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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網站

可下載數位檔

珍愛環境，本印刷品採

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編輯手記
From the Editor

向2020年道別，喜迎2021年，在此充滿新生喜悅的一月裡，桃園市的藝文活
動多元而精采，喚醒大眾體內的藝文細胞，一同動起來！

最不容錯過的藝文活動，首推「全員桃走中」，只要前往桃園城市故事館群24

個館舍，掃描活動立牌上的QR code，就能進行館舍集章，讓人品味藝文就如同進
行一場ONLINE，趣味橫生。

與此同時，桃美館與故宮的館際合作展《寫一首春天的詩》，透過數位科技來結
合詩文與書法藝術，引人進入〈寒食帖〉與〈花氣薰人帖〉的書墨世界，體味從視
覺、聽覺、觸覺及嗅覺所感受到的春滋味。此外，桃美館的三週年館慶亦熱烈展開，
邀大家藝備起！

另外，曾獲得桃園市美術家薪傳獎的陳宗鎮老師紀念展，於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讓大眾一同浸潤於陳宗鎮寄情於山水的書墨視界；土地公文化館也將於本月底，帶來
趣味的新年活動，為農曆春節暖暖身！

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藝文活動，盡在《桃園藝文》，Let's Go！

壢小故事森林－蕾絲捕夢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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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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覽 表 演 講 座 推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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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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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都必然有表徵其在地文化
風貌的地標，對桃園來說，新的地

標—桃園市立美術館，雖然硬體設備
仍在建構中，但早已悄然地為在地人的生
活，帶來諸多藝境新感受。

桃園市立美術館館長劉俊蘭表示，不
同於我國其他美術館，桃園市立美術館的
館群結構，以一大館多小館的概念擘劃，
母館為位在青埔的桃園市立美術館，小館
則有桃園市兒童美術館、橫山書法藝術館
及中路美術館。

母館建物設計概念，呼應桃園「千塘
之鄉」，雖然主體建設工程甫於去年底開
工，但館區裡的小館－「願景館」，已經
竣工，並成為歡慶桃園市立美術館三週年
館慶的系列活動展演場域之一。

劉館長認為，桃園市立美術館自
2018年成立以來，已有三週年，在這期
間，美術館的硬體設備雖未建構完成，但
誠如三週年館慶的活動主題「藝備起」，
當人們在構築未來時，亦是在創造現在。

因此，館方透過館慶活動的規劃創造
連結，在展覽的部分，館慶期間在兒美館
展出與故宮合作「寫一首春天的詩」，並
和荷蘭烏特勒茲市的中央美術館打造「視
窗之外」。「寫一首春天的詩」以兒童親
近藝術為出發點，展覽以互動為概念；
「視窗之外」則是首次與國際性的美術館
合作，本次展覽將展演場域拉出戶外，透
過投影形式，展現窗格之外的遠眺想像。

至於在青埔願景館所舉行的「願景裡
的生日派對」，雖然看似市集，但細究便
可發見藝術家以食為名的藝術計畫；此
外，還可看到過去一年來，在兒美館的工
作坊課程，讓人溫故之餘，也開始期待未
來。

展望2021年，桃園市立美術館將如
何相互串聯館舍，發揮磁吸效力，進而產
生群眾效應？相信隨著橫山書法藝術館啟
用，桃美館將帶來更多「藝」想天開的活
動，邀集大眾藝起來！

藝起見證　未來的現在進行式
文／Natasha Hung　圖／桃園市立美術館

橫山書法藝術館俯瞰圖

桃園市立美術館建築模擬圖

桃園市立美術館&荷蘭烏特勒茲中央美術館
館際交流展《視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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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美館×故宮

桃美館與故宮的館際合作展《寫一首春
天的詩》，藉詩文和書法藝術，迎接

春天的到來！

春天為四季之首，時晴時雨的天氣引
發詩人無限情思。細數古典詩詞，常見
春天為創作主題，因為爛漫春光，無限
抒懷。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花氣薰人
帖〉，便是詩人黃庭堅在春日時節，受人
贈花索詩，借景表達自己步入中年的心
境，而訴諸筆墨的書法佳作，照映了文人
交誼的情感。另一件故宮典藏品〈寒食
帖〉，宋代詩人蘇軾書寫雨後花落，筆墨
中流露詩人鬱悶的情緒。此二件書法典
藏，透過延伸創作，製作成數位動畫，重
現春天時詩人的心境。

《寫一首春天的詩》以故宮由〈寒食
帖〉和〈花氣薰人帖〉衍生而來的二件數
位動畫為起點，結合詩文、書法藝術、互
動裝置以及數位新媒體，加入桃美館的書
藝典藏品，邀請詩人管管及馬尼尼為、書
法家林思妤、裝置藝術家黃美惠、新媒體

藝術家蔡秉樺、動畫師王孝言、擅長聲音
藝術的融聲創意進行跨域合作，使詩詞字
裡行間的情感與想像，變得更具體可見，
並得以親身體驗。

展覽中，林思妤書寫余光中的〈春雨 
綿綿〉，結合聲音互動裝置成為「有聲
書」；馬尼尼為的童詩及插圖轉化為動
畫；蔡秉樺的體感數位裝置中，觀眾只要
揮舞雙手，透過身體姿勢的互動，就能體
驗臧真白〈集甲骨文字詩〉中文字的趣
味與結構美學；黃美惠繽紛的軟雕塑，
靈感來自詩人管管〈春天的鼻子〉的啟
發，表現微笑的春天花朵；羅德星〈巢石
居印存〉則以篆刻印章的形式刻下春天
的印記。互動體驗區中，為呼應〈花氣薰
人帖〉而打造了香氛花樹，大小朋友在聞
香後可以書寫花朵明信片，並回贈桃美館
一首詩。現場並有空白長卷，讓觀眾以書
法留下集體創作的痕跡。本展從視覺、聽
覺、觸覺及嗅覺，開啟大小觀眾的多元體
驗，邀請大家到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寫一首
春天的詩！

 2020/12/18(五) -2021/02/28(日)週二至週日10:00-17:00， 
國定假日及每月最後一週週四休館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免費入場　 (03)286-8668

展覽
資訊

焦

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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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寄情－陳宗鎮紀念展
01/06(三) -01/24(日)　
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陳宗鎮老師，1973年至2012年期間於桃園振聲高中擔任美術教師，獻身杏壇39載桃李
滿天下。繪畫風格的建立是需要時間與才華的考驗，並加上生活經驗的累積，相輔相成
的。長期深耕在地文藝，退而不休仍注力於書畫藝術教學，提攜後進廣受學生愛戴，終身
扎根藝術園地堪為典範。2020年11月，陳老師溘然辭世，藝文界同表哀悼及不捨，感念
老師春風化雨無數學子，堪為美術教育者典範，其身影為人們永懷。

黃素真油畫個展
01/06(三) -01/24(日)　
文化局第二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黃素真，桃園大園出生，臺藝大畢業後更堅持藝術創作之路。
本次展覽內容，從寫實到寫意、從寫生到創作者的內心世界，
表現形式及題材多元並且各具特色。唯獨崇尚「印象派」畫
風，著重於光影的變化、對時間的印記，並以臺灣景物及生活
中的平凡事物做為描繪對象，充滿人文思想。

2021振聲校友藝術聯展
01/06(三) -01/24(日)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振聲高中美術班多年來秉持的傳統與特色，除了專業設計領域外，在
視覺藝術與美學領域更是人才輩出。本次畢業校友70餘人展出百餘
件作品，傳統與現代美學兼具的創作，包含油畫、水墨、水彩等多元
媒材。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110年會員影展
01/27(三) -02/08(一)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桃園攝影學會成立已成立57年，以「專業」、「創新」、「服
務」年為宗旨。在歷任理事長的努力下，以影像美學紀錄為志
業，不忘初衷地為桃園攝影文化耕耘，未來將肩負著歷史的見
證及協助桃園市的攝影藝文之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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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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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日：01/0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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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tte吉他室內樂團『轉』
01/17(日)14:00　
文化局演藝廳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轉8303

