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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
From the Editor

炎熱的夏季裡，適合安排一趟雙鐵輕旅行，「2020富岡鐵道藝術節」在富岡火
車站與周邊地區登場，走出富岡火車站之後，可以悠閒漫步於老房老紅磚、感受老店

老靈魂、品嚐道地客家美食，或是騎著鐵馬欣賞沿途的藝術作品、稻田的綠浪與黃

浪，與陂塘的粼粼波光，享受屬於富岡小鎮的浪漫。

本月重頭戲還包括「大溪大禧之關公online」，將首創最有趣亦富含故事性、知
識性與趣味性的線上祭典，啟動線上線下整合，讓大眾不論在現場或線上，一樣能參

與投入遶境，分享一年一度祈求平安福氣的信仰。

此外，為感謝讀者對《桃園藝文》的支持，特別辦理「填讀者問卷抽好禮」活

動，自即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只要完整填寫清晰並回函，就有機會獲得價值新
台幣1,000元的遠東百貨禮券（共20名），歡迎讀者熱情寫下對《桃園藝文》的建議
與鼓勵，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考第56頁。

中平路故事館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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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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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載此中文手冊之數位檔、精
選活動之英文版數位檔。

2.  本刊活動若有臨時異動請依各單位公布為主；歡迎轉載本刊活動資訊，資料來源
請註明「文化局」。

3.  欲訂閱本刊（12期）請於當月20日前至郵局劃撥180元之寄送費用，將於次月起派
寄至劃撥地址（戶名：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帳號：50434839）

■ 免費刊登藝文活動訊息
每月3日12時前申報至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event.moc.gov.tw （須加會
員），如有疑問請洽文化局(03)332-2592分機8215，本刊保留篩選及刪減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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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使用本刊Google日曆，將喜愛的活動加入自己的行事曆

登入Google帳戶，點「＋Google日曆」→以瀏覽器開啟→加入，即可每月自動更
新；或點活動標題→複製到我的日曆→即可新增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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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日。

2. 電影播放資訊標示片名、分級、片長(分鐘)，分級標示普普遍級，護保
護級，輔12輔12級，輔15輔15級，限限制級，未未分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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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刊場館活動依展覽、表演 、講座、推廣及日期順序編排，並以線條
區隔，俾便查詢閱覽。

展 覽 表 演 講 座 推 廣

 《畫中話》劉元春創作畫展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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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專頁 活動官網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桃園市客家事務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
楊梅區公所、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楊梅區農會
桃園市立圖書館、富岡集義祠

裝置藝術×表演×音樂會×主題活動

邀您來趟富岡雙鐵輕旅行，出富岡火車站，悠閒漫步小鎮，老房老紅磚、老店

老靈魂，道地客家美食，騎鐵馬，沿途欣賞藝術作品、稻田綠浪黃浪、陂塘粼

粼波光，這是屬於富岡小鎮的浪漫。

共計20多組藝術創作，還有滿滿表演和活動，如果兒童劇團《小恐龍富岡歷
險記》，來場驚喜有趣小冒險；「客家趕集老街時光機」一出富岡火車站，彷

彿時光倒流，著復古衣的演員們騎著雜貨車、抬著扁擔「賣雜細」的大型情境

浸潤體驗，還有鐵道迷期待的臺鐵富岡基地小旅行等，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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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專頁 活動官網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桃園市客家事務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
楊梅區公所、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楊梅區農會
桃園市立圖書館、富岡集義祠

活 

動

※以上活動資訊如有異動，以活動官網公告為準。

富岡鐵道藝術節開幕
 08/15(六)14:30-16:00　  富岡火車站廣場

客家趕集老街時光機
 08/15(六) 、08/16(日)10:00-16:00　  富岡老街

如果兒童劇團《小恐龍富岡歷險記》
 08/22(六)17:00-18:00　  富岡運動公園

表 

演

富岡物語工作坊
 08/14(五) -08/16(日)

 08/21(五) -08/23(日)　
 圖書館富岡分館

藝術定點導覽
 08/14(五) -08/23(日)　
 富岡老街、伯公岡公園

鐵道闖關送好禮
 08/15(六)10:00-17:00　
 富岡老街周邊

DIY手作創意趣
 08/16(日)10:00-16:00　
 伯公岡公園

富岡基地探索之旅
 08/21(五)15:00-17:00　
 臺鐵富岡機廠

一日雙鐵趴趴go
 08/22(六)14:00-17:00　
 集合處：富岡火車站

金牌火車烘焙饗宴
 08/22(六)11:00-14:00　
 伯公岡25糧倉

小火車搭乘體驗
 08/22(六)12:00-16:45　
 富岡運動公園

音
樂
會

 各項活動於08/03(一)起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詳情請見官網。

愛上富岡文化情
 08/15(六)16:00-17:30　
 伯公岡公園

親子民風共遊歡唱會
 08/16(日)16:00-17:30　
 伯公岡公園

客家金曲饗宴
 08/22(六)14:30-16:00　
 富岡火車站廣場

瘋跨界愛富岡
 08/23(日)16:00-17:30　
 富岡火車站廣場

好客風箏達人獻藝
 08/22(六)14:00-15:50　
 富岡運動公園

風箏彩繪DIY
 08/22(六)14:00-16:30　
 富岡運動公園

客家鐵道便當
型男主廚秀

 08/23(日)11:00-12:00
 伯公岡25糧倉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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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富‧小山岡-創生基地

日治時期的富岡車站是古樸的木造站房，乘載著靜謐的舊時記憶。昔時地勢高，

可以望見許多土地公廟座落於山丘之間，客家話稱土地公為「伯公」，因此稱作「伯

公岡」，之後更名為「富岡」，帶有一份豐饒的企盼。多數客家族群在此勤奮的生

活，但缺乏青年人口共同灌溉，因此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與青年團隊組成「富岡創生協

力隊」，改造老屋做為富富‧小山岡-創生基地，希望扎根踏實，讓富岡質樸的風貌
永續發展。

富岡創生協力隊 × 老屋
富岡創生協力隊由一群充滿創意與朝氣的青年軍組

成，本於對小鎮的熱忱，凝聚地方的共識，共同整修閒

置多年的老屋。他們化身擦澡工，將紅磚立面的青苔逐

漸清除，在整理時光痕跡的過程中，老屋一步步恢復原

貌，並以富富‧小山岡-創生基地為軸心點，串聯四周
的人文與地貌景致，像是仍遺留著彈孔的富岡碾米廠、

居民當時的鑿井取水之處、信仰中心、理髮店、銅板美

食與鐵道等，同時結合周遭休閒產業，逐漸重建富岡的

歷史人文風采。

地方創生的腳步未曾停歇，如今富富‧小山岡-創
生基地已將老屋整修完畢，開放招募富岡創生協力隊，

期盼有志之士共同投入，打造地方永續的無限可能。

 週三至週日10:00-18:00　  楊梅區信義街187號
 富岡創生協力隊招募專線：傅小姐0963-492200、吳先生0932-353704

富富．小山岡
創生協力隊熱血招募中

文／方心逸　圖／富富‧小山岡-創生基地

6 聽藝聲



墨彩光影：江上龍現代水墨個展

 07/22(三) -08/09(日)
 文化局3樓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年近八旬，旅居日本多年的江上龍，於1957年順利進入當時最 
具代表性的國立藝專就讀，之後順利考入東京教育大學工藝工業 
設計學系，在1970年代多次參與日本重要展覽，本次將展出30 
餘幅近期水墨創作。

藝載桃源－台灣星期日畫家協會第64屆會員聯展
 07/22(三) -08/09(日)　
 文化局3樓第二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台灣星期日畫家協會」在台灣藝壇默默推展藝文活動已64 
載，是台灣美術史上僅次於「台陽畫會」的資深畫會之一，協會 
以「倡導美術活動，切磋美術技藝，增進畫家情誼」為宗旨，在 
各時期會長與會員努力下，為推展共同的藝術理念繼續前行。

高雄澄心書會庚子聯展

 07/22(三) -08/09(日)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澄心書會」是南台灣頗具代表性的書法社團，成立至今將邁向20
載，本次展出會員共25位，以南部書篆家為主，中北部書篆家次之，
敬邀喜歡書藝同道好友蒞臨參觀。

流光‧心象－四友創作聯展

 08/12(三) -08/30(日)　
 文化局3樓第二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來自不同職場的四位好友—張英彬、林莉利、簡立德與江

秋霞，以隨性和率真態度詮釋個人心中的自然與美，利用結

構層疊交錯表現出空間感。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桃園區縣府路21號　 (03)332-2592
 1樓大廳：週一至週日09:00-21:00

 2樓、3樓畫廊：週二至週日09:00-21:00
 3樓第一、二展覽室：週二至週日09:00-12:00、13:00-17:00富富．小山岡

創生協力隊熱血招募中

7逛活動



桃園美術協會會員年度大展

 08/12(三) -08/30(日)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桃園市美術協會是桃園最大的藝術團體，30餘年來藝術家們共
創了許多藝術榮景，將桃園不斷地推向藝術美學，蘊涵能量的文

化城市。

109臺灣世界藝術家交流會會員聯展
 08/12(三) -08/30(日)
 文化局大廳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中華藝文交流協會」為史元欽會長於民國81年創立，此展意義在
於緬懷史元欽會長為了推動臺灣與兩岸三地文藝活動、發揚中華文

化書畫藝術的付出。

桃園交響管樂團三團《足跡》

 08/02(日)14: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樂團成立已屆20年，見證了桃園管樂風氣蓬勃發展的軌
跡，本檔音樂會由三團（社會團）擔綱演出，別具意義。

甄舞集表演藝術舞蹈團《只想鼠於你》

 08/07(五)18:30　  文化局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系統：300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當東方的老鼠娶親遇上西方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加入兒童

劇的戲劇元素，適合闔家觀賞，一起來看看東西方的結合

究竟會擦出什麼火花呢？

 「遠來識客－共下來尞」合唱音樂會
 08/08(六)14:30　  文化局演藝廳
  索票入場，08/01(六)09:00開放索票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2020年全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考驗，人與人也拉開
了距離，疫情穩定後的首場音樂會讓我們充滿喜悅地高歌，用音樂迎接好友，用音樂

推廣客家文化，邀請市民朋友一起共下來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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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民管樂團夏季公演《山林的傳說》

 08/09(日)14:30　  文化局演藝廳　
 索票入場，08/02(日)09:00開放索票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本次音樂會將演譯多首與山林傳說有關的樂曲，如：森之

詩、美麗的山林氣息、送行者、龍之山、魔法公主、龍

貓、泰山…等，並邀請狂美木管五重奏特別演出。

五八度回甘

 08/15(六)14: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五八度回甘」是融合爵士風格與抒情搖滾的創作音樂饗

宴！用「愛情」、「人生」鋪陳曲序，舒適聆聽，深沉回

味！

 「琴荳初開－譜永恆」小豆荳109年度音樂發表會
 08/23(日)10:00、14: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小荳荳樂器社致力於幼兒藝術教育，孕育無數的幼苗，近

年更大力推動特殊兒童音樂教育，每年帶領喜憨兒做校園

巡迴演出，每年夏天小豆荳的孩子都會在舞台上分享學習

音樂的成就與喜悅。

盛保羅魔幻劇團《2020魔幻公演》
 08/29(六)14:00、19:00　  文化局演藝廳　
 年代售票：300、350、400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桃園在地演藝團隊「盛保羅魔幻劇團」將帶來精采的魔術

演出，包含罕見的立體激光雷射秀、全場互動魔術秀、大

型幻術秀，帶領全場觀眾進入不可思議的魔法世界。

都柏林音樂教室

 08/30(日)15: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都柏林青少年音樂家弦樂團，今年夏天為大家帶來了皮爾金組

曲、波斯市場、威風凜凜進行曲、悲慘世界等等，歡迎愛樂的

您，全家大小一起來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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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三  08.30 日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08 . 15 ( 六 ) 14:30開 幕 式

 週二至週日09:00-12:00、13:00-17:00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康楠溪，1961年生，齋號：印月。涉甲骨、鐘鼎，曉篆㨨、
隸、楷、行、草各家，研習古悉曇梵文，秉承「以古為師，故

宮為本」，追求書法「形、意、氣、韻、境」五道，以達「字

中有畫，畫中有詩」之境。

昇平五洲園《寶蓮燈前傳－母子緣》

 09/04(五)19:00　  文化局前廣場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北天黑龍母為生養小孩，專吃貪婪的人類，天庭派出巨靈

神來追捕黑龍母，反被黑龍母的護子之心感動，私自放走

黑龍母……。本劇是一個以情義回報情義，關於忠、孝、

情義的改編神話。

陳昱錡鋼琴獨奏會

 09/05(六)19:3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目前就讀武陵高中音樂班，108年參加全國鋼琴比賽高中
組榮獲第一名。這場音樂會將帶給大家視覺與聽覺上的享

受，此次演出曲目中也會詮釋第一名的曲目與大家一同分

享！

2020年「攝影與生活」講座：鏡頭人生，從攝影看人生 
—提昇生活品質與忠實的紀錄

 08/14(五)19:00-21:00　  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邀請知名攝影家劉燕南和大眾分享自己如何透過思考和安

排，將攝影和傳統、現代攝影技術透過鏡頭，現代科技融

入日常生活中的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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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三  08.30 日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08 . 15 ( 六 ) 14:30開 幕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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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桃園鐵玫瑰藝術節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EX亞洲劇團：雨季的美麗與哀愁
 08/01(六)14:30  索票入場，06/24(三)開放索票
來自苗栗的EX亞洲劇團，擅長透過風格獨具的意象化視覺呈
現劇作，本部作品描述主角Mallika為了遠行的詩人Kalidasa
苦守故鄉，豐厚的情思是否真的能盼回愛侶？

