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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臺灣的文化重鎮，臺中市近年積極發展多元文化建設，無論是營建國際知

名的大都會歌劇院、圓滿戶外劇場，或是市立美術館、博物館與圖書館之文化三館

的籌劃，在在都顯現臺中市在文化硬體方面的快速發展。而在文化軟實力方面，本

市致力推動各項藝文活動，諸如媽祖文化節、爵士音樂節、傳統藝術節、國際彩墨

大展與大墩美展等大型藝文展演不勝枚舉，而其中「大墩美展」乃是本市每年匯集

世界各國藝術菁英，齊聚藝術殿堂的重大藝術盛會，「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更是跨

出臺灣邁向國際的年度施政重點。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繼 2007 年大陸廈門、2008 年日本

京都、2010 年初美國德州及同年 8 月日本沖縄展出，今年特別策劃至澳大利亞坎培

拉澳洲國家大學舉辦，精選歷屆大墩美展大墩獎典藏作品及第 15 屆各類優選以上的

得獎作品共 101 件展出，期望此次澳洲之行，能讓當地的藝文愛好者深入認識臺灣

美術發展的現況，拓展兩國文化交流的範圍與內涵，並達到行銷臺中市的目的。幾

經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雪梨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澳洲國家大學等單位的鼎力協助與

全力配合，始確定由本局葉局長樹姍擔任團長，於 2011 年 9 月 13 日率團成行，展

開為期 8 天的文化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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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行程 

 

2011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團行程表 

 

時間 預訂行程 備 註 

第一天 

9月 13日 

星期二 

14：10 於新市政大樓惠中樓前集合出發 

 

18：45 
桃園國際機場起飛 

國泰航空 CX 0473 （18：45-20：30）臺北/ 香港 

21：30 
香港國際機場轉機 

國泰航空 CX 0161 （21：30-08：45，9/14）香港/ 雪梨 

第二天 

9月 14日 

星期三 

11：25 

抵雪梨京斯福特·史密斯機場(Kingsford Smi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轉國內班機 

澳洲航空 QF 1419 （11：25-12：15）雪梨/ 坎培拉 

 
12：15 抵達坎培拉國際機場（Canbe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下午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場及開幕式會場等場地勘查及佈置（澳

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藝術系藝廊） 

晚上 

18：00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及書畫現場揮毫活動 

下榻飯店：Mantra on Northbourne    

（84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12, Australia） 

Tel：（61-2）6243-2500  

 

第三天 

9月 15日 

星期四 

上午 

拜會澳洲國家大學（ANU）藝術及社會學院 Gordon Bull 院

長，與該學院教授、臺灣研究講座廖新田教授及研究生進行

書畫揮毫示範研討（由廖新田教授擔任英文解說）。  

下午 
參訪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 

至 Mount Ainslie 觀景臺鳥瞰坎培拉全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6%96%AF%E7%A6%8F%E7%89%B9%C2%B7%E5%8F%B2%E5%AF%86%E6%96%AF%E6%A9%9F%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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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下榻飯店：Mantra on Northbourne    

（84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12, Australia） 

Tel：（61-2）6243-2500 

第四天 

9月 16日 

星期五 

上午 

參訪澳洲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拜會副

館長 Mr. Simon Elliott 與亞太藝術部資深策展人 Ms. Robyn 

Maxwell 及策展人 Ms. Lucie Folan 

 

下午 

參訪澳洲民主博物館（Museum of Australian Democracy）及

澳洲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拜會坎培拉多元文化廳長 Ms. Joy Burch 

晚上 

本局宴請澳方協助本次文化交流展相關人員 

地點：The Scholar 

下榻飯店：Mantra on Northbourne    

（84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12, Australia） 

Tel：（61-2）6243-2500 

第五天 

9月 17日 

星期六 

上午 
由坎培拉前往雪梨 

澳洲航空 QF 0704 （09：55-10：45）坎培拉/ 雪梨 

 

下午 於慈濟功德會澳洲分會雪梨靜思堂辦理人文交流座談 

晚上 

下榻飯店：Holiday Inn：Darling Harbour  

（68 Harbour St. Sydney, 2000, Australia） 

Tel：（61-2）9291-0200 

Fax：（61-2）9281-1212 

第六天 

9月 18日 

上午及

下午 

參觀藍山國家公園（Blue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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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晚上 

17：00 

葉局長及隨團 2位藝術家受邀前往 Riverside Theatres 觀賞舞

鈴劇場-海洋之心演出 

下榻飯店：Holiday Inn：Darling Harbour  

（68 Harbour St. Sydney, 2000, Australia） 

Tel：（61-2）9291-0200 

Fax：（61-2）9281-1212 

第七天 

9月 19日 

星期一 

上午 
參訪雪梨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拜會營運長 Mr. 

David Antaw 

 

下午 

參訪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Art Gallery of NSW），拜會亞洲

部部長 Ms. Jackie Menzie 

參觀岩石區 

18：30 前往雪梨國際機場 

21：55 國泰航空 CX 0138 （21：55-05：25，9/20）雪梨/ 香港 

第八天 

9月 20日 

星期二 

08：35 
香港國際機場轉機 

國泰航空 CX 0474（08：35-10：15）香港/ 臺北 
 

10：15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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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成員名單 

 

2011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團員名單 

 

職稱 姓  名 服務現職 出國任務 備註 

團長 葉樹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 
督導文化交流展覽、現場揮毫

及訪問團各項事宜 
 

副團長 賴惠英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

科科長 

綜理文化交流展覽、現場揮毫

及訪問活動事宜 
 

團員 張月芬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

科約聘編審 

負責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

展覽、參訪行程及現場揮毫活

動聯繫、進行等工作 

 

團員 曾士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

科約聘編審 

負責參訪行程紀錄、現場揮毫

活動、協助臺中市大墩美展文

化交流展覽及參訪活動進行等

工作 

藝術家

（水墨、

書法） 

團員 蘇楓雅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科員 

負責參訪行程紀錄、翻譯、講

演活動資料製作及參訪活動進

行等工作 

 

團員 李振明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任藝術

學院院長 

協助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

展覽、現場揮毫等活動相關事

宜 

藝術家

（水墨） 

團員 程代勒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協助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

展覽、現場揮毫等活動相關事

宜 

藝術家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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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任務目的 

文化可謂是人類生活的總體展現，其因著民族人文、地域環境、氣候生態等種

種不同條件的因素背景所致，產生了迥異的多元風貌，透過文化交流的管道，進而

使彼此產生對話，相互認識與學習，達到文化尊重與融合的佳境。 

    作為臺灣的文化重鎮，臺中市近年積極發展多元文化建設，無論是營建國際知

名的大都會歌劇院、圓滿戶外劇場，或是市立美術館、博物館與圖書館之文化三館

的籌劃，在在都顯現出臺中市在文化硬體方面的快速發展。而在文化軟實力方面，

本市致力推動各項藝文活動，諸如媽祖文化節、爵士音樂節、傳統藝術節、國際彩

墨大展與大墩美展等大型藝文展演不勝枚舉，而其中「大墩美展」乃是本市每年匯

集世界各國藝術菁英，齊聚藝術殿堂的重大藝術盛會，「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更

是跨出臺灣邁向國際的年度施政重點。 

    大墩美展自 1996年起開辦，以推展美學文化，鼓勵並獎勵藝術創作為宗旨，歷

經 16屆的舉辦，獲得各界的迴響與佳評。為了使本美展的國際視野更加的深遠廣

博，自 2002年起，由國內型的美展擴大為廣徵世界各國藝術愛好者提供佳作參賽的

國際型美展，2007年更積極走向國際舞臺，開創國際城市交流，將歷年大墩美展的

優秀得獎作品與典藏作品赴世界各地展示推揚，在經過廈門藝術文化中心、日本京

都市美術館、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市、日本沖縄縣立博物館‧美術館等多次成功的

交流經驗，今年遠赴澳洲國家大學藝廊舉辦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展示與推廣教育等活

