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議會第 1 屆第 1 次定期會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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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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屆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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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接任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之職務後，除持
續戮力推動各項藝文工作，更期許自己與全體同仁能以嶄新思維激盪出文
化新創意，同時兼顧桃園文化的國際化與在地化，讓桃園脫胎換骨成為更
美好的文化城市。
首先，配合本市改制直轄市，本局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成立二級機關
─桃園市立圖書館，統籌原屬各鄉鎮市之圖書館資源，未來將加強硬體空
間規劃、充實館藏、辦理閱讀推廣服務及提升圖書館核心服務等，以豐富
市民書香生活。總館及各分館更自 104 年 3 月 16 日起實施「週一不休館政
策」
，週一至週日皆開館，且週二至週六延長開館時間至晚間 9 點，提供更
便民的閱讀服務。
另響應市長規劃興建博物館的目標，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行
政中心率先於 104 年 1 月 1 日揭牌，3 月 28 日正式開館，開放武德殿及壹
號館讓民眾參觀，並舉辦一連串精彩的活動，邀請民眾共同感受大溪木藝
的魅力。未來將分 4 年陸續修繕大溪警察局宿舍群，作為博物館展示與教
育推廣的營運中心，同時將大溪傢俱博物館納入中長程規劃項目中，並以
木藝為核心，串聯大溪相關有形、無形文化資產，讓大溪整座小城成為一
座無圍牆博物館。
今年的文化工作核心將分為 6 大執行面向，包含「從閱讀到寫作，豐
富市民書香生活」、「整合地方文化節慶，發展本市多元文化」、「視覺與表
演藝術的觀摩及深化」、「以地方文化館作為區域文化發展推動基地」、「文
化設施的在地化與國際化」、「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的強化與保存」。
其中創新重點項目囊括圖書總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台灣音樂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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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建規劃；辦理鍾肇政文學獎，獎助年輕人從事台灣文學的創作；籌辦
社區金曲獎，並結合社造博覽會共同舉辦，打造市民展現才藝之舞台；桃
園地景藝術節則參考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改採 2 年辦理一次之模式，104 年進行可行性評估，105 年擇期於市內特色
陂塘區域辦理；另擴大前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院長宿舍、桃園航空城文化
資產調查保存範圍，同時透過全面性清查本市公有宿舍，針對符合文化資
產登錄價值者予以保存，逐步進行修復，包括目前正執行中的桃園、中壢
警察局宿舍群、中壢中平路日式宿舍、龍潭國小日式宿舍、楊梅國中校長
及教職員宿舍群等，依空間特性規劃為多元文化創意空間，讓閒置已久的
公有建築再度開放，活化成為全民使用的公共資產，展現本市保存文化資
產的決心。
以下謹就本局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已辦理之各項文化活動內容與
未來努力方向簡略報告，敬請惠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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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文化發展業務
（一） 社區總體營造─型塑並整合區域願景
本市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已 10 餘年，透過「104 年度桃園市社造培
力點願景發展補助計畫」
、
「104 年度桃園市區域型社造平台推動計
畫(草案)」以及「104 年度桃園市社區營造補助計畫」，整合區域
平台、社造點以及有志於社區營造之個人及團體，經由各點串聯
及分級補助等機制，盤點並活化社區資源，並整併全市社區營造
補助、持續推動培訓輔導等工作，讓社區自主提案學習、進行區
域資源共享及交流，發揚社區營造之精神。
（二） 形塑區域文化特色及推動城市故事館系列
1. 地方文化館轉型與新生：
104 年將以形塑區域文化為推動主軸，推展各項館舍再生、資
源整合等工作，陸續完成大溪、中壢、龜山等城市故事館之整
備，期能透過老建築活化再利用，帶動並提振區域文化能量，
促進永續發展及文化傳承。
2. 中壢城市故事館群系列：
本局刻正推動中壢城市故事館群，包含中平路故事館、中壢分
局警察宿舍、中壢國小日式宿舍等地，期串聯各館舍形成中壢
藝文廊道，發展具濃厚在地味道的歷史街區。中平路故事館預
計於 104 年 6 月開館營運，並以原住戶及在地故事為文本，成
為中壢故事之交流平台；中壢分局警察宿舍、中壢國小日式宿
舍及中壢高中白馬莊單身宿舍將以分年分階段之活化再利用
方式逐步推動，串聯成為中壢特色藝文廊道。
3. 推動成立楊梅故事園區：
102 年於張芳杰校長故居成立「楊梅故事館籌備工作站」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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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歷史建築「楊梅國中校長及教職員宿舍群」活化再生。102
年 12 月獲中央補助辦理園區第一期修復規劃設計，103 年 11
月獲中央補助辦理園區第二期修復規劃設計，預計 104 年完成
全區修復規劃設計，並爭取中央經費推動第一期修復工程。未
來期整合新建之楊梅圖書館，形塑楊梅故事園區成為地方文化
基地。
4. 龜山眷村故事館：
103 年本局整備眷村故事館舍內外部空間，包含進行因應計畫
修復、室內裝修及戶外景觀等工程。故事館預計 104 年 7 月以
委託經營管理方式重新開放供公眾使用，以展覽、文化活動等
計畫活絡過去眷村鄰里情感，吸引民眾關注眷村文化議題，使
故事館成為在地資源分享交流之平台。
（三） 2014 桃園社區營造博覽會
以「百手起家」為發想，於 103 年 12 月 13 日新屋稻米故事館前
舉行，邀請桃園 32 個社區參與，各社區推派出「地方手護者」，
分享貢獻自己的時間與雙手，共同著手社造的美好過程。活動以
社區踩街拉開序幕，踩街範圍包含范姜公廳沿水巷至新屋稻米故
事館，各社區設置社區創意攤位，展示計畫作品成果，並演出社
區劇場、傳統技藝表演與樂團等，透過展演活動讓民眾認識各社
區故事。
二、 視覺藝術業務
（一） 桃園網路美術館（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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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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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品。
2. 自 99 年 4 月 2 日正式上線，截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止，共計上
線 204 檔展覽、4,905 位藝術家與 2 萬 1,715 件作品，累計瀏
覽人次 689 萬 1,091 人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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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二） 辦理視覺藝術競賽