▼  聚合舞 Polymer DMT：Better Life？
展覽：  08/15(六)、08/16(日)10:00-16:30　  免費入場
表演：   08/15(六)、08/16(日)19:30　  兩廳院售票：350　
在臺灣，有一群人來自越南，為了更好的生活，選擇從事高

風險的勞動型工作或與臺灣人締結姻緣，接收投射而來的歧

視與差別待遇，而「臺灣」是否真能帶給他們 Better Life？

▼  狂想劇場：單向封鎖
 08/22(六)19:30、08/23(日)14:30　  兩廳院售票：300、500、700
本劇作以約翰伯格1972年著作《看的方法》為起點，融入現今觀眾感受最深的社會
現況，宛若以瘟疫為背景的薄伽丘《十日談》，並以蘇珊桑塔格關於疾病、死亡、美

學、文學與社會的著作《疾病的隱喻》探討病與美。

▼  林怡芳：舞蹈與城市工作坊
 08/05(三)、08/06(四)、08/07(五)18:30
 詳細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在疫情帶來的疏離感正逐日遠離的當下，本工作坊以「擁

抱」（Étreinte）為肢體動作媒介，透過舞蹈、視覺、裝
置、影片，體驗並思考在城市與鄉野的意職醒覺的層次。

ThERE音樂教室主題工作坊【8月兒童烏克麗麗體驗班】
 08/01(六)10:30-11:30　
 桃園展演中心1樓練團室  免費，須先報名　
 ThERE音樂教室0968-089070
聽到音樂總是能夠很自然的跟著律動與隨意哼唱，小朋友對於音樂的感覺有時候超乎

大人的想像，此次工作坊規劃了輕鬆易學的烏克麗麗，讓小朋友在體驗彈奏的同時也

學習音樂的基礎。適合年齡為7歲以上，報名網址：goo.gl/fDG1Hd。

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區中正路1188號　 (03)317-0511
 大廳：週一至週日09:00-17:00

  1樓展場：週二至週日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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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藝展2020
 07/15(三) -08/02(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03)425-8804分機8212
跨界思考是各領域思索的重要議題，越界藝展即是在此一命

題中，試圖打破固有僵化的思考或觀念，讓繪畫有更多的可

能性。

2020造詣書畫會聯展
 08/05(三) -08/23(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03)425-8804分機8212
會員均為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中國書畫組同學，

此次展出有書法、彩墨、膠彩等篆、隸、楷、行草、山水風景、

人物、花鳥等作品，歡迎各界藝文先進蒞臨參觀指導。

 《畫中話》劉元春創作畫展
 08/26(三) -09/13(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03)425-8804分機8212
以油畫、壓克力彩、水墨、多媒材等呈現當代作品，表達個人對

自我、家庭與社會議題等多面向之觀察與省思。

中大壢中管樂團第71屆成果發表會－FEATHERS
 08/11(二)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03)425-8804分機8214
本次音樂會將展現中大壢中管樂團一年以來的成果，從新團

員加入時的磨合與生澀到一年後樂音逐漸成熟、旋律線條更

加動人，在在展現出辛勤練習的甜美果實。

台大交響樂團2020年度夏季音樂會－新浪潮

 08/18(二)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年代售票：200、350、500　  (03)425-8804分機8211
本次將演奏德佛札克的第九號交響曲：新世界、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以

及馬提努的雙簧管協奏曲，分別由團內兩名學生獨奏家，王彥鈞及姜理元奏演出。

中壢藝術館 
 中壢區中美路16號 
(03)425-8804
  第一、二展覽室：週二至週日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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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壢中管樂校友團暑期音樂會

 08/19(三)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03)425-8804分機8214
本次將挑戰許多從未演奏過的新曲，例如日本作曲家八木

澤教司的《地底都市》及樽屋雅德的《絵のない絵本》等
等。

福爾摩沙合唱團－第15屆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巡迴音樂會
 08/20(四)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兩廳院售票：300、500、800、1,000　
 (03)425-8804分機8214
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正式邁入第15年里程碑，將邀請
美國愛荷華州西北學院音樂系主任Thomas Holm與
Chanticleer合唱團榮譽音樂總監Matthew Oltman擔任客
席指揮。

極至體能舞蹈團－「舞堂課2：老師說…」
 08/21(五)19: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索票入場，08/07(五)開放索票　
 (03)425-8804分機8214
五段熟悉的課堂回憶與魔幻寫實的創意，是最適合學生、

老師、家長、全年齡共同欣賞的親子舞劇。

星空交響管樂團夏季音樂會

 08/22(六)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索票入場，08/03(一)開放索票　
 (03)425-8804分機8211
今年暑假星空交響管樂團將邀請新銳鋼琴演奏家詹婷宇老

師，和本場音樂會的常任指揮陳星澔老師一同為觀眾演繹

經典鋼琴協奏曲《Warsaw Concerto》，以及多首各地文
化之曲目。

臺灣東亞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愛的感恩慈善音樂會

 08/30(日)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票價：200、300、500，購票請洽陳先生0938-221888　
 (03)425-8804分機8214
本場演出將由臺灣知名教學及演奏家陳在棟老師、旅法小提琴及中提琴演奏家陳顥勻

老師、男高音黃元良老師、鋼琴家葉庭芳老師及陳在棟老師創辦的東陽弦樂團帶來一

系列由臺灣本土及客家歌謠為主軸的曲目。

購票請洽

兩廳院售票系統

指揮：鍾耀光 演出：唐美雲歌仔戲團

古箏：李念澐 大提琴：廖致雅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鼓魯擊世界打擊樂團

台北和樂集笙樂團

指揮：林昱廷 嗩吶：高承諺

二胡：陳亦豐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指揮：李哲藝 二胡：蕭奕飛

聲樂：陳慧如 演唱：曹雅雯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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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請洽

兩廳院售票系統

指揮：鍾耀光 演出：唐美雲歌仔戲團

古箏：李念澐 大提琴：廖致雅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鼓魯擊世界打擊樂團

台北和樂集笙樂團

指揮：林昱廷 嗩吶：高承諺

二胡：陳亦豐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指揮：李哲藝 二胡：蕭奕飛

聲樂：陳慧如 演唱：曹雅雯

演出：桃園市國樂團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03)425-5051

每期$1,600元，
本期於07/13(一)開放報名。
舊生享原價8折優惠。

西洋美術縱橫談

第一期：08/10(一)-09/28(一)每週一19:00-21:30

王德育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史博士

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退休）

曾任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兼所長暨藝術中心主任

桃園展演中心2樓大會議室

藝高文創(02)7708-5086

古典音樂逍遙遊 王世強 講師
現任台北愛樂廣播電台「音樂線上」製作及主持人

2017年法務部線上學習課程「音樂的寶藏」主講人

第一期：08/11(二)-09/29(二)每週二19:00-21:30
桃園展演中心2樓大會議室

報名表單

課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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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路故事館是興建於民國19年的日式雙併建築，原為
日治時期公務員宿舍，後為桃園縣政府公務員宿舍，是桃

園市第一座城市故事館，作為中壢常民文化及人才培育的

文化客廳，鼓勵全民參與故事收集與分享，創造共創、共

享、共好的文化價值。

 「做伙來說中壢事」
 01/01(三) -12/31(四)　  自由入場
桃園中壢的多元性相當有魅力，包括老城區的百年老店以

及東南亞商圈的假日市集，我們以中平路故事館為中心，

蒐集故事館周邊街區的在地人物故事，達成與在地生活圈

的情感連結。

故事收集「12生肖故事盒子」
  01/01(三) -12/31(四)　  自由入場
邀請台灣小村畫家張真輔老師，繪製繽紛的12生肖故事木
盒，根據不同的主題，收集來自不同地方、文化族群的觀

點，以及過往生活記憶與溫暖動人的故事。

 「旅行夢想‧夢想履行」
  06/03(三) -08/30(日)　  自由入場
邀請楊麗菊老師策劃展覽，將故事館所蒐集之旅人軼事呈

現給參訪者，並邀請參訪者分享追逐夢想的旅行。

思思扣琴－林生祥音樂語談

 08/15(六)15:30-16:30　  須網路報名　
以每一個平凡瑣事的積累，當作盛開時的土壤。細細地與

自己對話後沉澱，用音樂來傾訴內心的故事。這個午後，

讓我們與林生祥先生進行一場充滿溫度的音樂語談。

中平路故事館 
 中壢區復興路99號　 (03)425-5008、0912-807933
 週三至週日10:00-18:00　  休館日：週一、二、08/12(三)
 本館為歷史建築，入館請脫鞋著襪，免費參觀。

‧例行服務：老屋巡禮：週三至週日

　　　　　　館舍導覽：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1:00 
　　　　　　故事饗宴：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4:00
‧團體預約導覽： 週三至週日11:00-18:00，每團至多20人，每次導覽15-20分鐘。請

來電、官網預約或FB粉絲專頁留言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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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饗宴

 08/01(六)14:00-15:00　  自由入場
雲林故事人協會唐麗芳老師，將帶來精彩的故事饗宴。從

故事中品嘗趣味、獲得歡笑、學習知識，歡迎各位蒞臨假

日故事饗宴。

故事分享會－繞境

 08/02(日)14:00-15:00　  須先報名　
配合大溪大拜拜的時節，與參訪者分享《遶境》一書。本

場次邀請了大溪當地的社頭青年子弟與談，向參訪者分享

在地社頭的知識以及多年參與大溪大拜拜的心情及觀察。

電影分享會－六個嫌疑犯

 08/08(六)14:00-17:00　  須先報名
林搏秋導演改編日本電影，推出充滿外遇、金錢糾紛與情殺的推理偵探影片。其中摩

登男女錯縱複雜的人際關係，與娓娓道來的精采敘事，至今看來仍不落俗套。

旅人驛站／歐秀文老師

▼  旅行日記與明信片快閃展示（旅行台灣部分)
 08/22(六)10:30-16:00　  自由入場

▼  歐秀文老師分享會
 08/22(六)14:00-16:00　  須先報名

Ou歐小姐「愛」旅行、也「繪」旅行。最近在新北市才結束一
個「繪旅行特展」，在疫情初期與後期創造了近3,000人次的參
觀與無數的回饋，以最貼近生活且平易的方式，讓許多人收到旅

行的美好與簡單。這次旅行到桃園中壢，她將用「旅繪快閃展

示」與「聊天分享」的方式和你不期而遇！

古蹟導覽
或

開放資訊

週二至週日08:00-17:00開放參觀。為因應新冠狀
肺炎疫情，暫停導覽服務。詳情請洽范姜宗親會

現場管理人。

 (03)477-7343

週一至週日09:00-17:00可自由參觀，相關導覽訊
息請洽詢桃園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03)332-5215

范姜祖堂
市定古蹟

桃園忠烈祠
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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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小故事森林 
 中壢區博愛路52號　 (03)280-5608
 週二至週五10:30-19:00，週六、日09:00-19:00
 休館日：週一

‧幼兒園互動導覽、團體導覽： 每場至多20人，每次導覽15分鐘；另有環境教育導覽，
歡迎提前預約。

‧為因應疫情，進入園區請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酒精消毒及入館實名制登記。

家有萌寶－親子攝像展 
 即日起至09/30(三)　  儒林所　   自由參加
家中一老如有一寶，家有萌寶如獲珍寶，成長過程中有畢業照、有抓周照、有搞怪

照，只要你願意秀，歡迎上傳至活動連結。壢小將於暑假期間舉行家有萌寶攝像展。

常民美術館DIY活動
 每週三10:30-19:00 　  沐樂居　   須先報名
需要沈靜、獨自一人坐在院落中畫畫？喜歡一群人創作、展覽作品？這裡是最美的

老屋創作平台，名額限20位，額滿為止。報名費用︰流體畫350元、創作小畫板250
元，其他尺寸請提早預約，葉拓繪畫環保袋200元。

週五瘋狂包包夜

 週五17:00-19:30　  沐樂居　   須先報名

▼  知性編織包手作課　  08/07(五)、08/14(五)　   費用：1,980
公主去流浪×鈴子小姐進駐園區月餘，終於敲到老師的編織包課程了！唯美編織，襯

托出自己知性的那一面，送人自用兩相宜。

▼  高質感皮革包手作課　  08/21(五)、08/28(五)　  須先報名，08/21單堂費用：
680，08/28單堂費用：2,680，兩堂優惠：3,000

多久沒換包，怎麼逛都找不到自己喜歡的皮革包，高質量、高質感的手作皮革，週五

晚上跟著鈺欣老師一起來做包！

夏日全家愛乾淨－薑黃冷製皂，造起來手作課

 08/08(六)14:00-15:00　  沐樂居　   須先報名，費用：200
秋春掌櫃—周爸，信手捻來的手工皂技術讓人折服，別再錯過此堂了，需自備牛奶

罐紙盒喔！

給嗡嗡嗡老爸老媽的萌寶名片座創作課

 08/09(日)14:00-15:00　  沐樂居　   須先報名，費用：200
喜歡小薛老師美感教育的父母不可錯過此堂，父親節當天做完，馬上送給爸爸或媽

媽，讓孩子們的心意放在工作視線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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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花藝師－美麗花藝創作課

 08/22(六)14:00-15:30　  沐樂居　  須先報名，費用：520
老屋花店「Howflowers 好想送你花」進駐館區，每月都帶給你不同花藝日常，趕快
上到活動頁面連結手刀報名。

OL美麗姊姊、帥氣哥哥的雙色證件包創作課
 08/23(日)14:00-15:30　  沐樂居　   須先報名，費用：480
證件總是找不到喜歡的樣式？！GOGORO想換皮革、公司感應卡不夠飛炫，趕快報
名，做一個屬於自己的皮革證件吧！

