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參訪） 
 

 

 

 

 

 

 

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 

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報告書 
 

 

 

 

 

 

 

 

 

 

 

        服務機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姓名職稱：蔡副市長炳坤等 12人 

派赴國家：紐西蘭 

                  出國期間：103年 7月 10日至 7月 18日 

        報告日期：103年 10月 16日 



 1 

 

 

 
目      次 

 

摘要 …………………………………………………………… 2 

壹、參訪行程 ………………………………………………… 3 

貳、參訪成員名單 …………………………………………… 8 

參、參訪任務目的 …………………………………………… 9 

肆、參訪過程 ………………………………………………… 11 

伍、心得及建議 ……………………………………………… 24  

陸、結語 ……………………………………………………… 28 

  附錄一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相片選集      

  附錄二  相關文宣及媒體報導  

 

 
 

 

 

 

 

 

 

 

 

 



 2 

 

摘要 

 

臺中市位於臺灣西半部的樞紐位置，南來北往綿密的交通網，讓臺

中躍身為中臺灣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重鎮，儼然成為「臺灣之心」

(Heart of Taiwan)。 

為結合當前臺中市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拓展藝術新視野，促進城市

外交的理念。自 2007 年開始，大墩美展透過舉辦優秀作品海外交流展

覽的方式開創國際城市交流，7 年來歷經大陸廈門及杭州、日本京都與

沖縄、美國德州、澳洲坎培拉、印尼雅加達等地展出的成功之行，都獲

得熱烈的迴響，藉由大墩美展在各地的巡迴交流活動，散播文化的種

子，賡續展現大墩藝文風華。 

為加強文化藝術的交流與推廣，今年至紐西蘭的文化交流展覽較往

年有更大、更豐富的規模與內容。分別於本市姐妹市-奧克蘭市 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 辦理「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

化交流展」，及旺加瑞市旺加瑞藝術博物館(Whangarei Art Museum)辦

理「珍‧藏‧臺中」特展，期望此次紐西蘭之行，能增進臺紐兩地人民

文化的交流，並加深彼此之間友好關係。 

在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協助安排下，由蔡副市長炳坤擔

任團長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團，於 2014 年 7 月 10 日率團成行，展

開為期 9 天的文化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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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行程 

 

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團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備 註 

第一天 

7月 10日 

星期四 

19：30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前集合出發 

 

23：50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 053 赴紐西蘭奧克

蘭 

第二天 

7月 11日 

星期五 

10：45 抵達澳洲布里斯本(中途停留站) 

 

12：25 自布里斯本搭乘同班機前往西蘭奧克蘭 

17：35 抵達奧克蘭國際機場 

19：30 
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 丁處長樂群夫婦晚

宴 

晚上 

下榻飯店：Crowne Plaza Hotel-Auckland  

128 Albert Street, PO Box 6841,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Tel：64-9-3021111 

第三天 

7月 12日 

星期六 

08:15 
原民會人員搭乘紐西蘭航空 NZ 90 抵奧克蘭國際機

場 

 10:30 兩團人員會合，赴旺加瑞市(Whangarei) 

12:30 參訪 Longview 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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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參訪 Quarry Art Centre 

21 Selwyn Avenue, Whangarei  

Tel：64-9-4381215 

晚上 

下榻飯店：Kingsgate Hotel, Riverside 

9 Riverside Drive, Riverside, Whangarei 

Tel：64-9-4380284 

第四天 

7月 13日 

星期日 

上午 
勘查旺加瑞藝術博物館(WAM)，「珍‧藏‧臺中」特

展展場及開幕式現場布置 

 

中午 赴旺加瑞市政府拜會 Sheryl Mai 市長 

下午 

14：00 

假旺加瑞藝術博物館辦理「珍‧藏‧臺中」特展開

幕式、書畫現場揮毫及原住民舞蹈演出 

16：30 離開旺加瑞市返奧克蘭 

晚上 

下榻飯店：Crowne Plaza Hotel-Auckland  

128 Albert Street, PO Box 6841,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Tel：64-9-3021111 

第五天 

7月 14日 

星期一 

上午 
參訪奧克蘭博物館 

    奧克蘭城中區圖書館 

 

中午 奧克蘭市政府歡迎餐宴，市議員 George Wood 主持 

下午 

參訪 Cornwall Park (奧克蘭市政建設) 

勘查式 Pah Homestead，大墩美展交流展展場及開幕

式現場布置 

16：30 
蔡副市長及葉局長等人拜會 Len Brown 市長，其餘

團員於開幕式現場進行彩排等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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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假 Pah Homestead 辦理「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

幕式、書畫現場揮毫及原住民舞蹈活動 

晚上 

答謝宴-訪問團宴請奧克蘭市府首長、僑界人士及協

助展覽相關單位人員 

下榻飯店：Crowne Plaza Hotel-Auckland  

128 Albert Street, PO Box 6841,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Tel：64-9-3021111 

第六天 

7月 15日 

星期二 

上午 
參訪 Wynyard 濱海開發區建設 

    奧克蘭美術館 

 

下午 前往豪洛基市(Hauraki) 

15：30 抵達豪洛基市，拜會 John Tregidga 市長 

17：30 離開豪洛基市前往羅托魯阿(Rotorua) 

晚上 

下榻飯店：Millennium Hotel  

Corner Eruera & Hinemaru Streets, Rotorua, New 

Zealand 

Tel：64-7-3471234 

第七天 

7月 16日 

星期三 

上午 
參訪羅托魯阿市政建設及羅托魯阿美術歷史博物館

(含毛利文物) 

