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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少女獨立創意設計 Q 版陳超明 LINE 貼圖亮相   

2019-10-30 16:55:14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國民黨籍苗栗縣第一選區海線立委陳超明力拚連任，特邀苗栗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

設計系大一生許晏芝量身設計，今推出「萌萌噠阿明哥」LINE 貼圖，Q 版造型加上長輩親切問候語，十分吸睛；

陳超明笑說，此貼圖亮相後就獲立院同事蔣萬安、李彥秀爭相詢問，除盼藉此衝高網路聲量，也讓更多人看見苗

栗青年的創作能力。陳超明的「萌萌噠阿明哥」LINE 貼圖今早正式亮相，Q 版圓臉、活潑動作，搭配上實用的

「今天呷菜呦」、「注意保暖」問候語等，讓陳超明越看越滿意，笑說「自己彷彿年輕十幾歲。」尤其正逢選戰期

間，貼圖中他坐在車上、說著「在路上囉、快到了」對不斷趕場的他最感實用，而躺在床上道「晚安」，則是常

睡眠不足的他最喜歡貼圖。 

超明說，為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增加實務經驗，所以不找公關公司，而是由在地學校推薦合適專長學生，最後

請畢業於君毅中學多媒體技術科、現就讀育達科大時尚造型設計系學生許晏芝協助，全程不干預、不修改，放手

讓她自由發揮，原著創作成果讓競選團隊都為之驚艷。過去就曾繪製許多 LINE 貼圖、上架販售的許晏芝表示，

過去與委員素未謀面，但印象中他就是位和藹可親長輩，因此以擅長的可愛畫風呈現他親民一面，而這也是她首

次嘗試為政治人物畫貼圖，雖有點緊張但也開心作品能讓更多人看見，未來希望能繼續朝繪畫、美術設計等領域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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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教師劉千鳳獲教育部推動競

賽第 3 名 
15:462019/10 /02  

中時 
  

謝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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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育達科大助理教授劉千鳳獲得教育部「ODF-CNS15251 推動競賽」全國第 3 名。〔育達科大

提供／謝明俊苗栗傳真〕 

 

苗栗育達科大助理教授劉千鳳〔右三〕獲得教育部「ODF-CNS15251 推動競賽」全國第 3 名，校

長黃榮鵬〔左三〕特別接見嘉勉。〔育達科大提供／謝明俊苗栗傳真〕 

教育部為鼓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 ODF 開放文件格式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特舉辦「全國大專校

院 ODF-CNS15251 推動競賽」苗栗育達科大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程助理教授劉千鳳獲得第三名，

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這項競賽是由教育部指導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ISAC)規劃執行，共有全國 52 位教師參

賽，經歷多位專業評審的初審與決審，劉千鳳老師自眾多參賽教師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三名的佳

績。 



據悉，政府推動 ODF-CNS15251 文件標準格式為行政院重要政策之一，期能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

領域，營造友善文件流通環境，落實文件以 ODF 文件格式流通保存。 

育達科大配合政府及教育部政策，自 105 年起參與 ODF 推動工作，從學校網站、學校電腦、資訊

系統、電子公文等陸續加入推動項目。並於 108 年配合鼓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 ODF 開放文件格式

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同時鼓勵學生繳交作業以 ODF 開放文件格式為主，以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

領域。 

劉千鳳老師表示，配合教育部及學校推動 ODF 開放文件流通，不但精心設計 ODF 格式教材，並且

在課堂中積極指導學生使用編輯 ODF 文件。此次動員物聯網學程及資管系所有參與課程的學生，投

入 ODF 格式文件製作及編修，以豐碩之成果參與競賽。 

為嘉勉劉千鳳努力，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特別接見劉千鳳老師，並肯定讓 ODF 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

領域，營造本校友善文件流通環境。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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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育達科大交安基金補助學生共乘搭小黃  還有購

物專車分享 

 分享 2019-10-05 21:15 聯合報  記者劉星君╱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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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山城，道路山坡蜿蜒曲折，造橋鄉台一線旁的育達科技大學，2 年多前紀念因交通事