動。 

    本年度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活動於 2011年 9月 13日至 20日由葉局長樹姍親自

率團前往澳洲訪問，訪問團除業務團隊之外，特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李

院長振明、程教授代勒，以及本局展覽業務承辦人兼書畫家曾士全先生隨團出訪，

進行 3場次的現場揮毫表演與藝術創作教育推廣等活動。 

    此次文化交流活動包括了在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藝術系藝廊舉行「臺

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出精選歷屆大墩美展最高榮譽大墩獎典藏作品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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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屆各類優選以上的作品共 101件，另外，在開幕式中隨團訪問的 3位書畫藝術家

即席揮毫演出、翌日的藝文講座示範交流、慈濟功德會雪梨分會的人文交流座談與

揮毫，以及本次精心設置行銷臺中市的文化特色展示等活動均獲得當地熱烈的迴

響，圓滿達成出訪進行文化交流的任務。 

    國際文化交流事務的推動，實有賴文化單位與外交單位密切的合作，方能達成

文化深根與拓展的雙向目標。「2011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一系列的活動得

以圓滿順利，除了周詳的規劃、籌備與密集的聯繫，仍要歸功於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的鼎力支援，另有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與慈濟功德會等單位的協助。此行

的文化交流不僅讓臺中市的文化特質透過大墩美展優秀的作品呈顯於澳洲國人面

前，對於城市行銷與藝術教育推廣等方面的推動，臺中市也大大的邁前了一步。 

    本市以大墩美展為媒介，展開藝術創作發表、教育推廣、學術座談等交流，並

參訪澳洲國家美術館與博物館、雪梨歌劇院、多元文化廳，以及新南威爾斯美術館

等文化機構，努力搭起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期冀藉由此項交流活動，逐年將觸角

伸展至世界各個角落，廣播臺中市的文化種子，讓世界看見臺中市閃亮璀璨的文化

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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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澳洲是一個由來自許多不同背景的民族所組成的國家，有原住民、有來自英國

的移民還有戰後出現的新移民。澳洲在二次大戰之後的 60餘年時間裡，一路不斷地

摸索如何將這些不同族群的固有文化跟主體意識彼此融合並且朝新方向發展。文化

多元性已成為澳洲的一項國家特性，也是澳洲在面臨世界快速變遷的挑戰時，最重

要的優勢之一。擁有豐富、多元文化的特性，這也是此次文化局把臺中市最重要的

大墩美展規劃到澳洲交流展出的主要原因。 

 

第一天  9月 13日（星期二）   

由葉樹姍局長為領隊的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團員包括藝文界代

表及文化局業務相關單位代表一行 7人，搭乘國泰航空及澳洲航空班機，經香港、

雪梨等地轉機，於隔日中午時分抵達坎培拉國際機場，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林松煥

代表、文化組遲耀宗組長及同仁等到機場接機，隨即展開文化交流訪問之行。 

 

第二天  9月 14日（星期三）   

雖於機上渡過輾轉難眠的一夜，但文化交流訪問團的成員們在第二天抵達坎培

拉國際機場時，卻是各個神采奕奕，旋即依原定行程，由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

組遲組長及同仁陪同，直赴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藝術系藝廊進行「臺中市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及現場揮毫場地的最後置工作。 

澳洲國家大學（ANU）一向被認為是澳洲和南半球的學術殿堂；在全球約 2萬

所大學之中，ANU 於各主流世界大學排行榜中皆穩居全球前百大，其主校園依山傍

水，位於坎培拉市中心、伯利格利芬湖和黑山之間，廣達 145公頃的校區自成一個

小社區，在 200餘棟的建築物中有銀行、郵局、書店、販賣部、咖啡屋、餐廳及南

半球規模最大的圖書館；另有完善的體育設施、學生醫療中心、畫廊、博物館、音

樂廳、旅館等，高大的林木及爭豔的花草叢生，讓身處其中的人覺得根本不像是大

學校園，而是一座優美的自然公園。 

此次文化交流展共展出歷屆（第 1-15 屆）大墩美展大墩獎典藏作品（70 件）

及第 15屆大墩美展各類優選以上得獎作品（31件）總計 101件，包括立體作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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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平面作品 90件，其中工藝類作品 10件、雕塑類作品 5件、數位藝術類 1件、

攝影類作品 6件、版畫類作品 9件、水彩類作品 11件、油畫類作品 15件、膠彩類

作品 11件、篆刻類作品 10件、書法類作品 11件及墨彩類作品 12件，展期自澳洲

當地時間 9月 6日起至 9月 24日。另外，葉局長主張「透過藝術交流，要讓世界看

見臺中之美！」，因此，文化局團隊特別在展場另外布置了「臺中文創空間」，從音

樂、影像和生活器物與在地小吃、糕餅等五感體驗，真正認識臺中民眾落實在生活

裡的文化底蘊與內涵。 

下午 6時在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藝術系藝廊舉行盛大展覽開幕式及書

畫揮毫活動，由該校藝術學院 Gordon Bull（布爾）院長主持揭開序幕。開幕晚會貴

賓雲集，與會者包括澳洲國家大學 2位副校長 Mandy Thomas（湯瑪斯）與 Elizabeth 

Deane、澳洲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Chris Hayes（海斯）、ACT 社區多元文化主管、僑

界等逾 200名貴賓、學者專家與熱愛藝術文化的觀眾蒞臨會場，觀賞大墩美展精彩

作品、共享文化饗宴。 

澳洲國家大學副校長 Mandy Thomas 代表該校致詞時表示，誠摯歡迎大墩美展

如此具有特色的藝術創作來到澳洲展出，並表示臺澳雙邊交流為多面向，文化交流

應可觸動更廣、更活絡的交流。駐澳林松煥代表於會中致詞時亦表示，文化藝術超

越國界及人為藩籬，本年又適逢我建國百周年慶，臺中大墩美展在坎培拉展出，除

讓澳洲民眾細賞大墩美展的藝術作品外，也可透過本次展出，感受到臺灣的文化、

民主與自由的心聲，文化交流已成為最佳的外交舞臺。而代表胡市長率團赴澳進行

文化交流的文化局葉樹姍局長則以生動、風趣的方式向全場觀眾介紹以「文化城」

著稱的臺中市之食、衣、住、行特色，及大墩美展自 1996年創辦到延伸至國際展覽

舞臺的發展歷史，葉局長在致詞最後還教會大家如何用手語道謝，為文化交流再添

一筆難忘的體驗。隨後安排隨團出訪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李振明院長、該

校美術系程代勒教授、本局深具書畫藝術專業的曾士全先生等 3位藝術家進行書畫

現場揮毫，讓活動進行更為生動精彩，各類型即席創作博得全場觀眾的讚賞，圓滿

成功的完成了首場文化交流活動，成功推展行銷城市藝文特色的任務。 

開幕當晚駐澳文化組遲耀宗組長及葉樹姍局長分別接受新唐人電視臺採訪，並

由大紀元時報報導「臺中大墩美展在澳洲國家大學隆重舉行」及中央社發布「大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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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展百件作品，澳洲展出」新聞，文化在南、北半球自由飛翔交流。 

 

