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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17 屆第 10 次定期會，首先謹代表本局全體同仁感

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們對本局各項業務的關心、指正，更感謝大家對於
文化局各項展演活動和預算的支持。
隨著桃園升格改制的倒數計時，發展、營造直轄市級的文化環境是當
前的重要目標，本局除持續戮力規劃、舉辦各項精彩的文化活動，更積極
加速推動「桃園市立圖書館」及「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新設二
級機關的籌設進度，同時將文化平權思維落實於各項藝文業務推展，以期
展開大桃園市的文化新格局。
為提升閱讀競爭力，嬰幼兒閱讀推廣是相當重要的起步，本年度閱讀
起步走 0-5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以「閱讀起步走

Reading Go！」為主

題，辦理一系列嬰幼兒親子共讀活動，並首度與戶政事務所結合，自 103
年 3 月 1 日起，縣民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時，即贈送新生兒專屬「閱讀禮
袋」，提供更便利的服務。另參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預計
於 12 月成立北區分區資源中心，以「多元文化」為北區分區資源中心之館
藏特色，彰顯本縣是多元族群共和的代表之地。
桃園鄰舍節自 99 年創新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5 年，本年度以「打個招呼、
鄰舍共饗」為主題，落實社區遍地開花之理念，由桃園各鄉鎮市、50 個以
上的社區共同響應，共計辦理 100 場以上交流活動。另持續以社造精神辦
理地方特色文化節慶，推動在地文化扎根，桃園閩南文化節及眷村文化節
將分別於 9 月、10 月舉辦，透過各式特色活動發揚本縣閩南及眷村文化，
展現族群新活力。
本縣是六都中最年輕的城市，2014 桃園國際動漫大展於 7 月 4 日至 13
日在桃園展演中心帶來多元展出與活動，打造桃園成為全方位的動漫文創
交流平台，同時於桃園國際機場策劃動漫展，讓過境旅客也能感受動漫魅
力。桃園地景藝術節則以「陽光、冒險、探索」為主題，9 月在海軍桃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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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進各類國際級裝置藝術、表演藝術；另搭配舉辦「來趣桃－校外生活
美感體驗營」，讓國中小朋友參觀桃園地景藝術節並搭配探討文化、生態、
環境及關懷生命等不同行程，引領學生認識桃園在地文化。
為促進縣內文創發展風氣，於 103 年 4 月辦理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
協助民間將文化創意轉化為實際生產或運用，推廣文創有價之觀念，充分
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另分別於 3 月及 6 月辦理 2 次影視文創補助徵件，
推廣桃園人、事、史、地、物，促進觀光產業之發展及活絡城市空間的影像氛
圍，目前已補助 7 部電影；受補助之影視文創企劃案將列為本縣專案協拍對
象，提供拍片資源及勘景等協拍服務，並將獲邀參觀「桃園電影節」及相關活
動。

本局在文化資產保存推動上亦不遺餘力，持續積極向中央爭取資源，
透過調查計畫進行後續修復再利用，目前執行「中壢市聖蹟亭」、「龍潭翁
新統大屋」、「大溪武德殿」、「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大溪簡式古厝」
等共 13 項調查規劃案；另進行「龍潭翁新統大屋」
、
「呂宅著存堂」
、
「中壢
馬祖新村」
、
「大溪宿舍群」
、
「大溪國小日式宿舍」及「中壢市日式建築群」
等工程案，逐步完成修復保存作業。
2014 桃園國際管樂嘉年華除於 5 月帶來一系列精彩活動之外，本年度
特別與全世界最頂尖之美國國際鼓號樂隊聯盟(DCI)締約合作，未來將引進
DCI 規格的訓練機制與比賽；同時持續辦理藝術下鄉，邀請明華園總團、朱
宗慶打擊樂團等台灣優質表演團隊至 13 鄉鎮市巡迴演出，落實文化平權理
念。另於傳統表演藝術推廣保存方面，本局自 101 年起即進行本縣國寶級
泰雅族傳統口述歷史保存者─林明福先生研究調查計畫，今年度將以專書
方式出版研究成果，擴大推廣效益。
本年度以「桃園大劇場起飛─桃園展演中心活化計畫」獲得文化部「活
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全國競爭型補助案 550 萬補助，延續舉辦
「鐵玫瑰熱音賞」、「鐵玫瑰劇場」專屬品牌活動，擴大「大館帶小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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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館舍範圍，並辦理「鐵玫瑰之友」
、
「鐵玫瑰社區日」
，開發經營社區觀眾。
另進行演藝館舍硬體總體檢與改善計畫，5 月已完成桃園展演中心舞台地板
暨音響、擴大機移位工程；中壢藝術館結構補強工程預定 8 月中完工，提
供民眾更優質、專業與安全的展演空間。
以下謹就本局 103 年 4 月至 6 月已辦理之各項文化活動內容與年底衝
刺活動簡略報告，敬請惠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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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圖書資訊業務
（一） 充實本縣公共圖書館
充實本縣公共圖書館館藏
本縣公共圖書館館藏
本縣公共圖書館的各館館藏特色，除專注於在地文化特色之外，
亦包含民眾喜愛的暢銷圖書，目前正辦理相關採購作業，購置約 7
萬冊圖書。另為充實本縣鄉鎮市圖書館館藏及服務縣民對於電子
書的閱讀需求，今年將加強購置電子資源，購入約 5,000 種電子
書，並租賃 4 種電子資料庫。
（二） 辦理「
辦理「桃園縣公共圖書館館際合作借閱服務」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館際合作借閱服務」
桃園縣 30 間公共圖書館同步提供民眾館際借閱線上服務，方便縣
民跨鄉鎮共享全縣超過 100 萬冊圖書資源，並由本局統籌辦理集
中委託運書，節省各館行政作業及往返寄送圖書之人力。每週流
通量 1,200 至 1,400 冊，103 年 4 月至 7 月 3 日流通量總計為 1
萬 9,722 冊。
（三） 推廣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推廣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閱讀推廣活動，加強閱讀競爭力
1. 閱讀起步走 0-5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以「閱讀起步走

Reading Go！」為主題，自 103 年 3 月 1 日

至 4 月 30 日規劃辦理一系列嬰幼兒親子共讀活動，包含宣傳
記者會、
「適合寶寶看的書」主題書展、0-5 歲嬰幼兒親子閱讀
樂、父母講座、說故事技巧培訓、桃園幼兒閱讀總動員…等共
50 場次，計 2 萬 5,824 人次參加。103 年 0-5 歲閱讀禮袋合計
約 3 萬份，至 103 年 6 月 30 日已贈送 8,700 份。
2. 桃園兒童閱讀推廣活動：
為吸引兒童閱讀，培養其閱讀習慣及興趣，辦理多元化「桃園
兒童閱讀推廣活動」，內容包含：0 到 3 歲幼兒故事親子班、4
到 6 歲幼兒故事親子班、快樂兒童讀書會、圖書館利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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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讀者信箱、說故事時間、影片欣賞及兒童主題書展等。103
