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英 哲  林  榮  徐 文 印  許 水 富

郭 明 福  郭 掌 從  陳 世 明  陳 俊 卿

傅 彥 熹  謝 孝 德

太武新村眷村文創園區23號眷舍
大溪區慈光街與慈光一街口 (03)380-3821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春節02/10-02/16、02/28紀念日)
開館時間：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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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至週日09:00-12:00、13:00-17:00 
02/11(四) -02/16(二)、02/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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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  01/30(六)11:0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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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7:20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樓文化部小客廳
 週三至週日12:00-18:00 
02/11(四) -02/13(六)休館　  自由入場　
 林小姐(03)332-2592分機8204 
游小姐0928-8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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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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牛轉乾坤，好運來！」在這充滿喜迎牛年到來的2月裡，桃園的藝文
天空也增添了幾分喜慶色彩。

十位桃園藝術家曾前進桃園市的姐妹市—金門，各自嶄露不同的藝術表現方
式，這些藝術作品於剛修復完成的大溪太武新村裡展出，為此藝文場域帶來美好的開
始。

藝術家林英哲75歲退休後，定居桃園揮灑水彩十數年，於88大壽前夕，在文化
局展出他印象中的台灣風情。在其超寫實的畫風下，舊日農村美好生活景緻，於紙上
躍然重現。

同時，參與桃仔園青少年劇場計畫的戲劇新秀，歷經去年度的多元培訓課程後，
將在桃園展演中心，帶領觀眾領略《誰掀起暴風雨》精彩的表演。

桃園的藝文活動不僅於此，還有更多不同主題的展覽、表演、講座及推廣活動，
將在各館舍裡優雅登場，等您來賞！

「戀戀台灣風情－林英哲88創作展」
金門遊記5（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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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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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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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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場館活動類別依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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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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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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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藝術家林英哲、林榮、徐文印、許
水富、郭明福、郭掌從、陳世明、陳

俊卿、傅彥熹、謝孝德（依姓氏筆畫排
序）共10位，日前赴金門寫生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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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縣市情誼，創作品在修復完工後的歷
史建築「太武新村」為首檔展覽，也為新
的藝文場館帶來美好的開始。

走一趟「太武藝想金門—桃園藝家
金門寫生創作展」，來看傅彥熹老師以當
年在金門服役時難忘的經歷為題材，繪
畫出金門守軍在山頂高地的50機槍防空

堡戍守情景；來看謝孝德老師，在華麗屋
舍裡畫了一頭牛，有什麼意涵？等您來賞
析！再來看徐文印老師以蒙太奇式的空間
手法，用水墨呈現客旅金門所見的閩式建
築、聚落、戰爭遺跡、牛、風獅爺特有的
金門風情；更不能錯過郭掌從老師以油畫
展現鋼刀老店火光淬煉製刀的技法，來
吧！跟著藝術家一起逛金門、賞風景。

1月30日開幕當天，結合「太武慶
豐年」活動，有50攤文創市集、精彩街
頭藝人演出，讓您感受藝術與日常的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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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六) -03/28(日)週二至週日09:00-18: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春節02/10-02/16、02/28紀念日)
太武新村眷村文創園區23號眷舍 (大溪區慈光一街與慈光街口)　
自由入場 　 溫小姐(03)332-2592分機8709

展覽
資訊

 01/30(六)14:00開幕
茶會



拿起畫筆，蘸取腦海中的那抹色彩，於
畫紙塗染出記憶中的美好畫面，這便

是林英哲水彩創作的初衷。

繪畫天分永不放棄
現年八十八歲的林英哲，出生於嘉義

朴子，由於家裡開相館，他七歲時就在父
親的指導下，學習按快門；十一歲時，他
在美術老師吳梅嶺的帶領下，跟著老師一
起在田園裡寫生。

林英哲回憶：「大概只與老師一起
三、四次，因為我還要讀書，不過我一直
記得老師鼓勵我，說我有天分、不要放棄
繪畫。」老師的鼓勵，始終在林英哲的想
法裡縈繞，雖然當時的林英哲，因父親早
逝，肩負起身為長子必須扛起家庭重擔的
責任，必須苦讀向學。學成後，他立刻投
入職場工作、創業、結婚生子，乃至兒女
長大，始終以家庭為重，無暇創作，直至
七十五歲退休，才重拾畫筆。

從十幅作品開始
「我一開始的想法，是以前拍照不

便，很多東西都無法留存。我想畫下來，
留給我的孩子。」初始，林英哲秉持傳承
給自己的兒子進行創作，他畫了六張圖，
三個兒子一人兩張，媳婦覺得畫得很好，
分享給眾人看，意外促成了林英哲第一次
參展—台北新藝術博覽會。