第三天 9 月 15日（星期四） 

在昨晚完成「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及現場揮毫的活動後，今天的行程

安排仍以雙向的文化藝術交流研討為重點，上午於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與學者專

家及該學院師生進行文化藝術交流座談及現場揮毫示範。首先，由葉局長就本局年

度推動的幾項重點文化藝術活動現況談起，再由李振明、程代勒、曾士全等 3位臺

中市藝術家的書畫現場揮毫接棒，與澳洲國家大學師生進行藝文交流，因出席人員

均具不同領域的藝術美學專業，交流氣氛相當熱絡。無論是使用宣紙書寫大幅書畫

作品、用 単蠶絲團扇描繪典雅的花鳥繪畫等，件件展現書法與水墨畫之美，加上 ANU

臺灣研究講座廖新田教授精闢的英文解說，全場師生各個看得目不轉睛之外，還激

盪起許多討論的火花。 

中午由 ANU 藝術學院 Gordon Bull 院長作東款宴訪問團一行，雙方並深入交談

未來推動更多藝術文化展覽交流活動，促進臺澳校園內辦理藝文交流。 

下午，由駐澳文化組安排參訪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澳

洲戰爭紀念館創立於 1941年，既是一座紀念歷年在戰爭中陣亡將士的建築，亦是一

間以戰爭為主題的博物館。一踏進正門的入口就是紀念大廳，在四周的展覽室裡有

著各式各樣的展示品，展示著澳洲自殖民地時代參加過的戰爭珍貴史料，陳述著澳

洲曾經派兵參加的大小戰爭的慘烈史蹟，例如為了英國而出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迫於日本進逼而不得不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等等的文字紀錄、畫作、

軍服、模型以至於多部退役的坦克車、裝甲車和戰機等軍事武器，也包括不少在二

次大戰時與日軍有關的展覽。 

接著，驅車至位於澳洲戰爭紀念館後方、標高 842 公尺的 Mount Ainslie 觀景

臺鳥瞰坎培拉全貌。坎培拉是經由美國名建築師沃爾特‧伯利‧格利芬（Walter Burley 

Griffin）之手設計出來的計畫型完美自然都市，充分地利用了澳洲得天獨厚的自然

與空間，而整座城市的市區被以格利芬名字命名的人工湖泊-伯利格利芬湖（Lake 

Burley Griffin）分隔成南北兩大區塊，南側為首都山（Capital Hill）-行政區、北側

為都市山（City Hill）-生活區，以此為中心，以放射狀向四周發展開來。首都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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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樓為中心，主要都是政府機構與各國大使館的所在地，都市山則是以住宅、

百貨公司、劇場等建築（設）為主，是坎培拉民眾的生活重心地帶。不論南北區塊，

所有的建築物都像是蓋在公園裡一般，草木扶疏、花香處處，有許多驚人的美麗景

致，處處充滿了坎培拉的獨自特色。 

晚上，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林松煥代表暨夫人設宴為團員們接風，林代表與團員

們閒話家常，平易近人的作風，使得在場所有人員倍感親切自然。在酒足飯飽後，

回到下榻飯店，結束一天豐富的行程。 

 

第四天 9 月 16日（星期五）   

文化交流訪問團一行由駐澳文化組遲組長陪同拜會澳洲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由副館長 Mr. Simon Elliot、亞太藝術部資深策展人 Ms. Robyn 

Maxwell 及策展人 Ms. Lucie Folan 接待，並由副館長為訪問團成員導覽美術館主要

展覽。 

澳洲國家美術館於 1982年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以澳洲原住民創作藝術等為主

要收藏重點（包括土族居民和來自陶瑞斯海峽地區的島民），還有珍藏無數亞洲、美

國和歐洲的藝術珍品，在 11個展示廳中推出常設展覽與不定期的特別展覽。在澳洲

國家美術館中的收藏品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藝術家的作品，包括：版畫、木雕

和石雕、石板印刷、模版和平面彩畫作品等，其中不乏知名藝術家的創作；第二類

是海報，旅行海報-記載著澳洲各個旅行協會的重大計事的海報，戰爭海報-收集世

界幾次戰爭、全球各地大小戰事的海報及其他類別的海報；第三類是期刊書籍，包

括一些世界著名圖書館所收藏的名著的片斷和圖片的節選等收集。這些收藏品是從

1788 年到 1880 年期間由歐洲、美國、亞洲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和管道流入澳洲，最

後在澳洲本土被加以保管和收藏。而在美術館戶外的雕刻庭園裡，幽默有趣的雕刻

品與周圍的澳洲特有花草搭配得恰到好處，是美術館另一個吸引人之處，所以，副

館長最後特別介紹美國藝術家 James Turrell 的體驗雕塑作品讓團員們親身體驗。此

行程可為本市刻正規劃於水湳經貿園區籌設的市立美術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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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行程首先安排了參觀由舊議會大樓改建的澳洲民主博物館（Museum of 

Australian Democracy），接續參觀的另一個文化要站是澳洲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澳洲國家博物館是為了紀念澳大利亞聯邦成立 100週年，在經過了多年的策劃

和設計之後，於 2001年 3月 11日正式對外免費開放，自此，澳洲國家博物館成為

澳洲第一個以社會性反映澳洲歷史的博物館。它既印證了澳洲的歷史，同時也展望

了澳洲的未來，透過各個展館的陳列，展示了澳大利亞自建國以來，在各個時期所

發生對澳大利亞國家和人民有著重要作用的人和事。博物館內有 5 個永久性的展

覽，他們的主題以及所代表的含義分別為：（1）國家和民族：澳大利亞的象徵；（2）

地平線：自 1788年來所有的澳大利亞人民；（3）永恆：來自澳大利亞動人的故事；

（4）纏結的命運：澳大利亞的土地和它的人民；（5）最早的澳洲人：澳大利亞土族

人和陶瑞斯（Torres）海峽島嶼上的居民。同時，在澳洲土族人展館中，有著現今

世界上最多、也最好的關於土族人的版畫、石雕等藝術珍品。 

訪問團緊湊的行程進行至拜會澳洲首都特區殘障、住屋與社區服務廳

（Department of Disability, Housing and Community）職掌多元文化(含藝術節)的廳

長 Ms. Joy Burch 及主任 Nic Manikis 與 Mr. David Whitney。葉局長首先為 Burch 廳

長等人簡要的介紹了臺中的地理環境及多元都會型態、豐富精彩的藝文活動及興建

中的大都會歌劇院，當然，還有此次於澳洲國家大學展出的大墩美展傑出作品等。

接著，Burch 廳長為訪問團成員介紹坎培拉日漸成長的趨勢與活力及對藝術文化的

推展，又因澳洲是由許多不同背景的民族所組成的國家，所以坎培拉力行多語言教

育，在坎培拉有 43 所語言學校、32 種語言課程等。而 Manikis 主任對大墩美展在

澳洲國家大學的展出與活動（結合當地學校戶外教學）讚譽有加，Whitney 主任則

表示坎培拉有傑出的交響樂團、舞蹈發展（包括爵士學校），期許將來可與臺中市建

立青年學子或大學學術上的交流。Burch 廳長更對如何增進坎培拉與臺中市的友誼

與連結提出以下建議： 

1.可推動玻璃藝術與陶藝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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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每年二月的中國年多元節慶活動。 

3.坎培拉青少年舞蹈團 “Quantum Leap” 可拜訪臺中市進行交流。 

4.可鼓勵坎培拉當地的藝術家到臺中展出、交流。 

5.坎培拉與日本奈良市已結為姊妹市，可把臺中市視為亞洲連結的另一個延伸點。 

葉局長表示認同，並提議廳長提供坎培拉的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團體名單，讓

我方可在適當的節慶中提出演出的邀請。Whitney 主任又針對 Burch 廳長所提出的

第一點建議加以說明，表示坎培拉有非常優異的玻璃藝術創作環境，也對玻璃藝術

的傑出表現引以為豪。除了有坎培拉玻璃協會之外，另有完善的社區支援，還可透

過大學提供工作室給海外的訪問藝術家進行創作。建議可以進一步透過與駐澳代表

處文化組及澳洲國家大學的合作，促進臺中市陶藝或玻璃藝術的文化交流。雙方熱

絡洽談未來合作及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之邀約，以為城市藝文交流的基礎。 

當晚由訪問團團長葉局長設宴答謝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澳洲國家大學及澳洲友

人等相關人員，感謝其盛情協助，使得此次文化交流活動及展覽能順利圓滿進行，

餐敘間賓主盡歡，並約定再相會於臺中市。 

 

