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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 Culture in Taoyuan

編輯手札

蘋果劇團《龍騎士》

活力及知性十足的 9 月來臨，快把握機會到觀音及八德參加「2017 桃園地景藝
術節」，欣賞藝術創作及表演節目，探尋超乎想像的「秘境」桃園。或在「大河之市
—桃園水文化地景特展」中，深入了解陂塘、水圳與水庫，讓他們不再只是課本名詞。
「翻開幸福閱讀愛—2017 桃園兒童閱讀推廣活動」的歡樂嘉年華及講座等，帶
我們以不同的閱讀形式開啟想像力。不容忽視的搖滾熱力 ，「鐵玫瑰熱音賞樂團大
賽」今年也要競爭出最生猛有力的好音樂。
或者，漫步在大溪的精采展覽，看見木藝的萬種可能，大溪木博館的「木人茶趣
—茶家具與小木器創作展」，邀請職人們聯手設計，讓木藝與茶文化變得更加創意有
趣；「大溪木博館工藝交流館開幕特展—漆器家計畫」則結合漆藝文化，一展大溪木
藝多元的面相。夏末初秋之際，就在豐富活動裡盡情釋放藝文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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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擊樂團 2：
2017 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
《擊樂夢工廠》

《桃 園 藝 文》相 關 資 訊
1.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網站、桃園市政府電子書平臺及
資料開放平臺可下載此中文手冊之數位檔、精選活動之英文版數位檔
2. App Store、Google Play免費下載App
3. 本刊活動資訊若有臨時異動，請依各單位公布為主
4. 歡迎轉載本刊活動資訊，資料來源請註明「文化局」
訂閱辦法
當月20日前至郵局劃撥120元之寄送費用，可訂閱12期（戶名：紫晶數位有限公司，帳號：50023298）
免費 刊 登 藝文活動訊息
每月3日前申報至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event.moc.gov.tw （須加入會員）
，如有疑問請洽文化
局03-3322592分機8215、紫晶數位有限公司02-29630668分機807，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的權利
免費 索 取 地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中壢藝術館、桃園展演中心、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桃市圖各分館、客家文化
館、中平路故事館、桃園光影電影館、桃園光影文化館、龜山眷村故事館、桃園市各區公所、地政及
戶政事務所、古蹟及風景區、火車站、桃園機場、桃園捷運A7至A11及A14a至A21站、高鐵桃園站、
客運總站（桃園客運、中壢客運）、工業區服務中心、產業文化館、區域醫院等
注意 事 項
1. 符號提示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參加方式或其他資訊， 洽詢電話
2. 表演活動除標有 適合兒童欣賞外，未滿７歲或身高未達110cm幼童，請勿入場；桃園市立圖書館
活動標示有 ，適合親子參與
3. 電影播放資訊標示片名、分級、片長（分鐘），分級標示 普遍級， 保護級， 12 輔12級，
15 輔15級， 限制級， 未分級
4. 索票入場請依各活動註明索票日索取，每人限索４張為原則，並得視狀況調整索票張數、地點及時
間；若無註明索票地點，則文化局、中壢藝術館及桃園展演中心皆可索票
5. 「鐵玫瑰之友」開放申請！年滿14歲者皆可親自臨櫃或郵寄申請，首次申辦免收會員卡工本費及
年費。會員享有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主／協辦節目購票優惠（表演活動註有 ）、優先索
票服務、特約商店消費折扣以及紅利積點兌換活動等，詳情請洽桃園展演中心或中壢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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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同找樂趣
10 大溪木博館「工藝交流館」開幕特展—漆器家計畫

藝文特選
9

「我從海上來」桃園．馬祖鄉親
桃園移民史故事冊推廣活動

9

2017 桃園藝術巡演

11 木人茶趣—茶家具及小木器創作展
12 2017 桃園地景藝術節

14 鐵玫瑰劇場
16 築城記：桃園城中藝術行動
16 2017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及講座
17 106 年桃園市傑出演藝團隊年度演出
系列活動

活動訊息
18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41 龜山眷村故事館

22 中壢藝術館

41 中平路故事館

26 桃園展演中心

41 A8 藝文中心

29 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館）

42 龜山憲光二村

30 桃園光影電影館（光影一館）

43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32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43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34 桃園市立圖書館

45 藝文萬花筒

40 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48 活動任藝門

社區起步造
46 那些中壢社大教的社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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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表

視覺藝術 ※以地點排序

地點

時間

觀音廣福社區、崙坪文化地景園
區，八德陂塘自然生態公園、 08/18(五)-09/03(日)
竹霄社區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第二展覽室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第二展覽室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2、3F畫廊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2、3F畫廊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B1中國家具博物館
07/26(三)-11/12(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08/16(三)-09/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08/16(三)-09/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09/06(三)-09/17(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09/06(三)-09/17(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09/20(三)-10/08(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09/20(三)-10/08(日)
桃園展演中心1F展場
08/09(三)-09/03(日)
桃園光影文化館1F展覽室
08/17(四)-09/17(日)
A8藝文中心
07/22(六)-10/08(日)
龜山眷村故事館1、2F
09/10(六)-10/22(日)
憲光二村56號房舍
08/19(六)-10/28(六)
憲光二村公寓棟1F
07/29(六)-09/16(六)
大溪木博館武德殿
09/15(五)-12/03(日)
2017/09/26(二)大溪木博館工藝交流館
2018/01/14(日)
大溪木博館壹號館
週二至日09:30-17:00
大溪木博館四連棟
週二至日09:30-17:00
大溪木博館藝師館
週二至日09:30-17:00
大溪木博館武德殿
01/21(六)-09/03(日)
土地公文化館5F特展室
09/02(六)-11/12(日)
土地公文化館401、402展間
土地公文化館401、402展間
客家文化館A1、T1、A3、T2
特展室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第2、3展間
桃園光影電影館
復興區歷史文化館生活館
桃市圖中壢分館3F展覽區
桃市圖平鎮分館1F文化館
桃市圖平鎮分館1F文化館
桃市圖龜山分館1F藝文展覽區
桃市圖新屋分館3F客家藝廊
蘭室
市政府B1生活廣場藝文走廊
桃園舊火車站第一月臺
中央大學圖書館B1藝文走廊
4

表演藝術 ※以時間排序
活動名稱

頁

2017桃園地景藝術節

12

諧波共舞—林秀鑾創作展
陶入軌跡—簡志達2017創作展
造型與碎形—英陽．羅英雄創作展
「義居堂」青銅器、銅鏡展
We Art World—藝視界聯展
藝遊未盡—蔣金蘭第20次個展
木藝樂園—兒童木創作特展
翛然塵外：露的畫會20周年展
虛幻與現實之間：劉經倫個展
市立平鎮高中第16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國立內壢高中第17屆美術班畢業展
臺灣港灣風貌：黃運祥厚工水彩全國巡迴桃園展
書情畫藝：106年桃園市台藝書畫會會員聯展
陶緣結藝—柴燒、茶、陶桃竹苗藝術聯展
栢優10年創作軌跡展
「藝遊風土」展
「眷盼」二部曲特展
「記憶。聚合」特展
《流／變．Flow ／ Flux》交流展
木人茶趣—茶家具與小木器創作展

18
18
19
19
18
19
18
22
22
23
23
23
23
26
29
41
41
42
42
11

地點

頁
24

09/02(六)、03(日)
09:00-21:00

2017桃園市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桃園藝文廣場

26

09/02(六)19:30

傳統與創新《蝴蝶與藍》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8

09/03(日)14:30

《鼓吹響連天》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8

09/03(日)14:30

桃園交響管樂團《小桃的暑假作業》

文化局演藝廳

20

09/08(五)16:30、19:30

日本飛行船劇團：少年辛巴達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4

09/09(六)14:30、19:30

特有種劇團《家有彼得潘：兒童劇》

文化局演藝廳

20

鐵玫瑰熱音賞樂團大賽複賽

桃園展演中心
戶外舞臺

—

09/10(日)15:00、19:00

米克斯節奏舞蹈團「混合節奏街舞公演—活著Alive」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9/13(三)16:30、19:30

日本飛行船劇團：少年辛巴達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27

09/15(五)19:00

龍興國中第16、17屆管樂團暨多元社團成果發表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4

09/15(五)19:30

發現新大陸：黃祺安、劉仁翔鋼琴演奏會

文化局演藝廳

20

09/15(五)19:30-21:30

謝銘祐《舊年》演唱會露天電影院全臺巡迴．桃園站 桃園藝文廣場草地

09/16(六)、09/17(日)
10:30、14:30

2017夏季巧虎大型舞臺劇《尋找消失的音符》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27

09/17(日)19:30

桃園藝術巡演：狂美交響管樂團《動物派對》

八德區忠勇公園

09/20(三)19:30

愛樂劇工廠．兒童歌舞劇《老鼠娶親之公主不想嫁？》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14

09/20(三)19:30

2017神韻交響樂團台灣巡演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5

09/22(五)19:30

楊典霖小提琴獨奏會

文化局演藝廳

20

09/23(六)19:00

狂美交響管樂團《瑰麗的樂音》木管室內樂之夜

桃園光影文化館
演藝廳

29

09/23(六)14:30、19:30

明華園戲劇總團—文學跨界劇作《散戲》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14

09/23(六)19:30

新竹交響管樂團：好萊塢電影金曲音樂會英雄與愛情

文化局演藝廳

17

40

09/23(六)19:30

敦青舞蹈團《舞在家鄉之「戀戀桃花園」》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17

40

09/24(日)14:30

新竹雅韻歌劇團：經典折子戲展演

文化局演藝廳

17

09/24(日)14:00

2017樂友民間音樂系列「百家春」：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25

09/24(日)10:30、14:30

朱宗慶打擊樂團2：
2017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擊樂夢工廠》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27

09/27(三)19:30

2017盛保羅魔幻劇團「傳奇再現—魔騎士傳奇」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9/27(三)19:30

國立桃園高中舞蹈班第23屆畢業舞展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27

09/29(五)19:30

蘋果劇團《龍騎士》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9/30(六)19:30

桃園藝術巡演：一心戲劇團《武松殺嫂》

中壢區興仁親子公園 9

09/30(六)19:30、
10/01(日)14:30

栢優座《獨角戲．吉嶽切》

桃園光影文化館

17

09/30(六)、10/01(日)
14:30-20:30

鐵玫瑰熱音賞樂團大賽決賽

桃園展演中心
門前廣場

—

32
32
32
32
40

09/07(四)-09/27(三) 風華萬象—中華藝新創作學會聯展

43

08/01(二)-09/15(五)
06/16(五)-09/24(日)
07/12(三)-09/10(日)
09/05(二)-09/24(日)
08/17(四)-09/11(一)
09/14(四)-10/02(一)
09/06(三)-09/24(日)
09/20(三)-10/11(三)
即日起至09/10(日)
09/01(五)-09/30(六)
9 月中旬
09/05(二)-09/25(一)

43
31
39
35
38
38
36
39
33
45
19
45

覺醒—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特展
影視流展覽
泰雅（大嵙崁）衣飾文化特展
筆尖的記憶—鄧丞敦、侯珮瑩雙個展
鍾杜金蓮畫藝桃園個展及作品集
筆歌墨舞．會員聯展
生活美學：多媒材手作藝術展
蔡淑桂與睦祥育幼院院童畫展
沈靜與張狂—戴百時、劉秀美攝影油畫雙個展
臆想花開—丘美珍彩墨個展
「探古尋蹟．APP行旅」古蹟日桃園舊月臺展覽
看見東方—高國堂個展

活動名稱

黃盈媛2017大提琴巡旅around the world with CELLO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9/09(六)、10(日)
15:00-20:30

大溪木博館「工藝交流館」開幕特展—漆器家計畫 10

發現大溪—視覺形象概念展
「大溪人．生活與歷史」常設展
大溪木器馨：職人工藝傳說常設展
傳藝．憶傳：一輩子的執藝展覽
大河之市—桃園水文化地景特展
「第2個，司馬仁達奇沃冷素數」
09/06(三)-09/19(二)
國立陽明高中第23屆美術班畢業展
09/27(三)-10/10(二) 第18屆同德國小畢業美展

時間

09/01(五)19:30

24

28

9

25
25

5

活動總表

藝文推廣 ※以地點及活動名稱排序

地點

時間

詳見內頁

07/24(一)-09/24(日)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文化局1F大廳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桃園勞工育樂中心302教室
桃園展演中心大廳
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光影文化館排練室
桃園光影文化館展覽室
桃園光影文化館演藝廳
桃園光影文化館演藝廳
A8藝文中心
李騰芳古宅
下街四十番地工房
新南一二
三和木藝工作坊
櫻桃音樂館
土地公文化館203多媒體室
土地公文化館203多媒體室
土地公文化館
藝桃趣創意基地
平鎮區鎮安宮
龍潭聖蹟亭
詳見內頁
詳見內頁
桃園光影電影館
桃園光影電影館
桃園光影電影館戶外草皮
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詳見內頁
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會議室
中壢簡易庭1F會議室

