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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潮騷
墨、壓克力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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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創作千古風流人物，潮起潮落，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那潮水拍岸激起浪花與聲音，正是靈動情騷之光，而我也被大時代驅趕於

的初心原態。

一種個人修行行為，一種立命安身的正道，一種心法。這也是作者當初違背父意選擇揮灑蕩漾，投身藝術，抱懷拯救人類精神層面痛苦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作為藝術家，藝術於我是畢生志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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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縫裡，持續研創未敢懈怠。乃訂名此作為「心經‧潮騷」以為惕示。「心經」是我的明心原流，「潮騷」則是作者的實體共相的悲
願。

圖文：洪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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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好好理解你：發揮神經科學的七個關鍵，你的同理也可以很走心

11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初探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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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根深〈心經 ‧ 潮騷〉作品賞析
此作始畫於2019年4月，先於世居「恭儉樓」前院大分墨塊，後因尺幅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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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無法立放牆面創作，一擱半年，偶於客廳地板舖放再畫，但仍無法大觀又罷。
2020年初，回澎議事，思畫心切，乃決心懸於屋外西牆，觀日昇日落審視全幅重新
結構之。此時美術館已內外修整規劃開館時間，憶及2018年回鄉事親時，於鼎灣開
帝殿求得靈籤「庚子」，詩日：「一向前途無難事，今朝動靜應逢吉，勸君不必起
狐疑，失意之中皆有益」，應了今年庚子年，動靜逢吉。
文化局長王國裕秉「放寬天地、八方雅涵」的理念，推動藝術，禮聘蕭瓊瑞教
授策劃開館，定調為臺灣當代水墨一基地，作為畫作、文件、手稿、典藏研究中
心，闢為一方淨土。思想八仙雲遊民間傳說跡留「八罩」天台山，有行善四方之
舉，乃鏡台自獻為南極仙翁接八仙而化四方，屬後現代主義的描寫以文化產物借用
為對象。而既然要成為臺灣當代水墨的一基地，就必須要有成為條件與心態，能為
水墨創作提供信念，為澎湖藝術文化提升圓滿。作者隨著長年的修持與奉獻，布施
捐贈國內各大美術館長卷多幅，而「洪根深美術館」實應有巨幅長卷，乃有此作
「心經、潮騷」的起心動念。
整幅長卷韻勢變化中有著後現代氣質、風格或題材的拚湊為一獨特創作手法，
造成意義上的轉變、玩弄存在的形式，因此有著權充、翻拍、複製、解構、符號等
多重性。色感豐厚、結構嚴謹、寓意皆開合得宜。右邊詩文「天地曠澗、澎山何止
千萬、石破驚天，湖海潮騷風流人，自我放逐。回家路，遊子意，動靜皆逢吉，立
命玄武不狐疑，隨緣自如。敬天映佛，接八仙化四方波羅蜜多祥光霞蔚殺墨客，一
方淨土。」原意溯自靈籤，也將詩文以刻畫明體烙字如鑄，成為畫中內容構圖，打
破傳統水墨落款的附屬性，多了另層符號或空間的突顯。而有意將「庚子」靈韱翻
拍複製於畫作尾端，首尾相望呼應，以忠實情真義。
八仙排列以最常見的八仙彩，順序左右，羽化騰空隱約中降福人間，雲蒸霞
蔚，祥光普照。而以中間的「殺墨客」為中心，消遙盤坐，乘虛紙飛機翱翔自在，
周圍的白與紅，輪廓成大鵬鳥或鳳凰意象，硬邊的大膽粗線框架出全畫焦點，點燃
作者心中權充玩弄，自諷自嘲或自許的意象，左方一處的繃帶人形群聚，重複作者
的「人性系列」符號人形，意謂四方來儀的自信充滿，豪氣干雲的氣象。
整幅畫作透過多元的結構、解構、重組，適情適意，自在揮灑，充滿生命的律
動感，那硬邊線狀，除了視覺強化，加入水袖舞動的飄逸虛幻，以對玄武岩的靜
屹，指向天際條柱玄武岩的立線與斜線的互用放射分割，有了對應的變化連結，若
實若虛的塊面疊磊，有了交織相融對話的可探性。澎湖方山雖非山高水長，畫中瀑
布意指名山自在仁心，指向蒼茫，何止千萬，湧泉來自智壑、奔流拍岸，那便是澎
山湖海的原相。而無樹茂林密、荒率堅忍，「枯山水」境界，便是作者七Ｏ年代早
期源自澎湖風情的符號，表達澎湖八極勝境，立命玄武的先民精神，另蓮花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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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禮佛，波羅蜜多修持，立意深遠、宏道有加之慨之勉。
作者經由七O、八O、九O年代，對臺灣水墨當代美術運動的投注，無論是高雄
藝術況境乃至美術館的興闢，無論是共振或異聲的戮力，其心路歷程，何嘗不是本
著無私無礙通透的原態，堂堂溪水出前村，千帆過沉舟，病樹長精神。於是日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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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使整幅畫作的氣勢有了明日朝陽的嚮望，也使得韻勢的收放，左右兩方的紅
彩，有了起承轉合的妙用，若銜有畫外玄音之感，敢請看官，自便。