年 4 月至 6 月共計辦理 72 場次、7,798 人次參加。
3. 主題館藏聯展：
103 年 4 月至 6 月辦理「我的未來不是夢－主題館藏展」、「閱
讀好 Young‧不枉青春－主題館藏展」等 2 檔主題館藏展，約
計 9,000 人次參與。
4. 辦理圖書巡迴服務：
103 年 4 月至 6 月進行換書服務 2 次 6 站，目前縣內圖書巡迴
站總量達 40 個。
5. 2014 青少年閱讀夏令營：
提供本縣公共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識及營造青少年舒適閱讀環
境的新思維，以提升青少年服務之品質。自 103 年 6 月至 7 月
辦理「專題講座」、
「電影欣賞」、「手機拍微電影」及「魔術技
法 123」等 4 項共 11 場次活動，預計 600 人次參與。
二、 視覺藝術業務
（一） 桃園網路美術館（
桃園網路美術館（E-MUSEUM）
MUSEUM）建置
1. 採用「雲端運算技術」將本局歷年策辦之實體展覽置於網路雲
端同步展出。運用獨家的搜尋引擎技術，讓線上的展覽、藝術
家及作品在 Google、Yahoo、bing 及 Flickr 中的搜尋皆排名
在前，使瀏覽者能以最簡易的方式搜尋到本局的展覽、藝術家
及作品。
2. 自 99 年 4 月 2 日正式上線後，至 103 年 6 月 30 日止，線上展
覽共 169 檔次，典藏 4,206 位藝術家，共 1 萬 8,484 件作品，
累積觀賞人次達 445 萬人次。桃園網路美術館的資訊有超過
83.95%的比例是列在搜尋結果的首頁，足見網路美術館具高能
見度與使用普及度，是臺灣美術展覽及研究中重要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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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二） 辦理視覺藝術競賽
1. 辦理第 12 屆桃源創作獎：
為不限媒材之全國當代藝術徵件比賽，今年度以「12 維度」為
主軸，鼓勵當代藝術實驗與創新風格，共徵集來自馬來西亞、
香港、法國、中國、台灣等世界各地共 450 件作品，經初選評
選出 5 件平面作品、6 件立體作品、14 件錄像作品等共 25 件
作品，於複審選出 3 名桃源創作獎與 3 名優選獎。上述得獎作
品於 103 年 5 月 2 日至 25 日於本局展出，藉由藝術徵件競賽
之舉辦，提供當代藝術交流之平台。
2. 辦理第 32 屆桃源美展：
本展為全國最受創作者肯定、具悠久歷史的官辦美展，分為水
墨、膠彩、書法篆刻、油畫、水彩、雕塑、工藝、視覺設計、
攝影、版畫共 10 大類別徵件。本屆以「畫外之境」為主題，
於 103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14 日進行初審收件，預計於 8 月底
進行複審，11 月 13 日至 12 月 7 日在本局、中壢藝術館同步展
出。
（三） 推展生活美學
推展生活美學
1. 103 年度文化與教育結合活動包括校外美感活動參訪、
「來趣桃
－校外生活美感體驗營」
、桃園文化繪本推廣課程。4 月舉辦校
外美感活動─參訪本局「嬉‧遊－立體書特展」
，計辦理 15 梯
次，共 10 所學校、近千名師生參與。
2. 「來趣桃－校外生活美感體驗營」將於 103 年 9 月 4 日至 12
日間辦理 10 場，為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規
劃 1 日遊活動，參觀桃園地景藝術節並搭配探討文化、生態、
環境及關懷生命等不同行程，包含參觀蜜蜂生態及採蜜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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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至海邊瞭解生態保育，或至收容所關懷流浪動物等，透過
導覽與實作之形式，以深入淺出的導覽，引領學生認識桃園在
地文化。
（四） 辦理多元化視覺藝術展覽及視覺藝術推廣活動
1. 專題展覽：
於 103 年 4 月至 6 月辦理「雪泥鴻爪—黃羣英九五詩文書畫
展」、
「嬉‧遊立體書特展」、
「毅想天開—李柏毅創作展」
、「第
12 屆桃源創作獎」、
「Le Petit Prince 不老浪漫—詹錦川 90
回顧展」等 16 場次展覽，參觀人數達萬人次以上。本局展覽
室每週開放六天，全年提供縣民豐富而精緻的藝文展覽，為全
國文化局中展覽室開放時間最長者。
2. 辦理 2014 桃園縣美術家邀請展：
本年度邀請展共邀集縣內水墨類、書法類、膠彩類、篆刻瓷刻
類共計 157 件作品，於 103 年 5 月完成作品收件，將於 8 月 7
日至 31 日於本局展出，其中包含享譽國際的水墨大師劉國松、
戴武光等，以及知名書法家黃群英老師、膠彩類中作育無數英
才的趙世傳老師、國內知名篆刻家呂國祈老師等百餘名大師級
藝術家作品。本展將錄製作品語音導覽，於展場提供申請使
用，讓民眾深入認識本縣藝術家之藝術精華。
3. 視覺藝術推廣活動：
配合本局展覽策劃相關推廣活動，並策辦「103 年度書法教育
研習活動」系列研習，每季邀請不同書法名家於本局辦理至少
4 場的研習講座，年初至今已邀請曾家騏老師與黃崑亮老師，
書法老師現場示範揮毫，並帶來精采講座內容，每場研習參與
人數皆超過百名。6 月 22 日辦理黃坤亮老師主講的「書法與現
代生活講座」；另外黃宗義老師與黃伯思老師也分別將於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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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與 12 月 28 日帶來深入淺出的演講，讓書法魅力更貼近民
眾生活。
4. 藝文研習班：
一年舉辦 3 期，每期課程 14 週，分為成人及兒童兩班別，課
程內容以美術、技藝、音樂類為主，如國畫花鳥、素描、書法、
膠彩畫、書法、篆刻、紙藝、水彩、二胡等。103 年度第 3 期
開辦 19 班，學員計約 335 人；第 3 期課程預計於 8 月份開放
報名，9 月份開課，預計開設 19 班。
（五） 公共藝術推廣及審查
1. 於 103 年 5 月召開 1 次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中央警察大學「偵
查與鑑識科技大樓公共藝術設置計劃書」(第二次提送)、桃園
縣立大竹國民中學「脩竹樓拆除重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劃
書」、桃園縣龜山鄉南美國民小學「增班教室工程公共藝術設
置計劃書」、桃園縣中壢市公所「中壢市立第三圖書館興建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計劃書」、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桃園
縣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新設校公共藝術設置計劃書」、中央警
察大學「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
劃書」、桃園縣桃園市公所「陽明社區活動中心建物含附屬設
施拆除及新建工程」公共藝術、國立龍潭高級中學「溫水教學
游泳池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桃園縣桃園市公所「桃園市地方
文化館新建工程」公共藝術 9 案。
2. 此外，本局「暢遊藝境─公共藝術導覽手冊暨文化教育結合推
動方案」參與文化部第 4 屆公共藝術獎，經初審評選後，自 129
件報名者中脫穎而出，入圍教育推廣獎，並於 103 年 7 月 9 日
至文化部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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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視覺藝術品典藏業務
1. 本局典藏品共計有 520 件，包含膠彩類 26 件、書法類 145 件、
水墨類 156 件、複合媒材─立體類 9 件、複合媒材─平面類 5
件、新媒體類 4 件、油畫類 67 件、攝影類 20 件、版畫類 15
