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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迎新春過兔年 攜⼿同遊「陽明⼭花季」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處新聞稿

發稿單位：花卉試驗中⼼                           

發稿⽇期：111年12⽉27⽇

發稿時間：9:30

新聞聯絡⼈：劉⽟華

聯絡電話：0928-880031

承辦聯絡⼈：宋馥華

聯絡電話：0922-349086

 

迎新春過兔年 攜⼿同遊「陽明⼭花季」
 

      春天帶家⼈來到陽明⼭賞花，已是每年最熱⾨的⾏程之⼀，在春節期間，陽明⼭上百花

正準備要盛開，象徵在新的⼀年，迎接美好的開端，非常適合全家攜⼿出遊，共賞百花⿑開

的精采美景，⽽今年的花季更有與往年不⼀樣的地⽅，那就是由陽明⼭上6所館舍共同辦理

「草⼭百年風華─陽明⼭館舍串聯活動」，將配合陽明⼭花季活動在2023年2⽉11⽇⾄3⽉

19⽇開跑，為美麗的花季更增添⼀股濃濃的⼈⽂⾊彩。

 

      陽明⼭舊名草⼭，⾃清代漳州、泉州開採硫磺、⼤菁(藍染原料植物)開始，1923年裕仁

皇太⼦來臺，作為其來台參觀的景點之⼀，草⼭跨出了現代化建設的⼀⼤步，爾後1949年

政府遷臺持續開發，1950年改名陽明⼭，成為政治權⼒中樞，後利⽤豐富天然資源開發為

國家公園，期間陸續完⼯許多 要館所與建設，⾄今已持續開發逾百年，時⾄今⽇已成為⺠

眾欣賞⾃然風光與參與休閒活動的 要⽂化觀光勝地。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黃淑如處長表⽰，為使⺠眾親近陽明⼭上的藝⽂

:::

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https://pkl.gov.taipei/Default.aspx
https://pkl.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E769186B04E6E352
https://pkl.gov.taipei/News.aspx?n=43E05059FCC72525&sms=72544237BBE4C5F6
javascript:print();
https://pk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3E05059FCC72525&s=43A85D927593A3FB&sms=72544237BBE4C5F6#


2022/12/29 下午2:22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新聞稿-迎新春過兔年 攜⼿同遊「陽明⼭花季」

第2⾴（共12⾴）https://pk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3E05059FCC72525&s=43A85D927593A3FB&sms=72544237BBE4C5F6

館舍，促進對陽明⼭歷史的了解，由公園處主辦「陽明春曉」花季總活動，中國⽂化⼤學華

岡博物館協辦「草⼭百年風華─陽明⼭館舍串聯活動」，與陽明⼭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書屋

管理站、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中⼭樓管理所、林語堂故居、閻錫⼭故居等單位合作，共同

舉辦本次串聯暨集章活動。6所館舍將於花季期間各⾃推出不同活動或優惠，包含展覽、尋

百贈禮、免費導覽、實境解謎、專⾞參訪等各項動靜兼具的活動。同時6館將合作辦理集章

串聯活動，頭200名搶先報名並完成6館巡禮集章者，將獲得集結6館特⾊紀念品的⼤禮包。

各別館舍集章⽅式依照各館規定，將於活動上線後公告。邀請⺠眾在親近⼤⾃然之餘，也能

走進陽明⼭的⼈⽂建築，感受曾經的⼈物歷史風華。相關資訊可⾄花IN台北官網

https://flowersfestival.taipei、陽明⼭花季官網 ：https://yms.taipei或陽明⼭花季FB粉絲專

⾴ ：https://www.facebook.com/ymsflower查詢。

 

