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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為利推動本市影視產業發展，並提高本市國際認知度及

城市行銷，職於 9 月 21 日至 24 日，前往位於日本東京之國立

電影資料館參訪，並參與由中華文化總會及台日文化交流基金

會主辦的「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於上野恩賜公園舉辦的

台灣文化推廣活動。 
貳、摘要: 日本國立電影資料館，作為日本唯一的電影官方機

構，2018 年 4 月由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所屬的電影底片中心獨

立出來，這是日本第 6 座國立美術館。發揮收集、修復、典藏

及展示日本電影文化遺產，並且對公眾展示及教育的功能，足

資作為本府於今年四月開工之「中台灣電影中心」規劃辦理之

參考。 
    而 9 月 22 日至 23 日於東京知名遊憩場所「上野恩賜公園」

舉辦之「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活動，結合文化創意市集

及音樂活動，聚集大批在地民眾及來自世界之觀光遊客參與，而

本府亦於文創市集擺攤宣傳本市觀光及本市 2018 最重要之大型

國際活動「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而花博吉祥物「樂虎」

亦前往宣傳，吸引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民眾駐足詢問及關注，於

行銷本市觀光發揮了良好的效果。 

參、出國人員名單：曾鈺君 科員 

肆、過程: 
9 月 21 日：參訪國立電影資料館 

9 月 22 至 23 日：參加「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活動 

 

一、 國立電影資料館 

（一）空間簡介 

    國立電影資料館位於東京 Metro 地鐵銀座線京橋站旁，係為

一樓高 7 層之獨立建築，民眾可以使用的樓層，除一樓接待空間

外，為分別位於 2 層及地下 1 層之大小放映廳，大放映廳可容納

310 人，小放映廳可容納 151 人，作為辦理影展、館藏放映及教

育講座之場所，4 樓為圖書館，藏書超過 4 萬 8,000 冊，內容為

各類與電影相關之書籍，亦包括日本國內外放映祭之目錄及電影

雜誌，館內收集日本國內之電影類書籍，達到明治時代出版之所

有電影書籍之 7 成以上。7 樓為展示室，展示電影相關文物、海

報等，分為常設展及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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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館內電影放映活動 

  參觀期間正值館內辦理第 40 屆「Pia Film Festival」活動，

該項活動之目的在於發現及培育新銳電影工作者，自 1977

年舉辦迄今，其活動規劃包含競賽片得獎電影放映、國際特

邀電影放映、業界人士對談之講座及追弔過世之名電影攝影

師之緊急特別企劃。其活動場地皆於本館進行。 

圖 1：位於 2樓的長瀨紀念廳是館內主要放映廳，可容納 310 名觀眾，

每日播放 2至 3場電影，播放主題隨著不定期的策展內容更換。 

圖 2：位於 B1的放映廳可容納 151 名名觀眾，除配合影展播放電

影，亦可做教育及研討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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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類似上揭影展等放映活動，該館亦配合時事或其

教育目的，規劃館藏作品之放映，如 10 月份規劃無聲電影

之放映，11 月則有日本知名美術監督之相關電影選集，11

月則為日本及瑞典建交 150 周年，將會播放 1930 年代至 80

年代之瑞典電影選集。可見其規劃之電影放映活動、講座等，

來源背景相當多元。 

 

 

 

 

（三）常設展及特展 
    常設展之主題為「日本電影的歷史」，常設展的介紹，

除了展示說明日本電影發展的歷史脈絡，電影的類型等，並

有電影道具、海報、電影放映機、劇本等珍貴史料之實品展

示物。 

 

圖 3：第 40 屆 Pia Film Festival 影展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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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的主題為「旅行世界的黑澤明」，展期為 4 月 17 日

至 9 月 23 日，作為開館的紀念活動，以導演黑澤明逝世 20

週年紀念為主題的展覽。展示內容為黑澤明電影世界海報，

收集了日本名導黑澤明的電影於世界各地上映時，各國之電

影海報，展品由黑澤明之研究者所提供。同一部電影，於世界

圖 4:位於 7 樓展示室設有常設展，介紹日本電影的發展歷史，展示珍貴

史料，具有深度教育意涵。 

圖 5:常設展「日本電影的歷史」

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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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上映時，海報的呈現截然不同，可發現每一個國家，都由

