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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線也
1972年 76X67cm 水墨 宣紙
這是早期創作的作品，那時剛畢業任教馬公國中美術老師。台灣剛有電視機，
家家戶戶有架設天線，正直歪斜穿插大小不齊蔚為奇觀。試著由腑瞰的角度描寫此
景，聯結台灣風土社會的變遷，是一種比80年代鄉土文學、鄉土繪畫更早的思惟創
作，表現對生長土地對時代的禮敬關懷。畫中有大膽大量的宣染暈染墨線，讓天線
的交織繁複錯雜更有貼切的融合，其實也藉之表現對樹木的嚮往，而為了更加強畫
面超現實空間，我更大膽實驗挖空裱貼的技巧，讓一輪日月與中景焦點的天線瓦舍
甚至遠處的流水沙灘，有一種層次分明的戲劇般效果，而我們從畫面天線技巧的表
達暈染效果，是否可以想見作者表達了澎湖東北季風強吹天線呼呼作響的音聲，取
景奇特獨一無二形意聲色構築具備。
圖文：洪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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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我們都需要的電影懶人包，讀了小史、
認識經典、分析類型、更懂了理論
110 年小朋友說故事比賽～故事達人秀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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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來了，熊小心！

裨海新舊紀遊

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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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定古蹟「西嶼彈藥本庫」揭幕開放參觀
澎湖縣政府定於110年4月13日
(星期二)上午10時辦理縣定古蹟
2

「西嶼彈藥本庫」開幕典禮，將串
連西嶼地區現有的軍事文化景觀，
完整呈現澎湖在海洋史及軍事史的
重要地位。
「西嶼彈藥本庫」基本上分為
兩個區塊，包括土窟式清涼彈藥庫1
座，和洞窟式彈藥庫2座(即俗稱的
「銅牆鐵壁」)。澎湖縣政府99年11
月公告為縣定古蹟。是日治初期由日本舊陸軍所建構軍事建築，做為儲存火砲彈
藥的場所；也是日軍在澎湖島要塞所建的4大彈藥庫之一。原「西嶼彈藥本庫」有
1902(明治35)年的西嶼火藥本庫、西嶼彈丸本庫及1905（明治38）年建的西嶼臨時
火藥庫等。其中西嶼臨時火藥庫包括：有煙火藥庫、無煙火庫、火具庫各1間，因
應火砲科技的進步，其中有煙火藥庫在1930（昭和5）年改為地面土窟式彈藥庫，
1935（昭和10）年改建為彈丸加溫場、火藥試驗場、 熔蝕場及作業所等建築，並
增建試驗性單窟式洞窟彈藥庫；1936（昭和11）年無煙火藥庫改建為雙窟式洞窟彈
藥庫。換言之，現存的西嶼彈藥庫本庫包括：土窟式彈藥庫、單窟式彈藥庫（有煙
火藥庫）、雙窟式彈藥庫（無煙火藥庫）等3種形式，甚具文化及科技價值。
西嶼彈藥本庫自公告起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土地撥用、調研、修復過程，將
近10年的時間，透過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保存西嶼彈藥本庫之完整性，並呈現
歷史之脈絡。亦為維護軍事古蹟原始風貌，配合文旅年內完成修復，開放參觀，讓
更多民眾與遊客，見證西嶼地區豐富的軍事文化與歷史縱深。

澎湖生活博物館十一週年館慶系列活動
海島今與昔 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澎湖生活博物館自99年4月3日開館以來，肩負著澎湖博物館事業核心的任務，
今（110）年即開館十一週年，亦是澎湖「海洋年」，除此之外今年的學術研討會
主題為「交通與海洋」，而館內的年度特展「真心話，大冒險：澎湖人的心內話特
展」，更是結合澎湖過往的時事議題進行介紹，除了讓民眾了解過去事件，也引領
民眾對未來進行發想，進一步了解生活、文化、節慶是為密不可分的共同體，讓博
物館教育與休閒娛樂相結合，成為與大家親近的生活博物館。
今(110)年即開館十一週年，館慶期間推出海島今與昔系列活動：1.入館優惠
(4/3免票入館、4/4 兒童12歲以下免費含陪同大人一名) 、2.真心話．大冒險澎湖
人的心內話特展、3.海島遊樂園知識趣、4.海島的今與昔照片牆、5.生博館回憶