件、雕塑類 32 件、水彩類 37 件、其他 4 件。
2. 依據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典藏品借展作業要點，本局典藏品提供
借展之單位係以國內外已立案之機構、學校及文化藝術相關單
位，商借本局典藏品，以用於非營利性展覽為原則。
（七） 傳統工藝美術
傳統工藝美術
本局推廣傳統工藝美術之「木藝師陳力維─技藝薪傳計畫」案，
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計畫期程為 103 年 1 月至 11 月。本計
畫分為國中及大學兩部分進行，國中傳習單位為桃園大溪國中，
期望在青年學子中種下木藝興趣的種子。大學部分則為華梵大學 5
位工業設計系學生，習藝陳力維老師木藝技術，增加對傳統工藝
的技法認知，並加入工業設計的思維，達到工藝與設計的完美結
合。
（八） 桃園工藝
桃園工藝之家
工藝之家
藉由桃園工藝之家的建置，讓更多民眾可認識及瞭解桃園的工藝
文化，感受工藝創作的文化意涵，並透過工藝家與民眾的互動，
讓民眾了解工藝家的創作過程及作品。桃園工藝之家目前共 21 位
工藝師，其中吳榮賜、簡政興、陳柏融、陳力維、吳世興被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遴選為「臺灣工藝之家」代表。
（九） 繪本桃園─
繪本桃園─2013
2013 桃源文化繪本
2013 桃源文化繪本─《神仙的家》、《泰雅之音》、《山豬伕如》與
《傳唱》獲得 102 年好書大家讀文學讀物的好書推薦獎；另外，
《神
仙的家》
、
《泰雅之音》
、
《山豬伕如》
、
《傳唱》
、
《採樟腦的人》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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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場》、《街溪城市的蛻變》、《山野傳奇》、《山豬伕如》、《流浪
的生命》與《泰雅之音》
，在馬來西亞、澳洲、印尼、西班牙、德
國、紐西蘭、香港與菲律賓等各國優秀的投件作品中，打敗近百
件作品，入選新加坡兒童讀物節插畫家畫廊的徵選，足見這套繪
本的國際潛力已逐漸發酵。
三、 文創影視業務
文創影視業務
（一） 影視文創補助
1. 103 度第 1 次補助徵件共計補助 6 部電影，分別為電影長片「百
日告別」(原子映像有限公司) 330 萬元、電影長片「假象」(三
映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00 萬元、電視劇「新世界」(台灣
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 萬元、電影短片「復仇」(快活映
畫股份有限公司) 30 萬元、電影短片「囍糖」(邱垂龍) 20 萬
元、紀錄片「小騎士闖通關」(盧盈良) 20 萬元。
2. 第 2 次徵件補助由李崗監製的紀錄片「阿罩霧風雲下集(香火)」
（安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獲得 150 萬元補助。
3. 前述獲補助之影片，評審一致認為將可拍出桃園在地人、事、
史、地、物的可看性。為扶植地方文創產業發展，特別鼓勵有
潛力及能發揮在地文化精神的創作者。
（二） 影視協拍專業服務
至 103 年 6 月協拍中心已執行影視協拍諮詢案件共計 333 次，包
含廣告 33 次（21 部）、電影 67 次（25 部）、電視劇 163 次（57
部）
、短片 41 次（17 部）
、紀錄片 17 次（8 部）
、MV 5 次（3 部）、
其他 7 次（5 項），並專案協助影視文創補助徵選及投件劇組於縣
內拍攝事宜，也逐步於網路平台上建置桃園場景簿，目前計 24 類
場景，提供更多影視劇組至縣內拍攝更高的便利性。另依據協拍
要點，受協拍成果影片皆將提供本縣宣傳之用，將展現桃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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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及能見度。
（三） 馬祖新村眷村文化保存
1. 馬祖新村「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區」容積調派計畫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於內政部營建署進行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為全國首例。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已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
召開第 16 屆第 27 次會議，決議配合容積調派將國防部馬祖新
村移撥本府，目前刻正由城鄉局協助辦理容積調派相關事宜，
並報請內政部核定。
2. 馬祖新村活動中心第一期工程已於 103 年 6 月 5 日申報竣工，
刻正辦理驗收相關程序。
3. 103 年將針對園區活化管理以定期展演及創藝市集等方式宣傳
馬祖新村，奠定馬祖新村文創平台的基礎，並延續去年度舉辦
創意工作坊、輔導藝術進駐馬祖新村等相關業務，藉以活化園
區，同時達到培育縣內文創人才及縣內文創產業風氣的發展。
4. 103 年 5 月委託專業團隊進行馬祖新村園區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規劃，期望以各項可行性的角度檢視並調整馬祖新村眷村文化
保存與歷史建築再利用之定位、機能與規模，尋求具有永續經
營基礎模式，預期透過招商引進民間經營投資並吸引人才進駐
馬祖新村園區，扶植地方特色文創產業及增加就業機會。
四、 文化資產業務
（一） 文化資產調查
文化資產調查規劃
調查規劃
1. 聖蹟重現─中壢市聖蹟亭周邊環境整體規劃設計案：
總經費 113 萬元，獲中央核定補助 96 萬 500 元、縣配合款 16
萬 9,500 元。透過聖蹟亭及周邊空間整體規劃，以推動習字文
化美德之聖蹟亭空間永續活化，提供在地居民優質文化休憩空
間，已於 103 年 5 月 7 日辦理期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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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縣定古蹟龍潭翁新統大屋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 99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59 萬 4,000 元、縣配合款
39 萬 6,000 元。進行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以有效保存
古蹟建物，並透過調查研究及所有權人權益發展評估，尋求後
續再利用契機，已於 103 年 5 月 19 日完成期末審查修正作業。
3. 大溪武德殿歷史建築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 84 萬元，辦理文獻史料蒐集及建築調查測繪，並結合
木藝生態博物館進行再利用規劃，已於 103 年 5 月 20 日完成
期末審查。
4. 桃園縣古蹟及歷史建築日常保養與定期維修試辦計畫：
總經費 400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100 萬元、縣配合款 300
萬元。針對縣內公有古蹟或歷史建築進行日常檢測及修繕保
養，達到有效之初期修復，修繕工程已於 103 年 5 月 21 日發
包。
5. 大溪和平路 48、48-1 號歷史建築再利用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總經費 174 萬 7,000 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87 萬 3,500 元、
縣配合款 69 萬 8,800 元、所有權人自籌款 17 萬 4,700 元。進
行整體規劃設計，同時就公共安全、結構安全及消防法令檢討
辦理因應計畫，因應計畫已於 103 年 5 月 27 日審查通過。