自己的文化角度切入，同樣的電影同樣的場景，在不同的觀

眾眼裡，呈現了不一樣的意義，而海報的藝術也截然不同，例

如在歐洲上映時的海報，偏向抽象及藝術性的呈現，而在美

國，卻偏向突入角色本身。除了黑澤明的電影，帶給世界獨特

而豐富的日式美學，也說明了好的電影足以超越文化、語言、

政治、宗教的隔閡，帶給觀眾獨具一格的感受。 

 

 

二、 「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活動 

      為行銷台中，推廣台中觀光資源，本局參與由中華文化

總會及台日文化交流基金主辦之「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

灣」活動，該活動於日本東京上野恩賜公園展開，結合音樂、

設計、市集，超過 50 個台灣在地品牌參與，並有多個縣市

政府共襄盛舉，包括台北、桃園、新竹等，本次本局亦代表

台中市將本市觀光及 2018 最重要的國際盛事「台中世界花

卉博覽會」介紹給參與遊客。 

圖 6:黑澤明導演 1954年上映之電影「七武士」，西班牙版及阿根

廷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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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為了行銷台中，亦特別攜帶花博吉祥物石虎家族中

的「樂虎」一起前往，樂虎可愛的模樣十分吸睛，受到現場

民眾歡迎，紛紛舉起手機拍照，並詢問石虎來歷，也讓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藉由可愛的吉祥物被國際遊客認識。 

 

伍、心得: 
一、國立電影資料館 

 作為一個外國人進入展覽館內，首先面臨到語言的問題，

然而印象深刻的是，雖然櫃台人員外語口說能力不足，但館

內的保全人員，卻能夠用英文簡單的說明樓層及展示內容，

以及影展的基本訊息，並且提供日文及英文的文宣品。保全

人員雖不是展館的核心人員，卻能夠對自己的工作範圍及

基本知識熟悉及了解，並得以用英文對外國人士介紹，顯見

其對工作之真誠投入。 

  另外在展場方面，展館當期展示了常設展及特展，常設

展的部分，除了文字、圖像的介紹以外，亦輔以影片的呈現，

都是在其他地方難以看到的珍貴史料，展場亦規劃小小的

放映空間，放映黑白的電影，展場空間不大，但內容很豐富，

也讓人看到百年來日本的發展和轉變，另文字介紹的的部

分，除了本國語、英文以外，亦搭配中文及韓文，顯見在展

示內容的規劃上，亦考慮到了外國客的需求。 

圖 7：花博吉祥物於「Taiwan Plus 2018」活動現身，可愛模樣吸引日本民眾

舉起手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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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展品的說明除基本的日文及英文，亦包括中文及韓文。 

圖 9:於常設展的展區，介紹了早期製作動畫電影的方法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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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iwan Plus 2018 文化活動 

本次「Taiwan Plus 2018」活動，是在日本最大的一次台灣

文化展演活動，6 組重量級台灣音樂藝人團體參與，包括金

曲獎原住民歌手桑布依、金曲歌王陳建年、專輯拿下最佳客

語專輯的黃連煜等知名歌手，超過 50 個台灣文創及企業攤

位參與，如台灣菸酒公司、富錦樹、廣富號、厭世動物園等，

現場並有餐車售現做的滷肉飯、珍珠奶茶、小籠包等道地台

灣美食。雖然第一天開幕活動氣候不佳，但總計兩天的活動

依舊吸引超過 5 萬民遊客參與，並獲得台日媒體大量報導，

總計日媒報導 13 篇，並於 16 個旅遊、雜貨等情報網站曝

光，國內媒體報導計 57 則。(媒體報導整理如附件) 

 

 

 

 

 

 

 

 

 

 

 

 

 

陸、建議 

一、 本市成立「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於今(107)年 10 月 30

日啟動試營運，映演各類型藝術電影及小型影展，並不定期

推出各種影視相關講座課程、藝文活動及街區導覽服務，其

教育及放映功能類似日本國立電影資料館，雖主要推廣對

象為國內觀眾，但電影及影像藝術，超越空間及地域，也是

文化、歷史、藝術、語言之載體，對於推廣本國文化有莫大

圖 10：9月 22 日開幕儀式，駐日代表謝長廷(中央)、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周永

