砌家屋基礎。基於文化資產概
歸全民所共有之理念，蘇花改工程處特與蘭
陽博物館合作，將目前發掘階段成果在蘭陽
博物館特展室展出，以「重見 / 建 / 現 漢本」
特展方式呈現於國人面前，展示主題包含遺址
發掘大事紀、陸域資源、海洋資源、先行形貌、
家域與族群及複製石砌現象等內容，並藉由圖
文解說、互動體驗、文物觀察、現代數位科技
MR 混合實境手法，呈現先住民的生活面貌。
歡迎大家跟著考古學家的腳步，來一趟探索漢
本的時空穿越之展吧！

小魯班木工坊專注於童玩及生活文創
品之開發、製造及客製品定做，亦有
開辦兒童親子木工、成人木工之體驗
教學、團體ＤＩＹ手作相關課程及材
料包與成品之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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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

蘭陽博物館

2 樓會議廳

【臺日考古論壇：當代博物館的考古展示與教育】

9/14（四）-9/15（五）

2017 宜蘭博物館月活動－
博物館與環境

促進合作交流
舉辦臺日論壇
「宜蘭縣的考古工作，歷經了大竹圍、丸山、淇武蘭、宜蘭農校、以及目前的漢
本等遺址的搶救發掘工作，出土文物達上百萬件，其中包含了金鯉魚、人獸型玉
玦、石範等重要的考古標本。為了能將多年來宜蘭的考古成果，及昔日先民的生
活介紹給廣大民眾，本館舉辦臺日論壇考古人才培育計畫，以當代博物館的考古
展示及教育推廣為主題，藉此提升本館的專業能量。同時，邀請日本考古博物館
館員以及國內考古專家學者、博物館等進行交流研討，引進日本校園考古教育的
養成知識，增進考古教育環境經營之創意、動能，促發考古環境的健全成長，期
能建立館際間知識交流平台及長期互惠合作機制，以強化考古之研究、展示、教
育、典藏的知識網絡。」

在宜蘭，每年 10 月訂為「宜蘭博物館月」，廣邀縣內各館舍共同參與、相互學習、合作，也讓
在地居民了解「宜蘭是一座博物館」的內涵。
淇武蘭遺址出土文物 -- 金鯉魚

淇武蘭遺址出土文物 -- 幾何印紋陶罐

今年「宜蘭博物館月」以「博物館與環境」為主題，由 6 家館舍推出館舍故事、低碳活動、環境
教育等特色活動，邀請民眾共襄盛舉。而在去年深受好評的「博物館入校園活動」也將於 10 月
舉辦，預計參加館舍包括大安藥園休閒農場、橘之鄉、莎貝莉娜精靈印畫學院、白米木屐館、勝
洋休閒農場，本次課程結合環境教育與在地知識，讓學童更能了解宜蘭這塊土地的故事。
而同為「宜蘭博物館月」活動之一的「蘭博四季音樂節」秋季演出，也將結合今年主題「博物館
與環境」，鼓勵表演團隊在演出內容與形式上，以博物館空間為啟發，與環境主題密切對話。秋
季演出「秋日歌仔調」預計邀請公立劇團、社區團體與在地專業歌仔戲團來館演出，呈現作為歌
仔戲發源地的宜蘭，在政府培植、社區傳承、及專業劇團傳統藝術創新演出等多元面向發展下，
歌仔戲在地方開枝散葉的成果。活動洽詢：9779700 分機 500、502。

丸山遺址考古挖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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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文學館

其它

來宜蘭文學館 聽作家談飲食與人生
食物與人的生活、文化緊緊相扣，臺灣早期的大同電鍋、傅培梅食
譜與電視教學，至今仍對民眾有著很深的影響，文學作品則有梁實
秋的《雅舍談吃》、逯耀東諸多的飲食文學書籍，直到現在仍有許
多作家專注飲食文學創作，「吃」已經不單單是色香味俱全，而提
升成一種文化、文明的象徵，食物的味道也成了生活回憶的一部分。
第三季宜蘭文學館講座的主題《味道・道味》，特別邀請了朱國珍、
胡川安、韓良憶等三位作家，來跟大家談談飲食與生活、文化的關
聯。