「空中英語資料庫大哉問」活動
為培養本縣學生及一般民眾英語學習動機，善用英語學習資源，109年11月15
日(日)晚上7時，於澎湖縣圖書館二樓視聽室辦理「空中英語資料庫大哉問」活
動，透過本課程，鼓勵本縣民眾可運用公共圖書館數位科技，學習英語，提升英檢
成績及英文讀、說、寫的能力。
由國家圖書館購置「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資料庫，供全國公共
圖書館讀者館內使用，使得財政較困難的縣市可以享受英語教學資源，為讓本縣民
眾瞭解該資料庫，邀請播種者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郭秀姿副總經理現場指導空英資料
庫運用及推廣，以利本縣各級學校師生及民眾都能多多運用空中英語資料庫進行英
語學習。
空中英語資料庫包括二大項，(一)每日頻道：《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
統》配合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雜誌出刊進度，每天即時更新完
整電視教學節目內容，並提供多樣優質平台加值功能，讓學習成效更為加分！(二)
主題頻道：提供職場攻略、生活社交英語等30種實用主題教學頻道，每個頻道皆收
錄近60門教學課程，使用者可以關鍵字搜尋教學節目，或瀏覽標題、中文導讀及學
習難易度，選擇適當學習內容，並可利用電腦、平板及手機等載具隨點隨播，讓英
語學習不再受限於時間、地點，輕鬆簡單的英語會話介紹台灣風情。

第二十三屆菊島文學獎頒獎典禮暨
「澎湖縣作家作品集第 25 輯」新書發表會
第二十三屆菊島文學獎頒獎典禮暨澎湖縣作家作品集第25輯新書發表會，將於
109年11月14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於文化局生活博物館多媒體簡報室隆重舉行，
文化局希望透過此次活動，鼓勵澎湖在地創作與提升閱讀風氣。
菊島文學獎徵選的文類包括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及美言金句類，對象為全
國熱愛寫作者及本縣國、高中生，得獎作品共35件，生動描繪菊島的人文與自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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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化局將於明年度將本屆得獎作品結集成冊出版，讓各地民眾都能閱覽澎湖文
學之美。
本典禮也將同時頒獎給參加「第8屆菊島兒童寫作徵文」獲得優勝的學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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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評審委員及得獎者及共赴這場文學的盛會。
緊接著頒獎典禮後將辦理本局出版之文學新書發表會：澎湖縣作家作品集第25
輯～《相遇》及《少女藍水蓮》。當日將邀請作者沈瑞華及林麗卿分享新書內容及
寫作歷程，並辦理作者簽書會。
當天來參與之民眾均可獲贈凡參與之民眾可獲得第22屆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澎湖縣作家作品集第25輯～《相遇》及《少女藍水蓮》各一冊，並能和喜愛
的作家進行溫暖的交流。歡迎前來分享榮耀，參與此一菊島文學的盛宴。歡迎自即
日起，於文化局網站報名參加，聯絡電話：9261141轉154崔小姐。