活動名稱

「翻開幸福閱讀愛」
2017桃園兒童閱讀推廣活動
06/08(四)-09/08(五)
2017桃園百景攝影比賽
「我從海上來」
09/11(一)-09/27(三)
桃園．馬祖鄉親桃園移民史故事冊推廣活動
攝影與生活學術講座：
09/08(五)19:00-21:00
數位時代、魅力影像／駱崇賢主講
09/09、23(六)14:00-16:00 台灣海洋畫會講座
09/24(日)09:00-12:00
日治時代臺灣書法發展／李郁周主講
09/30(六)14:00-17:00 ／
憲光二村文物敘事與策展培力工作坊
09/06(三)14:00-17:00
09/08、22(五)19:00-20:30 鐵玫瑰音樂學院．大師講堂
09/09(六)、10(日)、
鐵玫瑰劇場推廣活動
16(六)、17(日)
09/09(六)14:30
栢優座夏季讀劇
09/02(六)13:00-17:30
106年青年國際視野講座
詳見內頁
光影文化電影院
07/22(六)-10/08(日)，
版畫日常—版畫複印體驗
每週六、日
09/02(六)、08(五)、
09(六)、15(五)
李騰芳古宅系列活動
14:00-16:00
每週六、日10:00-17:00
木嵌杯墊DIY、原木風車
笑班市集、
詳見內頁
「動動手指頭、敲敲小木頭」系列活動
09/02(六)、03(日)
「咖啡桌几」體驗活動
09/02(六)-09/23(六)，
音樂風鈴DIY
每週六日13:30-14:30
如風之飄，如水之流
09/02(六)14:00-16:00
—老莊思想的生活智慧講座
09/30(六)14:00-16:00
莊子的逍遙人生講座
09/17、24(日)
09/09(六)、10(日)
09/23(六)08:00-12:00
詳見內頁
詳見內頁

織色坊體驗活動

頁

地點

8

桃園市婦女館103會議室

09/17(日)10:00

21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詳見內頁

9
21
21
21
42
26
15
29
29
29
41
32
33
33
33
33
40
40
40

43
2017桃園客家義民祭
43
2017桃園送聖蹟活動
44
2017桃園客家文化節
16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及講座
水面之下—潛意識主題影展、親子、懷舊及
詳見內頁
怪奇電影院、一日策展人、臺中國際動畫影 30
展、921、桃園影視補助及心理師相特映
「用攝影機說桃園的故事」紀錄片觀摩講座：
31
09/10、24(日)09:00-12:00
與紀錄片作者的深度對話
31
09/17(日)09:00-12:00
吃光光．野餐日
44
08/01(二)-09/19(二)
桃園市政府106年性別平等藝文競賽
16
09/02(六)、09(六)、20(三) 築城記：桃園城中藝術行動
45
09/06、20(三)18:30-21:00 社區家庭教育電影系列研討會
09/20(三)09:00-12:00、
45
親職教育系列講座
09/23(六)14:00-17:00

桃市圖總館及各分館

活動名稱

自由參加

說故事活動
總館
大林
埔子
中壢

34
每週六日15:00
37
09/02、16(六)14:30-15:30
37
09/09、23(六)14:30-15:30
09/02、16、30(六)14:00-15:00 35
09/09、23(六)14:00-15:00，
35
09/16(六)15:00-15:30
09/02、16、30(六)14:00-15:00 35
38
每週日10:00
38
每週六10:00
每週二四19:00，每週六10:30 37
37
每週三19:00
每週日15:00-15:30、15:30-16:00 36
38
每週六10:00
36
09/02(六)10:00-11:00
36
09/03(日)10:00-11:00

龍岡
平鎮
東勢
蘆竹
山腳
龜山
龍潭
新坡
草漯
楊梅、埔心、
富岡
新屋
大園
三和
大溪
崎頂

頁

09/03、10、17(日)10:00-11:00 34
每週六14:00
09/09、16、23(六)10:00-10:30
09/12(二)09:30-11:00
09/09(六)10:00-11:00
09/09(六)09:30-10:30

須購票

須報名

39

請見內頁

館別

時間

總館
平鎮
山腳
龜山
龍潭
觀音
新坡
草漯

每週三15:00
每週日14:00
每週六14:00
每週六14:00
09/09、23(六)10:00-12:00
09/17(日)14:00-16:00
09/22(五)19:10-21:00
09/09、16、23(六)18:00-21:00
09/02、23(六)10:00-12:00，
09/03、24(日)14:00-16:00
09/20(三)14:30-16:30

館別

主題

頁

總館

2016好書大家讀、
美味食譜輕鬆煮

34

桃園、中路、會稽、
風水五行
大林、埔子

37

中壢

英文閱讀分級圖書館藏

35

平鎮

食全食美

38

八德、大湳

寶貝勇敢上學去

35

龜山、迴龍、大崗、
當音樂遇上閱讀
山德

36

龍潭

我愛我家的毛寶貝

38

觀音

荷來清香撲鼻：生態環境

36

新坡

生活保健：運動與健身

36

草漯

女紅藝術展：佈置不麻煩

36

楊梅、埔心

大家一起動一動

34

楊梅

健康就是財富

34

埔心

瘋運動

34
34

富岡

我設計我家、動物世界

39

新屋

翻開幸福閱讀愛、哲學思考 39

37

大園

湛藍海軍—海軍展！

37

37

三和

理財面面觀財經篇

37

37

大溪、崎頂

迎向樂齡書展

37

37

影片欣賞

新屋

須索票

45

主題書展
時間

內壢

頁

2017年桃園地區
身心靈整體健康觀系列公益講座
兒童劇場、美術教育推廣

館別

大園
6

時間

頁
34
38

研習、講座
館別

主題

頁

中路

夏季主題講座

37

中壢

英文好讀講座、親子關係培力講座

35

平鎮

多元幸福家庭閱讀推廣

38

36 大湳
38 山腳

歷史導讀、電影導讀賞析

35

共讀繪本．共作美勞

37

36

龜山

戀戀琴聲：秋日主題活動

36

36

龍潭

數位3C整合教育推廣

38

楊梅

床邊故事

34

埔心

走進繪本的心靈花園、故事朗讀

34

為自己準備一本獨老幸福存摺

37

37

36
39

37 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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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焦點

藝文特選

開幕 09/11(一)14:30-15:30
展期 09/11(一)-09/27(三)
文化局1F大廳

歡樂嘉年華

09/24(日)15:00-20:30

文化局自民國105年起進行「馬祖鄉親桃園移
民史」編纂，以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訪談，記
錄馬祖鄉親移居後的生活方式、生存環境、文
化信仰，以充實馬祖移民歷史的文化脈絡。為
了讓市民更加了解其中的精采移民故事，開幕
活動邀請了故事人物，並設置承載桃園與馬祖
兩岸移動的模型船板，讓人身歷其境，並在現
場發送故事小冊，讓民眾將故事帶回家。

  桃市圖平鎮分館演藝廳

歡迎大小朋友前來闖關拿獎品，一同欣賞蘋果劇團
帶來的親情歌舞劇《 龍宮奇緣 》，看海底龍宮海龍
王任命海龜為「找辦法大使」後，如何找尋辦法、讓
海龍王的女兒小龍女重新歡笑。此外，還能觀賞精
采的兒童戲劇比賽決賽，為參賽者加油打氣！

網路報名

  桃市圖平鎮分館演藝廳
決賽 09/24(日)
於 09/24 歡樂嘉年華場次展開決賽，5 組參賽組別於
現場舞臺區演出，現場由專業評審評選出前 3 名與
其他獎項。

志工說故事
培訓課程

兒童戲劇比賽

初賽報名 08/01(二)-09/17(日)
凡居住於桃園市、國小一至六年級生，至少兩人，至
多五人，即可組隊報名，以傳遞「愛與幸福」為主題，
可改編或自由創作之短劇作品，長度 5 分鐘，詳情
請上官網。

09/16(六)
10:00-12:00
  桃市圖新屋分館
09/16(六)
14:00-16:00
  桃市圖龍潭分館

名人講座

自然農法的幸福臺灣味
—淘氣小農創辦人邱志威×蔣人同主講
  桃市圖龍潭分館研習教室
09/03(日)14:30

網路報名

在南投名間種茶開設「淘氣小農」的兩人，以實體店網路行銷並
行，打響自家的金萱紅茶名氣，在講座中分享自然農法跟親子
教學原來有異曲同工之妙！
翊起運動最好玩
—Vamos Sports 翊起運動共同創辦人徐裴翊主講
  桃市圖平鎮分館人文講堂
09/23(六)14:30
網路媒體 Vamos Sports 翊起運動創辦人徐裴翊，致力於國內外
體育賽事、創造專屬於運動的媒體平臺，頻道閱覽人數達 9 百
多萬，在講座中與大家分享，她如何將喜愛的事物與事業結合。

8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03-3322592分機8605

狂美交響管樂團《動物派對》
09/17(日)19:30

八德區忠勇公園

狂美交響管樂團是桃園市傑出演藝團隊；《 動物派
對 》為狂美與犀牛劇團推出的首部親子音樂劇作
品，劇情探討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及環境保護意
涵，以戲劇呈現樂曲情境與畫面，非常有教育意涵。

一心戲劇團《武松殺嫂》
09/30(六)19:30

中壢區興仁親子公園

一心戲劇團是文化部分級獎助計劃演藝團隊，《 武松
殺嫂 》運用現代戲劇手法將經典老戲去蕪存菁，加上
劇團雙生特色之演員陣容，讓觀眾欣賞傳統經典重現！
詳情請上
官網

9

藝同找樂趣

藝文特選

堂和神桌黃

看山手作范

裕凰作品

揚武作品

09.15 五
2017

9/26

-2018/01/14

週二至日09:30-17:00
大溪區普濟路5號

9/11-9/22

國際漆藝工作營—雕塑燈具班
大溪區員林路三段155巷27號
師資：Clifton Monteith老師（美籍）
成果展：新南12(大溪區中山路12號)

12.03 日 週二至日 09:30-17:00

當木創作者與茶相遇，會有怎樣的奇思

此 次 邀 請 參 展 的 有 even 吳 宜 紋、

妙想呢？展覽主題「木人茶趣」即是希望以

Martyn Barratt（貝馬丁）、MULABO 木製研

木創作者的角度，來思考與茶相關的設計，

究所郭子榮、元木創設鄭力元、方禾家具楊

探索現代茶家具和茶道具的可能性，並增進

博欽、水顏木房魏榮明、布森設計凃展榕、

生活樂趣。

世宇興大梁正大、和峰木創李汪達、協盛木

喝茶已是我們的生活日常，而觀察臺灣
豐富的茶文化，不論是茶葉品種的多樣性或
木頭味、微風、暖光、窗外樹影
生姿、鳥叫蟲鳴，大溪木博館之「工
藝交流館」本是警察分局長宿舍，一
戶真實人家，經木博館的修復再利用
工程，如今成為木博館的公有館舍。
而首度進駐的「新居民」是漆器，
開幕展帶您細品這結合繁複漆藝與實
用價值的生活器皿，一項在大溪亦從
未斷過香火的工藝精品。從踏入玄關
開始，便感受從漆器融入生活日常的
多方可能，也許你會在此發現，其實，
生活漆器可以在你身旁，或是，生活
漆器就在你身旁。
10

9/27-10/3

國際漆藝工作營—沉金班
大溪區員林路三段155巷27號
師資：鳥毛清老師（日籍）
成果展：蘭室（大溪區中山路13號）

漆筷、湯匙製作體驗
大溪木博館工藝交流館
 上三場活動須事先報名，
以
報名請掃描右方活動網站QRcode
大溪木博館03-3888600分機306

迷工造物社章格銘、堂和神桌黃裕凰。

是各種搭配飲茶方式的茶器皿，又或是講究

同時，這次也以茶相關的小木器為題，

布置的茶席道具，這些活動和器物豐富了我

邀請國內眾多的木創作者，徵求與茶相關的

們的生活。

小木器作品，以喚起木人與大眾對於這項主

然而除了茶相關的小器物，與喝茶相關
的家具變化就少的多了，展覽邀請國內外 13

10/7

器姚世豪、看山手作 CASA HANDS 范揚武、

位創作者，以茶家具為主題，以朋友小聚形
式的一桌二椅，由自身出發思考喝茶的需求，
提出各自對於茶家具的設計創作。希望在一

題的矚目，在各種不同的創作想法中，體察
各種趣味。並於 10/07、08 兩日舉辦「木人
市集」，邀請喜好手作以木、竹、籐或植物
為創作媒材的工藝創作者，到大溪秀出精采
作品。

般常見的奇木雕刻茶桌、不鏽鋼泡茶桌或是
日式茶桌外，尋找茶家具更多的可能性。

大溪木博館 03-3888600

大溪木博館武德殿 ( 大溪區普濟路 3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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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特選

玩地景
無限演聲．千層派對
09/02(六)10:00-12:00
觀音：假日藝術大道旁
報名詳見官網
無限延伸之音樂饗宴，享
受草地野餐的愜意！

看表演
草地音樂會
八德：陂塘自然生態公園

農家樂焢窯
09/03(日)09:00-14:00
觀音：傳統農機具展示區旁
報名詳見官網
體驗野炊樂趣、親近土地、增進
親友情誼。

天狼星口琴樂團 × 桃園在地團隊
桃園絃風吉他室內樂團
09/03(日)15:30-17:30

龍舟體驗活動

森林音樂會

 9/02(六)、03(日)
0
09:30-12:00，14:00-17:00
廣福社區活動中心旁之坡內陂
現場報名

2017 桃園地景藝術節將桃園獨特的自然地
景，包含陂塘、白千層林道與豐富自然生態，
結合在地族群文化，以「秘境找地景」的概念，發掘、探索值得
玩味的「地景秘境」。27 件裝置藝術、工作坊、藝文演出、主題
活動、6 場藝術市集、12 區 17 條社區小旅行路線、傳統農機
具特展、農特產品 DIY 體驗，假日藝術大道等，結合藝術家、
社區民眾、在地大專院校，充分利用在地自然地景及人文特色
資源，邀請你一起來品藝術、玩地景、看表演，享受旅行趣！
官方網站