此次曲目選取西班牙籍的梭爾最有名的《大獨奏曲》，由亞薩
改編成吉他四重奏。另外還有法國作曲家克萊楊斯的作品－
四方羅盤，使用了四種音樂風格代表東西南北四種方位。吉他
轉啊轉著來到了美國大陸，在這片土地上孕育了著名的藍草音
樂。曲目及組合多元，邀請您前來演藝廳欣賞Rosette吉他室
內樂團利用自身特殊組合玩出新滋味！

2021桃園優築生命．堆疊幸福 系列講座：手機攝影與快樂人生
01/23(六)14:00-16:00　
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場　
精神健康基金會(02)2327-9938

講師：皇家攝影學院簡奕執行長。

特別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並禮聘撼動特技團亮點團
隊同台共演，集結了磅礡震撼的九天戰鼓、黑令旗、
蜈蚣鼓陣、官將首、電音三太子、特技街舞與疊羅漢
和精彩的神偶互動等一系列共120分鐘的精采演出。                                                                             

閩南傳統藝術巡演系列－九天民俗技藝團

眾將出巡 撼動武林

01/09六

19:00-21:00

八德霄裡國小 (八德區山下街115號)　 自由入場　
閩南及民俗文化科(03)322-592分機8540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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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前1個月開放網路報名，
請上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全市公告/活動報名」查詢。

＊相關書目可至總館4樓圖書室展示台翻閱（展期間不外借）

好好吃飯的訣竅 散文作家｜舒國治

01/09(六)14:00-16:0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3樓會議室(圖書館總館)

由黑手至開書店 洪雅書房負責人｜余國信

01/16(六)14:00-16: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街仔路採集誌》看見台式加減美學座談會 
mamaisun慢慢說團隊設計師｜孫于甯、劉上萱

02/05(五)18:30-20:3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3樓會議室(圖書館總館)

 《街屋台灣》書籍分享會
城市速寫畫家｜鄭開翔

01/30(六)10:00-12:0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圖書館總館)

 《埤塘奶奶說再見》繪本導讀座談會
作者｜黃淑貞 繪者｜劉憬樺

01/31(日)14:00-16: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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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09:00-12:00、13:00-17:00 
02/11-02/16休館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第一、二展覽室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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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想天開．創「E」無限 ~ 莊敬國小第六屆美展
01/13(三) -01/20(三)　
桃園展演中心1樓展場　
 自由入場　
桃園展演中心(03)317-0511分機8306

莊敬國小雖然沒有設立美術專班，但是極力推動普及化的藝文
教育，藝文教學團隊透過老師跨領域教學，提升藝術涵養，並
發揮莊敬學子的美學素養。此屆美展特以「藝想天開．創『E』
無限」為主題，橫跨語文閱讀、視覺藝術創作，融合數學工學
之創客探索精神，讓學生嘗試各種美學和科技產生的火花，呈
現學生多元豐沛的文藝氣息。

新天鵝堡2021冬季桌遊及微縮模型藝術展 桃園場
01/23(六) -01/24(日)　
桃園展演中心1樓展場
 自由入場
桃園展演中心(03)317-0511分機8302

欣賞國內外微縮戰棋人偶塗裝打造的精緻美術作品，並可親身
體驗百種益智桌遊，是適合全家大小參與的健康休閒活動。

 「與你藝啟」聯合慈善展覽
01/27(三) -01/31(日)　
桃園展演中心1樓展場
 自由入場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04)2384-7148、 0913-419319

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主辦，希望透由藝術感受精神上的快樂、富裕和满足，使社會的發
展趨向於和諧。藝術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價值亦是其它物品不可代替的。同濟會將以實際行
動，在黑暗的地方為兒童點亮未來的燈，伴隨他們健康成長。

銀河谷音劇團《國王的新衣》
01/17(日)14:30　
桃園展演中心2樓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300、400、500、600、800、1,000、1,200元
銀河谷音劇團(02)2559-2766

藉由生動活潑的人偶表演，悅耳有趣的音樂舞蹈、精緻逼真的
布景道具，重新演繹耳熟能詳的經典童話，在經典中尋求新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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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日：01/0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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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美親子音樂劇場《聽見．宮崎駿》
01/30(六)10:30、14:30　
桃園展演中心2樓展演廳　
 兩廳院售票：200、400、600、800、1,000、1,200元
狂美交響管樂團(03)285-0613

狂美親子音樂劇場系列作品—第三部：《聽見．宮崎駿》，與「如
果兒童劇團」攜手合作，以現場演奏的動聽音樂、嶄新的故事，帶領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同探索宮崎駿動畫之中的祕密！

 『管』他什麼音樂課－STEAM音樂科學超能力
01/26(二)、01/29(五)13:00-15:00　
桃園展演中心1樓練團室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d5YOyM，課程收費每人999元
洋蔥耳音樂小學堂0952-314680

這是一堂結合「音樂素養」、「創客教育」及「自然科學」等跨領域
課程。我們將跳脫傳統音樂課框架，透過觀察、探索、自製3D列印
樂器全新體驗，玩出孩子的超能力！

ThERE音樂教室主題工作坊【1月兒童烏克麗麗體驗班】
01/30(六)10:30-11:30　
桃園展演中心1樓練團室 
 免費，須先報名，報名網址：goo.gl/fDG1Hd　
ThERE音樂教室0968-089070

為小朋友規劃了輕鬆易學好上手的烏克麗麗，挑選耳熟
能詳的弦律，讓小朋友可以輕鬆的體驗烏克麗麗彈奏，
同時也接觸音樂學習的基礎。適合年齡：7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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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日：01/01(五)

旅美畫家吳振士個展
2020/12/23(三) -2021/01/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旅美畫家吳振士教授，除了分享去年在羅東文化工場展出獲得
熱烈反應的代表作品之外，也加入18件今年的新作品，從中
可以看見畫家突破傳統的繪畫技巧及獨特的新風格。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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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林遊心》藝林奇書畫會展
2020/12/23(三) -2021/01/03(日) 
中壢藝術館第二展覽室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本次展覽為藝林奇書畫會之會員聯展，作品涵蓋書法、國畫、篆印、
陶瓷等媒材，共約70多件，讓美學的藝術融入社會凈化社會風氣，
提高人的文化素質。

桃園市立東安國中第三屆美術班畢業美展《藝萬富翁》
01/06(三) -01/17(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東安國中美術班第三屆學子們，將三年來的學習淬鍊成果，包括水
彩、水墨、平面設計、版畫、漫畫、動畫、複合媒材等，創出獨特的
藝術作品 。

泮山書會2020年第十四屆聯展《緬懷師恩泮道傳芳》
01/20(三) -02/07(日) 
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聯展作品約100件，其中書法包含有篆、隸、草、行、楷各體，另有
篆刻、水墨等品項兼優，傳統與現代並重，豐富多元的內容呈現泮翁
門生的風貌才情。

中壢青少年管弦樂團第20次定期音樂會
01/02(六)14: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索票入場，2020/12/09(三)起於中壢藝術館服務台開放索票，每人
限索4張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05

2020年適逢貝多芬250週年紀念，但因疫情限制而無法順利進行，
所以將在此次音樂會上演出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全樂章向這
位偉大音樂家致敬；下半場將演出過去10年曾在世界各國演出的曲
子，讓現場聽眾不用出國就能享受聆聽到世界各國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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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樂團：《跨界．跨年》2021新年音樂會
01/03(日)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兩廳院售票：300、500、800元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2021新年首場充滿熱情活力的音樂會，巧妙連結國樂與爵士樂，多
首經典作品以爵士曲風重新編曲，更有兩首全新委託創作作品世界首
演！為新的一年揭開精彩序幕！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九屆藝才班畢業音樂會」

01/08(五)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此次畢業音樂會，給予畢業班學生一個發揮自我、展現成果的舞台
外，並為自己的國中生涯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音樂回憶。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藝術才能音樂班第27屆畢業音樂會」

01/12(二)19:0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新明國中音樂班成立於民國81年，至今已畢業26屆，歷年來在校長
與家長大力支持及推動下，成果斐然，在升學率與全國學生樂比賽中
均有傑出的表現。今年第27屆畢業音樂會將於1月12日假中壢藝術
館舉行，節目精彩，期待我們的演出能讓觀眾留下美好的回憶！