《寶貝寶貝 - 澎湖的手工藝品業》新書發表會
歡迎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縣文化局訂於109年11月8日（週日）上午9時整在澎湖
生活博物館B1多媒體室舉辦一場《寶貝寶貝－澎湖的手工
藝品業》新書發表會活動，並邀請作者李中信老師帶領導
讀，歡迎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澎湖海洋資源館」肩負闡揚地方知識與學習、傳承
地方文化與特色之使命，除了是島嶼文化教育的推手，也
是地方文化資源的發掘者。「海洋」與「澎湖人」建構的
島嶼文化，藉由博物館的推動，更突顯出澎湖本身擁有之
獨特與多元的文化資產。為了發展並推廣澎湖豐厚的海洋文化，文化局所屬海洋資
源館藉由本縣李中信老師的《寶貝寶貝－澎湖的手工藝品業》專書發行，透過精彩
文圖的梳理，詳實且細膩的勾勒出澎湖的貝殼產業發展始末；期盼讀者透過本專書
的引領，去認識、了解與欣賞、珍惜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海洋產業文化。
會後也將邀請李中信老師辦理簽書會，預先報名者當日完成報到時將發給新書
兌換券乙張，活動結束後，於現場憑券換領本書，每人限兌換乙冊；兌換券限當日
活動會場使用，逾時恕不補發。
文化局局長王國裕表示：「希望藉由文化叢書的引領，激發民眾對於海洋的那
份熱情，投入參與特色漁業文化的紀錄與保存行列，讓澎湖的世代子民，無時無地
都能享有與欣賞海洋的瑰麗，也讓民眾感受到身為海洋子民的驕傲與榮耀。」
本活動預計錄取總員額為80人，每人收取報名費新臺幣100元，繳費後如無特
殊事由而未出席本發表會活動者，恕不予退費。報名時間：自109年10月31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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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午9時起至109年11月4日（週三）下午4時止，於行政上班時間（中午12時
至下午1時30分暫停受理）採現場受理報名。請洽澎湖生活博物館一樓東側展售處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9210405#6111或6403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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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公共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
湖西鄉立圖書館獲選績優圖書館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為推動本縣公共圖書館發展，
辦理本縣公共圖書營運訪視暨績效評鑑，經過評鑑委
員訪視及評量，評定湖西鄉立圖書館獲選績優圖書館，白沙鄉立圖書館獲選精進圖
書館，七美鄉立圖書館獲選特色圖書館。
9月中旬文化局邀請縣內、外評鑑委員走訪本縣各鄉立圖書館，實際了解營運
情形，依據各圖書館的基礎建設、閱讀推廣及公共關係和閱讀環境等項目進行評選
作業。
湖西鄉立圖書館規劃相關活動及服務，點燃各年齡層讀者之閱讀熱情，引導潛
在讀者開始願意接觸館藏資源；激勵原來就有閱讀習慣之讀者更樂意經常借閱館藏
資源，同時用心培育志工，志工人數明顯增加，能帶領及協助藝文及閱讀相關活
動，購書經費逐年增加，借書人次冊次皆有成長，閱讀環境部分，以讀者為主體，
注重人體工學之各項細節，打造圖書館適宜環境，引導讀者樂於圖書館閱讀，故獲
選為績優圖書館。
白沙鄉立圖書館定期規劃並舉辦多場推廣活動，有精進作為，用心規劃經營及
執行，參加人次較往年成長。除辦理春聯、清明、母親節等傳統藝文活動，另與澎
科大合作執行「愛迪生計畫」，辦理「自然科學教室」推廣活動，擴增服務對象，
今年配合防疫議題，辦理7場「防疫閱讀不打烊」活動，暑假提供短期學生志工協
助館務服務，故獲選為精進圖書館。
七美鄉立圖書館因為積極推廣數位資源與辦理多元豐富的閱讀推廣活動，而獲
選為特色圖書館。該館提供讀者電子書檢索服務，每年均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並
引導讀者連結各大電子書籍、影片等學習資源。同仁因參加圖書館專業訓練課程，
學以致用，並在鄉長支持下引進智慧機器人提升小朋友閱讀館藏資源，令評鑑委員
留下深刻印象。
公共圖書館為推廣閱讀、提升縣市閱讀力的重要場所，也是獲取知識的來源，
本縣共有7所公共圖書館，分布於馬公市（澎湖縣圖書館、澎南圖書分館）、湖西
鄉、白沙鄉、西嶼鄉、七美鄉與望安鄉，近年積極辦理閱讀推廣活動、購置館藏、
改善館內空間，以提升縣內各鄉之閱讀風氣，亦歡迎民眾多加使用公共圖書館資
源，提升自我競爭力。