錄、6.潮間帶的「潮鞋」-小草鞋吊飾DIY、7.新生路的今昔(邀請蔡光庭老師、林
連守老師以走讀方式了解周邊聚落、宗教、海港開闢、奉茶的故事)、8.海島遊樂
園闖關遊戲等系列活動，其中潮間帶的「潮鞋」-小草鞋吊飾DIY，報名費用150元
(限額30名)，新生路的今昔報名費用50元(限額50名)，需至生博館賣店現場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4月2日下午4時(額滿為止)，相關活動訊息內容，請至澎湖縣政
府文化局/活動訊息官網查詢(http://www.phhcc.gov.tw/ch/index.jsp)。本案聯
絡人請洽(06)9210405＃6413博物館科郭先生。

社造人才培力計畫【影像紀錄課程】
為辦理110年澎湖縣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鼓勵民眾積極參
與公共事務及藝文扎根活動，由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澎
湖縣社區營造中心）承辦之社造人才培力計畫－【影像紀錄課程】，將於4/10、
4/11、4/24在馬公市朝陽社區活動中心（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21巷18號）二樓辦
理，本次課程邀請到公共電視 PeoPo公民新聞平台企劃王建雄老師指導，讓對影像
紀錄有興趣的民眾由被動化為主動，找出社區人文、產業、景觀等在地知識，藉由
課程之培訓，讓學員以手機為媒介，分享如何用影像說故事，並以新聞紀實的訪問
手法，讓在地的人、事、物有更多用影像展現的機會。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0年4月7日（星期三）止，招生名額30人（額滿為
止），活動相關資訊請洽：0911-883849澎湖縣社區營造中心洪小姐。本次報名方
式採用線上表單方式報名，報名連結：https://reurl.cc/KxeVYe

澎湖縣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澎湖縣政府近年積極保存硓𥑮石古厝，更將望安花宅登錄為「重要聚落建築
群」文化資產，有鑑於本縣仍有未具文化資產身份但有保留價值潛力之老建築，澎
湖縣政府文化局今年積極向中央爭取代辦本計畫，讓澎湖鄉親有意願修復古厝的人
可以獲得政府補助款修繕，鼓勵民間自發性保存並活化老屋。
本計畫補助建築需為不具法定文化資產身分，且於民國60年(含)以前興建之老
建築，具有歷史、文化、藝術並有保存再生價值等潛力之私有建物整建或修建為原
則。申請對象為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民間團體或具建築、文資等相關科系之學
校均可申辦。
補助類別為建物整修類、修復技術再生推廣類及文化經營類等3項。其中建物
整修類為恢復原有文化歷史脈絡之建物本體（不含裝潢、新建、改建及擴建）、附
屬建物及景觀等修復，並依原有風貌、構造、材料（類似）、工法等進行修復為原
則，補助總金額50%為原則。
歡迎對於老建築修復再利用有興趣之民眾，有意願修繕古厝鄉親多加利用。計
畫相關資訊請洽：文化局文化資產科張小姐9261141轉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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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生活博物館「彩繪 DIY 體驗」活動
◎日期時間：4/11、4/25、5/9、5/23、6/6、6/20、7/4、
7/18、8/1、8/15(星期日)，上午9:30～11:30，共計10場次
4

澎湖因屬群島地形，早期先民往返都必須仰賴船運，因
此舢舨就成了其主要交通工具，而大目舢舨船更是源起於先
民對神靈的信仰與崇拜，船員們相信船頭上的眼睛具有神力
加持，可以幫助討海人看清楚海象、順利捕魚及安全返家。