O劇團－2020冬季巧虎大型舞台劇《夢幻騎士歷險記》
01/23(六)、01/24(日)10:30、14:30 (一天兩場)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年代售票：400、500、700、900、1,100、1,300元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傳說黃金蛋真稀奇，出現在魔法森林裡。夢幻騎士勇敢找尋，卻遇上
魔法師攪局！快來和巧虎一起展開華麗魔幻的冒險之旅！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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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路故事館 
 中壢區復興路99號
  (03)425-5008

 週三至週日10:00-18:00　
 休館日：週一、二
  本館為歷史建築，入館請脫鞋著襪， 
免費參觀。

聽 講古：客家文化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展
2020/10/30(五) -2021/01/31(日) 
 自由入場 

策展核心理念以客家傳統的「謝冬」為題，取謝平安、收冬，
以示酬謝眾神的庇佑之意。此展收納客家文化大使、客家文化
工坊的活動影像紀錄、在地故事創作、客家意象服飾、客家裝
置藝術等成果。

社區共好：老街溪色彩計畫 
－老街溪色彩計畫與地方文史脈絡的關係展

2020/12/03(四) -2021/01/31(日) 
 自由入場 

與桃園市學藝員—陳俊有先生合作，整合在地蒐集之故事，
以老街溪為題，用美學角度切入，從色彩學看老街溪故事，並
與東海大學老師，以房屋彩繪方式，共同提升老街溪樣貌，並
記錄訴說老街溪故事。

中平路故事館營運成果展 
－我們的故事

2020/12/03(四) -2021/01/31(日) 
 自由入場 

以《故講畫》收集，匯集館員、志工、旅客、學藝員等，經過
分類彙整，於館內展出，一覽本館在地經營、人才培育等多方
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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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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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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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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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小故事森林 
 中壢區博愛路52號
 (03)280-5608

 週二至週日10:30-19:00
 休館日：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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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事件」常設展
週二至週日11:10-18:00　 C棟中壢民主展示館  自由入場 

私塾教「畫」

▼畫．人像　 01/16(六)13:00-16:00

▼畫．街景　 01/23(六)13:00-16:00

▼畫．食物　 01/30(六)13:00-16:00
A棟 
 此系列講座：一場900元。每場講座附1杯飲品。每場5人
即開課，最多報名人數為10位。請掃描本館QR code或至
「中壢城市故事館 -壢景町」FB粉絲專頁活動專區報名

孑鈺雯（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 藝術系／ Urban Sketchers 
Taoyuan 速寫．桃園畫師）提供示範照片，由您決定如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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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絲捕夢網體驗
01/16(六)14:00-16:00 
儒林所　  捕夢體驗價：900元

鈴子小姐帶領大家，一起編織自己的夢！

小老闆二手市集
01/16(六)12:00-17:00 戶外區  清潔費：100元 (贈一杯中杯茶飲)

一起來參與這個市集party！贈與或是給予新價值，都是不錯的選擇。
▲報名網頁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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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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園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主題故事常設展　 馬祖新村20號眷舍  免費參觀 
展覽規劃以單元性、故事性的方式呈現，內容包含馬祖新村發
展歷程、馬祖新村的名人與眷村日常生活等相關大小故事，深
化市民對於馬祖新村及眷村文化多元性之認識，進而推動眷村
文化之傳承與創新。

馬祖新村玩藝術－藝術創作計畫： 《馬祖磚情》LED燈光展　
每日17:00-24:00　  馬祖新村14號眷舍外牆  自由入場 

由工作坊與民眾一同設計並製作4組LED燈光裝置作品，作為馬祖新村外牆意象，結合
「科技藝術」與「社會參與」，以光為媒介對馬祖新村的「磚」進行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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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新村為本市歷史建築空間，為活化空間，此次共進駐5家
新創文創業者，販售商品與服務內容包含手工布藝展售及裁縫
教室、早午餐健康輕食餐飲、書籍及獨立刊物販售、精釀啤
酒、手沖咖啡及茶飲及立體書製本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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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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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人進駐試營運　 馬祖新村38、40、41號眷舍  自由入場 
馬祖新村為文本市歷史建築空間，為活化空間，此次共進駐2家職人產業，販售商品與服
務內容包含客製傢俱、設計裝修、工匠DIY活動、客製禮贈品居家小物、文創商品服飾販
售、花藝販售及花藝創作教學等，藉以將馬祖新村打造為本市文創產業重要育成基地。

八二三砲戰故事館常設展武太 新 村

週二至週日09:00-18:00，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太武新村21號眷舍 (大溪區慈光街與慈光一街轉角) 
 免費參觀　 文創影視科張小姐(03)284-1866分機602

本展從軍旅及眷村生活角度梳理，以「反省戰爭」為核心， 
「維繫和平」為願望，呈現戰時、戰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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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離散的文化記憶；形塑的情感認同，
充分感受眷村舊時光及文化創意的無限能量。

1月活動如下：

漫行眷村舊時，文旅馬村生活

本次與親子教育團隊「小人小學」合作開課，五大系列主題
課程包含「顏色形狀認識」、「認識藝術家」、「感受探索」、
「藝術聊品格」以及「用藝術來思考」，跟著馬村爺爺一起
玩美感！

2020/11/14 六 -02/28 日

馬幼藝所｜創新幼兒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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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牌上架，歡迎在充滿歷
史記憶的眷村氛圍中，挑選出屬於你的生活風格。

桃印文創風格選物店
每週二至週日09:00-18:00　 園區10號眷舍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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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六 -01/24 日

1月市集｜馬村眷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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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2:00、14:00-16:00　 馬幼藝術教室　

11:00-17:00　  自由入場

以眷味為題，於農曆年前，舉辦「眷村美食」體驗活動， 
勾起大眾記憶裡的溫暖料理。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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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桃園藝術家日前赴金門創作，以水彩、油畫、水墨和攝影
等各自擅長的領域，呈現金門獨特的人文自然景觀及軍事歷史建
築，藝文交流除了深厚桃園與金門姊妹縣市近30年之情誼，創
作品在修復完成後的太武新村為首檔展覽，也別具意義。

週二至週日09:00-18:00，週一及國定假日、02/10-02/16休館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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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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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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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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躍過現實 旋轉世界－不只是歌舞

不限於音樂或舞蹈相關的背景，還融入了愛情、戰爭、國族、社會、
歷史、產業、性別、自我認同等非關歌舞的題材，所觸及的議題琳琅
滿目。就歌曲發生契機與表現手法來看，未必盡是情感飽滿的音樂及
場面華麗的舞蹈，而是充滿著更多樣的敘事可能性，呈現出一般台詞
對話所無法達到的效果，使歌舞片或音樂劇成為一個獨立的劇種。更
進一步地，這些作品在舞台敘事與影像語彙之間的轉換，也是創作上
值得深思的面向，甚可激起觀影之後的餘音。

親子專題　
每週六14:00

　歡樂好聲音 普

　美聲歌雞 普

　醜娃娃大冒險 普

　愛．滿人間 普

　魔法精靈唱遊世界 普

浮光掠影－短片輯　
　01/02(六 )19:00 美芳 /煙火 /月光捕手 未

　01/16(六 )19:00  我的狗男友 /春之夢 /貓與蒼蠅 護 談

鑽出腦洞的電影　
　01/09(六 )19:00 明天，我要跟昨天的妳約會 普 談

純屬虛構 Incredibly Fictional
　01/23(六 )19:00 持相機的人 普 談

工作坊講師選片
　01/27(三 )19:00 佔領羅浮宮 護

　01/29(五 )19:00 依達的抉擇 輔12

　01/30(六 )19:00 行動代號：孫中山 普

　01/31(日 )19:00 雨水直接打進眼睛 /主管再見 護

主題影展
週五19:00 (元旦休館)

　紅男綠女 未

　火爆浪子 護

　髮膠明星夢 普

週日14:00

　國王與我 未

　瘋狂理髮師 限 談

　爵士春秋 輔15

　悲慘世界 護 談　

非典型寶萊塢
每週三19:00

　帝國戰神：巴霍巴利王 輔12

　跳痛先生 輔12

　戀戀大吉嶺 護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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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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日：01/01(五)