11月.indd 5

2020/10/26 下午 03:27:35

人書第六展 - 當代兵法與古同源
◎時間地點：109年11月7日至109年11月22日

文化局美術資料中心

澎湖縣在地藝術家謝祖銳先生，曾創作之作品包
括木雕、陶藝、壓克力平板雕刻等，琳瑯滿目，每一
件作品皆包含歷史久遠的文化源流意義，係以歷史深
究遠古藝術，結合學術、美術，揭開當代兵法與古同
源之藝術文化。
本次展出中謝祖銳先生表示，兵法的本質是「不
輸」，方式是瞭解自己、對方、環境，而「文化源」
的圖騰系列是些形意符號，指向方法。概念上這「方
法」是個古老的質性研究，完形心理學腦圖的混合
體，是藝術批評，也是知識考古，也就是失傳的格物至知的方法，可以說是個腦力
的外掛，可以找盲點。
6

如鑽石角度一般，不同的切面，不同的說法，文化源發現以來，著有人書、天
工開悟、黼黻解碼、奇門遁假、文化原簡介、爭鋒當代的金礦，等等介紹，文化源
這個源始又優秀的「腦圖」。
人類之進步建立於人工語言，圖騰和文字的語言不同於天然語言，而我國的文
字，又是獨特的語素文字，屬於高語境區的文字。以定義邏輯中的概念造字，書同
文而統一於「文化民族」與音表文字大大不同，一躉萬字足矣，而音表文字的英文
已邁入百萬字之多。
圖騰上指出文字之「雙」的概念，顯隱並存，而強弱互補又榫接，因果互動，
勤能補拙，增加智能之效益正是住聖之絕學，保萬世太平之圭臬，修身齊家之法
寶，特為再再介紹其「方法」是質性研究，完形心理學實為「腦圖」這是個藝術批
評了古藝術而有所發現，這也是個智識考古的突破。
本展覽將於109年11月7日至11月22日在文化局美術資料中心展出(國定假日休
館)，歡迎民眾踴躍觀賞。
文化局提醒：為配合防疫措施，入館時請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現象請勿入館。

澎湖縣 109 年美術家聯展 - 藝漾菊島 ‧ 文化澎湖作品展出
◎時間地點：109年11月14日至109年12月13日

文化局特展室（原第二閱覽室）

◎開幕時間：11月14日(六)上午10時
為培育本縣縣民藝文創作能力，澎湖縣美術家聯展自民國74年辦理迄今，已實
施多年並具展出實績，為提升藝文創作品質，且在縣內藝術家期盼下，本年度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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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改變展出方式，希冀成為日後藝文創作進步的新動力，及促進縣內外藝術家
美術之交流；且109年適逢文化旅遊年，更以「藝漾菊島‧文化澎湖」為本活動主
題，期許弘揚澎湖文化特色，並提升本縣藝術美學發展。
今年度邀請藝術家許一男老師擔任策展人，邀請於藝術界不同領域之藝術前輩
擔任策展委員會，邀請凡出生、設籍於澎湖縣或曾於本縣工作之藝術創作者共襄盛
舉，或對本地藝術領域有深遠貢獻；天人菊代表著澎湖人堅韌不拔之生命力，不受
夏季炎熱、冬季東北季風氣候影響，願本縣文化藝術亦能像天人菊般鮮豔盛開，淬
煉出另一面屬於菊島之天地。
本縣擁有特殊景觀地質，惟豐富藝術家靈感之創作生命力，澎湖縣美術家聯
展，透過美術家精彩作品，記錄本縣藝術美學之發展，為澎湖藝術文化帶來豐沛能
量，文化局竭誠歡迎鄉親朋友踴躍前往欣賞，共同賞析這場美學饗宴。
文化局小提醒：為配合防疫措施，入館時請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現象請勿入館。

109 年度澎湖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
◎時間地點：109年11月28日至10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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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文馨畫廊

◎開幕時間：11月28日(六)上午10時
澎湖縣書法學會109年度會員作品聯展，將於11
月28日（六）起，於文化局文馨畫廊展出，早上10點
開幕典禮，隨後茶會、現場揮毫，作品致贈鄉親。書
法學會全體會員，歡迎澎湖各界鄉親，屆時前往參
觀、指教。
澎湖縣書法學會理事長陳鼎盛表示：書法學會成
立至今已38年，以發揚中華傳統國粹文化為主，並提
供正當休閒活動為輔，最後以提高本縣書法風氣為志
業。故每年辦理會員年度書法展一次，今年總共展出
作品約100件，篆、隸、草、行、楷，各體兼備。年
度會員作品聯展，是一次成果的驗收與展現。
開幕典禮後，並將頒獎「2020年楊子儀老師紀念
獎書法比賽」優勝參賽者。陳鼎盛理事長表示，這項
比賽是由本會已故前理事長楊子儀老師長女楊英棻成
立的「楊子儀老師基金會」提供比賽資金，委託本會
舉辦的書法比賽。此次比賽報名參加人數有133人，可算是本縣少數的大型的書法
比賽，歡迎鄉親蒞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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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星辰鋼琴三重奏～星火相傳・
小星辰鋼琴三重奏 2020 年度音樂會
◎時間地點：109.11.1(日)下午3：30

