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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情節之27
1990 19X116(50號)畫布 墨 壓克力彩
從藝術社會學觀點，工業化，物質崇拜、資本主義與民主潮流匯集成的後現代
文化是當代藝術重新尋找自我認同的努力。「黑色情結」即在檢視此趨勢，不是以
滿足「市場消費」而作，志在於為集體心靈現象發言，忠於自己的觀察，感情與感
覺，畫出了令人煩亂的畫面，而非虛浮美麗的假象，畫出了現代人心靈，以多媒材
表現解剖人性奧義，對現代人提出悲劇式的省思和質疑，畫出了現代人心靈苦悶甚
至醜陋一面。
「黑色情結」最大特色，人物造形崩解，自由地分割構成，人物大小不一錯置
在不同時空領域、方向、位置、拼貼、扭曲、變形、誇張、倒裝、模糊或只剩下軀
體框架。一種凌亂無秩序的特質，紛亂的筆調，無章的構圖，畫面深沉黑鬱，反映
出一種人性心靈的幽暗意識的解放，也正反映出台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世代交替
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正反勢力的紛流社會中。此時期的風格，大量黑色的
使用引領了高雄「黑畫黑派」美術史的潮騷，批判、狂野、人性的沉淪，工業文明
的汙染與限制，以人道、悲憫的心情，看待沉浮不定，悲歡交集的人間世，試從絕
對自由與存在的恐懼的角度，夾雜著詩意的悲傷進入觀著的心裡。
圖文：洪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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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

執行編輯：高悟晉

美術編輯：蔡麗莎

印刷：正伸創意廣告有限公司

電話：02-22856922

「花宅花火同輝映」系列活動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特別在5月22日花火節望安場次，於重要聚落建築群花宅聚
落舉辦深富在地文化的體驗活動，首場是100份爆米花球熱情分享的「米花爆爆，
2

聚落深度導覽」。第二場是草鞋編織體驗暨文創商品展售活動，歡迎各界前往參
加，欣賞花火之餘也不忘感受花宅聚落的魅力。
(一)系列活動一：米花爆爆，聚落歷史報你知(深度導覽活動)
聚落深度導覽在10:00、14:00各舉辦一場次，從花宅聚落服務中心集合出發，
主辦單位備有100份爆米花球送給報名參加的遊客，爆米花球是望安傳統嫁娶儀式
不可少的甜食，也是經典的伴手禮，遊人在導覽解說帶領下，一同穿梭歷史迴廊。
活動時程安排如下:
10:00～12:00第一場次，花宅聚落服務中心集合出發。
14:00～16:00第二場次，花宅聚落服務中心集合出發。

(二)系列活動二：草鞋編織體驗暨文創商品展售活動
當天邀請澎湖青年草編匠師洪瑀蓁，
於花宅132號古厝展示館內舉辦「小草
鞋編織」及「漁網編織袋」體驗活動。
洪瑀蓁老師曾獲邀2019年亞洲手創展
PopUpAsia編織系列工作坊的編織教師，
2018年日本秋田縣第三回稻草文化交流會
獲邀參與台日草鞋交流，草編工藝十分精
湛。
洪瑀蓁老師說：「草鞋是海島人的
潮鞋，是阿公阿嬤穿去潮間帶討食的工作
鞋，也是連結大海與生活的重要配備。我
們一起用雙手體驗學習這項海島老手藝，
透過線繩一來一回的編織，交織成一件有
自己手感溫度的小鞋仔。」而關於漁網編
織，老師認為：「課程的每一片塑膠漁網
教材，出自於澎湖的海邊，所以漁網不是
很完美，些許有他們流浪的痕跡。不知漁網從何而來，但我們能決定你從何而去，
給予你有溫度地延續生命，讓海事技藝走入我們的生活記憶，也讓大海媽媽減輕一
些負擔。」讓我們一起用傳統手藝愛護地球。