故身亡學生，特別成立交通安全基金，鼓勵學生搭計乘車共乘，補助一趟 50 元；另外學校

也設置免費「購物專車」，送學生往返學校到苗栗縣的市區採買，減少學生騎機車衍生交通

事故。  

育達科技大學副學務長、軍訓室主任姜德剛說，為減少學生騎機車，學校每周三下午提供

「購物專車」，採網路預約制，載學生到附近賣場購物，每次 3 個半小時，周三下午提供

兩個班次，下午 2 點、下午 5 點，再載學生返校園。周三下午學校沒排課，是社團時間。  

育達科大餐旅系一年級學生林秉頡說，搭乘兩、三次購物專車，到頭份市的賣場採買，跟室

友們相約，購物專車很方便，有時會買水、生活用品，購物專車也可以幫忙載送物品。同學

黃子齊說，搭購物專車，可以省油錢，也很安全。  

育達科技大學 2 年前成立「紀念葉育均同學交通安全專用基金」，有感於學生葉育均在下

課回家途中車禍身亡，學校提撥 65 萬元作為交通安全專用基金，也提醒師生們，注意行的

安全。  

育達科大在校園內綜合大樓服務櫃檯設置，叫計程車專區，校方與計程車業者合作，學生在

校園內搭計程車共乘，每趟補助 50 元，補助費用由交通安全專用基金支出，且若有課程需

求辦理學生校外教學，也可向交通安全專用基金申請補助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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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設置「購物專車」免費載送學生

到市區購物中心，採預約制，學生們搭上購物專車準備出發。記者劉星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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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學生自由發揮創意 立委參選人陳超明 line 貼圖

上架  

2019-10-30 16:50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苗栗即時報導  

年輕世代的投票傾向愈來受重視，國民黨提名的苗栗第一選區立委參選人陳超明邀請育達

科技大學學生許晏芝設計「萌萌噠阿明哥」LINE 貼圖，今天發表，陳超明說這些貼圖活潑

可愛，讓他感覺一下年輕了好幾十歲，可跟年輕世代互動，讓他非常開心。  

陳超明說，他非常鼓勵年輕人勇於發揮自己的創意，因此這次貼圖製作，不像一般找公關公

司設計商品的方式執行，而是透過學校老師推荐，找到年僅 18 歲，目前就讀育達大學時尚

造型設計系一年級的學生許晏芝，任由她自由發揮，不提供任何意見，百分百忠於原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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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年輕人的創意巧思和美感，繪出這麼可愛、這麼萌樣的成果，一些收到貼圖的朋友都向

他詢問，在立法院的同事聽到他找學生來創作，也很想比照這個模式製作貼圖。  

許晏芝高中時就讀君毅中學多媒體技術科，她說國中時就很想把生活周遭遇到的喜怒哀樂

用貼圖表現出來，經高中 3 年的專業訓練加上自己的創意和興趣累積，過去曾設計上架的

動態、靜態貼圖各有 1 款。很開心這次有機會能幫立委設計貼圖，且創作完全不受干涉。  

她說，設計過程中，考慮到會用貼圖問安的對象年齡層大多是長輩，因此貼圖文字用了長輩

常會問候的「吃飽沒？」、「天冷了，多注意保暖」等用詞，搭配自己喜歡的可愛畫風，希

望大家使用這貼圖時感受到可愛、文字有溫暖的長輩關懷、問候。  

「萌萌噠阿明哥」貼圖上午在竹南鎮陳超明立委服務處辦上架發表，展示 24 種靜態圖案，

育達科技大學主秘龍清勇、時尚造型設計系主任鄭寶寧、公共事務中心主任陳進喜都陪同

許晏芝參加發表會，為她加油打氣，君毅中學最近 60 周年校慶製作的紀念帽、紀念服 LOGO，

也是許晏芝設計的作品。  



「萌萌噠阿明哥」貼圖由育達科大學生許晏芝

發揮創意自由設計。記者胡蓬生／攝影  

竹南鎮君毅高中 60 周年校慶的 logo 也是由許

晏芝設計。記者胡蓬生／攝影  

育達科大學生許晏芝(左)和立委陳超明上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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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陳超明今天發表由育達科大學生許晏芝創

作的「萌萌噠阿明哥」貼圖。記者胡蓬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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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貼圖助選 Q 版陳超明「送你一

朵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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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陳超明擺出貼圖的招牌動作，吸引選民目光。（巫靜婷攝） 

 

立委陳超明與貼圖創作者許晏芝擺出 Q 版貼圖的姿勢賣萌。（巫靜婷攝） 

 

創作者許晏芝花費 1 周時間設計貼圖，展現政治人物親民風範。（巫靜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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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陳超明推出貼圖助選，竹南鎮長方進興（後排右三）、鎮代會主席何秀綿（前排右四）、最美

鎮代陳怡樺（前排右一）等人均到場支持。（巫靜婷攝） 

 

創作者許晏芝（左三）擅長繪製可愛風格插畫，熱愛設計的她，目前就讀育達科大時尚造型設計

系，校方陪同出席發表會。（巫靜婷攝） 

 