澎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免票入場）

「小星辰鋼琴三重奏」成立於2015年，由小提琴蔡筱
茹、大提琴簡佑誠及鋼琴陳星妤組成，秉持著「每個人心中
都要有一顆小星辰，它將照亮有時黢黑的日子」，認為無論
是流行或是古典音樂皆有種療癒人心的效果，也希望能以音
樂會友，和更多人分享音樂的美好。
因此自成軍以來，每年皆規劃多場演出且積極投入各種
不同類型的展演，包括澎湖縣演藝廳舉辦講解音樂會、開拓
館舉辦沙龍音樂會，或到七美、鎮海國中與學子的交流，期
許以多元的表演型態吸引觀眾，帶給鄉親們不一樣聽覺饗
宴。
今年「小星辰鋼琴三重奏」也獲選為「澎湖縣傑出演藝
8

團隊」，帶著這樣的使命感，「小星辰鋼琴三重奏」決定向
下扎根，招募青少年團員，積極培訓澎湖在地學子之室內樂
演奏能力。因此將年度音樂會之主題取名為「星火相傳」，
希望能將自身演奏經驗傳承給在地學子，讓音樂之火在澎湖
代代相傳！
「星火相傳」・小星辰鋼琴三重奏年度音樂會將在109
年11月1日(星期日)下午3:30於澎湖縣特殊資源教育中心綜
合館舉行，將帶來許多經典鋼琴三重奏曲目，包括海頓G大調鋼琴三重奏《吉普
賽》、布拉姆斯第6號匈牙利舞曲、美國當代作曲家Paul Schoenfield最著名的作
品〈Café Music〉，以及多首經典台灣民謠，包括台灣作曲家徐頌仁的《思想起》
鋼琴三重奏、日本作曲家早川正昭改編的《西北雨》等等。
除了經典鋼琴三重奏曲目之外，小星辰鋼琴三重奏也積極與澎湖在地藝文素材
連結，首演以晚年旅居澎湖的藝術家趙二呆先生詩詞創作、台灣作曲家黃俊達作
曲的《落葉小唱》鋼琴三重奏。此外，更邀請到澎湖傑出演藝團隊-「星聲代合唱
團」與文化局立案演藝團隊「愛慕歌手」獻唱同樣以趙二呆先生詩詞創作、廖偉曄
老師作曲的《贈白衣女郎》。
整場音樂會不僅集結了澎湖多個優秀演藝團隊，更是場聯合老師與學生的跨世
代演出。音樂會曲目多元豐富，也希望藉此提昇民眾欣賞精緻音樂之風氣，讓澎湖
也能成為藝文表演之都。
＊詳 情請關注I Music音樂工作室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PengHuiMusicstudio/
文化局小提醒：演出活動"請勿攜帶飲料及食物、勿穿拖鞋入場"；防疫期間，請配
合主辦單位實施之防疫措施，進場前請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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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韻絲竹弦箏樂團～林愛華 40 回顧韶音飛揚 - 蛻變音樂會
◎時間地點：109.11.7(六)下午2：30
《生活與音樂共舞