6. 大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蘆竹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棚廠暨減
壓室附屬設施歷史建築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 85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51 萬元、縣配合款 34 萬
元。二處歷史建築位於桃園海軍基地，為昔日黑貓中隊執行情
報蒐集偵照任務時所用之設施，見證冷戰時期美台國防軍事技
術交流與當時歷史氛圍，透過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建立專案資
料以作為後續再利用之規劃依據，已於 103 年 5 月 30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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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
7. 太武新村歷史建築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 120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72 萬元、縣配合款 48 萬
元。透過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賦予眷村文化與空間多
元風貌，厚實眷村文化資產價值，做為未來修復再利用重要依
據，已於 103 年 5 月 30 日完成期初審查。
8. 歷史建築「八德市林奇珍古墓」紀念碑牌建置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及監造服務案：
本縣歷史建築「八德林奇珍古墓」因受八德都市計畫影響而遷
移，經多次協商訂於原址附近之興豐公園北側空地建置紀念碑
牌，以供民眾了解該歷史建築之淵源；已於 103 年 6 月 18 日
完成細部設計審查。
9.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委託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案：
總經費 150 萬元，透過 OT 委託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
作業等專業規劃，提供後續委託營運經營模式參考，以利未來
媒合招商進駐營運，擴大民間參與；並編列工程款 2,350 萬元，
預計 103 年 7 月進行第一期修繕工程發包作業，逐步進行空間
修復及活化再利用，結合周邊文化資源，打造成為桃園市中心
文化綠洲。
10.大溪簡氏古厝歷史建築規劃設計案：
總經費 120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60 萬元、縣配合款 48 萬
元、所有人自籌款 12 萬元，透過規劃設計成果爭取中央修復
經費，建置過去農村傳統民居的建築空間樣貌，提供參訪者實
際體驗農村民居的生活方式。已於 103 年 7 月 3 日提送基本設
計。
11.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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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 100 萬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90 萬元、所有權人自籌
款 10 萬元。李騰芳古宅近年因建材與構件持續劣化，導致屋
頂漏水及泥塑風化等問題，透過古蹟修復工程，保存古蹟原有
外觀風貌，本案規劃設計業經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審查完成，核
定補助 3,150 萬元並獲同意於 104 年由本局代為執行修復工
程。
12.鍾肇政文學地景生態園區規劃暨駐地工作站計畫：
總經費 440 萬元，獲中央核定補助 374 萬元、縣配合款 66 萬
元。整合龍潭國小日式宿舍群周邊空間，規劃為「鍾肇政文學
地景生態園區」，提供在地居民一座蘊含文學、文化內涵、藝
文展演之文化休閒空間。
13.新屋范姜祖堂整體設計規劃與修復工程：
總經費 2,160 萬元，獲中央核定補助 1,836 萬元、縣配合款 324
萬元。辦理新屋范姜祖堂及周邊橫屋規劃設計及修復工程，匯
聚在地文化特色，賦予文化資產嶄新活力。
（二） 古蹟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
1. 縣定古蹟龍潭翁新統大屋緊急修繕工程：
翁新統大屋為龍潭鄉烏樹林地區移民之重要史蹟，雕刻彩繪保
存始建風貌，營造工藝水準精美，為近代建築所殘存稀有。因
年久失修屋面坍塌，為避免損壞範圍日益擴大，於 101 年 12
月進行保護棚架工程及正廳壁體、屋面緊急支撐工程；經多次
協調會議，各古蹟所有權人對於土地建物產權處置方式，所有
權人決議以變更施作範圍之方式辦理，已於 103 年 5 月 6 日完
工，刻正進行驗收作業。
2. 縣定古蹟呂宅著存堂修復工程：
呂宅著存堂於八德市傳統民居中極具代表性，本案工程分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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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第一期工程已於 102 年 8 月完成驗收；第二期工程總經
費 2,473 萬 3,800 元，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1,236 萬 6,900 元、
縣配合款 989 萬 3,520 元、所有權人自籌款 247 萬 3,380 元，
刻正執行修復作業；第三期工程總經費 877 萬 5,000 元，亦獲
文化部核定 103 年度補助 438 萬 7,000 元、縣配合款 351 萬元、
所有權人自籌款 87 萬 8,000 元。透過修復再利用工程重現呂
宅原有風貌並傳承地方文化特色，帶動八德地區文化觀光產業
發展。
（三） 文化資產審議
文化資產審議
1. 103 年 4 月至 6 月完成縣定古蹟「前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院長
宿舍」、歷史建築「楊梅茶業改良場宿舍」2 處公告作業。
2. 截至 103 年 6 月，本縣法定文化資產數量計有古蹟 16 處、歷
史建築 65 處、遺址 1 處、文化景觀 1 處、傳統藝術 9 項、民
俗信仰 2 項、古物 162 件。
五、 文化發展
文化發展業務
發展業務
（一）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落實在地文化扎根
1. 103 年度桃園縣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總經費 739 萬元，獲文化
部補助 575 萬元、縣配合款 164 萬元，推動桃園縣社區營造中
心委託案，進行社區輔導、訪視、培育等工作。
2. 本府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於 103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辦理參訪活動，參觀宜蘭舊城再生計畫、幾米廣場、
羅東林業園區、文化工場、蘭陽博物館及社區營造點等地。
3. 本局委託社造中心辦理區域願景行動方案，7 月於中壢平鎮地
區分別辦理 4 場論壇活動，規劃以青年返鄉、文創、社造、音
樂與公共議題等主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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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文化館轉型新生與亮點發光
1. 提升整體地方文化館體質：
103 年總經費 1,970 萬元，文化部補助 1,180 萬元、縣配合款
790 萬元。推動「大溪藝文之家」駐館藝術家、大溪微電影工