      公園處花卉試驗中⼼主任宋馥華則表⽰，陽明⼭賞櫻花就如同拉開春天的序幕，在陽明

公園旁渾然天成的⾃然景觀以及各種花卉皆陸續綻放，邀請⼤家在春節期間攜家帶眷在陽明

⼭上度過美好時光，迎接新年。於陽明公園賞完花後，也可以安排⾏程到花卉試驗中⼼走

走，春節時會有鬱⾦香、風信⼦、櫻花、杜鵑、茶花綻放，也有⼤⾶燕、葉牡丹、四季海

棠、香堇菜等可以欣賞，歡迎⺠眾來到花卉試驗中⼼內，享受⼤⾃然的療癒⼒。同時也提醒

⺠眾，春節期間陽明⼭將進⾏交通管制，建議⺠眾多多利⽤⼤眾運輸⼯具！

陽明⼭六⼤館舍配合花季活動表

單位 
活動⽇

期 
活動名稱 

活動

性質 
活動地點 活動簡介 

中國⽂

化⼤學

華岡博

物館 

2023/02/

11-06/30

「名⼭百年

聯展─名⼈‧

名畫‧名⼭

」

靜態

展覽

華岡博物

館

4樓特展

廳

「名⼭百年聯展」以名⼈書畫、事

件紀念、陽明⼭⼈⽂地景為敘事線

，呈現名⼈、名畫與名⼭之百年風

華。結合華岡博物館典藏中⻄書畫

、攝影，及陽明⼭各館舍之複製書

畫、珍貴歷史圖像共同展出，並出

版紀念專輯。

2023/02/

11-06/30

「風華再現

—近代⽔墨

名家複製畫
靜態

展覽

陽明書屋

⼤忠館3

向華岡博物館商借複製畫作於陽明

書屋展出，展出包括張⼤千、鄭曼

青、黃君璧、歐豪年、溥⼼畬、吳

承硯、曾后希等⼈作品，在花季賞

https://flowersfestival.taipei/
https://yms.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yms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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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

國家公

園管理

處陽明

書屋 

展」 樓 花之餘，也歡迎⺠眾蒞臨陽明書屋

欣賞⼤師雅作。

2023/02/

11-03/19

「⼿機在⼿

，導遊帶著

走」

免費

數位

導覽

贈禮

活動

陽明書屋

遊客服務

站暨⼤忠

館2樓

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及⼤忠館陽明

影像展有免費「智慧導覽」服務，

提供⺠眾「⼿機在⼿，導遊帶著走

」的數位體驗，花季期間(02/11-03

/19)參與體驗的⺠眾將贈送紀念⼩

物。

常設 「巡⾏者」

實境

解謎

遊戲

陽明書屋

巡守步道

北段

陽明書屋巡守步道建置之實境解謎

遊戲—「巡⾏者」，劇情以1970年

我國⾯對國際局勢詭譎為背景，歡

迎有興趣的⺠眾上網預約組隊挑戰!

相關資訊 請⾒：

https://popworld.cc/guide/5706/pre

view

國立臺

灣圖書

館陽明

⼭中⼭

樓管理

所 

2023/02/

11-06/30

「百年意象

，中⼭樓尋

百活動」

尋百

贈禮

活動

中⼭樓全

境

配合中⼭樓每⽇參觀4場次(9:00、

10:30、13:30、15:00)，尋找中⼭

樓建物「百」的意象，活動完成後

即贈⼩禮品。

相關參觀資訊及收費標準請連結官

網 查詢：

https://chungshanhall.ntl.edu.tw/ch

t/index.php?code=list&ids=7

2023/02/

11-06/09

溥⼼畬臨古

法書(18帖)

靜態

展覽

中⼭樓3

樓藝⽂走

廊

商借華岡博物館複製溥⼼畬書法-臨

古法書(18帖)，於陽明⼭中⼭樓3樓

藝⽂走廊展出，讓來到中⼭樓參觀

的⺠眾，能同時欣賞⼤師雅作。

東吳⼤ 「草⼭百年

02/11(六)花季開幕當天免費參觀，

⺠眾到館可隨時導覽。

花季活動(02/11-03/19)期間享有⾨

票優惠⽅案。

https://popworld.cc/guide/5706/preview
https://chungshanhall.ntl.edu.tw/cht/index.php?code=list&id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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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林語