‧大目寶寶

澎湖生活博物館為將此具有文化傳承意義之大目舢舨進行推
廣，讓更多民眾了解其意象及功用，並搭配最新研發之大目
寶寶、小金豬及小海龜彩繪組，特別於4月11日至8月15日，
每二週之星期日9:30~11:30辦理「彩繪DIY體驗」活動，透
過參與者DIY彩繪方式，建立起創作者與彩繪作品之情感， ‧大目船
進而達到文化資產傳承、活化及再運用，讓博物館之教育功
能與休閒娛樂相結合。
本活動於澎湖生活博物館辦理，以本館自行研發之大目
寶寶、大目船、小海龜及小金豬彩繪組，提供現場有意願
之民眾報名體驗，大目寶寶體驗價128元、大目船體驗價為 ‧小海龜
88元、小海龜體驗價為64元、小金豬體驗價為56元、 (皆
附水彩筆、廣告顏料，並可將彩繪完成作品攜回紀念)。活
動過程中將安排種子教師，教導簡單調色教學及後續彩繪
注意事項後，由參加學員們進行彩繪創作。歡迎有興趣之
民眾於活動辦理時段踴躍前往參與。本活動聯絡人請洽069210405#6411文化局博物館科鄭小姐。

‧小金豬

行動書車進駐澎湖休憩園區
為提供民眾便捷溫馨的閱讀服務，縣圖書
館行動書車於今年三月起，開往新的服務據
點－林務公園管理所澎湖休憩園區，停駐於共
融式遊戲區旁，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享受悠閒
的午後閱讀時光。
目前行動書車每月第一、三週週五下午
3:30-4:30在林務所澎湖休憩園區﹔每月第二、四週週五下午2:30-3:30在風櫃國小
進行定點服務，並受理機關、學校及社區申請預約服務，讓不便到圖書館借書的民
眾，也能就近獲得閱讀服務。
此外，縣圖書館為提供更貼心便捷的服務，於今年度推行行動借閱證，讀者只
要加入澎湖縣圖書館LINE@，即可使用行動借閱證借閱圖書，還可利用圖書館館藏
服務、查閱個人紀錄、接收個人化訊息等，圖書館的貼心服務，歡迎您多加利用及
借閱。

「澎湖縣作家作品集」第二十六輯公開徵集
歡迎有興趣之文學創作者踴躍送件 圓一個作家夢
文學誕生於生活，也落實於生活，菊島的文化發展，脫離不了文學的關照。一
直以來，文化局兢兢業業地推動著地區文化活動，除了策辦閱讀推廣活動，營造書
香氣息，更鼓勵人文書寫，皆因文學活動能讓文化課題更具張力。而「澎湖縣作家
作品集」叢書的出版，更讓我們朝著打造「文學島嶼」的夢想邁開一大步。為持續
鼓勵民眾從事文學創作，培育優秀地方文學人才，今年準備出版第二十六輯，歡迎
有興趣之文學創作者踴躍送件，躋身作家行列。
徵集對象為(一)凡本籍或曾設籍澎湖縣者(二)目前於澎湖縣就學、工作一年以
上者(三)雖非本縣籍作者，但其作品以描述澎湖風土民情為主要內容者(四)以未曾
出版者為優先考量，已出版之作家，今年的徵選作品類別須與前一年不同。
本年徵選類別以作家未出版之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兒童文學、劇
本、綜合類等現代文學作品之創作為主。送件時請將作品一式4份連同Word電子檔
光碟片、報名表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加註「澎湖縣作家作品集」字樣，掛號郵寄
或親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科(880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號），收件日
期自即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若需簡章及報名表請向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
科索取，亦可附回郵信封索取，或由文化局網站下載徵選簡章（網址：https://
www.phhcc.gov.tw）。洽詢電話：（06）926-1141轉154崔小姐。    
作品獲入選者將贈送每人或每本新臺幣1萬元獎勵金；作品出版後，由文化局
贈送作者作品集6套及個人作品100本。本局並將舉辦新書發表會行銷，邀請媒體記
者及民眾參與，推介閱讀好書。歡迎喜好文藝創作人士，能共襄盛舉踴躍參加徵
選，將您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與大家分享。