講師介紹

飲食文化已蔚為臺灣散文主流類型之一，朱國珍得過多項文學獎，
也出版了多本長、短篇小說與散文，三年前曾有本《離奇料理》的
散文集問世，今年更是幫出版社主編臺灣飲食文選，應當對飲食很
有看法，據說她自己認為明明非常酷愛廚房、熱愛料理，朋友們卻
總是說她與廚房的八字不合呢？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和民眾，到現場
聽聽她講故事。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畢業，東華大學英美文
學研究所藝術碩士。曾
任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
記者、新聞主播、節目
主持人。現為廣播節目
主持人。

胡川安為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曾於日本、巴
黎、美國、中國和加拿大生活過。新書《食光記憶》聚焦於移民、
離散、流亡、異鄉人和食物的關係，在聚散離合益發頻繁的當代，
用食物串起世代間關於移動、鄉愁和品味的記憶，以食物說時光流
轉的故事。這場講座其實也是一場透過食物的時空旅行，讓胡川安
帶領大家從亞洲到美洲、從成都到東京、從土耳其到上海、從臺北
到紐約……。

胡川安

具有豐富旅遊經驗、並烹調一手好菜的作家韓良憶曾說：「下廚這
件事彷彿一場修行，而修練的課程是──活在當下。既然活著，就
要好好地活著，把握季節，珍惜日常。」而這場講座她將帶領大家
從逛市場、吃東西的角度，看看歐洲文化，也將談談不同國家的生
活態度。
三場精彩的講座，歡迎提早入座，以免向隅。相關資訊請留意本局
官網公告。

閱讀宜蘭齊步走

朱國珍

法國文學家雨果曾說：「書籍是朋友，雖然沒有熱情，但是非常忠實。」家喻戶曉的莎士比亞也
這麼描述著：「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書籍對文學家們而言是無價的寶藏，閱讀更是開啟人生經歷最重要的窗口。

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
歷史」（gushi.tw）網
站主編，由於興趣龐雜，
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
研究所於國立臺灣大學
雙修考古學與歷史學，
目前於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撰寫博士論文。

韓良憶

閱讀不僅豐富生命的經驗，親子共讀更可增進親子親密關係、促進寶寶觀察力、想像力及記憶力
等，為傳達閱讀向下扎根理念與重要性，從 10 月至 12 月將於縣內各公共圖書館舉辦嬰幼兒閱
讀系列活動，包括寶寶書、故事巡迴演出及贈送新生兒第一份幸福閱讀禮袋。另外 9 月至 11 月
間亦辦理科普 DIY 活動及科普書展、樂齡健康養生講座及書展，並與宜蘭社區大學合辦專題講
座，增加學習機會等各式閱讀活動，讓從全民閱讀昇華為終身學習。
客語走讀及閩南語說故事培訓
多元族群融入蘭陽平原，使得宜蘭擁有豐富自然生
態環境外，悠悠人文歷史更是值得體驗，10 月舉
辦客語走讀及講座活動，更是引領讀者深度認識客
家文化、語言之美；此外為深厚本土語言閱讀推廣，
9 月至 10 月辦理臺語說故事志工培訓，經由說故
事交流方式，深化學習臺語的記憶。
「書不丟、架不丟、光不丟」--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

類別

日期

主題

演講者

味
道

‧道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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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廚房的八字

講者 /

朱國珍

10.14 六

餐桌上的文學－《食光記憶》

講者 /

胡川安

五
11.10
19:00-21:00

逛市場、吃東西：看見歐洲文化

講者 /

韓良憶

六

10:00-12:00

10:00-12:00

飲食旅遊作家和譯者，
曾旅居歐洲十三年，目
前和荷蘭丈夫定居臺
北。自認是饞人，對美
食有信仰，樂於動手烹
飪，愛旅行，愛散步，
生活中不能沒有書本、
電影和音樂。

設置於宜蘭文化局圖書館 1 樓，以知識性的文化
創意為館藏特色主題，並有外文及東南亞書區，一
旁還有縣籍作家專區，提供讀者方便性主題閱讀。
此外，中心設計理念係以「書不丟、架不丟、光不
丟」，空間到處可見舊書及舊書櫃再利用，保留住
那老舊的閱讀時光，擺脫圖書館窠臼的形象，希望
吸引及鼓勵更多民眾前往借閱及利用。每年舉辦文
創性或知識性講座，讓讀者除能利用館藏，更能享
受達人的精采故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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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美學沙龍