 下午 參訪毛利原住民文化村 

16：15 拜會羅托魯阿市長 Ms Steve Chad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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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與羅托魯阿市政府主管餐敘 

下榻飯店：Millennium Hotel  

Corner Eruera & Hinemaru Streets, Rotorua, New 

Zealand 

Tel：64-7-3471234 

第八天 

7月 17日 

星期四 

上午 由羅托魯阿返奧克蘭 

 

下午 

14：30 

中華電視網（WTV）專訪蔡副市長暨葉局長、吉娃

思主委 

16：30 奧克蘭國際機場 check in 

18：30 自蘭奧克蘭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 052 返臺  

20：10 抵澳洲雪梨(中途停留站) 

22：10 自雪梨搭乘同班機返臺  

第九天 

7月 18日 

星期五 

05：55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08：10 返抵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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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成員名單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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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炳坤 臺中市副市長 

督導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演出活動及訪問團

各項事宜 

 

副團長 葉樹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綜理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演出活動及訪問團

各項事宜 

 

團員 陳文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科長 

負責文化交流展覽、參訪

行程紀錄及參訪活動進行

等工作 

 

團員 張月芬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約聘人員 

負責文化交流展覽、參訪

行程、現場揮毫及舞蹈演

出活動聯繫、進行等工作 

 

團員 蔡長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約僱人員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參訪

行程、現場揮毫及舞蹈演

出活動進行及紀錄等工作 

 

團員 李素月 藝術家（水墨）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團員 蕭世瓊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

教授；藝術家（書法）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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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 莊連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學系教授；藝術家（水墨）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團員 黃雅玲 泰雅原舞工坊團長 
負責文化交流演出活動進

行相關事宜 
 

團員 林曉玟 泰雅原舞工坊舞者 負責文化交流演出活動  

團員 馬瑞竹 泰雅原舞工坊舞者 負責文化交流演出活動  

團員 彭筠雅 泰雅原舞工坊舞者 負責文化交流演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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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任務目的 

臺中市在文化發展上，積極形塑獨特都會文化樣貌與世界接軌，以

地方文化的深度及多元文化厚度，推動各項藝文展演活動，期能成為國

際文化藝術之都。1996 年開辦的大墩美展，即秉持此發展願景努力不

懈，透過藝文競賽的激勵方式，培養市籍藝術專業人才，建構地區文化

深度，並擴展為全國性的大型美展，提供國內藝術創作者競技切磋的藝

術舞臺，進而廣納世界藝術風貌，躍升為國際型美展，豐厚臺中市在地

文化，引發世界藝壇的得注目。 

自2007年開始，大墩美展透過舉辦優秀作品海外交流展覽的方式開

創國際城市交流，7年來歷經大陸廈門及杭州、日本京都與沖縄、美國

德州、澳洲坎培拉、印尼雅加達等地展出的成功之行，都獲得熱烈的迴

響。今年為加強文化藝術的交流與推廣，至紐西蘭的文化交流展覽較以

往有更大、更豐富的規模與內容，突破往年在單一城市展出的限制，除

了安排大墩美展歷屆典藏作品在臺中市姐妹市-奧克蘭市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辦理「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

交流展」，為擴大效益，在紐西蘭北方旺加瑞市藝術博物館另推出「珍‧

藏‧臺中」特展，朝本市多元文化特色及配合旺加瑞市環境特點規劃，

加入原住民族珍貴的編織工藝文物元素、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及隨團

出訪藝術家精彩作品等。現場並陳列近年臺中市致力推展原住民族文化

產業的成果及文化局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文創產品展示。 

臺灣原住民族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端，與位於最南端的紐西蘭，

一北一南有著相關的血脈聯結。在時代變遷與外來文化的衝擊下，臺灣

與紐西蘭同樣面對著珍貴原住民族文化快速消失的困境，因此特擇於毛

利文化豐厚的旺加瑞市舉辦「珍‧藏‧臺中」特展，希望藉由此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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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旺加瑞友人進行原民文化交流。  

在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協助安排下，由蔡副市長炳坤率

團，成員包含文化局長葉樹姗、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委吉娃思‧巴萬、

業務團隊、市籍藝術家李素月、蕭世瓊及莊連東 3 位老師與泰雅原舞工

坊 4位舞者的文化訪問團在紐西蘭久雨初霽到訪，奧克蘭市與旺加瑞市

以和風麗日笑迎來自「臺灣之心」的文化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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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本市大墩美展赴紐西蘭奧克蘭進行文化交流展出計畫原訂於去(102)

年辦理，然因該市去年進行市長選舉活動，在相關單位業務繁忙，且奧

克蘭市立美術館展期已滿檔因素下，去年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覽改於浙

江美術館展出，紐西蘭之行則延至今(103)年執行。 

藝術是人類彼此溝通交流的最佳語言，也是傳達共同情感與友愛精

神的真摯展現。奧克蘭市與臺中市締有姐妹盟約，為紐西蘭唯一與我國

城市締結姐妹市者；而旺加瑞市豐厚的毛利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族同屬

南島語族，有著相關的血脈聯結，因此，前往此 2 地辦理文化展覽活動，

對臺紐兩國人民交流具有積極意義，這也是文化局積極將臺中市最重要

的大墩美展規劃到紐西蘭交流展出的主要原因。 

 

第一天  7月 10日（星期四）   

由蔡炳坤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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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於本(103)年 7

月10日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CI053班機經澳洲布里斯本機場過

境前往紐西蘭奧克蘭。 

 