活動時程安排如下:
09:00～10:00第一場次：小草鞋編織(限15人)
11:00～12:00第二場次：漁網編織袋(限15人)
14:00～15:00第三場次：小草鞋編織(限15人)
16:00～17:00第四場次：漁網編織袋(限15人)
更多活動消息及預約報名資訊，將在活
動前一個月發佈於「花宅聚落服務中心」粉
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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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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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屆菊島文學獎」徵文活動於 5 月 1 日開始徵件
歡迎寫作好手踴躍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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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菊島文學獎徵文活動」將於5月1日起開始徵件，徵文類別包括短篇小
說類、散文類、現代詩類、美言金句類，歡迎熱愛文學創作的文友踴躍參與，在這
片野菊花盛開的小島上，搜集澎湖的風和陽光，書寫動人的文學風景！
「第24屆菊島文學獎」旨在發揚本縣文化，提倡地方文學創作，培養後起之
秀，促使全國民眾關注澎湖，將澎湖自然人文景觀、生活紀事及風土民情以文字創
作的方式呈現。
今（110）年第24屆菊島文學獎徵選組別設有社會組、高中(職)組、國中組，
社會組徵選類別有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類，高中(職)組徵選類別有散文、美言
金句類，國中組有美言金句類。「美言金句」意指美好的、漂亮的、動聽的文字。
「美言金句」類限澎湖縣在學的高中及國中生參加。
社會組現代詩、散文類首獎各取乙名獎金3萬元、優等各取乙名獎金2萬元、
佳作各取3名獎金各1萬元；短篇小說類首獎乙名獎金4萬元、優等乙名獎金2萬5000
元、佳作3名獎金各1萬5000元。
高中(職)組散文類今年提高獎金金額，首獎乙名獎金1萬元、優等乙名獎金
6000元、佳作各取3名每人獎金4000元；高中(職)組美言金句類錄取優等5名每人獎
金1500元；國中組美言金句類錄取優等10名每人獎金1500元。
本徵文活動徵稿時間自110年5月1日起至7月1日止（以郵戳為憑）。詳細報
名方法及報名簡章可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網站查詢及下載，網址為https://www.
phhcc.gov.tw，其他如對徵文辦法尚有疑問，歡迎電詢本案承辦人圖書資訊科崔小
姐，06-9261141轉154。

〈落葉小唱～混聲四部合唱譜〉於 5 月 1 日販售
本縣文化局於107年邀請知名作曲家黃俊達老師以趙同和〈落葉小唱〉一詩為
靈感，創作混聲四部合唱譜及鋼琴三重奏。將於5月1日於澎湖生活博物館展售店販
售混聲四部合唱譜，每本售價為新臺幣100元。
趙同和(二呆)〈落葉小唱〉一詩以四段:起、承、轉、合，歌頌葉子的生命力
量，即使成為落葉也能滋潤土地，繼而滋育新生命。黃俊達老師此曲以清新動容的
音調、變化自如的節拍，詮釋了〈落葉小唱〉一
詩，此曲屬難易度適中的合唱曲目，可上文化局
臉書(www.facebook.com/phhcc.gov)線上聆聽。
為尊重著作權，如需公開演出，以一人一本
為原則，而未經授權請勿影印使用。相關購買訊
息請洽澎湖生活博物館賣店06-9210405轉6111陳
小姐或業務承辦人6409簡先生。

