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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舊稱「大墩」的臺中市，鼎盛的文風聞名遐邇，素有「文化城」的

美譽，由臺中市政府自 1996年開辦的大墩美展，以推展美學文化，鼓

勵藝術創作為宗旨，除了是臺灣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必爭藝術舞臺外，近

年來更吸引了全球諸多國家的優秀藝術家積極的參與，成為臺灣最重要

的大型美術展覽之一，並逐漸在國際藝文界打響了名號。為加強文化藝

術的交流與推廣，文化局自 2007年起逐年規劃將歷屆大墩美展典藏及

得獎作品巡迴於國外展出，多年來，蹤跡遍及三大洲，搭起臺灣與世界

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橋梁。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9個年頭，2015年，透過聖

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會的協助，大墩美展再次踏上美國本土，於 8

月 15日至 9月 30日假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San 

Diego Chinese Historical Museum)盛大展出，此次 60件歷屆典藏作

品，完整呈現太平洋彼端的城市藝術文化發展風貌，讓國際友人感受臺

中市的城市美學。 

 

本年度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活動於 2015年 8月 12日至 21日由王

志誠局長親自率團前往美國訪問，圓滿達成出訪進行文化交流的任務，

並寫下姐妹市的友好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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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行程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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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日 

星期三 

14:30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前集合出發 

 

19:20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 002 班機赴美國洛

杉磯  19：20 - 16：50（8/12） 

當地時間

16:50 

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晚上 

下榻飯店：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5711 West Century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5-5631, USA  

Tel：310-410-4000 

第二天 

8月 13日 

星期四 

上午 參訪洛杉磯臺灣書院(Taiwan Academy – Los Angeles) 

 

下午 

參觀好萊塢區星光大道(杜比劇院、TCL 中國戲院、

杜莎夫人蠟像館-入內參觀)，路經比佛利山莊

(Beverly Hills)、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 

晚上 

下榻飯店：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5711 West Century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5-5631, USA  

Tel：310-410-4000 

第三天 上午 前往聖地牙哥(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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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4日 

星期五 
下午

13:00 

抵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San Diego Chinese 

Historical Museum)，與 聖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

會王振威會長、莊紹文館長會合。 

14:00 
拜會聖地牙哥郡政府(由郡監督 Mr. Ron Roberts 接

待) 

16:20 
勘查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2015 臺中市大墩美

展文化交流展」展場及開幕式現場布置 

晚上 

下榻飯店：Holiday Inn Express San Diego 

Seaworld-Beach Area 

4540 Mission Bay Drive,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9, 

USA  

Tel：858-274-7888 

第四天 

8月 15日 

星期六 

上午 
與聖地牙哥中華藝術文化學會進行臺美藝術交流 

 (書畫揮毫及交流座談) 

 

下午 

14:00 

假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辦理「2015 臺中市大墩

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書畫現場揮毫活動 

晚上 

答謝宴-訪問團宴請聖地牙哥僑界人士及協助展覽

相關單位人員 

下榻飯店：Holiday Inn Express San Diego 

Seaworld-Beach Area 

4540 Mission Bay Drive,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9, 

USA  

Tel：858-274-7888 

第五天 

8月 16日 

星期日 

上午 

參觀卡布里歐國家紀念公園（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科羅拉多島(Coronado Island)及巴博

亞公園(Balboa Park)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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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參訪聖地牙哥舊城區(Old Town)-加州早期西班牙式

建築和歷史文化 

晚上 

下榻飯店：Holiday Inn Express San Diego 

Seaworld-Beach Area 

4540 Mission Bay Drive,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9, 

USA  

Tel：858-274-7888 

第六天 

8月 17日 

星期一 

上午 

參觀海港村(Seaport Village)、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Mildway Aircraft Carrier Museum)、經拉荷亞海岸(La 

Jolla)返回洛杉磯 

 
下午 抵洛杉磯 

晚上 

下榻飯店：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5711 West Century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5-5631, USA  

Tel：310-410-4000 

第七天 

8月 18日 

星期二 

上午 參訪蓋提藝術中心(Getty Center) 

 

下午 參觀海濱城市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 

晚上 

下榻飯店：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5711 West Century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5-5631, USA  

Tel：310-410-4000 

第八天 

8月 19日 

星期三 

上午 參訪杭廷頓圖書館(The Huntington Library) 

 

下午 
參訪諾頓西蒙美術館(Norton Simon Museum)、帕薩

迪納市政廳(Pasadena City Hal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diego/sanmb/hoteldetail
http://www.towngoodies.com/place:us-ca-san-diego-cave-store
http://www.towngoodies.com/place:us-ca-san-diego-cav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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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 洛杉磯國際機場 check in 

第九天 

8月 20日 

星期四 

00:50 
自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 001 班機返

臺  
 

第十天 

8月 21日 

星期五 

05：10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08：00 返抵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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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成員名單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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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誠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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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港區藝術中心主任 