第二天  7月 11日（星期五）   

於傍晚時分抵達紐西蘭奧克蘭國際機場，我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

辦事處丁樂群處長及吳懷健副處長、周志堅組長、陳江奇秘書等同仁與

當地僑界僑領到機場接機並協助禮遇通關等事宜。提領行李後隨即前往

餐廳，由丁處長夫婦設宴為團員們接風，席間，丁處長為蔡副市長及葉

局長等人介紹當地僑界重要僑領及奧克蘭與我國政、經及學界交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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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與團員們閒話家常，平易近人的作風，使得在場所有人員倍感親

切自然。 

【奧克蘭市(Auckland)】為紐西蘭北島第一大城，大奧克蘭地區人口約

150 萬人，佔紐西蘭人口 34％，同時也是一座天然良港，素有“City of 

Sails”帆船之都美譽，市區居民擁有帆船的人數遠超過擁有汽車的人

數。其佔地面積非常廣大，共包含奧克蘭市(Auckland City)、北岸市(North 

Shore City)、馬努考市(Manukau City)、懷塔卡瑞市(Waitakare City)及 3

個行政區(Franklin, Rodney and Papakura Districts)。 

 

第三天  7月 12日（星期六） 

上午，文化交流訪問團與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人員會合後，由丁處長

夫婦及辦事處同仁陪同赴旺加瑞市(Whangarei)，約需 2 個半小時車程。 

途中停留 Longview 酒莊，旺加瑞市 Sharon Morgan 副市長及旺加瑞

藝術博物館 Scott Pothan 館長陪同參觀。Longview 酒莊屬家族酒莊，出

品的酒款多數自種自釀，純淨的紐西蘭生產出美味的紅、白葡萄酒。 

下午的行程安排參訪 Quarry 藝術中心，Sharon Morgan 副市長及

Scott Pothan 館長全程陪同，Sheryl Mai 市長百忙之中(旺加瑞大雨成災，

Mai 市長忙著勘查災情)亦趕到現場與團員們寒暄。Quarry 藝術中心座

落於小山城中，由一個舊採石場改建而成，是一個社區藝術中心，透過

Northland Craft 基金會運作，提供獨立的空間供藝術家創作，並開放免

費參觀。我們穿越庭園漫步，看到駐地藝術家在他們的工作室努力創

作，種類非常多元，有工藝、版畫、木雕、玻璃、陶瓷、油畫…等，可

以直接跟藝術家互動交談，若您喜歡他們的作品，直接向藝術家或至展

售中心購買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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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雙方成員進行餐敘，氣氛溫馨熱絡，對於明天開始在旺加瑞

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珍‧藏‧臺中」特展，充滿信心與期待。 

【旺加瑞市(Whangarei)】位於紐西蘭北島北端，屬大旺加瑞地區之自

治市，大旺加瑞地區人口約 7 萬 5,000 人，旺加瑞市人口約 3 萬 3,000

人，該區花卉栽培、酪梨等水果及漁產均豐富，因山坡地較多，畜牧不

及地處平原之懷卡多區，但森林茂密，林業發達，目前中國大陸係該地

區最大之木材買主。 

 

第四天  7月 13日（星期日）   

清早出發參觀 Whangarei Fall 景點，流水湍急，林木參天，綠草如

茵，雖經大雨洗禮，但絲毫不減其美意，路跑運動的人們與稍帶涼意的

空氣，使團員們精神振奮迎接忙碌一天的開始。 

市政建設巡禮之後，接著前往旺加瑞藝術博物館進行「珍‧藏‧臺

中」特展展覽場地及開幕式會場最後的布置工作。一下車，「珍‧藏‧

臺中」特展的宣傳海報即映入眼簾，熟悉的作品圖案及“A Symphony of 

Culture: Treasures from the Heart of Taiwan”的標題，讓人看了又親切、

又興奮。場內展品一一就緒，正進行燈光調整與場地清潔各項工作，書

畫現場揮毫的場地也在李素月老師、蕭世瓊老師及莊連東老師的協助下

安排妥適，泰雅原舞工坊的黃雅玲團長與演出的小舞者們也忙著彩排走

位的順序，惟音響的播放，未如預期的順利，再三調整，還是差強人意。 

此次於紐西蘭旺加瑞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珍‧藏‧臺中」特展，以

臺中的多元文化特色規劃，分為三個展出部分，希望讓觀賞者從中欣賞

本市現代藝術的發展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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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的「珍」字，在中文字義為珍貴、珍寶，指的是臺中市收藏保

存的原住民族珍貴文物。臺灣原住民族屬南島語系，是南島語族分布的

最北端，與位於最南端的紐西蘭一北一南有著相關的血脈聯結。在時代

變遷與外來文化的衝擊下，臺灣與紐西蘭同樣面對著珍貴原住民族文化

快速消失的困境，為負起保存先民文化資產的重要使命，本市致力推動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薪傳，並為加強行銷原住民族特色文化而努力。臺中