110 年六根翰書會會會展
◎開幕時間：5月1日(六)上午10時30分  
◎時間地點：5月1日至16日  文化局中興畫廊
「六根翰書會」於民國95年5月4日草創成
立，97始更名為「六根翰書畫會」。「六根」
乃佛家語「六根清淨」的縮語。本在說明叅佛
者應修透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不為
世俗現象影響，後人引申為完全清靜，不受騷
擾之意。「翰」為赤色羽毛之山雞，古人常以長羽作筆書寫，後世即以「翰」借代
為「毛筆」。是以吾儕皆為亦佛非佛的翰者，不趨名利，只求墨意彩趣的創意者。
現會員有謝聰明、歐宗悅、葉文佑、黃瑞興、李俊賢、林昇進等6人，並敦請林瑞
真、莊心羽兩位老師參展，其創作目的，在求傳統與創意之相容，「書作」與「畫
作」相映並趣。
本會每年於本縣文化局展出。今年在中興畫廊舉辦年展，展出作品約120幅，
亦書亦畫，鉅細靡遺，各具領域，獨顯風騷元，力求「傳統中變化、變化中存傳
統」之創作原則，堪稱大觀，均獲各界好評，敬請縣民朋友前往欣賞蒞臨指教。

國立馬公高中 109 學年度墨齋書法社社員展
◎開幕時間：5月1日(六)上午9時  
◎時間地點：5月1日至5月16日  文化局文馨畫廊
墨齋書法社創社已久，民國93年始以「墨采人
生」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至今社員展已展出有17
次，本學年度社員有19人，在鼓勵、勤練與信心交映
下，也能日起有功，今年展出的作品（含指導老師）
約95件，以楷書為主，並以直式對開托底作品展現，
期收互相觀摩之效。
作品的創作著重於過程，雖然結果美好，才是最
亮麗的果實，但過程態度認真與否，更是將來淬鍊的
最大心路歷程，社團作品有些屬萌芽階段，仰賴淬鍊
而成枝幹，再結果實，然仍期待各界大方之家提攜，
此次馬公高中墨齋書法社團書法展，於110年5月1日至
5月16日在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文馨畫廊展出，熱烈歡迎
大家踴躍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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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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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深耕靜態成果展
◎開幕時間：5月20日(四)上午10時30分
◎時間地點：5月20日6月6日  文化局文馨畫廊
為促進本縣國民中小學藝術教學成效交流，並推
廣學校教學成果，本縣自97年以來即推動藝術與人文
教學深耕計畫，藉由引進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駐校
進行教學，透過校內教師協同教學與增能，提升學校
藝文師資專業知能，以深化國民中小學本位藝術與人
文課程推展。
經過多年的努力深耕，藝術與人文素養已在本縣
學子們身上茁壯發展，期許透過本成果發表展示，提
供各校觀摩分享機會，增進校際之間的交流與學習，提升偏鄉藝術教育品質。
本次靜態成果展學生作品豐富，共有望安國中、馬公國小、文光國小、五德國
小、沙港國小、中屯國小、鳥嶼國小、望安國小、將軍國小、雙湖國小等10校聯合
6

展出，展出種類包含素描畫、水彩畫、水墨畫、兒童畫、書法、立體勞作、海飄物
創作及多媒材藝品等等，作品充分結合了澎湖在地化特色，展現學生多元、活潑、
創意的藝術學習成果，敬邀各界鄉親、家長撥冗前往參觀欣賞，享受視覺的豐盛饗
宴，並給我們的學子們予以鼓勵。