綜理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及訪問團各項事宜 
 

團員 陳兆華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秘書室秘書 

負責文化交流展覽、參訪

行程記錄及參訪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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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揮毫及活動聯

繫、進行等工作 

 

團員 程代勒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

授；藝術家（書法、水墨）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團員 周良燉 藝術家（書法）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團員 林清鏡 
建國科技大學副教授；藝

術家（水墨） 

協助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揮毫等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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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任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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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藉由藝術為媒介，透過交流的機制，不同種族

之間才能展開對話，因為對話而瞭解，因為瞭解而尊重，也因為尊重而

相互接納，更因為接納才能共構和諧的世界。 

舊稱「大墩」的臺中市，鼎盛的文風聞名遐邇，素有「文化城」的

美譽，由臺中市政府自 1996年開辦的大墩美展，以推展美學文化，鼓

勵藝術創作為宗旨，除了是臺灣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必爭藝術舞臺外，近

年來更吸引了全球諸多國家的優秀藝術家積極的參與，成為臺灣最重要

的大型美術展覽之一，並逐漸在國際藝文界打響了名號。為加強文化藝

術的交流與推廣，文化局自 2007年起逐年規劃將歷屆大墩美展典藏及

得獎作品巡迴於國外展出，多年來，蹤跡遍及三大洲，搭起臺灣與世界

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橋梁。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9個年頭，文化局嚴選歷屆

典藏作品飄洋過海，在異鄉吹起陣陣臺灣的在地藝文之風，已造訪過中

國大陸廈門與浙江、日本京都與沖繩、美國德州、澳洲坎培拉、印尼雅

加達、紐西蘭奧克蘭及旺加瑞等地。2015年，透過聖地牙哥-臺中姐妹

市委員會的協助，大墩美展再次踏上美國本土，於 8月 15日至 9月 30

日假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San Diego Chinese 

Historical Museum)盛大展出，此次 60件歷屆典藏作品，完整呈現太

平洋彼端的城市藝術文化發展風貌，讓國際友人感受臺中市的城市美

學。 

本年度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活動於 2015年 8月 12日至 21日由王

志誠局長親自率團前往美國訪問，訪問團除業務團隊之外，特邀請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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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大墩美展評審委員的臺中市籍藝術家程代勒、林清鏡與周良燉老師

隨團出訪，在開幕儀式中進行書畫創作揮毫並與當地藝術團體進行筆會

交流，展現臺中市的文化熱度，各項活動均獲得當地各界熱烈迴響，圓

滿達成出訪進行文化交流的任務，並寫下姐妹市的友好新頁。 

本次活動在籌備及執行過程中，幸賴聖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會

及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的協助安排，隨團出訪藝術家的鼎力配合，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赴美展出及訪問行程得以順利進行，謹在此表達最

深的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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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本市大墩美展再度赴美進行文化交流展出計畫，幾經波折後，承聖

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會王振威會長、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莊紹

文館長等人協助，鼎力促成，將此一展覽安排於 2015年 8月 15日起至

9月 30日在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展出。 

聖地牙哥市與臺中市同屬終年陽光普照，四季氣候宜人，是最適合

人們居住的城市，且雙方締有姐妹盟約，長年以來一直保持友好的夥伴

城市關係。希望透過此次展覽，更能促進兩地之間的合作與文化交流，

並吸引更多的美國藝術工作者，踴躍前來競賽切磋。 

配合此次展覽活動組團辦理的文化交流訪問由王局長志誠擔任團

長，於 2015 年 8 月 12 日率團成行，展開為期 10 天的美國洛杉磯、聖

地牙哥參訪行程。 

 

第一天  8月 12日（星期三）   

由王志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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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一行 8 人，於 8 月 12 日自桃

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002班機於傍晚時分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

在通關提領行李後隨即驅車前往下榻飯店，準備養足神氣，展開文化交

流訪問之行。 

【洛杉磯 (Los Angeles)】按照人口排名，洛杉磯是加州的第一大城（擁

有超過 400萬人口），也是美國僅次於紐約市的第二大城，在 1781年由

西班牙人創建後，陸續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移民至此，因此，多達上百

個不同文化及語言，造就成今日多元化的城市樣貌。這座城市的魅力在

充滿無窮活力與多樣性，擁有各式各樣的體育賽事、音樂會等視聽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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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同時也是全球文化、科技、媒體、經濟、國際貿易中心城市之一，

處處彰顯著大都市的氣派繁華。 

 