第五天 9 月 17日（星期六） 

上午，訪問團由坎培拉出發搭機前往雪梨（Sydney）。雪梨是一座非常具有魅力

的城市，觀光資源也非常多樣。因為是英國登陸澳洲最早的地區，因此到處可見到

許多充滿英倫風情的街景，但又因交通便利、人口最多，時尚摩登的高樓大廈亦處

處林立。在美麗的海港映襯下新舊建築並陳的和諧街景，以岩石區（The Rocks）為

中心，至今仍可在城市的各處看到保有舊時代開拓痕跡的建築，舊建築的外觀很多

至今仍保留原貌，內部則改建為飯店或餐廳、店鋪，是雪梨觀光的中心地。 

  訪問團一抵達雪梨機場，我駐雪梨辦事處李處長宗芬及同仁熱情接待，並安排

下午在慈濟功德會雪梨會館進行一場次人文交流座談會及書畫現場揮毫活動。用過

午餐後，旋即啟程前往位於雪梨依士活（Eastwood）的「佛教慈濟基金會澳洲分會」

靜思堂，佔地 1,220平方公尺的佛教慈濟基金會澳洲分會位於寧靜的住宅區中，恬

適安雅，是全澳洲慈濟人心靈的依歸。 

座談會由葉局長介紹此次赴澳展出的大墩美展延伸至臺中市的藝文展演活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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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現況及發展願景開場，生動的演說搭配精彩的活動影像，讓遠在澳洲的朋友輕鬆

地即能對臺中市有進一步的瞭解；接著，由 3位隨團藝術家進行簡短的書畫學習心

得分享與創作表演，李振明老師的現代水墨、程代勒老師的書法揮毫及曾士全老師

的傳統書畫技法，精湛的書畫功力與優質的作品，讓現場參與的民眾領略臺灣藝術

家的風采，為文化交流活動寫下了美好的扉頁。而現場工作人員熱忱、親切的接待，

讓團員有賓至如歸之感。 

 

第六天 9月 18日（星期日） 

今天的行程安排以較閒適、輕鬆的方式進行，主要活動是參觀至雪梨不能不去

的藍山國家公園，藍山於 2000年被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位於雪梨以西約 100公里

遠，車程約 1個半小時可以抵達。 

藍山全區生長著龐大的原始叢林和亞熱帶雨林，更是無數野生動物棲息的場

所。「藍山」之名源自整座山瀰漫著一層淡藍色，這個景觀的形成是由澳洲的國樹-

尤加利樹排出來的油脂與塵霧，在太陽光線的照射下使整個藍山發出淡淡的藍霧，

因而獲得了藍山的美麗名號。藍山公園裏有 90餘種不同品種的尤加利樹及超過 400 

種的動物種類，同時擁有變化極大的豐富地形，如峽谷、瀑布或是洞窟等極具看頭

的景點更是多不勝數。 

搭乘森林台車（Scenic Skyway）及空中纜車（Scenic Cableway），居高臨下可

以觀賞到尤加利樹的原生林及美麗的峽谷風貌，將雄偉壯美的峽谷景色一覽無遺。

藍山最聞名的參觀景點非三姊妹岩莫屬，拔地而起的三姊妹岩是 3 個巨大的沙

岩柱奇石，是藍山的代表圖騰，也是原住民的精神指標，從遠處觀看三姊妹

岩，很像是依靠連在一起，其實它們是各自獨立的個體，在岩石下的茂密原

始森林，在不同的時間會產生不同的景觀變化，是造物者精心雕琢的一幅雄

偉、美麗的大自然圖畫。完善的步行路徑讓這一區的叢林徒步探險也是一種非常

值得推薦的觀光方式，漫步在溫帶雨林、溫帶藍桉樹林，用力呼吸山間空氣，充分

享受尤加利樹的芬多精和欣賞大自然的奇特景觀，是很愜意的旅遊方式。 

回程在被稱為山之皇冠上的寶石（The Jewel in the Mountains Crown）的路拉

（Leura）小鎮略作停留，主要街道上開設的咖啡館、餐廳、畫廊、古董店等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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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陳列精巧、可愛又充滿時尚感，在路拉小鎮巷弄穿梭、隨意閒逛，讓人驚喜連

連。 

晚上，葉局長及隨團 2 位藝術家受邀前往 Riverside Theatres 觀賞舞鈴劇場-海

洋之心的演出。 

 

第七天  9月 19日（星期一） 

上午，由駐雪梨辦事處的安排參訪雪梨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拜會營

運長 Mr. David Antaw。雪梨歌劇院是 20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一，也是世界著名

的表演藝術中心，不僅是雪梨的象徵，在 2007年更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座以

帆船疾駛時揚起的帆為設計概念的建築物，是由丹麥的建築師 Jorn Utzon 所設計，

貼滿白色磁磚的外觀是雪梨歌劇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1956年，雪梨為了建造

歌劇院進行國際競圖招標，當時 38歲的年輕設計師 Jorn Utzon 打敗眾人得到設計建

造權，他的設計稿雀屏中選的原因之一是，設計預估的建造費是所有比稿裡最低價，

且建造時程預估只需 3年左右。但是 1959年開始建造歌劇院後，工程比預期的更為

艱難，建築費用也大幅地超出當初的預算，在工程期不斷地延遲，且和政府也無法

順利溝通的狀況之下，Jorn Utzon 便放棄工程回到丹麥，終其一生都不曾再踏上澳

洲的土地。之後，由 3位澳洲建築師所組成的團隊接下建造雪梨歌劇院的重任，從

開始動工過了 14年，終於在 1973年完工。它的內部有歌劇院、音樂廳、話劇廳、

劇院、藝術廳、排練場等場館，其他還有氣氛好、景觀佳的餐廳及酒吧。每天都有

歌劇、音樂會（劇）等不同類型的表演舉行。 

訪問團於出國前已透過駐雪梨辦事處向雪梨歌劇院提出參訪的預擬議題，故

Antaw 營運長首先簡介雪梨歌劇院的營運架構： 

雪梨歌劇院由「雪梨歌劇院基金會」負責管理與經營，此基金會的運作如同企

業個體，由董事會領導，18名董事的聘用來自各行各業（藝術、商業、法律、金融、

政府組織等等），由廳長提名或由基金會主席推薦，以個人優異成績為標準，協助募

款、贊助等資金籌備，董事任期一期為 3 年，最多可任三期；主席的聘期則是 3-5

年。儘管雪梨歌劇院的管理趨商業化，卻必須遵守政府規定來營運，是附屬於政府

體系下的獨立自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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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歌劇院的週邊有許多商業活動，結合旅遊與商業運作。Antaw 營運長上任

後，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誰是我們的顧客（觀眾、贊助商、觀光客）？ 」，因此，