立委陳超明推出新貼圖，可愛畫風搭配長輩常用的親切問候語，搶占曝光度。（巫靜婷攝） 

陳超明 Q 版貼圖上市 

為拉近與選民的距離，苗栗縣藍營提名的 2 名立委候選人，不約而同推出 Line 貼圖，將親切問候融

入選民生活中，達到宣傳效果，立委陳超明力拚連任，首度推出 Q 版靜態貼圖，30 日邀請創作學

生許晏芝舉辦發表會，陳超明表示，支持在地學生發揮創意，貼圖上市也能增進與民互動。 



通訊軟體為當今社交的重要管道，各式貼圖推陳出新，搭配生活用語，吸睛又實用，陳超明投入第

1 選區力拚連任，一別過去掛看板、宣傳車、請公關公司操刀文宣品等傳統方式，首次透過學校老

師推薦，與年僅 18 歲，畢業於君毅中學多媒體技術科的學生許晏芝合作，推出 1 組 24 張靜態 Q

版貼圖。 

「送你 1 朵小花、今天呷菜喲、讓專業的來」Q 版陳超明充滿陽光稚氣，少了競選口號，生活化用

語及親切問候，沖淡選舉煙硝味，許晏芝表示，第 1 次畫政治人物有些緊張，事前不認識陳超明，

看照片只覺得「這人長得可愛」，自己擅長可愛風格插畫，為展現親民風範，花費約 1 周時間設

計，希望作品能讓更多人看到。 

陳超明笑稱自己是「歐吉桑」，貼圖全交由年輕人自由發揮，也交代文宣團隊不要干涉創作，原創

果然不輸公關公司，他將貼圖傳給立院同事，包含立委蔣萬安、李彥秀都對許晏芝的作品感興趣，

紛紛想找她設計，年輕人創意無限，新觀念、新思想，帶動選情更有競爭力。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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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美容化妝品展登場 6 院校彩妝爭豔 
最新更新：2019/10/18 14:10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10180107.aspx


 

2019 台中美容化妝品大展 18 日至 21 日在台中世貿中心登場，除了展售相關產品，活動期間也邀請中部 6 所院

校美容系所進行時尚流行彩妝展演。中央社記者蘇木春攝 108 年 10 月 18 日 

（中央社記者蘇木春台中 18 日電）2019 台中美容化妝品大展今天起至 21 日，在台中世貿中

心登場，除了展售相關產品，活動期間並邀請中部 6 所院校的美容系所，舉辦時尚流行彩妝展

演，展現教學成果與交流。 

今年的美容展邀集上百家國內外醫學美容化妝品業者參展，共規劃 150 個展位，多家廠商將在

會中舉辦新品上市發表會及年終美容商品特賣，舞台區並規劃美妝教學、2020 春夏流行時尚

彩妝秀與整體造型發表秀等活動。 

美容展除了展售產品，也提供中部各大專院校美容相關科系平台，展現美容教學成果與交流。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包括建國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明道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嶺東科技

大學與育達科技大學都參與，提供產學界互相交流的機會。  

今天開幕展演活動由建國科大美容系打頭陣，以「天擇逆生」為主題，教師林宥涵、丁秀毓帶

領學生發揮創意展演。林宥涵表示，透過每一次與產業合作，希望讓學生經由展演的創作與團

隊合作磨練，可以在畢業後帶著熟練的技巧與創意進入業界服務。（編輯：謝雅竹）1081018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018/3698785/ 

台中美容化妝品展今登場 逾百家美容廠商搶客

殺很大 
記者金武鳳 / 台中報導  

- 

2019-10-18 19:29:47 

 

 

 

 

9 大台中美容化妝品展」，今天起至 21 日，一連 4 天在台中世貿中心舉辦，除展售相關周邊產品，並邀請中部 6 所院

校美容系所師生，展演時尚流行彩妝秀，預料將吸引數萬人次參觀採購，首日已吸引大批人潮搶先參觀。 

今年美容展邀集 150 家國內外醫學美容化妝品業者參展，規模盛大，多家廠商將在會中舉辦新品上市發表會，也有業

者舉辦年終美容商品特賣，為拼業績喊出下殺 3 折起破盤價。舞台區並規劃美妝教學、及 2020 春夏流行時尚彩妝秀

與整體造型發表秀等活動。 

主辦單位表示，一年一度的美容展，除了展售美容化妝產品，也提供中部各大專院校美容相關科系平台，展現美容教

學成果與交流。今年參加爆炸，包括建國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明道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與育達