文化局演講室（免票入場）

昇華生命價值觀》

林愛華40回顧「韶音飛揚」-蛻變音樂會將於109年11月
7日下午2：30~4：30於文化局2樓演講室舉行，傾韻絲竹弦
箏樂團團長林愛華特別邀請在地西瀛南管研究學會共同隆重
演出。傾韻樂團成立於1987年6月，團員經由精選優秀音樂
科系畢業，及專業精英人員，加以嚴格訓練組成，團員遍及
各崗位的上班族，退休樂齡群族對音樂熱忱與執著，每位團
員都有精湛專長，卓越技巧與演奏台風。
知音一曲百年經，澎湖女兒傳世名；林愛華團長出生澎湖大城北村落，少小離
鄉遠至赴高雄求學，獨愛中國傳統音樂，尤偏愛古箏、琵琶、二胡，鋼琴專研學習
有成，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學系。本次親自帶領優質團員返鄉
演出，藉以對故鄉音樂文化，盡小小推廣之力，樂團長期不遺餘力推展音樂藝術，
更涉及兩岸音樂文化交流學術研討，自86年至今長期配合政府辦理各項音樂藝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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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演出，及校園身心靈輔導表演與講座。
林愛華40餘年不忘初心，篳路藍縷堅持音樂教學志業，激發無數生活正能量，
21世紀新時代人雖感嘆；「冷冷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
彈。」然音樂美學超脫淨化心靈，此正與孔子在論語述而篇所云：「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互相呼應。短短十二個字，道盡人終其一生，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若要活出不一樣的精彩，就需要精神食糧的滋潤。在孔子看來，人的
一生，擁有以上四件事就夠了；其中，游於藝，就是要用音樂迎接每一個健康的晨
曦。
樂團自1994年～2020年每年參與各縣市音樂季無數演出，並多次出國交流提昇
團員音樂素養，頗受各界的肯定及讚賞。其間，2008年更舉行多場巡迴音樂會，多
次於澎湖縣演藝廳演出。2010年1月23日於衛武營籌備藝術中心；2010年5月5日於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中正堂的國樂心靈之頌校園輔導音樂會；2010年7月30日
於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隊慶音樂會；2010年～2019年定期音樂會於文化中心至
善廳；2017-2020年於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每次公演，都引起觀眾熱烈迴響。
樂團於2005年6月申請轉型為專業演出團體，團員有45名，特聘演奏家5名，將
音樂之美延伸至社區大學、市民學苑、校園，讓學子、退休樂齡族、家庭主婦，啟
發自己的興趣與專長，藉由音樂，陶冶心情、抒發壓力、健康追夢Do、Re、Mi，找
到生活的樂趣。
該團自2009年起至2020年8月，多次受邀前往金門縣文化局，與小金門烈嶼鄉
體育館演出，亦配合專為中秋節軍民聯歡而舉辦特別節日。11月7日返鄉音樂會為
本年度第3場公演。特別邀請由張建勝理事長領導的西瀛南管研究學會聯袂演出，
更可增加音樂的多元性，勢必精彩可期。本（109）年度舉辦「韶音飛揚－蛻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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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會」共計5場，第一場於8月8日在小金門青岐社區；第二場於8月9日在金門文化
局演藝廳；第三場於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演講室、第四場11月26日於高雄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演藝廳，第五場12月15日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音樂廳、5場連串性多
元演出，將造成一股全然新穎視覺聽覺變化，誠摯邀請大家，沉浸在中國曲風心靈
之頌，共享雅樂清音，純真、純善、純美的天籟之聲，期待喜愛音樂的舊雨新知，
蒞臨指導聆賞！
文化局小提醒：演講室活動"請勿攜帶飲料及食物、勿穿拖鞋入場"；防疫期間，請
配合主辦單位實施之防疫措施，進場前請戴口罩。

我想好好理解你：
發揮神經科學的七個關鍵，你的同理也可以很走心
作者：海倫‧萊斯

出版社：時報

書架號：541.76 4442

一本運用共感同理改變彼此的革命性指南！
當我可以理解別人感受，體會相同的痛苦，
像透視鏡般看待他人時，同理心就此啟動。
同理心重要嗎？準確的來說，同理心是讓現代人類生活
得以持續進行關鍵要素。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認為同理心是每個人具備的基本
特質。似乎只要願意傾聽，就等同於擁有同理心的能力，
但海倫‧萊斯醫師在本書揭示，同理心沒有我們想的這麼簡單。同理心是很精微的
平衡，一方面需要感知別人的感覺，一方面是學著管理我們自己的感覺，這樣做才
能在關係中達到真正的協助。
『同理心』不同於『同情心』，它是人與人之間更為深刻真摯的情感連結。人
無法將自己活成一座孤島，人生幸福的關鍵，在於透過同理心，與他人共感、共
10