許強照陶藝創作雕塑展覽
◎開幕時間：4月3日(六)上午9時  
◎時間地點：4月3日至18日  文化局文馨畫廊
1948年出生於澎湖縣的許強照老師，投入陶藝創作是受到父
親影響，由於父親從事廟宇興建與修繕工程，小時候常與父親外
出工作，耳濡目染之下對於廟宇屋頂形式建築及作法非常熟悉， ‧羅漢
許強照老師國中階段時常騎著腳踏車，四處尋找能用於捏塑的黏
土，捏出人物的泥偶像並奠下雕塑基礎創作。
由於年輕時從事廟宇的工作經驗，澎湖縣的廟寺中還保留許
強照老師他與父親的作品，許老師在退伍後投入陶藝雕塑自由創
作，並曾任澎湖仁愛之家藝品雕刻指導老師，獨特「手工」陶藝
創作內容廣泛，擅長雕塑出生活中的人物，呈現在雕塑作品中，
栩栩如生的自然生動，每件創作都是一段生命歷程，代表對生命
的熱愛與期待，佛像人物雕塑手法惟妙惟肖，令人驚艷，在外打

‧觀音

拼的遊子，思念家鄉的心，將成就回歸故里是種感謝，藉此次回鄉的展覽將展示人
生創作陶藝生命的光與熱，延續燃燒創作的熱情與動力，歡迎大家踴躍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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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西瀛畫會第十五次會員聯展
◎開幕時間：4月3日(六)上午10時
◎時間地點：4月3日至25日  文化局中興畫廊
西瀛畫會，每年以鮭魚返鄉的回饋情懷，提供
旅外遊子的精心傑作，此次展出內容有油畫、水
彩、書法、水墨、壓花、花燈等作品琳瑯滿目、美
不勝收，是一次視覺空間與澎湖精神主體的呈現，
更是美學內涵的豐碩感受。
高雄市西瀛畫會，由一群旅居高雄的藝術家組
成， 1981年由洪根深老師召集而擔任創會會長，
2005年經由許參陸奔走立案重組復會，推選為首任
會長，歷洪條根、許英正、吳志宏及許孟才理事長
相繼傳承。澎湖文風鼎盛早於台灣三百多年，東北
季風強勁，艱困的生活環境培育出移民性格，還有
6

寬闊的海洋，神秘變幻的想像力豐富了原創力，此
次展覽是由澎湖鄉友及愛好澎湖的藝術創作者，共同聯合展出，對於家鄉的情懷，
寄情于藝術創作裡，創作出一幅幅、一件件，對家鄉情感告白的藝術作品。在屬於
自己獨立創造的藝術領域裡，激盪出屬於個人獨特的藝術魅力創作，敬請大家蒞臨
觀賞給予我們最大的鼓舞及指教。

國父紀念館「2020 中山青年藝術獎」巡迴展
◎開幕時間：4月17日(六)上午10時
◎時間地點：4月17日至5月16日  洪根深美術館特展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與本局共同主辦「2020中山青年藝術獎巡迴展」將於110年4
月17日至5月16日在洪根深美術館特展室，展出水墨、書法及油畫三類精選得獎作
品。此為本縣與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際
間藝文交流，該館表示「中山青年藝
術獎」有實質鼓勵青年藝術家投入創
作的重要意義，除辦理展覽外，也參
與藝術博覽會和藝廊合作，將青年藝
術家的優秀作品與產業及市場結合，
給予他們實質的幫助，並鼓勵年輕人
在藝術創作的路上繼續勇往前行，未
來期待繼續和國父紀念館一同合作，
形塑更優質的藝術創作環境。
文化局提醒：為配合防疫措施，入館時請配戴口罩及配合手部酒精消毒及登記實聯制，如有發燒現象
請勿入館。