科技大學等六校參加，創歷屆最高紀錄，是校際與學界互相交流好時機。 

由於適逢年終，又到了各種「歡慶主題 party」的舉辦旺季，主辦單位特別規畫，由六所大專院校美容科系師生發揮

創意，以各種主題造型 party 動感展演發表秀，在為期 4 天的展覽中，驚豔登場。 

今天開幕展演活動由建國科大美容系打頭陣，以「天擇逆生」為主題，教師林宥涵、丁秀毓帶領學生發揮創意展演。

林宥涵表示，透過每一次與產業合作，希望讓學生經由展演的創作與團隊合作磨練，可以在畢業後帶著熟練的技巧與

創意進入業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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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中美容化妝品展 台中世貿盛大登場 

 分享  

 分享  

 留言  

 列印  

  

A-A+ 

2019-10-18 13:10 經濟日報  記者宋健生／即時報導  

愛美的小資女性有福了，由台中世貿中心主辦，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職業工會全國聯合

會、專業美容世界雜誌、TraNews 全球新聞網共同協辦的｢2019 台中美容化妝品大展｣，今

（18）日起至 21 日在台中世貿中心盛大登場。  

這場一年一度的美麗盛宴，主辦單位邀集了上百家國內外醫學美容化妝品重量業者共襄盛

會，共規劃 150 個展位，盛大展出。  

許多廠商將在會場中舉辦「2020 年新品上市發表會」與「2019 年終美容商品特賣會」；主

辦單位並在舞台區規劃多樣豐富的美妝教學活動、2020 春夏流行時尚彩妝秀、整體造型發

表秀，還有「美麗出清」 -美妝保養商品一元競標等活動。  

由於適逢年終，又到了各種歡慶主題 party 的舉辦旺季，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到中部地區多家

大專院校美容科系師生發揮創意，規劃各種主題造型 party 動感展演發表秀，在為期四天的

展覽中，驚豔登場。  

外貿協會統計，我國化妝品近五年平均出口成長率達 16.6%，是提升出口的一大動能，其

中以面膜出口金額最高，眼唇彩妝表現也不錯；化妝品可望成為亮眼的明星產業，出口品項

以皮膚保養品及彩粧品為主，無論品質或性價比，在國際上都獲得良好評價且極具競爭力。  

「2019 台中美容化妝品大展」已邁入第 11 個年頭，是中台灣最具規模的美容博覽會，台

中世貿中心以多年的策展專業，結合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在內的 34

個公、協會協助動員會員的資源力量、確切掌握美容化妝品產業的消費脈動，全力吸引專業

人士與消費者參觀。  

展出內容不但匯集最新時尚炫麗美妝產品、醫美保養、美體香氛，以及一年一度的超值美妝

保養品破天荒三折起大放送，優惠幅度更勝百貨公司舉辦的周年慶促銷活動。  

歷年來， ｢台中美容化妝品大展｣提供了中部各大專院校美容相關科系，創新教學成果的最

佳展現與交流平台，中部各大學美容系所，也將此展視為年度最重要的校外交流活動之一。  

今天的開幕式，由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老師林宥涵與丁秀毓指導，以「天擇逆生」為主題，

帶領學校優秀學生共同發揮創意，絕美演出，讓與會貴賓眼睛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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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大美髮造型設計系由指導老師呂佩芸，於 19 日下午 1 時展演，紫色一種神秘的色

彩，以琉璃的概念去發想，大膽創造出迷幻的風格，運用編梳及對比色彩，展現出紫光帶來

神祕的街頭魅力  

另外，19 日下午 1 時 30 分將由明道大學展演「KPOP MV 流行舞蹈」，今年美容展的演出

有別以往走秀的方式。是由明道大學時尚系老師陳淑婷帶領學生為舞蹈團隊造型，舞蹈則

由明道大學教練林暐哲帶領優秀的學員，共同呈現 KPOP 流行舞蹈表演。  

台中世貿中心表示，近年醫美蔚為風潮，本土化妝品牌趁勢興起，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於 2018

年 3 月盤點製造業 195 個行業產值資料，其中有 8 大產業、產值連續 4 年以上維持正成長，

化粧品即為其中之一。  

同年，台灣化粧品出口值達 8.32 億美元，主要出口至中國、香港、美國、英國與日本，化

粧保養品產業未來成長動能強勁。  

統計處分析，近年 DIY 及醫學美容興起，帶動國產品牌數增長，工廠新登記家數連兩年超

過百家，我國化妝品產業逐漸擺脫早期多以代工為主的產業型態。  

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民眾消費力大增，成為我國化妝品產業主要出口市場，占比超過

五成，美國和東協分居出口第 2、3 名。  

這場一年一度的美麗盛宴，主辦單位邀集

了上百家國內外醫學美容化妝品重量業者共襄盛會，共規劃 150 個展位，盛大展出。記者

宋健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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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苗栗火旁龍啟動 糊龍研習營師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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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雄糊龍師傅指導學員。（苗栗市公所提供） 

人氣: 355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9-10-21 4:09 PM    標籤: 糊龍, 火旁龍 