9.2

六 市場的叫賣人生

9.9

六 飯飯知交──稻田裡的飯糰趴

9.10

日 尋找失落中的『成功新村』

10:00-14:00

14:00-19:00

14:30-17:00

策展人／方子維

策展人／葉品妤

──大陳義胞
策展人／林曼玲

9.13

三 歌仔戲明星面對面

9.16

六 蘭城「秋食」──食材的旅行

9.23

六 水的過去與現在

19:00-21:00

9:00-13:00

14:00-17:00

策展人／陳聰文

策展人／莊文生

──在農村裡流淌的水故事
策展人／高苡甄

9.24

日 從「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導讀

10:00-15:00

認識南方澳之美
策展人／廖大慶

田園、水圳、米香、秋食、香茗、人文…宜蘭村落之美。

成功新村武聖廟前廟埕暨德陽社區活動中心
礁溪鄉德陽村成功路 32-2、3 號
報名電話：0933243658 林曼玲
或加 LINE： ID-9887420
結頭份社區活動中心
員山鄉永同路 2 段 186-1 號
報名電話：0932088298

9：00 請自行開車前往三星青蔥文化館集合。
11：00 以後，自行前往宜蘭渡小月餐廳。
報名信箱：Vincent470327@yahoo.com.tw
自然．人．田寮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行健二路一段 112 號
臉書報名：自然．人．田寮

整個南方澳
報名電話：03-9962465
手機：0910259888

日 小農上菜──友善土食秋日料理塾 松園小屋

10.1

日 憶──眷村竹籬笆的歌聲

策展人／蔡晏霖

15:00-16:30

策展人／王曉漢

11.18 六

聽「鑼」──深秋行旅老懂城

11.19 日

茶韻 & 陶喜
──手捏陶、品茗與禪茶

15:00-18:30

14:00-16:00

策展人／莊文生

策展人／林守益

11.26 日
9:00-12:00

媽媽的手編幸福
──五節芒的傳統童玩教學
策展人／林祖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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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糧食堂與好糧田區
蘇澳鎮南澳路 13-1 號
臉書報名：好糧食堂

10.1

14:00-17:00

經過 7 月、8 月炎熱夏天的短暫休息後，村落美學又將在
涼爽的秋天登場，邀請您一起來感受

宜蘭市南館市場
宜蘭市昇平街 20 號
臉書報名：音樂米 Music Rice

宜蘭市進士路 26-1 號
臉書報名：松園小屋

雪山村中庭廣場
宜蘭市泰山路 85 巷 10 號

15：00 在藝境空間集合
公正國小中華路與公正路交叉口的小木屋
17：00 藝境空間
報名信箱：Vincent470327@yahoo.com.tw
宜蘭市縣民大道二段 807 巷 22 號
報名電話：(03)9384637 手機：0972384637
報名信箱： v0915606281@gmail.com

謙圃有機酵素農場
冬山鄉得安村 218 號
報名信箱：geog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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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與樹的對話 -106 年藝術巡迴展

臺灣之音─花語系列

文化部附屬機關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與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台灣電力公司北部展示館及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規劃「花與樹的對話」106 年
藝術巡迴展，展出內容樹藝及押花創作，藉由自然媒材的手工藝創作呈現藝術
與大自然的和諧之美。出生於嘉義縣布袋鎮的李永謨老師，自 1982 年開始從
事樹皮工藝創作已 20 餘年，他希望藉著樹藝創作，試圖喚醒人們應該師法大自
然，向生命學著知足與謙卑。展出時間為 8 月 30 日至 9 月 10 日於文化中心第
一展覽室。

悅樂泉成立屆滿五週年，特別推出臺灣音樂家的作品，今年主題「臺灣之音—
花語系列」特別重視女性並將其比擬為美麗的花朵，因此精心挑選與花或女性
相關的樂曲；此外還委請作曲家劉聖賢老師為此主題特別創作兩首作品。歡迎
大家一同回顧臺灣的歷史與人文，品味 1930-40 年代的流行歌謠在臺灣當代作
曲家的巧思下，重新編曲所呈現的美好。演出時間為 9/1（五）19:30 於宜蘭演
藝廳，詳細可洽詢 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宜蘭縣藝術學會 2017 年會員美展