好。這本書帶我們看見同理心在我們生命中的核心價值，以及如何讓同理心引領我
們活出愛己利他的圓滿一生。
透過神經科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定量測量難以捉摸的同理心，把隱形的情緒輸
出成可見的數據。投入研究的海倫‧萊斯醫師原是為了替醫病關係找到平衡，卻意
外發展出一套運用七個關鍵字「E.M.P.A.T.H.Y.」訓練同理心的方法，藉由探討同
理心訓練在現今社會為何重要，讓我們有機會真正讀懂別人的心，以他人的角度來
觀看他人的困境，並且讓這項訓練更廣泛有效的運用在職場、人際、家庭之中。
《我想好好理解你》提供我們機會，深入瞭解最重要的人類能力─如何感知、
理解、關懷別人。現代人往往缺乏同理心，這本書揭開科學的面紗，讓我們看到同
理心和慈悲如何彼此重疊，我們將看到培養同理心與慈悲的關鍵元素。本書內容基
於多年實際運用和科學研究，是對人類的即時禮物。

11月.indd 10

2020/10/26 下午 03:27:37

初探愛情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王姵筑

作者：蔡秀敏

( 第 22 屆菊島文學獎高中組美言金句優等 )

繪者：吳怡蒨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愛情，不是懸崖上艷麗的玫瑰

索書號: J 859.6 4428

卻是山野裡樸實的花朵

這本《羅塔和他的

此去，蜿蜒又崎嶇

朋友們》主要以輪狀病

誰能逕自探索

毒羅塔為主角，由羅塔

當你踏出了一步

來介紹各種和他一樣會

即可點燃山坡翻白芒絮的癡迷

引起腹瀉的病菌，還有他們喜歡居住的環境。

此時，浪漫已攪拌了青春

告訴小朋友，如何避免他們的拜訪，最有效的
方法，是要養成勤洗手的良好衛生習慣。

這是無人能懂的美麗

如果真的被羅塔和他的朋友們找上門，在
你腹瀉時要怎樣保護自己、補充電解質，嚴重
時要懂得求助於醫師，給予治療。書中透過介
紹腹瀉原因、病菌傳染途徑，帶給小朋友們良
好衛生習慣的觀念。
疾病一直是小朋友最害怕、大人們最討厭
碰觸的題目，然而每一個人一生中又免不了生
病，一旦孩子生病，不管大人、小孩都受苦，
當然，自己的身體被小得看不見的不明細菌攻
擊，其擔心害怕的程度可想而知，人們常常因
為愈不了解入侵體內的敵人就愈容易產生恐懼
與擔心，一旦不尋常的症狀出現，就容易做出
不當的照顧或治療，以致病程造成延誤。
選擇醫學插畫一直是我最有興趣做的事
情，醫學似乎是屬於醫師該懂的事情，一般人
以為只有生病時，聽醫師的話乖乖吃藥即可，
但其實做為人，我們應該認識自己的身體，認
識攻擊身體的細菌，才能保護自己，並得到更
好的生活品質。因此，可以把難懂的醫學常識
用簡單明瞭的方式畫出來讓大家了解，用有趣
的故事讓孩子知道飯前洗手的原因何在，或是
傷口紅腫該怎麼處理，是繪製這本書最有意義
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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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澎湖生活文化常設館
1/1～12/31

澎湖生活博物館

人書第六展 - 當代兵法與古同源
11/7～11/22

文化局美術資料中心

109 年度澎湖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
11/28～12/13

文化局美術資料中心

澎湖縣 109 年美術家聯展 - 藝漾菊島 ‧ 文化澎湖
11/14～12/13

文化局第二閱覽室

《嗨！海人生》王瑞心、王昭淳雙個展
10/17～12/31

研
習

澎湖開拓館

南管研習
1/1～12/31（每週一晚上 7：00～9:00、週六下午 3:00～5:00）

演藝廳藝文之家

文化局合唱團培訓
1/1～12/31（每週四晚上 7:00～10:00）

演藝廳藝文之家

青少年國樂研習
4/5～12/31（每週日上午 8:00～12:00、下午 2：00～4：00）

演藝廳研習區

書法研習班
10/5～12/28（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演藝廳研習區

傳統木作雕刻研習班
10/5～12/28（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天
人
菊
說
故
事
劇
坊

噴火龍來了
11/1（日）

帶領人：呂惠琪

上午 10:00～11:00

I Love My White Shoes
11/8（日）

演藝廳研習區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王韻筑

上午 10:00～11:00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許婉婷

11/15（日） 上午 10:00～11:00
一直打嗝的斑馬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陳佳美、曾玉如、繆翠華、趙素嬌