作坊及大溪名人之旅活動；「新屋鄉稻米文化生活圈」辦理稻
田認養活動、稻米主題體驗活動、導覽人員培訓及陂塘展示台
改善工程；「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成立木藝資源整
合平台，進行博物館基本策略規劃、木藝文化推廣、串連在地
匠師、學校與木器店家整體行銷；「桃園縣眷村文化生活圈」
則推動馬祖新村文化園區、眷村故事館空間修繕，促其活化再
利用為凝聚本縣眷村文化發展的基地，並透過眷村輔導平台帶
動在地社區參與等。逐步推動以各區域特色為基礎，整備及建
立文化基地為目標，期能以館舍的轉型新生與亮點計畫，積極
展現本縣的多元文化風貌，健全地方文化館運作機制。
2. 以中平路故事館為起點，打造中壢客家庶民生活故事街區：
中平路故事館修繕工程經費計 2,200 萬，其中中央補助 1,870
萬，並於 103 年 3 月開工，預計 11 月完工、104 年初營運。未
來期以中平路故事館為起點，以原住戶故事結合文創資源，成
為客家小人物故事館及藝術文化交流展覽等空間；除中平路故
事館外，將再逐步整理中壢各歷史空間據點，連結更多文化據
點及特色老店、串聯為可呈現中壢城市發展及小人物故事的生
活故事街區。
3. 從楊梅故事館啟動楊梅文化藝術生活圈：
張芳杰校長創建楊梅中學並擔任校長 20 年，一生共創辦 9 所
中學，為本縣客家鄉鎮中學教育之推手。103 年推動「楊梅故
事園區─客家教育家張芳杰校長故居暨周邊景觀整體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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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案」，總經費 370 萬元，中央補助 314 萬 5,000 元，預計本
年完成校長故居 A 棟及楊梅國中教職員宿舍 6 戶之修復規劃設
計，104 年辦理第一期修復工程。未來將整合校長故居 A、B 棟
及楊梅國中教職員宿舍等公共空間，發展為「楊梅故事園區」，
並連結周邊楊梅老街文化資源，形塑楊梅文化生活圈，使園區
成為楊梅文化發展之基地。
4. 成立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以大溪百年木匠工藝為主軸，串聯大溪有形無形文化資源，成
立桃園第一座公立博物館。此推動計畫長期受中央單位支持，
103 年獲文化部相關計畫補助 602 萬 5,000 元，鼓勵民間與公
部門合作，推動地方居民參與、輔導民間整備自己空間，成立
各種主題特色的街角博物館。而博物館的公有空間為 22 棟歷
史建築─大溪國小及大溪警察局宿舍修復再利用，將分年分階
段完成修繕開放。博物館成立之後，將以專業的博物館營運管
理，推動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典藏、教育、展覽、社區參與等，
讓大溪如同一座沒有圍牆博物館。
5. 打開記憶的寶盒─以龜山眷村故事館凝聚眷村的想望與記憶：
本案於 102 年完成調查研究、規劃設計暨因應計畫等工作，並
於 103 年初執行因應計畫工程，進行館舍修繕及基礎設施改
善。為使館舍空間完備以供民眾使用，陸續執行戶外景觀規劃
設計及工程、室內裝修設計及工程，同時亦將積極向國有財產
署及國防部爭取土地撥用，期使該館舍環境及設施作為眷村文
化交流空間。所有工程案預計於 103 年底完成，未來將以眷村
常民文化、歷史記憶與生活美學為館舍核心價值，扮演串連本
縣眷村文化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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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亮點文化節慶
於 10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5 日辦理 2014 桃園鄰舍節，由桃園各
鄉鎮市、50 個以上的社區共同響應、主辦，有 20 餘個社區為第 1
次響應參加，包含一人一菜活動，社區規劃超過 100 場以上的各
類型促進交流的活動，超過萬人以上共同參與，民眾響應情形熱
烈。
（四） 桃園藝文編印
1. 103 年 3 月至 6 月出刊 4 期《桃園藝文》摺頁，每月發行 4 萬
份，共印製 16 萬份；每月發行 2 期電子報，共計發行 8 期，
至 103 年 5 月 30 日訂閱人數達 1 萬 1,123 人。
2. 為服務新興電子閱讀器使用者及擴大發行效益，繼 101 年推出
《桃園藝文》iOS 版電子書，創全國藝文資訊電子化行銷之先
端，103 年 2 月號起推出《桃園藝文》Android 版電子書，提
供網路免費下載，讓民眾能夠不受地域限制，以更迅速、環保、
便利的方式收到最新的《桃園藝文》
，E 化資訊服務展現桃園城
市年輕活力形象。
3. 《桃園藝文》摺頁每月皆派送至本縣各地方行政機關、大學圖
書館、縣內各大書局、地方產業文化館、閱讀與咖啡藝文補給
站、本縣各鄉鎮村里長、縣內高中職校、縣內台鐵及高鐵站服
務中心等，共計 1,274 個寄送點，擴大宣傳縣內藝文。
六、 表演藝術業務
（一） 桃園館演藝節目服務
1. 自 103 年 4 月至 6 月於桃園館演藝廳辦理「當代爵士樂創作－
Tamatave 爵士五重奏」
、
「包瑞里斯弦樂四重奏」
、
「台灣文化劇
團：深宮怨」、「偶偶偶劇團」等國內外 30 場演出活動，參與
人次約 9,1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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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 103 年 4 月至 6 月於桃園館 5 樓團體視聽室辦理「影片觀
賞」
、
「專題講座」
、
「研習」等活動共 15 場，參與人次約 1,035
人次。
（二） 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廣
為推動傳統藝術之保存與推廣，並強化藝術教育扎根及培養藝文
人口，於 103 年 5 月至 6 月辦理「偶戲藝夏!」藝文教育推廣計畫，
邀請國內外偶戲團於本局演藝廳、展演中心以及縣內小學舉辦共
15 場偶戲演出；其中來自法國小宛然劇團團長班任旅先生，跟隨
李天祿大師習藝 40 多年，應邀於世界各地演出並獲獎無數，本次
也特別深入桃園，指導本縣大坑國小、新埔國小等進行交流匯演。
（三） 本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
本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
103 年 4 月完成年度徵件審查作業，徵選出 9 支演藝團隊：風雅頌
古箏樂團、春之聲管弦樂團、汲音交響管樂團、龍潭愛樂管弦樂
團(音樂類)、慢島劇團(現代戲劇類)、景勝戲劇團、和成八音團(傳
統戲曲類)、敦青舞蹈團、萍影舞集(舞蹈類)。預計 103 年 6 月至
8 月不定期訪視輔導及協助各團，並陸續於 9 月至 10 月舉行年度
成果展演。
（四） 桃園縣街頭藝人徵選
103 年 5 月 17 日於桃園縣藝文園區廣場辦理桃園縣街頭藝術嘉年
華，總計 215 組街頭藝人參加徵選，通過錄取者 120 組，錄取率
約 55%。本縣錄取之街頭藝人，可至縣內各觀光景點及生活空間申
請免費演出，為城市帶來精彩的藝術表演。
（五） 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表演藝術推廣保存
表演藝術推廣保存
1. 林明福先生為本縣國寶級泰雅族傳統口述歷史保存者，本局自
101 年起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調查計畫，藉由全方位調查、記
錄，建構藝師的生命史，並以數位化方式彙整相關影、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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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文物，103 年將研究成果以專書方式出版，以擴大推廣效
益。
2. 賴碧霞(鸞櫻)女士為本縣國寶級客家山歌歌后，本局長期推動
賴碧霞客家山歌專題研究及影音保存計畫，103 年執行「客家
歌后賴碧霞女士線上虛擬音樂博物館計畫」
，建置網站進行數位
化保存及呈現，進而擴大保存效益。
（六） 重要表演藝術
重要表演藝術專案