第二天  8月 13日（星期四）   

訪問團的首站行程安排先跟自家人打聲招呼，於是一早就來到洛杉

磯臺灣書院，由當時即將返國述職的紀東陽主任接待。紀主任表示，臺

灣書院是政府拓展軟實力的途徑之一，洛杉磯臺灣書院主要透過「臺灣

研究及漢學研究」、「臺灣多元文化體驗」、「華語文教學服務」三大面向、

與國際社會來分享悠久、醇厚、又深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書院經常

舉辦各類臺灣文化特展、文化講座、文藝演出與學術研討會，並以遠距

教學及數位資源提供無疆界、無時差、更即時、更廣闊的華語文教學服

務，希望經由大家的耕耘與努力，將洛杉磯臺灣書院變成一個文化與友

誼的平臺，一個進行文化交心的處所。紀主任與團員們閒話家常，平易

近人的作風，使得在場所有人員倍感親切自然。 

洛杉磯是全世界電影的故鄉，有著數不清的一流的戲院，訪問團在

離開洛杉磯臺灣書院後，隨即前往好萊塢區星光大道，感受這城市千變

萬化的氣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於 2001 年啟用的杜比劇院(Dolby 

Theatre)，為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永久舉行地點，可容納 3,400名

觀眾，有全美最大的舞臺。平時的杜比劇院沒有頒獎盛事，所以長長的

樓梯也沒有鋪上紅地毯，但走在上面總有朝聖的感覺，且大墩美展的辦

理亦自許為美術界的奧斯卡，故來到此地，別有一番滋味湧上心頭。 

TCL中國戲院(TCL Chinese Theatre)有著中國古代宮殿式的飛簷樑

柱，正門外觀像是一個大型的中國寶塔，又像是一頂武士的頭盔，建築

採用大量的龍圖騰，大大小小的中國龍盤踞在戲院中，增添了幾許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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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中國戲院承辦了 1944年至 1946年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許

多好萊塢電影的首映也多在此舉行，1968年時被列入歷史文化地標。中

國戲院還有個特別的地方是，門口廣場的地板上有許多明星的手印、足

印與簽名，在人群雜沓中，我們仍找到了華裔導演吳宇森與演員成龍的

手印。 

漫步星光大道，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低頭尋找自己知道的明星，每

顆星上除了有人名外，下面還有此人對於演藝事業有貢獻的項目標誌，

例如：攝影機代表對電影有貢獻、電視代表對電視圈有貢獻、唱片就是

指對音樂有貢獻等等，目前已經有超過 2,500顆星在道上，臺灣知名的

影星李小龍和成龍也都各有一顆星鑲嵌在地上。 

最後一個行程來到杜莎夫人蠟像館，杜莎夫人蠟像館遍及全球各

地，英國倫敦的本館、美國紐約與拉斯維加斯、荷蘭阿姆斯特丹、澳洲

雪梨、日本東京、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大陸上海、武漢與北京等地都有

分館，據說每個分館的蠟像陳列都有不同，不變的是栩栩如生的感覺。

好萊塢的杜莎夫人蠟像館以電影明星居多，除了可以與明星們合照以

外，裡面還設計了很多場景與小道具讓參觀者拍照留念，是一項很貼心

的規劃，最後還有介紹杜莎夫人的生平以及蠟像製作的過程，也饒富教

育意義。 

【臺灣書院 (Taiwan Academy)】臺灣書院的設立源於馬英九總統之

文化政策，係文化部海外駐點。臺灣是華人文化重鎮，舉凡儒學、

佛學、禪宗、文學、建築、工藝、傳統民俗等，均較其他華文地

區得到更完整的保存與發揚。而臺灣文化的特色係以「生活方式」

為核心，文化特質表現在電影、詩歌、紀錄片等藝術及文化活動

型式中。「臺灣書院」之設立，提供藝文相關講座、活動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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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促進臺灣與國際社會的文化交流與發展，在海外進行小而美

的文化交流。 

 

第三天  8月 14日（星期五） 

上午，文化交流訪問團沿著美麗的南加州海岸線趕往位於南端的海

港城市-聖地牙哥市(San Diego)，約需 2個半至 3個小時車程。 

下午 1 點左右訪問團抵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San Diego 

Chinese Historical Museum)，與莊紹文館長及聖地牙哥-臺中姐妹市

委員會王振威會長會合，在二人的陪同下赴聖地牙哥郡政府拜會郡監督

(County Supervisor)Mr. Ron Roberts 與幕僚長 Mr. Salvatore Giametta，

Roberts 郡監督長期關注我聖地牙哥僑界之福利，推動華裔社群與主

流社會交流融合不遺餘力，故對於訪問團一行人的到來表示熱情歡迎

之意。王局長首先代表林市長致上最誠摯的謝忱，感謝 Roberts 郡監督

珍貴的情誼及對華裔社群的關注，邀請其撥冗出席明日大墩美展文化

交流展覽的開幕活動，並期許聖地牙哥與臺中市在經濟文化、觀光活動

等合作方案能有更頻繁的交流。 

續由 Roberts 郡監督為團員們介紹聖地牙哥郡 5 個不同區域所組成

的廣大幅員風貌與特色，包括沿海、內陸、山岳以及沙漠 4 種地形，郡

政府所在的聖地牙哥市座落在沿海地區，一整年都是溫暖而乾燥的氣

候，無論甚麼時候來都不怕遇上壞天氣，所以觀光渡假活動特別吸引

人。Roberts 郡監督並分享他在交通、環境及建築等方面的計畫與成功推

展經驗，還有他最新、最得意的交通規劃創意點子-空中纜車，周延的配

套措施與簡明的數據顯現他的用心投入，平易近人的風格與幽默風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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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讓賓主盡歡，在互動的過程中不難看出他對聖地牙哥充滿了情感與