臻情畫意～桃園社大油畫班師生展
01/05(二) -01/28(四)
光影文化館1樓展覽室　
 自由入場　 桃園社區大學(03)331-8897

畫油畫是快樂的事，各種色彩的顏料在畫布上變身成美麗作品，是同
學們快樂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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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2:00、 
13:00-17:00　
 休館日：01/0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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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1-2021/01/08館舍進行小型修繕，暫停開放。
 2021/01/13-2021/03/02舉辦東南亞文化書展，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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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園日：週一

警察文物常設展
01/01(五) -01/31(日)週二至週五11:00-17:00，週六、日11:00-18:00　
77藝文町六藝展覽館　  自由入場　 (03)332-1869

展出原桃園警察宿舍磚瓦、棟札等文物保存，並特別展示過去在日治時期的珍貴歷史照片
與記憶中的警察人物記事。

 防疫宣導： 本館重新開放預約導覽服務。因應防疫，入館需量額溫、酒精消毒、入館實
名制登記及佩戴口罩；入館後能維持社交距離，口罩可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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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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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書店：感官推理事件」繪本展
2020/11/14(六) -2021/02/21(日)　
土地公文化館5、6樓展間　
 自由入場　
(03)331-5212分機409

土地公文化館化身為土書店，帶領大家進入書海，悠遊於感官推理
的世界！本次展覽精選各類主題繪本，主題展區特別陳設感官體驗
活動區與相關繪本介紹，歡迎一起進入繪本的世界！

阿囡陶器創作個展【微小的記憶】
01/09(六) -01/24(日)　
土地公文化館402展間
 自由入場　
(03)331-5212分機403

退休水電工的蠟筆畫展－邱雲寶個展
01/09(六) -01/24(日)　
土地公文化館401展間
 自由入場　
(03)331-5212分機403

一個從沒受過美術教育的水電工，經由社區大學的學習，
和臺灣藝術大學的進修，以及寫生社團的磨練，退休後全
心投入藝術領域，身心靈獲得滋潤。

藝桃趣

▼金牛報喜～2021牛年賀卡
01/17(日)、01/31(日)14:00-15:00　
土地公文化館204工作室　
 費用：200元，請洽徐江妹老師報名　
徐江妹老師0955-996695

授課對象：小三以上至成人。酷妹繪社另規劃水彩、速寫等基礎繪
畫課程，請電洽詢問。

▼水滴捏麵人：小年獸捏麵趣
每週三、六、日　
土地公文化館205工作室　
 現場報名或預約報名　
(03)331-5212分機410

水滴捏麵人詹明達師傅準備了捏麵人、畫糖及吹糖體驗課程，歡迎
來詹師傅工作室體驗。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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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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園日：週日、一、二、01/01(五)

 防疫宣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暫停受理團體預約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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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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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光二村眷村生活常設展 
01/01(五) -12/3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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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迎春
01/23(六)09:30-12:30　 憲光二村　  自由入場　

眷村是桃園豐富與多元的歷史記憶，為活絡眷村文化及促進民眾認識
文化資產，於農曆春節前夕，舉辦「眷村迎春」活動，以創意活動營
造濃厚年節氣氛。現場除了有熱鬧的揮毫贈春聯活動，還有特色闖關
遊戲、年節特色表演及眷村文史展覽，邀請市民一同歡度不一樣的農
曆年節。

龜山眷村故事館 
 龜山區光峰路43號
 (03)329-6662

 週三至週日10:00-17:00　
 休館日：週一、二

 防疫宣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暫停受理團體預約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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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山漫步趣
01/01(五) -12/31(五)　 眷村故事館1樓　  自由入場　

故事館九大眷村地圖全新改版！擴大呈現龜山周邊學校及知名景點，至現場掃描QR code，
觀看精彩介紹。

眷永情話影像展
01/01(五) -02/28(日)　 眷村故事館2樓　  自由入場　

透過鏡頭呈現眷村中男女相識、相愛到結婚生子的過程，從眷村媽媽們的口中得知，在當
年族群對立的年代，隻身來台的眷村伯伯們是如何在台灣成家。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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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游新象－林桂姬高國堂雙人展
01/06(三) -01/24(日)　
 自由入場　

林桂姬藉水墨傳達自然環境之美，一景一物皆有情，從自然界中
領悟生命之趣，並以水墨技巧表達畫中各種不同意境；高國堂，
喜好書法之書寫線性美的視覺表現，為個人藝術創作之獨鍾，期
待藉這次展覽達到雅俗共賞成效，歡迎各界前來觀賞。

手碟：療癒之境
01/17(日)14:30-16:00　
 免費，須官網報名　

鼓徹老師從小接觸音樂，大學時期愛上搖滾樂而開始接觸爵士鼓，參與樂團並有許多與歌
手合作的經驗，更進一步學習拉丁音樂及打擊樂器，本次透過有著幽浮造型的打擊樂器－
「手碟」，帶來空靈清澈的聲音總是讓聽眾難以忘懷。

淺談藝術欣賞與蒐藏
01/30(六)14:30-16:30　
 免費，須官網報名

藝術，作為精神文化的展示，它以不同的姿態形式，傳遞多元精神與價值，從而刺激人們
在視覺感官上的感受，豐富滋養我們對於生命的各種想像。曾任畫廊、藝術投資公司顧
問、藝術品拍賣官、北美館及國美館語音導覽顧問的劉仁裕老師，將透過自身豐富的美學
涵養，與大家淺談藝術欣賞與蒐藏之道，帶著我們輕鬆貼近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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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五)

楊梅故事園區 
 楊梅區校前路49號
 文化發展科(03)332-2592分機8206

 週三至週日10:00-17:00　
 休館日：週一、二

 團體預約導覽： 週三至週日10:00-17:00，每團至多15人。

楊梅故事園區前身為楊梅國中校長及教職員宿舍，興建於民國
42年，民國10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民國37年楊梅國中張芳
杰校長與楊梅在地仕紳，透過自力建校方式，創建楊梅中學。
創校之初，每天「第七堂課」下課時，師生到溪流搬石頭，或
到楊梅火車站搬磚塊回來建造學校，體現團結合作、尊崇文教
的精神。楊梅故事園區為積極推廣楊梅在地文化，發揚張芳杰
校長的創校精神，傳承在地客家文化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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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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園日：週一

 《極度自然》有溫度的藝術 徐兆平柴燒陶個展
01/06(三) -03/01(一)10:00-18:00　
共學展示樓　  自由入場　

生命的深度，在於日常的積累。含倉蘊秀，溫緩清麗。如露珠
靈息之氣，似暗香浮動之味，是自然的溫度。

藝童走過 南崁兒童藝術村前世今生華台雙語常設展
01/16(六)起
院長故事屋　  自由入場

為配合文化部提倡語言平權，本次特展除有精選老展片外，還
新增了華語及台語的文字及QR code掃碼聽語音導覽，值得
期待！

2021南崁兒童藝術村兒童媒體冬令營
 第一梯次：01/27(三) -01/28(四) 
第二梯次：01/30(六) -01/31(日) 
第三梯次：02/03(三) -02/04(四)
南崁兒童藝術村　  請電洽(03)222-2277

資訊爆炸的時代，孩子更需要好好認識媒體！「2021兒童媒體冬令營」，讓小朋友實現小
小主播夢。媒體素養全方位培訓、專業老師親授，帶小朋友們認識說話的魅力。二天一夜
的行程中，除了有採訪與播報實作，還有團康活動，晚上更可以住在歷史建築，課程結束
後並製作小朋友的新聞播報實機影片，是這次營隊最美好的回憶。

親子藝術學習體驗
01/01(五) -01/31(日)10:00-18:00　
共學展示樓　  請電洽(03)222-2277

內容包含心靈禪繞、多肉培栽、創意紙黏土等，爸爸媽媽跟小
朋友一起動手做，在藝術村度過歡樂的時光。

週二至週日08:00-17:00開放參觀，相
關導覽訊息請洽詢范姜宗親會現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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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忠烈祠市定
古蹟

市定
古蹟

古蹟導覽或開放資訊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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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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首春天的詩－桃美館×故宮　書藝體驗展
2020/12/18(五) -2021/02/28(日)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5樓　  自由入場　

藉詩文和書法藝術，迎接春天的到來！展出內容包括故宮數位化借展品、桃美館典藏品，
以及詩人、書法家和跨領域藝術家之創作。

 「藝備起」桃園市立美術館三週年館慶

▼「藝起說晚安」兒美館夜間開館活動
第3場次：01/02(六)、第4場次：01/09(六)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5樓　  自由入場　
(03)286-8668分機8010