表演藝術專案活動
專案活動
1. 2014 桃園國際管樂嘉年華：
於 103 年 5 月 22 日至 25 日期間辦理一系列管樂活動，包括大
師講座、踩街嘉年華、管樂馬拉松、千人管樂大合奏、國內外
行進樂隊變化隊形等，總計邀請 44 個國內優秀團隊。本年度
特別與全世界最頂尖之美國國際鼓號樂隊聯盟(DCI)締約合
作，未來將引進 DCI 規格的訓練機制與比賽，並透過海外交流
宣傳桃園，期待未來打造本縣成為亞太行進樂隊的交流中心。
本次活動共計超過 7 萬人次參與。
2. 2014 桃園藝術下鄉系列活動：
為縮短縣內文化資源差距，落實文化平權，邀請台灣優質表演
團隊至 13 鄉鎮巡迴演出，包括紙風車劇團、明華園總團、優
人神鼓、朱宗慶打擊樂團、九天民俗技藝團、長榮交響樂團等，
安排於 103 年 4 月至 8 月至本縣 13 鄉鎮市演出，預計將超過 7
萬人次參與。
3. 桃園縣有線電視推廣音樂會─林家慶爵士大樂團：
為響應國家產業升級政策，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推展，與新聞
處合作舉辦「2014 桃園縣地方有線電視推廣音樂會」，並邀請
前中視大樂隊指揮林家慶前來為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代言演
出，103 年 6 月 7 日晚間在桃園展演中心舉辦音樂會，並於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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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步轉播，藉音樂會推廣民眾對於有線電視多元數位加值服
務與優質育樂生活的重視，活動參與人數約 2,000 人。
七、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業務
（一） 桃園展演中心表演藝術節目
103 年 3 月至 6 月於桃園展演中心舉辦 53 場活動，包括流行音樂
課程及表演、版印年畫工作坊、國樂、傳統戲劇、兒童劇、現代
舞台劇、偶戲等多元節目，如台巴子經典樂團《傳世經典詩詞今
唱－唐詩宋詞搖滾樂》、明華園戲劇團《么嘍正傳》、錦飛鳳傀
儡戲劇團《偶戲大觀－嘉禮迎春》、吳萬響掌中劇團《台灣經典
故事林投姐奇譚》、如果兒童劇團《真假王子》、炫風舞蹈團年
度公演《小白鷺》、田博年巡迴演奏會等節目，參與人數超過 4
萬 6,000 人次。
（二） 展演中心執行
展演中心執行文化部
執行文化部 103 年度劇場活化計畫補助
103 年度以「桃園大劇場起飛─桃園展演中心活化計畫」獲得文化
部「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全國競爭型補助案 550 萬
元補助。本計畫內容包括：
1. 延續辦理「鐵玫瑰熱音賞」及「鐵玫瑰劇場」兩項品牌活動。
2. 擴大「大館帶小館」合作館舍範圍，持續拓展鄉鎮市館際協力。
3. 辦理「劇界培力」系列課程，持續提升工作人員專業職能。
4. 辦理「鐵玫瑰之友」與「鐵玫瑰社區日」，開發經營社區觀眾。
（三）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表演藝術策劃
1. 103 年 4 月舉辦 8 場演藝節目，包括多場國內外專業團隊演出
之兒童劇、音樂會、舞蹈演出等，參與人數約 9,000 人。103
年 5 月至 6 月因進行內部結構工程整修，為考量施工安全，音
樂廳暫不對外開放。
2. 中壢藝術館加強與民間社團合作，103 年 4 月 26 日與憶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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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正義美學堂．我的彩妝人生─憶聲樂活
講座」，持續推動館舍在民間之伙伴關係，行銷館舍形象並活
化館舍運用。
（四） 桃園展演中心與中壢藝術館視覺藝術策劃
1. 為提升展演中心與民眾的親近性，持續辦理大廳小型展暨親子
工作坊，103 年 3 月至 4 月辦理愛倫公主插畫個展─「城市靜
物」作品展暨「一起玩」手繪工作坊，5 月至 6 月邀請李孟書
老師展覽二皿手做紙設計展等，提供民眾週末親子共玩的藝文
活動。另於展演中心一樓展場安排 4 月「伊甸基金會身障作品
及義賣展」。
2. 103 年 4 月至 5 月於中壢藝術館舉辦 5 檔展覽，並提供本縣各
級學校美術班學生成果發表空間，培力在地藝術創作人才，參
觀人數約 3,500 人。
（五） 演藝館舍硬體總體檢與改善計劃
103 年度進行演藝館舍硬體總體檢與改善計劃，5 月完成桃園展演
中心舞台地板更新暨音響、擴大機移位工程，已申報竣工完成；
中壢藝術館結構補強工程正積極趕工中，預定於 8 月中完工，完
工後建築體質改善將提供民眾更優質專業與安全的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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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中及年底衝刺活動
年中及年底衝刺活動
一、 圖書資訊業務
（一） 2014 桃園兒童閱讀月活動
以「愛上閱讀‧親子嘉年華」為主題，結合 0-5 歲閱讀起步走，
於 103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31 日暑假期間，在全縣 30 間公共圖書
館，聯合辦理主題書展、創意親子共讀活動、父母講座、說故事
技巧培訓、創意說故事擂台賽、童書市集嘉年華、其他創意活動…
等，共計辦理 54 場次親子活動。
（二） 桃園縣第 19 屆文藝創作獎
為推廣本縣文學創作及文藝欣賞之風氣，鼓勵國內愛好文學人士
創作，徵文對象為全國民眾，分為散文類─大專成人組、高中組
及國中組，以及短篇小說組。103 年 7 月收件，8 月至 10 月辦理
評審作業，10 月底前辦理頒獎典禮。
（三） 103 年桃園縣好書交換活動
邀集本縣 13 鄉鎮市圖書館共同辦理，103 年 8 月 1 日至 15 日收書，
8 月 16 日進行好書交換活動，預計實際收書將突破 4 萬冊書。
（四） 桃園縣 103 年本土語言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桃園台地位居北臺灣閩、客族群交會之關鍵位置，蘊涵著「北閩
南、南客家」的文化特質，加上桃園縣復興鄉居民多數為泰雅族，
本縣成為本土語言的大融合區。有鑑於此，特別於 103 年 7 月至
10 月企劃此活動，鼓勵民眾多使用本土語言並傳遞給下一代，落
實本土教育推展，增進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尊重、包容及欣賞。
活動內容包含主題書展、專題講座、電影欣賞討論會及志工教育
培訓等，預計約 3 萬人參與。
（五） 測試、
測試、驗收「
驗收「桃園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計畫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計畫」
建置計畫」
本計畫刻正進行需求訪談，預計 103 年 11 月進行測試，12 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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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本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透過集中式的管理系統及單一
入口網站，整合本縣公共圖書館讀者及圖書資料等，提升檢索效
率與品質。以使用者為中心，民眾只要手持一張借書證，即可於
本縣公共圖書館辦理借還書及預約服務，達到全縣圖書資源共享
之目標。
（六） 參與「
，成立北區分區資源中心
參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
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
，成立北區分區資源中心
預計於 103 年 12 月底在本局 4 樓圖書室設立「北區分區資源中心」
的「多元文化」館藏特色專區，並規劃辦理館藏行銷與閱讀推廣
活動。
二、 視覺藝術業務