1. 第 9 屆桃園全國春聯書法比賽：
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至 26 日辦理初審收件，分為國小中低年
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組、社會組、
長青組等 7 組，總收件量 4 千餘件。經初審選出 1,046 名參賽
者，於 104 年 2 月 7 日在桃園巨蛋進行千人春聯揮毫決賽，從
中選出各組前三名、優選、佳作共 299 名獎項。另為深耕漢字
所蘊藏的文化底蘊，於 104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在本局舉
辦本屆得獎作品的展覽，與大家一同分享本屆比賽精采而豐碩
的書藝成果，得獎作品同時亦上傳至桃園網路美術館供民眾線
上閱覽欣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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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初、複審兩階段評選，從 7 百多件作品中，選出 143 件優
秀作品，獲獎作品於 103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7 日在本局、
中壢藝術館同步展出，在桃園綻放精采絕倫的藝術光彩。本屆
作品質量均豐，獲獎者除國內傑出藝術家外，更有來自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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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藝術家參賽獲獎，顯見桃源美展的國際化與多元化。
3. 第 13 屆桃源創作獎：
為不限媒材、不限國籍之當代藝術徵件比賽，104 年度以「天
火同人」為副標，鼓勵當代藝術實驗與創新風格，闡揚同人卦
「有志一同，相和而成」為藝術創作齊心戮力的內涵。本屆徵
件時間為 104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20 日，共計 323 件投件。本
競賽採初、複審二階段，將選出 3 名「桃源創作獎」與 3 名「優
選」及若干名「入選」，上述得獎作品將於 104 年 5 月 5 日至
31 日於桃園展演中心展出，並透過數位典藏、公開展覽於桃園
網路美術館。
（三） 辦理多元化視覺藝術展覽及視覺藝術推廣活動
1. 視覺藝術展覽：
於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間共計辦理「第 32 屆桃源美展」
、
「第 9 屆桃園全國春聯書法比賽作品展」等共 20 場次之專題、
申請展覽，參觀人數達萬人以上。本局展覽室每週開放 6 天，
全年提供市民豐富而精緻的藝文展覽。
2. 視覺藝術推廣活動：
配合本局展覽策劃相關推廣活動，例如策辦「103 年度書法教
育研習活動」系列研習，邀請不同書法名家於文化局辦理至少
4 場的研習講座。103 年度第 4 場講座於 12 月 28 日邀請黃伯
思老師舉行「私人雅集式書會發展－從海硯會談起」演講，104
年度第 1 場講座則於 3 月 22 日邀請黃宗義老師舉行「書道與
人生—從陳丁奇先生談起」演講，皆為大家帶來深入淺出的演
講，讓書法魅力更貼近民眾生活。
（四） 公共藝術推廣及審查
於 103 年 10 月及 12 月各召開 1 次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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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國民中學「0612 災後重建工程－綜合教學大樓興建工程公共
藝術設置計劃書」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增建工程」公共
藝術、桃園市龍潭區公所「龍潭鄉綜合行政大樓新建工程」公共
藝術、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桃園縣中壢市新明國民小學地下停車
場暨幼兒園興建工程」公共藝術、桃園市中壢區公所「中壢市第
二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及整修工程」公共藝術、修正本市公共
藝術審議會設置要點、桃園市楊梅國民中學「0612 災後重建工程
－綜合教學大樓興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劃書(第一次修正)」
、國
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綜合教學大樓興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
計劃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綜合教學大樓興建工程公共藝術設
置計劃書」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辦
公廳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
分局大華派出所暨保安警察大隊第一中隊、交通小隊聯合辦公廳
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共 11 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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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桃園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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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訂定「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受贈美術品作業要點」(104 年 1 月
23 日桃市文視字第 1040000845 號令)，以鼓勵國內外各界人士
捐贈各類美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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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資產業務
（一） 文化資產普查
1. 桃園考古遺址普查：
針對本市 12 區已知遺址進行現況普查，瞭解是否有新的考古
遺址及資料發現，以供未來行政作為之參考依據。
2. 桃園聚落普查：
辦理 13 區聚落普查，依普查結果建議優先登錄名單，並繪製
聚落分布特色地圖，作為後續文化資產登錄作業。
（二） 文化資產調查及規劃
1. 前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院長宿舍調查及規劃：
於 103 年起執行院長宿舍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規劃設計，展
現相關人文場域精神及歷史記憶，保留園區內樹木以延續原有
意象，並依市長指示蘆竹國民運動中心將遷址興建，古蹟坐落
之基地範圍將全區規劃為文創公園，俟本府跨局處協調會後，
酌予調整調查研究、再利用及規劃設計內容，後續分期進行修
復工程。
2. 楊梅道東堂玉明邸調查評估：
103 年 7 月 31 日列為暫定古蹟，期限 6 個月；104 年 1 月 30
日完成暫定古蹟延長一次公告，期限至 104 年 7 月 30 日止。
為爭取暫定古蹟保存時效，自 103 年 10 月即進行調查案，並
於 104 年 2 月 3 日辦理第 1 場公聽會，至 104 年 3 月 11 日止
共計辦理 5 次協調會議，經協調結果，所有權人意見仍顯分歧，
本府已於 3 月 31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聚集多方資源，透過
委託團隊持續與所有權人溝通，期以多元方案持續評估研議並
將以文化資產價值、所有權人權益及社會觀感等整體考量，共
同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12