無限的期待。 

拜會行程之後，訪問團又回到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進行「2015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覽場地及開幕式會場最後的布置工作。

囿於空間的限制，此次展品分 2個場館展出，所幸相隔距離不遠，觀賞

者仍可 2者兼顧，當場內展品一一就緒，王局長親自進行最後的審視作

業，書畫揮毫的場地也在程代勒老師、周良燉老師及林清鏡老師的協助

下安排妥適，完成展場的各項準備工作後就等明日大展身手。 

【聖地牙哥 (San Diego)】聖地牙哥是加州最南邊的郡，從瀕臨太平洋的

海岸到東部邊界的沙漠，這中間的地理景觀豐富而多變，讓聖地牙哥成

為一個風情萬種的都市，緊鄰墨西哥邊境，為美國第八大城，加州第二

大城，人口約有 135 萬人。聖地牙哥為加州的緣起之地，因為曾被西班

牙、墨西哥統治過，使得整座城市充滿異國情調氛圍，相較其他的都市

生活步調較慢，並以其全年溫和氣候及天然深水良港聞名，發展為著名

的旅遊城市，每年吸引大約 3 千萬名遊客前往。  

 

第四天  8月 15日（星期六）   

文化交流展覽開幕式時間配合當地的習慣，訂在下午舉行。但訪問

團一行人也不得閒，一早即由下榻飯店出發，精神振奮迎接忙碌的一天。 

上午，安排前往附近郊區一處風景秀麗的餐廳，與聖地牙哥中華藝

術文化學會進行書畫筆會及交流座談。該會緣起當地華僑為進行文化交

流聯誼而創立，文學、美術、音樂、運動、娛樂種類多元，水墨、書法、

油畫、雕塑等媒材不拘，科班、興趣、業餘人員均有。當學會會員介紹

他們攜至會場的作品賞析後，我方隨團出訪的老師也擺開陣勢，首由程

http://www.towngoodies.com/state:u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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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勒老師在全開宣紙上大筆一揮，「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8 個大字即活

靈出現，來賓嘆為觀止。緊接著周良燉老師的「飄若遊龍 矯若驚鴻」

與林清鏡老師的夏日墨荷，讓現場充滿高潮迭起的藝文氛圍，久久無法

散去。 

「2015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於下午 2時在聖地牙哥中華歷

史博物館隆重揭幕，由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劉麗容女士擔任司

儀，聖地牙哥市政府文化藝術部門執行董事 Ms. Dana Springs、聖地牙

哥郡幕僚長 Mr. Salvatore Giametta、美國第 52 區選出的 Mr. Scott 

Perterson 眾議員代表、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蒯秘書、聖地牙

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莊紹文館長、聖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會王振威會

長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王志誠局長等人分別致詞，當地多位僑界、學界

及藝文界人士亦到場觀禮祝賀，給予這次的展出最高的評價與祝福。 

開幕儀式隆重而熱烈，自歷年來大墩美展最高榮譽「大墩獎」壓箱

寶中精選展出的 60件典藏精品，包括墨彩、書法、篆刻、膠彩、油畫、

水彩、版畫、攝影、雕塑、工藝等 10大類別，件件各具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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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日起至 9

月 30日止。王志誠局長在開幕式中致詞，介紹臺中市近年來在文化方

面的發展成果以及未來的願景。配合這次的文化交流活動，文化局也邀

請了曾任大墩美展評審委員的市籍藝術家程代勒、林清鏡與周良燉老師

隨團在開幕儀式中進行書畫創作揮毫，3位藝術家展現個人獨特的墨韻

與內涵，精湛的書畫功力，博得滿堂喝采，現場揮灑的書法與水墨作品，

受到與會來賓爭相索求收藏，增進臺美兩地人民情誼的流動，加深彼此

間友好關係，在大家心中，共同留下「珍藏臺中」的記憶，並為文化交

流活動寫下了美好的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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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訪問團團長王局長以自助餐會方式設宴答謝聖地牙哥僑界友

人及協助展覽相關單位人員，感謝其盛情協助，在短短數月內，積極協

調策辦該展，使得此次文化交流活動及展覽能順利圓滿進行，期待未來

姐妹市能進行更多交流，促進雙方的瞭解與合作。餐敘間賓主盡歡，並

約定再相會於臺中市。 

 