01/02(六)邀請「碰！樂團」、01/09(六)邀請「丞舞製作團隊」配合「寫一首春天的詩」
展覽進行演出。

願景館  中壢區文德路198號　

低頭思故鄉，抬頭看遠方：桃園市立美術館三週年館慶論壇
01/02(六)、01/09(六)13:30-16:30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N6K3g5
(03)286-8668分機8011

參與者（依論壇場次序）
主持人：廖仁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胡永芬（獨立策展人）
演講人：黃冬富（藝術史家，國立屏東大學前副校長）
與談人： 劉柏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教授）、邱誌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教授）、張懿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文創學程助理教授）

書畫記－2021桃園市立美術館典藏研究暨專刊發表會
01/10(日)10:00-17:30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WLmDYx　
(03)286-8668分機1004

前30位線上報名並參與者，即贈研究專書（依場次領取）。 

▼桃園市立美術館書法類典藏研究專刊發表 

發表人： 李郁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客座教授）、蔡耀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思賢（東海大學美術系所副教授兼臺灣美術研究中心
主任）、盧廷清（實踐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與談人：黃智陽（華梵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院長）、劉瑩（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桃園書法發展全景歷史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引言人：李郁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客座教授）
發表人：盛鎧（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教授）
與談人： 李郁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客座教授）、盧廷清（實踐大學設計學

院教授）、白適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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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美術館水墨類典藏研究專刊發表

發表人： 盛鎧（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教授）、邱琳婷（東吳大學歷史系助理
教授）、鄭勝華（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賴明珠（臺灣藝術史研
究學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 高千惠（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客座教授）、吳超然（東海大學
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願景裡的生日派對　
01/16(六) -01/17(日)10:00-16:00　  自由入場　 (03)286-8668分機8006

活動內容：
① 玩藝場：兒美館展覽體驗計畫＋邱杰森〈迷境〉路徑重繪計畫
② 走讀藝術：「藝術家駐館計畫」＆「桃園特色書店藝術書市集」
③ 深度咀嚼：「以食為名」藝術計畫
④ 靈感源自一杯咖啡：桃園藝術主題咖啡沙龍
⑤ 吃是一門藝術：美食品嚐
⑥ 藝起搖擺：表演藝術共享時光

點名時間

寫一首春天的詩

藝起說晚安

視窗之外

低頭思故鄉，抬頭看遠方

書畫記

願景裡的生日派對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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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8(五) -2021/06/27(日) 
週二至週日09:30-17:00，週一休館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武德殿 (大溪區普濟路33-3號)　
自由入場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03)388-8600

28

藝
文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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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刨木體驗活動 (工藝交流館 )：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15:00-16:00 (開放報名：14:50，最後
報名：15:55)，每場次名額：20名。

記憶．再生：大溪武德殿
2020/12/18(五) -2021/06/27(日)週二至週日09:30-17:00　
武德殿暨附屬建築 (大溪區普濟路33號)　
 自由入場　

大溪武德殿落成於1935年（昭和10年），原作為警察練習柔道、劍道的場地使用，後因
總統行館的劃定而成為憲兵隊駐所；如今為木博館的館舍之一，作為展演大溪歷史與文化
的空間。本次展覽以武德殿「建造背景」、「建築特色」、「功能轉變」、「修復歷程」等
單元呈現大溪武德殿特殊的建築生命史。

▼武德殿劍道展演暨體驗活動　
01/10(日)、01/24(日)14:00-17:00　
武德殿 (大溪區普濟路33-3號)　
 請關注木博館官網及FB粉絲專頁。活動採預先報名20名及現場報名20名 (上限共40名)　

邀請桃園市體育會劍道委員會策劃一系列劍道體驗活動，推廣劍道文化。

 「大溪人．生活與歷史」常設展
 01/01(五) -12/31(五)09:30-17:00， 
01/04(一) -01/14(四)因應部分展示更新閉館
四連棟 (大溪區普濟路23號)　
 自由入場　

木博館壹號館
01/01(五) -12/31(五)09:30-17:00　
壹號館 (大溪區中正路68號)
 自由入場，時空旅人因防疫停用中　

日復一日 木復一木－大溪木藝的世代傳承與創新教育展
2020/0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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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木藝持續在大溪，日復一
日地綿延下去。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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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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200元 /份
製作街屋藏寶盒，成品可以當存錢筒、手機座或是筆筒喔！　

彩繪陀螺DIY　  須先報名，材料費：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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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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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班市集　
01/09(六)12:00-17:00　  自由入場

日本媽媽，用手感的溫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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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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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農村生活的點滴。用不同的鏡頭視角，捕捉愛戀的月眉。

手作系列　
週日至週四13:30-16:00　  須先電話預約　 陳老師0953-631960

▼慢時光：木質壁掛鐘　  費用︰450元 (6人以上即可預定)
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木質掛鐘﹙含外盒包裝 )。

▼生活雜貨：花漾帆布收納包　  費用︰200元 (10人以上即可預定)
無須美術基礎也能創作出實用美觀的帆布收納袋。

▼生活雜貨：多肉創意組盆　  費用：250元 (8人以上即可預定)
透過多媒材的運用引導，大膽的來一場多肉組盆創意秀吧！

▼優閒午茶手作時光：超值午茶組+DIY　  費用：優惠450元起
　(4人以上即可預定、5人以上可享VIP和室包廂、10人以上即可包場)
手作教學約40至60分鐘，還有水果、甜點、蛋糕拼盤，以及午茶飲料！

「街角館館舍群」是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民間夥伴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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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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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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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頭彩繪DIY　  須先報名，費用：180元起
帶一個溫暖的木頭回家（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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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繪畫體驗工作坊　  須先報名，費用︰ 350元 /人
使用咖啡液為素材作畫，學習如何萃取義式濃縮液，品嘗好咖啡與創作體驗（費用含咖啡
液、畫紙，現場提供畫具使用）。

下街四十番地 大溪區和平路88號　 (03)388-2518

原木風車DIY
每週六、日10:00-17:00　
 須提早14天前預約，請洽連絡電話或「下街四十番地工房」FB粉絲專頁，費用︰350元
以檜木、黑檀木、花梨木等原木木片製作的原木風車。

林麗雲共學夥伴─大溪故事角(30分鐘/次) 中正公園兒童遊樂區

01/09(六)、01/30(六)14:30-16:30　  現場報名
讓更多的親子可以認識更深、更廣、更在地的大溪。歡迎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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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及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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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璀燦 豐采》2021郭掌從原住民族油畫展暨館藏作品中的時代映像
01/02(六) -02/21(日)08:00-17:00　 2樓第2、3展間　
 自由入場　 (03)389-6322分機102

郭掌從老師自其優秀作品中，挑選出44幅精選作品綻放原民豐采，
讓簡單不過的日常透過強烈的色彩及有力的筆觸，將原住民精神與生
命力展現的淋漓盡致，而迴廊也配合展出館藏攝影作品，期待為桃園
點亮容顏印象，透過藝術傳遞，形構屬於桃原文化的時代映像。 

活

逛

動

31



32

藝
文

品



總館 ( 4樓圖書室、1樓兒童室)；桃園分館、中路分館、大林分館、會稽分館、埔子分館；
中壢分館、內壢分館、龍岡分館、自強分館；八德分館、大湳分館；楊梅分館、埔心分館、
富岡分館、紅梅分館；蘆竹分館、大竹分館、山腳分館、南崁分館；龍潭分館；大園分館、
三和分館；龜山分館、大崗分館、山德分館、迴龍分館；大溪分館、康莊分館、崎頂分館；
觀音分館、新坡分館、草漯分館；新屋分館；平鎮分館

參展

書展
地點

桃園市立圖書館 01/02(六) -02/27(六)開館期間

藝
文

33

品



桃園市立圖書館   每週一至週日開館　
 休館日：01/01(五)、01/28(四)

主題書展：科技未來　01/02(六)-01/31(日)　4樓圖書室分區資源中心

 「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徵文
01/01(五)-06/30(三)08:00-17:00　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收件