當時，林英哲的作品不多，約只有十
幅，但因他的畫風別樹一幟，擁有鮮明豔
亮的色彩運用，筆觸宛如攝像重現，吸引
日方邀請進行日本地區的巡展，作品更獲
得入選第25屆全國大賞的殊榮。作品獲
得肯定，讓林英哲獲得自信，創作不輟，
直至今年的「戀戀台灣風情．林英哲88
創作展」，預計展出近百幅作品。

從初始的十幅，到現今的近百幅展出
作品，對林英哲來說，每一幅作品的創作
過程，都像是迎接一個孩子的誕生，相當
不容易。林英哲的右眼開過刀，他坦言：
「有時候，看一條線會變成兩條線，要休
息。」林英哲總在經過充足的休息後，只
要靈感湧現，就會開始創作。

創作不輟　製造感動
創作過程中，要重現舊日的鄉村映

像，更得要花費一番苦心。林英哲談論
創作取材：「因為那些東西，現在都沒有
了，資料也不好找，我只能憑自己的想像
來構圖。」林英哲如相片般寫實的畫風，
再加上水彩特質就是顏料一上紙就無法再
塗改，要如何將記憶中的光影印象，躍然
於紙上並分毫不差，得要花費一番功夫，
才能畫出令人驚歎的作品。

從七十五歲到八十八歲，林英哲透過
畫筆，重現昨日歷歷，刻劃今時美好，邀
請大家一同將美好的記憶傳承下去。

展現水彩的寫實可能－專訪林英哲
撰文／Natasha Hung　圖片提供／文創影視科

 01/27(三) -02/21(日)週二至週日 
09:00-12:00、13:00-17:00 
02/11(四) -02/16(二)、02/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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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  01/30(六)11:0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大廳

戀戀台灣風情－林英哲88創作展

藝

新

窗

05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110年會員影展
01/27(三) -02/21(日)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桃園攝影學會」成立的宗旨為「專業」、「創新」、「服務」
成立57年。默默的為桃園攝影文化耕耘，作品包含人文、民
俗、生態、運動、風景等，利用光影、構圖等呈現出不凡的佳
作，精采可期。

藝元二次方程式－桃園國中第34屆美術班畢業展
02/18(四) -02/27(六)　
文化局2、3樓畫廊　
自由入場　
文創影視科(03)332-2592分機8704

桃園國中美術班畢業生28位小小藝術家，五種方式的呈現，四位資
深的美術老師，三年的藝術薰陶，兩倍的努力，以「藝元二次方程
式」為主題，帶領大眾進入「美」的殿堂。

 《璀璨經典百老匯》交響音樂會
02/21(日)14:30　
文化局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168、388、628、888、1,288、1,688元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精選九部百老匯經典音樂劇配樂，網羅歌劇魅影、悲慘世界、
媽媽咪呀、貓、美女與野獸、獅子王、綠野仙蹤、西城故
事……等知名劇碼，經典薈萃一次呈現！透過狂美精湛的演
繹、桂冠級的專業導聆，絕對能滿足您挑剔的耳朵。讓我們穿
越太平洋，感受百老匯的璀璨風華與萬般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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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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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四)-02/16(二)、0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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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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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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藝術學會
會員聯展

2021

02 / 24 三 - 03 /14 日
台灣藝術學會成立於107年3月，
至今已有3年歷史，本次展覽作品74件，
限於場地無法全數會員皆展出，
作品內容包括水墨、工筆、佛畫、膠彩等，
件件精采，不容錯過。

田園風

葉發原是首位獲得「民族工藝獎」一等
獎的藝術家，皮塑創作更揚名國際。葉
從皮革的韌性中領悟出藝術之「道」，
「田園風．鄉土情—葉發原皮塑藝術
特展」傳達出創作根深鄉土，突現出自
我皮塑的獨創藝術美學。

鄉土情
葉 發 原 皮 塑 藝 術 特 展

02 / 24 三
03 / 14 日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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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五)
19:00

桃興閣掌中劇團 
劇碼：白馬風雲傳之一谷三宮五大堡 
文化局前廣場　  自由入場

表演藝術科(03)332-2592分機8303

02/27(六)
19:30

臺北木偶劇團
劇碼：白賊燈猴天借膽 
文化局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 一般票價200、300元 