堂故居 
2023/02/

11

，名⼈故居

OpenDay」

免費

導覽

林語堂故

居全境

註：林語堂故居將於3⽉起舉辦「

閒情⽣活節」活動，詳情請上故居

網站 查詢：

https://linyutang.org.tw/big5/review

about.asp

閻錫⼭

故居 

02/17(五

)

02/24(五

)

03/03(五

)

03/10(五

)

13:00-16

:00

「⾞遊陽明

春曉」

專⾞

參訪

於花卉試

驗中⼼集

合

邀請⺠眾在氣候宜⼈的陽明⼭春季

，搭乘巴⼠參訪各個不同的館舍，

體會陽明⼭上的⼈⽂氣息。

本活動於花季期間(02/11-03/19)選

擇四個週五下午辦理，每梯次20⼈

，由花卉試驗中⼼出發，途經華岡

博物館及林語堂故居、中⼭樓、陽

明書屋等各個不同館舍（各梯次繞

⾏館舍不同），終點站為閻錫⼭故

居。

報名詳情請上花卉試驗中⼼網站：(

待補)

辛亥光

復樓 
2023/02/

11-03/19

「陽明春曉

—東⻄⽅藝

術論戰-劉

寶鳳畫展」

免費

導覽

陽明公園

辛亥光復

樓

陽明⼭花季期間，陽明公園辛亥光

復樓2樓將舉辦「東⻄⽅藝術論戰

— 劉寶鳳畫展 」，並邀請林卉祺

⾼級定製服辦理設計展，展⽰在地

⾥⺠在耄耋之年體驗青春時穿上婚

紗的喜悅，另於辛亥光復樓周邊邀

請在地⼤屯火⼭咖啡擺攤讓⺠眾品

嘗，提供免費志⼯導覽服務，讓⺠

眾可以賞櫻花、看畫展、喝咖啡，

享受悠閒的賞花時光。

各館簡介：

中國⽂化⼤學華岡博物館

https://linyutang.org.tw/big5/reviewabou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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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簡介：

      本館之創議發軔於本校創辦⼈張其昀博⼠⺠國51年3⽉1⽇訂定的「創校旨趣書」，期

間經歷四次更名，於⺠國60年正式命名為「華岡博物館」，「華岡」取意「美哉中華 鳳鳴

⾼岡」。 

      本館為國內第⼀所綜合型⼤學博物館，創館已逾50年，典藏質 居全國⼤學博物館之

冠。在張創辦⼈「現代⼤學注 ⽂物，整個⼤學應該博物館化」的倡議下，藏品累積⾄今

達7萬餘件，類型包含近現代名家中⻄繪畫、書法、版畫、攝影、歷代陶瓷、銅器、板橋

林家⽂物、⺠俗⽂物及卑南⽂化⽟⽯器等，尤以近現代書畫最具代表性，其中溥⼼畬藏品

更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三分天下。典藏名家包含：張⼤千、黃君璧、傅狷

夫、呂佛庭、江兆申、林⽟⼭、李梅樹、⾺⽩⽔、于右任、歐豪年….等上百名 要⼤師作

品。

陽明⼭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書屋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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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簡介：

      陽明書屋昔稱中興賓館，為當年蔣中正總統接待外賓、辦公及避暑的場域，室外庭園

幽靜，室內格局典雅，係其在臺唯⼀親⾃擇定興建的⾏館，今⽇則成為陽明⼭國家公園區

內 要⼈⽂史蹟及環境教育場域，提供遊客諮詢及導覽解說等各項服務，是⼀處兼具⾃然

與⼈⽂、知性與感性的參觀遊憩場所。

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中⼭樓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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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簡介：