說故事時間　週六、日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1/02(六) 兒童故事劇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大象親子劇團 
01/03(日) 同言童語故事時間：就是愛share／張淑芳、潘雪惠主講
01/09(六) 春分阿姨說故事：花貓與黑貓／淑慎老師主講 
01/10(日) 能源魔法師／斑馬花花故事團－郭貴珠主講
01/16(六) 小聰明遇上大麻煩／卞張初枝、郭貴珠主講
01/17(日) Fairy Story 蘋果屋／吳淑琨主講
01/23(六) 巫婆阿妮過新年／斑馬花花故事團－吳阿森主講 
01/24(日) 魔法故事時間：八仙過海／快樂魔法劇團金魚媽媽、羅瑞亮主講
01/30(六) 說故事時間／古憶華主講
01/31(日) 說故事時間：花地藏／范姜松伶主講

影片欣賞 　每週三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1/06(三) 艾蓮娜公主：榮耀加冕 普、01/13(三) 功夫熊貓2 普
01/20(三) 奇秒仙子：海盜仙子 普、01/27(三) 星際狗狗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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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居家整理術　01/04(一)-01/27(三)　各館圖書展示區

我的理想廚房，美學收納術／陳映如　01/16(六)09:30-11:30　桃園分館1樓大廳 

新年造型氣球DIY (財神爺+中國結) ／戴文進
01/23(六)09:30-11:30　會稽分館1樓研習教室

簡單小撇步～讓你輕鬆清洗浴室廁所／陳映如
01/30(六)09:30-11:30　桃園分館1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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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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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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能行者視覺藝術多媒材創作個展　01/05(二)-01/26(二)　中壢分館3樓藝文展覽區
展出作品包含四大類，第一類為以拼貼方式呈現立體手創魅力的複合式
多媒材，第二類為以流動方式呈現抽象或具象畫面的壓克力彩，第三類
為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再以數位方式建構2D與3D的視覺效果，第四類
為以現代街頭噴漆和紙雕融合，創作屬於自己風格的當代畫面。展者希
望透過這次展出可以讓更多人喜歡藝術的趣味性！

金牛賀歲、揮毫獻藝：手寫春聯迎新春
01/23(六)09:30-11:30　龍岡分館旁台貿社區活動中心

 《幸福牛幸福年》紅包袋手工剪貼蓋印活動
01/30(六)09:00-11:30　中壢分館3樓研習教室

歡樂週末親子說故事活動　週六14:00-15:00

中���1樓���
01/09(六) 好玩的故事／施政廷老師
01/23(六) 你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蘭蘭老師、淵淵老師
內壢分館2樓兒童室
01/02(六) 小個子婆婆／東東老師　01/16(六) 四季旅行繪本∼金志安／妞妞老師
01/30(六) 歡樂過新年／蘭蘭老師、淵淵老師
龍岡分館2樓兒童室
01/09(六) 能源魔法師／蘭蘭老師、淵淵老師　01/23(六) 刀根里衣系列繪本／妞妞老師
自強分館2樓兒童室故事角
01/02(六) 四季旅行繪本∼金志安／妞妞老師
0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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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六) 歲歲年年節日故事／東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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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
竹
區

蘆竹分館 /五福一路255號 (03)352-6811 大竹分館 /興仁路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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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漫電影院　每週六14:00　山腳分館視聽室
01/02(六) 酷狗寶貝 普、01/09(六) 小烏龜福蘭克林 普、01/16(六) 超級狐狸先生 普
01/23(六) 狗狗旅館 普、01/30(六) 太陽公主 普

愛上自然，走讀桃園山林趣　01/16(六)14:00-16:00　八德分館3樓研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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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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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活動　週六、日10:00-11:00

01/09(六) 和甘伯伯去遊河　大溪分館書庫 
01/09(六) 小刺蝟的煩惱　康莊分館多功能研習教室、01/10(日) 馬和河馬　崎頂分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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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美麗故事知多少?　01/02(六)-01/31(日)　大園分館4樓閱覽區

遊戲玩考古：小小建築師－古代建築桌遊營
01/27(三)14:00-16: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曼波三石里，大小作伙來之造福系列活動－樂齡活動這樣玩－數字接龍王
01/29(五)09:30-11:00　三和分館

麥當勞姐姐說故事　01/16(六)10:00-10:30　大園分館4樓兒童閱覽區

聽故事，玩創意　週六10:00-10:3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01/09(六) 森林的元宵節、01/23(六) 十二生肖繪本故事

親子電影院　01/16(六)14:00-16:00 泰瑞的冒險王國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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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鎮
區

墨心耕藝許瑞娥水墨師生展　01/05(二)-01/25(一)09:00-16:30　平鎮分館1樓文化館
期望耕一畝心田，耘一畝心靈福境，畫作類型以兼工帶寫意之彩墨方式呈
現，題材以結合意象或傳統注入新意，結合語延伸生活化概念。教學則以
筆觸自然放情於心為主，再讓畫去代替心去說話。

 「110年牛轉乾坤」手寫春聯迎新春
01/27(三)-01/29(五)　平鎮、山仔頂、東勢分館
每日借書10冊可領取春聯1份，每日限量10份， 每人限領1份，送完為止。
01/30(六)09:30-12:30　平鎮分館大廳
書畫家現場揮毫寫春聯，供民眾免費索取，營造過年氛圍。

青少年的電子程式應用－動手做自己閱讀程式
01/26(二)14:00-16:00　平鎮分館　※限小四以上，參加者需自備安卓平板電腦

 「軍事童樂會」桌遊－卡卡頌　01/22(�)14:00-16:00　��頂��　※限小四以上

童話99故事班　
平���　每週日10:00-11:00
01/03(日) 大心故事屋、01/10(日) 森愛故事屋、01/17(日) 講不完故事屋、
01/24(日) 美人魚故事屋、01/31(日) 蘋果奶奶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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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仔頂分館 /坤慶路88號 (03)469-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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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雙響炮　週二14:00-16: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01/05(二) 音樂電影院：歡樂好聲音、01/19(二) 性平電影院：芭蕾王者尤利

 「牛年行大運」揮毫春聯好運來　01/30(六)09:00-12:00　龍潭閱覽室田園藝廊

為愛朗讀趣　週五10:30-11:00　龍潭分館4樓AB多功能教室
01/08(五) 動物繪本、01/15(五) 動物繪本、01/22(五) 動物繪本

咕咕咕故事團　週六10:00-11: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01/09(六) 吃掉黑暗的怪獸、01/16(六) 世界上最高的書山
01/23(六) 龍潭陂个古、01/30(六) 剪刀 石頭 布 & 小狐狸的口香糖（英）

電影欣賞　01/30(六)14:00-16: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超級英雄在龍潭分館！—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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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閱讀推廣活動　※網路報名
01/23(六)14:00-16:00  親子互動桌遊／童騫 (材料費：100元)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01/02(六)起開始報名
01/30(六)14:00-16:00 超夯氣球派對DIY／童騫 (材料費：100元)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01/09(六)起開始報名
01/31(日)11:00-12:00 英文繪本說故事：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張惠茹
觀音分館4樓兒童室　※01/10(日)起開始報名
01/31(日)14:00-15:00 英文繪本說故事：Handa's surprise／張惠茹
新坡分館2樓親子共讀區　※01/10(日)起開始報名

說故事活動：啊！有怪獸／小魚老師　
01/17(日)10:00-11:00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15:00-16:00　新坡分館2樓親子共讀區

電影欣賞　01/16(六)14:00-16:00 馴龍高手3 普　新坡分館2樓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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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週六10:00-11:00
01/02(六) 森愛故事屋、01/16(六) 丫丫故事屋、01/30(六) 冰果室故事屋
��頂��　週六10:00-11:00
01/09(六) 大心故事屋、01/23(六) 美人故事屋

人文講堂電影　週六、日14:00　平鎮分館2樓人文講堂
01/02(六) 蝙蝠俠：緘默 輔12、01/03(日) 泰瑞的冒險王國 普、01/09(六) 刺殺終點戰 輔15  
01/10(日) 名叫海賊的男人 普、01/16(六) 驚奇隊長 護、01/17(日) 大冒險家 普
01/23(六) 威利的異星大冒險 普、01/24(日) MIB星際戰警：跨國行動 普
01/30(六) 完美搭檔 護、01/31(日) 反叛的魯路修 護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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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109年度會員聯展
2020/12/09(三)-2021/01/10(日)　3樓客家藝廊
本次展出作品涵蓋水墨、書法、膠彩、油畫、水彩、複合媒材等，
以不同媒材呈現客家在地自然景觀，融入愛鄉愛土的鄉土情懷，描
寫出真情至性之人性善美情感與意念。