暉、東京都台東區區長服部征夫等皆共襄盛舉。台中花博吉祥物樂虎、

台北市吉祥物熊讚受到日本大小朋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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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作為台灣第二大城，台中也應該以世界的台中，來看

待本身的各項軟硬體規格，因此，在接待人員的培訓上，也

應注意基本外語能力的培養，應具備簡要概述展館，方向指

引的能力，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展館的企圖心。 

二、 另在策展規劃上，除了以電影導演、影片類型等較為常見的

主題規劃放映活動，並配合時事，如職參觀當時，正逢日本

與瑞典建交 150 周年，放映瑞典系列電影，另外，亦有以美

術監督等電影幕後專業人員為主題規劃放映活動，而不僅

僅是導演及演員，也展現日本文化尊重每一環節的專業的

職人精神。其他展期，亦有與歐盟代表及歐盟會員國大使館

合作的 EU 電影日，捷克電影年企劃與捷克電影資料館合作，

以及與索尼影業合作，節目規劃了 50 年來索尼影業的經典

電影，可以看出，合作的對象多元且不拘一格，這仰賴策展

單位與各國內外機構及私人企業平日建立的良好關係，從

展館經營的角度亦值得參考。 

 

 

 

 

 

圖 11：與歐盟代表及歐盟會員國大使館合作舉辦之 EU電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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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活動規模建議：本活動係為以「台灣文化」為主軸

之活動中規模最大的 一場，結合音樂、設計、地方政

府、道地美食等，活動計 2 天，攤位數超過 50 家，並有

10 組以上藝人的舞台表演活動，集結效果成功創造聲勢，

吸引多家媒體及專門網站報導，參觀遊客可一次性多面向

的接觸到台灣文化及品牌，也成功打響台灣的獨特名號，

令外國遊客對「台灣」品牌留下深刻印象。 

四、 行銷活動美學設計建議：本活動邀請多次入圍金曲獎

最佳專輯包裝獎，知名設計師方序中操刀主視覺設計，創

意又可愛的視覺設計，提升了活動整體質感，更強調出台

灣的「設計美學」。 

五、 行銷活動場地安排建議：活動場地位於東京上野車站

旁的上野恩賜公園中央，交通方便，園內有國立西洋美術

館、自然科學博物館、上野動物園、東照宮神社等，更是

知名賞櫻勝地，不僅是外國遊客必去的重量級景點，也是

東京市民周末喜歡全家出遊的地點，假日遊客如織，選在

 

圖 12、13：由知名設計師方序中操刀活動視覺設計，提升活動質感，展

現台灣「設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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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地辦理，很容易吸引到遊客駐足參觀，包括不少國

際觀光客甚至台灣遊客，不僅是一次成功的國際行銷，連

台灣旅客也備感親切光榮。 

六、 行銷活動主題建議：結合音樂活動可以超越語言及國

界，本次活動邀請多位金曲歌手現場表演，如在本屆 2018

第 29 屆金曲獎以《黃泥路》拿下「最佳客語專輯獎」以

編曲串連出多元豐富樂風的現代客家歌謠的黃連煜；以及

來自原民之鄉台東，同名專輯獲得第二十四屆流行音樂金

曲獎五項提名，並獲得最佳原住民歌手獎的桑布衣；及原

民金曲歌手陳建年，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謝銘佑等多位

台灣音樂界一時之選，曲風包含原住民音樂、客語或台語

等強烈豐富在地特色，與日本流行樂截然不同，現場觀眾

反應熱烈，也成功炒熱活動氣氛。 

 

圖 14:在日本人喜愛使用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 上搜尋「Taiwan Plus 
2018」關鍵字相關的詞條，貼文有 700 則以上，圖為以
「taiwanplus」為關鍵字搜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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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全球化及在地化是一體兩面 