3. 大溪建成商行調查：
大溪區中山路上最具規模之牌樓，為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範圍
內重要文化資產。透過歷史建築調查研究，推動後續活化再利
用，已於 104 年 1 月 23 日完成期初報告審查。
4. 太武新村調查：
太武新村由所有權單位國防部管理維護。全區保留 28 戶，透
過調查研究及後續修復再利用後，賦予眷村保存新面貌，以呈
現多元文化價值傳承及環境教育推廣。已於 104 年 2 月 13 日
完成期末報告書審查。
5. 大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及蘆竹空軍三十五中隊棚廠暨減壓
室附屬設施調查：
2 處歷史建築皆位於桃園海軍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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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正進行期末審查。
6. 八德呂達川祠堂調查：
與目前進行修復之市定古蹟「呂宅著存堂」為呂氏族人在八德
地區目前尚存祖厝，緊鄰社區公園呈現極佳之地域風貌，因祠
堂已有屋瓦坍塌現象，先行辦理調查研究以利後續規劃修復作
業。
7. 大溪簡氏古厝規劃：
為大溪內柵地區歷史建築，未來再利用朝向建置過往農村傳統
民居建築空間樣貌，轉換成為民宿空間，提供參訪者實際體驗
農村民居的生活方式。透過整體規劃設計，作為後續修復依
據；刻正進行因應計畫審查作業。
8. 三坑街屋及大平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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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橋與三坑老街為龍潭重要觀光景點，透過工作站營運及參
與式規劃設計，整合龍潭三坑地區文化資產，形塑文化特色空
間，帶動三坑老街、大平聚落整體保存。已於 104 年 3 月 18
日辦理期初審查。
9. 竹圍福海宮飛輦轎過金火調查：
「竹圍福海宮飛輦轎、過金火」為本市法定文化資產，藉由調
查研究成果，結合廟宇本身的歷史價值與未來配合航空城發展
的空間，完整保留祭典儀式相關紀錄，見證並保存重要無形文
化資產。已於 104 年 3 月 23 日辦理期中審查。
10. 鍾肇政文學地景規劃：
整合龍潭國小日式宿舍群周邊空間與武德殿，以駐地工作站串
聯社區團隊能量，並進行委外評估、規劃設計等工作，透過規
劃成果爭取中央補助後續修復經費，結合鍾老客家文學經典與
建築文化資產，成為北臺灣重要客家文學地景；已於 104 年 3
月 26 日辦理細部設計審查。
11.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 OT 委託評估：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於 101 年登錄歷史建築，陸續完成
調查研究再利用暨規劃設計，103 年起分期辦理修復工程，同
步辦理 OT 委託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作業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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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4 年 4 月上網公告招商。
（三） 古蹟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
1. 八德呂宅著存堂修復工程：
101 年起分 3 期執行修復工程，預計 104 年 12 月底完工。以八
德區最具代表性的祠堂建築呂宅著存堂為核心，串聯周邊歷史
建築（三元宮、呂達川祠堂、喻竹居、中正堂）等，強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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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鏈結，帶動八德地區文化發展。
2. 大溪建成商行緊急搶修：
於 103 年底執行調查研究計畫，因牌樓風化損壞須進行緊急搶
救支撐，避免損壞擴大影響結構安全。
3. 八德林奇珍古墓紀念碑建置：
為八德地區漢民族墾拓之歷史見證，因配合八德地區擴大及變
更都市計畫遷移墓碑，於八德興豐公園建置紀念碑，作為過往
歷史痕跡之註記與歷史建築之重生。
4. 新屋范姜祖堂修復工程：
范姜祖堂周邊老屋於 103 年擴大古蹟保存範圍，為利整體空間
再利用，於 104 年執行范姜祖堂暨周邊老屋修復工程，擴大古
蹟保存再利用效益，未來除祖堂原有開放空間外，周邊老屋將
依不同空間特性規劃特色主體，提供參訪民眾更為豐富的文化
體驗。預計 105 年 8 月完工。
5. 聖蹟重現－中壢聖蹟亭修復暨周邊環境景觀工程：
本案獲中央支持自 100 年起陸續執行調查研究、整體規劃設
計，並於工程規劃階段，多次舉辦說明會，邀集天晟醫院、新
街國小師生、仁海宮、中壢市公所、里長及社區居民等共同討
論。104 年將進行修復及周邊景觀工程，透過新街陸橋拆除及
周邊環境改善，重現客家傳統聖蹟亭歷史建築風貌。
6.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修復工程：
因應近年古蹟本體建材及構件劣化後續整修，於 104 年執行修
復作業，預計 105 年 8 月完成修復工程，改善古蹟空間並提升
參訪服務效益。
7.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歷史建築第一期修復工程：
為桃園區少數保留完整之宿舍群，全區 4 棟（共 8 戶）位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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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之商圈巷衖，為桃園區第一個透過計畫進行日式宿舍再
利用案例。本案工程自 103 年分 2 期執行，刻正執行第一期修
復工程，預計 105 年 12 月完工，未來將轉換為桃仔園藝文沙
龍，打造成桃園市中心新的藝文場域，規劃戶外展演空間、室
內展示館與餐飲服務，增加市區人文休憩空間。
四、 文創影視業務
（一） 馬祖新村保存與活化
1. 馬祖新村「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區」依內政部 103 年 11 月
17 日函及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及第 23 條，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原
城鄉發展局）103 年 12 月 3 日「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配合馬祖新村眷村文化保存）案計畫書」公告實施，目前已