市的原住民族以泰雅族居多，泰雅族人傳統生活以狩獵、山田燒墾為

主；織布技術發達，技巧繁複且花色精巧，其中以紅色象徵血液，具有

生命力，可以避邪，故而喜好紅色服飾。此次特別從文化局典藏品中精

挑細選 27 件珍貴的原住民編織工藝文物展出，希望能與旺加瑞市友人

進行原民文化交流。    

第二部分的「藏」，即為文化局所典藏的現代美術作品。本市美術

發展蓬勃，畫壇創作呈現多元面貌，文化局除了購藏具代表性的當代藝

術家作品外，每年並經由舉辦比賽，徵集獲獎優秀藝術家作品購入館

藏。此次精挑細選的 47 件典藏展品，內容包括水墨、書法、篆刻、膠

彩、油畫、水彩、版畫、工藝及雕塑各類別的代表作，由此部分可看到

臺灣近代藝術的發展概況。  

而第三部曲「臺中」，是本次隨行出訪藝術家-李素月老師、蕭世

瓊老師及莊連東老師的作品展出。這三位老師都是傑出的臺中市籍中生

代藝術家，創作風格及媒材以東方的筆墨為主，但在傳統中融入現代藝

術創作理念，注入新元素與新技法，展現個人獨特的墨韻與內涵，汲古

出新，抒情放逸，呈現出不同於西方藝術的特有風韻，讓觀賞者有耳目

一新、意外驚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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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展場的各項準備工作後，訪問團也沒得閒，在丁處長及辦事處

同仁的陪同下，又驅車前往旺加瑞市政府，進行拜會 Sheryl Mai 市長的

行程。 

Mai 市長親自為團員們介紹市政府館舍設備，贈送小禮物並與大家

合影留念，Morgan 副市長也為團員們準備了她栽種的美麗蘭花，不分

男女老少，同等對待。蔡副市長與局長也準備了禮品回贈，送給 Mai 市

長是本市生產的漆器菓盒與李素月老師的水墨畫作等，送給 Morgan 副

市長的是洪易老師的小花貓與莊連東老師的書法作品，二位女士對於收

到的禮物都愛不釋手。 

「珍‧藏‧臺中」特展開幕式於下午 2 時假旺加瑞市藝術博物館舉

行，展期自 7 月 13 日起至 9 月 21 日止，展出以本市典藏的原住民族珍

貴文物、各式現代美術作品及 3 位市籍中生代傑出藝術家-李素月老師、

蕭世瓊老師及莊連東老師聯展的 89 件經典作品，串連起三部風格各異

的樂章，讓觀賞者從中領略本市藝術文化的發展風貌，將臺中市的城市

美學分享給國際友人。此次展出的多樣貌藝術規模與精彩盛況，在國外

美術展覽中是難得一見的。 

展覽開幕儀式在毛利長老的傳統祝禱儀式中揭開序幕，長老以毛利

語吟唱感謝祖靈賜予今日的一切，也祝福今天的交流順利，過程莊嚴肅

穆。旺加瑞 Mai 市長致詞表示，感謝臺中市政府及駐奧克蘭辦事處團隊，

在短短 3 個月內，積極策辦該展順利舉行，旺加瑞市將其列為本年度的

國際文化藝交流重點，也是兩城市交流的開始，期待未來能進行更多交

流，促進雙方的瞭解與合作。藝術博物館 Pothan 館長、蔡副市長炳坤、

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丁總領事樂群也分別給予這次的展出最

高的評價與祝福，各界人士近 300 人參與，並有紐西蘭最大華文電子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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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華電視網(WTV)及華文報「華頁」派員全程採訪。 

3 位隨團出訪藝術家的書畫現場揮毫，展現個人獨特的墨韻與內

涵，讓觀賞者有耳目一新、意外驚艷的震撼！另外，規劃展出的臺中市

的文化創意特色，將本市的茶藝、陶瓷、手工藝等精緻產品帶給紐國民

眾認識與欣賞，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臺中市推展原住民族文化成

果及文創產品展示，將本市致力推展原住民族文化產業之成果分享予國

際，並促進臺紐兩國原民文化交流。配合這次的展覽開幕活動，文化訪

問團中的泰雅原舞工坊 4位舞者，以泰雅、阿美等族舞蹈與嘹亮的歌聲

詮釋臺灣原住民族特有文化，成功寫下臺紐兩地文化交流新扉頁。  

27 件珍貴的原住民編織工藝文物、47 件呈現臺灣近代藝術發展面

貌的各式現代美術作品與 15 件汲古出新，抒情放逸的東方筆墨藝術創

作，在藝術無國界的理念下，展現臺中市的熱力活現、魅力十足，並增

進臺紐兩地人民文化的交流，加深彼此之間友好關係，共同留下「珍藏

臺中」的記憶。多位參與展覽開幕式的僑胞紛紛表示，此次展覽為他們

旅居紐西蘭後所見來自我國展件規模最大、曝光最多、最精彩之展覽活

動，令我們備感榮耀。 

在完成「珍‧藏‧臺中」特展開幕式活動後，訪問團又立即啟程轉

還奧克蘭，為另一個展覽活動-「2014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的

開幕式進行準備工作。 

 

第五天  7月 14日（星期一） 

翌日一早，行程安排訪問團參訪奧克蘭博物館及城中區圖書館。奧

克蘭博物館 (Auckland Museum)名稱原為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為紀念在戰爭中死傷的人民而籌建，

是紐西蘭規模最大的博物館，位於奧克蘭中央公園，是一所收藏歷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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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物的博物館，哥德式的建築矗立在一個地勢略高的地方，擁有景