壢景町 
 中壢區延平路627號 (03)426-8761
 週二至週日11:00-18:00
 休館日：週一  本館為歷史建築，入館請脫鞋著襪。

‧團體預約導覽： 週二至週日11:10-17:00，每場約25人，一次約15分鐘。請掃描館所
QR code報名，或聯絡文創部(03)425-1111。

‧為因應疫情，進入園區請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酒精消毒及入館實名制登記。

 「為民主插電－看見1977中壢事件」常設展
 週二至週日11:10-18:00　  壢景町C棟中壢民主展示館　  自由入場　

 「畫」「說」壢景町
 08/01(六) -09/30(三) 　  壢景町A棟　
 請掃描館所QRcode或至「中壢城市故事館―壢景町」FB粉絲專頁活動專區報名
「畫」「說」壢景町展期為兩個月，在「U r b a n 
Sketchers Taoyuan 速寫‧桃園」畫師們的筆下留下
了個角度的建築面貌，畫中的故事等你一起來聆聽。

▼  「畫」壢景町，第一場　
 08/15(六)14:00-14:50
主講人：邱孜御（Urban Sketchers Taoyuan 速寫‧
桃園 畫師）

▼  「說」壢景町，第一場　
 08/15(六)15:00-16:00
主講人：陳俊有（巷仔46文化共享空間創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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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常設展

 馬祖新村20號  免費參觀 
以單元性、故事性方式呈現，內容包含馬祖新村發展歷

程、名人與眷村日常生活等相關大小事，深化市民對於馬

祖新村及眷村文化之認識，進而推動眷村文化傳承與創

新。

文創進駐店家

  活動日期詳見FB粉絲專頁　
 馬祖新村4、5、6、7、39號眷舍  自由入場 
馬祖新村文創進駐店家共進駐5家，販售商品與服務內包
含手工布藝展售及裁縫教室、早午餐健康輕飲食、書籍及

獨立刊物販售、精釀啤酒、手沖咖啡及茶飲及立體書至本

所等，藉以打造為本市文創產業重要育成基地。

眷村書房

 馬祖新村11號  免費參觀 
收藏馬祖新村原住戶書法墨寶、有多部馬祖新村的紀錄片

放映中。在眷村書房，以情境營造客廳閒話家常及書房閱

覽的場域，提供眷村相關書籍、推廣眷村文學，透過輕鬆

閱讀、慢慢認識眷村文化。

職人進駐店家

 馬祖新村38、40、41、42號眷舍  自由入場 
馬祖新村職人村進駐店家共進駐4家，販售商品與服務內包含客製傢俱、設計裝修、
工匠DIY、花藝販售及花藝創作教學、親子音效互動故事屋、東南亞雜貨、飲食及手
作甜點等，藉以讓職人精神被更多人看見，並帶動地方創生與發展。

桃印文創風格選物店

 馬祖新村10號眷舍  自由入場 
桃園文創商品展售平臺，為桃園文創設計商品的風格選物店，打造嶄新展售平台通

路，在充滿歷史記憶的眷村氛圍中，展現桃園人文生活風格。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中壢區龍吉二街155號 (03)284-1866
 週二至週日09:00-18: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20



尋找離散的文化記憶；形塑揉雜的情感認同，
充分感受眷村舊時光及文化創意的無限能量。
8月活動如下：

漫行眷村舊時
文旅馬村生活

在酷暑中，伴隨著蟬鳴聲玩耍，是多數人的童年記憶；8月市集規劃設置「童玩 DIY」
及「懷舊遊戲區」，如彈珠檯等體驗，並透過園區集章活動，換贈古早味糖果零食，

讓民眾在馬村市集沾滿懷舊童趣！

講 師

范姜群季
（神農生活執行長）

馬祖新村眷村
文創園區
FB粉絲專頁

詳細活動資訊與活動報名請上：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FB粉絲專頁
馬村市集FB粉絲專頁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app

馬村市集
FB粉絲專頁

08/14 五 -08/15 六

8月市集｜馬村柑仔店

馬村·共好　品牌輔導講座

08/04 二

14:00-16:00

講 師

盧泓
（la yoo來喲創辦人）

08/11 二

14:00-16:00

講 師

林厚進
（賽先生科學工廠創辦人）

08/18 二

14:00-16:00

 桃園光影電影館2樓 (中壢區龍清街116巷31號)　  桃印文創0965-322977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中壢區龍吉二街155號)　  桃印文創0965-322977　

11: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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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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4-1866分機605、(03)458-1598(專線)
 週二至週日13:00-22:00，17:00-18:00為場館整理時間， 

於18:00再次開放　  休館日：週一

2020桃園光影電影生活節：日常‧美好
秉持電影就在生活中的理念，邀請大家甦醒感官，一起探索生

活中的美好事物。在「身體‧想像」單元的電影中覺察身體，

感知生活；「平日‧相逢」單元透過愛情、殘酷、不變、季節

四種角度觀看日常；還有小朋友最喜歡的親子電影院「公主‧

芭比‧美人魚」；而今年的「戶外放映：眷村電影院」將於8
月22日在馬祖新村播映「李安」導演經典作品《飲食男女》。
8月1日「開幕盛典：馬村光影大連線」播映由候孝賢執導、
鳳飛飛主演的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夏日午後來到「時空

之音—跨域舞蹈劇場」，晚間「夏夜光粼粼」運用新媒體進行聲音和光影的流動表

演。也能在馬祖新村找到穿梭在樹林間的藝術裝置「浮游」，探索這個場域的記憶！

＊自由入場觀影，75個座位請提早入座。
＊ 電影分級及活動標示： 普普遍級，護保護級，輔12輔12級，輔15輔15級，限限制

級，未未分級，談映後座談

平日‧相逢　每週三19:00
　又一年 普、千日千夜 護
　愛瘋了 護、派特森 護

浮光掠影-短片集　
　08/01 (六) 20:00   
　戶外放映：口香糖／盲人村／她他 輔12  談

　08/08 (六) 19:00 
　獨奏／那天星期三晚上／初潮 輔15

鑽出腦洞的電影
　08/15(六)19:00 頤和園 限

純屬虛構 Incredibly Fictional
　08/29(六)19:00  在黑暗中漫舞 輔12  談

紀錄片觀摩講座　 09:00-12:00
　08/02(日) 買房子賣房子 普 談
　08/16(日) 貢寮你好嗎？ 普 談
　08/30(日) 工寮 普 談

主題影展　每週日14:00
　大餓 護、曼菲 普 談
　過於寂靜的喧囂 限、青春後空翻 普
　一代茶聖千利休 護 

電影生活節特別放映　
　08/01(六)14:00  
　掌聲響起來：鳳飛飛祝你幸福—

　就是溜溜的她 普 談

　08/22(六)19:00 
　戶外放映：眷村電影院—

　飲食男女 護 談

視‧幻　每週五19:00
　分貝人生 護、返校 輔12

　狂徒 輔12、血觀音 輔15

親子專題　每週六14:00
　天鵝公主：皇室傳說 普、海洋奇緣 普
　小美人魚3：回到當初 普、冰雪奇緣2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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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館） 
 桃園區埔新路12號　 (03)335-7745
  週一至週日09:00-17:00 
(如遇夜間放映，延長至21:00閉館)

＊ 免費索票入場，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座。　＊ 因應防疫需求，入場民眾請配戴口罩。
＊ 索票請上KKTIX官網搜尋「桃園光影文化館」。7月25日09:00起開放8月場次，每場限索2張。

主題放映：夢想起飛 
　08/02(日)14:00 真愛每一天 輔12

　08/05(三)16:30 足夢少年 普
　08/05(三)19:00 知音有約 普
　08/08(六)16:30 小夢想家 輔12

　08/08(六)19:00 魔力女聲 普
　08/09(日)14:00 奇蹟熱氣球 護　
　08/12(三)16:30 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 普
　08/12(三)19:00 寂寞心房客 普
　08/15(六)16:20 馬克的異想世界 輔12

　08/15(六)18:50 芭蕾少女夢 輔12

　08/16(日)14:00 兔嘲男孩 輔12

　08/19(三)19:00 十月的天空 普
　08/22(六)16:00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護
　08/22(六)19:00 傻傻愛你傻傻愛我 普
　08/23(日)14:00 她們 普 談
　08/26(三)19:00 菜鳥新編劇 護
　08/28(五)19:00 百萬金臂 普
　08/29(六)18:50 女孩要革命 輔12

　08/30(日)14:00 萬萬沒想到 普

懷舊經典
　08/07(五)19:00 戲夢巴黎 限 
　08/14(五)19:00 臥虎藏龍 護 

樂齡有影
　08/09(日)10:30 天上再見 輔12  
　08/16(日)10:30  82年生的金智英 

（映前導讀） 普
　08/23(日)10:30 愛在他鄉 普 
　08/30(日)10:30 我的兼差媽咪 護 

親子同樂
　08/08(六)14:00 音速小子 普 
　08/15(六)14:00 笑笑羊大電影：外星人來了 普
　08/19(三)16:30 城市嘻友記 普 
　08/22(六)14:00 速成家庭 護 
　08/26(三)16:30 逆著風的旅行 普 

有求必映
　08/21(五)19:00 厄夜追緝令 護

 【影響‧影想】電影講堂
 3樓放映廳　  免費入場
短片也是電影嗎？

時間｜08/02(日)10:30-12:00　講者｜ 王允踰
動畫史！咦？

時間｜08/08(六)10:30-12:00　講者｜ 楊詠亘導演
宮崎駿皮克斯外的動畫世界

時間｜08/15(六)10:30-12:00　講者｜ 楊詠亘導演
紀錄片裡的真真假假

時間｜08/22(六)10:30-12:00　講者｜ 陳婉真導演
如何比真實還真實

時間｜08/29(六)10:30-12:00　講者｜ 陳婉真導演

 【魔法幻影】親子活動
 2樓研習教室
  臉書開放報名，免費參加， 保證金300元，10
組親子為限，額滿為止。適合年齡：8-11歲。

場景空間奇幻術

時間｜08/01(六)13:30-15:00、15:30-17:00
講者｜ 李伊珊、賴柏宗
奇幻光影變變變

時間｜08/15(六)13:30-15:00、15:30-17:00
講者｜黃洛琳 

平日‧相逢　每週三19:00
　又一年 普、千日千夜 護
　愛瘋了 護、派特森 護

浮光掠影-短片集　
　08/01 (六) 20:00   
　戶外放映：口香糖／盲人村／她他 輔12  談

　08/08 (六) 19:00 
　獨奏／那天星期三晚上／初潮 輔15

鑽出腦洞的電影
　08/15(六)19:00 頤和園 限

純屬虛構 Incredibly Fictional
　08/29(六)19:00  在黑暗中漫舞 輔12  談

紀錄片觀摩講座　 09:00-12:00
　08/02(日) 買房子賣房子 普 談
　08/16(日) 貢寮你好嗎？ 普 談
　08/30(日) 工寮 普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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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面對面分享如何實現你的電影夢

我的少女時代 知名電影表演工作者 許傑輝

一首搖滾上月球 金馬獎導演 黃嘉俊

食尚玩家 金鐘獎製作人蔡伊姍

桃園光影文化館電影放映廳

報名資格、方式請掃描右方

QR code
亞底米公關許小姐(02)2395-6810

報名資格：桃園市（國）高中職生與大專院校學生

報名方式：請掃描下方QR code進入活動表單，填寫報名

亞底米公關許小姐(02)2395-6810

這個夏天，讓網紅告訴你，如何用手機創作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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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77藝文町 
 桃園區中正路77巷5號　  (03)332-1969
 週二至週日10:00-22:00　
 休館日：週一

台藝大學生聯展

 08/01(六) -08/30(日)平日11:00-17:00，假日11:00-18:00
 六藝展覽坊　  自由入場　
將藝術融入生活，讓社會大眾對藝術作品有更深的認識，也給

我們這愛畫畫的學生更多鼓勵，產生創作動力。此次活動皆為

台藝大的在學學生12人聯展，分三次進行，每組展期10天。
增進友誼，以畫會友。

藝文町七桃文創市集

 每週假日13:00-18:00
 自由入場　  (03)332-1869
體驗職人手作的溫度，集合各類文創生活藝術，好看、實

用、好吃、有趣的手作攤位市集。

小売文創商品部
 01/01(三) -12/31(四)週二至週日10:00-22:00
 自由入場　  (03)332-1869
在地青年創作商品販售，桃園特色伴手禮、園區主題設計、六藝展覽坊展覽主題紀念

品、友善耕作產品推廣。

手作隨到隨上課DIY
 01/01(三) -12/31(四)週二至週日　  手作教室　
 付費課程　  (03)332-1869
週二至週日「隨到隨上課」，學生不需準備材料，一位也

開班，提供各年齡層的手藝課程，詳細課程時間請上桃園

77藝文町手作教室FB粉絲專頁查詢。

77Fun暑假－兒童藝術夏令營

 08/06(四) -08/27(四)平日13:30-17:00　  手作教室　
 付費課程，單堂費用：650　  (03)332-1869
喜歡畫畫，我們有，喜歡立體手做，我們也有！讓小朋友

暑假開心體驗各種媒材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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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手作課程、繪本導讀，讓我們一起度過快樂的四月！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00號　  (03)336-6860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信念」－田宜庭創作個展

 08/01(六) -08/16(日)　  土地公文化館401展間
 自由入場　  (03)336-6860分機416
生活中，我們都扮演各種角色，信念支配了我們的所做所為；而

逆境中，唯有正向力量，可以讓我們有智慧及勇氣前進。

 「上帝的門窗」－毛紫慧個展

 08/01(六) -08/16(日)　  土地公文化館402展間
 自由入場　  (03)336-6860分機416
據說上帝關了你一扇門，一定會為你再開一扇窗，但現實