向國防部申請土地撥用及開辦費 2,250 萬元，完成後將為全國
首例，未來本府將擁有馬祖新村管理權及收益。
2. 馬祖新村活動中心修復及再利用工程自 102 年度起獲文化部 2
年補助「地方文化館」計畫，內部規劃為杜比電影放映空間、
展示場等空間機能，預計於 104 年 6 月至 7 月間開放試營運。
另馬祖新村全區修繕，預計分年分期，4 年完成全區修復及活
化工程，打造馬祖新村為眷村文化園區。
3. 為有效活化馬祖新村園區，103 年透過可行性評估之各項分
析，依不同的空間機能與屬性，以具有產業或市場發展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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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將尋求具有永續經營基礎的眷村
文化保存與再利用模式，引進民間投資經營。
4. 針對創意人才培育舉辦創意工作坊、文創市集、植物市集、展
演活動等，輔導實驗進駐馬祖新村等相關業務，輔導文創藝術
家策劃影像、數位藝術、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空間設計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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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成果展現，一同喚起眷村美好記憶。
（二） 促進本市影視文創產業發展
1. 影視文創補助：
103 年度共徵集 27 部影視劇角逐，最後由 6 部影片獲選（2 部
電影長片、1 部電視劇、1 部電影短片及 2 部紀錄片等）
，目前
5 部皆已殺青，1 部正在後製中，其中電視劇「新世界」已於
104 年 1 月中旬首播。104 年度將持續辦理影視補助，透過實
質挹注經費資源，結合影視補助、協拍及桃園電影節等政策平
臺，並與專業製片團隊協力合作，積極推動影視文創產業政
策，拍出桃園特色。
2. 影視協拍專業服務：
自 102 年迄今，協拍中心已執行影視協拍諮詢案件共計 630 案
(廣告 44 件、電影 135 件、電視劇 307 件、微電影 98 件、紀
錄片 18 件、其他項目 18 件及 MV 10 件)，而 103 年度協拍數
量較 102 年度成長約 66%，總體協拍諮詢數量則是成長約 1 倍，
項目方面又以電視劇 63%為最大宗。於場地詢問度方面以眷村/
公教建築最為熱門，平均約佔 1/3，其中又以馬祖新村（37 件）
、
憲光二村（16 件）最多。由桃園協拍之影片有 6 部入圍金鐘獎，
3 部獲得獎項。協拍成果影片將提供本市宣傳之用，以展現桃
園的在地特色及能見度，有助行銷桃園之美。
五、 表演藝術業務
（一） 桃園館演藝節目服務
1. 自 103 年 11 月 1 日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止，於桃園館演藝廳辦
理「古舞團：I am still here」、「劉黛玲長笛獨奏會」、「螢
火蟲劇團：銷魂夜」、「全國音樂比賽」等國內外約 40 場演出
活動，參與人次約 1 萬 1,6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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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 103 年 11 月 1 日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止，於桃園館團體視聽
室辦理「影片觀賞」、「專題講座」、「研習」約 18 場，參與人
次約 1,170 人次。
（二） 辦理各區藝文推廣行銷活動
本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本局為持續推動本市 13 區之地區特色藝文
發展，將策辦「辦理各區藝文推廣行銷活動」計畫，由各區公所
向本局提案，共同推動辦理具有各區特色的藝文節慶活動，本計
畫預計將於 104 年 4 月起接受各區公所提案，過程中本局將進行
相關考評與輔導，維持本市各區藝文活動的質與量。
（三） 本市傑出演藝團隊輔導與扶植
1. 本市自 84 年起長期推動市內演藝團隊扶植及輔導計畫，協助
市內優質團隊營運及展演提升。103 年度首次將入選團分為傑
出、發展及扶植三級，依團隊發展狀態給予不同任務及補助額
度，共徵選出 9 支演藝團隊，分別為傑出團隊 1 團─敦青舞蹈
團；發展團隊 6 團─風雅頌古箏樂團、春之聲管弦樂團、汲音
交響管樂團、慢島劇團、景勝戲劇團、和成八音團；扶植團隊
2 團─龍潭愛樂管弦樂團、萍影舞集。
2. 104 年度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已於 2 月 9 日辦理徵件說明會，3
月 13 日完成徵件計畫書收件，預計 4 月完成年度徵件審查作
業，並將於 5 月至 8 月不定期訪視輔導及協助各團，9 月至 11
月舉行年度成果展演活動。
3. 本局 104 年將委託專業團隊成立「桃園市表演藝術輔導平台」
，
協助辦理桃園表演團隊輔導扶植相關工作，藉由相關輔導及資
源媒合機制之建立，協助演藝團隊提升經營能力。
（四） 桃園市街頭藝人徵選
104 年已邁入第 10 屆，預計於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桃園藝文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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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辦理桃園街頭藝術嘉年華。錄取本市之街頭藝人，可至市內
各觀光景點及開放空間申請展演；目前桃園已有 379 組合格之街
頭藝人，在市內各觀光景點及生活空間，都可以欣賞到街頭藝人
多元的演出，也為城市帶來豐富精彩的亮點。
（五） 傳統表演藝術推廣保存
1. 林明福先生：
為本市國寶級泰雅族傳統口述歷史保存者。本局彙整 101 年至
103 年研究調查成果，於 103 年出版《泰雅史詩聲聲不息：林
明福的口述傳統與口唱史詩》專書。104 年將延續上述研究調
查基礎，進行為期 3 年的研究調查計畫，藉由全方位調查、記
錄及藝師的生命史擴展泰雅口述歷史脈絡，以數位化方式彙整
相關影、音、文字與文物並出版專書，以擴大推廣效益。
2. 賴碧霞（鸞櫻）女士：
為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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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建置「客家歌后賴碧霞女士線
上虛擬音樂博物館計畫」網站，進行數位化保存及推廣，進而
擴大保存效益。賴女士於 104 年 1 月辭世，本局預定於 10 月
辦理追思音樂會。
六、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業務
