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12012016666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東海岸大地藝術節東海岸大地藝術節東海岸大地藝術節----活動概述活動概述活動概述活動概述    

處今(105)年辦理第二屆「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將於 7 月 9 日(星期六)

下午三點在東管處都歷遊客中心隆重登場!活動延續原創手作及大地美學的

理念，為東海岸沿線的部落、工作室提供藝文交流的場域，今年度除已徵選 6

位國內藝術家外，也跨國界邀請 2 位國際藝術家(印度、日本)，分別於轄區

內花蓮新社半島梯田、都歷處本部、小馬部落、東河橋遊憩區、金樽遊憩區、

加路蘭遊憩區等 6 處景色與人文絕佳的地點，完成東海岸特有的大地藝術作

品，並於 7 月 9 日至 10 月 10 日在現地展覽。 

本活動除規劃三天兩夜藝術之旅自由行建議行程外，另搭配藝術節展演

活動場次規劃 4 種兩天一夜的藝術遊程之旅，並與易飛網聯合行銷販售，同

時並提供遊程予大專院校列入暑期藝文教育推廣課程內容，期透過東海岸特

有的文化與地景風貌，塑造東海岸藝文教育及觀光廊道，歡迎大家將「2016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列入暑期必遊必賞的夏日旅行計畫中。 

作品展覽期間(7 月 9 日至 10 月 10 日)除在台東都蘭、花蓮港口與東管

處等地陸續展開 8888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7 月 9 日、7 月 23 日、7 月 30 日、7 月 31 日、8 月

19 日、8 月 20 日、9 月 16 日、9 月 17 日))))「藝術創藝市集」、「月光.海音

樂會」、「料理共和國」、「大地野餐樂」、「嗨市集」、「藝術微旅行」、

「農夫市集」、「假日藝術導覽」、「工作室集章換好禮」、「徵文及創藝

畢業照徵件比賽」等不同主題活動；另 11114444 處處處處「「「「藝文開放工作室藝文開放工作室藝文開放工作室藝文開放工作室」」」」共二十餘位

藝術家亦將串聯於 7 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每週五、六、日同步開放，並透過導

覽志工「周末藝術導覽」，讓參觀民眾更能親近藝術與自然間的關係，並藉

由觀看藝術家的作品與其產生過程，體驗山與海交織出的文化藝術與生活。 

「東海岸旅遊達人」活動也將針對本活動推出三條限時任務，只要下載「行

動東海岸」APP並於展覽期間親臨市集現場或開放工作室打卡，即可獲得活動

專屬虛擬徽章，集點即可馬上進行線上抽獎，獎項豐富，快把握機會。詳細

內容可至東管處網站 www.eastcoast-nsa.gov.tw 或活動網站

www.teclandart.tw 查詢。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 : : : 7777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開幕活動暨開幕活動暨開幕活動暨開幕活動暨記者會當天流程記者會當天流程記者會當天流程記者會當天流程 

 
【現場準備花東特色伴手禮 畫面精彩豐富 歡迎蒞臨採訪】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14:30-15:00 媒體接待  

 

都歷遊客中心
大廳 

15:00-15:10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主題曲演唱 
15: 10-15:15 開場-2016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影片 
15:15-15:30 長官/貴賓介紹及致詞 
15:30-15:40 藝術家介紹 
15:40-15:45 長官與藝術家合影 
15:45-16:00 媒體聯訪 
16:00-16:30 大地藝術節現場作品導覽  

都歷遊客中心
前草坪及展演
舞台 

16:30-20:00 八道喜野食廚房、創藝市集 
17:00-20:00 月光海音樂會(演出者:身聲劇場、巴賴、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以莉．高露)  

詳細內容可至東管處網站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 或活動
網站www.teclandart.tw 查詢。 
 

 

 

 

 

 

 

 

 

 

� 進場時間：2016 年 7 月 9 日(六) 14:30-15:00 
� 活動地點：東管處都歷遊客中心暨前方草皮（台 11 線 124.5K） 
�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14141414 間藝術開放工作室間藝術開放工作室間藝術開放工作室間藝術開放工作室    

編號 創作者 展覽名稱 工作室名稱/展覽地址 聯絡電話 

1 葉海地 

/台東 

1.一土一花器一土一

食器(展覽) 

2.The Trashed 

Nature亡田木(展覽) 