桃園地景藝術節
12

THE WANTED 尋人啟事樂團 ×
NSO 國家交響樂團
09/02(六)15:30-17:30

歡迎前來體驗龍舟競賽中划龍舟的
技巧與要領，感受團結合作的力量，
並扎根客家文化。此外也贈送參加者
精美小禮物，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觀音：崙坪文化地景園區
原創好歌聲：慢慢說 × 張三李四
09/02(六)15:30-17:00
浪漫新爵士：
玩弦四度 × 烏野薰爵士樂團
09/03(日)15:30-17:00

假日藝術大道展演
觀音：假日藝術大道
白頭翁與金絲雀、Ed con、Jazz 瘋音樂
09/02(六)10:00-17:00
艾克樂團、BellaTurtle cello quartet、
火種樂團瘋音樂
09/03(日)14:00-17:00
地景開唱青年音樂會：觀音高中社團、
新屋高中社團、清華高中社團、
桃園在地表演團隊
09/03(日)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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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特選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魯拉魯先生的草地》
10/07(六)11:00、14: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350
故事中，魯拉魯先生總把草坪院子保持得乾淨、整潔，
為此他每天神經繃得緊緊的，趕走任何想闖入的小動物。
有天，某隻鱷魚半誘惑半脅迫他，讓他第一次在草地上
放鬆躺下，心靈也隨之柔軟，打開心門歡迎動物一起分
享草皮。他了解到，原來享受「分享」的快樂，更勝於
獨自擁有。無語言演出，帶來想像最有力的翅膀。

桃園展演中心 03-3170511、桃園光影文化館 03-3357745

愛樂劇工廠．兒童歌舞劇《老鼠娶親之公主不想嫁？》
09/20(三)19: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200、300、500、700
這是一個愛、勇氣與團結的故事：依照老鼠王國百年來的傳統，
老鼠國王要在公主滿 18 歲那天舉辦比武招親大會，各地青年才
俊一呼百應，而在駙馬爺人選出爐之前，老鼠王國竟陷入了空前
危機？

明華園戲劇總團—文學跨界劇作《散戲》
09/23(六)14:30、19: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300、400、600、800、1000、1200、14000
改編自作家洪醒夫得獎短篇小說，以現代舞臺劇、傳統戲中戲，
呈現歌仔戲的時代故事。編導黃致凱以喜劇元素重塑原著的悲
情，藉由虛實交錯的戲中戲《陳世美與秦香蓮》荒謬演出，描述
民國五、六○年代，臺灣歌仔戲受影視產業衝擊，從最風光的內
臺戲院被迫流浪野臺，表演者與經營者都措手不及，臺上臺下共
同交織了一齣既可悲又可笑的時代大戲。

山豬影像—Animate 立體書劇場《愛麗絲夢遊仙境》
10/01(日)11:00、14: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350
《愛麗絲夢遊仙境》不僅是歡樂奇幻的故事，在來自不同範疇的
專業學者研究下，認為故事當中更包含了哲學的象徵、文學的紀
錄、邏輯學的對話及病理學的參考，因此，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
能在這個流傳迄今 152 年的經典故事中找到有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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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魯拉魯先生的草地》推廣活動
經由劇團豐富的演出及教學經驗，融合戲偶欣賞、操作、製作、呈現，帶領小朋友由實
際操作中學習，認識豐富的偶戲世界。（偶戲體驗營之 09/10、16 場次以購買 10/07《魯
拉魯先生的草地》演出票券者優先報名；偶戲體驗營之手套偶、杖頭偶建議國小一至三
年級學童參與，執頭偶、懸絲偶建議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參與。）

偶戲體驗營
手套偶
執頭偶
杖頭偶
懸絲偶

09/09(六)09:00
09/10(日)09:00
09/16(六)09:00
09/17(日)09:00

桃園光影文化館排練室
桃園光影文化館排練室
桃園展演中心排練室
桃園展演中心排練室

立體故事屋
神奇魔法樹
勇敢的短尾鷸

09/09(六)、10(日)14:00
09/16(六)、17(日)14:00

桃園光影文化館排練室
桃園展演中心排練室

小滿大劇團—中文原創親子音樂劇《胡桃小學》
推廣活動：我的親子聚．好玩音樂劇
09/17(日)10:30、14:30
桃園光影文化館排練室
《胡桃小學》編導施珊珊帶大家認識音樂劇的說與唱，培養創造情境的能力，親子協力
創作，共同揮灑創意，延伸創造力與想像力。

鐵玫瑰之友享票價優惠，推廣活動報名、演出介紹及票價優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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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特選
報名請上

築城記：桃園城中藝術行動

桃園社區營造中心 03-3322592 分機 8614

桃園「共感」 都會藝術對話主題培力

此培力課程帶來社區案例，探詢藝術介入在都會區施作的可能和眉角，並實際展示藝術介
入社區，能否真正催動群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和行動，或對特定族群有所助益、改善？

家族照相簿 家族、國族、城市空間為基底的創作實踐 / 陳飛豪主講
09/09(六)10:00-12:00
只是光影獨立咖啡廳（ 桃園區新民街19號2F ）

帶著孩子玩顏色 星星兒藝術教育 / 朱威龍主講
09/20(三)13:00-15:30
桃園建國國小圖書室（ 桃園區昆明路95號 ）

桃園城中「冷知識」 導覽培訓工作坊
這次的工作坊邀請桃園城中文史專家及
在地達人，攜手帶你踏入宛如桃花源記
氛圍的藝文空間，透過彼此交織的記憶
共築新的桃園城想像，創造具「共感」
的文史體驗！活動含戶外導覽培力，並
有人數限制，報名從速！

桃園文化沙漠？對！我們就是沙漠中
的肥沃綠洲啦！
當代桃園大廟周邊發展脈絡 /
林采鴻、林岳德主講

09/02(六)09:30-12:00
逃圍Tao-Way（ 桃園區永樂街99號 ）

桃園市傑出演藝團隊
年度演出系列活動
敦青舞蹈團
《舞在家鄉之「戀戀桃花園」》
09/23(六)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9/08(五)起開放索票
敦青舞蹈團03-4266026

栢優座《獨角戲．吉嶽切》

09/30(六)19:30、10/01(日)14:30
桃園光影文化館
兩廳院售票：1000
栢優座0922-036246

此場演出除團長結合前兩年作品，更
深刻描述客閩族群中純樸的特質外，
也邀請客席編舞者林郁晶探討失落中
的眷村記憶，另外，在去年演出中頗
受觀眾喜愛的「語言轉移」編舞者彭
惠君則繼續探討新住民在桃園市落地
深耕的情懷。

栢優座是桃園傑出團隊，在傳統戲曲
中加入創新元素，開創戲曲新生命，
獨樹一格的演出邀請大家來入戲。人
生如戲，來生，您還唱戲嗎？一個唱
戲的，說一個唱戲的故事，在人生的
這場戲，每個人，都要面臨要不要成
角的孤獨與掙扎。這次，說一個有關
角的故事，說一個獨、角、戲的故事。

北臺八縣市
傑出演藝團隊交流演出
演出帶來多首好萊塢經典配樂如《黃

即日起收件至12/30(六)
徵文 長篇小說

（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人往何處去？
長篇小說 —談長篇小說之巨構格局／伊格言主講
名家導讀 09/15(五)19:30-21:30 臺北信義誠品三樓Forum
校園
講座

國文撞鄉民—那些年我們學過的古代魯蛇們／祁立峰主講
09/29(五)13:00-15:00
桃園高中人文藝術大樓3F研習教室

名家導讀及講座其他場次和報名請上官網，前一個月開放報名
桃市圖總館 03-2868868 分機 2003、聯經出版公司 02-87876242 分機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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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交響管樂團：
金三鏢客》《魔戒首部曲—魔戒現
好萊塢電影金曲音樂會英雄與愛情 身》《福爾摩斯》《007 系列》《馴
09/23(六)19: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新竹交響管樂團周先生0912-320066

龍高手》等，並由新竹交響管樂團豎
笛首席張嘉心，演奏一代爵士大師
《雅提．蕭》的知名豎笛協奏曲。多
元的曲目，讓聽眾在音樂中回味徜徉
電影經典畫面。
新竹雅韻歌劇團是新竹市的傑出演藝

新竹雅韻歌劇團：經典折子戲展演 團隊，近年致力於拓展觀賞者的年
09/24(日)14: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新竹雅韻歌劇團彭團長0975-939377

齡層，以詼諧幽默的對白、趣味橫生
的表演內容、生動活潑的唱腔，融合
現代劇場表現特質與傳統戲曲的鄉土
性，提升歌仔戲的境界，讓觀眾印象
深刻，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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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03-3322592

1F 大廳 週一至日 08:00-21:00
3F 第一、二展覽室 週二至日 09:00-12:00、13:00-17:00
2F 及 3F 畫廊 週二至日 08:00-21:00
B1 中國家具博物館 週三至日 08:30-12:00、13:00-17:00

木藝樂園—兒童木創作特展
07/26(三)-11/12(日)，週三至日08:30-12:00，13:00-17:00
文化局B1中國家具博物館
文化局文化發展科03-3322592分機8206
此展針對 7 至 12 歲學童設計，從木頭的原貌、木頭的老故事、木頭的新篇
章，訴說木頭從原型轉化成木家具的過程。藝術家發揮創意，為每一塊木
頭帶來新的生命力，透過觸覺、嗅覺、視覺，多元感官的趣味體驗，在木藝
樂園中近一步認識木媒材的各種風貌。

諧波共舞—林秀鑾創作展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林秀鑾獲獎無數，早年曾獲桃源美展第一名。這次展出近期於臺灣和澳洲
兩地創作的多元媒材新作，以工筆花鳥膠彩為主，作品分為三階段：為從
傳統中求變、傳承中求新及近年豐富多元的自由創作，包含傳統和現代平面
作品、半立體和立體小雕塑、陶瓷等，從寫實到寫意，呈現不同創作語彙。

陶入軌跡—簡志達 2017 創作展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第二展覽室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出生於桃園大溪的簡志達，為臺藝大雕塑系傑出校友。這次展出分成 3
個主軸：書的聯想、睡眠記事、內在漫遊。藝術家在創作時懷抱企圖心及
想表達的精神性，把自己比擬成先知，在自我追尋中感受時代變遷，在作
品中體現了內在思想層面和外在環境融合之後萃取的結果。

We Art World—藝視界聯展
08/30(三)-09/17(日)
文化局2、3F畫廊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陳建何、袁梅芳、劉娟秀、賴秀秀、陳孟嬉等五人，曾是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同窗好友，在不同工作和領域卻對藝術充滿熱情，互相勉勵、
持續精進創作。五位的作品風格和媒材創作之種類豐富多元，展出版
畫、油畫、壓克力繪畫作品約四十幅，期許帶給觀眾繽紛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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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與碎形—英陽．羅英雄創作展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羅英雄為旅居瑞士的華裔藝術家，以華人傳統文化象徵，創作龍的繪
畫聞名國際。年紀輕輕即以龍為主題的創作成名，也將道教對於自然
宇宙的理念融入作品。近年利用壓克力的技法，用層層堆疊的噴漆創
作出特殊紋理的迷濛效果，並將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重新詮釋，還以
西方油畫、壓克力等媒材，融合東方的書法及武術的動態感創作作品。

「義居堂」青銅器、銅鏡展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第二展覽室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從醫三十餘年的徐鴻洋醫師浸潤古文物的收藏與探究多年，他基於對古文物
的愛好與藝術推廣的心，有緣接觸青銅器，並收藏數十年，閒暇時欣賞、研
究故宮文物，他認為收藏是為了研究。在各種骨董收藏中，對青銅器及銅鏡
特別鍾情，透過展覽與大眾分享。

藝遊未盡—蔣金蘭第 20 次個展
09/20(三)-10/08(日)
文化局2、3F畫廊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70
蔣金蘭近年關注潛藏於宇宙萬物、難以言述的精神力量。作品用西方
簡潔的幾何抽象，與飽滿和諧的塊狀色彩，表現深層而源源不絕的
精神力度。他不斷研發自己的繪畫語言，透過抽象的結構與色彩、中
西合併的多元媒材，表達出自然、宇宙、人類之間，互相影響、互依
互存的巨大能量。

今年桃園古蹟日以龍潭區及八德區歷史及人文生態展覽為
主，介紹在地歷史建築、古蹟，並結合桃園文化資產導覽
APP 讓民眾運用科技更了解在地文化，讓文化資產融入生活。
桃園文化資產導覽
擴增實境APP
IOS
Android

桃園文化資產
導覽APP
IOS
Android

9月中旬，請密切注意文化局網站
桃園舊火車站第一月臺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03-3322592分機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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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交響管樂團《小桃的暑假作業》
09/03(日)14: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以親師與學子所熟悉的「暑假作業」應景主題引起關注，透過
劇情的包裝，讓每首音樂在適當的故事節點中一一呈現，以達
到知性、感性、理性、藝術性相互融合的教育目標。

台灣海洋畫會講座
週六14:00-16:00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台灣海洋畫會0912-250832
09/09 藝術收藏趣聞
09/23 讓乾隆跌破眼鏡的名畫

