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四月天  

 台灣文學 美術 音樂之旅                     

 

 

4/14(日)  第一天 

君品飯店→順益博物館→林語堂紀念館→午餐→台北市立美術館→新文

化運動紀念館 

順益博物館(周一休): 台灣最悠久的原住民博物館。 

林語堂紀念館(周一休): 在陽明山，第一位以英

文著作揚名國際的閩南語作家 

台北市立美術館(周一休): 為全國第一座

現當代美術館。肩負推動臺灣現當代

藝術的保存、研究、發展與普及之使命，提升普羅大眾

對現當代藝術的認知與參與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周一休): 大稻埕新成立。當時蔣渭水在此坐牢１４４天。 

 

演講:  張恆豪、李敏勇(詩人)、林文義(散文)、蔣朝根 → 皆為暫定 
 

餐食:  早:x          午:合菜           晚:合菜 

夜宿:  台北君品 

 

 

 

 

 

 

 

 

 

 



4/15 (一) 第二天 

飯店→陳定南紀念館→午餐(便當)→慈林基金會→李榮春文學紀念館→黃

春明主持的咖啡故事館→宜蘭第一位大河小說作家美景觀-宜蘭冬山河 

陳定南紀念館(周一休):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之開始。拜會林光義董事長。 

慈林基金會(周日、一休): 台灣民主運動館。拜會林義雄 

李榮春文學紀念館(周一休): 二次大戰後第一代白話文史學家。

建於日治時期，陳列並展示著許多頭城舊照片及文物書籍，最

主要的功能還是在於紀念及保存李榮春先生的相關文物與作

品。 

黃春明咖啡故事館(周一休) (不含低消飲料): 聽黃春明講故事 

宜蘭冬山河(含來回船票):「親近水、擁有綠」是親水公園規劃

的主題。充份利用冬山河水域的特性，將其開發成一個「水

與綠」結合的開放空間，以「水」本身規劃成不同的利用方

式，而達到觀光、休閒、遊憩與教育的不同目的。 

演講:  陳永興(聖母醫院)、林義民、黃聲遠(建築) → 皆為暫定 

餐食:  早:飯店內         午: 輕食便當               晚: 飯店內櫻桃鴨桌菜 

夜宿:  宜蘭悅川酒店    

 

4/16(二) 第三天 
飯店→吳濁流紀念館→鄧雨賢紀念館→午餐→探訪李喬→勝興車站→龍

騰斷橋→晚餐→台中歌劇院音樂會 

吳濁流紀念館(周一、二休，可提前 2 個月預約): 客家文學著名

作家，並創辦《臺灣文藝》雜誌，設立吳濁流文學獎。

為臺灣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重要作家，被譽為「鐵血詩

人」。 

鄧雨賢紀念館(周一休): 鄧雨賢為「台灣民謠之父」，也是

「客家文化才子」，台灣音樂的萌芽與鄧雨賢息息相關，

這是全國第一座以影音、台灣音樂歷史為主題的圖書館，預訂明年 3 月完成主

體工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6%87%E8%9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BF%81%E6%B5%81%E6%96%87%E5%AD%B8%E7%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A4%A7%E6%88%B0


探訪李喬: 苗栗大河小說作家。李喬位在苗栗公館小圳旁的住家，那是一棟台灣

鄉間隨處可見的透天販厝。 

勝興車站: 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站內設施有許多日治

時代的設備。 西部縱貫鐵路的最高點，為西部縱貫鐵路中

最險峻、自然景觀最特殊的一段。整棟建築以木頭為建

材，為一日式虎牙式木造建築。 

龍騰斷橋: 經歷二次大地震的活見證。 

台中歌劇院音樂會(不含票): 是繼 1987 年國家兩廳院落成啟

用後，睽違近 30 年後第一座開幕的國家級表演場館，這個眾所矚目的新世紀

文化工程，不僅是城市新地標，更象徵文明的跨進。 

註:目前這日期無音樂會，實際依官網隨時關注。或純參觀歌劇院。 

 

演講: 謝里法-台灣美術的過去與未來 → 暫定 

 

餐食:  早:飯店內     午:苗栗客家菜       晚: 當地合菜 

夜宿: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4/17(三) 第四天  

飯店→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日月潭→晚餐→日月潭之月-螢火蟲夜舞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周一休): 特別邀請世界知名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先生設計

這棟美術館，這是安藤先生在台灣的首座建築。除亞洲大學原先的收藏品之

外，以收藏亞洲年輕藝術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扮演支持及培養台灣本土

和年輕藝術家的角色。 

日月潭遊湖(含日月潭遊湖船票): 為提供遊客於 4 大碼頭(水社、朝霧、伊達邵及玄

光)往來，可搭乘南投縣政府審核通過之班船經營業者所營運船隊。各船隊平均

於 15 分鐘至 60 分鐘發行 1 班次。 

日月潭之月-螢火蟲夜舞: 由於 4/17 恰逢農曆 3/13, 離月圓前僅兩天，所以本 

團團員有福氣。於晚餐後欣賞月光下的日月潭之月夜景與諸位一生難得一見的

螢火蟲夜舞奇觀 。 

註:台灣螢火蟲繁殖活動期一年分兩大季—春季與秋季。春季由三月到六月, 而夜舞生態最高 

   峰期就在四月中旬 。 

 



月光下的日月潭夜景，對原住民的進一步了解，以及適逢其會的賞螢夜舞將是

最能引發諸位寫作靈感的三大主題。 

 

餐食:  早:飯店內     午:日月潭自理      晚:當地合菜 

夜宿:  南投日月潭雲品酒店(湖景房) 

 