草山樂坊～台灣心絲竹情
◎時間地點：4月10日（六）下午2: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草山樂坊～台灣心絲竹情將於110年4
月10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在澎湖縣
演藝廳演出，本活動免票入場，歡迎民眾
偕同家人一起來聆賞！
【台灣心絲竹情】的最大特色是以本
土民謠音樂為中心，加以近代創作及西
洋經典名曲的音樂會。以美麗的寶島之美
景與風情作為本場演出展現之主軸，傾聽
自然美妙之音，藉以多媒體來導覽大地風
光，使之呈現所結合多元的視覺與聽覺藝術。以音樂來描述內心層面之聲，擷取台
灣各地美景以聆賞為依歸，並以新穎演奏思想及新意，編織出天籟之音。以傳統音
樂之展現作為本場音樂會所訴求之精神，注入現代意象之創作，整合以音樂劇場之
理念，期突破與開創音樂藝術之新作。以音樂表演為【台灣心 絲竹情】之藝術呈
現的主體，對於台灣各地美景進行深入瞭解，透過專業的創作群對於各場音樂的編
作，結合多媒體與現場的演員演出，重新詮釋台灣各地風情，並賦予新的風貌與生
命。
文化局提醒：演藝廳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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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疫措施，採現場劃位實聯制登記進場，全程請配戴口罩。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
◎時間地點：4月17日（六）下午2:30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將於110年4月17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及晚上7時30
分在澎湖縣演藝廳演出2場次，歡迎民眾踴躍購票觀賞！
因有感於市面上多以繪本故事代替了世界著名童話故事，從前的童話故事似乎
都被人慢慢淡忘，放眼大多數劇團也都以本土自創故事或繪本改編居多，因此從
2005年起劇團便決定將大家從前最愛的世界童話故事進行改編創作，以人們熟悉的
世界著名童話故事題裁為軸線，利用兒童戲劇創新的思考方式切入，改編內容跳脫
既有框架，並融入現代生活情境，再以劇團創作之造型人偶賦予角色人物靈魂設
定，讓孩子悠遊在童話偶戲中，藉以拓展藝術涵養。
截至目前劇團共製作6個系列，累積欣賞人數逾數拾萬人。2013年重新詮釋的
《三隻小豬》，由於角色討喜，內容活潑有趣，且故事主旨明確，在巡迴演出過程
中票房總是一票難求；2019年全新打造的大型兒童歌舞劇《七隻小羊》延續了童話
創新思維，透過精心製作的大型人偶，並嘗試有別以往的呈現方式-黑光劇，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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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視覺饗宴，引領孩子在歡樂的氛圍中啟
蒙學習，並利用舞臺上下的互動，讓孩子不只
單純的觀賞戲劇演出、而是可以吸收認知戲劇
豐富的美學元素，更讓多元感官的藝術教育成
為可能，在又唱又跳的肢體參與互動中，落實
品德教育的潛移默化。
本劇以強調互動性的戲劇教育方式教導孩
子如何保護自身安全以及面對危險時的應變處
理能力，將可以大幅度的減少傷害事件的發
生及健全孩子身心健康，有待大家共同創造一
個安全的成長環境，讓孩子「平安、快樂、健
康」長大。
售票資訊
售票系統：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
票價：200元、300元、400元（不分年齡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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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方式：7-Eleven ibon、萊爾富便利商店、兩廳院售票端點，或洽1.小青蛙劇
團04-22131618 (http://www.littlefrog.com.tw/)2.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0422595358 (https://www.opentix.life/)
文化局提醒：演藝廳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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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疫措施，採現場劃位實聯制登記進場，全程請配戴口罩。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成果發表會暨第 25 屆畢業音樂會
◎時間地點：4月24日（六）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
（免票入場）
馬公國中音樂班自成立至今
已經有24屆畢業生，這些年來培
育出相當多的優秀音樂人才，每
年春天之際，音樂班也會舉行年
度發表會，來呈現孩子們這些年
在校的學習成果。一年多來世界各地皆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讓大家的休閒旅活
型態，大大改變，有道是「音樂無國界」，今年畢業班由導師廖鴻禧與音教組長陳
逸鈴帶領7位畢業生：吳秉育、李竺真、徐郁淇、陳脩閔、陳齊、葉易璟、蔡沛珊
等，將以世界各地的音樂帶著所有聽眾環遊列國，樂曲相當的豐富。該校校長黃銘
廣一直以來相當肯定音樂班的孩子，除了在學科的學習之外，相較於普通班孩子投