自由入場

2017 桃園百景攝影比賽
特有種劇團《家有彼得潘：兒童劇》
09/09(六)14:30、19: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特有種劇團是國內第一個由家庭照顧者組成的劇團，並屬 SHOW 影劇團培力
的子團，團員們結合生命故事改編創作成一齣趣味動人的兒童劇。故事中，特
殊兒彼得潘到來，家中長輩、父母、手足同儕間如何面對？而長輩又患有失智
症，種種事件究竟是家裡的世界大戰，還是看不見的禮物呢？

徵件時間：06/08(四)-09/08(五)
美好桃園，我記錄！邀請各界攝影好手一起記錄桃園！比賽共分 4 組：
人文行旅、自然生態、桃園地景藝術節及桃園機場捷運，非專業攝影人
士則可參加「城市目擊者」照片上傳活動，眾多獎項等你來挑戰！詳情
請上官網 www.2017typhoto.com。

2017 年攝影與生活學術講座第 8 場：
數位時代、魅力影像／駱崇賢主講
發現新大陸：黃祺安、劉仁翔鋼琴演奏會
09/15(五)19: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音樂不再侷限於蕭邦、莫札特，走出歐洲，隨著法雅、吉納斯特拉的作品，享
受拉美風情。跟著英國作曲家霍爾斯特的行星組曲，探索宇宙的奇妙幻想。打
破一般古典樂的藩籬，由旅德鋼琴家黃祺安、劉仁翔帶大家一起發現新大陸。

09/08(五)19:00-21:00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場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駱崇賢為資深攝影家暨現任中華攝影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
他認為攝影要學習眼高手高，以創作思維為導向，腦海先浮
現圖像，有了感動，回過頭牽引最初按快門的動機，拍出好
素材，進而完成好創作；現場提供近百件珍貴影像欣賞。

日治時代臺灣書法發展／李郁周主講
楊典霖小提琴獨奏會
09/22(五)19: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楊典霖畢業於西門國小音樂班、中興國中音樂班，主修小提琴，師事翁志偉老
師。曾獲 2013 全國音樂比賽小提琴獨奏國小 A 組特優第 2 名、2013 國語日
報全國音樂大賽小提琴音樂班高年級組第 1 名、2017 台灣絃樂團第 12 屆小提
琴比賽青少年組第 2 名。

09/24(日)09:00-12:00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場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1
日治時期新式教育取代科舉，繪畫與習字各自獨立，教育之初，書、畫、詩、文已
經分離。書法成為獨立學科，且朝著藝術的方向發展，這是思想上的一大轉變。
為比賽、展覽而作書法，就書寫者的思想出發點而言，也是思想的一大轉變，此時
期的書風影響持至今日。

2017 新住民舞蹈比賽北區初賽
10/01(日)09:00-16: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在臺灣這片溫柔的土壤，懷抱著新住民文化，使之生根，孩子與家
長以舞姿神韻一步一腳地踏出母國的驕傲，在這裡用表演藝術的力
量將原生土地的風采匯聚在舞臺，共同築起我們多元友善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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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至 6 月視覺藝術活動補助申請開始
收件時間：10/02(一)-10/31(二)，以郵戳為憑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73
以桃園市為主題或在桃園市舉辦之視覺藝術相關活動，以及視覺藝術相關國際展覽之個人及團體，
歡迎踴躍申請，相關補助要點及申請表請上文化局網站下載瀏覽（左側列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活動
補助→相關文件下載→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活動補助要點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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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平鎮高中第 16 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09/06(三)-09/17(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由曾淑芬、楊祝菁、劉子平三位老師精心教導，平鎮高中湛
猗班 31 位同學以「花不想容只是湛放」承襲鎮高美術班以班
名作為展覽主題的傳統。泰戈爾說：「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
氣，但它的最終任務，是把自己獻給你。」31 位同學不斷向
陽光的方向追尋，將自己毫無保留的獻給藝術，淬鍊、綻放。

國立內壢高中第 17 屆美術班畢業展

你受夠了嗎？！

身為桃園人的你，也許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但你一定知道你「不」想要什麼？
告訴我們你對於桃園城市的文化想像，一起化怒氣為力量吧！

中壢藝術館
中壢區中美路 16 號 03-4258804

大廳 週一至日 09:00-17:00
第一、二展覽室 週二至日 09:00-17:00

09/06(三)-09/17(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此畢業展主題為「有色眼睛」，同學們希望用自己的雙眼
記錄生活中每段精采的故事。繪畫中的型態與描摹是畫者
內心情感的表現，同學們希望透過作品，將心中深刻的事
物及感受到的色彩，完美地呈現在大家眼前，歡迎各位貴
賓前來享受這場色彩饗宴。

臺灣港灣風貌：黃運祥厚工水彩全國巡迴桃園展
翛然塵外：露的畫會 20 周年展
08/16(三)-09/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露的畫會於 20 年前在桃園中壢成立，至今多數會友都已從
教學職場退休，能在繪畫領域充分發揮，翛然塵外，自在飛
翔。此展秉持著熱情積極、宏觀視野及多樣特色的現代繪畫
風格，藉由各類作品題材，呈現會員多年創作的脈絡軌跡和
成果。

09/20(三)-10/08(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黃運祥獨創「厚工水彩」畫法，其效果不僅具有西方油畫的厚
實，亦具有東方水墨意境。近年來，畫家走訪臺灣海岸線，
完成百餘幅大幅畫作，其間所見有令人讚嘆的寶島美景，亦
有令人扼腕的人為破壞。此次「臺灣港灣風貌」的百餘幅作品
已獲獎百餘次，其創作理念與繪畫藝術亦獲得極佳好評與迴
響，期盼能喚醒世人愛護環境，將美麗的海灣留給後代子孫。

書情畫藝：106 年桃園市台藝書畫會會員聯展
虛幻與現實之間：劉經倫個展
08/16(三)-09/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劉經倫為發展在地視覺藝術創作的風氣，積極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各項藝術
行動計畫；這次展覽以多元繪畫創作與立體裝置，加上想像的造型與空間裝
置。虛幻與現實之間，邀您前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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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三)-10/08(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台藝書畫學會會員專長有水墨、書法、油畫、水彩、膠彩、版畫、雕塑、
篆刻、美工設計、陶藝、攝影、複合媒材等，融合東西方藝術。會員對藝
術領域的執著、信念未曾改變，也藉由美的材料、形式、內容、技巧呈現
於世人眼前。展期亦有藝術分享相關系列活動，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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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神韻交響樂團台灣巡演

黃盈媛 2017 大提琴巡旅 around the world with CELLO
09/01(五)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黃盈媛為桃園子弟，從小受到父母師長的栽培，成就藝術音樂上的
技能，幸運在德國求學，受邀到世界各處演出，多年來心存感恩，
此次精選歐美十餘國與臺灣的歌謠，用大提琴唱出優美動人的旋
律，也邀請同窗好友留德鋼琴家林慧君合作，用最真摯的音樂溫暖
回饋家鄉。

09/20(三)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年代售票：800、1200、1600、2000、2500、3000
社團法人台灣法輪大法學會0800-888358
神韻交響樂團以完整的西方管弦樂隊的弦樂、木管及
銅管樂器為基礎，並以二胡、琵琶、笛子、嗩吶及中
國打擊樂等古老東方樂器為領奏，成功結合中國音樂
的精神與韻味和西方交響樂團的精準、力度，為觀眾
們演繹新一年的神韻原創作品，以及西方經典曲目。

2017 樂友民間音樂系列「百家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音樂會
日本飛行船劇團：少年辛巴達 Theater Company HIKOSEN
《The first adventure of Sinbad》
09/08(五)16:30、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下午場票價：200、300、400、500、600、800，
晚上場：300、400、500、600、800、1000，購票請上年代售票
童歡藝術02-27785596、年代臺北02-23419898、
年代臺中04-22925321
文學經典名著充滿令人大開眼界的奇聞軼事，保留原著精髓，
為孩童重新編撰，以「少年」辛巴達的形象，拉近故事主角與小
朋友之間的距離，並貼近他們的思維。細緻華麗的場景，加上造型生動活潑的人偶，以及自然靈活
的肢體動作，讓寓言人物的風采盡現！另有桃園展演中心場次，請見頁 27。

米克斯節奏舞蹈團
「混合節奏街舞公演—活著 Alive」
09/10(日)15:00、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購票請洽米克斯節奏舞蹈團游先生0937-520822
這次演出，舞蹈團透過 13 支舞碼、不同呈現方式，交叉闡
述人們活著的意義，並探討人們面對活著應採取的態度，
期許能以快樂的心情，精采的活著。

龍興國中第 16、17 屆管樂團暨多元社團成果發表會
09/15(五)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音樂會由龍興國中第 16、17 屆管樂團及校內多元社團合作
演出，其中由管樂團帶來 Into the Storm、風之舞、天空之
城、殘酷天使等經典管樂曲目，歡迎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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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日)14: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此場演出由樂友國樂團、千韵葫蘆絲樂團、中壢社區
大學、桃園市長青領航大學、桃園市胡琴學會、職訓
局二胡班、崁津葫蘆絲樂團、JN 鎮南薩克斯風團及
穹音葫蘆絲團等帶來演出。演出團體成員有老中青三
代，他們經過長時間訓練與自我練習後帶來表演，並
由樂友國樂團擔任伴奏，精采可期。

2017 盛保羅魔幻劇團「傳奇再現—魔騎士傳奇」
09/27(三)19:30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年代售票：300、500、7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此次表演，透過魔騎士和南瓜巫婆的故事安排多種大
型幻術，有穿越異次元的「時空電梯」、回到七○年代
的「戀戀夜上海」、印度異國風情「寶萊塢漂浮」、奇幻
饗宴「魔登分身」、瘋狂詭譎的「奪命獨輪車」、探究古
老魔法的「神鬼至尊」等獨家演出。

蘋果劇團《龍騎士》
09/29(五)19:30
蘋果劇團02-297544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兩廳院售票：300、600、800、1000
此劇在今年好評不斷地引頸期盼下，第三度加演！除了劇情新
穎、獨創外，硬體設備上更把神祕 5 米高巨大魔龍與 3.5 米中
魔龍接連搬上舞臺，營造氣派、盛大層層堆疊的舞臺效果，背
景以美術動畫結合科技投影，呈現藝術的豐富感與前衛性。故
事講述主角出身卑微，不受人尊重，然而他勇敢、樂觀，在許
多人害怕時挺身而出，拯救了自己的國家，成為英雄，藉由角色的轉換、故事的轉折，表達勇氣
與愛的重要，正所謂「英雄不怕出生低」，一切操之在己，唯有勇往直前，才能創造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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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03-3170511

大廳 週一至日 09:00-17:00

日本飛行船劇團：少年辛巴達 Theater Company HIKOSEN
《The first adventure of Sinbad》

陶緣結藝—柴燒、茶、陶桃竹苗藝術聯展
08/09(三)-09/03(日)，週二至日09:00-17:00
桃園展演中心1F展場
文化局視覺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510
此展連結桃園、新竹及苗栗 3 個縣市的茶與陶文化內涵，並透過茶席布置
營造獨特的空間情境，展現茶陶親民的生活美學與臺灣優質茶陶文化底蘊。
帶領大眾近距離欣賞 33 位卓越陶藝家形式各異、富個人風格的陶藝作品。
此外，也於展場中呈現柴燒陶小知識、播放燒製過程影片及柴燒窯小模型
等，讓民眾進一步認識柴燒陶藝與電燒陶藝的差異。

09/13(三)16:30、19: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下午場票價：200、300、400、500、600、800，
晚上場：300、400、500、600、800、1000，購票請上年代售票
童歡藝術02-27785596、年代臺北02-23419898、
年代臺中04-22925321
文學經典名著充滿令人大開眼界的奇聞軼事，保留原著精髓，為孩童重新編撰，以「少年」辛巴達
的形象，拉近故事主角與小朋友的距離，並貼近他們的思維。細緻華麗的場景，加上造型生動活潑
的人偶，以及自然靈活的肢體動作，讓寓言人物的風采盡現！另有中壢藝術館場次，請見頁 24。

2017 夏季巧虎大型舞臺劇《尋找消失的音符》

鐵玫瑰音樂學院．大師講堂
桃園展演中心大廳
自由入場
桃園展演中心03-3170511分機8304
音樂創作課後輔導—恁老師沒教你寫歌，我教你／旺福主唱姚小民主講
09/08(五)19:00-20:30
你是否因為沒有靈感而懷疑自己的創作能力、質疑自己的創意？看著其他人
寫出一首又一首經典動人的歌曲，自己卻只為了寫出一句歌詞就感到痛苦萬
分，如果你也有這個老症頭，就讓旺福主唱姚小民傳授你心法與祕技，讓你
成為充滿靈感的創作達人。
 入人心的極致演繹／張三李四主講 09/22(五)19:00-20:30
唱
我們都是這個城市中默默無聞的張三李四，但也因為如此微小，可
以毫無顧忌的觀察社會，將世代的士農工商、喜怒哀樂寫成代表你
我內心的歌曲，藉由與張三李四的對談可以發現，原來我們看到的、
想說的種種都能寫成歌，而且還能唱入市井小民的心中！

2017 桃園市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09/02(六)、03(日)09:00-21:00
桃園藝文廣場
自由入場
原住民族行政局教文科03-3322101分機6683、
御東風國際有限公司02-77298528
桃園市升格後首創的音樂活動，反應當代原住民族音樂生活美學的文化縮
影。精采的音樂展演，有張震嶽、動力火車、非洲馬達加斯加及日本等近
30 組的國內外原住民族知名藝人及表演團體共同參與！此外，還有戶外
電影院，帶來國內外原住民族電影，以及原住民族特色市集，邀請臺灣原
住民族具特色的農特產與文創品牌單位、創意產業進駐，豐富精采！
26