謝萬鋐水彩作品展　
01/13(三)-02/21(日)　3樓客家藝廊
謝萬鋐老師透過繪畫呈現身邊事物的樣貌，此次展出近期數件水彩
作品，創作題材多樣精采多元且蘊含詩意。▲

簡單入手水彩靜物示範　01/23(六)14:00　2樓研習教室

說故事時間　週六14:00-14:30　1樓兒童區
01/02(六) 出發！地鐵獅子線、01/09(六) 神奇的編織高手史丹利、
01/16(六) 小不點卡卡伊養了一隻小鱷魚、01/23(六) 叢林派對、01/30(六) 我要開燈

影片欣賞　週六10:00-12:00、週日14:00-16:00

1樓兒童區：01/09(六) 托比的奇幻旅程 普、01/23(六) 妖怪手錶永遠的朋友 普
3樓多媒體會議室：01/10(日) 鐮倉物語 普、01/24(日) 多桑不在家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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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Openbook 好書獎導讀講座【第4場 @桃園】 
當記憶是一部二輪片：寫下《山地話／珊蒂化》所寫不下
01/09(六)14:30-16:30　紅梅分館3樓會議室
講師：馬翊航　導讀好書：《山地話╱珊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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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日) 繪本go!go!go! 01/10(日) 幸福小紅豆 01/17(日) 玩春聯  
01/24(日) 流連故事鄉 01/31(日) 一起玩故事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01/03(日) 一起玩故事 01/10(日) 我愛繪本 01/17(日) 我們一起的美好  
01/24(日) 親子繪幸福 01/31(日) 暢遊繪本世界
富岡分館1樓兒童室
01/03(日) 玩春聯  01/10(日) 繪本逍遙聽 01/17(日) 繪本go!go!go!  
10/24(日) 一起玩故事 01/31(日) 繪在一起

影片欣賞 　週六14:00-16:00

01/09(六) 笑笑羊大電影：外星人來了 普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01/23(六) 閃閃小超人 普　紅梅分館3樓會議室
01/23(六) 伯尼小海豚2 普　富岡分館1樓兒童室

楊
梅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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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向封鎖》中可以明顯地察覺他們要強
調「雙向溝通」這件事的重要，一開始的洗
手歌和雙向溝通的互動手勢帶動氣氛，和觀
眾一起的互動就已開始醞釀「雙向」的交流
氛圍，在觀看的過程中觀眾席場燈全程亮
著，搭配線上留言區，讓觀眾感覺參與舞台
上的對話，而後半段的演出內容確實也因觀
眾的參與更為有機和有趣，不過前半段的劇
情呈現幾乎沒有加入觀眾留言內容，加上略
顯生疏的主持人提問，氣氛宛如散亂的大型
演講會，且這樣的留言板也可能讓人分心，
無法好好專注在其中一方，尤其文字密度較
高的舞台對話需要比平時更多的專注力，如
果一面看留言，一面聽舞台上的對話，容易
錯過發言人要敘述的論點，但這也投射出，
現代普遍講求快速、表面、淺白的資訊流
動，沒有吸收和沈澱過程。

劇中安排了許多不同職業和專業領域的人，
以談話性節目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對疫
情的看法，多元的聲音讓人能以更全面的方
式去看待此疫情期間的各式現象，稍嫌不足
的是某些職業的心聲可以再做更深的討論，
讓觀眾情緒能做更進一步的投射與反思。劇
情穿插了較活潑的環節和延綿呆板的氛圍平

衡，像是Rap的中場休息，看似放鬆但敘說
內容仍與主題扣合；開場學長與學弟之間的
互動，在結束時再次出現，除了呼應到開頭
的表演，也剛好替整場演出做了總結。

後半段演出有許多「脫稿」的部分使觀眾反
應較熱烈，其中時事評論人溫朗東也提到，
事實上觀眾永遠不會知道「脫稿演出」會不
會是劇情安排，而這也正是這樣的劇場呈現
方式帶來的效果，在劇場上可以出現的表
演，包括大鵰博士鵰民小教室的笑話或是被
明顯安排對立的角色，在「現實生活」中都
可能出現而我們甚至無法辨認，虛實之間劇
場和現實的交界模糊，什麼才是現實？所謂
現況其實不斷更新，而《單向封鎖》的演出
帶給人深刻的提醒是，要打破「封鎖」，每
個人都該不斷討論、思考、交流甚至「脫稿
演出」，才能真正跟上現況—要打開「心」
才能「解鎖」。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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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窗－尋味茶香特展
2020/11/22(日) -2021/05/21(五)24小時對外開放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入場大廳　  自由入場　
國立歷史博物館(02)2361-0270分機309

本展分為三大主題：尋味茶香、一方水土養一方茶及Formosa Tea。 希望藉由史博館典
藏之茶主題文物及畫作等，介紹獨具特色的臺茶文化，並引領觀眾進一步踏尋、構築屬於
自己的茶味記憶。

 「展現龍潭 巷弄藝文」梁成福 李元慶 瓷刻展
2020/08/03(一) -2021/02/28(日)週一至週五08:00-17:00，例假日休息
龍潭區戶政事務所　  自由入場　
龍潭戶政事務所(03)479-2394分機206

16件「心經」與「金剛經」之瓷刻藝術作品，由書法家李元慶書寫，瓷刻家梁成福以鋼
刀手工一筆一刀刻製，並結合臺華窯窯燒技術共同創作產生，豐富呈現出瓷刻藝術的精彩
與多樣性，遠觀近賞各有不同的意境，彼此之間亦相映成趣。

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
 2020/12/07(一) -2021/01/16(六)週一至週五10:00-17:00、週六13:00-17:00， 
週日及01/01(五)休館
中原大學全人村北棟1、2樓藝術中心　 自由入場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03)265-1261
以古長安唐代壁畫為題來臺的文化展覽。展覽精選國寶級壁畫內容展出，並透過影片、模
型、壁畫臨摹等豐富有趣的互動模式，為觀眾揭開大唐面紗，再現盛世風華。

土由心生－程逸仁、陳元杉、黃文煜陶藝聯展 
2020/11/20(五) -2021/02/05(五)10:00-18:00
桃園區昭揚天御展示中心2樓大廳 (春日路462號)　　
 自由入場　 春好芯生活美學(03)326-8295

桃園在地的陶藝家程逸仁，以蟲蛀志野燒聞名，作品型態豐富多變、充滿能量；鶯歌陶藝
家陳元杉，長年鑽研手拉胚及釉藥表現，作品色彩表現奔放且又不失底蘊，觀賞性十足；
桃園在地陶藝家黃文煜，以精采細緻的雕工於大型茶倉上做刻劃，再經由柴燒燒製成形後
將鏗鏘有力的刻工以及柴燒的隨機性演繹得淋漓盡致。

火的餘波－駱俊銘個展 
2020/12/07(一) -2021/01/08(五)09:00-18:00　
春好芯生活美學 (桃園區經國路9號10樓之1)　
 自由入場　 春好芯生活美學(03)326-8295

以陶藝家駱俊銘擅長的壺類作品為主軸，呈現陶藝家鑽研多年的多種成果與特色—透過
原形拋光、爆裂、針刺、木紋等多重表面肌理手法。

萬 花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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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客家歷史小說獎徵文
2020/05/15(五) -2021/03/31(三)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收件 (中壢區青峰路一段49號10樓)　
 自由參加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劉先生(03)287-3066分機127 (週一至週五10:00-17:00)

客家是個不斷遷徙地民族，移居各地的客家人各自發展出屬於他們的故事。【2020客家
歷史小說獎】鼓勵大家記下歷史洪流中的這些吉光片羽，以歷史小說的方式來創作，讓一
般大眾透過故事來認識客家。

色物：黃冠鈞個展 Objectified Colors： 
Kuan-Chun HUANG Solo Exhibition

01/01(五) -02/07(日)週二至週日12:00-20:00　
2Gather藝起吧 (中壢區洽溪路181號)　
 自由入場　
2Gather藝起吧(03)287-5202