營運團隊強力的尋求收入來源，包括了： 

1.雪梨歌劇院視自己為「場地出租者」，除了是雪梨交響樂團的主場之外，也開放空

間的租借，為歌劇院帶來不同的節目與顧客。 

2.由 SOH Presents 主導節目規劃，各式各樣的團體可利用歌劇院的空間與設施，獨

立經營和執行他們的表演；歌劇院視他們為進駐表演團體，但經營權完全獨立自

主。 

3.增加觀光旅遊收入，歌劇院的建築空間與週邊戶外空間皆有活躍的商業活動，每

天光臨的人、買咖啡或用餐的人、預約導覽及逛紀念品商店的人、在劇院酒吧飲

酒的人，這些生意都屬於購物區的收入。餐廳與咖啡廳的經營屬委外契約的經營，

雖非歌劇院的主收入，卻是不可或缺的週邊商業服務。 

雪梨歌劇院在經常性的支出上，也花費不菲，如： 

1.雪梨歌劇院靠海且建築造型獨特，其年度維護花費不菲。 

2.負責節目規畫的 SOH Presents 小組成員約 20 人，邀請世界各地的傑出表演團體

或個人演出，有的屬補助性節目（即沒有利潤或教育性質之表演）、有的則能帶來

很高的商業利益；如最近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出，就屬於非營利導向的節目，

而是提升雪梨人的欣賞體驗。近來的節目多趨向節慶式的規劃，並針對特定的年

齡族群來安排，例如 Festival of Dangerous Ideas（FODI 危險點子節）和 Spring 

Dance（春舞），大量策展而成的節慶節目可累積持續的動能，讓大家開始認同「雪

梨歌劇院」這個品牌。單一的演出節目較無法建立口碑，只有節慶可以口耳相傳，

一年比一年更具知名度、人氣和品牌，而維持活動的一致性很重要。首辦的第一

年挑戰最大，但是可累積經驗與能力。  

基於上述各點，葉局長提出「演出團體的評選標準為何？」的問題，Antaw 營

運長回覆如下： 

1.駐雪梨歌劇院的主要表演團體有雪梨交響樂團、澳洲歌劇團、澳洲芭蕾舞團、雪

梨劇團，而邀請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來雪梨演出，是激發雪梨交響樂團、帶動聽

眾興趣、以及音樂交流的舉動。雪梨歌劇院主要透過邀請來策劃演出節目，其餘



 18 

就是前述的租用場地的團體。臺中市的表演團體當然可以租借雪梨歌劇院的空間

來演出，但是需符合歌劇院對提倡表演藝術的水準要求，而水準則是非常主觀的

判斷。 

2.雪梨歌劇院一年約有 1,600場的演出，其中有一半是由 SOH Presents 所安排的節

目。所有節目都是以策展的方式來規劃，由音樂、舞蹈、教育等各項總監篩選與

統籌。 

3.雪梨的 Vivid 節慶活動進行兩個星期，FODI 和 Graphics 節慶則是週末兩天節目滿

檔的節慶活動（同時在六個活動場地舉辦）。葉局長表示，雪梨歌劇院給人的印象

是僅有表演藝術；但營運長則說不設限，盡量多元化，以吸引年輕族群。 

4.過去人們對雪梨歌劇院的印象是「上流社會的藝術」，可是現在消費族群在改變，

有老一輩的、也有年輕人；古典音樂結合現代科技（古典音樂搭配電腦遊戲）吸

引新的觀眾群，就是其中一個成功例子。 

有關預算應用的策略，Antaw 營運長解釋： 

1.有一部份的資金來自省政府（14%），其餘的則是來自商業活動的收入及贊助（約

占 80%），隨著歌劇院的商業經營（包括週邊區域的、網路數位的）日漸茁壯，

政府資金在逐年減少當中。 

2.建築物本身所有的維修費用皆由政府出資，其中包括舞臺維修、音響設備等，歌

劇院基金會致力從經營所得中自給自足，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必須維持雪梨歌劇院

身為世界地標的形象與外觀，有時會與商業化的實踐方針相左（例如：在前廣場

放置商業看版）。 

3.雪梨歌劇院造價兩億澳幣（約 60億臺幣），每年的維護經費約 3,000 萬澳幣（約 9

億臺幣），40年來約花費了造價的 6.7%的費用來維護造型獨特的歌劇院。 

（葉局長向 Antaw 營運長展示臺中大都會歌劇院的設計圖，分享未來委外經營的計

畫策略） 

接著，Antaw 營運長建議利用先進科技，聘請專業聲學家來測試和規劃聽覺上

的品質需要，並分享最近造訪過的歌劇院心得，提醒葉局長「除了一棟令人驚艷的

建築之外，最重要的營運元素，就是要維持整個室內、室外及週遭環境的活力，有

必要設想和策劃建築內外空間的營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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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Antaw 營運長表示，隨著雪梨歌劇院邁向 40歲、50歲，基金會需要不

斷更新舞臺設備、科技設施等，以提升整體的效能。如果歌劇院能夠降低成本，整

個表演藝術產業也會跟著降低成本，讓大家比較沒有負擔地一起迎向下一個 50年；

另一個重點是數位化。虛擬世界藏有許多機會，如何將實體的舞臺與線上的世界連

結、互動，這是我們努力的課題，否則將會落在時代腳步之後，尤其是面對年輕人，

網路是主要的溝通工具，雪梨歌劇院有 Customer Management System（顧客管理系

統），可提供所有售票紀錄、管理行銷資料和贊助資料、觀眾背景資料等等，這對歌

劇院的營運策略來說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積年累月之後，營運小組甚至能夠精準

地評估出某節目的主要購票族群會是誰。 

隨後由專業導覽人員為訪問團成員導覽雪梨歌劇院內的空間配置與各項設施，

雖是短暫的會晤，Antaw 營運長提供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將可做為日後本市大都

會歌劇院營運的參考。 

把握最後的時間，行程安排參訪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Art Gallery of NSW），

拜會亞洲部部長 Ms. Jackie Menzie。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館內主藏澳洲原住民的藝

術作品外，並收藏了世界各地從古典主義時期到現代美術的豐富作品。 

葉局長首先介紹此次赴澳展出的大墩美展，並釋放出文化交流的意願，Menzie

部長表示很高興看到大墩美展的展出，讓民眾可以看到蓬勃發展的亞洲藝術，而亞

洲部目前亦計畫把中國現代藝術帶進美術館，館方還特別針對亞洲藝術編輯專屬季

刊（亦可透過網站查詢取得相關資訊），但因明年初新館長才會接任，因此未來方向

仍未確定，儘管部長有高度意願進行文化交流，未來兩、三年的規劃仍有待確認。

另外，Menzie 部長提到有許多年輕藝術家獨自拜訪大學或藝術學院進行交流，應該

鼓勵這些年輕人並提供獎學金的申請機會，許多時候，這些交換學生會成為展覽的

催生者。 

葉局長詢問館方「如何增加年輕族群的來訪？」，Menzie 部長表示，目前新南

威爾斯州美術館已經有高比例的年輕觀眾，從小學生到青少年，每星期三晚上開館

到 9點的策略，也會吸引很多年輕人的造訪。另外，館方針對年輕族群安排許多節

目，如星期三晚上咖啡廳的爵士樂演出，當然還有其他繪畫、書法等課程活動，都

非常受歡迎。此外，館方也有很活躍的教育部門，大量結合社區民眾與學校進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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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新南威爾斯州政府提供美術館部分營運資金，支付整館約 220名館員薪水和設

備需求，若包括志工運用所節省下來的人事經費，目前館方約有 60%可自給自足。

所有展覽都必須由美術館自己籌募經費，籌款方式包括售票展覽、企業贊助等等； 目

前館方正在推動的活動是「社區大使」（Community Ambassadors），提供參觀者（在

地居民或觀光客）中文、廣東話、日文、韓文等不同語言的導覽，此項服務打破了

原有的語言隔閡，讓以前不曾來過美術館的人，現在能夠踏進來欣賞美術作品，甚

至中文的講座和電影活動也總是高朋滿座。多語言服務的策略，把不同族群的觀眾

帶進美術館，一旦發現有這麼大的市場需求之後，就會規劃更多中文的講座，甚至

印製中文的文宣品。 

回臺前夕，訪問團參訪了雪梨最早的開發地-岩石區，至今仍可在城市的各處看

到保有舊時代開拓痕跡的建築。舊建築的外觀很多至今仍保留原貌，內部則改建為

飯店或餐廳、店鋪，是雪梨觀光的中心地。岩石區的普雷菲街（Playfair Street）是

條充滿個性店舖的商店街，特別是在街角有英國第一艦隊（最初的殖民船隊）登陸

紀念碑（First Impressions），這是澳洲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見證。 