孫悟空大鬧天宮

宜蘭縣藝術學會本著「人才整合、創意起飛、夢想實現、價值創造」的藝術工
作者理想，在新的創意時代中結合志同道合的在地夥伴，開拓自我期許的藝術
理想國。藉由美展之舉辦，激勵會員創作能量、促進同好間之觀摩廣度與深度，
發揮美的感染力，為喜愛藝文之社會人士提供藝術美感的機會，並展現創作者
個人藝術訴求、風格及創作能量。本展展期為 8 月 24 日至 9 月 10 日於文化中
心第二、三展覽室展出 。

亦宛然掌中劇團成立於 1931 年，是由已故的布袋戲國寶大師李天祿所創立，
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布袋戲劇團之一，目前已傳承至第四代。前場主要演
出人員為李天祿團長的二位曾孫—李奕賢、張家銘，後場部份則有第三代及第
四代的成員。此次演出《孫悟空大鬧天宮》為眾人所皆知之戲碼，看悟空如何
大鬧，再看佛祖收服頑劣難馴的悟空的過程，幕幕精彩可期。演出時間為 9/15
（五） 19:30 於宜蘭演藝廳，詳細可洽詢 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2017 聯邦藝術巡迴展

紀錄片行動列車開到宜蘭囉！

聯邦銀行及其關係企業向來以推廣文教及公益事業為宗旨，聯邦文教基金會希
望藉由藝文活動的舉辦與推廣促進學術文化交流，並平衡社會發展，使大眾能
擁有物質與精神並重的生活。本次巡迴展展出油畫為「第 19 屆聯邦美術新人獎」
及「第 14 屆聯邦美術印象大獎」，作品約有 50 件左右。展出時間為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26 日，地點在文化中心第二、三展覽室展出 ，歡迎蒞臨欣賞。

臺灣紀錄片巡迴放映宜蘭場次將於 10 月 13 日啟動 ! 放映片單包括台北電影節
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我們的那時此刻》、《夢想續航》、《翡翠之城》
等共 8 部影片，部分場次亦將邀請導演映後座談，一起跟著鏡頭窺探屬於這片
土地上的故事吧！放映資訊敬請查閱「紀錄片行動列車」粉絲專頁。https://

書寫老懂軒

來蘭博 玩環教

老懂軒茶屋是羅東文化工場著名的公共裝置藝術，也是茶空間與茶文化的另類
體驗，今年度老懂軒的空間體驗將有別以往，邀請民眾入內後，使用已備妥的
紙筆進行書寫，在書寫的過程中得以靜心，書寫完畢後將由茶人奉茶、談茶，
體驗當代的臺灣茶文化。舉辦時間為 11 月 11 日（六）、11 月 18 日（六）
10:00-16:00，報名訊息請查閱羅東文化工場官網最新訊息：http://lcwh.e-land.
gov.tw/Default.aspx。

一年一度的「來蘭博玩環教」即將在九月登場！此次開的課程將針對國中小學
生，配合蘭博八月開展的「重見 / 建 / 現 漢本─發掘階段成果特展」，推出「寫
在地底的歷史—遇見漢本」課程，要帶學生們走進漢本遺址的世界。此外也繼
續執行「烏石溼地小世界」及「探索鯨奇」等兩套熱門環教課程，歡迎有興趣
的學校老師們密切注意蘭博官網公告訊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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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索引

文化中心
【花與樹的對話-106年藝術巡迴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8/30 (三) -9/10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宜蘭縣藝術學會2017年會員美展】
宜蘭縣藝術學會

8/24 (四) -9/10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蘭陽再繪】
鄒仁定等四人

9/13 (三) -9/24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宜蘭金同春書會106年會員作品展】
宜蘭縣金同春書會

9/13 (三) -9/24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外環道聯展群】
張硯暉等

9/27 (三) -10/8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交流展】
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

9/27 (三) -10/8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創意客家日】

宜蘭美術館

【孫悟空大鬧天宮】

宜蘭縣客屬總會

11/4 (六)

【大地吟唱－黃光男畫展】

9/8 (五) - 11/5 (日)

亦宛然掌中劇團

14:30 - 15:30

【106年宜蘭獎得獎作品展】
天空藝廊A、B展廳

11/11 (六) - 11/23 (四)

09:00 - 17:00

【林玉山回顧展】

106.11/18 (六) - 107.1/14 (日)