（一） 桃園展演中心表演藝術節目
1. 於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期間，共舉辦 29 場活動，
包括爵士樂、古典樂、兒童劇、舞台劇、音樂劇、芭蕾舞、現
代舞等多元節目，如《FUN JAZZ》爵士音樂會、汲音交響管樂
團《梨園傳》慈善音樂會、蘋果劇團《再闖黑森林》、果陀劇
場《冒牌天使》、當代傳奇劇場《蕩寇誌》、萍影舞集《樂舞心
台灣情》
、雲門舞集《白水 微塵》等節目，參與人數約為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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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5 人。
2. 與愛貝德文創有限公司合作推動「桃園流行音樂人才培育基
地—育音計畫」，定期舉辦小型音樂會與長期樂器研習課程，
每周日下午舉辦小型的不插電音樂演唱，每個月舉辦 1 場音樂
推廣講座。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 15 日共舉辦《張文光爵
士鼓講座》、
《曾增譯爵士鋼琴講座暨音樂分享會》、
《淺談樂團
實務音樂講堂》
、
《從鋼琴看見融合爵士音樂》等 4 場音樂講堂，
及 18 場假日不插電演出，計有 840 人參與。
3. 與九歌民族管弦樂團合作推動「藝術桃園‧九歌薪傳」計畫，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1 月於展演中心辦理 42 堂「國樂推廣研
習課程」，提供民眾接觸與學習國樂演奏精髓，並認識國樂當
代發展。
（二） 桃園展演中心執行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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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國競爭型補助案 550
萬元補助，整體活動涵蓋鐵玫瑰熱音賞樂團徵選大賽、流行音樂
演唱會、鐵玫瑰劇場、牽手進劇場、鐵玫瑰社區日等。103 年 11
至 12 月期間辦理項目如下：
1. 「鐵玫瑰劇場」計畫：
鐵玫瑰劇場主動策劃售票演出，並以合辦、補助案等方式，連
結展演中心較大型之展演節目，形塑桃園展演中心年度戲劇節
活動，吸引民眾走進劇場欣賞優質演出。103 年度鐵玫瑰劇場
包含如果兒童劇團《小花》、美國《Breath of Soul 人聲樂團
音樂會》、飛人集社《長大的那一天》、臺灣師範大學《山海
經傳》等 12 場演出，共計 6,698 人次參與。
2. 「牽手進劇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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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領學子參與劇場活動，103 年度「牽手進劇場」執行內容
包括如果兒童劇團《小花》、九歌民族管絃樂團《穿樂時光隧
道》、《山海經傳》搖滾音樂劇等教育場，藉由劇場導覽及欣
賞節目，免費提供學生參與劇場活動的機會，共計 3,133 人參
與。
（三） 中壢藝術館音樂館表演藝術策劃
於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期間，舉辦 32 場演藝節目，包
括多場國內外專業團隊演出之兒童劇、舞台劇、音樂會、舞蹈演
出等，如紙風車劇團《巫頂的生活日記》、相聲瓦舍《緋蝶》、九
歌民族管弦樂團音樂會，龍潭望春風合唱團《第十屆紀念鄧雨賢
音樂會》
、知心樂坊鋼琴聯彈音樂會等，參與人數約 4 萬 4,000 人。
（四） 桃園展演中心及中壢藝術館視覺藝術策劃
1. 103 年 10 月 2 日至 11 月 2 日於桃園展演中心舉辦《波隆納桃
樂園》桃園插畫大展，邀請有 51 年歷史的波隆納插畫展至桃
園展出，同時邀請台灣插畫家群進行「一種生活」主題創作，
獲得各界注目，參觀人數超過 1 萬人次。另 103 年 12 月 6 日
至 104 年 3 月 1 日舉辦《夜光 3D 藝術展》，合計參觀人數約
為 2 萬 5,000 人次。
2.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期間在中壢藝術館舉辦 20 檔展
覽，並提供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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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 5,000 人。
七、 圖書館業務
（一） 圖書館全面週一開館至晚上 9 點
1. 桃園市立圖書館於 104 年 3 月 16 日正式實施「全面週一開館」
，
總館及 31 間分館自該日起，週一至週日皆開館，僅國定假日
及每月最後一個週四的圖書清潔日休館，流通服務開放時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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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週二至週六 08:30-21:00，週日及週一為 08:30-17:00。
2. 另於 104 年 3 月 30 日起因應各區使用自修室情況，擴大延長
自修室服務，總館、平鎮區及中壢區自修室週一至週日開放時
間為 08:30-21:00，各分館自修室週一至週六 08:30-21:00，
週日為 08:30-17:00，以服務廣大熱愛閱讀的民眾。
（二） 全國第一個成立的分區資源中心
1. 配合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於桃園市
立圖書館總館成立分區資源中心，目前全國北、中、南、東共
設立 4 個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及 8 個分區資源中心，桃園
分區資源中心為第一個開幕啟用的。
2. 104 年 3 月 12 日在文化局舉辦「公共圖書館桃園分區資源中心
開幕記者會」，自開幕當日起桃園分區資源中心館藏全面開放
借閱流通，全國民眾亦可透過臨櫃、傳真或電子郵件於桃市圖
總館及各分館申請借閱。
（三） 通借通還服務
配合全新自動化系統，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開辦全面通借通還服
務，便利民眾甲館借乙館還，並提供線上跨館借閱及預約，使民
眾得以享受全市公共館藏資源。103 年度 1 週流通量約 1,200 冊至
1,400 冊，全新館際合作政策實施後，目前流通量約 1 週 8 千至 9
千冊，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館際合作流通總量為 10
萬 5,512 冊。
（四） 行動巡迴書車服務
整合既有行動書車及巡迴圖書服務，主動推廣圖書至特定區域，
深入工廠、醫院及社區，服務偏鄉地區及特殊讀者，以主動推廣