晚上，驅車前往雪梨國際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返回臺灣，結束此趟文化交流訪

問之旅。因為各方的參與及所付出的心力，讓各項活動有最妥善的安排，成就了這

次成功的文化出擊，希望藉由此次成功的交流訪問經驗，為將來更多的文化交流活

動開啟更寬廣、更長遠的發展空間。 

 

第八天 9 月 20日（星期二） 

上午 10時 15分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9月 24日「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順利圓滿落幕，在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

學院及駐澳代表處文化組等單位協助下卸展、包裝，隨後由承包廠商辦理承運及完

成作品退還等事宜，結束本次與坎培拉文化交流的一切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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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文化」是臺中市展現城市魅力，邁向國際舞臺的重要推動方針。自 2007年起，

文化局特別以全國最具特色、參賽人數最多、總獎金最高、揚名各地並吸引國際藝

術菁英參與的「大墩美展」代表著臺中市，推向國際藝壇。2007年首次飛越臺灣海

峽，將大墩美展優異的得獎作品跨海赴廈門文化藝術中心展示，點燃了大墩國際文

化燦爛的火花；2008年接續首航成功的經驗，難能地進入國際知名的日本京都市美

術館進行交流展出；2010年初，更跨大了腳步，將觸角延伸到了美國德州，發表臺

中市精彩多元的文化；同年盛夏，大墩美展國際文化交流的腳步再次巡迴日本，擇

於沖縄縣立博物館、美術館展出。連續 4年在國際重要文化場域展現臺中市的文化

特質與風采，成果豐碩滿盈，受到國內外藝文人士的肯定與讚揚。大墩美展代表著

臺中市的文化特色，在國際藝壇發聲、發光，同時也成功達成邁向國際、行銷臺中

文化的目標。 

    2011年 9月，在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林代表及全體外交人員的鼎力協助之下，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順利的在澳洲國家大學圓滿展出，除了該展覽盛大隆重的

開幕式以外，翌日在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由文化局葉局長精闢的城市行銷演說，

以及隨團 3位藝術家的現場示範教學講座，還有為慈濟基金會澳洲分會靜思堂熱情

的慈濟志工們所安排的書畫人生與藝術創作分享交流等活動，均如期按原訂計畫順

利完成。當然，除了大墩美展的優秀作品展示、城市行銷演說推廣、書畫名家現場

揮毫演出之外，交流訪問活動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透過與雪梨歌劇院營運長

Mr. David Antaw 的座談、與澳洲國家美術館副館長 Mr. Simon Elliott 等人的拜會、

與多元文化廳廳長 Ms. Joy Burch 的交流互動，以及與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亞洲部部

長 Ms. Jackie Menzie 的經營分享。密集有效的參訪拜會行程，也讓此行的任務吸收

學習到國外眾多的文化優點與作為，大墩美展觸角延伸的廣度與深度也因此日益增

進。 

 

一、 結合各界資源，縝密規劃交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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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廈門、京都、聖安東尼奧與沖縄 4次成功的國際文化交流經驗之後，行政

團隊秉持戰戰兢兢的精神，縝密的規劃本年度赴澳洲交流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尤其，

此次乃是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首次以直轄市的格局走向國際舞臺，任務更加的

重大。本交流訪問活動經過行政團隊逾一年的努力聯繫與協調等作業，並結合了我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雪梨辦事處、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及社會學院、佛教慈濟基金

會澳洲分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與長藝有限公司等各單位的多元力量，整

合規劃，讓交流內容豐富，行程順暢，任務圓滿。 

    雖然活動規劃的聯繫過程中也歷經多次的波折，招標出國作業亦未如願委辦，

但行政團隊積極任事，透過各界的資源整合與嚴謹的規劃，克服萬難，將最完整、

最順暢、最豐富的交流行程予以底定，甚至更節省了藉由旅行社協助的管道，全數

由業務單位一手包辦通關、機票、住宿、交通等繁瑣作業，讓活動如期達成既定的

目標。 

    8天的交流訪問活動行程緊湊密集，包括了為期 18天精選 101件大墩美展歷年

典藏作品與第 15屆各類優選以上作品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還有本年度特別

企劃增加，由本局葉局長親自主講兩場精闢的城市行銷講演，隨團藝術家李振明、

程代勒、曾士全三位老師 3場博得滿堂喝彩的書畫現場揮毫與教學，以及代表著臺

中市新時代的文化創意經典商品展示，活動內容堪稱是本市歷年來國際文化交流活

動最豐富的一次。 

 

二、傑出藝術展品，展現文化軟實力 

本次交流活動代表臺中市出征的藝術文化包括大墩美展得獎作品與本市文化創

意產業商品兩大部分，其中，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的部份為了發揮本市獨特的美學

特質，在展覽作品的精選與徵集作業上特別用心，除了徵集當屆部份精彩得獎作品

之外，執行團隊與佈展承辦公司另發揮專業，考量展場空間與環境、包裝運送的安

全性，以及材質、形式、地方文化特色、藝術代表性等多重因素，精挑細選大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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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5年來所典藏的精品，總計 101件包括墨彩、書法、篆刻、膠彩、油畫、水彩、

版畫、攝影、數位藝術、雕塑、工藝等共 11個藝術類別的優秀佳作赴澳展出。而歷

屆的典藏作品與當屆得獎作品中，尚有許多各具特色的佳作精品，惟因場地空間的

考量或藝術家因故未能配合借展而缺席，無法全數展現於國際友人面前，是唯一美

中不足之處。 

而有別於前 4次國際文化交流展示內容的係本次精心策劃的文化創意產業特展

區，集結了趙家窯的生活陶藝、東勢愛鄉協進會的客家花布提包、擺飾與植物染絲

巾以及臺中最具特色的鳳梨酥等糕餅文化，透過展示特區的近距離欣賞與實際品嚐

體驗，向澳洲當地推薦了臺中市的文化創意特色與軟實力。前述兩項特色文化藝術

展示，獲得當地政界、藝文界、學術界與一般民眾熱烈的回響與讚賞，為兩國做了

一場成功的文化外交。 

 

三、文化教育推廣，有效行銷城市特色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是此行文化交流活動的重心項目，大墩美展的優秀作

品首次在南半球澳大利亞展出，展覽地點特別選在澳洲最頂尖的大學「澳洲國家大

學」藝術學院美術館舉辦，兼具了文化與教育指標意涵。 

配合此項展覽，本局特別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李院長振明、程教授代勒，

以及行政團隊中相關展覽活動承辦人兼藝術家曾士全先生組成 3人藝術教育推廣小

組，負責在展覽開幕式中分別進行書法與水墨現場即席創作表演，將特有中華文化

展現在澳洲國人眼前。另外，為澳洲國家大學專家學者與師生所規劃的一場文化藝

術交流座談活動，由葉局長親自主講開場，生動豐富的介紹了以文化城著稱的臺中

市，食衣住行與育樂等文化特色，以及大墩美展創辦的歷史與成果，現場澳洲大學

的師生在臺灣 3位書畫家的現場示範後，對東方藝術大感興趣，紛紛提出議題進行

交流，甚至動手嘗試筆墨的樂趣。藉由此項活動，雙方深入探討未來推動更多藝術

文化展覽交流活動的可能性，促進臺澳雙方文化藝術與教育推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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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擴大此次展覽的效益，透過駐澳文化組與澳洲首都特區教育暨訓練廳協