入更多時間與精力在音樂學習方面，對每位師生的付出相當感動。
這次的音樂會除了全體音樂班管弦樂團的合奏、音樂班合唱的演出，班級小合
奏、室內樂三重奏、鋼琴獨奏、8人16手聯彈、班級小合唱，曲目包羅萬象，有來
自非洲、加勒比海岸的牙買加、美國小鎮、電影主題曲、舞曲，作曲家也包跨美
國、匈牙利、日本，當然更有台灣的作曲家，以及由音樂班組長親自為畢業班同學
改編的作品。演出人員，除了音樂班全體同學外，指揮江敬業老師也與畢業班共同
演出，更邀請退休音教組長林美惠老師、還有該校鄭凱中老師帶領普通班合唱團將
一起共襄盛舉，今年音樂會的節目真的是精采可期，誠摯邀請所有鄉親，在110年4
月24日星期六晚上7時30分，蒞臨澎湖縣演藝廳，一同來欣賞由馬公國中音樂班師
生的年度音樂會。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藝術才能舞蹈班 109 學年度教學成果發表會
◎時間地點：4月30日（五）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將於110年4月30日(週五)晚上7時30分，在演藝廳舉辦
一場「109學年度舞蹈班教學成果發表會」，本次演出共8支舞碼，展現學生在校接
受芭蕾、現代舞、民俗舞、古典舞等課程之教學成果，採免票入場方式，誠摯歡迎
鄉親踴躍前往觀賞。
文光國中舞蹈班成立至今已10年時間，在校內團隊共同努力的耕耘中，舞蹈班
學生的表現蒸蒸日上，辦學成效優異，各界有目共睹。成果發表會展現出各年級學
生的藝術累積及舞臺經驗，同時也是展現本縣舞蹈軟實力的重要指標。
其中文光國中以熱情豪放、柔美剛勁的舞碼『苗嶺舞韻慶歡騰』，於109學年
度澎湖縣學生舞蹈比賽，勇奪團體丙組民俗舞特優第一名殊榮。此舞生動反映出苗
族人民的生活，富有山野味，古樸、粗曠的風格，充分表達他們真摯、純樸的思想
情操，也最能使人感受到民間藝術的真、善、美。
發表會演出以古典芭蕾『胡桃鉗選粹』、『唐吉訶德選粹』作為開場舞碼，舞
者以純熟的肢體動作，展現芭蕾的力與美；接著現代舞方面，『海的輪廓』及『深
海傳說』喚起人類對海洋新的感悟與認識、『笨鳥慢飛』演繹出現代舞的多元與變
化；以及古典舞『痕跡』，舞出如鷹一樣抓的瞬間、看的瞬間、飛的瞬間；還有民
俗舞『彩染山莊俏姑娘』，看山莊裡頭的俏姑娘們在染布過程中玩樂嬉戲構出精彩
的畫面。舞碼不僅呈現平日多元學習的成果，節目內容更是精彩可期，歡迎各界喜
愛舞蹈藝術的民眾蒞臨觀賞。

文化局提醒：演藝廳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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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疫措施，採現場劃位實聯制登記進場，全程請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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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我們都需要的電影懶人包，讀了
小史、認識經典、分析類型、更懂了理論
作者：愛德華‧羅斯(Edward Ross) 出版社：原點 書架號：987.09 6042
《美國隊長》或007電影裡主角肉體受難的畫面，為
何讓我們在認同英雄的同時，也獲得愉悅與救贖？從卓
別林到《駭客任務》，從工業化到科技化，電影捕捉並
呈現人們對於新科技的想像與恐懼……影片中傳遞或暗
藏的意識形態，無意間形塑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建
構了我們的性別意識及種族歧視。
不同於過往以文字書寫的影評、影史，本書以漫畫
手法呈現影像的視覺歷史與理論，相得益彰得像是放慢
了鏡頭速度，引人入勝地分享了電影作為藝術的門道。
作者綜觀電影史上300部種類紛繁的經典電影，深入
淺出的以圖像拆解電影符號語言，並打破單一時間軸線
來談電影史。全書以眼睛、身體、場景與建築、時間、聲音與語言、權力與意識形
態、科技與科技恐懼等章節主題切入，視角獨特，不僅是一本「懶人工具包」，更
讓我們理解電影幕後導演編劇種種意識流，清楚看見每部作品背後的文化思維、時
代變遷以及大眾文化的轉變，拓展觀影的深度與廣度。
從主流到非主流，從好萊塢到藝術片，從諾蘭到塔可夫斯基到高達以及約翰卡
本特；從經典到最新潮流，認識電影關鍵字＋主題＋經典片單：類型片、表演學、
導演作者論、第四面牆、時間片、身體恐怖、女性主義、紀傑克、意識型態、科技
恐懼。本書用漫畫影像連結你熟悉的電影場景，直接帶你進入經典名片的關鍵精
髓。看懂電影史，也看懂經典之作、電影類型以及電影理論，一本抵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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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小朋友說故事比賽～故事達人秀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為文化局行之有年，眾所期待的110年小朋友說故事比賽「故事達人秀」，將
於5月1、2日(六、日)，於文化局2樓演講室，分別辦理各組〈幼兒組、國小低、中
年級組〉說故事比賽。
為落實推廣兒童閱讀，增進兒童口語表達能力，文化局辦理小朋友說故事比
賽，藉由說故事活動鼓勵孩子上台演說，提升孩子自我表現的能力與勇氣，同時凝
聚親子關係，營造溫馨書香家庭，經過歷年比賽的舉行，已發掘許多具有演說才能
的澎湖囝仔。
今年該比賽故事主題非常豐富，國台語不拘，歡迎有興趣的家長、老師及小朋
友們一同到文化局2樓中庭觀賞實況轉播吧！