110 年藝術治癒自己特展～失婚慶典
◎開幕時間：5月22日(六)下午2時
◎時間地點：5月22日至6月6日  文化局中興畫廊
此展覽發起源自於台灣教育研究有限公司高嘉蔚執
行長在失婚後，透過創作療癒自己，並建立【Art heal
yourself 藝術治癒自己】臉書粉絲團，分享透過藝術創
作療癒自身的故事，本展覽由高嘉蔚策畫，邀集張媜雅、
王春惠、楊和珍、張梓潼、江麗芳、黃淑玲等高嘉蔚執行
長表示舉辦這樣的藝術展覽，是希望透過藝術創作等「正
面行動」克服婚姻生活中的「負面挫折」，並讓眾人理解
「婚姻不簡單」，社會由家庭組成，而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希望大家都能擁有「屬
於自己定義」的幸福美滿家庭。
高嘉蔚執行長深信「藝術帶領社會創新價值」，她想將離婚後自己和他人如何
走出來的故事寫下，建立文化與土地認同， 透過展出者彷彿一個個獨立島嶼，面
對傷痛用不同感受、觀點透過媒材進行創造，將苦痛與傷感昇華為藝術品，給觀眾
不同以往的心靈碰撞，籌辦此「110年藝術治癒自己特展」與「出島計畫：走出心
之島，走出台灣島」紀錄片拍攝計畫，期許每一位來到畫廊的觀眾朋友，都能透過
這些作品，重新思尋「屬於自己定義」的幸福美滿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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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生活博物館「週末藝文小品」活動
◎本活動辦理日期及時間： 5/01、5/15、6/05、6/19、7/03、7/17、8/07、8/21
之14:00～16:00，共計8場次 。
澎湖生活博物館為求透過表演活動增加與民互動，拉近本館與民眾之距離，特
別自5月至8月第一、三週之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於本館館外東側小舞台安排「週末
藝文小品」活動，邀請「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南管研習班」進行現場演出活動。本活
動屬免費觀賞性質，歡迎民眾踴躍前往聆賞。因本活動於戶外進行演出，屆時如遇
天候不佳或其他因素導致無法如期演出之情形，將取消辦理該場次活動。

「杜麗娘跳島去遊園」崑曲推廣活動
◎時間地點：5月16日（日）下午2:00 澎湖開拓館
5月22日（六）下午2:00 二呆藝館
拾翠坊崑劇團申請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所辦理的「杜麗娘
跳島去遊園」，將透過「容妝示範」、「曲詞導讀」、「崑
曲經典《牡丹亭．遊園》演出」、「互動體驗」等活動，讓
離島民眾能近身了解崑曲藝術。
演出時間為於5月16日(日)澎湖開拓館下午2時至4時30分
及5月22日(六)二呆藝館下午2時至4時30分，每場開放35個名
額，全程免費，歡迎有興趣的大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報名請洽06-9210405轉6405盧小姐(澎湖開拓館場次)、06-9210405轉6409簡先
生(二呆藝館場次)或上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phhcc.gov.tw)/活動訊息(報名)。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音樂班第 22 屆畢業音樂會暨舞蹈班第 1 屆畢業成果展
◎時間地點：5月7日（五）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費入場）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音樂班第22屆暨舞蹈班第1屆畢業成果
展「初綻悠揚」，將由馬公高中音樂班及舞蹈班全體學生熱
情演出，期待您蒞臨欣賞這場融合古典、浪漫與近代的音樂
展演及芭蕾、現代舞與中國舞的視覺饗宴，聆賞他們多年的
練習成果。琴聲飛揚舞動心弦，譜出悠揚樂音，躍出麗人姿
態，讓今晚的曲樂、舞劇在菊島綻放悠揚。
第22屆音樂班應屆畢業的許毓禎同學，第1屆舞蹈班的李
文婷、徐梓芸、鄭少芊及葉宜欣同學，在求學期間，總是秉
持著認真態度，沉浸在專業術科的世界與學科薰陶中，此刻
即將負笈就讀大學，面對畢業前的成果展演，可謂精華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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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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附設桃園市國樂團
城市巡演《湁樂 ‧ 湁悅》音樂會
◎時間地點：5月9日（日）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演出曲目精選由趙季平創作之曲《慶典序曲》揭開序
幕，更演出別具特色的《傜族舞曲》，並將劉文祥所創作之
《情歌》、李哲藝編曲《一路走過來》、盧亮輝的《四季》
組曲聯奏等曲目，曲風多樣層次多元;同場獻上由何立仁作
曲《桃園TAKE OFF》，本作品為2019年由桃園市國樂團委託
創作，以桃園為題，蘊含著豐富情感交織與夢想的啟程，如
同本次演出精彩可期。
桃園市國樂團重現經典、突破創新，如同湁潗鼎沸，不
間斷追求精湛的詮釋與突破，《湁樂．湁悅》城市巡迴音樂
會秉持桃市國文化交流的精神與理念，持續帶給樂迷驚喜的音樂饗宴！桃市國首次
於澎湖登場演出，為嘉惠當地的樂迷朋友，期盼能推廣國樂之美，廣邀樂迷攜手賞
8