09:00 - 17:00

09:00 - 17:00
【書寫老懂軒】

11/11 (六) 、11/18 (六)
10:00 - 16:00

羅東文化工場

育英國小暨文化國中

【2017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特展】

7/22 (六)- 9/24 (日) 09:00 - 17:00

【厝邊－那些生活中的尋常】

14:30 - 15:30

悟遠劇坊暨吳沙國中、宜蘭高商

11/18 (六)

14:30 - 15:30

悟遠劇坊暨壯圍老人會

羅東文化工場街區串連實驗成果展

8/20 (日)- 11/26 (日) 09:00 - 17:00 11/25 (六)

14:30 - 15:30

【藝術遨翔計畫in宜蘭】

【漾采童心•玩設計】
宜蘭文創主題展

9/2 (六)- 10/29 (日) 09:00 - 17:00
【春仔花手作應用班（報名制）】

9/5 (二) - 12/5 (二) 09:00 - 12:00

天空藝廊A、B展廳
玩世悠悠•Toys Ridiculous－游孟書個展
記憶的形狀—李政勳、黃羿欽、黃士綸三人展

11/30 (四)- 12/24 (日)
09:00 - 17:00

10/14 (六) - 11/5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106宜蘭獎得獎作品開幕暨頒獎典禮
二樓演講廳

10/14 (六) 上午 10:00
【文化中心－2017紀錄片行動列車】
二樓演講廳
翡翠之城

10/21 (六) 13:30
夢想續航（映後）

10/21 (六) 15:30
民歌40年

10/22 (日) 13:30
日常對話（映後）

10/22 (日) 15:30
【憶太平山林場 愛樹護林-李文增水彩個展】
李文增

11/11 (六) - 11/26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2017聯邦藝術巡迴展】
聯邦文教基金會

11/11 (六) - 11/26 (日)
09:00 - 12:00、13:00 - 17:00

9/6 (三) - 11/29 (三) 10:00 - 12:00

宜蘭演藝廳
【臺灣之音─花語系列】

9/9 (六) 14:30 - 15:30

悅樂泉

9/1 (五) 19:30

【2017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洽詢
票價

天空藝廊A、B展廳
許自貴、曾英棟

10/7 (六) - 11/5 (日)

09:00 - 17:00

蘭陽管樂團

10/7 (六)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100元(年代)

【2017年度音樂會—蘭亭-敘】
蘭亭國樂團

【秋季音樂會】

14:30 - 15:30

9/2 (六) 19:30

洽詢 0911-217577朱先生
票價 100元(自售)

【“泰”美麗原舞曲】
門諾漾文化藝術團

10/14 (六)

14:30 - 15:30

【宜蘭椅成果展】

10/20 (五) - 11/12 (日)
09:00 - 17:00

【藝蘭望系列演出】

10/21 (六)

13:00 - 17:00

【2017全國歌仔戲大賽】

10/28 (六)
10/29 (日)

09:30 - 18:00
09:30 - 18:00

蘭陽管樂團、羅東鎮樹林社區國樂團

9/16 (六) 19:30

洽詢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票價 索票

【島國樂】

9/17 (日) 19:30

洽詢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票價 索票

【童話撞進歌仔戲——公主的奇幻旅程】

【“Young Swing 青韻”—
宜蘭青年管樂團創團十週年音樂會】
宜蘭青年管樂團

9/3 (日) 14:30
洽詢
票價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150元(兩廳院)

【2017宜蘭戲曲節—
女人當自強《我家狀元是遜咖》
】

洽詢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票價 索票

洽詢
票價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200、400、600、800元(兩廳院)

8/10 (四) - 11/21 (二)

09:00 - 17:00
【論壇】

臺日考古論壇：當代博物館的考古展示與教育

9/14 (四) - 9/15 (五)

08:30 - 17:30
【演出】

2017蘭博四季音樂節─秋日歌仔調

10/7(六) .10/14 (六) .
10/21(六) . 10/29 (日)

9/29 (五) 19:30

洽詢 03-9322414正聲廣播電台
票價 索票(請洽正聲廣播電台)

【夏至愛樂大提琴環遊世界】

洽詢
票價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300、500元(兩廳院)