【大紀元 2019 年 10 月 21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綜合報導）苗栗市公所為了讓客家糊龍技藝傳

承向下紥根，10 月 21 日開始展開為期二個月的「糊龍研習營」。今年特別邀請聯合大學、育達科大以及國際

交換學生共同參與糊龍研習啟動祭儀；上午 11 時由苗栗市長邱鎮軍帶領著公所同仁以及參與糊龍的學員們，於

貓裏客家學苑旁的土地公廟上疏文祈福，再將至玉清宮祈求的平安符過爐後張貼在研習教室入口處，隨後由市長

邱鎮軍奉糊龍工具交給糊龍師傅賴文雄，並開始示範及指導學生剖竹篾等技巧。 

此次糊龍研習營特別邀請 30 年糊龍經驗的神龍館館長—賴文雄糊龍師傅。賴師傅曾在民國 100 年時擔綱「百節

長龍」的製作，糊龍技藝純熟精煉。今年將指導聯合大學及育達科技大學的學員共同糊製苗栗市公所的十五節

龍、聯合大學、育達科技大學的九節龍及讓苗栗市中、小學生可以實作體驗的三尾五節龍。 

糊龍研習營啟動。（苗栗市公所提供） 

2020 年的苗栗火旁龍，特別在貓裏喵公園設置「客家龍神壇」，並舉辦「牽龍安座」儀式，成為形制更為完整

的火旁龍七部曲：糊龍、牽龍、點睛、迎龍、跈龍、火旁龍、化龍。糊龍研習即是為第一部曲的「糊龍」揭開序

幕，以及為明年二月一日起陸續舉辦的系列活動暖身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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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及育達科大外籍生自己所製作固定的龍身竹篾。（苗栗市公所

提供） 

市長邱鎮軍對學員期勉糊龍過程一定要遵守傳統的規矩及禮儀，舞龍的動作多，龍身結構很重要，糊龍的細節需

要更加用心；要以恭敬、細心、虔誠的心跟隨師傅做出形態美又堅固的神龍；希望學員可以藉著學習的過程，瞭

解糊龍工藝之美，也讓客家火旁龍透過年輕學子的師法傳承，成為苗栗火旁龍活動推向國際的種子，在世界各地

萌芽。本次糊龍研習營所糊製的六尾龍，預計在 12 月底製作完成，並全程參與明年 2 月的苗栗火旁龍系列活

動。 

責任編輯：杜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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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 教育融入校園 啟明國小共學營今

登場 19/10/13  

中時 
  

巫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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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 課程包含智力（IQ）、情緒（EQ）、道德（MQ）、挫折忍受力（AQ），以親子共學的方式，

進行系列課程。（啟明國小提供／巫靜婷苗栗傳真） 

 

4Q 課程活動由育達科大崇青社、苗栗崇德青年志工隊規畫帶領，以活動生動的方式，讓學習融入生

活情境。（啟明國小提供／巫靜婷苗栗傳真） 

苗栗縣通霄鎮啟明國小推動品格教育，這學期與崇德文教基金會合作，舉辦「4Q 快樂成長班」，

13 日舉辦親子共學營，由育達科大崇青社、苗栗崇德青年志工隊、儒學研究學會策畫，教導親子培

養 4Q 健全身心，提昇克服困難的耐受力，造就好個性、好品格。 

啟明國小校長趙文德指出，4Q 課程包含智力（IQ）、情緒（EQ）、道德（MQ）、挫折忍受力

（AQ），崇德文教基金會自 2006 年起，在北中南大專、高中、國中小舉辦過上百場 4Q 成長營及

成長班，頗受師生家長好評。 

趙文德表示，國小教育承接家庭教育的基礎，除了讓學生課業學習能力增進外，也要從小培養健全

人格，以及光明的人生觀，在智力發展外，也培養管理情緒、崇尚道德、克服逆境等價值觀，讓學

童打好基礎。 



崇德光慧經典教育苗栗推廣處執行經理邱增雄表示，基金會的理念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多年來透

過孝道推廣、兒童讀經班與 4Q 教育，倡導倫理道德，在多元發展的現代社會中，推廣 4Q 能幫助

小朋友培養良善品格，減少潛在的家庭與社會問題。 

今日活動由 17 名的崇德志工帶領，家長會長夫人李佩蓉說，4Q 教育帶領小朋友拓展腦神經，提供

小朋友很棒的學習方法，也提高小朋友情緒轉化，及逆境轉換的能力；參與活動的學童洪子棋則表

示，4Q 課程教大家怎麼增加記憶力，老師說的，自己很快就記住了。 

(中時 )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910230333.aspx 

苗栗陶藝術節國際大師交流 邀民眾體驗焰艷之美 

最新更新：2019/10/23 20:51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23 日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記者會，84 歲陶藝大師賴復歡（左起）偕兒子賴時