第五天  8月 16日（星期日） 

在昨天完成「2015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及現場揮毫

交流的活動後，今天起的行程安排就以較閒適、輕鬆的方式進行，主要

的活動是參觀聖地牙哥與洛杉磯等地較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景點或美

術館群。 

來到聖地牙哥，洛馬岬(Point Loma)的卡布里歐國家紀念公園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是一個值得前往參觀的歷史景點。洛馬

岬半島，由北向南延伸，一邊是聖地牙哥港海軍基地、科羅拉多，另一

邊則是可以飽覽太平洋的明媚風光，這裡同時也是 1542 年第一位歐洲

人西班牙探險家卡布里歐 Juan Rodviguez Cabrillo(？～1543)登陸加

利福尼亞州土地的地點，也因此被劃定為國家紀念公園。園區內的遊客

中心詳細地展示加州歷史淵源以及卡布里歐這位探險家的諸多豐功偉

業，在凸出的懸崖邊亦有他雄偉的雕像，徒步即可至岩石邊的白色燈塔

是聖地牙哥代表性的地標之一。 

巴博亞公園(Balboa Park)是聖地牙哥最大的綜合公園，為 1915年

巴拿馬加州博覽會和 1935 年加州太平洋國際博覽會的展覽場地，除了

著名的聖地牙哥動物園外，還包括美術館、博物館、劇場、庭園等，約

有 30 座不同的公共設施，可以說是聖地牙哥的休閒娛樂及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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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週間的任何時間，總有大批人潮在園內參觀，錯落於廣闊土地上

的西班牙式風格建築群，非常值得花時間細細品賞，來趟人文漫遊。因

逢公園設置 100年紀念，訪問團幸運地欣賞了一場戶外音樂廳的精采管

風琴演奏。 

下午來到聖地牙哥的發源地舊城區(Old Town)，是著名的歷史文化

保留區，在 1769 年時，西班牙人在此地建教堂而發展出街道，成為聖

地牙哥最早開發的地區。舊城區保留了眾多歷史古蹟建築，如：教堂、

商店、馬車及戲院等，同時有各式巨大仙人掌，周圍並有許多紀念品店

和多間造形特殊的墨西哥風味餐廳，侍者穿著傳統服飾，現場並有演奏

傳統樂器，享受美食佳肴、聆聽美妙音樂，好似回到早期美國先民的生

活。聖地牙哥舊城區因建築保留完整成為熱門觀光景點，獨特的街景氛

圍吸引了無數的觀光客而熱鬧無比，值得本市在推動中區再生計畫時學

習。 

結束了舊城區的參觀後，我們回到聖地牙哥的市中心瓦斯燈街區

(Gaslamp Quarter) 用餐，由 16條 1860年代重建街道所構成的迷人國

家歷史特區有著餐廳、夜店、酒吧、精品名店與紀念品店，街道每隔幾

公尺就有一座瓦斯燈，如今再度成為市中心最熱鬧的大街，總是人潮眾

多而無比熱鬧。 

 

第六天  8月 17日（星期一） 

在離開聖地牙哥前，來到位於聖地牙哥港邊的海港村(Seaport 

Village)，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小店、餐廳以及美麗的港灣風景，周圍保

留了 1895年打造的噴泉、水池、長椅等懷舊設施，從清晨起就是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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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或觀光客休憩的最佳場所，看著粼粼的水波、飛翔爭食的海鳥，迎

著帶有海潮味道的微風與溫暖的陽光，好不愜意。 

聖地牙哥港本身就是一處美國海軍基地，所以遊客時常可以看見海

港邊停泊的軍艦。其中，中途島號航空母艦(Mildway Aircraft Carrier 

Museum)在第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下水服役，後來有參加越戰、海灣戰

爭等無數歷史戰役，在 1991 年參與波斯灣戰爭後退役，於 2004 年改建

為中途島號博物館，現在停靠在聖地牙哥市中心碼頭公開給大眾參觀，

因此為聖地牙哥市帶來了不少的觀光效益。巨型海軍士兵與情人離情依

依吻別的二次大戰經典畫面在聖地牙哥海灣前重現，讓這片碼頭格外與

眾不同，也吸引了不少遊客拍照。 

在參觀中途島號航空母艦碼頭後，訪問團一行即由聖地牙哥驅車返

洛杉磯，途經拉荷亞(La Jolla)海岸，這一帶的海岸線在浪花侵蝕下形

成的山崖、洞窟，組成了多樣變化的地形，清澈見底的水質透明度吸引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潛水愛好者與無數海洋生物，因此，我們看到許多海

豹群聚在岩石上享受溫暖的日光浴，如此近距離的接觸讓團員們興奮不

已。 

 