09/16(六)10:30、14:30，09/17(日)10:30、14: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年代售票：400、500、600、800、1000、1200
日商倍樂生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巧連智02-23120405
音樂城的音符消失無蹤影，魔法音樂會該怎麼繼續？快和巧虎一起鼓起
大大勇氣，用愛與智慧讓音樂家族團聚。尋找神祕消失的音符，讓美麗
的音樂再次響起！

朱宗慶打擊樂團 2：2017 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擊樂夢工廠》
09/24(日)10:30、14: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400、600、800、1000、1200，
建議3歲以上入場
02-28919900分機888
一場精采絕倫的夢工廠旅程，透過特殊音效、肢體拍打、水
的流動等豐富多元生活元素，展現視聽覺上的擊樂享受。「豆
莢寶寶兒童音樂會」是朱宗慶打擊樂團為兒童量身打造的打
擊樂音樂會。累積近 30 年設計規劃經驗，年年重新編制曲目
與舞臺設計，將打擊樂融合演奏、互動、肢體律動，生動活
潑的表演內容，絕對連大朋友也忍不住跟著一起唱唱跳跳！

國立桃園高中舞蹈班第 23 屆畢業舞展
09/27(三)19:30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09/12(二)09:00於國立桃園高中註冊組開放索票，
請親自登記，一人限索2張
國立桃園高中03-3946001分機6135、6711
為了這次展演，早在半年前桃高舞蹈班即開始籌劃。為將最
完美的成果呈現在觀眾眼前，學生反覆練習、揮灑汗水，不
只是為了要求個人動作的熟練精準，更為了培養團隊絕佳的默契。期盼觀眾前往共度美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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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館） 週一至日 09:00-17:00
桃園區埔新路 12 號 03-3357745

謝銘祐《舊年》演唱會

原桃園市藝文中心，成功國小旁

第二十八屆金曲獎最佳臺語男歌手獎得主

09/15 五 露天電影院全臺巡迴．桃園站
19:30-21:30

桃園藝文廣場草地 自由入場

「一位資深創作人，帶著對生長土地的眷戀，唱
遍臺灣大街小巷」他是謝銘祐。自2015年開始，
謝銘祐四處奔走，進行日治時期至1969年間的臺
灣本土唱片、人物及禁歌文件資料、照片的收集
與採訪，企圖為早期唱片黃金年代做一次完整記
錄。他將資料記錄咀嚼沉澱後，推出新專輯《舊
年》，並將完整的音樂文史資料以影像呈現在演唱
會中，新專輯取名「舊年」對謝銘祐意義非凡，
他認為每首老歌都能帶我們回到過去某個懷念的
時光。臺語歌謠誕生在特殊的時空背景，那是經
歷戰亂後深刻反映在人們心底的寄託，那些描述
時代的歌曲蘊含著珍貴記憶，是很多人心中的經
典也是他創作能量的基石。
桃園展演中心 03-3170511分機8304

栢優 10 年創作軌跡展
08/17(四)-09/17(日)
桃園光影文化館1F展覽室
桃園光影文化館03-3357745
栢優座在劇場待了 10 年，留下了近 20 齣作品。而「栢優座」就是
他們認為做過最好的作品。這些年栢優座如何堅信創作是改變世界
最好的方法，又是怎麼用生命實踐它？歡迎自個兒來瞧瞧！

栢優座夏季讀劇
09/09(六)14:30
桃園光影文化館展覽室
兩廳院售票：150
桃園光影文化館03-3357745
四季讀劇，轉眼已是夏日酷暑。屋外炎熱，這裡有栢優座為您打造的精緻小
天地，跟栢優座的演員們如同好友一般，面對面欣賞經典好戲《 惡虎青年 Z》。
無論您看過沒看過，夏季讀劇，千萬別錯過。

106 年青年國際視野講座
09/02(六)13:00-17:30
桃園光影文化館演藝廳
梁鑫國際行銷顧問公司02-27555801分機17
請上網址goo.gl/P0LCNG報名
邀請到 TVBS 新聞國際中心特派員錢怡君、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創辦人陳凱翔和世界餐飲競賽雕刻優勝楊勝凱，一起分享
海外經驗與國際趨勢，想要一窺旅外生活奧秘就來聽講座吧！

光影文化電影院

9 02

六 19:30

傳統與創新《蝴蝶與藍》音樂會
演出｜御樂古箏樂團、上海文慧滬樂團、
桃園市國樂團

9 03

演出｜天鼓擊樂團、九歌民族管絃樂團、
台南樂集
桃園國樂節 TTMF

 子電影院：歡樂動物派對～
親
09/10(日)10:00 馬達加斯加3：歐洲大圍捕

82'

93'

09/10(日)14:00 歡樂好聲音

 題電影：水面之下—潛意識 09/03(日)10:00 岸邊之旅
主
921特映 09/03(日)13:00 生命 142' 吳乙峰

108'

129'

日 14:30

《鼓吹響連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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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光影文化館演藝廳
自由入場
桃園光影文化館03-3357745
懷舊電影院：老科幻特輯 週三 18:30
09/06 禁忌的星球 98' 09/13 金星怪獸
09/20 地球對抗外星人 84'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狂美交響管樂團《瑰麗的樂音》木管室內樂之夜
09/23(六)19:00
桃園光影文化館演藝廳
購票入場
桃園光影文化館03-3357745
狂美為桃園市傑出演藝團隊，樂團以「對美的極致追求」為願景，
「精緻」「創新」「傳承」「和眾」的節目導向，合作對象與國際舞
臺接軌，領域跨足流行、戲劇，曾與多位金曲獎、金鐘獎得主合作。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 03-3322592 分機 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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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光影電影館(光影一館)
中壢區龍清街116巷31號
文化局文創影視科 03-2841866 分機 605
桃園光影電影館專線 03-4581598

詳情及異動
週二至日 13:00-21:00
桃園光影電影館
免費入場觀影，
75 個座位請提早入座
播放及符號提示：片名 分級 片長
= 映後座談

吃光光．野餐日
09/17(日)09:00-12:00
桃園光影電影館戶外草皮
趕在夏日火焰的餘燼，光亮早晨的尾巴，藍天背景，微風圍繞。
讓我們一起坐在草地上，交換彼此的私房小料理，享用不同口味
的道地家常菜。再到光影看場電影，吃吃異地，想像他方。

「水面之下—潛意識」主題影展
人的意識就像一座冰山，水面下還有更龐大的「潛意識」 悄悄操控了
意識，影響著人的行為，甚至在記憶中虛構知覺；潛意識的無限可能一直是
科學界的開發方向，也是電影創作的泉源。
此次影展涵蓋動畫、驚悚、喜劇、奇幻、動作、寫實類型，一窺電影創作
者藉潛意識看見人性的複雜：對環境的焦慮、對戰爭的恐懼、對逝者的眷戀、
深層的慾望、記憶的扭曲、解脫的妄想、性格的分裂，甚至對夢境的探索。

影視流展覽

06/16(五)-09/24(日)

今敏的經典動畫《盜夢偵探》，一直被視作諾蘭的動作片《全面啟動》
的參考範本，這次特別選映這兩部，讓觀眾比較兩者對夢境分析的異同。
01(五)19:00 千年女優
02(六)19:00 盜夢偵探

24(日)14:00 法蘭克

90'

03(日)14:00 全面啟動

148'

05(二)19:00 隔離島

138'

07(四)19:00 通靈診療室

26(二)19:00 童魘

08(五)19:00 完美的蛇頸龍之日

95'

15(五)19:00 久美子的奇異旅程
17(日)14:00 岸邊之旅

98'

謝昭弘

30(六)14:00 下過雨後的彩虹最美麗
朱賢哲

108'

16(六)19:00 屍控奇幻旅程

陳郁夫

桃園影視補助特映

127'

118'

10(日)14:00 白蟻：慾望謎網
12(二)19:00 黑天鵝

95'

心理師相談特映

90'

09(六)19:00 單身動物園

在光影下，物件前，水流聲中，想一想水。想它從何而來、
打哪兒去，想它的生世、它的遭遇、它的功過、它的悲喜。
此次參展的藝術家有陳于安、王俞晴、100% 純汙水製冰
所（洪亦辰、郭怡慧、鄭毓迪）、空場藝術聚落。

一日策展人

87'

105'

97'

桃園光影電影館 2F

落日電影院：月昇BB叫
03(日)19:00 台北物語

118'
101'

17(日)18:30 歌舞伎町24小時愛情摩鐵

118'

22(五)19:00 夢遊亞馬遜

125'

24(日)19:00 愛愛超能者

94'

懷舊電影院：老科幻特輯

28(四)19:00 盜貼人生

93'

06(三)19:00 禁忌的星球
13(三)19:00 金星怪獸

90'

27(三)19:00 海底怪客

14(四)19:00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921特映
30

82
84'

《靈山》導演蘇弘恩
09/24(日)09:00 -12:00
蘇弘恩是原住民跟閩南人的混血
兒，他穿梭在這兩種身分之間，從
不同角度觀察世界，目前專注於原
住民及社會議題的創作。《 靈山 》
的鏡頭凝視一位深居山中的太魯閣
族耆老，他緩緩道來自己的生命經
驗與歷史記憶。

行者公司提供，金成財攝影

導演蘇弘恩提供

09.10
12.31

79'

91'

02(六)14:00 歡樂好聲音

108'

09(六)14:00 冰原歷險記

82'

16(六)14:00 馬達加斯加3：歐洲大圍捕
142'

《行者》導演陳芯宜
09/10(日)09:00 -12:00
陳芯宜的作品風格流暢明快，常在
嚴謹的劇情架構中，展現細緻綿密
的情感鋪陳與難得的幽默感。拍攝
議題大多與人文、藝術文化相關。
《 行者 》以長時間紀錄的累積，透
過林麗珍的日常，提煉出關於舞蹈
那最初的原點。

親子電影院：歡樂動物派對～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特映

21(四)18:30 生命

98'

20(三)19:00 地球對抗外星人

100'

135'

115'

23(六)19:00 魚男悲歌

30(六)19:00 大狗民

90'

葉綠綠

10(日)19:00 鋼鐵藝妓

129'

19(二)19:00 羊男的迷宮

29(五)19:00 雙面危敵

桃園光影電影館

吳乙峰

23(六)14:00 海底總動員

9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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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大溪區普濟路 35 號 03-3888600

公有館舍壹號館、武德殿、四連棟、藝師館及李騰芳古宅
週二至日 09:30-17:00
蔣公行館、公會堂 6 月起因工程暫停開放
休館日 週一，如遇國定假日照常開放

發現大溪—視覺形象概念展
大溪木博館壹號館（大溪區中正路68號）
木博館和中原大學文創中心合作，從博物館品牌建構出發，針對大溪形
象特色規劃出「森、水、街、館」視覺，在推廣生態博物館概念第一站：
壹號館，與大家見面，呈現木博館的在地特質。

「大溪人．生活與歷史」常設展
大溪木博館四連棟（大溪區普濟路23號）
此展以「大溪人」為主角，在大溪歷史發展的脈絡下，藉由許多家族、團
體或個人的生命經歷，帶領大家看到不同時期來此落地生根的人們，以
及其生活、聚落發展、文教藝術、產業文化、社區營造等精采故事。

大溪木器馨：職人工藝傳說常設展
大溪木博館藝師館（大溪區普濟路52號）
早年大溪的生活木器由當年大溪木職人支撐著，這些木器豐富食衣住行育樂等生
活的各面向。此次展出的職人主角以林先文體系與游禮海藝師為主軸，展現大溪
木藝百年傳承的技藝與記憶。

傳藝．憶傳：一輩子的執藝展覽
01/21(六)-09/03(日)
大溪木博館武德殿（大溪區普濟路35號）
本展以 8 大體系介紹支撐大溪木匠、訂製人等愛木者的情感記憶與老木器行的傳
藝故事；回顧木藝產業 3 年 4 個月訓練的職人，一輩子執藝，在挑戰下堅持傳承
技藝，輔以青年的傳承與創新展望未來。並邀請日本古川町的榫卯工法、千葉縣
中臺佑信的神轎，以及三田村有純的漆藝，交流技藝、省思危機。

李騰芳古宅系列活動
李騰芳古宅（大溪區月眉路34號）
老宅開門—李騰芳古宅開館展
展覽依循李宅空間序位，展示空間意涵，再輔以說書、多媒體影音、
情境復舊設計、李宅起造小遊戲以及導覽解說等多層次手法，重現李
氏家族與宅邸空間交織的生活景象。
深度巡禮與老宅剪紙
09/02(六)、09/08(五)、09/09(六)、09/15(五)14:00-16:00
免費，限額20人，活動前20分鐘在李宅停車場開放現場報名
桃園市唯一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是一座二落四護龍老宅，兼具農宅與官宅的建築格局特色，而
李氏家族的發展，宛若大溪月眉產業發展的歷史縮影。民眾可透過此次深度導覽增進對李騰芳古
宅和大溪月眉之認識與了解。 此外，現場也將邀請剪紙藝術家，帶大家剪出具李宅特色的圖騰，
歡迎發揮創意，帶走專屬李宅的手作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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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街四十番地工房
 付費，採現場報名，但7人以上請先洽
須
03-3885218或「下街十四番地工房」
Facebook粉絲專頁預約
每週六、日10:00-17:00
下街四十番地工房（大溪區和平路88號）
入木三分．木嵌杯墊DIY
成人450元（3小時），兒童300元（2小時）
原木風車
每人300元

