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道 5 號宜蘭段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B 案民眾參與計畫
第一階段「民眾參與公共藝術設置之準備」
《冬海。春山》參訪及講座活動簡章
壹、計畫目的
「門戶意象」是一個吸引旅遊的關鍵因素，國道五號宜蘭段貫穿頭城、宜
蘭、羅東、蘇澳地區，蘇花改啟用後，蘇澳服務區將成為進入蘭陽平原的
另一個重要停駐點。本計畫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辦理「國道 5 號宜蘭
段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B 案民眾參與計畫」
，期以以「藝」創「意」-打開
宜蘭文化之美的門戶為理念，邀請民眾參與「國道 5 號宜蘭段公共藝術設
置」之議題，並透過地方與公路的連結，使訪客停留過程中能藉由「藝術」
的方式，接收與閱讀宜蘭文化內涵，認識並欣賞宜蘭的地方文化特色。
本階段活動以「實地參訪、凝聚共識」為階段主要目標，邀請民眾參與公
共行動並透過活動的舉辦，與民眾建立夥伴關係、凝聚共識，並透過參與
過程，產生自我查覺、發現並提出構想，彼此交換資訊、共同面對並提供
解決問題與落實策略的準備。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三、協辦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宜蘭縣史館

參、活動場次
場次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1

109.01.14 行旅中的藝術風景

石碇服務區

2

109.02.01 公共藝術。鬥陣玩

蘭陽博物館二樓會議廳

3

109.02.12 穿越古今-看脈動中的宜蘭

頭城及蘇澳地區

4

109.02.23 做伙行。看宜蘭

宜蘭縣史館會議室

肆、邀請對象
一、對公共藝術參與有興趣之民眾
二、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及地方文化館
四、宜蘭縣國中小學美術或工藝教師
五、計畫承辦及業務單位相關人員

伍、講師及課程
一、
【場次 1】行旅中的藝術風景
1、 國道 5 號起訖點為南港系統至蘇澳，在進入宜蘭縣境前設有石碇
服務區，與國道 5 號蘇澳服務區成為進入蘭陽平原南北端二個重
點的出入門戶與停駐站。讓我們一起透過參訪感受行旅中公共藝
術之美與藝術創作。
2、 講師簡介：
(1)林正仁老師，宜蘭縣籍台灣當代藝術家，義大利國立卡拉拉
美術學院雕塑系碩士，曾獲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指揮部公共
藝術徵選首獎、2008 北京奧運景觀雕塑方案五環獎等獎項。
(2)楊敏郎老師，楊敏郎老師早期從事肖像畫，畫了將近六千幅
人像，無意間接觸水泥抹牆之力道，創出了第一幅「泥畫」，繼
泥畫後又用塑膠管捏出「浴火傳奇」；金屬管創出「鐵焊柔情」
等創作，其雕塑作品獲國父紀念館收藏。
109 年 1 月 14 日(週二)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說明

09:00－

羅東集合

羅東及五結免費共乘停車場

09:15－

宜蘭集合

宜蘭及壯圍免費共乘停車場

09:20-10:00 出發往石碇

說明活動內容及參訪注意事項

10:00-12:00 發現公共藝術之美

地點：國道 5 號石碇服務區庭園
（新北市石碇區文山路一段 6 號）
講師：林正仁老師。
參觀：石碇服務區公共藝術作品
時空行旅系列-《大地脈動》
、
《時
空飄鳥》、《光陰隧道》。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走訪「泥畫」藝術園 地點：石碇區石崁 1 之 5 號
講師：楊敏郎老師。
地
參觀：【泥畫屋】泥畫園區占地
數千坪是藝術家楊敏郎於 1989
年創設，園內展示泥畫、銅雕等
不同材質之雕塑藝術創作。
14:00-

返程－平安回家

二、
【場次 2】公共藝術。鬥陣玩
1、 本場次將邀請當代藝術家「顏名宏副教授」，分享曾策劃及參與
有關民眾參與公共藝術之相關案例、實際執行過程與創作成果。
2、 講師簡介：
顏名宏副教授，德國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
Meisterschüler 大師研究(同博士)、德國國家藝術與開放空間藝
術家 DIPLOM 證照、專長：藝術與開放空間策略、公共藝術研究、
空間類型學等，作品曾獲文化部第六屆公共藝術獎民眾參與獎。
109 年 2 月 1 日（週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說明

13:30－

接待及報到

14:00-14:10

引言及開場

歡迎並介紹講者

14:11-14:50

開啟公共藝術想像

環境中的公共藝術、空間符號、
公共藝術與空間的想像與概念。

14:51-15:00

中場

休息

15:01-15:40

足跡與實例分享

文化部「第六屆公共藝術獎」民
眾參與獎項之公共藝術設置案
《不斷繁衍的宇宙》
、
《30 個土地
記憶的故事》
、
《安邦陶瓦燒》等
案例創作及參與分享。

15:41-16:00

交流 QA

講者與聽者互動交流時間

16:00-17:00

參觀

以清代噶瑪蘭廳志中的「蘭陽八

「蘭陽地質時光」 景」串場，由古到今探索宜蘭地
特展

質演化過程，藉由人類生活與自
然地質的互動，呈現地質豐富的
形色樣貌，也訴說現今面臨的挑
戰以及未來的期望。

17:00-

結束

（三）場次 3：穿越古今－看脈動中的宜蘭
1、 交通是地方通往外地的主要經濟與社會發展命脈，每個重大交通
工程興建都會保存與紀錄史料，本課程將帶領大家一起到宜蘭縣
內三處交通主題的文化館進行參訪，並透過館內有關交通與宜蘭
發展的文獻或影像，重新認識交通為宜蘭發展帶來的影響。
2、 講師簡介：由各文物館進行專業導覽及解說。
109 年 2 月 12 日(週三)
時間（暫定）