第七天  8月 18日（星期二） 

盤據在聖塔摩尼卡山麓的純白色建築物就是蓋提藝術中心(Getty 

Center)，以蓋提美術館為中心結合了教育機構、研究單位等設施成為

藝術綜合中心，是一個可以參觀一整天的好地方，但我們沒有太多時

間，所以只能把重點放在美術館部分。 

蓋提藝術中心係由石油鉅子保羅‧蓋提（J. Paul Getty）龐大資

產蒐購而來的美術收藏品所設立，是一座免費供民眾參觀的優質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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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在搭乘無人駕駛的電車接駁抵達山頂，我們沿著階梯來到蓋提美術

館的大門，進入入口大廳外還有 5座三層樓的展示館，參觀動線經過特

別設計但卻又無固定，想要前往每一座展示館都必須經過美術館中庭，

遊客依個人喜好欣賞完戶外優美的景色、噴泉與雕塑後，再進入展示廳

欣賞藝術品，是體驗這座美術館的最佳方式。 

蓋提美術館擁有諸多經典的珍貴收藏，包括了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

歐洲藝術大師的油畫、水彩畫、雕塑、古卷收藏、室內裝飾和攝影作品

等，我們近距離親視了在藝術史中常見的藝術巨擘之真跡，如：雷諾瓦、

莫內、梵谷、林布蘭、高更等大師精采畫作，私人美術館擁有如此經典

的重要館藏，可謂是質精量豐，不禁令人讚嘆，難怪會與賓州的 The 

Barnes Foundation 和德州的門尼爾美術館 The Menil Collection 

Museum並列為美國私人收藏界的翹楚，百聞不如一見，此行真是大開眼

界。 

除了藝術品的收藏外，蓋提藝術中心本身的建築也可以說是一件藝

術品，建築簡潔大方，氣勢宏偉，有別於一般建築物的方正外觀，蓋提

藝術中心採用了圓弧的造形，以便與周圍的自然景觀和諧共構，使遊客

在美術館內任何一個陽臺上 都可以俯瞰洛杉磯市全景。另外，迷人的

花園也值得一逛，圓錐狀的庭園裡栽種著各式各樣的植物，並巧妙地運

用美術館所在山坡的高度差異塑造花園的立體感，不同季節開放的花讓

花園成了每天向遊客展現不同風貌的千面女郎。 

海濱城市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是個渡假勝地，其中最著名的

是太平洋遊樂園，是整個美國西岸唯一設在碼頭上的遊樂園，有高達 9

層樓的摩天輪、旋轉木馬及部分軌道突出於海面上的雲霄飛車外，吃喝

玩樂應有盡有。第三街購物徒步區是洛杉磯少見會限制車輛進入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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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以安心自在地漫遊。 

 

第八天  8月 19日（星期三） 

把握最後的一點時間，我們來到位於洛杉磯近郊的杭廷頓圖書館

(Huntington Library)，它是一處集圖書館、美術館與植物園為一體的

著名景點。杭廷頓原為美國鐵路大亨 Henry Edwards Huntington 的私

人宅邸，他同時也是一位藝術品收藏家。1920年左右杭廷頓將其豪華宅

邸轉由非營利組織經營，遂建立了杭廷頓圖書館，因此，大量的藝術收

藏品、特色庭園和建築才有機會呈現在大眾面前。 

此處圖書館收藏了 60多萬冊藏書並珍存數百萬份學者真跡手稿，

包括世界第一本活字印刷書《古騰堡聖經》、首版莎翁劇本、富蘭克林

的親筆自傳…等，都是罕見的珍貴書籍、原稿，叫人驚嘆。 

美術館 3座畫廊中，都依照各自主題展出不同的藝術作品，有歐洲

文藝復興繪畫、十八世紀時期的雕塑、織錦、瓷器及傢俱等，其中最有

名的是庚斯博羅 Thomas Gainsborough的《藍衣少年 The Blue Boy》和

勞倫斯 Sir Thomas Lawrence的《Pinkie》，館內的油畫珍藏令好多鄰

近藝術學校的學生有一個臨摹的場地，行在其中有時光倒流之錯覺。 

來到這裡同樣不容錯過的就是植物園，植物園內擁有上萬種美不勝

收的林木花草，並依其生長類別規劃出玫瑰園、棕櫚園、日本園、中國

花園以及澳洲花園等 12區，每一區代表世界某國家其林木之特色。其

中玫瑰園是舉世知名林園之一；沙漠花園栽植有各類奇形怪狀的沙漠植

物，如仙人掌及多汁莖植物等；日式庭院據說是一磚一瓦原樣從日本運

來的；甚至那些原本只在詩經裡才見提及的奇花異草，在中國花園中也

可以找到，豐富的花草及建築樣貌讓攝影愛好者流連忘返。來到杭廷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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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絕對要仔細走訪每一個角落，體驗各式植物園之美，讓身心靈沈