（一） 2014 桃園國際動漫大展
1. 103 年 7 月 4 日至 13 日於桃園展演中心展出，以年輕新世代的
充沛活力為經、「國際、跨界、全視野」的精神為緯，打造桃
園成為全方位的動漫文創交流平台，結合 A、C、G、T(動畫、
漫畫、遊戲、玩具)等四大領域的多元展出，提供創作者、消
費者與產業端的連結，並與國際動漫接軌。活動內容包含動漫
九大主題展、電玩競賽冠軍隊伍表演賽、國際交流論壇、
cosplay 表演、桌遊大賽、工作坊、名家講座、動漫電影播放、
動漫主題密室逃脫、創意市集等，近 50 場活動。
2. 103 年 7 月 4 日至 9 月 30 日同步於桃園國際機場藝文展演空間
策劃動漫展，邀請 14 位來自美國、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藝術
家展出，讓過境旅客也能感受桃園國際動漫大展中動畫、漫
畫、遊戲與玩具的魅力。
（二） 2014 桃園地景藝術節
1. 預訂於 103 年 9 月 4 日至 14 日在海軍桃園基地辦理，以陽光、
冒險、探索為主題，融合海軍桃園基地特殊地形地貌及歷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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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如跑道、機堡等；引進各類國際級裝置藝術、表演藝術及
規劃各種動態、競賽、參與性活動與創意市集，並連結本縣在
地社群組織、居民、學校、地方產業共同參與，建構在地亮點
地景，以帶動地方發展，建立居民自信與價值，進而帶動桃園
城市行銷，提升周邊觀光產業之效益。。
2. 裝置藝術邀請台灣的李真、洪易與國際級創作者─徐冰、張洹
等 4 位國際級大師，以及國際名家 Gary Basement、松本浩之、
Angela Chen 及 Lamigo、黑貓俠的大型充氣公仔等國際亮點作
品，並邀請藝術創作者與在地民眾共同創作之藝術行動計畫作
品。同時安排國內外精彩藝文表演團體演出，並規劃控鐵鳥
日、遊戲日、路跑日、風箏日、神射手日、黑貓單車日等各種
不同特色主題日，以及中秋之夜晚會活動；另外設立「創意市
集」專區，展售在地優良文創商品。
（三） 名家藝術講座
自 2005 年起，特別邀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郁秀女士，協
助策劃「名家藝術講壇－文化藝術講座」
，並由財團法人東光教育
基金會自 2006 年起提供經費贊助，迄今已辦理第十年。103 年鎖
定以「創意城市」為主軸，預計自 9 月 3 日至 11 月 5 日間舉辦 10
場講座，內容以創意城市的紋理、環境與活動為主，含括空間、
文化、生活與產業等領域，邀請陳郁秀、李乾朗與傅朝卿等知名
專家學者，講授「品牌台灣」、「廟宇建築語彙與城市文化」、「創
新區域與創意城市」、「農村再造新契機」、「文化資產與城市發
展」、「從法國博物館振興城市案例談文化創意城市」、「會展產業
與城市產業創意」、「文化遺產與城市節慶」、「建築與人居環境」
等主題，與縣民分享關於創意城市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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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繪本桃園─
繪本桃園─2014 桃源文化繪本
1. 承續桃園文化繪本編繪精神，2014 桃源文化繪本以介紹縣內傑
出人才、多元文化及自然生態為主要內容，為易讀且具深度的
圖文繪本，是全民共賞的簡易版縣誌。每年出版 12 冊/套，共
計印製 1,000 套，並附加國、台、客、英四種語言之 DVD，以
多元型式推廣桃園文化。
2. 2014 桃源文化繪本預定出版書名暫定為：遷村、黑貓中隊、雲
高深處的精靈、生命在打烊、蜜牧者、瓦窯丘的少年、碧水情
深、大家逗陣來起厝、再《見》台灣原生魚類、放生、走讀桃
花園、中西合璧劉國松等，預計於 103 年 11 月出版。
三、 文創影視業務
文創影視業務
（一） 103 年度桃園紀錄片徵件計畫
預計 103 年 8 月開始徵件，11 月辦理頒獎典禮。本年度徵件主題
擴大為桃園，寄望以「桃園」、「夢行者」或「印象桃園」等徵件
概念，廣邀喜好影像製作者將桃園縣之變遷過程記錄下來，增加
國際能見度，並提供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一個深度成長的空間。
（二） 2014 桃園電影節
預訂於 103 年 9 月在本縣商業影城舉辦，今年將延續首屆策展佳
績，規劃豐富多元的影片單元及宣傳活動。另為推廣「文創有價」
的觀念，本次將持續以優惠票價提供縣民就近欣賞世界各國影展
電影的機會，並結合縣內影城與校園的力量，投入桃園電影節的
放映與宣傳工作，同時搭配辦理選片指南、國際論壇、映後座談
等相關活動，帶動桃園的國際能見度、觀影人口與產值。
四、 文化資產業務
（一） 執行文化資產專案計畫
針對文化資產專案計畫進行各項審查工作，包括「新屋范姜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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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設計規劃」、「鍾肇政文學地景生態園區規劃」、「太武新村調
查研究」、「大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暨蘆竹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
棚廠減壓室附屬設施調查研究」、「大溪簡氏古厝修復規劃設計」、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委託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縣定古蹟
前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院長宿舍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規劃設
計」、「三坑街屋及大平橋再利用規劃設計暨駐地工作站」等計畫
審查作業。
（二） 文化資產再利用修復工程
執行「呂宅著存堂」、「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新屋范姜祖堂
及周邊橫屋」等古蹟、歷史建築修復工程，並持續爭取中央經費
補助，逐步推動修復再利用，將舊有建築轉化為藝文表演或展示
空間，營造優質文化休閒場域。
（三） 文化資產推廣活動
於 103 年 9 月 13 日至 28 日期間，每週六、日舉辦「2014 全國古
蹟日活動」
，以「憶古話今‧散步桃花園」為主題，展現文化資產
如何貼近常民生活，內容包含資源講座、校園講習、實地導覽，
連結歷史、文學、人文及自然與生態，呈現桃園縣豐富多元文化
資產樣貌。
（四） 持續爭取中央補助保存文化資產
本年度持續提報縣內古蹟、歷史建築調查及修復計畫爭取中央補
助，目前已獲核定並持續爭取補助之計畫包括：
1. 中央 103 年核定補助「三坑街屋及大平橋再利用規劃設計暨駐
地工作站計畫」，目前已提案爭取中央下半年度經費補助辦理
「聖蹟重現─中壢聖蹟亭周邊環境整體工程」。
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 104 年預定執行案件：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修復工程」
、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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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築第二期修復工程」
、
「縣定古蹟大溪簡送德古宅調查研究
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
「桃園縣歷史建築龍潭鄉烏樹林村翁宅祖
堂六桂傳香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
「桃園縣歷史建築八
德呂達川祠堂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
「桃園縣縣定古蹟