活動內容

地點／說明

09:00－

羅東集合

羅東及五結免費共乘停車場

09:15－

宜蘭集合

宜蘭及壯圍免費共乘停車場

09:20-09:40

出發往頭城

說明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09:40-11:00

探索台灣最艱鉅的 地點：頭城鎮北宜路一段 223 巷
交通建築工程

60 號
講師：文物館解說導覽人員
參訪：【雪山隧道文物館】
一起探訪雪山隧道主線、導坑
TBM 模型及興建過程的動人的人
文事蹟與工程故事。

11:01-11:30

車程

11:30-13:00

午餐

13:00-13:10

車程

頭城-蘇澳

說明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13:10-14:20

一條向東的山海路 地點：蘇澳鎮蘇新路 101 號
-「蘇花改」

講師：文物館解說導覽人員
參訪：【蘇花改工程展示館】
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
畫為台灣地質條件最為複雜、施
工最為困難之區域。透過展館意
象及多媒體視聽，帶大家瞭解交
通建設與環境的關係。

14:20-14:30

車程

14:30-15:30

後山公路的前世今 地點：蘇澳鎮中山路 2 段 3 號
生

說明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講師：文物館解說導覽人員
參訪：【後山公路文物館】
後山公路文物館記錄保存後山
公路的成長歷程，開山闢路的公
路文化及許多珍貴的老舊文物
與影像資料。

15:30-16:00

返程-活動結束

（四）場次 4：做伙行。看宜蘭
1、 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包夾的宜蘭，早期對外交通不便的年代被稱
之為「後山」；後來有了鐵路聯結台北，離鄉背井北上發展成了
宜蘭人討生活的方式；近年國道五號、蘇花改接連通車，宜蘭有
了什麼改變？邀請大家一起來回憶與探討，交通對宜蘭發展帶來
了什麼。
2、 講師簡介：
陳偉智老師，宜蘭縣頭城鎮人，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美國紐約
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專長：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
歷史人類學，著有：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台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
蘭調查史料與研究》（宜蘭：宜蘭縣史館：2014）。

109 年 2 月 23 日(週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說明

09:40－

接待及報到

10:00-10:10

引言及開場

歡迎並介紹講者

10:11-10:50

作伙行。看宜蘭

淺談宜蘭歷史發展，回朔宜蘭地
方與交通發展的脈絡

10:50-11:00

中場

休息

11:01-11:40

一條行向的未來路

就歷史觀點談交通與地方發展
的關係及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11:41-12:00

交流 QA

12:00-

結束

講者與聽者互動交流時間

陸、招收名額
時間

活動類別

報名方式

預計人數

場次 1

參訪

採報名制
（備取 5 名）

35 人

場次 2

講座

場次 3

參訪

場次 4

講座

免預約，歡迎現場參加。
採報名制
（備取 5 名）

35 人

免預約，歡迎現場參加。

柒、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活動前一天或額滿為止。報名方式請上網填寫報名表
單(https://reurl.cc/EKlzn0 或填妥報名表以電子郵件
(ilan.museums@gmail.com)或傳真方式(FAX：03-9951273)報名，洽詢電
話：鄭小姐 0921513122 或 03-9952653 賴小姐。

捌、報名表

國道 5 號宜蘭段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B 案民眾參與計畫
《冬海。春山》參訪活動報名簡章
單位／館舍／
團體名稱

姓名／職稱

出生年月日
（僅作保險用途）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僅作保險用途）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

報名場次

□場次 109.01.14-【行旅中的藝術風景】
□場次 109.02.12-【穿越古今-看脈動中的宜蘭】

上下車地點

餐食

去程：□羅東及五結免費共乘停車場□宜蘭及壯圍免費共乘停車場
□自行前往
回程：□羅東及五結免費共乘停車場□宜蘭及壯圍免費共乘停車場
□自行返回
□葷；□素
活動進行中拍攝之活動影像，將供作指導、主辦、承辦單位日後成果
紀錄及相關本計畫行銷推廣使用。
□我了解並同意上述聲明。
□我了解，但不同意上述聲明（會自行迴避）
。

備註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活動前一天或額滿為止。報名方式請上網填寫
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EKlzn0 或填妥報名表以電子郵件
(ilan.museums@gmail.com)或傳真方式(FAX：03-9951273)報名，洽
詢電話：鄭小姐 0921513122 或 03-9952653 賴小姐。
2.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水杯及環保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