興、孫子賴世順，一家 3 代同台示範拉胚創作。中央社記者管瑞平攝 108 年 10 月 23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910230333.aspx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23 日電）苗栗縣政府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11 月登場，除 4

大主題展、邀請多國陶藝大師來台交流外，也規劃全國首創拉坏、擠坏擂台賽及親子捏陶等活

動，邀民眾共享陶藝之美。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今天在縣府 1 樓大廳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記者會，84 歲陶藝大師賴

復歡，偕兒子賴時興、就讀國一的孫子賴世順，一家 3 代同台示範拉坏創作，現場也安排樵樂

雅集的古箏和二胡演奏，為活動暖身。 

苗栗縣文觀局長林彥甫指出，苗栗縣公館鄉是陶土、陶瓷故鄉，近 4 年來舉辦苗栗陶藝術節，

為期近一個月的時間已如苗栗的「陶之月」，今年以「焰．艷」為主題，透過各項系列活動，

讓更多人了解苗栗陶產業的歷史與當代創新發展。 

活動策展人邱建清表示，今年主題定調「焰．艷」，是因陶藝家用取自大地的土加以揉練，投

入自身情感與理性思維，用雙手捏塑成形、上釉、燒窯，熊熊火焰讓土坯幻化成多姿多彩的作

品，令人驚艷。 

邱建清指出，這次規劃在苗栗陶瓷博物館及文觀局舉辦 4 大主題展，展現苗栗陶藝多元面貌，

並邀請美國王慶祥、加拿大李見深、Jordan Scott、日本金重晃介、清水圭一及國內的李明松、

劉鎮洲、李茂宗等 10 餘名陶藝大師，參加 11 月 7、8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陶藝國際學術

研討會」，促進藝術家與產官學界深度互動。 

文觀局表示，系列活動自 11 月 2 日至 12 月 1 日，預計 11 月 9 日在苗栗特色館廣場舉行開幕

式。11 月 9 日至 11 月 17 日連續 2 個週末，在苗栗特色館廣場有假日市集及藝文、捏陶體驗

活動，還有全國首創的拉坏、擠坏擂台賽。（編輯：張芷瑄）1081023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3 日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記者會表示，活動以「焰．艷」為主題，透過各

項系列活動，讓更多人了解苗栗陶產業的歷史與當代創新發展。中央社記者管瑞平攝  108 年 10 月 23 日 

 

苗栗縣政府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11 月登場，23 日舉辦宣傳記者會，除 4 大主題展、邀請多國陶藝

大師來台交流外，也規劃全國首創拉坏、擠坏擂台賽及親子捏陶等活動，邀民眾共享陶藝之美。中央社記

者管瑞平攝 108 年 10 月 23 日 

 

 

 



文觀局表示，系列活動自 11 月 2 日至 12 月 1 日，預計 11 月 9 日在苗栗特色館廣場舉行開幕式。11 月 9 日至 11

月 17 日連續 2 個週末，在苗栗特色館廣場有假日市集及藝文、捏陶體驗活動，還有全國首創的拉坏、擠坏擂台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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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陶業風華！「焰‧艷」苗栗陶藝術

節 11 月重磅登場 
16:442019/10 /23  

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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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陶藝術節國際大師交流 邀民眾體驗焰艷之美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A-A+ 

2019-10-23 20:11 中央社 苗栗縣 23 日電 

苗栗縣政府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11 月登場，除 4 大主題展、邀請多國陶藝大師來台交流外，也規劃全國

首創拉坏、擠坏擂台賽及親子捏陶等活動，邀民眾共享陶藝之美。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今天在縣府 1 樓大廳舉辦「2019 苗栗陶藝術節」記者會，84 歲陶藝大師賴復歡，偕兒子賴時

興、就讀國一的孫子賴世順，一家 3 代同台示範拉坏創作，現場也安排樵樂雅集的古箏和二胡演奏，活動暖身。 

苗栗縣文觀局長林彥甫指出，苗栗縣公館鄉是陶土、陶瓷故鄉，近 4 年來舉辦苗栗陶藝術節，為期近一個月的時

間已如苗栗的「陶之月」，今年以「焰．艷」為主題，透過各項系列活動，讓更多人了解苗栗陶產業的歷史與當

代創新發展。 

活動策展人邱建清表示，今年主題定調「焰．艷」，是因陶藝家用取自大地的土加以揉練，投入自身情感與理性

思維，用雙手捏塑成形、上釉、燒窯，熊熊火焰讓土坯幻化成多姿多彩的作品，令人驚艷。 

邱建清指出，這次規劃在苗栗陶瓷博物館及文觀局舉辦 4 大主題展，展現苗栗陶藝多元面貌，並邀請美國王慶

祥、加拿大李見深、Jordan Scott、日本金重晃介、清水圭一及國內的李明松、劉鎮洲、李茂宗等 10 餘名陶藝大

師，參加 11 月 7、8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陶藝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藝術家與產官學界深度互動。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23003719-260405?chdtv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1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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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大師賴復歡（左）聯手兒子賴時興（中）、孫子賴世順（右），23 日同台展現陶藝創作驚艷眾