      陽明⼭中⼭樓位於北臺灣陽明⼭國家公園範圍內，於1965年為紀念國⽗孫中⼭先⽣百

年誕辰及復興中華⽂化⽽建，委託名建築師修澤蘭女⼠規劃設計，於1966年11⽉12⽇落

成啟⽤。中⼭樓過去曾為國⺠⼤會專屬議場、歷任國家元⾸接待各國貴賓、舉辦國宴及⺠

主憲政發展之 要場域，⾄今樓內擺設仍完整保留許多⾒證我國憲政發展之 要場景，深

具歷史意義，是非常珍貴的國家⽂化資產。 

      國⺠⼤會結束後，2005年臺北市政府將中⼭樓指定為市定古蹟；2013年配合⾏政院組

織改造，中⼭樓移撥國立臺灣圖書館經營管理。⽬前中⼭樓每⽇開放參觀4個時段(9:00、1

0:30、13:30、15:00)，採定時及團體預約導覽，並且提供場地租借、兒童夏令營、環境教

育、⼾外教育、婚紗攝影及科技創新體驗特展等多元服務，並期以中⼭樓獨有的特⾊，建

構⼀個具有歷史性、時代性、科技性及藝術⼈⽂之體驗場域，彰顯中⼭樓風華之美。

林語堂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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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簡介：

      「林語堂故居」位於⼠林仰德⼤道⼆段141號，座落陽明⼭腰，興建於⺠國五⼗五年，

由語堂先⽣親⾃設計，是先⽣⽣前最後⼗年定居台灣的住所。 本建築是以中國四合院的架

構模式，結合⻄班牙式的設計取向，兼具東、⻄⽅風格，融合了現代感與古典美。

      藍⾊的琉璃瓦搭配⽩⾊的粉牆，其上嵌著深紫⾊的圓⾓窗櫺，意境典雅精緻。從⻄式

拱⾨走進，穿過迴廊，可⾒透天中庭，⻄班牙式螺旋廊柱被和煦的陽光輕輕地拉長⾝影。

閻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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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簡介：

      閻錫⼭(1883-1960)，字伯川，有「⼭⻄王」稱號的他，統理⼭⻄38年，為當年全國模

範省，⼀⽣經歷了同盟會反清、辛亥⾰命、洪憲帝制、⺠國創立、中原⼤戰、國共合作、

抗⽇戰爭、國共內戰，直⾄中華⺠國政府遷台，以⾏政院長⾝分率同五院來台。卸任後率

部屬隱居在陽明⼭⼗年，⼀⼼研究著述，完成《世界⼤同》《三百年的中國》等書，堪稱

立德、立功、立⾔三不朽的儒學實踐者。 閻錫⼭晚年因懷念家鄉，並基於軍事防衛需要，

選擇可居⾼臨下俯視淡⽔河⼝與台北盆地的防風⼭坡上，建造⽯頭屋「種能洞」及「紅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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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種能洞」採⼭⻄窯洞建築，融合中、⽇、⻄三式建築特長，建築年代、規模格局均

與⼀般古蹟⼤不相同；「紅磚屋」則作為防空洞使⽤，外牆厚達三尺，⾨窗處還有加厚鋼

板，並有偽裝棚、哨兵瞭望等設計。「種能洞」是閻⽒親⾃命名，呈現他以種能觀察宇宙

變化的「宇宙觀」。這座碉堡式的⺠居，成為這位近代史上 要⼈物的最後歸宿。 

      故居共分為種能洞、紅磚屋⼆個部分。在修復後，將種能洞規劃為五個展區，以呼應

他起伏跌宕的⼈⽣經歷。展覽除了詳細介紹閻錫⼭與種能洞，由閻錫⼭⼈⽣的四個不同主

要時期--主政⼭⻄、中樞遷台、晚年⽣活及哲⼈書房的展場配置，讓觀眾在展覽空間穿梭

的同時，也彷彿經歷⼤時代的時空穿越。

辛亥光復樓

館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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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公園距市區約17公⾥，名為「草⼭」。陽明公園辛亥光復樓原址原為⼀簡陋茶棚

，由旅⽇華僑李進發先⽣斥資所興建，並於⺠國60年（辛亥年）10⽉為了紀念辛亥起義⼀

甲⼦所建（建築物為仿宮廷式為⼆樓式建物），經由前陽明⼭管理局潘局長其武先⽣撰并

書為『辛亥光復樓』，位於陽明公園的正中央，視 遼闊，可眺望台北盆地，鄰近花鐘、

冷⼭坑等陽明⼭知名景點，風景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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