    在全球化時代，流行趨勢往往是跨國界的網際網路傳播，人

流物流跨越地域國界，時刻在發生，然而世界並未因此而變得扁

平，反而在地特色及文化價值變得更加重要，也成為訊息被看見

的關鍵，如韓國歷史劇「大長今」橫掃東南亞收視，以台灣靈媒

為主角的 HBO 影集「通靈少女」亦在國際間大受歡迎，更可看出

在全球化時代的關鍵是「在地化」，時空文化背景可以不同，但人

的感性和情感是共通的。 

    本次前往日本東京，東京是世界觀光重鎮，也是一個國際大

都會，街上來自各國的觀光客及商業人士熙來攘往，然而除了重

要文化場館，作為文化保存基地，在前往目的地的路程中，亦處

處可見日本文化符號，其對於自身文化傳統的認同，已融入於日

常生活之中，如電車站、地鐵站等，其空間常常繪有如歌舞妓、

富士山或各式圖樣等日本意象，部分電車車廂亦有保留充滿昭和

時代風味的木質內裝，除了致力維護傳統，東京也向世界敞開大

門，地鐵語音系統有日文、英文、中文、韓文，配合國際觀光客

大宗，改善其軟硬體設備，讓觀光客可以無語言障礙的移動。 

  不論電影、音樂、觀光、行銷活動等，最重要的，是要找出

並且重視本地的文化特色。推動城市、國家行銷的關鍵，是建立

圖 15：客語歌手黃連煜現場演唱現代客家歌謠，觀眾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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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台灣」的獨特品牌形象，未來亦可作為本市推動國際行銷

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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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文化總會將前進日本辦文化祭 蔡英文：持續帶領台灣走向世界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715/1213267.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8PJRS4DrU 

 

8/2 

新新聞 

小英的文總要把台灣搬去東京「對話」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EF%BF%

BD%25&i=TXT20180725161759D8D&p=2 

 

YAHOO JAPAN 

台湾カルチャーフェス『TAIWAN PLUS』に約 50 ブランド集結、

ライブも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02-00013766-

cinranet-ent 

 

CINRA.NET 

台湾カルチャーフェス『TAIWAN PLUS』に約 50 ブランド集結 

https://www.cinra.net/news/20180802-taiwanplus 

 

excite 

台湾カルチャーフェス『TAIWAN PLUS』に約 50 ブランド集結 

https://www.excite.co.jp/News/lifestyle/20180802/Cinra_201

80802_taiwanplus.html 

 

8/2 

shoppingdesign 

哪來這麼 Q 的台灣怪獸？方序中操刀「Taiwan Plus 文化台灣」主

視覺，9 月襲向東京！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3158 

 

附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8PJRS4DrU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EF%BF%BD%25&i=TXT20180725161759D8D&p=2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EF%BF%BD%25&i=TXT20180725161759D8D&p=2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02-00013766-cinranet-ent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02-00013766-cinranet-ent
https://www.cinra.net/news/20180802-taiwanplus
https://www.excite.co.jp/News/lifestyle/20180802/Cinra_20180802_taiwanplus.html
https://www.excite.co.jp/News/lifestyle/20180802/Cinra_20180802_taiwanplus.html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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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ashion-j 

カルチャーフェスティバル『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湾』開

催 

https://fashion-j.com/archives/98909 

 

8/24 

ETtoday 新聞雲 

Taiwan Plus！文總赴東京推台灣文創市集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824/1243092.htm 

 

9/1 

台灣觀光協會 

http://www.tva.org.tw/MessageMember_List/ebe633fe82034

0e79a6b40419793e793?k2=5cbf6c7b39684e14a956db47984

82b7c 

 

9/8 

anan NEWS 

上野公園が台湾に!? アーティストも雑貨も集結 

https://ananweb.jp/news/192011/ 

 

livedoor 

上野公園が台湾に!? アーティストも雑貨も集結 

http://news.livedoor.com/topics/detail/15276175/ 

 

9/10 

have a nice 

Taiwan Plus 文化台灣 9/22-9/23 前進日本 文總率金曲歌手、在

地品牌展現文化軟實力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

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

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

%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

https://fashion-j.com/archives/98909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824/1243092.htm
http://www.tva.org.tw/MessageMember_List/ebe633fe820340e79a6b40419793e793?k2=5cbf6c7b39684e14a956db4798482b7c
http://www.tva.org.tw/MessageMember_List/ebe633fe820340e79a6b40419793e793?k2=5cbf6c7b39684e14a956db4798482b7c
http://www.tva.org.tw/MessageMember_List/ebe633fe820340e79a6b40419793e793?k2=5cbf6c7b39684e14a956db4798482b7c
https://ananweb.jp/news/192011/
http://news.livedoor.com/topics/detail/15276175/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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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

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

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

A%9B 

 