沒那麼簡單，若要找到自己的那扇窗，除了要有一顆睿智

的心，還需要走一段黑暗孤獨的路，在路上有很多假窗以

及不屬於自己的窗誘惑你前往，若意志不夠堅定，一生只

能在迷途中度過……這是一個尋找窗的故事。

‧ 防疫宣導： 本館重新開放預約導覽服務。因應防疫需求，入館需配合量額溫、酒精
消毒、入館實名制登記以及佩戴口罩；入館後若能維持社交距離，則口

罩可取下。

各式手作課程

08/01(六) 植物方塊－無土創新植栽手作

08/02(日) 微小生活－創作陶偶　上午班（第一堂／共兩堂）

08/02(日) 微小生活－創作陶偶　下午班（第一堂／共兩堂）

08/08(六) 臺語繪本分享之父親節默契大考驗！
08/09(日) 微小生活－創作陶偶　上午班（第二堂／共兩堂）

08/09(日) 微小生活－創作陶偶　下午班（第二堂／共兩堂）

08/15(六) 皮革方塊零錢包
08/16(日) 乾洗手DIY課程
08/16(日) 祈願的時間。玻璃罩微景
08/16(日) 土地公公的守護－果實信物創作

08/23(日) 小山四季皂
08/30(日) 花草香氛蠟燭

 土地公文化館　  (03)331-5212分機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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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紛呈」－林賢郎個展

 08/22(六) -09/06(日)　  土地公文化館402展間
 自由入場　  (03)336-6860分機416
身為油畫創作者，將自我的人、事、物之間，藉由畫畫創作，用

各種不同的技法表現，以優雅的線條，豐富的色彩，交織成一幅

幅現代繪畫的影像，不同風格呈現，留給觀眾想像的空間。

藝桃趣

▼  水滴捏麵人課程
 每週三、六、日10:00-16:00 (或另行預約)
 土地公文化館205空間
 現場報名　  (03)336-6860分機413
水滴捏麵人師父可不只會捏麵人呢！吹糖、畫糖功力也是

一絕！吹糖完全不需模具，純手工拉型，你一定要試試！

▼  酷妹繪社課程
 浮水畫：08/16(日)10:30-12:00

 玻璃馬克杯彩繪：08/30(日)10:30-12:00
 土地公文化館204空間　
 請上土地公文化館官網報名　  (03)336-6860分機413
酷妹老師這次準備了浮水畫及玻璃馬克杯彩繪課程，歡迎

大小朋友一起動動手發揮創意，進入色彩的世界！

 親子手作課程

08/09(日)09:00-10:30 飛龍在天捏麵人
08/22(六)10:30-12:00 彈珠檯DIY

展覽系列活動

 懷舊電影

08/02(日)14:00-16:00 我是一片雲
08/16(日)14:00-16:00 六個嫌疑犯
08/30(日)14:00-16:00 俠女

 表演  

08/09(日)11:00-12:00  磐宇木偶劇團 
《土地伯伯護家園》

詳細活動內容和報名

請上土地公文化館官

網或FB粉絲專頁

 土地公文化館　
 (03)336-6860分機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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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HOUSE 135 
 桃園區復興路135號3樓　
(03)333-9885
 週一至週日08:00-17:00　

‧ 防疫宣導： 因應防疫需求，入館採實名制登記、需佩戴口罩，並配合測量體溫、酒
精消毒。

本劇以「人偶同台」的方式演出，讓觀眾在輕鬆熱鬧

的氣氛下，感染傳統傀儡戲之美。

 土地公文化館　  自由入場
 閩南及民俗文化科徐先生(03)332-2592分機8572

08/09 日

15:00-16:00 《嘉禮迎春戲元宵》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

Real Beauty－東南亞織品展

 07/04(六) -08/30(日)　  自由入場　  (03)332-2592分機8203
以東南亞女性的織品服飾及配件為主，展示織品多元的製作

方式及花紋，透過解說工法及觸摸體驗讓民眾親自感受布料

質地、織法的差異，也介紹印尼女性的「一生蠟染」，每階

段特定的圖像及特殊含意，最後以菲律賓移工藝術家Mario 
Subeldia的織品藝術創作，展現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及豐富性。

改編自傳統神話，故事結構清晰內容明顯易懂，全臺

巡演深獲好評，老少咸宜適合全家一同欣賞。

 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　  自由入場
 閩南及民俗文化科周小姐(03)332-2592分機8520

《西遊記－盤絲洞》
一心戲劇團08/15 六

18:00-20:00

以「相聲」與「雙黃」劇種為主軸，使觀眾在歡聲笑

語中，更能體會本土語言豐富的文化底蘊。

 土地公文化館　  自由入場
 閩南及民俗文化科徐先生(03)332-2592分機8572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續·相聲逗閩南》
08/23 日

10:30-12:00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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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憲光二村
 龜山區大同路138巷　  (03)319-7132
 週三至週六09:00-17:00　
 休館日：週日、一、二

憲光二村眷村生活常設展 
 01/01(三) -12/31(四)
 57號生活館　
 自由入場　
展出憲光二村原眷戶丁媽媽家懷舊眷村生活場景，丁媽媽

的廚房、窄小的房間與雙層床、掛著大地圖的客廳，讓人

一窺那些年在眷村艱辛卻溫暖的黃金歲月。

 

「一咖啡，一故事」憲光二村慢聊咖啡日

 08/29(六)15:00-17:00　
 榕樹廣場　
 自由參加
今天，這杯我請。手機時代你不會為心愛的人寫封信，不

會與同袍搶公共電話。到憲光二村咖啡攤領取故事小卡，

寫下一則小故事，即可兌換一杯咖啡，跟我說說您的故

事，讓未來的他們記得。現場還有音樂表演及手作活動，

邀你一起來慢慢散步、慢慢聊。

‧ 防疫宣導： 進入園區採實名制，請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及酒精消毒；額溫超
過37.5度者將婉拒入園，敬請見諒。

‧ 憲光二村自109年啟動第1期修復再利用工程，工程期間出入改由明德路203巷後
門，駐地工作站持續營運，歡迎大家的到訪。

大
同
路
1
3
8
巷

明德路203巷

入口

舊大門
關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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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眷村故事館
 龜山區光峰路43號　  (03)329-6662
 週三至週日10:00-18:00
 休館日：週一、二

‧團體預約導覽：週三至週日10:00-18:00，每團至多20人。
‧防疫宣導： 進入園區採實名制，請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及酒精消毒；額溫超

過37.5度者將婉拒入園，敬請見諒。
‧本館活動報名方式： 詳洽「龜山眷村故事館」FB粉絲專頁。本年度參與滿5場活動

者，可獲贈「故事館同學書包」，數量有限，歡迎踴躍參加。

相眷歡－桃園高中學生成果展

 06/20(六) -09/20(日)　  龜山眷村故事館2樓　  自由入場　
本年度與桃園高中合作「傾聽竹籬笆的聲音」課程，由老師帶領學

生進入眷村社區訪談耆老、田野調查，本展將呈現其成果，表現青

年世代對於在地的關懷與認識，使眷村文化持續傳承於年輕世代。

 「眷」永情話展
 08/22(六) -12/31(四)　  龜山眷村故事館2樓　  自由入場
眷村對於一般本省人而言，還是存在著族群的預設立場，因此時常

被認為是外省人（及家人）所居住的部落，而忽略了「眷村」本身

所帶有的多元族群特質。本次展覽我們從眷村家庭組成出發，透過

伯伯、奶奶的對話來顯示眷村文化的多元樣貌。

手作工作坊：造型杯子擠花蛋糕

 08/08(六)14:00-16:00　  龜山眷村故事館1樓文化客廳　
 材料費：50，報名請至「龜山眷村故事館」FB粉絲專頁
配合父親節，故事館特地舉辦造型杯子蛋糕擠花工作坊，為父親親

手製作擠花杯子蛋糕吧！讓擁有浪漫基因的學員，都能為自己最親

愛的父親，拉起繽紛花海的序幕，共同營造溫馨父親節。

我們即將巡迴小學說眷村故事喔！眷村胖卡回來囉！

(03)319-3198
憲光二村30號房舍 (龜山區大同路138巷)

詳情請至 眷村故事
蒐集站
FB粉絲專頁

國家文化
記憶庫
FB粉絲專頁眷村故事蒐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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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藝文中心
 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3樓，環球購物中心3樓　  (03)318-5119
 週二至週日11:00-19: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世界音樂在A8－聽見愛爾蘭

 08/07(五) -10/29(四)　  自由入場　
隔著10,148公里的距離，在擁抱由豎琴、小提琴、風笛、手風
琴以及民族樂器等相互交織的愛爾蘭風格音樂後，用雙耳貼近

對世界的想像。 

嗨！好久不見！白鷺鷥陶笛樂團與好朋友音樂會

 08/01(六)14:00-16:00　
 免費參加，請至官網報名(http://www.a8artcenter.com.tw/signup.php)
白鷺鷥是以小型合奏團結構為基礎， 以二到五個聲部的陶笛合奏音樂為主，由音樂
總監林世唐老師，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團員們組成，秉持著輕鬆玩音樂、快樂吹陶笛

的理念，帶給大家嶄新音樂饗宴。

音樂講座

 免費參加，請至官網報名(http://www.a8artcenter.com.tw/signup.php)

▼  極度冷門而不可缺席的電影配樂學　  08/01(六)16:30-18:00
由曾獲台灣四金獎項提名肯定的影視配樂音樂工作者—盧律銘，為大家揭開電影配

樂的神秘面紗。

▼爵士翻滾　  08/02(日)14:30-16:00　
方鏡興「鏡子」自組爵士吉他三重奏及Too Many Guitars爵士吉他五重奏，出沒於臺
北各大展演空間。他將用輕鬆愉快的方式與大家分享迷人至極的爵士音樂。

▼優雅微醺Gypsy Jazz　  08/09(日)14:30-15:30　
Gypsy Jazz起源於1930年代的法國，通常被稱為Jazz manouche，除了爵士樂的微醺
搖擺節奏及即興演奏，更多了吉普賽民族如火的熱情和法式香頌的細緻優雅。

▼玩樂女笙　  08/15(六)14:30-15:30　
李俐錦是少數演奏及創作兼具的音樂家，曾用古樂器「笙」演奏《瑪莉歐兄弟》，進

而躍上英國《BBC》和美國《時代新聞》。她將介紹傳統樂器「笙」，以及音樂演奏
的多樣性。

▼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吳欣澤的世界音樂之旅　  08/22(六)14:30-16:00
留著噶瑪蘭族血液的吳欣澤，從小聽著阿嬤哼著沒有歌詞的古調當搖籃曲，碰觸到印

度傳統音樂西塔琴後，如宗教般空靈的樂聲，翻轉了自己的音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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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 粉絲專頁

▼手風琴的異想世界　  08/29(六)14:30-16:00
黃婕老師將帶我們認識按鈕手風琴和鍵盤手風琴的差異、手風琴的結構還有演奏方

式，更重要的是手風琴的音樂文化與故事，帶著我們進入世界各國的音樂饗宴。

打開書、唱跳出我們的故事！

 08/08(六)11:00-12:00(上午場)、13:00-14:00(下午場)　
 每場次限10組名額，請至官網報名(http://www.a8artcenter.com.tw/signup.php)
邀請父母與小朋友進行親子肢體律動，在故事、音樂與唱跳之間，不僅可以鍛鍊小寶

貝大肌肉、小肌肉成長，進而刺激多元領域學習，更能透過五感體驗故事的各種趣

味！

   

 www.tmofa-hengshanawards.com.tw/
  桃園市立美術館(03)286-8668分機8005

07/01 三 ─08/31 一

Exhibition Venue
展覽地點

Application periods
初選徵件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oyuan

中壢藝術館展覽室
Zhongli Arts Hall - Exhibition Room

  桃園市立美術館(03)286-8668分機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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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駐館計劃＃邱懷萱

 08/22(六)、08/23(日)14:00-16:00
 5樓教室　  須先報名　  (03)286-8668分機8009
藝術家駐館活動力邀藝術工作者前來駐館，與民眾互動，亦結合各

檔期展覽主題與館內兒童藝術圖書資源，設計一系列適合親子參與

的創作體驗工作坊。

聽損兒童藝術共融－應用劇場工作坊 
 第一梯次：08/22(六) -08/23(日)，第二梯次：09/05(六) -09/06(日)
 5樓劇場　  須先報名　  (03)286-8668分機8006
透過應用劇場工作坊，由知了劇團的專業老師引導，建立無障礙學

習環境，讓聽障學員們學習運用戲劇與藝術創作表達自我與宣洩情

緒，與親人分享自身的故事。

書藝同行－橫山書法藝術館文化平權系列活動

 須先報名，詳見官網　  (03)286-8668分機8007

▼  藝起玩書法－跨齡書藝工作坊

 第二梯次：08/07(五) -08/08(六)　  5樓教室
  招收對象：小學四年級以下學童及家長、祖父母，名額：限5組
(每組3-5人) ，費用：300／組 (含2天材料費、午餐、保險費)

以「家」的空間概念結合書法藝術書寫，領會書篆之美。

▼  書寫原動力－原住民書藝工作坊

 第一梯次：08/14(五) -08/15(六)，第二梯次：08/28(五) -08/29(六)　
 第1天：5樓教室，第2天：桃園區原住民族集會所
 招收對象：國小、國中原住民學生及家長，名額：每梯次20人 

 費用：100／人 (含2天材料費、午餐、保險費)
透過原住民及象形文字體驗書藝創作。

▼  書寫世界風－新住民書藝工作坊

 第一梯次：08/21(五) -08/22(六)，第二梯次：09/19(六) -09/20(日) 　
 第1天：5樓教室，第2天：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302教室
 招收對象：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名額：每梯次20人 

 費用：100／人 (含2天材料費、午餐、保險費)
以多元有趣的方式深入淺出賞析書法的傳統與創新，並結合書寫練習。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28號5、6樓　  (03)286-8668
 5樓：週二至週日10:00-17:00　