裨海新舊紀遊
蜘蛛來了，熊小心！

( 節錄 )

作者：雅各‧格蘭特

．林世明

繪者：雅各‧格蘭特

( 第 23 屆菊島文學獎社會組現代詩佳作 )

譯者：黃筱因
出版社：東雨文化

你採硫，自浪尖而來

索書號: J 874.59 4742

起伏海象多疑的凶險

本書的主角是
一隻喜歡整潔的大
熊，總是把家裡打
掃得一塵不染，想
當然，當牠看到家
中竟然出現了代表
髒亂的「蜘蛛網」
時，內心會有多崩
潰啊!
不過，當大熊正翻箱倒櫃，想把這個製造
髒亂的罪魁禍首給消滅同時，我們也看到小蜘
蛛正悠閒地織著毛衣、畫畫呢! 反差的畫面，
不禁引發讀者思考:有的時候，我們認為對方是
故意要搞破壞、製造混亂，但可能對方的用意
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呢!再看到大熊因為氣怒，
而不小心弄壞了心愛的布偶時，也不免要想:有
時候越慌亂焦躁，事情可能就越處理不好呢!
而故事裡最溫馨的點，莫過於當懊惱自責
的大熊，試圖拯救牠心愛的布偶時，卻發現牠
最討厭的蜘蛛絲，竟然成了最好的幫手──牠
最不喜歡、想消滅的小蜘蛛，在牠最無助時伸
出了援手，修補好了牠的布偶!藉此，牠也發現
了屬於蜘蛛的小天地，從此和蜘蛛成為了好朋
友。
個人很喜歡作者用這樣「包容互助」與
「分享」的概念，來闡述這樣一段意外展開的
友誼，投射在我們的生活周圍，有許多值得帶
著孩子一起討論與思索之處，閱讀完本書，期
許我們和孩子都能用兼容與愛的態度來待人接
物。

當黑潮吐出最洶湧蛇信
投以紙錢，弔祭怒濤吞食的靈魂
舟楫化身銳利刀鋒
劃出巨洋破口，疾驅
一抹天清碧朗水色，暫且游入馬祖澳
這珍珠鑲嵌的港灣

我採集，親情的浸潤
張開翅翼，穿越氣流震盪
班機與夢一起降落，馬公躍動相迎
情感的航線不能跳島
時光的飛行總是比想像更早抵達
我必須趕在漁翁島燈塔的日落前
運載西嶼的光和熱，暖被
並調製一杯，比仙人掌汁更濃稠血緣
悄悄抓住，年邁生命的尾巴

近岸的淺灘，裝不下大船胸襟
舢舨划向三百餘年前，時間的漏痕
島澳未能相連，遠方終究難以度化
水師裨將合力鎮守，把關歲月風霜
沙磧堅決厚重，草木歸於荒蕪
禾苗無法突破土地壓抑，暗自吞忍
潮水總是不請，氾濫入室
居民在藍海播植，勤耕魚糧田畝
巨蟹時而舉螯，鯊魚釜鍋烹煮
過境的日記，植滿新鮮溫度