調，澳方特別補助交通費安排當地 Narrabundah 高中、Kinsford Smith 中小學等學校

300 名師生前往參觀及進行課外教學，文化藝術融入澳洲教學課程，讓當地莘莘學

子能夠親身體驗，瞭解大墩美展所帶來不一樣的藝術文化特質，充分發揮大墩美展

文化交流的意義。 

為持續拓展文化推廣的效益，本次現場揮毫的即席創作的書畫作品與文化創意

展示品全數贈予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運用，該組並於日前來函告知，上開展

品均於當地所舉辦的「2011 年首都特區華語文才藝競賽頒獎典禮」系列活動中展

示，並將賡續適時將臺中市的文化特色推介給澳洲當地居民，著實展現了文化交流

推廣的目標。 

 

四、優質文化場域與經營，學習參考指標 

此次的文化交流訪問活動除了精彩的藝術作品展示、現場揮毫與學術交流座談

等活動，另一項重點工作即是澳洲相關文化場域的參訪，藉此吸收學習優質場館的

各項優點，作為本市重要的改進指標。 

在參訪雪梨歌劇院時，院方特別安排營運長 Mr. David Antaw 接待我文化交流

訪問團，並於葉局長展示本市大都會歌劇院設計圖後提出建議：表演藝術空間除了

是一棟令人驚艷的建築物之外，最重要的營運元素就是要維持整個室內、室外與周

遭環境的活力，有必要設想和策劃建築內外空間的營運與活動。其次，營運長也建

議利用先進的科技，聘請專業聲學家作測試與規劃聽覺上的品質也有其必要性。 

雪梨歌劇院一年約有 1,600場的演出，周邊有許多結合旅遊與商業的活動，近

年更重視年輕族群以網路為主要溝通工具的趨勢，積極提升數位化，尋找虛擬世界

內藏的許多資源與機會，將實體的舞臺與線上的世界連結、互動。國際知名的雪梨

歌劇院在 40年的成功經營管理下，近年對數位化的積極作為與觀念，是本市推動藝

文活動值得學習的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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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會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的行程當中，該館亞洲部部長 Ms. Jackie Menzie 釋

出誠意表示，雙方可以保持聯繫，尋找適合的交流機會。該館在藝文推廣方面，近

年已培養有高比例的年輕觀眾，館方安排許多針對年輕族群的節目，每星期三晚上

咖啡廳安排爵士樂演出，另有其他繪畫、書法等課程活動，均受到民眾的歡迎與參

與。館方設有活躍的教育推廣部門，大量的結合社區民眾與學校，共同推廣各項藝

文活動。 

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目前正推動「社區大使」活動，提供在地居民或觀光客參

觀者中文、粵語、日文、韓文等不同語言的導覽服務，多種語言的服務策略可吸引

不同族群的觀眾進入美術館，是一項開發參與者極佳的營運策略，值得仿效學習。 

殘障、住屋與社區服務多元文化廳也是本次文化交流的一個參訪點，在與廳長

Ms. Joy Burch 與主任 Mr. Nick Manikis、Mr. David Whitney 座談交換意見中，館方

對本市大墩美展赴澳洲國家大學展出的活動讚譽有加，並提議表示坎培拉擁有傑出

的交響樂團、舞蹈發展（包括爵士學校），期許將來可以與本市建立青年學子或大

學學術上的交流。葉局長也回應，希望館方可以提供坎培拉當地的視覺藝術與表演

藝術團體名單，俾利本市在爾後適當的節慶中提出演出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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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藝術文化的深度必須不斷透過一點一滴的積累和用心經營才能扎根，藝術文化

的厚度往往是從吸納和融會異質文化的優勢中逐步增進其豐富性，而藝術文化的廣

度則端賴透過與全世界各地區的交流活動，進而達到宣揚與觀摩的效果才顯示意義。 

臺中市試圖從地區都會城市的繁榮樣貌接軌世界文化城市意念，並轉換成為立

足臺灣而兼具潛藏地方文化深度、擁抱多元文化厚度和探向國際文化廣度的現代國

際文化城市。而其推動的面向涵蓋各種藝文展演活動，其中，「大墩美展」當屬本市

致力推展的諸多文化活動中，最具國際化與多元性格的展覽，而「大墩美展文化交

流展」自 2007年起，已順利完成 4次成功的國際推展，漸次地將臺中市的文化視野、

國際能見度及認同，擴大與深耕。大墩美展於 1996年開辦，2002年起正式國際化，

積極向國際藝術創作者徵件，9年來吸引了數百名國際藝術菁英的參與，而 16屆的

持續舉辦，也讓大墩美展贏得國內各相關美展中，「規模最大、件數最多、競爭最激

烈、品質最佳、獲獎尊榮感最高」等美譽。 

此行的文化交流展與參訪活動，是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第一次出征，將臺中

市的文化特色彰顯於國際，行銷於世界，加上 3場現場揮毫活動，獲得當地居民與

華僑熱烈的掌聲與佳評，內容豐富多元，行程密集緊湊，更是一次豐收的文化之行。

對於坎培拉與雪梨當地公立美術館的軟硬體成果，文化參訪團亦吸收了多項寶貴的

經驗，對本市近期將興建大型藝術場館、整修舊有藝文空間等規劃，都有實質性的

幫助與收穫。其次，政府相關機構對文化教育的用心與努力，都值得我們深思學習。 

深耕大墩、行銷臺中，透過大墩美展落實文化交流，將臺中市的文化之美推向

國際舞臺是本市文化團隊積極且持續努力的目標，有了 4 次成功豐碩的經驗與成

果，我們仍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將賡續規劃執行相關文化交流活動，並逐漸增加交

流的場次、深度與廣度，讓臺中市成為享譽國際的文化之都、藝術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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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

活動相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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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葉樹姍局長致詞 

 

2011.09.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覽會場文宣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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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4  （左起）程代勒、李振明、曾士全 3位臺中市藝術家現場揮毫，澳洲國家大學臺灣

研究講座廖新田教授精闢解說 

 
2011.09.14葉局長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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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4  獲蠺絲團扇的當地小朋友開心地與葉樹姍局長及曾士全老師合影 

 

2011.09.14 文化交流展覽中的「臺中文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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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4 澳洲友人欣賞臺中文創產業展示品 

 

2011.09.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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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會場一隅 

 

2011.09.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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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5 葉局長向參與文化藝術座談會的澳洲國家大學師生介紹臺中市的文化藝術現況 

 

2011.09.15 文化藝術交流現場揮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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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5  澳洲國家大學美麗的校園 

 

2011.09.16  澳洲國家美術館副館長 Mr. Simon Elliot 介紹美國藝術家 James Turrell 的體驗雕塑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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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6  澳洲國家美術館戶外雕塑庭園有趣的雕塑作品 

 

2011.09.16  澳洲民主博物館展場的陳列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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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6  澳洲國家博物館外觀 

 

2011.09.16  澳洲國家博物館內部大廳獨特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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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6  拜會澳洲首都特區職掌多元文化廳的廳長 Ms. Joy Burch，致贈李振明老師畫作 

 

2011.09.17  慈濟功德會雪梨會館人文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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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7  慈濟功德會雪梨會館書畫現場揮毫活動 

 

2011.09.18  路拉（Leura）小鎮街道彩繪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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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9  大墩文化交流訪問團的成員在雪梨歌劇院前合影 

 

2011.09.19  葉局長向雪梨歌劇院 Antaw 營運長展示臺中大都會歌劇院的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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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9  雪梨歌劇院劇場一隅 

 

2011.09.19  雪梨歌劇院節目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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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9  大墩文化交流訪問團的成員在新南威爾斯州美術館內聆聽導覽解說 

 