YAHOO 新聞 

Taiwan Plus 前進東京 用音樂環島台灣 

https://tw.news.yahoo.com/taiwan-

plus%E5%89%8D%E9%80%B2%E6%9D%B1%E4%BA%AC-

%E7%94%A8%E9%9F%B3%E6%A8%82%E7%92%B0%E5%B3

%B6%E5%8F%B0%E7%81%A3-095819633.html 

 

美麗日報 

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 9/22、23 赴日展現軟實力 

http://www.bldaily.com/culture/p-274303.html 

 

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 

Taiwan Plus！文化台灣 前進日本發聲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4275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文總「Taiwan Plus」 台灣文化將前進日本東京 

https://www.ner.gov.tw/news/5b963912c421a4000739a90e 

 

MSN 影音 

文總前進東京 展文創音樂能量 

https://www.msn.com/zh-

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

%80%B2%E6%9D%B1%E4%BA%AC-

%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

%82%E8%83%BD%E9%87%8F/vi-BBNaxDG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taiwan-plus%E6%96%87%E5%8C%96%E5%8F%B0%E7%81%A3922-923%E5%89%8D%E9%80%B2%E6%97%A5%E6%9C%AC-%E6%96%87%E7%B8%BD%E7%8E%87%E9%87%91%E6%9B%B2%E6%AD%8C%E6%89%8B%E3%80%81%E5%9C%A8%E5%9C%B0%E5%93%81%E7%89%8C%E5%B1%95%E7%8F%BE%E6%96%87%E5%8C%96%E8%BB%9F%E5%AF%A6%E5%8A%9B
https://tw.news.yahoo.com/taiwan-plus%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7%94%A8%E9%9F%B3%E6%A8%82%E7%92%B0%E5%B3%B6%E5%8F%B0%E7%81%A3-09581963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taiwan-plus%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7%94%A8%E9%9F%B3%E6%A8%82%E7%92%B0%E5%B3%B6%E5%8F%B0%E7%81%A3-09581963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taiwan-plus%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7%94%A8%E9%9F%B3%E6%A8%82%E7%92%B0%E5%B3%B6%E5%8F%B0%E7%81%A3-09581963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taiwan-plus%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7%94%A8%E9%9F%B3%E6%A8%82%E7%92%B0%E5%B3%B6%E5%8F%B0%E7%81%A3-095819633.html
http://www.bldaily.com/culture/p-274303.html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4275
https://www.ner.gov.tw/news/5b963912c421a4000739a90e
https://www.msn.com/zh-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82%E8%83%BD%E9%87%8F/vi-BBNaxDG
https://www.msn.com/zh-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82%E8%83%BD%E9%87%8F/vi-BBNaxDG
https://www.msn.com/zh-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82%E8%83%BD%E9%87%8F/vi-BBNaxDG
https://www.msn.com/zh-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82%E8%83%BD%E9%87%8F/vi-BBNaxDG
https://www.msn.com/zh-tw/video/news/%E6%96%87%E7%B8%BD%E5%89%8D%E9%80%B2%E6%9D%B1%E4%BA%AC-%E5%B1%95%E6%96%87%E5%89%B5%E9%9F%B3%E6%A8%82%E8%83%BD%E9%87%8F/vi-BBNax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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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 

文總「Taiwan Plus」 台灣文化將前進日本東京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54192 

 

醒報 

台灣 Plus 前進東京 展文創音樂能量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910-pPbw 

芋傳媒 

Taiwan Plus 前進東京 用音樂環島台灣 

https://taronews.tw/2018/09/10/117903/ 

 

自由時報 

台文化軟實力登陸日本 文總攜手文創品牌及歌手前進東京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547016 

 

9/11  

僑務電子報  

Taiwan Plus 前進東京 用音樂環島台灣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

e_story.jsp?id=238140 

 

上報 

【有片】「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9/22、23 前進日本 展現

台灣文化軟實力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7865 

 

 

自由時報 

文總前進日本 向東奧行銷台灣軟實力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23131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54192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910-pPbw
https://taronews.tw/2018/09/10/117903/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547016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38140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38140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7865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2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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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net 

【有片】「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9/22、23 前進日本 展現

台灣文化軟實力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80911/4642032 

 

9/21 

每日新聞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ＬＵＳ ２０１８ 文化台湾」 台湾の今を

伝える 上野公園で２２、２３日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80920/ddl/k13/040/015000c 