樂。本場音樂會免票入場觀賞，使觀眾享有欣賞音樂的機會，開啟國樂的全新體驗
與令人感動的樂音。
相關演出訊息請上桃園市國樂團官方網站瀏覽最新消息http://tyuco.
taoyuancf.org.tw 或FB搜尋「桃園市國樂團」。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藝術才能班 110 年成果發表暨音
樂班第 28 屆、舞蹈班第 11 屆畢業公演
◎時間地點：5月14日（五）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馬公國民小學109學年度音樂班第28屆、舞蹈班11屆，成果發表暨畢業公
演」將於5月14日(星期五)晚上7：30在澎湖縣演藝廳舉辦。音樂班演出內容包含管
弦樂合奏、鋼琴獨奏、小提琴獨奏與室內樂合奏、兒童音樂劇等。舞蹈班這群深具
舞蹈熱情與熱血的孩子，也將透過
肢體的魅力，以中國舞、芭蕾、現
代舞等展現身體動能，體驗舞蹈撼
動人心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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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義閣掌中劇團～ 12345 上山打老虎
◎時間地點：5月22日（六） 下午2：30  澎湖開拓館（免票入場）
面對世代的快速變遷，及娛樂活動的多元化，除了改變
了傳統文化於早期社會的意義，亦使得年輕一輩對傳統藝術感
到陌生及疏離。也因此為使一般觀眾能接觸、欣賞傳統文化之
美，近年來該團隊在拓展多元觀眾群方面便開發＜文學諸羅‧
旗艦製作＞、＜銳劇場＞、＜好玩搬戲團＞三大系列之戲劇作
品作為發展主軸，其中＜好玩搬戲團＞的系列創作便是以兒童
布袋戲作為概念發想，用小編制、逗趣，且具有教育性的形式
推廣傳統布袋戲。而除了透過創新戲劇突破傳統布袋戲的既定
框架外，亦藉由作品新穎、有趣的內容，吸引不同觀眾群，同時也實踐藝文文化的
扎根，使傳統文化能繼續傳承、保存。