閱讀，並平等傳播知識，發掘潛在讀者。桃園市立圖書館目前有 3
輛行動書車，定期至各站巡迴，主動推廣閱讀予地域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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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籌建桃園市立圖書總館
本市規劃建置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統籌全市圖書資訊管理事
務，結合桃園各項文化特色、發展獨特典藏專區，並符合資訊時
代塑造資訊及智慧化圖書館，以服務並滿足市民日益提升之閱讀
需求與期待，104 年度將進行委託先期規劃案，以作新建總館各項
評估。
八、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業務
（一） 博物館組織成立、人員招募及行政中心整備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於 104 年 1 月 1 日成立，下設總務
組、教育推廣組及典藏展示組。
（二） 歷史建築修繕再利用
博物館沒有新建建築，而是分年分階段將武德殿、大溪國小日式
宿舍，及大溪警察局宿舍群 23 戶修復再利用為博物館展示、推廣
教育及文創交流等空間，業已完成大溪國小日式宿舍（壹號館）
修繕工程（於 104 年 3 月 28 日開館），另大溪警察局宿舍群（7
戶）第一期規劃設計及修繕工程刻正進行中。
（三） 博物館開館系列活動
為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於 104 年 3 月 28 日開館，已完成
壹號館及武德殿「大溪好神器」展示、開館影片「雕刻時光」製
作等。開館系列活動於 10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期間辦理 48
場次活動。
（四） 規劃居民參與及保存大溪常民文化等各項方案
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與居民共同致力於保存、記錄與展演「大溪
木藝產業」和「大溪常民生活」兩大核心主題，刻正進行博物館
研究及出版，及結合居民參與的大溪田野學校、街角博物館、迷
你行動博物館等推動方案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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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努力方向
一、 文化發展業務
（一） 桃園閩南文化節
為傳承及發揚本市閩南文化特色，104 年持續舉辦桃園閩南文化
節。104 年規劃延續「藝閣」活動主軸，以本市消逝半世紀之民俗
藝術號召本市民間社團共襄盛舉打造真人創意藝閣，並結合閩南
傳統節日「半年節」(農曆 6 月 1 日至 15 日)於 7 月舉辦藝閣嘉年
華、廟宇暨社區半年節民俗節慶、傳統藝術表演、閩南文化學堂
等系列民藝活動，期創造本市閩南特色亮點。
二、 視覺藝術業務
（一） 出版「桃源文化」季刊
為推廣桃園在地特色及深厚的文化底蘊，預計於 104 年度出版「桃
源文化」季刊，記錄桃園市之人事時地物等風采，呈現地方藝文
特色，報導在地藝文動態與觀點，展現桃園市多元豐厚文化內涵，
並配合本局相關活動做主體性報導，以貼近日常生活之內容為編
輯方向，介紹本市文化獨具魅力之特色。
（二） 2015 桃園國際動漫大展
規劃於 104 年 7 月 3 日至 12 日間在桃園展演中心舉辦，活動內容
包含動漫主題展、國際交流論壇、cosplay 表演、工作坊、名家講
座、創意市集等多場精彩豐富的活動。透過本次活動，將匯集國
內外最新動畫、漫畫界產業，讓在桃園就學、就業、居住的年輕
族群，在暑假期間感受動漫文化的魅力。同時將提升動漫產業的
創作、產業、消費各層面，結合桃園在地創作者、產業界、學界
等各資源，讓本展成為整合動漫領域相關資源的交流平臺。
（三） 2015 桃園市美術家邀請展
本年度美術家邀請展共邀集市內西畫類、雕塑工藝類、應用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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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攝影類之作品，於 104 年 2 月進行籌備會議，擇定邀展藝術
家，預計於 5 月完成作品收件、8 月 6 日至 30 日於本局展出，對
於桃園市藝文深耕及傳承，具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
（四） 2016 桃園地景藝術節前期規劃
1. 規劃於 104 年 9 月邀請至少 5 位國內外地景藝術專家學者，進
駐本局擇選的多處活動地點，深入當地環境，實際與居民往
來，親身觀察在地文化，與當地民眾互動，深入了解當地特色，
並將由本局帶領當地社區居民自行規劃與安排配套事宜，以供
藝術家感受最貼近當地的民情、生活、文化、景觀等獨有特色。
2. 於駐點結束後，策辦國際論壇，邀請進駐活動地點之國際級藝
術家，以及國內學者專家、藝術創作者、社區團隊等對象與會，
共同於會場意見交流，從他們的視角和與當地人文及環境互動
後的觀感出發，提供 105 年辦理桃園地景藝術節的論點與看法。
（五） 籌設市立美術館
104 年度預計辦理「桃園市立美術館展示與典藏規劃委託研究
案」
，將針對桃園地區藝術發展、目標、館藏及空間規劃、選址等
事宜進行評估，並了解本市藝文人口的需求，從中評估桃園市立
美術館未來的營運方向，做為日後規劃之參照。
三、 文化資產業務
（一） 持續清查並保存文化資產
持續辦理遺址、聚落普查計畫，並依據文建會時期國有眷舍清查
資料及市民提報復查，陸續完成公有宿舍清查及相關會勘，並將
針對符合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基準之建物，依文化資產審議程序辦
理保存。
（二） 執行文化資產專案計畫
1. 大溪簡送德古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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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內柵地區傳統民居，常作為電視劇組影片、廣告拍攝取景
場地，極具文化觀光發展潛力，透過調查研究再利用，活化整
合大溪內柵地區文化資產。
2. 龍潭烏樹林翁宅祖堂六桂傳香調查：
龍潭烏樹林百年古厝，於近年逐步累積文化資產修復成效，期
透過調查研究成果，逐步進行活化再利用，結合烏樹林水頭伯
公、周邊茶園、古道等休閒文化景點，帶動地方文化觀光發展。
3. 林務局大溪工作站復興分站招待所調查及規劃：
復興地區文化資產旅遊資源豐富，角板山公園、薰風閣、蔣公
行館、角板山商圈等景點密集串連，極具發展潛力。透過調查
研究及規劃設計，作為後續修復依據，期整合周邊多元文化資
產，結合生態景觀、泰雅族人文特色，展示大溪、復興一帶林
業發展紀錄，提供文化觀光服務。
4. 大園尖山遺址涵蓋範圍及出土文物展示評估：
針對大園尖山遺址涵蓋範圍調查分析，提供周邊環境及航空城