 

經濟日報 

台灣不只有美食！文總率最大規模文化團攻日 | 即時 | 經濟日

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80433 

 

 

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 

推介台灣生活美學 文總文化台灣在東京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5702#.W6SjtmIN4q4

.lineme 

 

ettoday 

史上最大！最台味市集「Taiwan Plus 文化台灣」現身東京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3961.htm 

 

中天新聞 

我文化總會首次到東京舉辦結合音樂、市集的大型文化活動 

http://gotv.ctitv.com.tw/2018/09/968163.htm 

 

產經新聞 

台湾文化を伝えるイベント開催 ２２、２３日に東京・上野で音

楽やデザインなど多様な文化を発信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

8-n1.html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80911/4642032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80920/ddl/k13/040/015000c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80433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5702#.W6SjtmIN4q4.lineme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5702#.W6SjtmIN4q4.lineme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3961.htm
http://gotv.ctitv.com.tw/2018/09/968163.htm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8-n1.html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8-n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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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新聞 

日媒大篇幅報導文化台灣活動 (圖) 

https://yns.page.link/Cwcwv?soc_src=unv-sh&soc_trk=li 

 

ettoday 

史上最大！最台味市集「Taiwan Plus 文化台灣」現身東京 

https://youtu.be/k51bDnhByEY 

 

產經新聞 

台湾文化を伝えるイベント開催 ２２、２３日に東京・上野で音楽

やデザインなど多様な文化を発信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

8-n1.html 

 

FACY 

在日本也能感受台灣溫度，「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於東京

登場 

https://facy.com.tw/articles/945 

 

9/22 

台視新聞 

發揚文化軟實力 上野公園"台灣祭"登場市集 音樂為主軸 展現台

灣年輕世代活力 流行文化結合傳統 台灣精神發揚海外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709220001300N/579 

 

自由時報 

日本東京上野公園飄台味 「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灣」開幕！ 

- 自由娛樂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559008 

 

中央社 

台灣駅駛進上野公園  東京同步台灣文創 | 生活 | 重點新聞 | 中

央社 CNA  

https://goo.gl/M2KoTL 

https://yns.page.link/Cwcwv?soc_src=unv-sh&soc_trk=li
https://youtu.be/k51bDnhByEY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8-n1.html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1/wor1809210018-n1.html
https://facy.com.tw/articles/945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709220001300N/579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559008
https://goo.gl/M2Ko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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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 

史上最大！最台味市集「Taiwan Plus 文化台灣」現身東京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3961.htm 

 

ettoday 

文化總會打造首屆「台灣文化祭」 9/22 東京上野公園登場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20/1262718.htm 

 

ettoday 

最大台味市集東京登場 50 文創品牌告訴你台灣最潮流行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4520.htm 

 

ettoday 

史上最大台味市集東京登場 台灣啤酒、小吃 3hr 就掃空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4658.htm 

 

中國時報 

花博吉祥物東京現蹤 日人大讚「卡哇依！」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22002070

-260405 

 

中央社 

東京上野 Taiwan Plus 五感零時差體驗台灣 

http://www.cna.com.tw/news/acul/201809220159-1.aspx 

聯合新聞網 

台灣駅進駐上野公園 東京同步台灣文創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382002 

 

新頭殼 

台灣文創發光！桃捷商品搶攻日本民眾荷包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9-22/142944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3961.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20/1262718.htm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4520.htm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4658.htm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22002070-26040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22002070-260405
http://www.cna.com.tw/news/acul/201809220159-1.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382002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9-22/14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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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桃捷多樣文創商品 東京展售獲好評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9220134.aspx 

 

聯合新聞網 

在東京遇見臺灣 貿協攜手文總在上野公園展台灣精品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382173 

 

自由時報 

文化台灣落腳日本上野 吸引萬人入場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9422

?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

E 

 

聯合新聞網 

在東京遇見臺灣 貿協攜手文總在上野公園展台灣精品 | 產業綜合 | 

產經 | 聯合新聞

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382173?utm_source=l

inemobile&utm_medium=share 

 

VOGUE 

充滿台灣味的日本市集！「文化台灣 Taiwan Plus」創意市集 9 月

底盛大開幕 

https://www.vogue.com.tw/culture/arts/content-42916.html 

 

https://www.vogue.com.tw/culture/arts/photo-42916-

773451.html 

 