2011.09.19  岩石區的普雷菲街(Playfair Street)街角矗立著英國第一艦隊登陸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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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相關文宣及媒體報導 

 

 

 

 

 

 



 43 

 

 

100.09.1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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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培拉-城市新聞週報（City News）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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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墩美展 照亮坎培拉夜空 

全國廣播 – 2011 年 9 月 15 日 下午 7:36 

  

臺中大墩美展 照亮坎培拉夜空 

101 件大墩美展歷屆典藏及得獎作品，包含油畫、水墨、書法、雕刻、陶藝、篆刻

等十一大類，齊聚位在坎培拉的澳洲國家大學（ＡＮＵ）藝術系藝廊「大墩美展文

化交流展」，並以「臺灣之景」為名，向當地文藝教育界人士展現臺灣的豐富創作

力，獲得滿堂彩。 

「透過藝術交流，要讓世界看見臺中之美！」臺中市文化局局長葉樹姍說道。因此，

文化局團隊特別在展場另外布置了「臺中文創空間」，從音樂、影像和生活器物與

在地小吃、糕餅等五感體驗，真正認識臺中民眾落實在生活裡的文化底蘊與內涵。 

臺中市大墩美展不僅是臺灣全省各地藝術創作者必爭的藝術舞台，近年來還吸引了

全球諸多國家優秀藝術家的積極參與。從 2007 年起，更是跨越海域在廈門、京都、

德州、沖繩等城市舉辦文化交流展，這次是連續第 5 年出國展出，歷年累積的成果

已在國際間搭建起一座座橋梁，走進彼此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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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15 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聯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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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 

臺中大墩美展在澳洲國家大學展出 

 479 期 2011-09-22 

 

臺中市政府「大墩美展」101 件藝術作品透過駐澳大利亞文化組協助於本（100）年 9 月 6 日至 24 日首度在

南半球澳大利亞展出，展覽地點特選在澳洲最頂尖大學－澳洲國家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藝

術學院美術館(School of Art Gallery)舉辦，兼具文化與教育指標性意涵。 

9月14日由該市胡市長志強指派文化局葉局長代表率同藝術交流團隊赴澳洲首都特區坎培拉出席由該校藝術學

院 Gordon Bull 院長主持的盛大開幕典禮。開幕晚會貴賓雲集，與會者包括澳洲國家大學 2 位副校長 Mandy 

Thomas 與 Elizabeth Deane、澳洲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Chris Hayes、ACT 社區多元文化主管、僑界等逾 200

名貴賓、學者專家與熱愛藝術文化的觀眾蒞臨會場，共享文化饗宴。 

駐處林代表松煥於致詞時特別強調 馬總統對文化交流的重視，本年又適逢我建國百周年慶，臺中大墩美展在

坎培拉展出，除彰顯「文化藝術超越國界及人為藩籬」外，並向全場澳洲人士表達細賞大墩美展的藝術作品也

可感受到臺灣民主與自由的心聲，文化交流已成為最佳的外交舞台。 

臺中市葉樹姍局長向全場觀眾生動介紹該市以「文化城」著稱的食衣住行特色及大墩美展創辦歷史，並延伸至

國際展覽舞台。隨後安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李振明院長、該校美術系程代勒教授、該局深具書畫藝術

專業的曾士全先生等 3 位藝術家進行彩墨及漢字書法現場揮毫生動吸晴，博得全場觀眾的讚賞。 

9月16日駐澳文化組安排葉局長一行拜會澳洲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副館長Mr. Simon 

Elliot、亞太藝術部 Senior Curator Robyn Maxwell 及 Curator Lucie Folan，會晤澳洲首都特區殘障、住

屋與社區服務廳（Department of Disability, Housing and Community）職掌多元文化(含藝術節)的廳長

Ms. Joy Burch 及主任 Nic Manikis 熱絡洽談未來雙方加強合作參與對方多元文化藝術節活動，以強化雙方城

市藝文交流的基礎，進一步加強與當地藝文機構主管交流。 

澳洲國家大學副校長 Mandy Thomas 代表該校致詞表示，文化交流可促進更活絡的交流，該校已於今年初經

駐澳文化組協助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師生交換計畫進行活絡；預期此次大墩美展坎培拉

交流展會帶動更多澳洲學生赴臺灣研習書畫、華語文及碩、博士等課程。 

9月15日安排葉局長一行於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與學者專家及該學院師生進行文化藝術交流座談及現場揮毫

示範，也邀現場約 50 名澳方教授專家及學生進行臨摹創作，出席人員均具不同領域的藝術美學專業，交流氣氛

相當熱絡。當日中午在駐澳文化組安排下，由該校 Bull 院長作東款宴葉局長一行，雙方並深入交談未來推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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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藝術文化展覽交流活動，促進臺澳校園內辦理藝文交流。 

為擴大展覽效益，駐澳文化組與澳洲首都特區教育暨訓練廳協調，獲該廳同意補助中學學校安排學生校外教學

的交通費，鼓勵中學生前往課外教學觀賞並由教育部設於澳洲國家大學的臺灣研究講座廖新田教授及其學生團

隊負責現場解說教學，善用文化藝術作品融入澳方教學課程，有 Narrabundah 高中、Kinsford Smith 中小

學等計有 300 位學生由學校帶隊前往參觀及進行課外教學，文化藝術融入澳洲教學課程。 

也特別安排留澳學生、學人、僑胞及本處同仁攜眷參加廖新田教授主持的現場解說與藝術品欣賞講座。 

澳洲國家大學特別引用該校媒體宣傳系統並由學校網路記者採訪報導，同時邀請媒體出席開幕酒會，該校網站

並廣為宣傳展覽資訊，號召全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前往觀賞。澳洲首都特區多元文化廳也將配合運用其網路系統

向社區發布宣傳。 

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經駐處安排於 9 月 10 日特別報導大墩美展「Exchange of art and culture」

讓澳洲民眾體驗東西方多元文化的相遇，認識臺灣的文化、藝術與歷史。城市新聞週報（CityNews）採訪報導

大墩美展在坎培拉展出「Chinese art in the air」。華人電視台與報社採訪：開幕當晚駐澳文化組遲組長耀宗

及葉局長分別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並由大紀元時報報導「台中大墩美展在澳洲國家大學隆重舉行」及中央

社發布「大墩美展百件作品，澳洲展出」新聞，文化在南、北半球自由飛翔交流。 

   

駐澳文化組遲組長耀宗向記者表示：「這次大墩美展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展出，主要目的是基於藝術、文化和

教育的交流」，又說「這次活動，我們與首都特區教育廳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一起合作，配合澳洲教育系統所

推動的亞洲語言及文化課程，推展中學生 9 至 12 年級的學生來這裡做藝術文化的課外教學，讓學生們能夠親

身體驗，瞭解大墩美展所帶來的不一樣的藝術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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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澳洲國家大學研究事務副校長 Professor Mandy Thomas、駐澳大利亞代表處代表林松煥博士、國會友臺小組

主席 Chris Hayes MP、臺中市文化局葉樹姍局長、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Gordon Bull、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李振明院長及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遲耀宗組長(2011 年 9 月 14 日攝於澳洲國家大學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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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曾士全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程代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李振明院長、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Gordon Bull、Canberra Museum and Gallery Curator Deborah Clark、臺

中市文化局葉樹姍局長、文化局視覺藝術科賴惠英科長、張月芬小姐及局長機要秘書蘇楓雅小姐(2011 年 9 月 14 日攝於澳

洲國家大學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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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家大學 2011年 9月份藝廊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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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將此次現場揮毫即席創作的書畫作品與部分文化創意展示品贈予我駐澳大利亞

代表處文化組運用「2011年首都特區華語文才藝競賽頒獎典禮」系列活動中展示，

賡續推動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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