     

覽
展
澎湖生活文化常設館
1/1～12/31

澎湖生活博物館

好好說畫～二呆藝館與馬公國中美術班聯合策展
3/13～12/31

二呆藝館

洪根深美術館常設展
1/1～12/31

洪根深美術館

真心話，大冒險～澎湖人的心內話特展
2/12～8/31

澎湖生活博物館2樓特展室

國父紀念館「2020 中山青年藝術獎」巡迴展
4/17～5/16

洪根深美術館特展室

許強照陶藝創作雕塑展覽
4/3～4/18

文化局文馨畫廊

高雄市西瀛畫會第十五次會員聯展
4/3～4/25

文化局中興畫廊

習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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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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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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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5（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演藝廳研習區

藝
演
草山樂坊～台灣心絲竹
4月10日（六）下午2: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
4月17日（六）下午2:30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109學年度成果發表會暨第25屆畢業音樂會
4月24日（六）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藝術才能舞蹈班109學年度教學成果發表會
4月30日（五）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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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配合防疫措施，免票入場場次採現場劃位實聯制登記）

天人菊說故事劇坊
一隻有教養的狼
4/11（日）

上午 10:00～11:00

拜託請打開這本書
4/18（日）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黃豐美、董欣婷、洪莉雅、李麗珠、趙素嬌

上午 10:00～11:00

圖書館老鼠
4/25（日）

帶領人：曾玉如、蕭瑞勇、葉玉燕、顏美蘭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蔡美琪、曾瓊麗、江心月、陳金鳳

上午 10:00～11:00

局長室

111 局長

副局長室

113 副局長

行政科
文化資產科
圖書資訊科
博物館科
展演藝術科
兼人事、會計室
澎湖生活博物館
總機(06)9210405

121 科長

圖書館兒童室

112 傳達

122 出納

129 第三會議室

123、165 總務

161 服務台

124 技士

163 演講室

125、168 技工

164 第一會議室

126 收發

167 檔案

131 科長

132～147 文資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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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澎湖海洋資源館A
231 科長

6401 科長

214 中興畫廊

172 會計主任

188 文獻中心

224 澎湖化石館1F

232～235、240～242 展演科辦公室

239 演藝廳展演科
171 兼人事

186 三樓會議室

222 二呆藝館1F

128 美工

230 第二會議室

236 演藝廳控制室

221 文馨畫廊

237 演藝廳舞台

227 木工教室

229 研習教室

173～175 會計室辦公室

6402～6413 博物館科辦公室

6101 服務台

6104 售票台

6111 賣店

927-1124 救國團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展演活動

927-4838 愛之旅攝影工作室

售(索)票地點

927-1572 佳明快速沖印
927-2924 今日照相館

926-1853 新學友書香中心
927-3326 澎湖樂器行

926-2997 北辰書局

927-5043 創大樂器藝術中心

926-2309 北辰樂器行
927-7356 台大書坊

927-9959 爬格子樂器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e Peng-hu County

——
————————————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TEL : (06)9261141~4
FAX : (06)9276602
https://www.phhcc.gov.tw

澎湖縣圖書館
Penghu County Library

——
————————————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號
TEL : (06)9261141#153
FAX : (06)9275727
https://www.phlib.nat.gov.tw

澎南圖書分館
Ponnan Branch Library

————
——————————
澎湖縣鎖港里309號
TEL : (06)9952749
FAX : (06)9952714

澎湖生活博物館
Penghu Living Museum

——
————————————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
TEL : (06)9210405
FAX : (06)9210438
https://www.phlm.nat.gov.tw

澎湖開拓館
Penghu Reclamation Hall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0號
————————————
TEL : (06)9278952
FAX : (06)9279892

預約開館

(電話06-9261141*134)

第一賓館
The First Guesthouse

——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13號
————————————
TEL : (06)9269413
FAX : (06)9275722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
園區資訊服務站
Duxingshi Village Cultural Park
Information Station

———
———————————
澎湖馬公市新復路5號
TEL:(06)9269100
https://dxsv.phhcc.gov.tw

洪根深美術館
HUNG KEN SHEN ART MUSEUM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22號
————————————
TEL : (06)9265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