臺灣藝術家黃冠鈞讓壓克力顏料從繪畫的組成元素和支架中脫離，以三維「繪畫體」的觀
念與繁複勞動製成簡潔的形與象，探討媒材在脫離後框架之後的可塑性，以及色彩在純粹
顏料中的空間關係，藉此探索藝術性與物性的邊界。 

探 城 外

2021博物館宿營趣
01/23(六) -01/24(日)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費用：每人800元；詳情請洽官網https://www.nmmst.gov.tw/chhtml/
吳小姐(02)2469-6000分機3020

提供民眾與博物館共眠的機會，館內特別開放了兒童廳、環境廳、船舶廳、文化廳、水產
廳及公共空間區，讓民眾可以呼朋引友、親子共遊博物館體驗宿營的樂趣。報名民眾需自
行帶帳篷、睡袋，在「海科館」夜宿一晚，展開深夜發現博物館，夜探展廳及走讀典藏庫
房，感受與親臨博物館的驚喜夜。

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即日起 -03/14(日)　
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詳情請洽官網https://reurl.cc/MdMax4　
(02)2595-7656轉服務台

本屆主題來自於拉圖和圭納提出的假設：「全世界的人們不再對『生活在地球上的意義』
有共識。當一連串衝突一觸即發，我們目睹了人們立場的分歧：似乎已放棄地球的人、試
圖使環境變得更宜居的人，以及那些宇宙觀與全球化發展相斥的人等。」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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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與交織：印尼戲偶的奇幻之旅
即日起 -04/11(日)　
台北偶戲館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99號2樓)　
 詳情請洽官網https://www.pact.taipei/　
(02)2528-9553轉服務台

以財團法人台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林經甫董事長捐贈予台北偶戲館的印尼皮影戲偶與扁平傀
儡戲偶典藏品為主軸，並透過神話傳說、印尼戲偶、身體感知等思維的移動，及其落地生
根後所交織形成的文化景觀與認同話語，展現這段印尼戲偶的奇幻之旅。

聽！大河在說話－兒童體驗館
01/01(五) -12/31(五)　
淡水海關碼頭C棟倉庫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9號)
 詳情請洽官網https://www.battle -of - tamsui.com.tw/　
吳小姐(02)2621-2830分機211

時間光速來到現在，淡水河的船朋友如今變成閃閃發亮的白色渡輪，
但從前朋友們在淡水留下的有趣故事依然不斷述說著。認識淡水河的
朋友後，歡迎大小朋友為你最喜歡的朋友投下一票，也歡迎你加入淡
水河的好朋友行列，留下屬於你的專屬故事！

赤琥珀－紅茶文化特展
2020/11/25(三) -2021/11/08(一)　
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 (新北市坪林區水德里水聳淒坑19-1號)
 詳情請洽官網https://www.tea.ntpc.gov.tw/　
林先生(02)2665-6035分機210

「赤琥珀」紅茶文化特展，從雲霧飄渺的武夷山出發，探討紅茶如何
西傳風靡全球，發掘臺灣紅茶外貿的輝煌歲月，綜覽紅茶的當代新
貌，以詩意的視角層層解析紅茶的身世之謎，帶領大眾瞭解紅茶如何
改變了世界及人類的生活，深度感受紅茶經典而雋永的魅力。

新竹擺態 Hsinchu Pose
2020/10/22(四) -2021/01/22(五)　
新竹市美術館 (新竹市中央路116號)
 https://www.hsinchucitymuseum.org/exhibitions-s-current/75　
劉彥德0905-641283

邀請日籍攝影家近藤悟與在地藝術家林欣怡分別從視覺、聽覺、觸覺
多重感官材料出發探索，進行地方人物誌的知覺文本書寫，透過肖像
劇場、聲觸互動的審美認知共感體驗，形塑新竹人的一百種生命樣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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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終極陶陣－張山創作展
 2020/12/18(五) -2021/01/17(日)週二至週五09:00-17:00， 
週六、日09:00-11:50、13:00-17:00，週一休館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
自由入場　
展演藝術科劉小姐(037)351-626分機612

陶藝創作家—「張山」，1960年生於苗栗縣銅鑼鄉，是一
位賦予公仔陶偶嶄新生命，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陶藝創作家。
張山善於將陶土表面肌理燒製成鐵鏽質感，彷彿歲月凝結於當
下，蘊藏著深厚的歷史情感。其作品反映作者本人的真實樣
態，淘氣、調皮、耍酷、幽默、悶騷與霸氣，展現了藝術家反
璞歸真、童心未泯的真性情。

 「貓裏印象」109年苗栗縣社區大學攝影比賽作品展
 2020/12/29(二) -2021/01/17(日)週二至週五09:00-17:00， 
週六、日09:00-11:50、13:00-17:00，週一休館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興畫廊
自由入場　
徐小姐(037)559-687

鼓勵本縣社區大學師生走到戶外，正向面對疫情，展現生命力
與活力。本次競賽藉由攝影記錄苗栗的人文歷史特色與自然景
觀之美，透過鏡頭捕捉觸動人心的瞬間、發掘在地多面向山海
景象，對苗栗有進一步的認識及深刻印象，更希望帶動社會關
懷及實踐。

2021歡樂宜蘭年－牛轉乾坤

▼宜蘭年期前活動　 01/22(五) -01/24(日)　

▼歡樂宜蘭年除夕晚會　 02/11(四)　

▼情定宜蘭年　 02/14(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6-8號)
自由入場　 賴小姐(03)9322440分機311

2021歡樂宜蘭年，自1月22日期前活動登場至2月14日西洋情人節止，規劃一系列值得
民眾參與互動，熱鬧既有意思的演出與市集活動；期前活動將以家中的過年應景食品來製
作成好吃的點心、新住民的節慶特色食材與布置展示、名家親筆揮毫的春聯索取及音樂戲
劇演出來啓動歡樂宜蘭年；除夕夜藉由一連串精彩、活潑有趣的闖關遊戲及趕年獸活動讓
民眾一起迎接熱鬧溫馨的新年，感受最有年節味的宜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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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網羅各類社區營造補助資源，
巡迴各區辦理聯合說明會，
為您解答各項計畫申請訣竅，
讓您的社造工作之路暢通無阻！

 曾小姐(03)332-2592分機8615

01/05(二)
中壢場  上午場  中壢區公所3樓訓練教室
大溪場  下午場  月眉市民活動中心
01/06(三)
大園場  上午場  大園區公所2樓視聽室
觀音場  下午場  草漯老人會館
01/08(五)
新屋場  上午場  新屋市民活動中心
楊梅場  下午場  楊明市民活動中心1樓
01/09(六)
新住民場   下午場  新住民文化會館3樓House135

上午場10:00-12:00、下午場14:00-16:00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

桃園市行政社造推動辦公室

報名表單

01/30(六)
大園國際高中
 自由入場
 桃園市立美術館 
(03)286-8668分機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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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2021年書法界年度盛事， 
第15屆桃園全國春聯書法比賽決賽日， 
在比賽現場將有各式書藝推廣活動， 
廣邀全國民眾共襄盛舉， 
一起享受書法之樂趣。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路線一、中壢走讀ONLINE
路線二、桃園走讀ONLINE

至館舍掃描活動立牌上的QR code進入活動頁面，
點選欲參加的路線即可開始走讀任務。

完成同一路線中的6個任務後，前往該路線終站
故事館兌換文創品1份。

精選桃園城市故事館群24個館舍：
中平路故事館、壢小故事森林、壢景町、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桃園77藝文町、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桃園孔廟
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桃園光影文化館
桃園軌道願景館、南崁兒童藝術村
楊梅故事園區、富富•小山岡創生基地
龜山眷村故事館、憲光二村、A8藝文中心
新屋稻米故事館、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中壢藝術館、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桃園客家文化館、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桃園展演中心

至館舍掃描活動立牌上的QR code即可獲得1個
集滿5個 可兌換文創磁鐵1份
集滿10個 可兌換文創木片手作模型1份

2020/10/20-2021/02/21

2020/10/20-2021/02/21

 文創商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文化發展科(03)332-2592分機8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