醉在書香、花香與藝術氣息之中。 

即便杭廷頓圖書館尚有諸多難得一見的珍貴典藏展示，值得一一細

察取經，但因為後續行程緊湊，參觀行程也僅能就此打住，準備移往下

一個行程繼續察訪。 

諾頓西蒙美術館(Norton Simon Museum)位於帕薩迪納(Pasadena)

市區的科羅拉多大道上，擁有許多代表十四世紀以來西洋美術史的重要

作品，包括繪畫、雕塑、版畫…等，豐富程度使其成為全美數一數二的

美術館，令人讚嘆的藝術傑作多不勝數，讓人折服。美術館後方有一仿

造莫內名畫的荷花池，池畔花園展示許多雕塑家的作品為其特色之一。 

美術館僅有兩層建築，雖屬中等規模，但各階段大師及代表作皆

有，且資料完整豐富。展示廳主題包括：亞洲藝術區、十四至十六世紀

歐洲藝術區、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藝術區、十九至二十世紀歐洲藝術區

等。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品有宗教畫大家喬凡尼‧迪‧保羅、以聖母子

像深植人心的拉斐爾的畫作，另外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魯本斯、葛雷

柯、哥雅、塞尚、雷諾瓦、梵谷、林布蘭、波納爾、布拉克、馬諦斯、

康丁斯基、畢卡索及迭戈‧里維拉等人的傑作，作品數量最多的應屬竇

加，有粉彩畫、素描、青銅雕像等。 

亞洲藝術區主要展示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藝術品，包括印度、尼泊

爾、巴基斯坦、西藏、柬埔寨和泰國等，除了雕塑和繪畫，還有許多東

方的佛像與雕像。 

團員們一方面仔細觀察館舍展示空間的規劃與展示設備的設置之

外，對於映入眼簾的經典藝術創作仍備感激動，畢竟，這些印象派大師

雷諾瓦與畢沙羅對光與色彩的極致表現、野獸派馬諦斯、構成主義的康

丁斯基等多位名垂藝術史的藝術巨將經典的真跡，還有中世紀嚴謹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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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繪畫，在臺灣的藝術空間是百年也難得一見的，尤其在美國的博物館

和美術館參觀，確是一種享受，因為偌大的展廳，貼近的展品，讓人觀

察細微的仔細端詳藝術品與古董，更可以在不用閃光燈的情況下拍照，

讓人可以回去再仔細探究，不亦快哉。 

現代寬敞的美術館建築、專業順暢的展示空間與精采珍貴的藝術收

藏，令我們印象深刻，此外，展場內的工作人員身著端莊的制服，面帶

笑容穿梭於藝廊空間適時地提供親切的服務與指引，更讓我們有許多的

感觸與反省。期待本市籌設中的市立美術館完成後，也有令人如此深刻

的感動。 

帕薩迪納(Pasadena)是洛杉磯郡中歷史最古老的城市，市政府一直

相當重視古蹟，在城市整修計畫中也非常注意維護既有氛圍，堪稱是當

地地標的帕薩迪納市政廳(Pasadena City Hall)建於 1927年，雖然是

較現代的建築，卻採用了十六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建築風格，讓我們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深夜，由洛杉磯國際機場搭機返回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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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8月 20日（星期四） 

機上（國際換日線）。 

 

第十天 8月 21日（星期五） 

凌晨 5時 10分我訪問團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赴美文化交

流訪問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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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2015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順利圓滿落幕，10

月 1 日在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與聖地牙哥-臺中姐妹市委員會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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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本次與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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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於南半球學術殿

堂-坎培拉的澳洲國家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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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擇於千島之國藝術殿堂-印尼國家

藝廊展出，將臺中市傲視國際的大型美術展覽豐碩成果與唯美多彩的文

化特質，分享給印尼友人；2013年現蹤中國大陸杭州西湖畔的浙江美術

館，大墩美展精采作品與靈秀山水共譜和諧樂曲；2014年赴紐西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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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再度赴美國展出，展現臺中市的文化特質與風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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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妹市僑界的熱情支持，是鼓勵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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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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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傑出藝術展品，展現文化軟實力 

展覽的規劃最重要的是展出的內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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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在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辦理的「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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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件足以代表各類別的作品，屬走精緻路線的中型展覽，配合

展覽開幕辦理書畫現場揮毫，提昇展場文化氛圍，獲得當地藝文界、學

術界與一般民眾熱烈的回響與讚賞，在臺美兩國間做了一場成功的文化

交流與城市外交。 

 

