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106年一區一特色計畫  
《新廣神采季－風(香)、花(餅)、雪(漆)、月(河)》活動簡章 

 
一、計畫名稱：「新廣神采季－風(香)、花(餅)、雪(漆)、月(河)」 

二、活動目標：本年度計畫著重基礎工作項目，對區域特色主題資源調查與運用，針對

特色主題資源作四項推廣、踏勘、研習活動。(一)計畫項目：1.漆彩時

光─在地漆藝體驗活動：邀請漆藝家對神岡漆藝薪傳暨推廣體驗課程。

2.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結合本地創新手作名點師傅辦理製餅

體驗活動，自地方農特產神農蛋開始，至手作甘口名點流程，瞭解地方

產業發展。3.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以手繪地景暨插畫方式，

彙集本區文化資產、景觀，繪製出悠活旅遊地圖供民眾作為瞭解區域特

色的工具。(二)結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6年度「地方產業輔導服務計

畫」－台中市神岡區傳統產業再造實質輔導計畫，加值地方特有產業，

深根區域特色文化推廣。。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協辦單位：本區各國民小學、各里辦公處、各社區發展協會 

四、參加對象：臺中市市民 (前開條件設籍本區者優先錄取) 

五、研習課程： 

(一)在地藝文特色： 

1.漆彩時光─神岡漆藝體驗活動：邀請本地漆藝家辦理漆藝體驗推廣課程－陳永興老

師：1999 年「日本石川國際漆藝設計展」入選。2000~2003 年受邀參展日本明治神宮

「漆の美展」。57、60 屆全省美展第 2 名。2001 年「日本安代町漆器研究所」進修，

現任臺灣藝術大學漆器教師。漆器從古代的日常用品如傢俱的桌椅、屏風、床；食器

的碗、盤、湯匙、杯子；兵器的弓箭、盾、刀柄；樂器的古琴、月琴、鼓，都是早期

漆器，其他如木造建築、廟宇的神像、棺木、果盒等也應用廣泛用漆，可以看出先人

用漆器的多樣化，主要是漆具有堅硬的保護層，可抵抗酸鹼性化學物質、耐高溫，加

上色澤溫潤典雅，是很好的裝飾材料，陳老師努力創作期望將古老的漆藝品，注入現

代藝術新生命。 

2. 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邀請本地創新手作名點－帝元食品(果然)辦理花園



工廠製餅體驗活動，再以獨創性且繁瑣的工法製作新廣鳳梨酥，將土鳳梨酥做出不一

樣的感受，有別於一般土鳳梨的纖維口感，而是完整的鳳梨果肉呈現，再加上本區農

特產品神農蛋與法國奶油完美結合，讓鳳梨酥有不同且真實的感受！讓參與學員由原

料生產－自參觀神農蛋蛋雞場地方農特產開始，至手作甘口名點流程，製作出獨一「新

廣鳳梨酥」，深入瞭解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帝元食品(果然)曾榮獲「2016 台中空廚機

上餐 指定甜點」、「2016 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  台中主題館 指定伴手禮」、入選「2015

創意台中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指定參展商品」、入選「2015 創意台中 日本東京

Shibaura House 國際交流展 指定參展商品」、入選「2015 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  台中

主題館 指定參展商品」、「2015 台灣燈會 飛揚台中 指定伴手禮」、「2014 臺中市好禮  

金禮獎」、「2014 臺中市十大伴手禮  首獎」、「2014 臺北市鳳梨酥大賽暨幸福烘焙伴

手禮大賽  優選」。 

(二) 雲端、科技～智慧城：整合、保存區域內相關組織之社區營造成果與區域特色資料（包

括：地圖、繪本、調查成果、電子書、老照片、舊文件等）。 

1.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彙集區域特色資料，繪製深度旅行地圖，邀請插畫、

速寫老師教學，以手繪地景暨插畫方式，彙集本區岸裡大社平埔巴宰族聚落舊址、葫

蘆墩圳西汴渠各支線、浮圳…等相關文化資產、景觀，供民眾作為瞭解區域特色的工

具。施冠宇老師曾榮獲 2016 亞洲區漫畫肖像競賽 彩色類第 1 名，綜合第 4 名。2013

年起赴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國際漫畫肖像大會 台灣選手．ISC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aricature Artists）國際漫畫藝術家協會成員．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 視