新南一二文創商行活動
新南一二（大溪區中山路12號）
03-3884466
笑班市集 09/09(六)12:00-17:00
免費入場
一群在臺灣的日本媽媽，透過手作的方式，讓居
家生活質感有了不一樣的風格，你也喜歡具有濃
濃日式風的品味嗎？歡迎來新南一二走走喔！
「動動手指頭、敲敲小木頭」系列活動／葉惠君帶領
09/16(六)14:00-15:00
每組250元

沈靜與張狂—戴百時、劉秀美攝影油畫雙個展
即日起至09/10(日)，週三至日11:00-18:00
蘭室（大溪區中山路13號）
03-3873711
知名作家黃春明說：「初次看到老外戴百時先生的攝影作品時，心裡有一種說
不出的美感經驗。我這種感動，不是來自知識階級、特別受過美學訓練得來的
感動，而是直覺的驚豔。」

「咖啡桌几」體驗活動
09/02(六)、03(日)
0980-211467
採網路及電話報名，收費資訊請上報名網址goo.gl/2Df5PH，限6歲以上參加
三和木藝工作坊（大溪區康莊路三段671巷88號）

音樂風鈴 DIY
09/02(六)-09/23(六)，每週六日13:30-14:30
櫻桃音樂館（大溪區登龍路16-2號）
需 3天前預約，6人以上開班（成品約2星期完成，自行取回），
每組380元，請洽03-3881558
炎炎夏日與音樂風鈴約會，DIY 獨一無二的音樂陶片，製成屬於自己的音樂風鈴。

33

桃園市立圖書館

休館日 09/28

中壢

總館 03-3322592分機 8409兒童室、8412圖書室 桃園區縣府路21號

中壢分館 03-4224597中壢區中美路76號
內壢分館 03-4556186中壢區光華三街10號2F
龍岡分館 03-2868500中壢區臺貿一街100號

「2016 好書大家讀」主題書展  總館兒童室 09/01(五) -10/31(二)
「美味食譜輕鬆煮」主題書展  總館圖書室 08/01(二) -10/12(四)
說故事時間  
總館兒童室視聽區 每週六、日15:00
09/02 兒童故事劇場：愛唱歌的瞌睡蟲–大象親子劇團主演
◆ 09/03 親親寶貝故事時間
歡迎大、小朋友報名為兒童室小朋友說故事，每人5 到8 分鐘，詳情請洽兒童室。
◆ 09/09 拉拉的皇冠–彩虹精靈黃靖雯主講，並有D I Y活動：皇冠，每份材料100 元，
請上Facebook「彩虹精靈說故事」粉絲專頁報名訂購，須自備保麗龍膠、雙面膠、報紙1 張
◆ 09/10 100 隻豬與100 隻大野狼–斑馬花花故事團主講
◆ 09/16 赤腳國王–卞張初枝、郭貴珠主講
◆ 09/17 Fai r y S t o r y –吳淑琨
（S u e）主講
◆ 09/23 麥當勞說故事巡迴戲劇–麥當勞哥哥姐姐主講
◆ 09/24 魔法故事時間–快樂魔法劇團金魚媽媽、羅瑞亮主講
◆

09/06 鞋貓劍客

楊梅

◆

09/13 醜小鴨與我

◆

英文閱讀分級圖書館藏書展中壢分館1F大廳 09/01(五)-09/30(六)
英文好讀講座中壢分館3F研習教室 須報名

影片欣賞  總館兒童室視聽區 週三15:00
◆

筆尖的記憶—鄧丞敦、侯珮瑩雙個展
中壢分館3F展覽區
09/05(二)-09/24(日)
據說一個人的靈魂重量為21 公克，兩個人加起來共42 公克，
創作其實就是靈魂的具體刻痕，各自表現著對生命的體驗。
兩個迴異的靈魂，反芻著平淡無奇的日常，分別刻畫了「時
間的消逝」與「獨白」。鄧丞敦透過一些手法傳達自我的心境
與在地結合，喚醒對土地、家鄉、親人的思念與想像，其作
品大致分成建築、土地、家人系列。侯珮瑩透過繪畫找尋自
我，透過與其相似的外部分身，因此變異成為第二個自我，
其作品大致分成留白、煙霧、親人三個系列。

09/20 快樂腳

楊梅分館 03-4782341楊梅區光華街26號
富岡分館 03-4728992楊梅區成功路18-7號2F

◆

09/27 紅孩兒—決戰火焰山

埔心分館 03-4824329楊梅區中興路145號

◆
◆

09/03(日)14:00-16:00 三步驟完勝英文閱讀／張雅淳主講
09/09(六)14:00-16:00 揭開口譯工作神秘面紗／浩爾（簡德浩）主講

幸福家庭閱讀專區親子關係培力講座：好父母的學習之道–吳志祥主講  
有得國中小樹人樓3F視聽教室（中壢區長春一路288 號） 09/16(六)14:00-16:00 須報名

健康就是財富主題書展楊梅分館期刊報紙區 09/01(五) -09/30(六)

兒童說故事  

瘋運動主題書展埔心分館一般閱覽區 09/01(五) -09/30(六)

中壢分館兒童室 週六14:00-15:00
09/02 Dinosaur系列–11 姐姐主講
◆ 09/30 月亮系列–球球老師主講

我設計我家主題書展富岡分館一般閱覽區 09/01(五) -09/30(六)

內壢分館兒童室

大家一起動一動～運動主題兒童書展  楊梅、埔心分館兒童閱覽區 09/01(五)-09/30(六)

◆

◆

09/16 情緒系列–妞妞老師主講

09/09(六)14:00-15:00 情緒系列–球球老師主講
09/16(六)15:00-15:30 Fun 冒險–麥當勞彩虹家族Fun Team主講
◆ 09/23(六)14:00-15:00 月亮系列–妞妞老師主講
◆

動物世界兒童書展  富岡分館兒童室 09/01(五) -09/30(六)

◆

走進繪本的心靈花園讀書會埔心分館2F研習教室
◆
◆

龍岡分館兒童室 週六14:00-15:00

09/14(四)18:00-21:00 人際：沒有人喜歡我、在圓木橋上搖晃
09/25(一)18:00-21:00 冒險與改變：100 層的巴士、完美的正方形

◆
◆

故事志工團說故事  
09/03 繪本好好玩、森林裡的紅鬼和藍鬼

◆

09/10 暢遊繪本世界

◆

09/17 我愛聽故事

埔心分館2F研習教室 週日10:00-11:00
◆

09/03 暢遊繪本世界

◆

09/10 我愛聽故事

09/03 愛在一起

◆

09/10 漫遊繪本聽故事

歷史導讀：中正堂  
大湳1F多媒體室 09/09(六)14:00-16:00
歷史建築中正堂的歷史與演進，由講師細細說來。

◆

09/17 繪本好好玩

電影導讀賞析：倒帶人生  

英語雲端線上電子書—故事朗讀埔心分館2F研習教室 09/23(六)、24(日)08:00-12:30

大湳分館 03-3664614八德區重慶街53巷2號

寶貝勇敢上學去主題書展  八德、大湳分館1F閱覽室 09/01(五)-09/30(六)08:30-21:00

09/17 愛在一起

英語雲端線上電子書—床邊故事楊梅分館2F研習教室 09/16(六)、17(日)08: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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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大自然生態系列故事–家家老師主講

◆

富岡分館兒童室 週日10:00-11:00
◆

◆

八德 八德分館 03-3688751八德區興豐路264號

楊梅分館兒童室 週日10:00-11:00
◆

09/02 情緒系列–妞妞老師主講
09/30 月亮系列–妞妞老師主講

大湳1F多媒體室 09/16(六)14:00-17:00
藉由電影導讀，讓民眾體認生命意義、珍惜身邊親人、互相扶持、互相尊重，並從電影中了解各
國在生活上、學習上不同的文化。
35

龜山

龜山分館 03-3290939龜山區自強南路97號
  山德分館 03-3508897龜山區頂興路2巷14號3F
大崗分館 03-3270682龜山區大崗里20鄰大湖55號  迴龍分館 02-82006787龜山區萬壽路一段42號4F

大園 大園分館 03-3865057大園區大觀路118號

三和分館 03-3934261大園區三和路5號

湛藍海軍—海軍展！主題書展大園分館1F書庫 09/01(五)-09/30(六)
理財面面觀財經篇主題書展三和分館1F書庫 09/01(五)-09/30(六)

生活美學：多媒材手作藝術展 
龜山分館1F藝文展覽區
09/06(三)-09/24(日)
創作者將生活中唾手可得、平淡無奇的素材，藉由各種技巧的加工裝飾，
變身為美麗、獨一無二的作品。創作上自由發揮，藉由手作裝飾，讓一
成不變的生活，增添一些樂趣。

書香送好禮活動  
大園分館兒童室 09/01(五)-09/30(六)
國中小以下學生至圖書館2F兒童室借書 1 次即蓋章 1 點，當月集滿 3 點者並繳交閱讀心得報告
（或心得塗鴉）1 份，即可獲贈由大園麥當勞免費提供餐組一份。

麥當勞阿姨說故事  大園分館兒童室 09/16(六)10:00-10:30
志工阿姨說故事活動：小熊皮寶、擁抱你、擁抱我  

當音樂遇上閱讀主題書展 
龜山分館1F閱覽區，迴龍、大崗、山德分館閱覽區 09/01(五)-09/30(六)

大園分館兒童室 09/09、23(六)10:00-10:30

志工阿姨說故事、愛哭公主帶動唱：彩虹來了＆D I Y：熊貓筆桶  

戀戀琴聲：秋日主題活動

三和分館2F教室 09/12(二) 09:30-11:00

◆ 研習：烏克麗麗輕鬆學


 山分館2F木地板教室 09/16(六)14:00-16:00
龜
烏克麗麗是世界上最簡單的弦樂器，只要簡單的 4 個和弦就可以彈唱很多歌曲，快拿起你的烏克
麗麗一起享受快樂的時光吧！適合第一次學習的同學，須報名。

親子電影院：移動迷宮—焦土試煉  大園分館2F教室 09/20(三)14:30-16:30

◆ 講座：尋找自己的心靈音樂盒—音樂治療與舒壓 

共讀繪本．共作美勞–彭玉珍主講  山腳分館研習室 09/16、23(六)09:30-11:30

龜山分館2F研習教室 09/10(日)10:00-12:00
什麼是舒壓？音樂的功能？如何聽音樂來舒壓？須報名。

蘆竹分館故事館 每週二、四19:00，每週六10:30
山腳分館視聽室 週六14:00-16:00
◆ 09/09 狼的孩子雨和雪
09/02 五歲的心願
◆ 09/23 冰原歷險記2
◆ 09/30 冰原歷險記3
◆

影片欣賞 龜山分館3F視聽室
09/02(六)14:00-15:32 鼠來寶      09/09(六)14:00-15:41 不能說的秘密
09/16(六)14:00-15:14 變身國王2 ◆ 09/23(六)14:00-15:28 勁舞真愛
◆ 09/30(六)14:00-15:49 快樂腳
◆

◆

觀音分館 03-4732134觀音區文化路2號4F 新坡分館 03-2824357觀音區新坡里張厝12-1號
草漯分館 03-4837650觀音區大觀路一段579-1號2F

女紅藝術展：佈置不麻煩主題書展草漯分館2F閱覽室 09/01(五)-09/30(六)

夏季主題講座：輕鬆學習英文單字的記憶高手–胡雅茹主講  

生活保健：運動與健身主題書展新坡分館2F閱覽室 09/01(五)-09/30(六)

夏季說故事活動：小魯姊姊說故事  
大林分館兒童室 09/02、16(六)14:30-15:30

說故事活動：我家變的不一樣–小魚老師主講草漯分館2F會議室 09/03(日)10:00-11:00
電影欣賞：加州大地震觀音分館文教大樓4F會議室 09/17(日)14:00-16:00
電影欣賞：史努比新坡分館1F自修室 09/22(五)19: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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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 哈比人：荒谷惡龍

埔子分館兒童室 09/09、23(六)14:30-15:30

大溪 大溪分館 03-3885501大溪區普濟路33號

崎頂分館 03-3072254大溪區公園路30號3F

迎向樂齡書展大溪分館3F書庫、崎頂分館書庫 09/01(五)-10/31(二)
講座：為自己準備一本獨老幸福存摺–李寶釵主講大溪分館2F自修室 09/28(四)10:00-12:00
志工媽媽蔣秋英說故事活動：生氣王子  大溪分館1F兒童閱覽室 09/09(六)10:00-11:00

電影欣賞草漯分館2F會議室 週六18:00-21:00
09/09 哈比人：意外旅程

09/16 冰原歷險記

風水五行主題書展  桃園、中路、大林、埔子、會稽分館圖書展示區 09/01(五)-09/27(三)
中路分館3F研習教室 09/23(六)09:30-11:30

說故事活動：來跳舞–小魚老師主講新坡分館2F閱覽室 09/02(六)10:00-11:00

◆

桃園分館 03-3372160桃園區民權路32號
  中路分館 03-2204807桃園區宏昌七街166號
桃園 會稽分館 03-3356165桃園區自強路217號
埔子分館 03-3176480桃園區同安街601號
大林分館 03-3620435桃園區樹仁二街37號

荷來清香撲鼻：生態環境主題書展觀音分館文教大樓4F 09/01(五)-09/30(六)