　 6樓：週二至週六10:00-21:00、週日10:00-17:00　
 休館日：週一、每月最後一週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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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藝術家：劉其偉、賴傳鑑、林智信、趙國宗、張心龍、徐瑞憲、黃坤伯、游孟書

      邱懷萱、羅喬綾、李仲程 (依出生年代排序)

特 別 感 謝：國立歷史博物館、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財團法人劉其偉文化藝術基金會、尊彩藝術中心

 週二至週日10:00-17:00　  自由入場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03)286-8668分機9007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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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兒童藝術村
 蘆竹區吉林路44號　  (03)222-2277
 週二至週日09:00-18:00　
 休館日：週一

 《自在歡喜》郭俊男雕塑展
 06/25(四) -08/16(日)
 共學展示樓　  自由入場
郭俊男擁有獨樹一格之藝術語言，擅於捕捉喜悅與歡樂之神韻，

以雕塑創作將開懷生動的笑容，結合藝術呈現。豐富經歷及精湛

熟練的技法，將每一刻笑容的生命力，詮釋於雕塑之世界。

台北曲藝團：朗朗兒讀

 每週六14:30 (08/08停演)　  演藝場　  自由入場
台北曲藝團新推出「朗朗兒讀」演出，由兒童朗誦詩詞散

文等文學作品，相信會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適合

年齡為6歲以上。

南崁文化協會2020兒童影展×公共電視系列講座
 週日14:30-16:30　  演藝場　  須先報名，免費

▼  台灣特有種：翡翠樹蛙　  08/02(日)　座談嘉賓：傅偉智、莊博鈞

▼  一隻鳥仔哮啾啾　　　　  08/09(日)　座談嘉賓：周智勇

▼  年尾巴　　　　　　　　  08/16(日)　座談嘉賓：楊婕

親子藝術學習體驗課

 08/01(六) -08/31(一)
 共學展示樓　  費用：150起
課程內容包含心靈禪繞、多肉培栽，歡迎爸爸媽媽跟小朋

友一起動手做，在藝術村度過歡樂的時光。

藝童FUN暑假：藝童工作趣～工藝創想夏令營
 08/03(一) -08/08(六)　  人文藝術諮詢教室　
 須先報名，費用：桃園市民藝文推廣價9,800
講師：程逸仁、劉俊卿、蘇志誠等

 週二至週日10:00-17:00　  自由入場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03)286-8668分機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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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大溪大禧活動訂為8月1日至13日，今年大溪大禧將結合大眾
祈福平安、振奮與鼓舞人心，打造一場別開生面的「關公online!」
城市祭典！規劃精彩的開幕晚會「大溪霹靂夜」、週末的「金喜大

廟市」以及特展「遶境事務所」，同時運用線上無遠弗屆的傳播

力，製作互動設計遊戲、品牌形象網站及活動直播節目，貼近防疫

新生活也擴大參與的管道，同時媒合設計師規劃平安福袋、聯名商

品，建立活動品牌識別性，期提升大溪各層面之國際化。

大溪大禧特展－遶境事務所
 08/01(六) -08/30(日)每日10:00-17:00，遶境期間08/11(二) -08/13(四)休館
 大溪普濟堂會議室2-3樓 (大溪區普濟路124號)　  自由入場　
以「遶境事務所」為主題，規劃2樓展場為「天界慶生會」、3樓為「人間應援團」，採
集展出大溪由迎六廿四而延伸出來的宗教生活文化。

展覽

活動
大溪大禧開幕－

與神同巡！大隊齊遶境
  08/01(六)15:00-17:00　  大溪普濟堂
隊伍擷取「迎六月廿四」遶境精華、重新

組合傳統序列，邀集31社招牌陣容，讓祭
典門外漢也能輕鬆飽覽遶境精華。

關公on Line
  08/01(六) -08/30(日)線上互動

 詳情請上官網　
大溪大禧將首創最有趣亦富含故事性、知

識性以及趣味性的線上祭典。

金喜大廟市　
  08/01(六)13:00-21:00

 08/02(日)11:00-17:00
 08/08(六)、08/09(日)11:00-17:00

 大溪中正公園騎馬銅像廣場 
 (大溪區普濟路37-2號)

以「遶境延伸而出的生活」為主題，打造

一場為遶境大暖身心的金喜大廟市！

大溪霹靂夜　
 08/01(六)18:30-21:00　  大溪普濟堂
以「夜練擂台」結合社頭拚場的battle概
念，打造精彩的技藝拚場大擂台。

防疫保平安小旅行
  07/20(一)於KKDAY平台開賣
 https://www.kkday.com/zh- tw
暑期來大溪戶外出遊並參與廟宇慶典，健

康強身又保平安。

社頭親子體驗活動
  08/09(日)14:00-17:00　
 大溪中正公園騎馬銅像廣場 

 (大溪區普濟路37-2號)

透過趣味互動和遊戲式體驗，讓親子觀眾

也能認識台灣傳統在地民俗文化。 

 https://www.daxidaxi.tw/　  大溪木博館(03)388-8600
大溪大禧 Daxidaxi

FB粉絲專頁
大溪大禧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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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木博館壹號館‧穿越時空玩大溪

 01/01(三) -12/31(四)
 壹號館 (大溪區中正路68號)　  自由入場　
大溪城鎮自清末發展至今已逾百年，每個時代對大溪都有自己的

詮釋。由擅長木偶、自動裝置的工藝家銀濟春創作，用三組可愛

的大溪故事木裝置呈現不同時期的街屋生活文化。讓我們一起隨

著時空旅人阿鏡，穿越時空看大溪。

 「大溪人‧生活與歷史」常設展
 01/01(三) -12/31(四)
 四連棟 (大溪區普濟路23號)　  自由入場
在大溪歷史發展脈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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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聚落發

展、文教藝術，以及所打造的精采故事。

 「闖」入古宅！新嫁娘的挑戰︰李騰芳古宅互動展
 01/01(三) -12/31(四)
 李騰芳古宅 (大溪區月眉路198巷32號)　  自由入場　
透過情境佈置復舊了1950年代的古宅，並從李家女性的視角出
發，在「結婚」這道關卡，會遇到哪些挑戰呢？

 「咪咪義勇軍招募站」：親子互動空間
 06/02(二) -12/31(四)
 李騰芳古宅 (大溪區月眉路198巷32號)　  自由入場　  (03)388-8602
保護李宅的咪咪常常被到處搗蛋的老鼠們搞得筋疲力竭，希望能招募勇敢的你一起來

保護李宅，跟著咪咪小隊長，一起成為義勇軍的一員吧！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大溪區普濟路11號後棟2樓　  (03)388-8600
  壹號館、武德殿、四連棟、藝師館、木家具館、木生活館、
李騰芳古宅、工藝交流館：週二至週日09:30-17:00　
 休館日：週一

‧ 導覽服務(老城區及李宅)： 
　平日學校機關團體預約導覽申請（請上官網詳閱規則）

　 假日定時導覽服務（10:30及14:30各一場，每場50分鐘，集合地點：壹號館、李騰
芳古宅）

‧  親子童玩體驗：每週六14:00-15:00，李宅左外護龍教室（須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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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復一日木復一木︰大溪木藝的世代傳承與創新教育

 01/17(五)起
 藝師館 (大溪區普濟路52號)、工藝交流館 (大溪區普濟路5號)　
 自由入場　
邀請觀眾一起走進木藝職人的承傳日常，並且看見在循環往復之

間，萌發的創新與教育之芽，如何變成活潑有趣的木知識，讓木

藝持續在大溪，日復一日地綿延下去。

▼  刨木體驗活動
 07/11(六)起例假日及國定假日15:00-16:00　  工藝交流館
 名額：20名／場次，開放報名：14:50，最後報名：15:55　
木藝進入校園，小孩拿起刨刀、線鋸或是手搖鑽各個架式十足，搭配「日復一日 木
復一木」展覽，讓遊客也能體驗到傳統手工具的魅力所在。

大溪．探個路︰大溪交通運輸發展特展

 02/21(五) -11/29(日)
 大溪木博館武德殿暨附屬建築 (大溪區普濟路33-3號)　
 自由入場　
大溪，曾是淡水河上游重要的沿山貨物集散中心，交通不像今日

發達的年代，人們如何來到大溪？讓我們跟著不同時代的旅人，

一窺大溪有意思的交通發展！

 「木與石的對話」木生活館開館特展
 06/17(三) -09/06(日)
 木生活館 (大溪區普濟路21-3號，原蔣公行館)　
 自由入場　  黃騰國際行銷有限公司0975-185399
蔣公行館乘載一段以人物為主題的台灣歷史，未來以「木生活

館」與民眾對話，讓民眾在藍白風格的建築下，體驗木藝、美

學、新生活。

▼  木生活館導覽
 08/26(三)14:00-14:30　  免費參加
從空間談蔣公生活史與行館的歷史、從特展談大溪歷史、地理環境與木藝歷史。

▼  木石‧對話－佐安老師教您做石與木的彩繪藝術創作

 08/01(六)14:00-15:00　
 預約報名，限12人內，推廣價：500／人

 預約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yFCSZrsqZsTJZL18
感受石與木的生活美學，自由設計圖形，挑選適宜的木材彩繪，最後再以空氣鳳梨融

入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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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承文化－劉清剋館長教導大家以多媒材結合製作酷酷的關刀燈                                                                         
 08/08(六)13:00-16:00　  預約報名，限12人內，推廣價：1,250／人
預約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hmP1qjHyQUdP6A5F9
講師敘說農曆六月二十四日節慶故事，及文化傳承的意義，指導民眾手作關刀燈。

▼  木‧藝生活－ 大溪在地木藝職人指導木器皿製作的基本工法， 
創造具特色的食藝木餐盤                                                                    

 08/15(六)10:00-12:00　  預約報名，限12人內，推廣價：500／人
預約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8bREZ4QAdhExAKtEA
學員感受發自木頭的觸感、溫度與自然紋路，藉由工具的使用，學習完成迷人的木餐

盤，並進行點心品嚐。

 「木職人的幸福提案」木家具館開館特展
 06/17(三)起　  木家具館 (大溪區普濟路21-3號，原公會堂)　
 自由入場　  (03)388-8600分機230
「木家具館」是一棟大溪所有木職人共同期盼已久的家。首展透

過每位職人為自己最愛的家人製作一件專屬的家具，展現內心那

股最單純溫柔的力量。

木藝扎根推廣課程

 木藝體驗教室 (面向武德殿右方小屋)
 預約報名網址：https://reurl.cc/WdQGgL　  梁小姐(03)388-8600分機307

▼  造型筆插　  08/18(二)14:00-16:00　  費用：200
講解製作造型筆插所需的工具和流程，設計及繪製造型圖案及筆插位置，示範弓形鋸

及手搖鑽操作、鋸切、砂磨、膠合。

▼  卡卡魯班　  08/22(六)14:00-16:00　  費用：200
從木工的基本測量和畫線開始，並讓小孩完成一台造型汽車，開往大溪舊時光。

▼  現代大溪城　  08/25(二)14:00-16:00　  費用：150
介紹大溪建築特色介紹、牌樓紋飾的意涵，繪製屬於自己的牌樓故事，示範鋸子的操

作、鋸木、砂磨、組裝。

街角館木體驗：三和小木匠田園生活營 
 08/03(一) -08/07(五)09:00-17:00，不過夜　
 三和木藝工作坊 (大溪區康莊路671巷36號)
  費用：原價8,500／人，結伴成行價7,800／人　  陳小姐0980-211492
一探徜徉在大溪的田園生活，再探傳遞木工藝職人精神的基地。報名費用包含雕刻

刀、工作包、工作圍裙、木作抹刀、三角幾何、小板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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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瓜藝文館
 電話預約 (週一至週五09:00-18:00，週六至週日09:00-20:00)
 大溪區和平路29號　  廖小姐0932-364688

街屋藏寶盒DIY　  須先報名，費用：200　
大溪街屋正面是西洋牌樓，前面有騎樓，後面是清代自造「斗子砌」左側為「土埆

專」，右側為「穿瓦衫」，可以當存錢筒、手機座或是筆筒喔！

彩繪陀螺DIY　  須先報名，費用：100／份　　
彩繪木製陀螺之後還可以學習打陀螺技巧，寓教於樂。

木製彈珠台DIY　  須先報名，費用：250／份　
以木面鑲嵌接榫組合成立體模型，是最佳傳統桌遊，寓教於樂。

新南12文創商行  大溪區中山路12號　  (03)388-4466

什麼！大溪居然可以過2個年？　  08/01(六)、08/02(日)13:30-15:00　  須先報名
大溪居然可以一年過兩個年假，而且第二個過年還比農曆年更熱鬧，到底是為什麼

呢？就讓我們跟著故事老師一起穿越時空瞧瞧發生了什麼事吧！

笑班市集　  08/08(六)12:00-17:00　  自由入場　
這群日本媽媽，用手感的溫度，把對家鄉、孩子、生活的期待，一針一線縫製成一件

件的生活小物，讓我們也能一起互道一聲"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桃媽田野工作室  大溪區中山路66號　  林小姐0933-328051

大溪山城百年繞境的傳說故事　

 08/06(四) -08/08(六)、08/10(一) -08/11(二)14:00-15:30　
 預約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V3yyA，費用︰150／位，每場限12位小朋友
帶領孩子們彩繪遶境的將軍臉譜，利用紙箱模擬將軍身軀，再沿著最美的公會堂河岸