緻宏偉的市區及海港風光。 

奧克蘭博物館入口處大廳採 3 樓挑高設計，讓參觀者一進門就有廣

大、寬闊之感。館藏陳設豐富，1 樓陳列紐西蘭最重要的毛利寶藏和波

里尼西亞之木雕手工藝術品及武器等，介紹毛利和南太平洋群島的文

化，包括 25 米長的獨木舟、依實際比例打造的毛利會堂及駐所等，繁

複的雕刻工藝，粗獷中又帶有幾何線條的精緻；2 樓則以有關自然歷史

的展覽為主，展出已絕種巨大恐鳥的復原模型，及紐西蘭特有鳥類如奇

異鳥、短翼雉雞的標本，奇異鳥是紐西蘭的特產，也是紐西蘭的國鳥及

象徵，因其尖銳的叫聲「keee-weee」而得名，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夜間

進行，覓食時用尖嘴靈活地刺探，長嘴末端的鼻孔可嗅出蟲的位置，進

而捕食；3 樓展出近代戰爭的史料、大砲等武器。 

城中區圖書館是奧克蘭最大的圖書館，週一上午仍有不少的人潮，

書籍採開放式陳列，我們發現，架上陳列除英語圖書外，亦有大量中文

書籍和有聲資料，還有不少其他亞洲語言的出版品，以及許多歐系語言

的出版品，為的是讓移民子女有機會培養母語的讀寫技能。為此，該市

議會責成圖書管理委員會調查，依照各族群在全市人口中的比率來決定

各語種所占的配額，確保各種族在學習權利上的均等。臺灣已是一個新

移民社會，外籍配偶及勞工人數不斷持續增加，若能參考奧克蘭城中區

圖書館的作法，正視各移民族群的文化傳承。 

最後，館方導覽人員還為我們示範最新供民眾使用的 3D列印設備，

及館藏珍貴的手稿書，讓團員們眼界大開。局長貼心地準備了本局近期

出版的中英文兒童圖書及臺中市介紹等書籍贈送給館方，以充實其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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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由奧克蘭市政府設歡迎餐宴，市議員George Wood主持。George 

Wood 為大奧克蘭區合併前北岸市長，我臺中市首與其締結姐妹市情

緣，至今 George Wood 仍與胡市長及臺中市保持親密的友好關係。 

餐後，訪問團兵分二路，蔡副市長、葉局長及吉娃思巴萬主委等長

官在駐處人員陪同下赴奧克蘭市政府拜會 Len Brown 市長，其餘團員則

趕往 Pah Homestead 進行展覽開幕式彩排等前置作業。 

蔡副市長會見 Len Brown 市長時，奧方陪見人員包括：奧克蘭市議

員 Alf Filipaina、毛利法規會主席 David Taipari、市長辦公室顧問 Rory 

Palmer、奧市經濟發展廳董事 Danny Chan(陳少杰)及奧市國際事務處代

理科長 Sanchia Jacobs 等人，蔡副市長首先代胡市長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感謝 Brown 市長珍貴的情誼及大力促成這項有意義的文化交流活動，並

就「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於 102 年 12 月簽署後，奧克蘭市與臺

中市在經濟文化合作的文化交流、觀光活動、貿易投資及農特產品等合

作方案進行更深入討論。 

「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在晚間 6時於奧克蘭市 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 隆重揭幕，自歷年來大墩美展最

高榮譽「大墩獎」壓箱寶中精選展出的 32 件典藏精品，包括工藝、雕

塑、數位藝術、攝影、版畫、水彩、油畫、膠彩、篆刻、書法、墨彩等

11大類別，件件別具特色，均屬精采傑作。獲得當地藝術人士與熱情民

眾的讚賞，展期自 7 月 14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奧克蘭市 Len Brown 市

長、市議員 George Wood 與 Alf Filipaina、TSB Wallace Arts Trust 執行長

Sir James Wallace 及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丁處長樂群伉儷及各

界僑領等貴賓都踴躍出席盛會，約有 480 餘人參與，除向蔡副市長率領

的文化交流團表達熱情歡迎之意，並祝賀此次展出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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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隆重而熱烈，首先在當地毛利族祝禱歌舞中開場，緊接著

此行文化訪問團的泰雅原舞工坊 4 位舞者演出原住民舞蹈，帶領大家一

起合唱「高山青」，並邀請與會貴賓一起共舞，場面熱鬧非凡。蔡副市

長表示，臺中市致力於發展成為國際藝術文化城市，大墩美展舉辦 19

年來已成為國際上知名的國際美展，要獲得大墩獎相當不容易，今天在

奧克蘭市展出的作品都是萬中取一的精品，相當巧合的是本屆有一位紐

西蘭藝術家獲得攝影類第一名。藉由此次大墩美展典藏藝術精品在紐西

蘭奧克蘭市的藝術聖殿展出，能讓姐妹市的國際友人認識臺灣美術發展

現況，使雙方情誼更加深厚，並透過美術交流及經驗交換，拓展大墩美

展的國際知名度，吸引更多藝術創作者踴躍前來交流競技。TSB Wallace 

Arts Trust 的執行長詹姆士‧華勒斯爵士同時也是紐西蘭最大收藏家，

在開幕致詞中也承諾明年會把基金會最精彩的館藏品帶到臺中作交流

展出。Len Brown 市長致詞表示，臺中市與奧克蘭市係姐妹市，他相當

重視與本市之文化交流合作關係，感謝大墩美展精彩作品在奧克蘭市展

出，肯定丁處長對雙邊關係上的努力及對僑界之貢獻及渠有意願明年再

度率領經貿訪問團訪問本市。 

為交流東方藝術特色，使紐西蘭民眾更能深入理解體會本次展覽的

精華所在，訪問團於展覽現場由 3 位書畫家(李素月、蕭世瓊及莊連東

老師)分別示範書法及水墨畫的創作過程及特色，過程中來賓不斷就各

種技巧、理念及好奇之處提出詢問，老師們亦耐心一一回答，藉此觀摩

學習，讓兩國不同藝術文化相互激盪，進而了解、認識與尊重，博得現

場來賓熱烈讚賞，遲遲不捨離場。 

當晚，訪問團團長蔡副市長設宴答謝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及僑界等友人，感謝其盛情協助，使得此次文化交流活動及展覽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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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圓滿進行，餐敘間賓主盡歡，並約定再相會於臺中市。 