◆

山腳分館故事館 每週三19:00

動漫電影院  

龜山分館1F兒童閱覽區 每週日15:00-15:30、15:30-16:00

觀音

蘆竹分館 03-3526811蘆竹區五福一路255號 大竹分館 03-3138034蘆竹區上興路155號
南崁分館 03-3221093蘆竹區南崁路138號
山腳分館 03-3241325蘆竹區山外路 117號2F

說故事時間–風之語故事坊主講  

說故事活動：哥哥姐姐說故事  

◆

蘆竹

◆

09/23 哈比人：五軍之戰

志工媽媽李素卿說故事活動：小老鼠找新家  崎頂分館辦公室 09/09(六)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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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 龍潭分館 03-4794544龍潭區中正路210號

新屋 新屋分館 03-4773552新屋區中興路91巷11號

我愛我家的毛寶貝主題書展  龍潭分館書庫2 區 09/01(五)-09/30(六)08:30-21:00
蔡淑桂與睦祥育幼院院童畫展

圖書館數位3C整合教育推廣研習：Photo Shop海報製作入門–普仕忠主講  
龍潭分館電腦教室 09/05(二) -09/26(二)，每週二18:30-20:30

咕咕咕故事團說故事  
龍潭分館2F兒童室 週六10:00-11:00
09/02 危機意識：蜘蛛和蒼蠅–書香婆婆&紅蕃茄主講
◆ 09/09 分享：來喝下午茶的老虎–愛麗絲&花媽主講
◆ 09/16 人際關係：我有友情要出租–小叮噹& D o r a主講
◆ 09/23 自信：河馬波波屁股大–亮晶晶&小紅帽主講
◆ 09/30 家是勇敢的地基
（鱷魚阿本的家）
◆

影片賞析  龍潭分館2F研習室 週六10:00-12:00
◆

09/09 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

新屋分館3F客家藝廊
09/20(三)-10/11(三)
蔡淑桂生於臺灣，她期待在這塊土地上用一步一腳印的方式，
到處寫生也到處旅行，甚至上山去畫太平山翠峰湖、南投溪頭、
清境，或親近海洋畫東北角風景、十分瀑布等。蔡淑桂認為，
臺灣無論是高山或海邊，處處充滿「令人神怡之山水秘境」！

翻開幸福閱讀愛書展  新屋分館1F主題書展區 09/01(五)-09/30(六)
哲學思考書展新屋分館2F主題書展區 09/01(五)-09/30(六)

09/23 史奴比

平鎮 平鎮分館 03-4572402平鎮區環南路三段88號 東勢分館 03-4604356平鎮區金陵路五段55號

說故事時間  新屋分館1F兒童區 週六14:00
◆
◆

鍾杜金蓮畫藝桃園個展及作品集  

09/02 家有怪物 ◆ 09/09 最奇妙的蛋 ◆ 09/16 拔啊，拔啊，拔蘿蔔
09/23 吃掉黑暗的怪獸 ◆ 09/30 只要快樂不要哭泣，可以嗎？

影片欣賞  新屋分館1F兒童區 09/02、23(六)10:00-12:00

平鎮分館1F文化館
08/17(四)-09/11(一)09:00-16:30
鍾杜金蓮（金老師）專長領域為書畫文創教學、創作，此展以桃園為
主題，並以推廣桃園地方文化特色為目的，以書畫文創展現桃園之
美，由手繪水墨畫到文創陶瓷、胚布創作等書畫文創藝術品，展現
桃園地方名勝古蹟及原住民族古老傳統文化與客家文化地方特色。
展覽期間金老師不定期於現場揮毫導覽，歡迎踴躍前往參觀。

影片欣賞新屋分館3F多媒體教室 09/03、24(日)14:00-16:00
復興 復興區立圖書館 03-3822277復興區中正路168-2號

泰雅（大嵙崁）衣飾文化特展 
桃園市復興區歷史文化館生活館
07/12(三)-09/10(日)，週二至日08:00-17:00
復興區屬泰雅大嵙崁群系，為重現大嵙崁群衣飾遺風，特邀致力於重製傳統服飾文史工作者尤力．
阿茂（宗貞嫻），以傳統樣貌呈現泰雅族織品的形制、色彩、紋路、材質及祖先們製作衣飾的智慧，
透過展示，傳達泰雅族的gaga與生活觀。

筆歌墨舞．會員聯展  

週末，就來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平鎮分館1F文化館
09/14(四) -10/02(一)09:00-16:30
「桃園市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為促進桃園市文化學者、藝術精英相互
交流，提供一個平臺，活絡桃園市文化藝術，除了展現協會人文的風貌、
特色，也促進引領社會的藝文風氣。此展內容涵蓋水墨、書法、陶瓷等
多元作品，豐富活潑。

週六美術教育推廣×桃園市美術協會
09/02(六)14:00-16:00

食全食美主題書展  平鎮分館3F書庫區 09/01(五) -10/31(二)08:30-21:00

09/09、16、23(六)14:00-16:00

版畫有藝思

葫蘆偶

紙的千變萬化

6F 601教室

玩玩水墨畫

水墨畫的世界

好玩的畫

6F 602教室

106 年多元幸福家庭閱讀推廣系列活動：經營愉悅的家庭氣氛  
平鎮分館人文講堂 09/09(六)14:00-16:00
平鎮分館1F 每週日10:00-11:00

09/03 小木偶

東勢分館2F 每週六10:00-11:00

◆

09/03(日)14:00 母親：給父親的安魂曲 133'
09/17(日)14:00 腦筋急轉彎（動畫）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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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小木屋裡的玩具醫生

09/24 隱身草

週六兒童劇場×紙芝居兒童劇團 週六14:00-16:00

電影放映  平鎮分館人文講堂
◆

09/10 小傑克與大巨人

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號5、6F
03-2868668

5F
兒童劇場

週日兒童劇場×鞋子劇團 週日14:00-16:00

童話99 故事班：志工說故事  

!

◆
◆

09/10(日)14:00 小淘氣尼古拉 88'
09/24(日)14:00 國家寶藏：古籍祕辛

09/09 肯定自己做自己
113'

移動的舞臺—紙芝居來嘍

09/23 天助自助加加油！
09/02 小蝌蚪

09/16 好大的蘿蔔

09/30 看不見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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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00 號 03-3366860

龜山眷村故事館

週二至日 09:00-17:00
休館日 週一

龜山區光峰路 43 號 03-3296662

「第 2 個，司馬仁達奇沃冷素數」國立陽明高中第 23 屆美術班畢業展
09/06(三)-09/19(二)
土地公文化館401、402展間
土地公文化館03-3366860分機408
在大於 1 的自然數中，將前 n 個質數照順序寫在一起組成的新數且同時
是質數就稱為司馬仁達奇沃冷素數，而第二個被找到的就是 23。如每
個獨特的個體相遇會有所改變，但並不代表被同化，同學們表示他們相
互影響，但仍舊保留著的本質。兩質數相遇，還是質數的機率非常小，
人能保有最初的本心的人有多少，他們在成長紐帶中精進自我，期待展
出最完美的自我。

第 18 屆同德國小畢業美展
09/27(三)-10/10(二)
土地公文化館401、402展間
土地公文化館03-3366860分機408
美麗同德校園裡，臺灣欒樹變裝秀，色彩繽紛真吸睛，生機勃勃展氣
息。這屆同德國小特以「美哉同德．同德禮好—有你（妳）真好」作為創
作之主題，鼓勵學童盡情揮灑，將自己切身「禮」之經驗，透過藝術創
作，以平面繪畫與立體造形的方式，呈現同德校園生活中「禮」之美。

織色坊體驗活動
土地公文化館藝桃趣創意基地
須付費，請上織色坊臉書粉絲頁或親至織色坊報名
土地公文化館03-3366860分機408
環保網袋編織 09/17(日)14:00（約120-150分鐘），
費用350元，建議小三以上至成人參加，用天然麻線編織可重複使用的網袋，愛地球減塑。
手織布小口金 09/24(日)13:30（約150-180分鐘），費用600元，建議小五以上至成人參加，
從整經開始，用小織框織出一塊布片，完成後，裁剪縫製成自己專屬的口金零錢包。

桃園市文化產業協會講座
週六14:00-16:00

土地公文化館203多媒體室

09/02 如風之飄，如水之流—老莊思想的生活智慧

土地公文化館5F特展室

自由入場

桃園市文化產業協會0912-250832

09/30 莊子的逍遙人生

週二至日 10:00-18:00
休館日 週一

「眷盼」二部曲特展
09/10(六)-10/22(日)
龜山眷村故事館1、2F
此展覽透過尋寶遊戲，結合龜山 9 村的小旅行，鼓勵民眾運用鄰近的
Ubike 找尋龜山原有的 9 個眷村。藝術家涂維政從「環境切片」的概念
出發，以《 影像銀行尋寶遊戲 》作品，透過微觀影像，攪動你我的觀看
習慣。在仿古的中藥櫃裝置收納 80 張、在龜山 9 大眷村原址所拍攝的
局部影像照片，開放民眾領取，在實地對照找出原始拍攝點。此外，
09/10 起，故事館 2F 以居住在眷村的媽媽們為主角，透過臺北藝術大
學美術系學生多次訪談，將媽媽們的故事以不同媒材類別呈現，牽出一
段動人的過往時光。

中平路故事館
中壢區復興路 99 號 03-4255008

週三至日 11:00-19:00
休館日 週一、二

定時導覽：每週三至日 11:00、13:00、15:00 各一場。
團體預約導覽：每週三至日 11:00-17:00，每團至多 20 人，每次 15 至 20 分鐘。

A8藝文中心
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3F，於環球購物中心3F

03-3185119

週二至日 11:00-19:00
休館日 週一

「藝遊風土」展
07/22(六)-10/08(日)
在此展中，「茶籽堂」展示其默默整理紀錄的臺灣各地苦茶樹生
長與再復生的過程，藝術家「沐冉」將日日生活之自然野趣刻劃
於版畫作品中，也和茶籽堂攜手，將一系列創作運用於產品包
裝上，串起人與人、人與土地的情誼。另外，桃園獨立書店「讀
字書店」也推薦 20 本選書，讓閱讀帶我們到不同的地方。

土地公文化館03-3366860分機408
聚 焦 桃 園 獨 特 的 水 文 化，

版畫日常—版畫複印體驗

透 過 五 感 體 驗， 帶 領 觀 眾

07/22(六)-10/08(日)，每週六、日
每人限印1份，單日提供20分，印完為止
展覽現場放置了網版、顏料等工具，參觀民眾可在工作人員協
助下體驗網版複印，透過操作瞭解版畫製作的過程。印製後的
版畫，可以帶走或在現場自由著色。

從日常生活中的水開始認
識本地自然環境與水系樣
貌， 回 溯 數 百 年 來 落 腳 於
此的人們與自然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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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憲光二村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龜山區大同路138巷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 號 03-3896322

週二至日 08:00-17:00
休館日 週一

「記憶。聚合」特展
 8/19(六)-10/28(六)，
0
週三至六10:00-12:00、13:00-17:30
憲光二村56號房舍
03-3197132鄭小姐
「 記 憶。 聚 合 」為 菲 籍 獨 立 製 片 導 演 Richard
Legaspi 進駐憲光二村 1 個月期間，以採訪紀錄、
寫實攝影與社會意識觀察，親身探查每一處眷舍
空間紋理，聆聽住戶的生命故事，將記憶透過影
像與聲音的轉化、演譯、縫合，讓新舊情感穿梭在今昔的時空鏈中；並巧妙融合其長期關注的移民
議題，以流浪的紅色旅行箱為概念，牽出一段段離我們觸手可及、卻不願伸手碰觸的移民故事。

07/29(六)-09/16(六)，週三至六10:00-12:00、13:00-17:30
憲光二村公寓棟1F
03-3296662林先生
邀請曾駐村於上海奔放藝術村的臺灣藝術家太認真（郭柏俞、佘文瑛）
、何彥諺、高昌湧、閃星草（許
懿婷）及高登輝，參與展出攝影、裝置及錄像等作品，將藝術家於駐村期間面對各種生活上的挑戰，
以及與居民互動的過程，轉化為創作動能用作品呈現，讓觀眾一探藝術家的駐村生活與成果。

09/06(三)14:00-17:00
桃園勞工育樂中心302教室
（桃園區縣府路59號）
名額有限，請上網址goo.gl/71gJPk免費報名，
或用網頁中的Line報名，現場備有口譯
不管經過多少年，我們都想聽你來臺灣的故
事。 離 家、 想 家、 回 家 的 路， 分 享 遷 移、 適
應、歡笑與淚水。臺灣的生命力與美好正因為
多元，很會說故事的國際策展人易安妮 Annie
Ivanova，為桃園籌備中的移民博物館，傳授說
出動人故事的技巧。

08/01(二)-09/15(五)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第2、3展間
原住民在近代的社會總被冠上弱勢、偏鄉、少數的標籤，這是歷史政權在
權利欺壓下的結果。近年在民主與人權革新的政策下，原住民部落意識抬
頭，青年陸續回到部落從事祖先土地上的工作，捍衛其留下的價值，此
展以「覺醒」代表近年的原住民意識，展出臺灣原住民取回根本的過程。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流／變．Flow ／ Flux》交流展

