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彰化縣立美術館 About the County Art Museum

彰化縣立美術館是目前中部地區最新穎、規模設備最

Changhua County Art Museum is the newest, largest, and best-

具代表性的縣級美術館，以挑高空間、現代化綠建築設計，

equipped county art museum in central Taiwan. With lofted spaces

坐落彰化市東民街與卦山路口，結合鄰近國定古蹟彰化孔
廟、武德殿、節孝祠等文化資產，以及彰化縣立圖書館、
彰化藝術館、彰化市立圖書館、彰化生活美學館及八卦山
大佛風景區等文化景點，串聯成為彰化最美麗的文化生活
圈，不僅提供大眾一處親近藝文的空間，更可以帶動地方
藝術文化活動，提升縣民藝術文化參與度。
彰化縣立美術館之現代化建設採樹枝狀的鋼構斜柱結

the intersection of Dongmin Street and Guashan Road in Changhua.

生命力。清新透綠的玻璃代表乾淨的自然環境，陶版雕出土地的層次，象徵深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cenic attractions such as the Changhua County
Library, Changhua Arts Museum, Changhua Municipal Library, National

耕的人文。球體不鏽鋼反射天空的湛藍與白雲，也反射出我們所處的環境與內

Changhua Living Art Center, and the Great Buddha of Baguashan, the

心，在此駐足對話。細膩的層次表現，將自然人文的豐富性呈現出來，與美術

museum has created an even more appealing cultural living area in

館的建築空間做最美麗的視覺呼應，堪稱本館藝術亮點。

Changhua, and is not only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art, but also stimulating local artis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boosting coun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art and culture.
Changhua County Art Museum's modern building has a structure

榮獲「2013 國家卓越建設獎」競賽 - 最佳規劃設計類公共

featuring angled, branching steel supports, and boasts the visual theme
of the bamboo groves of Baguashan and traditional mullion windows.
The three roof garden platforms with different height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ecology of Baguashan and the Hall of Martial Virtues,

光，成為中部地區建築特色、規模設備最具代表性的縣級

and an interesting tension exists between nature and the humanities, and

美術館。

between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art museum. The building
was awarded 2nd place in the Gold Medal for Public Buildings of the
"2013 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 and represented Taiwan in
the 2014 FIABCI Prix d'Excellence; it is a leading model of project qualit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Taiwan, and is the pride of Changhua. The
Changhua County Art Museum will soon become the most architecturally
distinctive, largest, and best-equipped county art museum in central
Taiwan.

www.bocach.gov.tw

感受自然與人文、舊歷史與新文化建築的張力，整體建物

設獎，成為台灣工程品質、建築設計的典範，更是彰化之

共藝術作品，作品運用多元素材構築代表彰化豐富的人文與自然，呈現土地的

Confucius Temple, Hall of Martial Virtues, and Shrine to Virtue and Piety,

花園平台，與八卦山自然生態、武德殿環境融合，可同時

建設類金質獎第 2 名，並代表台灣角逐 2014 全球卓越建

彰化縣立美術館中庭配置公共藝術作品「天地之美」，是全台最大牆面公

Together with nearby national historic sites such as the Changhua

彰 化縣立美 術館

構，由八卦山竹林意象及傳統窗櫺發想；3 個高度的屋頂

and modern green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museum is locat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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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美術館

來館交通

地 址：500 彰 化 市 卦 山 路 3 號
TEL:04-7250057 FAX:04-7244973

火車：彰化站下車，沿光復路、中山路，步行約 10 分鐘，左轉東民街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 )

彰客、員客：「縣政府站」下車，沿中山路，步行約 10 分鐘，右轉東民街

www.bocach.gov.tw

樓面介紹
Introduction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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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彰化縣立美術館的一樓、三樓及五樓皆設置展
覽空間及城市藝廊，提供視覺藝術平面類、立體類、

1. 城市藝廊 (50 坪 )

裝置藝術、數位影像等各類別藝術展出，鼓勵多元

2. 展覽室 (100 坪 )

風貌的藝術創作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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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藝廊 (35 坪 )

1. 城市藝廊 (35 坪 )

2. 展覽室 (110 坪 )

2. A 展覽室 (110 坪 )

F

‧ 思沙龍 (40 坪，展覽空間，亦可作教
育活動、體驗學習、記者會等活動場
地使用。)

3. B 展覽室 (25 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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