沂風室內合唱團～《沂風十八・一起森巴》家．年華
Carnival 巡迴音樂會
◎時間地點：5月29日（六） 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沂風室內合唱團繼2020年
製作「《沂風十七．人聲銘心》
回藝-合唱Podcast」、和2021年
一月「《沂風十八．一起森巴》
迎風・旅程-合唱Podcast」跨界
合作的音樂會，獲得熱烈回響
後，將推出全新企劃「《沂風
十八．一起森巴》家．年華 Carnival」巡迴音樂會，乘著歌聲的翅膀，前往台灣
各地，以樂會友。
巡迴的首站，將來到澎湖這美麗的島嶼，邀請澎湖109年傑出演藝團隊－星聲
代合唱團齊聲歌頌。音樂會中，沂風室內合唱團將介紹給菊島的愛樂朋友，跳脫原
始客家山歌框架的客家合唱曲：《髻鬃花》、《月光光照龍王》，以及委託印尼作
曲家Ken Steven改編的客家合唱曲《食茶》。除此之外，還會演唱《世界恬靜落來
的時》、《花香》、《想要去旅行》、《那天一個衝動我加入合唱團》、《刻在我
心底的名字》、《城裡的月光》等多首本土當代作曲家作品。
「《沂風十八．一起森巴》家．年華 Carnival」巡迴音樂會將於5月29日晚上
7：30，在澎湖縣演藝廳舉辦，票價100元，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售票資訊
售票系統：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
票價：100元（不分年齡一人一票）
購票方式：7-Eleven ibon、萊爾富便利商店、FamilyMart全家便利商店、兩廳院
售票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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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漢斯．羅斯林的人生思辨
作者：漢斯．羅斯林, 芬妮．哈耶斯坦 出版社：先覺 書架號：784.758 7097
一個慷慨無畏的靈魂，如何以他的思辨與抉擇撼動世
界？
《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逝世前堅持寫下的人生自
述！
以TED演講與《真確》聞名於世的漢斯．羅斯林，擅於
運用活潑數據解釋世界的真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受歡迎
的學者。2016年，醫生無預警通知他得了胰臟癌，漢斯立
刻決定排除萬難寫下這本書，完整公開他的一生，以及他
如何學會理解世界、在生命最艱難的時刻做出抉擇。
本書描述瑞典臨床醫師、全球衛生教授以及公共教育家漢斯．羅斯林的生命故
事，從兒時透過咖啡豆產地認識國家寫起，描述一名出身寒微的年輕人，藉由科學
深入各個角落，重新詮釋這個世界。他隨時願意承認錯誤，接受相悖的觀點，一次
又一次挑戰自己的既定想法，逐步克服偏見，形塑自己的價值觀與人生思辨，並因
此致力於運用數據揭露事實，寫下《真確》一書，影響力遍及全球。
無論是在資源窘迫的非洲納卡拉急診室徹底反思醫者的價值，或是在世界經濟
論壇以真確問題檢視全球領導人的無知，甚至是因為過於專注地實踐理想差點被太
太掃地出門，漢斯．羅斯林持續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世界。
本書娓娓道出這位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百大思想家和百大創意人物的成長歷
程與大師傳奇，帶給讀者喜樂和信心，努力去真確了解現實世界，比想像中的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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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新娘
三位媽媽三份便當

     
( 節錄 )

作者/繪者：鞠志承      譯者：林佳蕙

．王怡仁

出版社：青林  索書號: J 862.59 4741

( 第 23 屆菊島文學獎社會組現代詩佳作 )

繁體的華文  拗口如雨
雨……落在乾枯的舌尖上
過南海、巴士海峽到黑水溝
從沱 少女變成澎湖的新娘
——比一千五百公里還短
收起竹笠與立領大襟的奧黛

這是地理還是民俗。我如是知道
安南並非閩南；母語鹹……而華語澀  
向全世界偉大的媽媽致敬，撫慰每個在家
庭與生活間辛勞的女性～一個個便當，呈現平
凡生活裡不平凡的幸福滋味～

不是唇、齒、舌、顎……那麼容易操弄
白日補破漁網；夜晚捕好華語
我在馬公國小沖淡母親的語言

住在301號的李小姐今天也跟往常一樣早
起…
住在202號的林小姐今天也沒聽到鬧鐘聲…

跟著老師唸：「母語不是母魚」
有些唇舌難辨呵！但還明確
知道  正如西貢改名胡志民

住在101號的鄭小姐今天特別手忙腳亂…
忙碌早晨的姿態，三位媽媽開始了一天，
準備便當、送孩子上學、出門上班……
三位母親收拾孩子的便當盒做他們的工
作，所以他們沒有註意到春天的能量。

洗掉自己身上腥羶的魚露，但要保持
香茅的習慣。異國的母親自有坎坷蜿蜒的河
每晚在小學高年級的教室陪著星月學習
低年級的國語課本  水流續斷
母語的河道在咽喉……不再豐沛，但有通訊

直到忙碌的一天結束，花朵的芬芳瀰漫在
天堂，大地慢慢瀰漫在母親的心中。孩子們放
出一朵花，在一個空的飯盒裡開了春天的花。
每個人的生活形態都不一樣，但春天的景象卻
激發了三個只愛自己的孩子的母親的故事。
雖然不同職業，卻有著相同愛孩子的心，
在溫暖耀眼的季節裡，濃溢著親子間的溫馨情
誼～