人。（何冠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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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陶藝家展現精湛手藝現場創作，並與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等人為苗栗陶藝術節揭序。（何冠嫻

攝） 

 

2019 苗栗陶藝術節將於 11 月 2 日到 12 月 1 日盛大舉行，安排系列活動邀請民眾走進陶藝世界。

（何冠嫻攝） 

 

苗栗陶產業歷史輝煌、培育優秀陶藝家，縣府舉辦 2019 苗栗陶藝術節推廣在地好手藝。（何冠嫻

攝） 

在地陶藝家現場創作 揭序 2019 苗栗陶藝術節 

今年苗栗陶藝術節，以「焰‧艷」為主題，推出陶藝主題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日市集等系列活

動，並首創全國首創的拉坏、擠坏擂台賽，預計 11 月 2 日陸續登場，與各界交流推廣苗栗陶藝的

多元面貌，帶領遊客走進百年陶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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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館為陶土、陶瓷故鄉，2019 苗栗陶藝術節推出「焰、艷」系列活動，23 日副縣長鄧桂菊

等人為活動揭序，陶藝大師賴復歡聯手兒子賴時興、孫子賴世順，一家三代同台展現陶藝技術，即

席創作 3 件作品驚艷眾人。 

柴燒陶藝師、策展人邱建清表示，陶藝家取自大地的土加以揉練，捏塑成形、上釉、燒窯，經熊熊

火焰讓土坯幻化成多姿多彩的作品，猶如火鳳凰般展翅高飛，令人驚艷，因此今年主題訂為「焰‧

艷」，策畫 4 大主題展覽、陶藝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日市集及藝文活動等，推廣並傳承在地陶藝的

多元樣貌。 

縣府文化觀光局長林彥甫表示，苗栗陶藝術節系列活動將於 11 月 2 日展開，「當代陶藝創作

展」、「陶博館典藏特展」將於苗栗陶瓷博物館登場，「苗栗陶藝競賽展」及「苗栗陶藝人培工作

坊作品展」則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2 樓山月軒展出，呈現苗栗陶藝的發展。 

11 月 7、8 日的「陶藝國際學術研討會」則邀請美國王慶祥、加拿大李見深、Jordan Scott、日本

金重晃介、清水圭一及國內的李明松、劉鎮洲、李茂宗、陳新上、游博文、許明香、吳水沂、邱建

清、連炳龍、王龍德、謝嘉亨等陶藝大師，透過研討會、駐村等交流，傳承並創新陶藝發展。 

另，文觀局說明，11 月 9 日起至 11 月 17 日連續 2 周的周末，舉辦假日市集及藝文活動，分別規

畫全國首創的拉坏、擠坯擂台賽、免費茶席體驗以及花藝展示，以及親子捏陶及彩繪 DIY 體驗、陶

工藝產業及農特產市集等，遊客走進陶藝世界，深陷於苗栗的陶藝魅力。相關活動詳情可於苗栗縣

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或至「2019 苗栗陶藝術節」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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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陶藝術節登場 邀遊客體驗「焰‧艷」之美 

 

與會嘉賓邀約遊客體驗苗栗陶藝術節「焰‧艷」之美。（苗縣府提供） 

人氣: 85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9-10-23 6:50 PM    標籤: 陶藝文化, 茶席, 文化觀光 

【大紀元 2019 年 10 月 23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綜合報導）「2019 苗栗陶藝術節」將於 11

月 2 日到 12 月 1 日盛大舉行，今年活動主題為「焰‧艷」，將在陶瓷博物館與文化觀光局辦理陶藝創作、競賽

及典藏特展，安排大型國際陶藝論壇及交流；另規畫全國首創的拉坏、擠坏擂台賽；苗栗副縣長鄧桂菊和與會嘉

賓，10 月 23 日主持啟動儀式，陶藝大師賴復歡一家三代同台創作與茶席體驗等橋段，精彩為「陶之月」熱鬧

揭開序幕。 

副縣長鄧桂菊指出，今年陶藝競賽，邀請全國陶藝好手較勁，也感謝出身頭份的瓷林公司董事長林光清贊助 30

萬元作為比賽獎金，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參賽作品近百餘件，經過專家學者精心審慎評選後，共計選出有「一般

