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五部曲，你舞動在哪一首進行曲？ 

文學就在「日常」，你為自己寫下了什麼詩篇？ 

【第五文學】透過賞析、探索與書寫，尋回那早已蘊藏在你內心裡的澎湃情懷！ 

                                                              第五文學執行長  張碧華 

課程 時間 課程綱要 費用 

鏡中人- 

莎士比亞筆

端的女人 

3/31、4/14、ˋ

4/21、28(三) 

9:00-11:30 

劇劇本閱讀、分析要領、戲劇主題、劇本結構、角色研

究、角色關係、角色心理探索等，兩項課程都將呼

應當今女性處境，並針對個人經驗加以詮釋。   

２０００ 

畫展-經典

再現 

4/7(三) 

9:30-12:00 

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重建臺灣藝術史

計畫」政策指導及支持下，於 2019 年

起規劃「臺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

畫，邀請藝術史家，國立成功大學蕭瓊

瑞教授針對臺、府展作品展開蒐集調

查，於 2020 年 3 月同時出版。以臺、

府展現存作品為主題，規劃「經典再現

――臺府 展現存作品特展 」，將近百年

來分散各處之珍貴現存作品及相關發展

史料予以蒐整，將經典作品重現於大眾

面前，共賞廿世紀上半葉臺、府展美術

風華。  摘自國立台灣美術館  

免費 

台中國

美館 

認識台灣文

學尋找生命

根源 

(一-四講) 

4/8、4/15、

4/22、4/29(四) 

9:30-11:30 

臺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在歷史洪流中，不同的族

群在這塊土地上，上演過很多動人的故事，也留下

很多精彩的文學作品。包括臺灣古典詩、臺灣近代

女詩人、霧峰林家的文學與歷史、蔡惠如與廖添丁

的故事等，帶領大家進入臺灣文學與歷史的精采殿

堂，進而深化對台灣在地文化的認同。 

1、 但見花開落：大家來讀臺灣古典詩 

2、 花無才思不如儂：閱讀臺灣近代女詩人 

3、 百年世家：霧峰林家的歷史與文學 

4、 兩個清水抗日英雄：蔡惠如與廖添丁 

(文化部文協百年活動已啟動,第五文學開辦廖振富老師-認識

台灣文學尋找生命根源,帶領我們一起來探索,報名者贈送國立

台灣美術館導覽手冊與走讀地圖.) 

2 0 0 0 

 

角色重建- 

戲劇療育工

作坊 

5/1(六)5/2(日)、

5/8(六) 

9:00-17:30 

角色重透過「表演」之語言和肢體的創造性歷程，以啟迪身

體意象、增強自我覺察，促進身心整合，希望自我

成長或尋求轉捩點的人，都可參與來探索創造自

我。讓語言表達、肢體僵硬、身體溝通上都有明顯

的改進，以展現溝通的新樣貌。 

３６００ 

達文西浪漫

裡的科學 

5/4、5/11、

5/18、5/25(二) 

達文西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博學者，在繪畫、音

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

2 0 0 0 



9:30-11:30 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

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

顯著的成就。當今微創手術所賴以的「達文西手術

系統」，即是為了紀念達文西的研究影響了歷史上第

一個機器人的設計而命名，足見達文西的偉大貢

獻。 

本課程將在適當的段落穿插動手做的活動，提供大

家體會科學的臨場感。 

一、以達文西的素材，說明科學的本質與其對教育

的啟示。 

二、動手做科學。 

認識台灣文

學尋找生命

根源 

(五-八講) 

5/6、5/13、

5/20、5/27(四) 

9:30-11:30 

櫟社、臺灣文化協會與中央書局、原住民文學、在

臺日人漢文學、臺語歌謠、人權文學、新住民與移

工書寫等議題，以呼應時代與社會脈動。 

1、 櫟社、臺灣文化協會與中央書局 

2、 動亂時代的跨國情誼：岸田秋彥、朱點人與莊

垂勝 

3、 連橫與櫟社的愛恨情仇 

4、 世代差異與時代轉折：從傅錫祺與呂赫若說起 

5、 戰後台語歌謠與社會變遷 

6、認識原住民文學 

(文化部文協百年活動已啟動,第五文學開辦廖振富老師-認識

台灣文學尋找生命根源,帶領我們一起來探索,報名者贈送國立

台灣美術館導覽手冊與走讀地圖.) 

2 0 0 0 

 

進步時代-

台中文協百

年的美術力 

5/5(三)9:00-

12:00 

文化部次長蕭宗煌代表部長李永得出席時表示，今

（2021）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921 年）

百週年，國美館特別策劃「進步時代－ 臺中文協百

年的美術力」特展，藉由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

啟蒙思潮來探討臺灣百年美術運動的脈絡，並以臺

灣中部地區作為地緣核心，梳理由林獻堂、蔣渭

水、楊肇嘉、蔡培火、賴和等知識精英及仕紳集結

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透過贊助藝術家及辦理各類文

化活動，提升民眾自覺與社會進步的意識，進而影

響日治到戰後臺灣新美術運動的發展，來呈顯臺灣

文化主體性的在地觀點。摘自文化部 

免費 

台中國美

館 

認識台灣文

學尋找生命

根源 

(一-四講) 

5/15、5/22、

5/29、6/5(六) 

10:00-12:00 

臺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在歷史洪流中，不同的族

群在這塊土地上，上演過很多動人的故事，也留下

很多精彩的文學作品。包括臺灣古典詩、臺灣近代

女詩人、霧峰林家的文學與歷史、蔡惠如與廖添丁

的故事等，帶領大家進入臺灣文學與歷史的精采殿

堂，進而深化對台灣在地文化的認同。 

1、 但見花開落：大家來讀臺灣古典詩 

2 0 0 0 

圖.) 