步道出陣遶境！對象為幼稚園中班至國小學童，需親子同行。

微笑蒔光  大溪區月眉里246巷45號　  (03)388-0811

戀戀月眉︰攝影‧詩展　  週五至週日11:00-18:00　  自由入場
用在地素人的筆桿，紀錄農村生活的點滴。用不同的鏡頭視角，捕捉愛戀的月眉。

「街角館及共學夥伴」是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民間夥伴。它是從「街角博物館」的

概念衍生而成，在我們生活的街道上，將看似平凡的日常經驗，轉化為別具意義的文

化展示；每個人的生命小故事，都是街角館蒐藏、展現的珍寶。館舍依所在地區劃分

為「老城區」、「河西區（南興、埔頂）」、「月眉區」、「內柵與頭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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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系列　

 週日至週四13:30-16:00　
 須先報名，每月另有優惠專案。活動詳見「微笑蒔光」FB粉絲專頁　
 陳老師0953-631960

 《慢時光》手作－木質壁掛鐘　   費用︰暑假特惠300 (6人以上即可預訂)
傳授壓克力彩繪及樹酯土捏塑技巧，設計一個獨一無二的木質掛鐘（含外盒包裝）。

 《生活雜貨》手作

▼  花漾帆布收納包　  費用︰200 (10人以上即可預訂)
現場提供多樣的圖案與素材，無須美術基礎也能創作出實用美觀的帆布收納袋。

▼  多肉創意組盆　  費用︰250 (8人以上即可預訂)
當掌葉蘋婆遇上多肉別具心型的浪漫，再添加鋁線或原木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

優閒午茶手作時光－超值午茶組+DIY
 費用︰優惠450 (4人以上即可預訂、5人以上可享VIP和室包廂、10人以上即可包場)
讓午茶時光變得更文青～手作教學約40-60分鐘+水果、甜點、蛋糕拼盤+午茶飲料。

寺日工作室  大溪區仁和路二段190巷478號　  張小姐(03)390-0127

服裝再製工作坊　

  7日前預約，請至官網預約https://aglassoftime.com/invitation/，收費標準請見官網　
我們以推動「服裝再製技術」及提供負責任的生產，推動地方創新力量及女性就業平

等，提供：圍裙、時尚購物組（零錢包＋側背包）及輕便背包等體驗活動。

柳山咖啡
 電話預約 (13:00-18:00，週二公休)
 大溪區大鶯路1121號　  吳先生0913-179812

咖啡繪畫體驗工作坊　   須先報名，費用︰350
使用咖啡液為素材作畫（人物、風景皆可自備相片或手機照片），可以同時品嘗好咖

啡與創作體驗。報名費用含咖啡液、畫紙，現場提供畫具使用。

木頭彩繪DIY　   須先報名，費用︰180起
木頭結合彩繪，帶一個溫暖的木頭回去。材料費180元起，依現場挑選木頭大小為
準，含木頭與顏料，現場提供畫具與圍裙。

下街四十番地  大溪區和平路88號　  (03)388-2518

原木風車DIY　  週六、日10:00-17:00　  須先報名，費用︰350
以檜木、黑檀木、花梨木等原木木片製作的原木風車。須提早14天前預約，預約請洽
連絡電話或「下街四十番地工房」FB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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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9巷101號　  (03)389-6322
 週二至週日08:00-17:00
 休館日：週一

 「gluw伴」常設展
 01/21(二) -12/31(四)　  1樓第1展間　  自由入場
為「文化保存與推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透過展覽結合傳統與現代跟在地生活及藝

術，能讓參與民眾感受到原住民族人與文化及環境三者彼此間緊密的關係。

靜寂的盛典：「她鄉」議題展

 06/12(五) -09/13(日)

▼  法芙魯安‧恩萊勇　  2樓第2展間　  自由入場
法芙魯安˙恩萊勇（Vavulengan Lanyun ）是排灣族藝術家，創
作是在現實生活與記憶空間的轉換媒介，亦是某種懷想與寄託。

▼  林介文　  2樓第3展間　  自由入場
林介文是太魯閣族藝術家，其作品總可見一種過去與現在、她與

「她們」的精神、情感連結。

阿邁‧熙嵐個展

 03/08(日) -09/13(日)　  2樓藝文迴廊　  自由入場
泰雅族畫家阿邁˙熙嵐從小受到父親影響而開啟繪畫之路，此次作品可看出女性對藝
術家在各種情感層面的影響。

08/14(五) -09/30(三)　開幕活動  08/14(五)　  自由入場
 桃園市八德區餘慶堂 (八德區建國路168號)
 展覽聯絡人：黃小姐(03)332-2592分機8605

09/20(日)  《晨間飛行》情境式導覽劇場 (限額30名)

09/26(六)、09/27(日)  布萊克刮鬍刀《任務代號： 
卓根雷帝》實境解謎 (限額30名)

 上午場10:30、下午場14:30　
 桃園市市定古蹟—前空軍桃園基地　

  採報名制。預計於活動前一個月開放網路報名，確認報名後
寄出行前通知，詳情以FB粉絲專頁網路公告為主。
 系列活動聯絡人：劉先生(03)425-7592

展覽資訊

古蹟日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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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國中校長宿舍」興建於民國42年，為楊梅國中
創校校長張芳杰故居。張芳杰校長發動地方捐獻、學

生造校，克服財力缺乏，成功創建楊梅中學，體現客

家人克勤克儉、重視文教、團結合作的精神。為了發

揚張芳杰校長的創校精神，將藉由活動的辦理傳承在

地客家文化，希望以創意多元的方式呈現在地風情。

 楊梅故事園區A棟
 (楊梅區校前路49號)

 文化發展科
 (03)332-2592分機8206

楊梅故事園區暖身活動

永不凋謝的花朵－蓪草花
 08/01(六) -08/30(日)週三至週日10:00-17:00　  自由入場

展覽

活動 客庄微旅行－走讀客庄楊梅壢
 08/01(六)09:00-16:00
 請洽FB粉絲專頁報名，人數：30人
跟著文史工作者一起走過客家先民的開

墾之路，了解客庄聚落的形成與自然和

諧共存的永續環保循環的生活樣貌。

行程規劃  楊梅火車站後站→棧道漫遊
老坑溪→月眉公園夾漥潭→三七南北兩

圳源→土牛隘寮舊歲月→大模開基祖祠

堂→鄭大模祖祠堂午休用餐→鄭屋田頭

老伯公→三七水利可礱穀→諸協和入伯

公祠→楊梅大廟伯公山→梅園香飄故事

館→賦歸（※可代訂便當）

夏日風情野餐音樂會
 週日10:00-14:00　  自由入場
•08/02(日) 葫蘆絲演奏
•08/09(日) 富岡國小直笛社
•08/16(日) 電子琴鍵盤好好玩
•08/23(日) 快樂來唱歌　

  【大樹講堂】楊梅人談楊梅事 
－我在梅中的日子

 08/08(六)14:00-16:00                         
 請洽FB粉絲專頁報名，人數：20人　
主講人：黃耀祿校長（前永平工商校

長、楊梅中學傑出校友）

講題：楊梅人談楊梅事～梅中人談梅中　　

  「繪我楊梅壢」－繪本創作
 08/09、08/16、08/23、08/30(日)

 14:00-16:00                         
 請洽FB粉絲專頁報名　
將學員作品透過繪本設計，創作屬於楊

梅在地的故事繪本，成品將於故事館中

展出。

共下來去醬好市集
 08/22(六)09:30-14:00　
 自由入場
手作文創×街頭藝人表演

第2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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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圖書館  
 每週一至週日開館　
 休館日：08/27(四)

主題書展：與書同行，書寫我的閱讀日記　05/01(五)-08/31(一)　4樓分區資源中心　

主題書展：職場菜鳥生存術　07/01(三)-08/31(一)　4樓分區資源中心

英文故事魔法盒：唱跳英文‧繪本舞功秘笈　

08/02(日)10:00-12:00　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泰愛母親節－泰國文化宣導與茉莉花環製作　

08/16(日)13:30-16:00　文化局5樓研習教室

歡慶國慶日－越南文化宣導與斗笠繪畫　08/30(日)13:30-16:00　文化局5樓研習教室

說故事時間　週六、日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8/08(六) 同言童語故事時間／張淑芳、潘雪惠主講
08/09(日) 皮皮貓和他的四顆帥鈕扣／斑馬花花故事團主講
08/15(六) 你叫什麼名字？／卞張初枝、郭貴珠主講
08/16(日) Fairy Story／吳淑琨(Sue)主講
08/22(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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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分鐘，洽詢：兒童室(03)332-2592分機8409
08/23(日) 魔法故事時間／快樂魔法劇團金魚媽媽、羅瑞亮主講
08/29(六) 創思說故事時間／簡佩瑤(yoyo)主講
08/30(日) 兒童故事劇場：夢是什麼樣的柬西／大象親子劇團主演

影片欣賞　每週三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8/05(三) 尖叫旅社3：怪獸假期 普  08/12(三) 動物方城市 普
08/19(三) 大雄的南極冰天雪地大冒險 普 08/26(三) 歡樂好聲音 普

桃園區縣府路21號 (03)332-2592分機8409兒童室、分機8412圖書室

收納達人在我家　07/31(五)-08/26(三)08:30-21:00　桃園區各分館圖書展示區

良好的教養與學習成效／葉明修　08/01(六)09:30-11:30　埔子分館2樓文化教室

斷‧捨‧離－極簡收納教學／陳映如　08/15(六)09:30-11:30　桃園分館1樓大廳

父母B+就好－不完美更美／許陳玉玫　

08/29(六)09:30-11:30　會稽分館1樓研習教室

桃
園
區

桃園分館 /民權路32號 (03)337-2160 中路分館 /宏昌七街166號 (03)220-4807
會稽分館 /自強路217號 (03)335-6165 埔子分館 /同安街601號 (03)317-6480
大林分館 /樹仁二街37號 (03)362-0435

總
館

44



每場次活動可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教師研習時數�小時
報名方式：桃園市立圖書館首頁→活動報名 電話報名：（��）���-����分機����

如詩的故事⸺看著骷髏，解讀鍾肇政最美的小說｜林央敏
��/��(六)��:��-��:��｜八德分館�樓研習教室

從金閣寺談鍾肇政翻譯的日本文學｜陳銘磻
��/��(日)��:��-��:��｜中壢分館�樓研習教室

帶你遊夢幻草原⸺插天山之歌裡的文學地景｜張捷明
��/��(日)��:��-��:��｜紅梅分館�樓里民集會所

鍾肇政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莊華堂
��/��(六)��:��-��:��｜新屋分館�樓研習教室

從〈輪迴〉、〈中元的構圖〉和《八角塔下》談鍾肇政先生的宗教情感｜向鴻全
��/��(六)��:��-��:��｜龍岡分館�樓多功能教室

徵選資格

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惟須以繁體中文書寫。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

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徵件類別

短篇小說類、報導文學類、新詩類、童話類、散文類

截止收件日期為8月10日止。徵件方式可為紙本或線上送件。紙本投件請郵寄
22147汐止厚德郵局第30號信箱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工作小組　邱小姐收，線上
投件請參考活動官網。

廖輝英 日寫一篇耕心田
14:00-16:00 地點：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鍾文音 浮生的日常與創作靈光
14:00-16:00 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向鴻全 離散與記憶
14:00-17:00 路線：中壢

文學沙龍

大河小說
導 讀 會

作家散步地圖

(六)

(六)

(日)

(六)

(六)

(六)

文學沙龍

簡李永松、張英珉 故事在發育
14:00-16:00 地點：沐詞間 Muzspace

傅正玲、李欣倫 女也 Her eyes/ Eyes on her
14:00-16:00 地點：書帶蕨 Vittaria Café

葉公誠、趙啟運 文字聲響
14:00-16:00 地點：Webberhood Coffee

2020桃園鍾肇政
文學獎官網

  詳細資訊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張小姐(02)8692-5588分機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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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象榮：陳榮昌水墨個展　07/17(五)-08/31(一)　中壢分館3樓藝文展覽區
陳榮昌來自香港，因喜歡臺灣的藝術文化，成為臺灣的新住民，有

感於非洲大象因象牙買賣面臨滅絕危機，希望藉此展覽表現大象可

愛、和平及善良的一面，引起大家關注，停止屠殺，讓大象能夠欣

欣向榮。

主題書展：父親節　08/01(六)-08/31(一)　中壢分館1樓大廳 

主題書展：英文閱讀　08/01(六)-08/31(一)　中壢分館1樓大廳

父親節手沖咖啡藝術／洪富美　

08/01(六)10:00-12:00　中壢分館3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環保生活DIY講座　週二09:00-12:00　中壢分館3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08/04(二) 造型手工皂／石彥豪　　　　08/11(二) 環保清潔劑／石彥豪
08/18(二) 石頭香氛蠟燭設計／楊年玟

親子科學DIY講座　每週三09:00-12:00　自強分館4樓創意工作坊　※須先報名
08/05(三) 足球機器人／林易璁　　　　08/12(三) 鐘擺企鵝／林易璁
08/19(三) 火箭升空／趙祺弘　　　　　08/26(三) 動物積木／趙祺弘

多元文化親子DIY講座　週四、五09:00-12:00　龍岡分館4樓多功能教室　※須先報名
08/06(四) 日本鯉魚旗製作／劉育　　　08/13(四) 泰國防蚊香茅水／林慧真
08/20(四) 南島原始部落刺繡／洪藝芳　08/28(五) 印度彩繪／顏苾盈

學好21世紀英語學習力與自學力／許皓　
08/15(六)14:00-16:00　中壢分館3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歡樂週末親子說故事活動　週六14:00-15:00
中壢分館1樓兒童室
08/08(六) 和孩子同一國系列繪本／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08/22(六) 爸比Love U／妞妞老師
內壢分館2樓兒童室
08/01(六) 爸爸大對決荒島釣魚記／龍龍老師、小潔老師、麗麗老師
08/15(六) 聽說溪邊有企鵝／東東老師
08/29(六) 和孩子同一國系列繪本／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龍岡分館2樓兒童室
08/08(六) 爸比Love U／惠惠老師 
08/22(六) 和孩子同一國系列繪本／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自強分館2樓兒童室故事角
08/01(六) 爸爸總是有辦法／東東老師 
08/15(六) 我愛你／龍龍老師、小潔老師、麗麗老師
08/29(六) 聖塔菲的巫婆／東東老師