實驗平台 （台東縣成功鎮豐田路 16 號） 089-841959 

0925-108100 

2 王力之 

/花蓮 

cepo’陶燒工作坊 

（邀請傅永悌、張和

民等陶藝家共同創作

展覽） 

cepo’藝術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 28、29、30 號) 0928-228935 
3 陳淑燕 

/花蓮 

1.曹小容(繪畫)、汪

曉青(攝影與油畫)、

陳淑燕(樹皮創作)及

杜瓦克(竹籐創作)聯

展 

2.講座 

3.自然手作工作坊 

巴特虹岸光織屋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193-1 號) 

0912-654312 

4 簡吟如 

/花蓮 

聚落裡的一間老房子

（駐村創作展覽） 

磯崎好聚落工作室 

(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 4 鄰磯崎 60 號) 

0928-871155 

5 沈麗玉 

/花蓮 

游於藝創作實驗工作

坊(體驗身心靈與藝

術的交流) 

大地工作室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鄉橄樹腳 133 號) 

0933-997282 

0910-695434 

6 馬浪.

烏瓦日 

/花蓮 

1.生活（創作展覽） 

2.漂流木創意體驗營 

3.夏日茶藝研討會 

當漂流木遇見陶工作室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 95 之 2 號) 0983-178162 

7 阿琺思 

/台東 

交換陶學生(體驗) 哈匿藝術工作室 (台東市富岡里合江路 220 巷 88 號) 0933-333687 

8 吳娟 

/花蓮 

展覽、音樂分享 

講座 

開放工作室地址: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福德 74號 

0936-040051 



9 高敏書 

/台東 

手遊共學工作坊、成

果發表服裝秀 

都蘭糖廠台十一工作室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61-1 號（紅糖文化館內） 0978-092087 

10 林淑鈴 

/花蓮 

1. 隨風.種子（創作

展） 

2. 以海之名.編織潮

味（創作展） 

十二號橋空間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橄樹腳 16 號) 0978-083990 

038-512275 

11 周孟曄 

台 11 線 

花蓮 

沿著台 11 線,邊吹海

邊風找回家的路（移

動展覽） 

移動式帳篷工作室 (於東海岸沿線來回移動展覽) 0926-470393 

12 楊宇沛 

/台東 

那些生活周遭的小事

（邀請逗小花、王郁

雯、林瑞玉共同展覽） 

楊宇沛工作室 (台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興隆路 28 鄰 5-5 號) 0988-711516 

089-229616 

13 魯碧.

司瓦那 

/台東 

美麗的陷阱（裝置藝

術展覽） 

都蘭糖廠二倉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61 號) 0928-350342 

14 好的窩 

/台東 

1. 好的,Live—創作

歌手演唱。 

2.  好的駐—開放全

世界的藝術創作

者駐村二週至一

個月 

好的窩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17 鄰 37 號) 0985-164515 

 

註:總計 14 間開放工作室，辦理地點位置分別為台東地區 6 處、花蓮地區 8

處。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  :  :  :  8888 位藝術家駐地創作名稱及地點位藝術家駐地創作名稱及地點位藝術家駐地創作名稱及地點位藝術家駐地創作名稱及地點    編號 
名稱 姓名 作品設置地點 

1 風搖蘭 峨冷・魯魯安  安聖惠 加路蘭遊憩區 

2 泡風景-寧靜的微觀 山田設計 歐舟 處本部 
3 Temple of Light 光之殿 拉飛邵馬 (與西班牙藝術家 Alvaro Trugeda 共同創作) 東河橋遊憩區 
4 停駐休息的地方 Bahanhannan 達鳳・旮赫地 台東小馬部落 

5 蝸居意思 簡俊成 金樽遊憩區 

6 土地上的快樂 撒部・噶照 花蓮新社半島 
7 Antarangta 內在的探索 Shilpa Joglekar (印度藝術家) 處本部 
8 turtle 歸 Maiko Sugano 管野麻衣子 (日本藝術家) 處本部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  8:  8:  8:  8 場展演市集內容及地點場展演市集內容及地點場展演市集內容及地點場展演市集內容及地點    

場次 日期 地點 規劃主題 

1 7 月 9 日(六) 

16:00-20:00 

台東都歷處本部 開幕記者會 

作品導覽 

野食廚房 

創藝市集 

月光海音樂會 

2 7 月 23日(六) 