網路連接——尤其還要讓渡一條支流
匯給初生的孩子

命運剛用柱狀玄武岩為我閂上一面海
八方的濤聲又順著我的耳膜攀爬了上來
我知道  眼淚也有自己的喜悅與悲傷
更知道  家鄉很多女人化為漁火在夐遼的海面
飄移發光  因為有岸而不靠  
漁火便成了移動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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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馬公高中 109 學年度墨齋書法社社員展
5/1～5/16

文化局文馨畫廊

110 年六根翰書會會會展
5/1～5/16

文化局中興畫廊

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深耕靜態成果
5/20～6/6

文化局文馨畫廊

110 年藝術治癒自己特展 - 失婚慶典
5/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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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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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8（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演藝廳研習區

踏涼傘研習班
4/19～9/20（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演藝廳戶外廣場

藝
演
(配合防疫措施採索票入場實名制登記）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109學年度音樂班第22屆畢業音樂會暨舞蹈班第1屆畢業成果展
5月7日（五）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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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附設桃園市國樂團～城市巡演《湁樂‧湁悅》音樂會
5月9日（日）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藝術才能班110年成果發表暨音樂班第28屆、舞蹈班第11屆畢業公演
5月14日（五）晚上7:30

澎湖縣演藝廳（免票入場）

杜麗娘跳島去遊園崑曲推廣活動
5月16日（日）下午2:00
5月22日（六）下午2:00

澎湖開拓館（免票入場）
二呆藝館（免票入場）

長義閣掌中劇團～12345上山打老虎
5月22日（六）下午2:30

澎湖開拓館（免票入場）

沂風室內合唱團～《沂風十八．一起森巴》家．年華 Carnival巡迴音樂會
5月29日（六）晚上7:30

澎湖演藝廳（兩廳院售票）

天人菊說故事劇坊
媽媽變魔術

帶領人：呂惠琪、尤品柔、張鳳嬌、王芝芸

5/2（日）	   上午 10:00～11:00
媽媽也是我的心頭肉

帶領人：黃豐美

5/9（日）	   上午 10:00～11:00
三位媽媽三份便當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曾玉如、蕭瑞勇、葉玉燕、顏美蘭

5/23（日）	   上午 10:00～11:00
媽媽生我好辛苦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黃豐美、董欣婷、洪莉雅、李麗珠、趙素嬌

5/16（日）	   上午 10:00～11:00
猜猜我有多愛你

圖書館兒童室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蔡美琪、曾瓊麗、江心月、陳金鳳

5/30（日）	   上午 10:00～11:00

圖書館兒童室

「109-110 年澎湖縣宗祠及家廟文物普查建檔計畫 ( 一 )
─馬公市」說明會 歡迎參加
◎時間地點：5月8日（六） 下午2：30 澎湖生活博物館B1演講廳
文化局將於5月8日（六）下午2時30分於澎湖生活博物館B1演講廳辦理「109110年澎湖縣宗祠及家廟文物普查建檔計畫(一)─馬公市」說明會，邀請各宗祠及
家廟管理人和熱愛鄉土文化的民眾一同認識宗祠及家廟文物。
本次邀請委託單位逢甲大學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王嵩山老師帶領團隊
於本次說明會中除了介紹普查工作及初步成果分享外，更邀請這幾年在台灣做家族
史研究的吳淳畇老師來為大家解析日治時期戶口名簿中隱藏的小秘密。
報名方式詳見縣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phhcc.gov.tw），或洽詢逢甲大
學陳先生0910-225363、文化局06-9210405轉6404蔡小姐或6409簡先生。即日起開
始報名，報名截止日期至5月7日中午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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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賓館
The First Guesthouse

預約開館

(電話06-92611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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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嶼彈藥本庫
——————————————
西嶼彈藥本庫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村1-5號
TEL : (06)9981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