11/22（日） 上午 10:00～11:00
小企鵝搭遊輪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蔡美琪、歐懿文、江心月

11/29（日） 上午 10:00～11:00

演
藝

圖書館兒童室

小星辰鋼琴三重奏～星火相傳・小星辰鋼琴三重奏2020年度音樂會
11/1（日）

下午3:30

澎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免票入場）

傾韻絲竹弦箏樂團～林愛華40回顧韶音飛揚─蛻變音樂會
11/7（六）

下午2:30

文化局演講室（免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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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陸域及水下考古遺址教育推廣論壇
以澎湖縣之考古遺址及水下文化資產為例，就澎湖、金門、連江等離島之陸域
及水下考古遺址，探討現有的分佈概況情形，及未來保存整體管理維護規劃、教育
推廣等，辦理教育推廣論壇。
活動時間：109年11月22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17時
活動地點：澎湖生活博物館B1多媒體簡報室
活動內容：規劃考古遺址及水下文化資產、博物館典藏展示、文物修復保存、
離島考古遺址與文化資產實務分享等講題
詳細活動簡章、報名時間及方法請留意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網站最新消息，網址
為https：//www.phh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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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室

111 局長

112 傳達

副局長室

113 副局長

行政科

121 科長
122 出納
123、165 總務
124 技士
125、168 技工
126 收發
128 美工
129 第三會議室
161 服務台
163 演講室
164 第一會議室
167 檔案
230 第二會議室

文化資產科

131 科長

圖書資訊科

151 科長
152、154、156、157、158、181、182、184、185、187 圖資科辦公室
153、183 服務台
155 視聽室
186 三樓會議室
188 文獻中心

博物館科

216 澎湖海洋資源館A

展演藝術科

231 科長
232～235、240～242 展演科辦公室
236 演藝廳控制室
239 演藝廳展演科
214 中興畫廊
221 文馨畫廊
227 木工教室
116 電腦機房

兼人事、會計室

171 兼人事

澎湖生活博物館
總機(06)9210405

6401 科長
6402～6413 博物館科辦公室
澎湖開拓館 (06)9278952

展演活動
售(索)票地點

927-1124
927-4838
927-1572
927-2924

132～147 文資科辦公室

第一賓館 (06)9269413

222 二呆藝館1F

172 會計主任

224 澎湖化石館1F
237 演藝廳舞台
229 研習教室

173 會計室
6101 服務台

6104 售票台

6111 賣店

救國團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愛之旅攝影工作室
926-1853 新學友書香中心
927-5043 創大樂器藝術中心
佳明快速沖印
927-3326 澎湖樂器行
926-2309 北辰樂器行
927-9959 爬格子樂器
今日照相館
926-2997 北辰書局
927-7356 台大書坊

2020/10/26 下午 03:27:37

各館室開放時間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澎湖海洋資源館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 二呆藝館

週六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因應防疫，暫時閉館)
◎ 澎湖化石館 (閉館整修中)
閉館整修中
◎ 中興畫廊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 文馨畫廊

週三至週日

◎ 第二閱覽室

09:00-12:00

週三至週日

14: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洽公民眾請依一般公務機關辦公時間洽辦)

＜澎湖縣圖書館＞
◎ 澎湖地方文獻中心
週三至週五
◎ 閱報區

期刊區

週三至週日
◎ 閱覽室

週六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電話預約開館
書庫 兒童室 視聽室

09:00-21:00

週三至週日

09:00-21:00

週一至週二

09:00-17:30

(國定假日及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休館)

＜澎南圖書分館＞
週三至週日

08:15-12:00

13:30-17:30

19:00-21: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澎湖開拓館＞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澎湖生活博物館＞
週五至週三

09:00-17:00

(週四休館)

＜第一賓館＞
(因應防疫，暫時閉館)
預約開館

＜蔡廷蘭進士第＞
週三至週一

09:00～17:00

(週二休館)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資訊服務站＞
(因應防疫，暫時閉館)
週三至周日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國定古蹟馬公金龜頭礮臺文化園區＞ 電話06-9262180
5月1日至9月30日
10月1日至4月30日

週三至周日
週三至周日

澎湖戰役秘徑(上午梯次：10:00

09:00～18:00
09:00～17:00
下午梯次：14:30、16: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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