開發行為參考，並研擬出土文物典藏與展示經費及後續計畫、
規劃遺址研習課程及專屬網頁等，以多元管道向大眾推廣考古
文化。
（三） 文化資產再利用修復工程
1. 大溪梅鶴山莊歷史建築第一期修復工程：
為大溪三層地區傳統民居，因建築年久失修逐漸損壞，經持續
與所有權人溝通取得共識後，將於 104 年執行修復作業，預計
105 年 12 月底完工。透過修復保存原貌並發揮活化功能，將大
溪文化資產再利用觸角延伸至三層地區，結合大溪老街、木藝
生態博物館、李騰芳古宅及兩蔣陵寢，帶動地方文化觀光產業。
2. 鍾肇政文學地景生態園區整體發展計畫（第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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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鍾肇政文學地景生態園區」內之武德殿及校史室第一期
修復工程啟動，後續爭取中央補助龍潭國小日式宿舍群修復工
程，逐步完成全區工程並開館營運，引入文學活動與文創機
制，展現區域文化特色，提供在地居民一座蘊含文學、客家文
化內涵、藝文展演之文化休閒空間，作為客家文學地景重要示
範點。
3.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歷史建築第二期修復工程：
接續第一期工程，於 104 年中辦理第二期修復工程，預計 105
年 12 月完工，逐步完成修復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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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文獻編纂及文資手冊編印
1. 文獻編纂：
因應桃園市改制，原各鄉鎮市志書編纂作業，由本局統籌辦
理，桃園市志編纂原則以 10 年辦理 1 次，每年改以桃園文獻
出版，整理記錄桃園市發展重要歷程文獻並累積桃園文獻出版
成果資料，作為日後市志編纂依據，提供民眾了解桃園地方歷
史發展的管道。
2. 文資手冊編印：
為統整各區文化資產，並結合各區文化資產特色，104 年度辦
理「文化資產導覽手冊摺頁編印暨 APP 建置計畫」，整合全市
古蹟、歷史建築景點資訊，編輯印製文化資產導覽手冊摺頁並
規劃各區主題特色，透過文化漫遊 APP，深入掌握景點實用資
訊，提供民眾便捷服務，展現特色風貌與保存再利用具體成果。
四、 文創影視業務
（一） 桃園電影節與桃園城市紀錄片影展暨徵件活動
桃園電影節 104 年結合桃園城市紀錄片影展暨徵件活動，擴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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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同時也培養城市軟實力，實現城市發展與人文共生的願
景。為推廣「文創有價」的觀念，桃園電影節將持續以優惠票價
提供市民就近欣賞電影的機會，並與市內電影放映與餐飲等業者
合作，推出活動套票、主題餐飲或旅遊套裝行程，帶動觀影人口
與產值。另持續推動紀錄片徵件活動及紀錄片專業人才國際化之
培育計畫，並辦理監製工坊，未來預計每年獎助紀錄片製作，累
積桃園影像紀錄觀點，並促使更多影視工作者關注桃園豐富的在
地資源及友善的拍攝環境，達到城市行銷、推廣等目的。
（二） 籌備桃園市電影館
馬祖新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於 104 年 2 月完工，本空間目前為全
台已完工之影音放映規格最高之公部門專業電影院，為利營運開
放，將規劃設置具影視及相關技術專長之人員辦理電影館籌備
處，並辦理基礎開館相關業務。活動中心一樓，將作為展示、講
座、試映發表會等多功能空間，活動中心二樓作為杜比認證之電
影放映空間，同時配合本市電影節及紀錄片影展活動，培育電影
文化人才，進行電影相關研究及推廣。
五、 表演藝術業務
（一） 2015 桃園藝術巡演
為縮短市內文化資源差距，落實文化平權，本局將持續推動桃園
藝術巡演活動，往年邀請如紙風車劇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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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台灣優
質品牌表演團隊。104 年預計將延續往年水準，於 4 月至 6 月間至
本市 13 區巡迴演出，預計將超過 7 萬人次參與。
（二） 2015 桃園夏日親子藝術節
每年暑假期間規劃一系列國內外藝文團隊演出，帶來奇幻風格的
藝術饗宴，活動結合在地及桃園學子的藝術能量，提供在地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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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子公開展演及與國際交流的舞台，建立桃園具代表性的藝文
節慶，活動包括主場大型展演及各區巡演，在 104 年 7 月至 8 月
總計將帶來約 20 場精彩演出。
（三） 2015 桃園國樂節
為落實本市傳統音樂傳承及教育推廣，擴大學校參與及在地扎
根，本局預計於 104 年 8 月舉辦「2015 桃園國樂節」
，邀請市內學
校樂團、民間樂團及國內外優質國樂團共同參與，系列活動包括
戶外演出、室內音樂會、講座、推廣研習營等約 20 多場，為桃園
傳統音樂的傳承注入新活力。
六、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業務
（一） 鐵玫瑰流行音樂與劇場系列活動
104 年除延續鐵玫瑰熱音賞之外，規劃舉辦鐵玫瑰音樂節、鐵玫瑰
音樂學院，並辦理鐵玫瑰劇場。音樂學院方面，將舉辦培訓課程、
大眾音樂分享會，擴展民眾對多元曲風的接受度及欣賞能力。熱
音賞方面，分別舉辦高校、社青組樂團大賽，讓高校生及社會人
士均有各自展現能力的舞台。音樂節方面，規劃舉辦為期 2 天之
接力演出活動，除了邀請知名樂團演出之外，同時也徵選新生代
樂團，提供年輕樂團表演舞台，將桃園展演中心打造為北部流行
音樂發展基地。鐵玫瑰劇場則延續過去整合節目聯合行銷、形成
年度戲劇節型態的作法，並規劃新增邀請策展人規劃一系列小劇
場節目的「小戲節」，以強化鐵玫瑰劇場的策展深度及論述完整
性；預計共將舉辦 14 場次之鐵玫瑰劇場系列節目，吸引民眾走進
劇場欣賞優質演出。
（二） 中壢藝術館表演品質強化作為
1. 104 年 3 月至 12 月推出「弦外之音團－動物狂歡節音樂會」、
「夏.舞－春之聲管弦樂團」、「2015 九歌新秀音樂會」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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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戲劇及舞蹈的演出，提供民眾欣賞多元類型的表演。
2. 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九歌民族管絃樂團駐館