組」18 位及「柴燒組」各 18 位入選者，36 件優勝作品將在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展出，並於 11 月 9 日上午所

舉辦之開幕式中公布名次並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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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嘉賓茶席體驗。（苗

縣府提供） 

鄧桂菊表示，遊客在陶之月到苗栗欣賞陶藝之美的同時，也可以轉赴大湖體驗大窩地景藝術和各項陶藝主題展，

感受苗栗的好山好水和幸福城市的溫度，讓陶瓷藝術延續傳承薪火不斷。列席的公館鄉長曾美露、縣議員徐功凡

與陶藝界社團幹部多人，也聯袂站在第一線行銷陶藝之美。 

邱建清說，為傳承百年以來苗栗陶產業燦爛光輝的歷史，帶動苗栗陶藝創新奪目的未來，今年邀請 10 多位國際

著名陶藝大師參展出及交流，有美國王慶祥、加拿大李見深、Jordan Scott、日本金重晃介、清水圭一及國內

的李明松、劉鎮洲、李茂宗、陳新上、游博文、許明香、吳水沂、邱建清、連炳龍、王龍德、謝嘉亨等陶藝大

師，預定 11 月 7、8 兩日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陶藝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透過研討會和交流活動，讓產官

學界深度互動，攜手走進驚艷的陶藝世界。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c%b6%e5%b8%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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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陶藝術節花藝創作。

（苗縣府提供） 

在系列活動中，另定 11 月 9、10、16 及 17 日連續兩個周休二日，另在苗栗特色館廣場將安排假日市集及藝

文活動，遠道而來的遊客親近苗栗的陶藝文化，也兼顧多重感官的體驗與享受，其中有 9、10 兩日的全國首創

的拉坏、擠坯擂台賽，16、17 兩日的免費的席體驗以及花藝展示，機會難能可貴。 

該活動有效行銷苗栗陶藝之美，樵樂雅集的古箏和二胡演奏，還有 84 歲陶藝師賴復歡與兒子賴時興、就讀國一

的孫子賴世順，一家三代難得同台表演即席創作，為啟動儀式增色不少；相關活動詳情可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

局網站 https://www.mlc.gov.tw/或至 Facebook「2019 苗栗陶藝術節」粉絲專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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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佛光山宏法社舉辦重陽敬老活動，監寺如宗法師〔左〕歡迎百歲人瑞進場。〔謝明俊攝〕 

頭份佛光山宏法社每年 1 度的「人間有情●佛光有愛」重陽敬老活動，6 日上午在宏法社展開，有

2 百多位長者齊聚一堂，其中還包括多位百歲人瑞。縣長徐耀昌及立委徐志榮也到場共敬長輩，宏

法社監寺如宗法師希望所有長者，永遠都不要認為自己老了，沒有用了，生活經驗與智慧要能傳承

與奉獻，與大眾結緣，讓自己的生命再次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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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敬老活動中，宏法社與頭份區督導委員會暨各分會，精心安排了幼兒園的節慶獅燈、心之歌舞

蹈，青年團的懷舊老歌，頭份佛光會唱團的信仰與傳承獻唱，還有太鼓班小朋友的精采表演，育達

科技大學也提供體適能活力操，此外，還有慈善義剪、體適能檢測及益智遊戲讓大家動動手動動

腦。宏法社更準備了寓意長壽平安的吉祥麪供大家歡喜享用。 

徐耀昌表示，苗栗縣目前走入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佔人口數的百分之 16．3，80 歲以上有 2 萬 6

千多人，1 百歲高齡者更有 105 位。希望大家多走入宏法社，修身養性，改變磁場，天天抱著歡喜

心來禮佛，相信愉快的心境，就能達到長壽健康的目的，活得越久越健康。 

監寺如宗法師在開示中指出，秉持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會的宗旨，宏法社始終在各層面關懷社區，

照顧大眾。希望長者們要多愛惜自己，看到自己的價值，願意走出來看到外界的美好，也學習新



知，與社會接軌，人活著就要動，就要學習，永遠都不要認為自己老了，沒有用了，生活經驗與智

慧要能傳承與奉獻，與大眾結緣，讓自己的生命再次發光發熱。 

 

小朋友敬奉禮茶給在場長者喝。〔謝明俊攝〕 

 

苗栗縣長徐耀昌希望大家常以佛法洗滌，達到健康長壽。〔謝明俊攝〕 

 

宏法社監寺如宗法師〔左〕帶領大家祈求長者健康長壽。〔謝明俊攝〕 

(中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