2、 花無才思不如儂：閱讀臺灣近代女詩人 

3、 百年世家：霧峰林家的歷史與文學 

 兩個清水抗日英雄：蔡惠如與廖添丁 

(文化部文協百年活動已啟動,第五文學開辦廖振富老師-認識

台灣文學尋找生命根源,帶領我們一起來探索,報名者贈送國立

台灣美術館導覽手冊與走讀地圖) 

畫展-海外

存珍 

6/02(三) 

9:00-12:00 

展出作品共 232 件，出自於 195 位藝術家之創

作，包括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郭雪湖、李

石樵、顏水龍、洪瑞麟、張義雄、藍蔭鼎等活躍

於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以及 1970、80 年代赴美

留學的藝術創作者，如謝里法、廖修平、薛保

瑕、梅丁衍、許自貴、賴純純、黃銘哲等人。出

生的年代從最早的 1871 年到最年輕的 1989 

年，前後橫跨一世紀，這也正是收藏家畢生接

觸、收藏、支持的藝術家名單。－摘自國立臺灣

美術館 

免費 

台中國美

館 

【策畫中活動】 

講師：張明強 

＊人與其象徵-容格學展開的心理深度／7-8 月間開課  

＊一段英雄之旅-容格學中的男性／７－８月間開課  

 

主辦單位：第五文學 

協辦單位：亞洲研究院、頑石劇團、中華民國詩情公民文化協會、藏藝會館、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上課地點：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 527 號 5 樓 

優惠專案：開課日前一個月早鳥９折；雙人９折。 

 

報名電話:0928314297 

匯款帳號：合作金庫 西台中分行 1173872072239 張碧華 

報名程序：銀行匯款→寫簡訊(0928314297)註明:姓名、金額、課程名稱、手機、匯款時間→收到簡

訊回覆完成報名手續。 

 

【 講  師  介 紹 】 

姓名  

郎亞玲 現任「頑石劇團」藝術總監， 33 年劇場經歷，製作，編導，演出舞台劇，微電影作

品超過 50 齣。 

美國 NGH 催眠師協會催眠治療師。現任教於「逢甲大學」通識中心表演藝術課程，

「大葉大學」傳播藝術系。「大媒體新聞網」總監、台灣戲劇療育研究中心負責人。 

廖振富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臺灣師大台文所專任副教授、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張惠博 

 

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科學教育博士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 

嘉義市副市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院長 

張明強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碩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物理系博士 

中興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新竹國家理論科學中心研究助理學者／ 

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德累斯頓 Max-Planck 複雜系統物理研究所博

士後研究員/亞琛工業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Ames 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 

 

【友好團體課程平台】 

課程 時間 課程綱要 單位與講師 費用 

數學想想教師 4/11-5/16 

9:30-17:30 

 人本數想國 7500 

親職效能工作

坊 

４／１３－５／２

５（二）７堂課 

９：３０－１２；

００ 

(１)促進與照顧孩子生理健

康之效能感 

(２)提供孩子情緒、情感支

持與發展之效能感 

(３)對於建立適當教養行為

之效能感 

(４)鼓勵孩子學業成就之效

能感 

(５)協助孩子社會發展之效

能感 

歡迎來電洽詢 04-23200078 

人本教育基金會 ３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3 月 20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功夫茶法 

王介宏理事長 

中華工夫茶協會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4 月 17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小壺泡雙杯品茗法 

何健生老師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5 月 22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點茶法 

王介宏老師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6 月 19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煮茶法 

溫瑞蘭老師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7 月 17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茶碗泡法 

廖紹惠老師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茶藝再升級 

行動知識庫 

8 月 21 日(六) 

PM14:00~16:00 

台灣茶藝文化協會 

－茶調飲法 

陳忠良老師 會員８００ 

非會員１２００ 

【附件１】 

達文西 

科學是什麼，言人人殊，不同的人會有不一樣的認知。社會大眾、科學家或哲學家等，皆有不同的

見解。大體上，我們可以把科學當作是一種知識體系、探究方法與過程，以及思考或建構世界的方



法(世界觀)。然而，傳統的科學教學，泰半側重於科學知識內容的傳授，至於方法與思考方式的教

導，則鮮少涉及，更遑論請孩子說出他們心中的想法，以及他們是如何看世界。 

達文西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

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

都有顯著的成就。甚且，達文西強調以大自然為師，並勤於觀察與實驗，留下甚多的手稿，更能將

其科學知識展現於藝術作品中，是歷史上的第一人，例如：其著名的「岩間聖母」，畫中的岩洞，因

地質紋理逼真，受到地質學者的認可，所繪的花卉草木也得到植物學家的讚賞。另外，當他接受當

時一位公爵委託，擬塑造一個騎士雕像時，達文西即先進行馬匹的解剖研究，包括精確的尺寸測

量，以及實際解剖，甚至能完成馬的解剖專著。當今微創手術所賴以的「達文西手術系統」，即是為

了紀念達文西的研究影響了歷史上第一個機器人的設計而命名，足見達文西的偉大貢獻。 

達文西雖受限於書本教育的不足，卻也造就其必須經由自身的探索，以獲得知識的機會，其心靈與

學習是自由的。此外，動手做科學，更能體會科學的奧秘，也是接近科學的有趣途徑。所以，本課

程將在適當的段落穿插動手做的活動，提供大家體會科學的臨場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