【2017丟丟銅蘭城國際音樂節─
傾聽！國際音樂饗宴】
國際團隊匯演

11/1 (三) 19:30
11/2 (四) 19:30
11/3 (五) 19:30
11/4 (六) 19:30
洽詢
票價

03-9386060 當代樂坊
100、200、300、500元(自售)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300、400、600、800元(兩廳院)

【台灣狂響 大稻埕天光】
蘭陽交響樂團

11/12 (日) 14:30
洽詢
票價

03-9320799 蘭陽交響樂團
200、300、400、500元(年代)

【2017宜蘭戲曲節—《杜子春》
】
蘭陽戲劇團

11/19 (日) 14:30
洽詢
票價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100、200元(兩廳院)

【台灣戲劇館歌仔戲傳習班對外公演】
宜蘭縣立立蘭陽博物館

10/21 (六) 14:00
五結鄉孝威社區活動中心

10/28 (六) 14:30
【戲曲探索之旅1
〈第8梯〉
】
2017台灣戲劇館環境教育課程活動

11/25 (六) 14:00 - 16:00
【戲曲探索之旅2、相招來弄布袋戲、大家來扮歌仔戲】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影像興樂園】
紀工聚會、紀錄片練功坊、紀錄片學堂、
影像練功坊（線上免費報名）

9/2 (六) - 11/19 (日)
【影像興樂園】

宜蘭縣史館
【主題特展】
「Kavalan ay mi
（我們是噶瑪蘭）──噶瑪蘭族復名運動30年」特展

106.10/15 (日) - 107.8/30 (四)

紀工影展

9/2 (六) - 9/30 (六)

每周六、日精彩放映 / 每日2～3場 場次

其他

台灣國際女性展巡迴展

11/10 (五) - 11/12 (日)
每周六、日精彩放映 / 每日2～3場 場次

【宜蘭椅頒獎典禮】

9/16 (六) 10:00

【國立宜蘭大學─2017紀錄片行動列車】
我們的那時此刻

10/13 (五) 10:10 崇發廳（圖書館2樓）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映後)

10/18 (三) 10:10 藝文沙龍（綜合大樓地下室1樓）
末代判亂犯(映後)

台灣戲劇館

10/19 (四) 10:10 藝文沙龍（綜合大樓地下室1樓）
單車天使(映後)

10/20

偶偶偶劇團

洽詢
票價

10/7 (六) - 12/16 (六)

2017下半年度台灣戲劇館環境教育課程活動

【小氣財神】

11/11 (六) 19:30

106下半年度台灣戲劇館歌仔戲傳習班薪傳教育活動

10~12月(9/15前受理報名，歡迎來電洽詢)

【2017公益演唱會「我為你唱歌‧愛在蘭陽」
】
正聲廣播電台

【前場教學員培訓班、後場培訓班、前場初階班】

「重見/建/現 漢本」─發掘階段成果特展

9/23 (六) 19:30

悟遠劇坊

9/9 (六) 19:30
9/10 (日 ) 14:30

【主題特展】

台灣戲劇館歌仔戲傳習班

10/1 (日) 14:30

【佳日/華實】
宜蘭縣員山國中-戲偶

【秋季音樂會—絲與管的交疊】

王夙慧、夏至愛樂大提琴室內樂團

【歐式紙蕾絲（報名制）】
【106年宜蘭獎得獎作品展】

洽詢 03-9369115#120 宜蘭演藝廳
票價 索票

隨心所欲樂團

【文化客廳歌仔戲師生聯演】

11/11 (六)

9/15 (五) 19:30

蘭陽博物館

【鑼鼓喧天話北管特展暨
(五) 10:10 崇發廳（圖書館2樓）
「臺灣第一苦旦－廖瓊枝」常設展示專區】
【蘭城偶事特展】
【露天.懷舊巷弄裡的電影院】
【認識歌仔戲之美常設展暨
爸爸的雜貨店(頭城鎮和平街68號)
「歌仔戲皇帝－楊麗花」常設展示專區】

1/3 (二) - 12/30 (六)

09:00 - 12:00、13:00 - 17:00

【歌仔戲欣賞～遊上林、楊宗保
與穆桂英等戲】
周末劇場

9/9. 10/14 .
11/11. 11/25 (六)
15:00 、16:00

《龍門客棧》從哲學眼鏡看龍門客棧

9/16 (六) 19:00 - 21:30

《俠女上、下》從武俠電影談性別平等

10/7 (六) 14:30 -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