4/18(四) 第五天 

飯店→彰化-賴和紀念館→麻豆真理大學文學資料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

考古博物館南科館→楊逵紀念館→國家歷史博物館→安平樹屋→台南國

家文學館→台南美術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彰化-賴和紀念館: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因館舍進行修繕，紀念館暫停開放，開  

                館日期另行公告。 

麻豆真理大學文學資料館: 張良澤館長。數萬冊的台灣相關史料

有早自清朝、日治時代和民國初期的手抄本、線裝書及珍貴孤

本，堪稱舉世無雙之寶庫。更於 2007 年 5 月 26 日設立了全台

灣大專院校第一間的「二二八資料室」，由阮美姝女士捐贈了將近

二千件的二二八事件之相關文物。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考古博物館南科館:開幕時間及門票明年 3 月再確認 

楊逵紀念館(周一休):楊逵是台灣在日治時期，文學作品被填入教科書的第一人，

是新化當地非常受到尊重的文學作家。 

國家歷史博物館(周一休): 保存維護臺灣的歷史文化資產，建構

臺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奠基臺灣史研究傳統，推廣臺灣歷

史文化教育，建置多元資源中心，提供學者研究及社會大眾

參考使用。 

安平樹屋:原是德記洋行的倉庫。經百餘年歲月滄桑後，倉庫牆

面滿佈榕樹盤據的氣根，高聳的榕樹茂密的樹冠彷彿成為倉庫

的屋頂，形成特有的屋樹共生奇景。註:時間來不及可能取消。 

台南國家文學館(周一休): 為我國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除蒐藏、保存、研

究的功能外，更將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眾，帶動

文化發展。 

 



台南美術館(週三休):1/27 正式開幕。是臺灣首座行政法人美術館。著重支持臺灣

本土藝術家，立基臺灣近現代美術史上，結合臺南在地文化與美學元素，連結

臺灣、走向亞洲。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周一二休):在台灣文學最昏暗的時刻，用鄉土點亮一盞燈。在

台灣文學最迷惑的時刻，用台灣意識闢出一條路。用一生，為台灣文學立座

標。 
 

餐食:  早:飯店內        午:  輕食便當           晚:當地合菜 

夜宿:  台南晶英 

 

4/19(五) 第六天 

飯店→美濃-鍾理和紀念館→午餐→高雄美術館→高雄圖書總館→駁二藝

術特區(不含展覽票)→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聽一場表演 

鍾理和紀念館(周一休): 除收藏鍾理和個人手搞及作品外，台灣

地區作家的手搞也在收藏之列，是一處充滿文學氣息與人文歷

史的地方。 

高雄美術館(周一休): 融合藝術、教育、自然、休閒的新式生

活園地，亦將注入更多當代藝術、建築、設計與社區營造之

元素暨創意。 

註:美術館目前當期展覽: “你好-我的小屋“。其餘展覽依當下為主。 

高雄圖書總館(周一休): 自成立總館後，高雄市的圖書事業進入

高峰，亦引領全台各縣市致力興建總館的風潮。 

駁二藝術特區(不含展覽票): 被歷史塵封

的陳舊倉庫，時光凝結了種種發展跡

象，因為藝術文化的呼聲被解放，不斷注入創意靈感而重

獲新生，日漸茁壯。在舊與新的衝突中，衝撞出的是勃發

的生命力。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聽一場表演(不含展覽、表演票) :30 年內台灣最重大文化建

設．陳水扁預算．蔡英文完成。註: 官網目前這日期無節目，實際依官網隨時更新。館

方說平常日較少表演，幾乎都安排在假日。 



 

演講:  韓明榮(文章) 曾貴海 鄭炯明等醫生作家 → 皆為暫定 

 

餐食:  早:飯店內     午:美濃客家菜      晚:當地中式合菜 

夜宿:  INDIGO 

 

4/20(六) 第七天  

飯店→奇美博物館→故宮南院→台北國家音樂廳 

奇美博物館(周三休): 奇美博物館的蒐藏以西洋藝術、樂器、兵

器、動物標本以及化石為主要收藏方向，總計展出約四千多件

藏品，約整體蒐藏的三分之一。創辦人許文龍先生表示：「好

的文物不能只是自己欣賞，也要分享給更多人欣賞；蒐藏文物

不能只是自己喜歡的品味，更重要是大眾都能喜歡的風格。」 

嘉義故宮南院(周一休):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典藏華夏文物馳名於世，收藏主要源自

清宮，集千年皇室精華，藏品含括器物、書畫、圖書文獻及亞洲文物等近 70 萬

件，洵屬世界特有的文化資產。註:若行程太趕，則周圍晃一圈 

台北國家音樂廳(不含門票): 

19:30 欣賞ＮＳＯ巡演日本行前音樂會。 

呂紹嘉指揮江文也《台灣舞曲》。小提琴新秀林品任《孟德爾

頌：小提琴協奏曲等》。註:實際表演節目，官網約 1 月底會公布 

 

餐食:  早:飯店內         午: 便當          晚:自理或福華飯店內(團費不含此餐) 

夜宿:  可愛的家 

 

 

 

 

 



 

報價: 35 人，32,900/人 
     20 人，35,900/人 

 

指定全程單人房:每人補 14,000 元 
 

團費包含: 全程遊覽車(5 年內新車)/餐食(以桌算,不足請補足一桌費用)/住宿/司機導遊 

          小費/保險/以上所敘景點門票。  

團費不包含：每場演講的場地費／音樂會門票/有些美術館、博物館..等，有當期展覽 

            的另外門票、4/20 晚餐及解散後交通 

備註: 過路過橋實報實銷 

 

4/20(六):台北福華飯店(含早餐)。 

        單人房:4,200/間。雙人房 4,400/間。 

此晚房價未包含在上述報價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