二、企業推展文化事業，精神可佩 

本次參訪行程中的「蓋提藝術中心」、「杭廷頓圖書館」及「諾頓

西門美術館」係以私人企業之力量獨資設置，擁有傲視國際的珍貴典藏

而名聞遐邇，其以公益性質推廣文化發展，提供特殊、珍貴的學習資源，

不禁對業主投入文化事業的執著精神，推展文化的善行義舉，敬以萬分

的感佩。文化事業的推展極為艱辛，僅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推展，是絕對

不夠的，臺灣的奇美博物館、朱銘美術館及近期開館的毓繡美術館等企

業投入藝術文化事業，以民間的力量積極推動文化發展，均屬成功又可

敬的例子，近年來，臺灣創價學會也以「文化尋根．建構台灣美術百年

史」的大有為精神，一步一腳印地在創寫著偉大的藝術史斐頁，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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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感受到臺灣文化的希望，期望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努力，發揮相

輔相成的力量，創造臺灣文化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 

 

三、保存歷史古蹟建築，活化舊城區 

聖地牙哥舊城區因歷史建築與古蹟保留完整，獨特的街景氛圍吸引

了無數的觀光客而成為熱門觀光景點，值得本市在推動中區再生計畫時

學習。 

臺中市推動中區再生，以文化地景再造為最重要的內容，市府計畫

從台糖糖廠北側到刑務所約 1.6公里長度作為發展軸線，連結城中城，

由文化局進行文化再生、都發局整合鐵道，結合跨局處共同保存珍貴文

化資產並提供中區都市綠廊，將臺中市舊城區文化景點串聯成兼具交

通、經濟、觀光的廊帶，落實市區文化資產保存，帶動整體文化資產發

展，再現新風華。 

今年文化局已進行火車站周邊的各種文化考察計畫，以及臺中公園

內鳥居的相關調查研究；也特別將光影藝術節、逍遙音樂町及臺中藝術

節等活動移至城中與中西區辦理，而明年五月亦將正式啟用的臺中文學

館陸續安排各項藝文活動。 

 

四、落實文化教育，提昇城市涵養 

在美國加州各城市的諸多角落，隨處可見賞心悅目的公共藝術林

立，參訪行程的各機關室內、外空間以及路程中所經過的公園、廣場、

街道，處處充滿專業、美觀的大、小型藝術設置，美國主政單位對藝術

環境的營造頗為重視與用心，對於民眾文化涵養的提升有極正面的助

益。購置與委託藝術專業提供創作，廣設公共藝術之舉，深值本市學習。 

其次，當地民眾利用假日時間，闔家一起參觀美術空間，吸收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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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是常見而例行的生活習慣，反觀臺灣民眾，假日休閒的經常去處，

多選擇遊樂場、百貨賣場、餐飲店及光觀景點等，對於文化藝術場域的

接觸比率仍屬偏低，以坐落於本市之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一到假日，

在戶外廣場踏青放風箏的市民與小朋友可謂人潮洶湧，而有意願進入美

術館內欣賞藝術作品、吸收美學涵養的民眾卻是寥寥無幾。文化教育的

養成與落實，深深的影響著民眾的文化素養，更突顯出一個城市與國家

的文化實力與國力，不可不重，也是臺灣當前應積極重視並改善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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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一個城市的文化氛圍、文化品味以及文化魅力，儼然已成為城市民

眾幸福感的重要來源。臺中市作為一個積極邁向國際舞臺的文化之都、

文化城市，需要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一個前所未有的「美學魅力」，其

面向可包羅文化美學、生活美學、城市美學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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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巡迴

各地展出、創作觀摩和文化參訪活動，將臺中市傲視國際的大型美術展

覽豐碩成果分享給國際友人，發揮文化交流和城市行銷的效益。 

深耕大墩，行銷臺中，持續透過大墩美展進行文化交流，進而使臺

中市發光於國際，是我們努力的目標。臺灣的文化需要改革更新，與時

俱進，但應是在保存歷史精華與傳統的基礎之上，重新積極尋找自我文

化的定位與價值。希望藉由此行的心得與經驗作為典範，落實文化交

流，行銷臺中，發展享譽國際的「大墩特質」。 

此行的文化交流展與參訪活動，內容豐富多元，行程密集緊湊，是

一次豐收的文化之行。文化交流是潛移默化的工作，不易立竿見影，更

非一蹴可幾，必須長期持續的耕耘、灌溉，才能綻放繽紛的花朵。有了

大墩美展 9 次成功豐碩的國際交流經驗與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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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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 

 

       活動相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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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王局長致詞 

 
2015.08.14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來賓致詞-聖地牙哥郡幕僚長 Mr. Salvatore 

 Giam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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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現場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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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場一隅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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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15  大墩美展開幕式-王局長致贈湖心亭圖案漆器盒給姊妹市聖地牙哥市長，由該市 

文化部門執行長 Ms. Dana Springs代表接受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王局長為來賓介紹書畫揮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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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書畫現場揮毫-林清鏡老師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書畫現場揮毫-周良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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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書畫現場揮毫-程代勒老師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王局長和與會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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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王局長和與會來賓 

 

2015.08.15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參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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