中壢分館 /中美路76號 (03)422-4597 內壢分館 /光華三街10號2樓 (03)455-6186
龍岡分館 /臺貿一街100號 (03)286-8500 自強分館 /強國路60號 (03)451-0016

中
壢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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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
竹
區

蘆竹分館 /五福一路255號 (03)352-6811 大竹分館 /上興路155號 (03)313-8034
南崁分館 /南崁路138號 (03)322-1093 山腳分館 /山外路117號2樓 (03)324-1325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 /五福一路255號4樓 (03)352-6811

手做立體繪本／呂淑恂(小恂)　
週六13:30-16:30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研習室　※須先報名
08/15(六) 繪本遊樂園　　08/29(六) 繪本小森林

親子「享」故事：狐狸孵蛋、步步回憶樹、維京／栗子姊姊

08/16(日)10:30-11:30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研習室　※須先報名

讀書會：兒童文學同好俱樂部－閱讀孩子的內在：內心沉重的回憶／黃淑貞

08/17(一)09:30-11:30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研習室　※須先報名

倪瑞祺書法展　08/01(六)-08/30(日)08:30-17:00　龜山分館1樓展覽區
書法貴在用筆，用筆貴在用中鋒。在長年累月的臨摹下，體悟其運筆，用鋒而令線條平

整無缺，又避免漲墨；行筆流暢而勁挺。以古人碑帖為師，體會其中玄妙。

閱讀推廣活動：夏日音樂饗宴　08/15(六)14:00-16:00　龜山分館4樓演藝廳

假日故事屋　每週日15:00-16:00　龜山分館1樓兒童閱覽區

龜
山
區

龜山分館/自強南路97號 (03)329-0939　大崗分館/大崗里20鄰大湖55號 (03)327-0682
山德分館/頂興路2巷14號3樓 (03)350-8897　迴龍分館/萬壽路一段42號4樓 (02)8200-6787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嘟嘟說故事列車活動

每週日①10:00-11:00、②11:00-12:00　內壢分館2樓兒童室　
08/02(日) ①天空中的藍精靈②點亮水中光明燈的人
08/09(日) ①外婆家的埤塘②寄居蟹小又　　　08/16(日) ①聽說溪邊有企鵝②河川怎麼了
08/23(日) ①桃花源七十二變②奶奶的老朋友　08/30(日) ①小美人魚「藻」不到②虎牙
每週三①14:00-15:00、②15:00-16:00　自強分館2樓兒童室故事角　
08/05(三) ①夢想起飛②夢遊茶廠　　　　　　08/12(三) ①北極熊小嘟②大頭的午睡
08/19(三) ①最特別的玩具②不塑小豬PK塑料怪
08/26(三) ①在池塘邊等我②老爺爺出海去

 06/17(三) -09/08(二)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　  自由入場

小歌唱家～朗讀兒歌‧舞出旋律
 08/01(六)10:00-12:00 

小繪畫家～方寸作畫‧塗鴉故事
 08/22(六)10:00-12:00 

展覽
活動

推廣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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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電影院　每週六14:00　山腳分館視聽室
08/01(六) 我的小行星 普　08/08(六) 我們這一家劇場版︰超能力花媽 普
08/15(六) 玻璃兔 普　　　08/22(六) 丁丁歷險記 普　　　08/29(六) 超人特攻隊 普

［蔡子萱話說人身音樂］
金牌女團仕女聲Gentlewomen示範演出
蔡子萱  Stella  08/29(六)14:30-16:30  5樓團體視聽室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03)286-8868分機2021
活動日前一個月開放報
名，請上官網「全市公
告/活動報名」查詢。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閱讀推廣活動
暨集點贈禮活動

［人際剝削］為什麼我們離不開有毒的人際關係？
洪培芸  08/02(日)14:00-16:00  5樓團體視聽室

回家的路⸺個人生命經驗與族群想像、認同、建構
潘顯羊  08/14(日)18:30-20:30  3樓會議室

不是英文系，我怎麼當上英文雜誌總編輯和知識網紅
倉庫的女人 Claire  08/29(六)10:00-12:00  5樓團體視聽室

109年閱讀童樂會　八德分館3樓研習室
07/17(五)-08/21(五)每週五10:00-12:00 美勞快樂營／陳素美　　
07/17(五)-08/21(五)每週五13:00-17:00 小小科學營／官峻毅、鍾秀金
07/20(一)-08/24(一)每週一10:00-12:00 漫畫夏令營／夏宜嵐

科學小實驗－考古學家探險營：化石挖掘體驗　

08/22(六)14:00-16:00　八德分館3樓研習教室

109年閩南語說故事志工培訓　每週三14:00-16:00　八德分館3樓研習教室
08/05(三) 民間故事變劇本&不拿書的講古表演／蔡淑媖
08/12(三) 《石頭媽媽》、《阿英的冬至》故事示範＆說故事實作練習／蔡淑媖
08/19(三) 傳統俗諺、歇後語、謎語介紹運用／蔡淑媖
08/26(三) 閩南語童謠的價值與功能、從閩南語童謠談本土的文化／王金選

暑期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14:00-16:00　大湳分館1樓多媒體室
08/01(六) 美女與野獸 普　　08/08(六) 我的冠軍老爸 普　　08/15(六) 初戀時光機 護　　　　　　　
08/22(六) 一個巨星的誕生 輔15　　08/29(六) 瞞天過海：八面玲瓏 輔12

八德分館 /興豐路264號 (03)368-8751　　大湳分館 /重慶街53巷2號 (03)366-4614八
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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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萱話說人身音樂］
金牌女團仕女聲Gentlewomen示範演出
蔡子萱  Stella  08/29(六)14:30-16:30  5樓團體視聽室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03)286-8868分機2021
活動日前一個月開放報
名，請上官網「全市公
告/活動報名」查詢。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閱讀推廣活動
暨集點贈禮活動

［人際剝削］為什麼我們離不開有毒的人際關係？
洪培芸  08/02(日)14:00-16:00  5樓團體視聽室

回家的路⸺個人生命經驗與族群想像、認同、建構
潘顯羊  08/14(日)18:30-20:30  3樓會議室

不是英文系，我怎麼當上英文雜誌總編輯和知識網紅
倉庫的女人 Claire  08/29(六)10:00-12:00  5樓團體視聽室

科學創意課程　每週三14:00-16:00　康莊分館多功能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08/05(三) 避障車　　08/12(三) 測速系統　　08/19(三) 遙控車　　08/26(三) 倒車雷達

魔術方塊進階課程　康莊分館多功能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08/22(六)13:00-16:00 我也是魔方小達人(二)

說故事活動　週六10:00-11:00
08/08(六) 小象艾莉Ellie　大溪分館書庫　　08/02(日) 多嘴的妻子　崎頂分館書庫
08/15(六) 肚子餓的蜘蛛　康莊分館討論室 

大溪分館 /普濟路33號 (03)388-5501　　崎頂分館 /公園路30號3樓 (03)307-2254
康莊分館 /康莊路641號 (大溪高中勤學樓1樓) (03)286-8598

大
溪
區

主題書展：醫療保健－健康自信有一套　08/01(六)-08/31(一)　大園分館4樓閱覽區

紙上奔跑－禪繞創意畫　08/05(三)14:30-16:3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109年閩南語說故事志工培訓　每週日10:00-12: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08/02(日) 《石頭媽媽》、《阿英的冬至》故事示範＆說故事實作練習／蔡淑媖
08/09(日)  參考資料介紹運用（含傳統俗諺、歇後語、謎語、工具書及語音光碟、網路等

資源之介紹與運用）／蔡淑媖
08/16(日) 閩南語童謠的價值與功能、從閩南語童謠談本土的文化／王金選
08/23(日) 閩南語童謠繪本的介紹與賞析／王金選
08/30(日) 閩南語童謠的動態延伸活動、唱唱、跳跳、畫畫、快樂學兒歌／王金選

麥當勞姐姐說故事　08/15(六)10:00-10:30　大園分館4樓兒童閱覽區

聽故事，玩創意　週六10:00-11: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08/01(六) 我和怕怕　　08/22(六) 芭芭雅嘎　

曼波三石里，大小作伙來：親子樂悠優讀書會－七夕來相會之牛郎織女的故事

08/21(五)09:30-11:00　三和分館2樓

親子電影院：神偷奶爸3 普　08/15(六)14:00-16: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大園分館 /田心里中正西路12-1號4至6樓 (03)386-5057
三和分館 /三和路5號 (03)393-4261

大
園
區

馬祖心情記事IV 《相約十五暝》音樂劇　08/14(五)19:30-21:50　平鎮圖書館演藝廳
票已索完，如現場尚有空位，可排隊入場。 黃小姐(0836)22393分機100

 《楊喚，生日快樂 》2020蕭寶玲插畫展 　
07/19(日)-08/08(六)09:00-16:30　平鎮分館1樓文化館
2019年是蕭寶玲接連創作楊喚詩畫的第7年，總共完成20首兒童詩中的
167個角色，楊喚的詩不但有色彩、有畫面，他還巧妙置入大自然中任何
發得出聲響的器樂。

平鎮分館 /環南路三段88號 (03)457-2402　　東勢分館 /金陵路五段55號 (03)460-4356平
鎮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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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文芳個展　

08/12(三)-09/01(二)09:00-16:30　平鎮分館1樓文化館
喻文芳豪爽的個性，表現在作品墨趣裏，所有創作流露深

厚情感，綻放真、善、美的高尚意境。展覽期間歡迎蒞臨

欣賞國畫、水彩、油畫、生活藝術及小品創作。

實在好舒心　

平鎮分館2樓人文講堂　※07/01(三)現場收費報名，額滿為止
08/06(四)14:00-16:00 種子盆栽　　08/18(二)14:00-16:00 咖啡美學

109年帶來幸福的閱讀：小說情感看世界－以空烏看見真實世界的每個人

08/29(六)09:00-12:00　平鎮分館3樓第一會議室　※須先報名

童話99故事班 
每週六10:00-11:00　東勢分館2樓兒童閱覽室
08/01(六) 森愛故事屋 08/08(六) 美人魚故事屋
08/15(六) 丫丫故事屋 08/22(六) 大心故事屋
每週日10:00-11:00　平鎮分館1樓兒童室
08/02(日) 大心故事屋 08/09(日) 森愛故事屋  08/16(日) 講不完故事屋 
08/23(日) 美人魚故事屋 08/30(日) 蘋果奶奶故事屋

人文講堂電影　週六、日14:00　平鎮分館2樓人文講堂
08/01(六) 名偵探皮卡丘 普　 08/02(日) 哥吉拉 II 怪獸之王 護　　
08/08(六) 老大人 普　 08/09(日) 三小一家人 普　　
08/15(六) 魔力女聲 普 08/16(日) 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輔12　　

08/22(六) 壞壞萌雪怪 普 08/23(日) 蜘蛛人：離家日 普　　
08/29(六) 玩具總動員4 普 08/30(日) 茱蒂 護

科技互動特展：蝕憶－奶奶的回憶迷宮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07/10(五)-08/31(一)週日至週一08:30-17:00，週二至週六08:30-21:00 展覽
08/02(日)14:00-16:00 絹印卡片創作　※須先報名

樂桃桃藝響世界之楊乃光畫中有話西畫創作展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08/07(五)-09/20(日)週日至週一08:30-17:00，週二至週六08:30-21:00　
08/09(日)14:00-16:00  畫中有話—當下／記憶生活藝術家講座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須先報名
08/16(日)14:00-16:00 禪繞畫提袋手繪體驗坊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須先報名
08/23(日)09:00-11:00 兒童戶外紙扇寫生活動　龍潭分館木棧道　※須先報名

穿越時空聽見圓圓滿滿的回憶　週六14:00-16:00　龍潭分館音樂館2樓
08/01(六) 戒嚴時期美國唱片：中美合作時代的西洋音樂　
08/15(六) 黑膠唱片重現生機：聆賞西洋音樂熱情的節奏

龍
潭
區

龍潭分館 /中興路680號 (03)286-6189　　龍潭閱覽室 /中正路210號 (03)479-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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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互動特展：蝕憶－奶奶的回憶迷宮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07/10(五)-08/31(一)週日至週一08:30-17:00，週二至週六08:30-21:00 展覽
08/02(日)14:00-16:00 絹印卡片創作　※須先報名

樂桃桃藝響世界之楊乃光畫中有話西畫創作展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08/07(五)-09/20(日)週日至週一08:30-17:00，週二至週六08:30-21:00　
08/09(日)14:00-16:00  畫中有話—當下／記憶生活藝術家講座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須先報名
08/16(日)14:00-16:00 禪繞畫提袋手繪體驗坊　龍潭分館音樂館3樓　※須先報名
08/23(日)09:00-11:00 兒童戶外紙扇寫生活動　龍潭分館木棧道　※須先報名

穿越時空聽見圓圓滿滿的回憶　週六14:00-16:00　龍潭分館音樂館2樓
08/01(六) 戒嚴時期美國唱片：中美合作時代的西洋音樂　
08/15(六) 黑膠唱片重現生機：聆賞西洋音樂熱情的節奏