 

第六天  7月 15日（星期二） 

奧克蘭既稱為帆船之都，其碼頭港口與濱海開發工程想必不容錯

過。奧克蘭濱海開發公司主推的 Wynyard 濱海開發區，是目前奧克蘭非

常吸引人注意的旅遊景點，作為擁有豐富海港資源的城市，奧克蘭濱海

旅遊的未來前景十分令人看好。Wynyard 濱海開發區目前主要項目包

括：Wynyard Central(Wynyard 創意中心)，力爭在 20 年內成為亞太地區

最佳的高科技創意產品展示場所；Marine Site(海上中心)，向世人展示

紐西蘭遊船、快艇及周邊服務的水準，擁有 300 個房間，可以俯視奧克

蘭海港的五星級賓館。 

在紐西蘭奧克蘭阿爾伯特公園(Albert Park)內靠近女王街一側的白

色的巴洛克式漂亮建築物，就是奧克蘭美術館(Auckland Art Gallery)，建

於 1888 年，是紐西蘭最大的美術館，收藏有歐洲美術作品和紐西蘭現

代美術作品。毛利藝術展品是奧克蘭美術館的重點，這裡可以看到許多

歷史性的毛利藝術作品，使觀賞者對毛利人的生活和文化有較深入的認

識。主要的鎮館收藏品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著名本土肖像畫家林道爾

(Gottfried Lindauer, 1839-1926) 與高第(Charles Goldie, 1870 - 1947)的作

品，不僅生動細膩技巧高超, 同時也是研究毛利文化歷史的重要參考資

料，在早期紐西蘭畫家筆下，畫出了紐西蘭土著的肖像，及殖民者當初

抵達紐西蘭的情景，毛利人與外來定居者的激烈衝突、侵略和相互交流

的心路歷程，在視覺上讓人時光倒流，回顧昔日不少的社會及政治紛

爭。奧克蘭美術館 Rhana Denport 館長表示有意將該館典藏之 50 餘幅毛

利經典藝術作品與本市進行文化交流，擬積極聯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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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驅車前往豪洛基市(Hauraki)，John Tregidga 市長率相關主管

人員在 Ohinemuri 公園的 the bottle by the Criterion Bridge，以毛利迎賓

式迎接訪問團成員，我團泰雅原舞工坊舞者亦以原住民歌舞答謝，雙方

互贈禮物及合影留念。Tregidga 市長曾於今年 4 月訪問本市。 

【豪洛基市(Hauraki)】位於紐西蘭北島，屬懷卡托(Waikato)地區之自

治市，面積 1,144 平方公里，人口約 1 萬 9,000 人，其中 80％以上從事

畜牧，區內水質清潔，牧草品質良好，為懷卡托地區主要農畜區之一。 

天色倏忽轉黑，燈火昏暗，訪問團再度啟程前往羅托魯阿市。 

 

第七天  7月 16日（星期三） 

【羅托魯阿市(Rotorua)】位於紐西蘭北島中部、羅托魯阿湖畔，是一

個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城市，為紐西蘭最大毛利部落-蒂阿瓦拉部落的家

鄉，面積有 2,7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7 萬人，是北島僅次於奧克蘭的大

型觀光都市，由於地處火山活動旺盛的地熱區，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溫

泉鄉特有的硫磺味，主要產業為觀光、農業、林業、零售業等。 

羅托魯阿地區以林業馳名，市郊有林地 125 萬英畝，其中人造林有

30 萬英畝，主要種植加利福尼亞輻射松，有少量紅杉林。今日一早，訪

問團安排了一小段紅杉林區行程，處處可見筆直的紅杉、數人牽手才能

將其圍繞，感嘆造物者之恩賜！靜心享受天然芬多精的洗禮。 

另一心靈洗禮是參訪羅托魯阿美術歷史博物館(Rotorua Museum of 

Art & History)，該館建立於 1908 年，環境優美、建築典雅，花園中點綴

著數座古典主義風格的大理石雕塑作品，屬於小型的地方性博物館。博

物館的前身是「巴恩議院」，後由政府投資修建成為一個溫泉療養的「浴

池房」，是紐西蘭政府最早成立的觀光建設，成為著名的地熱溫泉治療

場域，浴場在 1966 年關閉後，仍有部分的浴室被保存下來，用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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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溫泉療養所的風貌。該館收藏了毛利人珍寶及地熱歷史展覽資料與

現代藝術展覽，讓訪客藉由展覽認識羅托魯阿毛利人生活與溫泉發展的

獨特歷史文化。 

博物館還有一間小劇場，播放 Rotorua 的歷史及 1886 年火山爆發淹

沒村莊的影片，為增加臨場感，當火山爆發時小劇場的椅子還會隨著畫

面情節搖動。 

羅托魯阿是紐西蘭毛利人集中的地區，毛利部落及文化景點隨處都

是，為更深入了解毛利文化，我們特別造訪了 Te Puia 毛利文化村，它

不僅是一個文化觀光園區，也是毛利傳統技藝學習中心，提供毛利人傳

授毛利雕刻及編織工藝，訓練毛利青年學習就業技能，在毛利族工藝文

化的傳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進園區入口，就看到 12 座醒目的大型木雕，每一座木雕都象徵