16:00-21:00 

台東都蘭(好的・窩 

Homestay) 

露營市集 

野地音樂會 

3 7 月 30日(六) 

15:00-21:00 

花蓮港口(項鍊海岸工作室) 嗨市集 

《跟著月亮的方向》音樂會 

4 7 月 31日(日) 

15:00-21:00 

花蓮港口(農夫市集) 嗨市集 

Ina的海料理 

大地農夫市集 

5 8 月 19日(五) 

16:00-21:00 

台東都歷處本部 料理共和國 

月光海音樂會 

創藝市集 

6 8 月 20日(六) 

16:00-21:00 

台東都歷處本部 料理共和國 

月光海音樂會 

創藝市集 

7 9 月 16日(五) 

16:00-21:00 

台東都歷處本部 月光海音樂會 

草地野餐 

創藝市集 

8 9 月 17日(六) 

16:00-21:00 

台東都歷處本部 月光海音樂會 

草地野餐 

創藝市集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三日自由行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三日自由行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三日自由行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三日自由行藝術之旅藝術之旅藝術之旅藝術之旅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台東往花蓮方向） 

第一日 

台東市 轉緩一下舟車勞頓－ 

台東糖廠文創(這裡 r、水工房、庫空間)、Kituru 山地飯或咖啡 

富岡 小野柳  

富岡 午餐 

加路蘭遊憩區 作品：安聖惠-風搖蘭 

週末市集 

開放工作室：哈匿工作室 

都蘭 都蘭山步道、都蘭遺址 

都蘭 午餐/瑪麗諾廚房、印度咖哩 

都蘭 都蘭糖廠二倉、台 11 工作室、好的窩 

都蘭 月光小棧、下午茶 

隆昌 棉麻屋 

隆昌 開放工作室：楊宇沛工作室 

金樽遊憩區 作品：簡俊成-蝸居意思 

東河橋 作品：拉飛邵馬與 Alvaro Trugeda (西班牙藝術家)-光之殿 

小馬部落 作品：達鳳・旮赫地-停駐休息的地方 

小馬天主堂 

都歷 阿美族民俗中心傳統歌舞演出(每日 11:00am & 2:00pm) 

作品：歐舟-泡風景、Shilpa Joglekar(印度藝術家)-內心的探

索、Maiko Sugano(日本藝術家)-歸 

八嗡嗡 開放工作室：實驗平台 

八嗡嗡 安靜沿著海岸的八嗡嗡自行車道 

成功 台東自然史博物館、成功漁港或基翬漁港、成功豆花、66 年芳

味餅鋪綠豆椪 

成功 晚餐/旗魚咖啡或宋媽媽海產店 

 

第二日 

成功 比西里岸 

三仙台 三仙台風景區 

宜灣 卡片教堂 

長濱 烏石鼻漁港（船無法靠岸的漁港） 

長濱 午餐/小麗廚房、邱爸爸麵店、齒埔草料理人的家、長濱 100 

長濱 金剛大道 



長濱 長光遺址 

長濱 成廣澳文化廣場 

長濱 八仙洞 

長濱 船型教堂 

靜浦部落 長虹橋舊橋、太平洋一號 

靜浦部落 晚餐/陶甕百合春天、里艾的廚房、莎娃綠岸 

大港口部落 開放工作室：當漂流木遇見陶、Cepo’藝術中心 

港口部落 月洞 

港口部落 項鍊工作室、瀰漫咖啡 

石梯坪/港口

部落 

住宿 

 

第三日 

石梯坪 石梯坪風景區 

石門 石門遊憩區 

石門 拙而奇藝術空間 

豐濱 野牛湖 

新社 巨石棺 

新社半島 撒部・噶照-作品：在快樂的土地上 

新社 香蕉絲工坊 

新社 葛瑪蘭風味餐廳 

新社 開放工作室：巴特虹岸光織屋 

磯崎 開放工作室：好聚落 

水璉 路邊農夫市集、牛山呼庭 

鹽寮 開放工作室：十二號橋空間、大地工作室、有容乃大工作室 

花蓮市 收拾心情準備回溫暖的家_吃碗看巷小燒麻糬挫冰 

註:詳細食宿資訊可上本處官網 www.eastcoast-nsa.gov.tw 查詢，或撥

電至本處遊客中心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