覺藝術類街頭藝人評審．國美館小學堂 水彩、速寫課程講師。品牌合作：3M、BMW、

google、Gucci、LOUIS VUITTON、Salvatore Ferragamo、裕隆、福斯…等 繪畫合作。 

 

 

 

 

 



106年一區一特色 

單元一、漆彩時光─在地漆藝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邀請本地漆藝家對神岡漆藝薪傳暨推廣體驗課程。 

漆彩時光─神岡漆藝體驗活動 

時 間 ( 暫 訂 ) 課程活動內容 負責人或講師 
備

註 

09：00-09：10 報    到 行政組  

106.6.4(日) 
漆彩時光─漆藝體驗活動(1) 

同心圓 

陳永興或其他

漆藝老師 
 

106.6.11(日) 
漆彩時光─漆藝體驗活動(2) 

漂流漆 

陳永興或其他

漆藝老師 
 

106.6.18(日) 
漆彩時光─漆藝體驗活動(3) 

描金 

陳永興或其他

漆藝老師 
 

 期待下回再會   

※本單元課程時間：09：10-10：10(第一堂)、10：30-12：10(第二堂) 

課程活動地點：臺中市神岡區公所(42955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30號) 

 

 

 

 

 

 

 

 

 



單元二、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結合本地創新手作名點師傅辦理製餅體驗活動，自蛋雞養雞場地方農特產神

農蛋參觀開始，至鮮果加工、手作甘口名點流程，瞭解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 

時 間 ( 暫 訂 ) 課程活動內容 負責人或講師 
備

註 

09：00-09：10 報    到 行政組  

106.6.25(日) 
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

暨地方農特產參觀(1) 

帝元食品或其

他糕餅老師 
 

106.7.22(六) 
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

暨地方農特產參觀(2) 

帝元食品或其

他糕餅老師 
 

106.8.19(六) 
花漾好禮─新廣製餅體驗活動

暨地方農特產參觀(3) 

帝元食品或其

他糕餅老師 
 

 期待下回再會   

※本單元課程時間：09：10-10：10(參訪)、10：30-12：10(實物製作) 

課程活動地點：臺中市神岡區公所(42955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30號)暨神岡蛋雞場、相

關食品製作廠家(429台中市神岡區和睦路一段 698號，電話：25617850) 

 

 

 

 

 

 

 

 



單元三、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課程內容: 區域特色資料彙集，邀請插畫、速寫老師教導學員，以手繪地景暨插畫方式，

彙集本區文化資產、景觀，繪製出悠活旅遊地圖供民眾作為瞭解區域特色的工具。 

時 間 ( 暫 訂 ) 課程活動內容 負責人或講師 
備

註 

09：00-09：10 報    到 行政組  

106.7.2(日)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1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106.7.16(日)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2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106.7.30(日)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3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106.8.12(六)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4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106.8.26(六)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5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106.9.9(六) 
行旅神岡－繪製悠活旅遊地圖

手繪行旅(第 6梯) 

施冠宇或其它

插畫速寫老師 
 

 期待下回再會   

※本單元課程時間：09：10-10：10(導覽解說)、10：30-12：10(速寫繪圖) 

課程活動地點：神岡區公所 (42955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30號) 暨區內各古蹟、景點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106年一區一特色 

《新廣神采季－風(香)、花(餅)、雪(漆)、月(河)》報名表 
※請於 106年 5月 31日前傳真：04-25611006或逕至公所人文課報名，報名
者應詳填相關連絡資料，錄取後本所將以郵件通知各注意事項。 

 

※各單元活動每梯次限額 20名，以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另加取後補預
備員 3名，正取未在報到時間內報到，由預備員遞補。 

 

※錄取名單將於 106年 6月初於神岡區公所網站公布。 
 

報名者服務單位(無者免填)： 

                                                                                                                  

單元 活 動 名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及

e-mail 

戶 籍 住 址 

( 通 訊 處 所 ) 

一 
漆彩時光─漆藝體

驗活動 
   

參加場次日期：   年   月   日(第   梯)(神岡漆藝體驗) 

二 
花漾好禮─新廣製

餅體驗活動 
   

參加場次日期：   年   月   日(第   梯) (新廣酥體驗製作) 

三 
行旅神岡－繪製悠

活旅遊地圖 
   

參加場次日期：   年   月   日(第   梯) (彩筆行旅繪神岡，請自備畫具) 

※請注意，同一單元每人僅限報名一梯次，重複報名者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