08/02(日)14:00-16:00 
黃子軒 上鄉 ‧ 客語音樂書寫家的形狀

08/15(六)14:00-16:00 
于蘇英 世界音樂節，策展酸甜滋味

08/22(六)14:00-16:00 
陳星翰 從街頭橫掃金獎舞台，華語音樂新勢力

08/29(六)14:00-16:00 
侯志堅 聲入其境，電影配樂魅力

08/02(日)14:00-16:00 
黃子軒 上鄉 ‧ 客語音樂書寫家的形狀

08/15(六)14:00-16:00 
于蘇英 世界音樂節，策展酸甜滋味

08/22(六)14:00-16:00 
陳星翰 從街頭橫掃金獎舞台，華語音樂新勢力

08/29(六)14:00-16:00 
侯志堅 聲入其境，電影配樂魅力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紓壓小物DIY－黏呼呼的史萊姆／廖宇潔　

08/01(六)14:00-16:00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網路報名(材料費：80)

防疫DIY－殺菌香皂／石彥豪　

08/02(日)14:00-16:00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網路報名(材料費：100)

說故事活動：消暑一夏／小魚老師

08/16(日)10:00-11:00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08/16(日)15:00-16:00　新坡分館2樓親子共讀區 

觀
音
區

觀音分館 /文化路2號4樓 (03)473-2134　
新坡分館 /新生路76巷8弄1號2樓之1 (03)282-4357
草漯分館 /大觀路一段579-1號2樓 (03)483-7650

叮叮咚咚拇指琴課程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須先報名
08/04(二) 第三堂：叮叮班17:30-18:30、咚咚班18:30-19:30

暑期生活體驗營：探索科普世界　

週二14:00-16:00　龍潭分館3樓研習室　※須先報名
08/04(二) 反收傘　※酌收材料費：150　　
08/11(二) 兔子機器人　※酌收材料費：80

暑期生活體驗營：玩植物秀創意　

每週三14:00-16:00　龍潭分館3樓研習室　※須先報名，酌收材料費：150
08/05(三) 有趣的草頭寶寶　　08/12(三) 創意禪風苔草球
08/19(三) 花盆彩繪　　　　　08/26(三) 押花小品　

英文故事魔法盒：兒歌韻文培養英文好感度

08/23(日)10:00-12: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咕咕咕故事團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10:00-11: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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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繪本－《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張惠茹　※網路報名(免費)
08/22(六)10:30-11:30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08/22(六)14:00-15:00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08/23(日)10:30-11:30　新坡分館2樓親子共讀區

療癒小物DIY－趣味羊毛氈／顏苾盈　

08/29(六)14:00-16:00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網路報名(材料費：100)

電影欣賞　

08/09(日)14:00 女王的柯基 普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08/15(六)14:00 恐龍當家 普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08/21(五)19:00 玩具總動員4 普　新坡分館2樓研習教室

以藝會友－高國堂個展　07/08(三)-08/16(日)　3樓客家藝廊
此次展出藝術家高國堂近年之創作，內容多元豐富包含有書法小品、

磚雕書法、油畫、篆刻等，期盼鄉親及同好們能夠擁有一次疫情之外

的文化藝術饗宴之旅。

心居－蔡鎮宇個展　08/19(三)-09/27(日)　3樓客家藝廊
心居系列創作於藝術家蔡鎮宇畢業後的那段日子，經歷了種種角色的

轉換，有了許多心境的變化，在這樣的情境下，以平靜的心和熟悉的

景物描繪那段日子。

健康，充電！　2樓研習教室或3樓多媒體會議室　 ※須先報名
08/16(日)13:50-16:00 夢想板工作坊　　08/22(六)10:00-12:00 兒童心理劇　　　
08/22(六)14:00-16:00 職涯大探索　　　08/23(日)14:00-16:00 高年級體育課　　
08/29(六)10:00-12:00 玩藝術，療癒親子關係！　
08/30(日)14:00-16:00 夏日健康輕食～罐沙拉DIY

說故事時間　每週六14:00-14:30　1樓兒童區
08/01(六) 長大是什麼樣子？　08/08(六) 芭蕾舞者都在做什麼
08/15(六) 廚師都在做什麼　　08/22(六) 醫生都在做什麼　　08/29(六) 馭風築夢的男孩

影片欣賞　週六10:00-12:00、週日14:00-16:00
08/08(六) 芭蕾奇緣 普、08/22(六) 歡樂好聲音 普　1樓兒童區
08/09(日) 我的嗝嗝老師 普　3樓多媒體會議室　　
08/23(日) 法律女王 普　2樓研習教室　　　

新屋分館 /中興路91巷11號 (03)477-3552、(03)477-0361新
屋
區

楊梅分館 /光華街26號 (03)478-2341 埔心分館 /中興路145號 (03)482-4329
富岡分館 /中華街66巷45號 (03)472-8992 紅梅分館 /校前路41號 (03)286-6168

主題書展：清掃爆棚的負能量！紓壓療癒　

08/01(六)-08/31(一)08:30-21:00　楊梅區各分館書展區

楊
梅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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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活動：說故事技巧與故事中的臨場反應分享　 
08/30(日)14:00-16:00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桃話園甜甜圈說故事　每週日10:00-11:00 
楊梅分館1樓兒童室
08/02(日) 很繪聊 　08/09(日) 繪本好好玩　　08/16(日) 一起玩故事  
08/23(日) 幸福小紅豆 　08/30(日) 流連故事鄉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08/02(日) 繪本go go go 　08/09(日) 一起玩故事　　08/16(日) 蝦仁蛋炒飯  
08/23(日) 故事樂園 　08/30(日) 一起玩故事
富岡分館1樓兒童室
08/02(日) 優優繪本故事 　08/09(日) 親子繪幸福　　08/16(日) 故事樂園  
08/23(日) 繪本go go go 　08/30(日) 繪想在一起

影片欣賞　週六14:00
08/08(六) 醜娃娃大冒險 普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08/22(六) 大冒險家 普　紅梅分館3樓會議室　　08/22(六) 鐵道員 普　富岡分館1樓兒童區

小朋友將學習到團體合作、互相幫忙的重要性；

透過遊戲方式學習友愛、感謝、分享、助人、

合作、奉獻等品格教育觀念！

萬花筒劇團
FB粉絲專頁

桃園市立圖書館
FB粉絲專頁

真人與戲偶×升級劇場版真人與戲偶×升級劇場版

 萬花筒劇團(02)2990-4069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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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桃園蓮花季　
 07/05(日) -08/30(日)08:00-18:00　  觀音區新華路一段及金華路交叉口　
 自由入場　  農業局(03)332-2101分機5415
欣賞美麗的蓮花、大啖蓮花主題餐、蓮子剉冰、乘坐大王蓮體驗等必玩精彩遊程。

▼  街頭藝人嘉年華　  08/01(六)09:00-17:00　  文化局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12
配合桃園蓮花季活動邀請優秀街頭藝人演出，歡迎民眾前往體驗！

▼  好客音浪音樂會　  08/29(六) -08/30(日)18:00-20:00　  客家事務局(03)409-6682分機2001
邀請優質客家歌手、樂團及主流音樂界知名歌手、樂團接力演唱。

劉桂丹「Chubby so cute 丹丹藝筆繪女人」油畫創作個展
 07/01(三) -09/30(三)週一至週五08:00-17:00　  桃園市政府7樓法務局藝文走廊　
 自由入場　  法務局(03)332-2101分機5705、5706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於藝文走廊定期展出油畫畫作，強化藝術連結，增進人文氣息。

 「2020eye龍潭之美」攝影比賽　
 07/01(三) -09/15(二)08:00-17:00　  龍潭轄區內　
 自由參加　 龍潭區公所(03)479-3070分機2310
主題為龍潭區內風光、各項文化、活動紀實、人文風情景觀等。

祕密花園－瑞豐國小五年級美術班版畫展
 06/01(一) -08/31(一)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八德區公所　  自由入場　  (03)368-3155分機184
歡迎您走進祕密花園，一同欣賞花園裡繽紛多彩的版畫世界。

桃園市禾心藝文協會會員聯展　
 07/01(三) -09/30(三)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平鎮區公所2樓　
 自由入場　  (03)457-2105分機2356
由桃園市禾心藝文協會展出國畫、水彩、油畫等作品，歡迎前往參觀。

涂瑞華終身學習成果展　
 08/03(一) -08/14(五)週一至週五08:00-17:00　  中壢區公所3樓迴廊　
 自由入場　  (03)427-1801分機3213
此次展覽為涂瑞華從退休後，從謝桂齡老師等學習山水、花鳥畫的學習成果展示。

界外採光 Daylighting　
 06/21(日) -08/16(日)週三至週日11:00-19:00　  本事藝術　
 週三、日採預約制，週四至週六自由入場　  (03)346-1955
「採光」作為挖掘歷史與記憶的隱喻，挖掘的對象是落於主流史觀之外的支流。

陶冶－王禮高陶藝個展　
 07/09(四) -09/26(六)09:00-18:00　  春好芯生活美學 SPRING LIVING　
 平日自由入場，假日採預約制　  (03)326-8295
天命之年，王禮高返樸歸真，選擇以手捏泥塑的方式，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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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至玄「三度空間」創作個展 
 08/04(二) -08/23(日)　  基隆文化中心第二陳列室
 自由入場　  (02)2422-4170分機389
以「三」為發想主軸，在三度立體的藝術展場空間裡，展示二度平面

的繪畫形式，呈現出這次個展的三種不同風格創作。

時間在哪裡
  07/04(六) -11/08(日)　  臺北市美術館　
 費用：30　  (02)2595-7656
和觀眾一起透過作品參與，認識藝術家對「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並

藉由創作、閱讀、書寫等方式，開啟自己對時間的探索。

2020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成果展
 07/31(五) -11/01(日)　  費用：80　  林小姐(02)24962800分機2868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金水特展室、煉金樓1樓特展室
展出「2020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之首飾組與器物組共24件得獎作
品。

2020年竹塹國樂節
 07/18日(六) -08/22(六)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活動資訊詳見官網https://culture.hccg.gov.tw/ch/index.jsp　
 (03)542-0121分機306
適逢10周年，連續六週的假日音樂會正式開跑，邀請國內臺灣五大職業
樂團齊聚竹塹城，還有各地優秀的團隊輪番上陣。

2020新竹縣青少年戲劇節－造與躁
 08/15(六) -08/16(日)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園區
 自由入場　  廖先生(03)551-0201分機303
阮劇團、「不然，B計畫」劇團、玄奘大學影劇系等共同策劃演出，以
《造與躁》作為戲劇節主題，鼓勵青少年對感興趣的議題發聲。

陳筱丰插畫個展
 即日起至08/23(日)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興畫廊
 自由入場　  展演藝術科柯靜安(037)352961分機618
藉由小女孩將想像中的世界、所看到的情景與感受，以油畫和電腦

繪圖繪製作品，一探作者的心靈世界。

2020宜蘭童玩星光樂園
 07/18(六)至08/30(日)16:00-21:00　  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自由入場　  (03)960-0322
今年童玩節替代活動「宜蘭童玩星光樂園」，從傍晚到夜晚安排星

光系列活動，打造冬山河親水公園成為極具魔力的星光樂園！

探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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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線上報名連結 大嵙崁
FB粉絲專頁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03)388-0871

可至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便民中心、中壢藝術館、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桃園光影文化館、桃園市土地公文

化館、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共9處服務臺旁取得問卷，完整填寫後以下列方
式擇一處理：

◆當場投入回函箱

◆郵寄回覆： 10488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95號4樓　 
桃園藝文編輯小組收（以郵戳為憑）

◆傳真回覆：(02)2712-9628
◆Email回覆：shenshinart@gmail.com

  詳細活動辦法請掃描右方QR code
 桃園藝文編輯小組(02)7709-4328分機23

https://forms.gle/ZeJvmNkqV2KLYDq37 (QR code如下)

填讀者問卷抽好禮

遠東百貨禮券1,000 元

即日起至
109年8月31日止

20 名
獎　　項

名　　額

線上填寫

紙本填寫

活動辦法 問卷線上填寫

鳳飛飛的一百種樣子 唱片封套裡的故事特展
 07/16(四) -08/20(四)10:00-17:00　
 大嵙崁故事館 (大溪區中山路29號)　  免費入場

走覽大溪想念飛飛 大溪老城區集章導覽活動
 08/08(六)
  詳情請見大嵙崁文教基金會FB粉絲頁，或請掃描下
方線上報名連結QR Code報名。須先報名繳費

愛在瘟疫蔓延時 想念飛飛座談會
 08/15(六)15:30-17:00 
 大溪區文化會館 (大溪區登龍路22號)　  免費入場

愛你愛你愛不完的你 2020想念飛飛紀念音樂會
 08/15(六) 18:30-20:00 
 大溪區綜合運動公園 (大溪區登龍路大溪國小對面)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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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展演中心1樓展場 (桃園區中正路1188號)
 週二至週日09:00-17:00，週一及國定假日休展
 (03)317-0511



紙風車劇團

 《巫頂環遊世界》兒童劇

08/02 日

1 6 : 3 0 -1 7 : 3 0

由巫頂串場，演出共結合四大片段：「牛蛙愛唱歌」、「楊桃樹的

故事」、「小芬小蓮海底歷險記」、「海底世界運動會」，將帶給

大家親子同樂的難忘演出。

 2020桃園蓮花季會場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12

六藝劇團

 《淘氣三結義》兒童劇

08/14 五

1 9 : 0 0 -2 0 : 3 0

改編三國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運用輕鬆活潑的表演和戲劇內容，

呈現現代校園中的霸凌問題，以及面對霸凌，孩子們該如何更好的

處理等輔導方法。

 蘆竹誠聖宮前廣場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13

1 6 : 3 0 -1 7 : 3 0

紙風車劇團

 《武松打虎》兒童劇

08/23 日

將「武松打虎」改編為兒童歌舞劇，運用兒童戲劇的技巧和表現方

式，傳達現代社會中漸被人遺忘的「善」、「捨己救人」及「仗義

相助」等精神。

 2020桃園蓮花季會場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