配合 104 年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合作計畫」，
九歌民族管絃樂團持續於 104 年進駐中壢藝術館，將舉辦美的
系列專題講座 4 場、國樂推廣課程、大手牽小手音樂會、國樂
音樂會 3 場及藝術在街角等活動，有助於活絡中壢藝術館場館
使用率、開發音樂欣賞觀眾並活絡鄰近地區藝文氛圍。
（三） 桃園展演中心及中壢藝術館視覺藝術展覽衝刺計畫
1. 104 年 5 月至 11 月於展演中心接續推出「桃園插畫大展」等數
檔大型主題藝文展覽，另為廣納優秀作品參與，104 年規劃以
「創意美學展覽徵件」方式公開徵求從事插畫、動漫、文創及
設計相關策展之個人及團體，於展演中心展出，預計辦理 14
檔創意美學徵件展。
2. 104 年 3 月 15 日至 12 月在中壢藝術館已規劃辦理涵蓋油畫、
水彩、書法、攝影、複合媒材、花藝及本市各級學校美術班學
生成果發表，共計 32 檔展覽，積極培植在地藝術創作人才。
七、 圖書館業務
（一） 建置雲端圖書館計畫
104 年度計劃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簡稱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
台合作，建立桃園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平台專頁。已於 104 年 3 月
30 日進行接洽，討論有關合約及電子書製作事宜，俟 104 年度下
半年國資圖平台建立完畢後，接續辦理相關作業。另有關圖書館
自購電子書檔案，刻正依「電子書服務平台」合作備忘錄之合約
內容整理，後續提供檔案予國資圖製作專屬頁面。
（二） 建置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台灣音樂紀念館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建物建於民國 68 年，因人口及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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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目前圖書館內部空間已不敷使用，將結合鄧雨賢台灣音樂
紀念館，辦理興建工程。刻正辦理興辦事業計畫中，並預計召集
各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俾利辦理後續「鄧雨賢台灣音樂紀念館影
音資料調查」事宜，以期未來與新建龍潭分館進行結合，保存相
關影音資訊。
（三） 圖書館龍岡分館開幕啟用
龍岡分館自 102 年 7 月 5 日開工，目前正進行室內裝修工程，預
計 104 年中即可完工使用。完工後，產權將由區公所轉移給桃園
市立圖書館。該館共計 6 樓層，地上 4 層樓、地下 2 層樓；1 樓與
社會局共用，各有獨立出入口，總藏書空間預計可容納館藏約 12
萬冊。
（四） 辦理鍾肇政文學獎
104 年度辦理鍾肇政文學獎，以發掘並培植地方文學人才，鼓勵愛
好文學人士創作，並提供其創作發表平台，獎助年輕人從事台灣
文學的創作。各項前置作業已辦理完成，預計 4 月底前召開評選
委員會。
（五） 好書交換活動
預計於 104 年 7 月至 8 月辦理全市好書交換活動，透過民眾彼此
交換好書，展現愛與分享的精神，不但能推廣閱讀風氣，也讓資
源重複利用，再創圖書價值，既環保又有意義。本年度將集結桃
園市立圖書館總館暨各分館和復興區立圖書館共同辦理。
（六） 兒童閱讀月活動
藉由兒童閱讀推廣活動，介紹創意又好玩的書籍及圖書館資源，
提升兒童使用圖書館資源的意願，並藉由圖書館活動增進親子家
庭互動的機會，預計 104 年 7 月至 8 月於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暨
各分館舉辦一系列專為親子所量身設計的閱讀活動，聯合各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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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主題童書展、創意戲劇演出、嬰幼兒親子閱讀活動、說故事
活動、父母講座等。
八、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業務
（一） 歷史建築修繕再利用
辦理大溪警察局宿舍群第一期工程擴充、第二期工程規劃設計委
託案、武德殿暨渡廊修繕工程發包等。
（二） 大溪文藝季
結合農曆 6 月 24 日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遶境慶典，於前後期
間辦理大溪文藝季系列展演活動，期深化社頭文化內涵以呈現該
項無形文化資產價值。
（三） 大溪傢俱博物館
為博物館之重要一環，同時也是博物館中長程計畫之一。短中期
將進行傢俱主題展示內容調查研究，並俟第一期警察局宿舍群修
繕完工開放，辦理木藝及傢俱主題相關特展方案；長期俟大溪第 3
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完成並確認傢俱博物館用地後，再進行大溪
傢俱博物館之新建推動作業。

叁、結語
本市已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改制為直轄市，為提升本市文化風氣，
本局將持續深耕、推動各項文化業務，透過各區文化資源的統整，加強運
用各類宣傳途徑，增加文化活動曝光度及民眾藝文參與率，以期蓬勃發展
本市藝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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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表─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二級機關主管名單
項次

機關

職稱

姓名

1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莊秀美

2

副局長

田瑋

3

主任秘書

謝懷慧

4

專門委員

張至敏

5

文化發展科 科長

黃蘭燕

6

視覺藝術科 科長

羅炤月

7

文化資產科 科長

魏淑真

8

表演藝術科 科長

王啟仲

9

文創影視科 科長

蘇意茹

10

人事室 主任

吳錦棉

11

政風室 主任

姚天健

12

會計室 主任

林麗玲

13

秘書室 主任

李世彥

主任

王麗娟

14

桃園市政府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15

桃園市立圖書館

館長

蔡志揚

16

桃園市立

館長

陳倩慧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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