民視新聞 

「台味」市集東京登場 日人搶體驗珍奶、滷肉飯/民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2JhTsFNao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9220134.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382173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9422?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E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9422?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E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9422?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E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382173?utm_source=linemobile&utm_medium=share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382173?utm_source=linemobile&utm_medium=share
https://www.vogue.com.tw/culture/arts/content-42916.html
https://www.vogue.com.tw/culture/arts/photo-42916-773451.html
https://www.vogue.com.tw/culture/arts/photo-42916-773451.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2JhTsF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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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日本) 

多様な台湾文化を伝えるイベント開幕 上野公園に「台湾駅」出現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09220005.aspx 

 

YAHOO JAPAN 

東京で台湾文化を伝えるイベント ２２、２３両日に上野公園で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1-00000015-fsi-

bus_all 

 

產經新聞 

台湾の文化発信イベントが上野公園で開幕 多様な音楽やアートが

東京に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2/wor180922001

1-n1.html 

 

9/23 

中央社 

台日民眾手拉手跳舞  文化台灣東京感動人心 | 文化 | 中央社 

CNA  

https://goo.gl/mZB53Q 

 

中央社 

感傷唱片行在東京 用卡帶連結台日情感/中央社 CNA  

https://goo.gl/Qn9oY9 

 

聯合新聞網 

Taiwan+Plus 東京辦市集+日文青買到剁手/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383386?utm_source=lin

emobile&utm_medium=share 

 

Ettoday 

東京最大台味市集圓滿落幕 台日民眾牽手繞圈大跳原民舞/Ettoday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5259.htm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09220005.aspx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1-00000015-fsi-bus_al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1-00000015-fsi-bus_all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2/wor1809220011-n1.html
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80922/wor1809220011-n1.html
https://goo.gl/mZB53Q
https://goo.gl/Qn9oY9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383386?utm_source=linemobile&utm_medium=share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383386?utm_source=linemobile&utm_medium=share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52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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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 

史上最大台味市集 TaiwanPlus 日人驚豔：好像真的好像在台灣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5209.htm 

 

台灣新聞社 

不一樣的台灣魅力 台式文化大放異彩 

http://blog.taiwannews.jp/?p=47911 

 

TOKYO FM 

小籠包とマッサージ以外の台湾の魅力_TOKYO FM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

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

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

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

8A%9B/ 

 

YAHOO JAPAN 

「Taiwan Plus」 上野で本場の台湾文化を発信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3-00000002-

ftaiwan-cn 

 

9/25 

妞新聞 

城隍爺在日本帶動ㄅㄨㄚˇ杯風潮！「上野台灣祭」讓歪國人也愛

上神明 POWER！！ 

https://www.niusnews.com/=P2e99yy2 

 

9/28 

have a nice 

日本人都戀愛了！在東京遇見溫柔而不失力度的文化台灣 Taiwan 

Plus 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

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

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65209.htm
http://blog.taiwannews.jp/?p=47911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8A%9B/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8A%9B/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8A%9B/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8A%9B/
https://www.tfm.co.jp/tsg/%E5%B0%8F%E7%B1%A0%E5%8C%85%E3%81%A8%E3%83%9E%E3%83%83%E3%82%B5%E3%83%BC%E3%82%B8%E4%BB%A5%E5%A4%96%E3%81%AE%E5%8F%B0%E6%B9%BE%E3%81%AE%E9%AD%85%E5%8A%9B/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3-00000002-ftaiwan-cn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923-00000002-ftaiwan-cn
https://www.niusnews.com/=P2e99yy2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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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

%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

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

3-taiwan-plus-2018 

 

東森電視 

台日交流！Taiwan Plus 大秀文化外交軟實力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32637 

https://youtu.be/vwHOgH5z7fQ 

https://youtu.be/MzV6b8bEhgg 

 

上報 

東京傳真：「台灣祭」可以再求蛻變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683 

 

中央社_文化+ 

下一站，東京：Taiwan Plus 豪情壯志串連台日 

http://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929w001 

 

風傳媒 

東京上野公園的「台灣驛」，讓日本觀眾搭上一列開往台灣的火車 

https://www.storm.mg/article/515187 

 