移民如何說故事
工作坊／易安妮主講

覺醒—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特展

打撈時間殘骸．
城市記憶的黑匣子／
宋群主講

09/30(六)14:00-17:00
文化局5F團體視聽室
報名請上「憲光二村Sianguang 2nd Village」
Facebook粉絲專頁

「我們雖然一直是在展陳物，但關心的永遠
是人。」西安市城市記憶博物館創辦人與館
長宋群說。西安市城市記憶博物館於 2017 年
518 博物館日開幕，收藏世界罕見文物，歷時
十年收集，述說在地老百姓的故事。曾受邀代
表中國於 2016 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與食有
關的物」主題中展出，是華文社會兩岸三地極
為獨特的觀點做法和執行力，民眾可以至網址
www.localbendi.com 先睹為快。
五觀藝術 02-26326955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 客家事務局03-4096682

週二至日 08:30-17:00
休館日 週一

風華萬象—中華藝新創作學會聯展
09/07(四)-09/27(三)，週二至日08:30-17:00
客家文化館A1、T1、A3、T2特展室
03-4096682分機5016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積極參與地方各界動靜態活動並積極推動文化藝術，期能落
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廣納各方英才諸如彩墨、油畫、水墨、水彩、
膠彩、書法、雕塑、彩瓷、瓷刻、攝影、裝置藝術等作品。

義起放水燈—2017 桃園客家義民祭
09/09(六)14:30-21:00、09/10(日)14:00-20:30
平鎮區鎮安宮
平鎮區公所03-4572105
今年義民祭有挑擔奉飯、放水燈儀式、客家酬神大戲及
義民祭的攝影徵件比賽等多項內容。09/09 活動內容：
踩街大遊行（14:30-18:00）、水燈法會（18:00-19:40）、
義 起 放 水 燈（19:40-20:20）、各 里 遶 境（20:20），09/10
酬神客家大戲第一場（14:00）、第二場（19:00）。

2017 桃園送聖蹟活動
09/23(六)08:00-12:00
龍潭聖蹟亭
自由入場
03-4096682
舉辦送聖蹟儀式，重現當年傳統儀式現況。此外，今年聖蹟亭巡禮
導覽共舉行 09/24、09/30、10/01 共 3 個梯次，帶領民眾探訪 6 座
聖蹟亭（龍潭聖蹟亭、大溪蓮座山觀音寺敬聖亭、大溪齋明寺惜字
亭、中壢惜字亭、龜山坪頂大湖福德宮聖蹟亭、蘆竹五福宮敬字亭）
，
於 08/28 起開放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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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萬花筒
2017 桃園客家文化節
03-4096682分機1013
客家月光團圓音樂宴
09/30(六)17:00-21:00
新屋范姜老屋
自由入場
一場視覺、聽覺、味覺多重享受的宴席，擺設 110 桌客家桌宴，
由專業廚師烹調經典客家料理，讓色、香、味俱全的佳餚伴同悠
揚樂曲，邀您與親友一同歡慶中秋。
平安大戲巡演
自由入場
早期客家人在入秋作物豐收後，請來戲劇團獻演「平安戲」酬神。
今年由知名劇團帶來 5 場平安戲，全程客語發音，同步播映中文
字幕，重現古早時「一庄演過一庄」的傳統風情。全程欣賞還可參
加摸彩活動喔！
◆ 景勝戲劇團
09/08(五)18:00-21:00
大溪區永昌宮
◆ 文和傳奇戲劇團
09/16(六)18:00-21:00
楊梅區錫福宮
◆ 文和傳奇戲劇團
09/22(五)18:00-21:00
中壢區紫雲宮
◆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10/14(六)18:00-21:00
八德區指玄宮
◆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10/20(五)18:00-21:00
桃園區陽明運動公園
老屋音樂會
自由入場
◆ 09/16(六)
楊梅江夏堂
◆ 10/14(六)
八德呂宅著存堂
由金曲樂團黃子軒與山平快、陳永淘、黃連煜、米莎及神棍樂團等重量級歌手帶來演唱，整個老
屋禾埕都是金曲舞臺。
◆ 10/28(六)
大溪李騰芳古宅
由歡喜扮戲團多位客籍女詩人、文學家及女歌手帶來「客家女聲」，重新看待客家女人在現代
社會的影響力，用她們細膩情感、對土地的關懷，來呈現客家女性新形象。
客庄稻草藝術創作大賽
09/17(日)13:30-16:30
龍潭區三坑青錢第前
報名參賽
充滿趣味的親子紮稻草活動，將客庄文化與環保意念加以融合，同時結合藝術與創新，邀您在
秋收田園中共度美好的午後時光。

收件時間

09/01(五)
|
09/19(二)

臆想花開—丘美珍彩墨個展
09/01(五)-09/30(六)，週一至五08:00-18:00
市政府B1生活廣場藝文走廊
03-3378829
丘美珍專心創作青花瓷彩繪、水墨畫及工筆畫，這次展出他近年來鑽
研花鳥工筆，於渲染、撞水、撞色等技法，表現細膩筆法又有意涵的
作品。丘美珍從傳統的筆墨與西方的素描寫生出發，除了線條、色彩
表達之外，更將人物水墨創作的經驗應用表現，形成畫作的多元性，
將「工筆」與「寫意」化成畫面的整體展現。

看見東方—高國堂個展
 9/05(二)-09/25(一)，週一至五08:00-22:00、週六及日10:00-19:00
0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B1藝文走廊
自由入場
03-4227151分機57407
高國堂以小觀大，將書法運筆中之微小筆觸視覺極大化，其作品畫面裡不
見具象書法之字體結構，卻能一窺東方書寫的線性之美及抽象畫面的構成。

社區家庭教育電影系列研討會
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會議室
報名請上網址goo.gl/FKrfR7
一起去看瀑布 09/06(三)18:30-21:00
最靠近心的距離

03-3323885分機22
09/20(三)18:30-21:00

親職教育系列講座
名額有限，報名請上網址goo.gl/FKrfR7
03-3323885分機22
翻轉父母，孩子不是爸媽生命的全部 09/23(六)14:00-17:00 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視聽室
用對方法，親子溝通無障礙
09/20(三)09:00-12:00 中壢簡易庭1F會議室

2017 年桃園地區身心靈整體健康觀系列公益講座：
喜悅、富足、健康的心靈新視野／徐桂貞主講
 9/17(日)10:00
0
02-26791780、0911-203332
桃園市婦女館103會議室
自由入場
每個人內在都有個桃花源，那是找回幸福喜悅的起點，一起來尋找你內在的桃花源吧！

古 蹟 導 覽 或 開 放 資 訊
國定古蹟

競賽共分創意標語設計、四格漫畫、新詩創作、作文比賽
四種競賽項目，獎額豐富，歡迎國小四年級以上至高中職
學生踴躍投件參加，詳情請上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網站
查詢，或電洽 03-3322101 分機 6436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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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古蹟

市定古蹟

李騰芳古宅

范姜祖堂

桃園忠烈祠

週二至日09:30-17:00 開放參觀，
請洽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03-3888600

週一至日皆可預約導覽，
請先電洽范姜宗親會
現場管理人 03-4777343

週一至日 09:00-17:00 可自由參加
導覽，或向桃園孔廟忠烈祠聯合管
理所 03-3325215 預約團體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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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起步造

蒼鷺

灰面鵟鷹
街溪觀察

學員至老

那些

中壢社大
教的

社區事

從興趣變使命，
因為鳥開始反思

創造議題，
啟動在地關注動能

藍清水肯定藝術與文化的價值，因此平

在鳥類觀察課程中，有學員起初只

社大辦學上已具基礎，社造計畫今

常就鼓勵學員多閱聽藝文以支持創作者，推

是興趣，但後來產生了使命感。藍清水

年邁向第三年，相較初期往生態方面發

及到辦學上，也希望社造的價值能藉由有熱

分享舉例，家住中壢火車站旁的學員劉

展，目前朝向伯公信仰的文史調查，旨

忱的老師及課程帶領，讓學員由內產生興趣

意文，一開始聽到鳥類課程時說：「中壢

在發覺地方特色及回復傳統社會的人際

並往外實踐在生活中。於是在兩年前社大開

有鳥嗎？」劉意文原先沒有留意到生活中

連結。而不論計畫的導向為何，社大的

辦鳥類生態課程時，藍清水便投入班級成為

有鳥的存在，接觸課程後，竟開口閉口

目標都在創造議題，吸引學員回頭關注

鳥類觀察者：「剛開始學員只被動在臉書社

都在談鳥。課程打開了他的感官，他只

自己的生活場域，激發出公民意識與土

團上追蹤貼文，我經歷了三個月的孤獨記

要開窗便看到鳥、聽到鳥鳴。學員們因課

地認同。藍清水提到，社大所扮演的角

錄。」經由徐景彥老師的引領，他積極拍攝

程到老街溪及其他中壢的角落觀察鳥，

色僅是擾動、觀念啟發與傳授知識，最終

文｜林宇嬋

鳥類、整理資料，隨著資料越來越多、老師

也開始留意自己所處的環境。

希冀達成「自己的社區自己救」這種居民

圖｜中壢社區大學

線上解惑及高度的熱情，學員才逐漸被感染
一同加入觀察行列。

而當班級同學一個個接著熱衷起鳥

自覺。

類紀實，劉意文反倒因對鳥類了解大致

「社造不能只是一代人的耕耘。」

回到社大初衷，倘若學員只聽課而無產

足夠，而想涉獵記錄昆蟲。意識到學員

藍清水說，眼見成人都有如此成效，社

出，便僅停在知識學習階段而無延續力，於

們已自發性關注生態並延伸觸角，社大

大也企圖完整終身學習的意義，將課程

是藍清水為學員設立出版《 老街溪中壢平鎮

便帶頭彙整，發起另一項「老街溪中壢平

向下扎根，例如開設親子賞鳥班或科普

段鳥類生態紀實 》的目標，這也成了凝結學

鎮段動物生態紀實」計畫，讓這股自發性

課程，期望公民意識的種子能及早埋下，

生活職能知識相關的各式課程，而課

員興趣、轉化為推廣的媒介。有鑒於坊間相

探究的力量得以延續。

讓影響力更為長久。

程僅是一個開端，目的是要導引學員

關出版品因資料收集方式不夠嚴謹，難以作

透過課程教育，學員對生態的觀念

與社會對話，關心並參與自己身處的

為學術引用，因此社大以學術規格要求學員

也有別以往，擴及到更多面向。當了解

環境。現任社大校長的藍清水笑著

觀察記錄，這對學員來說雖有壓力，但相對

到環境是以食物鏈所形成的平衡關係在

說，目前社大籌辦人員只有五人，卻

的，所採集的資料、費時一年半心力所做的

維繫時，更能以較廣的角度思考環境，

服務了三千五百多名學員，他們透過

調查，也因此得以累積被外界沿用。出版後，

例如學員聯想到居家用水用電會對環境

規劃課程到日常言談，漸漸擾動學

學員與人分享自己是編者之一，從中獲得不

有影響，而影響生態平衡，便進而推動

員，啟發他們的公民意識。

少成就感。

節能觀念。

從辦學到社區營造，中壢社區大
學（以下簡稱社大）逐步實現「解放
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理念，致力
打造「走出家門就能學習」的環境。
社大打破年齡、學歷等限制，開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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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了知識，
也點燃了熱情

斑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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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任藝門

2017 臺北詩歌節
09/23(六)-10/08(日)
0974-125241
相關場次地點請參閱官網poetryfestival.taipei/reg
以「時代之眼．城市之光」為題，企圖讓詩歌透過講座、展演、影像、行動藝術
等跨領域形式，打破有形或無形的疆界，與生活的各個面向產生連結。

435 園區再生玩藝節—藝起 CIY
即日起至09/30，每週六、日10:30、15:00
板橋435藝文特區
免費入場
02-29690366分機34
來一趟 Create It Yourself 創造力旅程吧！認識琳瑯滿目的剩餘材料，想像再利用的天馬行空，體
驗手作的探索和成就，是美感體驗的起點與實踐。

義魄千秋—2017 全國義民祭在新竹縣
09/08(五)、09(六)、10(日)、12(二)
地點等詳情請參閱官網hakka2017.hchcc.gov.tw
新竹縣文化局史料文獻科03-5510201分機708
活動內容包含起燈篙、祈福平安戲、「哈客創意嘉年華」開幕式、放水燈、
勇士路跑、客家義民之夜、慶祝大典等。

《英雄與愛情》2017 好萊塢電影金曲系列
09/17(日)14:30
周先生0912-320066、曾小姐0918-253319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音樂廳
年代售票：100、200、300
由新竹交響管樂團呈現好萊塢電影黃金三鏢客、魔戒、福爾摩斯、007 系列、馴龍高手等經典配
樂，邀請單簧管獨奏家演奏豎笛協奏曲及聲樂家演唱迪士尼經典浪漫情歌美女與野獸及阿拉丁。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2017 精緻客家大戲《膨風美人》
09/02(六)19:30
037-352961分機617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索票入場
以「茶」為主題，規畫一齣充滿「愛」的浪漫愛情喜劇，以幽默、詼諧、輕鬆與逗趣編導手法，闡述
客家小兒女愛情。

2017 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特展
07/22(六)-09/24(日)
03-9322440分機503
羅東文化工場天空藝廊
邀請來自日本、香港、新加坡與臺灣建築系畢業作品參展，呈現年輕世代對於環境與空間的想像與
關懷，讓我們重新思索自己和所處的城鄉文化與環境議題。

丁酉年鷄籠中元祭—體驗臺灣傳統民俗祭典．最佳時刻
 水燈遊行：09/04(一)19:00於基隆市區，放水燈：09/04(一)23:00於望海巷海濱
放
02-24224170分機367
除了傳統祭典，還有在地特色的大型舞劇，並設計創意十足的各式造型花車、田寮河大型蓮花燈
裝置與文化講座、中元祭小旅行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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