新屋范姜祖堂日常維護管理計畫」
、
「桃園縣歷史建築大溪和平
路 48、48-1 號日常管理維護計畫」等 7 項計畫。
3. 陸續提報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計畫：
包括「桃園縣縣定遺址大園尖山遺址涵蓋範圍評估暨出土文物
展示評估及推廣計畫」
、
「桃園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
、
「桃園縣
聚落普查計畫」、「客家歌后賴碧霞女士線上虛擬音樂博物館
(二)」、「竹圍福海宮飛輦轎、過金火調查研究及保存維護計
畫」、「泰雅族口述歷史研究調查計畫(一)」等爭取文化部 104
年經費補助辦理。
五、 文化發展
文化發展業務
發展業務
（一） 2014 桃園閩南文化節
以本縣閩南特色文化、距今已消逝半世紀的民俗藝術「藝閣」為
主軸，透過民眾參與方式製作 20 組以上的人力手拉式藝閣，展現
本項今日難得一見的民藝風貌，發揚本縣閩南文化特色。表演活
動訂於 103 年 9 月 20、21 日於八德市三元宮、桃園市景福宮及文
昌公園等地舉行藝閣嘉年華、傳統藝術表演、八德藝閣展、藝閣
推進小學、閩南民謠演唱、閩南飲食體驗等相關活動。
（二） 2014 桃園眷村文化節
預計於 103 年 10 月 11、12 日及 18、19 日在龜山、中壢、大溪、
龍潭等地辦理，以「眷戀的鄉情記憶」作為活動規劃核心，策劃
「眷村米其林大賞美食競賽」，邀請縣內各地眷村社區組隊參與，
並結合縣內眷村社區特色系列活動共同籌劃，搭配眷村米其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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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紀錄及專書出版強化行銷、凝聚社區榮譽感與記憶，刻正進行
相關活動規劃，期以文化創意呈現桃園眷村文化之在地性，找到
眷村老滋味新感動。
六、 表演藝術業務
（一） 雲門舞集戶外公演
雲門舞集戶外公演
預訂於 103 年 7 月 19 日邀請雲門舞集再次至桃園縣藝文園區廣場
舉行戶外公演，演出節目包括林懷民多齣經典舞作選粹，如膾炙
人口的「薪傳」
、備受讚譽的「水月」
、
「松煙」以及以流行歌編舞
「如果沒有你」
，希望再次帶給桃園民眾一個美好的夜晚，充實民
眾藝術生活內涵。
（二） 桃園夏日親子藝術節
桃園夏日親子藝術節
預計於 103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舉辦，本年度以「奇幻遊藝園」
為主題，規劃邀請國內外知名藝術團隊至桃園藝文園區廣場演
出，廣場周邊將設置互動裝置藝術，活動期間亦規劃藝術工作坊。
另外配合今年度動漫國際大展，規劃 3 場小型動漫親子活動，讓
桃園的大小朋友們在夏日經歷一場奇幻的藝術節！
（三） 2014 桃園國樂節
預訂於 103 年 8 月舉辦，活動將集結縣內各學校之國樂團體，以
優質表演來提供互相觀摩的珍貴機會，另外將邀請國內知名國樂
團來桃園演出，讓國樂愛好者可欣賞到迥別而高水準的表演內容
與風格。活動內容包括學校樂團演出、新秀演出、古蹟戶外巡演、
國樂講座、工作坊等，彰顯本縣國樂扎根及民間習樂成果。
七、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業務
（一） 承辦國內知名團隊來館演出
103 年 7 月起將有多部優質舞蹈及戲劇節目於展演中心推出，如朱
宗慶打擊樂團「兒童音樂會」、溫金龍二胡樂團「穿越時空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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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舞鈴劇場、日本飛行船劇團、杯子劇團「牙刷超人」、蘋果
劇團「再闖黑森林」
、雲門舞集「白水」等，為民眾提供更廣闊的
藝術視野與質量。
（二） 「鐵玫瑰熱音賞」
鐵玫瑰熱音賞」系列活動
2014 鐵玫瑰熱音賞於 7 月至 9 月舉辦樂團徵選大賽，比賽依參賽
者年齡區分為高校及社會組，均包括初賽、複賽、決賽及頒獎典
禮。另同時搭配舉辦鐵玫瑰音樂節，共計 7 場搖滾樂團演出活動，
其中包括 1 場大型流行音樂演唱會，打造桃園展演中心為本縣流
行音樂產業發展基地。
（三） 「大館帶小館」
大館帶小館」活動
103 年 7 月至 11 月持續拓展鄉鎮市館際協力，將藝文展演活動自
桃園展演中心向外延伸至縣內龜山、平鎮、蘆竹、八德、大園等
地區，共辦理近 20 場社區劇場工作坊、成果展、講座等藝文推廣
活動。
（四） 「鐵玫瑰劇場」
鐵玫瑰劇場」演出節目
103 年 9 月至 11 月將引進 8 檔知名劇場節目，包括無垢舞蹈劇團
《緩行中的漫舞》、如果兒童劇團《小花》、身聲劇場《在大水之
中》
、飛人集社《測量》
、台灣戲曲學院《羅生門》
、雲門舞集文教
基金會《白水》、蘋果劇團《再闖黑森林》、如果兒童劇團《皇家
大歌廳》等，共計演出 15 場次，吸引民眾走進劇場欣賞優質演出。
（五） 中壢藝術館表演品質強化作
中壢藝術館表演品質強化作為
館表演品質強化作為
1. 於 103 年 5 月至 6 月進行內部結構工程整修，打造更優質的館
舍空間。7 月至 12 月推出景勝戲劇團「客家精緻戲曲演出」
、
「映
像.菁萃－賈元元 2014 鋼琴獨奏會」、極至體能舞蹈團「背包
客」、敦青舞蹈團「愛情面面觀」、「栢優座－狹義驚懼」、「新
象創作劇團－雜技兒童劇《能源 FUN 地球》」
、
「亞歷山大.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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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鋼琴獨奏會」
、
「台灣絃樂團室內樂集 III」
、
「六藝故事劇
場《孔融不讓梨》」
、
「2014 巴赫納利亞.台灣冬季音樂會」
、
「亞
歷山大.蘇雅雷薩克斯風獨奏會」等音樂、戲劇及舞蹈的演出，
提供民眾欣賞多元類型的表演。
2. 為落實藝文泥土化，103 年 10 月 14 日、15 日於中壢藝術館辦
理「牽手進劇場」活動，對象為縣內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童（偏
鄉與都市學校各半），免費參加，共計辦理 4 梯次。另結合駐
館團隊九歌民族管絃樂團，共同辦理學子進劇場活動，將帶領
約 5,000 名學生走入劇場，讓藝文能量向下扎根。
（六） 展演中心及中壢藝術館視覺藝術展覽衝刺
展演中心及中壢藝術館視覺藝術展覽衝刺計畫
衝刺計畫
1. 於展演中心安排一連串精彩展覽，7 月展出「2014 桃園國際動
漫展」
，8 月自辦國內畫家邀請展，9 月至 11 月中旬自辦「2014
桃園插畫大展」，以「在宜居城市中夢想的家」為主題，藉由
表現居住者與生活城市的連結，呈現新一代對幸福藍圖的想
像，提供插畫藝術交流及競技的舞台。
2. 持續辦理展演中心大廳小型展暨親子工作坊─7 月至 8 月白錫
石打包帶童玩展暨工作坊、9 月至 10 月黃文琳版畫展，提供民
眾週末豐富多元的藝文活動。
3. 中壢藝術館 103 年 6 月至 12 月目前已規劃辦理涵蓋陶瓷、油
畫、水彩、書法、數位創作、攝影、漆器、及本縣各級學校美
術班學生成果發表，共計 14 檔展覽，積極培植在地藝術創作
人才。

叁、結語
本縣即將於今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如何讓本縣文化環境提升
為「大桃園市」的格局，是本局今後的重要課題，企盼在多元族群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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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共存的基礎上，從文化發展、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文化資產、文化創
意及影視產業、書香城市及傳統木藝文化傳承等各種不同層面，善用各類
資源並加以提升推廣，使桃園成為一個深具魅力的文化大市，讓住民對大
桃園市感到認同、光榮、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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