日本情報網站曝光 

上野公園 EVENT2018 情報 

https://www.uenopark.info/2018/taiwan-plus-2018/ 

 

Let’s Enjoy Tokyo 

https://www.enjoytokyo.jp/amuse/event/1516673/ 

 

TIME OUT 東京 

https://www.timeout.jp/tokyo/ja/things-to-do/taiwan-plus-

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www.haveanice.com/article/%E6%97%A5%E6%9C%AC%E4%BA%BA%E9%83%BD%E6%88%80%E6%84%9B%E4%BA%86%EF%BC%81%E5%9C%A8%E6%9D%B1%E4%BA%AC%E9%81%87%E8%A6%8B%E6%BA%AB%E6%9F%94%E8%80%8C%E4%B8%8D%E5%A4%B1%E5%8A%9B%E5%BA%A6%E7%9A%84%E6%96%87%E5%8C%96%E5%8F%B0%E7%81%A3-taiwan-plus-2018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32637
https://youtu.be/vwHOgH5z7fQ
https://youtu.be/MzV6b8bEhgg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683
http://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929w001
https://www.storm.mg/article/515187
https://www.uenopark.info/2018/taiwan-plus-2018/
https://www.enjoytokyo.jp/amuse/event/1516673/
https://www.timeout.jp/tokyo/ja/things-to-do/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
https://www.timeout.jp/tokyo/ja/things-to-do/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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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e 

http://ism.excite.co.jp/art/rid_E1533286088238/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 

https://www.ftip-japan.org/440 

 

Media & Communication 

http://mc-jpn.com/archives/21647 

ethnolab.tw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

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

%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

%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

5%9C%92%E3%82%92%E9%96%8B%E5%82%AC/ 

 

AXIS 

https://www.axismag.jp/posts/2018/08/98066.html 

 

acore-omiya 

http://acore-omiya.com/taiwanplu09/ 

 

mikiki.tokyo 

http://mikiki.tokyo.jp/articles/-/18852 

 

SPUR.JP 

https://spur.hpplus.jp/culture/news/201809/18/KIB4QlE/ 

MIKIKI 

http://mikiki.tokyo.jp/articles/-/18852 

 

La vie pianissimo (ラヴィ ピアニッシモ) 

https://lvp-mag.com/rec/event/1539/ 

 

 

 

http://ism.excite.co.jp/art/rid_E1533286088238/
https://www.ftip-japan.org/440
http://mc-jpn.com/archives/21647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5%9C%92%E3%82%92%E9%96%8B%E5%82%AC/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5%9C%92%E3%82%92%E9%96%8B%E5%82%AC/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5%9C%92%E3%82%92%E9%96%8B%E5%82%AC/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5%9C%92%E3%82%92%E9%96%8B%E5%82%AC/
https://ethnolab.tw/ja/2018/09/9-22%E3%80%9C23%E3%80%8Ctaiwan-plus-2018-%E6%96%87%E5%8C%96%E5%8F%B0%E6%B9%BE%E3%80%8D%EF%BC%A0%E4%B8%8A%E9%87%8E%E5%85%AC%E5%9C%92%E3%82%92%E9%96%8B%E5%82%AC/
https://www.axismag.jp/posts/2018/08/98066.html
http://acore-omiya.com/taiwanplu09/
http://mikiki.tokyo.jp/articles/-/18852
https://spur.hpplus.jp/culture/news/201809/18/KIB4QlE/
http://mikiki.tokyo.jp/articles/-/18852
https://lvp-mag.com/rec/event/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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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to-walk.com 

【上野】3 連休はまちなかコンサートと TAIWAN PLUS 2018 文

化台湾 

http://taito-walk.com/2018/09/25/taiwanpluse2018/ 

 

Time Out Tokyo 

現地の感覚で知る台湾カルチャー「Taiwan Plus 2018 文化台

湾」をレポート 

https://www.timeout.jp/tokyo/ja/things-to-do/taiwanplus 

 

每日、文房具 

紙の日焼けで世界に一つのメッセージカードを作る「品墨良行の

日晒便條本」 

https://mai-bun.com/pinmo 

http://taito-walk.com/2018/09/25/taiwanpluse2018/
https://www.timeout.jp/tokyo/ja/things-to-do/taiwanplus
https://mai-bun.com/pin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