著一位守護神，而連結交織的密網則代表著毛利人與祖靈的互動交流，

門前的大黑石則代表生命力，對毛利人來說是神聖的起源。 

園區毛利專業導覽人員帶領訪問團團員參訪戶外園區，包括毛利家

屋、傳統聚落、聚會所及廣場，並參與毛利傳統歡迎儀式及觀看毛利傳

統舞蹈演出，毛利人以鼻子互相碰觸來表達問候的方式，遇到敵人出現

時藉由震耳欲聾的叫喊聲、踱步聲及伸長舌頭瞪眼驚嚇對方，擁有美妙

的歌聲與曼妙的舞姿(戰舞及甩球舞)，熱情邀請來賓同歡。沿著叢林聽

著解說觀賞野生鳥類，參觀紐西蘭國鳥奇異鳥室，學習該國環保生態復

育計畫；園區內還有獨特的火山與地熱環境，是世界著名的間歇噴泉，

每天噴發 10-25 次，有時會出現高達 30 米高的溫泉噴柱，相當壯觀，讓

團員們見識到毛利人在推動其文化觀光產業的用心。 

參觀 Te Puia 毛利文化村後，訪問團赴羅托魯阿市政府拜會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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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dwick 市長，Chadwick 市長率市府重要官員接待本團，泰雅原舞工坊

舞者再次展現精湛、純熟的原住民歌舞，雙方並互贈禮物及合影留念。

Chadwick 市長對我團此行赴紐西蘭進行文化藝術及原住民文化交流之

活動，認為深具意義並給予高度的肯定，盼續與我進行交流合作，深化

雙方友誼。 

晚上，雙方成員進行餐敘，氣氛溫馨熱絡，對於未來雙方交流合作，

充滿信心與期待。 

 

第八天  7月 17日（星期四） 

清早，訪問團起程趕返奧克蘭，為的是把握最後的一點時間，再為

行銷臺中市及此次奧客蘭、旺加瑞 2 地的展覽做宣傳，蔡副市長暨葉局

長、吉娃思主委赴中華電視網（WTV）接受專訪，分享紐西蘭文化交流

行心得與感想。我訪問團在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同仁的陪同

下，驅車前往奧克蘭國際機場辦理離境手續，丁處長樂群親自前來送

機，我團搭乘中華航空 CI052 班機經澳洲雪梨機場過境返回臺灣。 

因為各方的參與及付出的心力，此次活動行程雖緊湊，但都有最妥

善的安排，成就了成功的文化出擊，希望藉由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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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7月 18日（星期五） 

凌晨 5 時 55 分我訪問團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赴紐文化交

流訪問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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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廣泛多元的文化藝術交流，對促進與鞏固臺紐的友誼具有實質的助

益與成效，藉由美術展覽的觀摩學習，得以讓不同藝術文化之間相互激

盪，進而了解、認識與尊重。紐西蘭為世界聞名之族群融合國家，對於

推展毛利人、太平洋島嶼原住民之語言復甦、教育及文化保存等工作不

遺餘力。 

此次赴紐西蘭進行文化交流展出，不論是奧克蘭地區的「2014 臺中

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或是旺加瑞的「珍‧藏‧臺中」特展，文化外

交活動均十分成功，成果豐碩，訪問團於參訪行程中經驗許多正式的毛

利傳統歡迎儀式，所到之處備受禮遇。舉行展覽活動開幕式，紐西蘭最

大華文電子媒體中華電視網(WTV)及華文報「華頁」均派員全程採訪；

另，蔡副市長、本局葉局長及原民會吉娃思主委於 7 月 17 日下午前往

中華電視網接受現場採訪，分享紐西蘭文化交流行心得與感想，該臺並

自 7月 14日至 17日連續 4天報導「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及「珍‧

藏‧臺中」特展開幕式新聞與專訪，宣傳效果良好，為雙方未來持續的

文化交流打下良好基礎。 

「2014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與「珍‧藏‧臺中」特展，在

我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丁處長樂群及全體外交人員的鼎力協

助安排下，得以順利地在 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 及旺加瑞藝術博物館展出；大奧克蘭地區僑界的熱情支持，是鼓

勵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均謹在此一併表達最深的敬意與謝意。 

此次展覽除了精彩的作品及盛大隆重的開幕式以外，隨團 3 位藝術

家的書畫揮毫示範，與 4 位泰雅原舞工坊舞者的原住民舞蹈表演，均如

期按原訂計畫順利完成。密集有效率的參訪拜會行程，讓我們吸收學習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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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動露出方面，紐西蘭媒體刊登計有「印度新聞網」(Indian 

Newslink)2 篇報導，「紐西蘭太平洋島民及毛利之聲報」(New Zealand 

Pacific & Maori Voice)、紐西蘭北島 Savvy-The Northern Advocate 英文月

刊、中文報「華頁」及「紐西蘭先驅報(周末版)」(New Zealand Herald

【WeekendHerald】)各 1 篇報導。 

展覽及參訪行程的籌備與執行，是一場與時間、精力的競賽，準備

的時間永遠嫌不夠，規劃永遠希望能再詳盡些。期能將最好、最完善的

活動分享給國際友人和當地僑胞，發揮文化交流和城市行銷的效益。 

 

 

 

一、周全縝密規劃與密切聯繫，促使活動豐富圓滿 

雖有多次國際文化交流的成功經驗，但行政團隊絲毫不敢鬆懈，秉

承葉局長指示，戰戰兢兢，對於此次的行程與交流的內容，要求更加的

嚴謹，規劃亦更加的縝密與豐富。長達 2年餘馬拉松式的聯繫作業，來

回於臺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旺加瑞藝術博物館及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等單

位，終於順利完成了此文化交流活動的展覽場地、拜會機關、觀摩單位

與流程等各項細節的規劃。 

雖然活動規劃的聯繫過程歷經多次的波折，與無數次行程的異動調

整，行政團隊均能積極任事、克服萬難，將最完整、最順暢的行程抵定。

此次的文化交流內容可謂是歷來最豐富而緊湊的規劃，扣除搭乘飛機 3

天時間，實際交流活動僅剩 6 天，要走過 4 個城市，辦理 2 場展覽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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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 場書畫揮毫、4 次舞蹈演出及單位拜會、參訪，因此，訪問團有

時得兵分二路，行程密集，豐收滿盈。 

 

二、傑出藝術展品，展現文化軟實力 

展覽的規畫不能只靠名稱來傳達訊息，重要的是展出的內容。展覽

的內容是影響整個展出活動成敗與否的關鍵，如何從中整理出一個適當

的焦點，端賴策展人對展出作品的認識與理解。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每

年相同的展品會一再的出現，在此情形下，思考相同展覽的不同議題，

或加入一小部分新的元素，產生新的觀點與意義就相對地格外重要。 

此次在本市姐妹市-奧克蘭市 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 辦理的「2014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囿於場地的限

制，業務單位從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中，精挑細選 32 件足以代表各

類別的作品，屬精緻、小巧又溫馨的展覽。「珍‧藏‧臺中」特展，則

朝本市多元文化特色及配合旺加瑞市環境特點規劃，加入原住民族珍貴

的編織工藝文物元素、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及隨團出訪藝術家精彩作

品等。現場並陳列近年臺中市致力推展原住民族文化產業的成果及文化

局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文創產品展示。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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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紐兩國間做了一場成功的文化交流與城市

外交。 

 

三、紐西蘭尊重族群文化的差異性及多樣性，對於毛利文化的保存與推

動值得借鑑 



 27 

紐西蘭是一個多族群的移民國家，所以極為重視多元文化價值，關

注境內各族群語言文化及風土民情的差異，政府對於多元文化的體認均

能落實在各項政策上，無論文化、藝術、工藝、教育、語言等，皆能包

容族群的差異性，以多元文化主義為施政目標，高度實現平等和諧的祥

和社會。 

紐西蘭政府為了不使毛利族獨特的雕刻及工藝等藝術失傳，在羅托

魯阿文化村設立毛利族手工藝學校，專門訓練年輕的毛利人學習傳統技

藝，在毛利工藝文化的傳承上扮演重要角色，此舉值得效法，用來保存

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四、毛利文物典藏豐富，考證典故並有系統地展示，值得效法 

「觀光帶動文化，文化創造觀光」，藉由文化設施的經營，可將有

形及無形的資產達到保存、展示、教育及永續傳承的目的，所以「文化

資產」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文化資源」。 

奧克蘭博物館及羅托魯阿美術歷史博物館的經營策略可以提供國

內博物館及民俗文物館經營的參考。我國政府在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

推動文化觀光的策略等，也都尚有檢討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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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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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位於臺灣西半部的樞紐位置，南來北往綿密的

交通網，讓臺中躍身為中臺灣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重鎮，儼然成

為「臺灣之心」(Heart of Taiwan)。 

為結合當前臺中市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拓展藝術新視野，促進城市

外交的理念。自 2007 年開始，大墩美展透過舉辦優秀作品海外交流展

覽的方式開創國際城市交流，7 年來歷經大陸廈門及杭州、日本京都與

沖縄、美國德州、澳洲坎培拉、印尼雅加達等地展出的成功之行，都獲

得熱烈的迴響，藉由大墩美展在各地的巡迴交流活動，散播文化的種

子，賡續展現大墩藝文風華。 

今年至紐西蘭的文化交流展覽較往年有更大、更豐富的規模與內

容。於本市姐妹市-奧克蘭市 The Pah Homestead, TSB Bank Wallace Arts 

Centre 辦理「2014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出歷屆大墩美展典

藏精品32件，可看到臺灣近代藝術的發展概況，展覽細緻又溫馨。旺加

瑞市旺加瑞藝術博物館「珍‧藏‧臺中」特展，則以臺中市多元文化特

色規劃，展出本市原住民族珍貴的編織工藝文物、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

品及隨團出訪藝術家(李素月、蕭世瓊及莊連東3位老師) 精彩作品等共

89件，件件精采難得。 

不論是旺加瑞「珍‧藏‧臺中」特展或是奧克蘭「大墩美展」文化

交流展的展覽開幕式，均在當地毛利部落長老的祝禱歌舞中揭開序幕。

泰雅原舞工坊用多元舞蹈與嘹亮歌聲詮釋臺灣原民特有文化，與毛利

「哈卡」的雄壯吼聲相呼應，李素月、蕭世瓊及莊連東3位老師展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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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特墨韻與內涵的書畫現場揮毫，讓與會中、外貴賓感受到現場濃烈

的藝文及原民文化交流氣息，清晰地感觸到「臺灣之心」深沉而有力的

搏動！所有與會來賓都給予這次交流展出最高評價與祝福。期望此次紐

西蘭之行，能增進臺紐兩地人民文化的交流，並加深彼此之間友好關係。 

藝術是人類彼此溝通交流的最佳語言，也是傳達共同情感與友愛精

神的真摯展現。在藝術無國界的理念下，透過美術展覽促進文化交流，

展現臺中市的熱力活現、魅力十足，發光於國際，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