身心障礙票價100、150元 

03/05(五)
19:00

昇平五洲園
劇碼：美猴王大鬧水晶宮
文化局演藝廳
 索票入場，02/26(五)09:00開放文化局索票

03/06(六)
14:30

全西園掌中劇團
劇碼：刺客列傳之魚藏劍 
文化局大廳　  自由入場

03/07(日)
15:00

春秋閣掌中劇團
劇碼：傳統布袋戲－血海恩仇記IX 
文化局大廳　  自由入場

03/12(五)
19:00

天宏園掌中劇團
劇碼：西遊記之大破黃花觀
文化局大廳　  自由入場

主辦：桃興閣掌中劇團、臺北木偶劇團、昇平五洲園、全西園掌中劇團、春秋閣掌中劇團、天宏園掌中劇團
協辦： 
活動情形請洽文化局官網https://culture.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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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售票： 600、900、1,400、1,800 
2,200、2,600、3,000元

兩廳院售票網(02)3393-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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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陶瓷雕塑學會會員聯展
02/04(四) -02/2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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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4

旅美陶瓷雕塑家游忠平，集結台灣知名的陶瓷創作家、雕塑家
共同籌組台灣陶瓷雕塑學會，提倡將陶瓷從傳統的工藝材料轉
化成雕塑的主要媒材。本次展覽主題「超越•融合」參展藝
術家52位，藝術家經由大型立體、形色兼具、獨一無二、世
界級的200多件陶瓷雕塑作品，提升國人對陶瓷雕塑的鑑賞能
力，在疫情嚴峻期間傳達獨特的情感，給台灣一次溫暖的藝術
饗宴。

ThERE音樂教室主題工作坊【2月兒童烏克麗麗體驗班】
0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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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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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三)-02/16(二)、0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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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泮山書會2020年第十四屆聯展的作品約100件，其中書法包含
有篆、隸、草、行、楷各體，幅式多樣大小多變精彩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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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觀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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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三)-02/16(二)、0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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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鶯膠彩畫《鶯飛燕舞 歡樂豐盈》
02/18(四) -0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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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畫展起源自畫家發願做慈善公益，為社會盡點心意，幫
助孤獨無依的獨居老人，展覽作品1.遠眺五楊高架、2.峻
嶺競馳、3.鬼斧神工、4.櫻花幽靜、5.琵琶湖畔、6.豐收之 
美、7.峻嶽巨龍……等45幅。

銀河谷音劇團《國王的新衣》
02/06(六)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兩廳院售票：300、400、500、600、800、1,000、1,200元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愛穿新衣的國王找來兩位裁縫師縫製新衣，他們向國王保證能
夠織出這世界上最美麗與奇特的布，並將它做成衣服。最特別
的是，有智慧的人和努力工作的人才看得見！國王一聽心花怒
放，花了大筆的錢來製作這件前所未有的「天衣」。遊行的日
子終於來到，大家都擠在街上要看國王的新衣。但是，國王的
身上，竟然什麼都沒有……

桃園市街舞文化藝術協會－第五屆桃園Union21高中職熱舞社團聯賽
02/07(日)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自由入場 
中壢藝術館(03)425-8804分機8214

每年桃園高中職熱舞社團的經典大賽—Union21街舞大賽，
已經來到第五屆，各傳統強校摩拳擦掌，新的黑馬也已經蓄
勢待發，絕對是最高水準的桃園高中職熱舞賽，本次除了有
21支排舞之外，還加入了各校代表的一對一Free Style Battle
賽，眾所期待本地熱舞青年展現熱情與能量，請大家一起到場
觀賽。

海洋減塑布袋戲《史大俠與海龜》
02/18(四)14:30　
中壢藝術館大廳
自由入場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04)2237-6185

透過創意環境教育布袋戲活動，建立觀眾永續海洋觀念，讓觀眾瞭
解塑膠垃圾對於海洋環境及生物的傷害，能思考人與海洋共存共榮
的價值，內化為自身環境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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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樂團《春燕彩春》新春音樂會
02/21(日)14:30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兩廳院售票：300、500、800元　
桃園市國樂團(03)425-5051

正式邁入2021辛丑年之際，隆重推出《春燕彩春》新春音樂會，
由指揮任燕平領銜，特邀台北市立國樂團打擊首席謝從馨、台北愛
樂合唱團男中音李增銘以及桃園之星二胡蕭奕飛等，攜手桃園市國
樂團以中西融合的多樣曲風，展現東方富饒文化及西方熱情活力，
激發國樂層次變化與無限可能。

中平路故事館 
 中壢區復興路99號
  (03)425-5008

 週三至週日10:00-17:00　
 休館日：週一、二、02/10(三)-02/14(日)
  本館為歷史建築，入館請脫鞋著襪， 
免費參觀。

 團體預約導覽：  週三至週日11: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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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轉－楊治軍老師個人創作展
02/15(一) -12/31(五)　
 自由入場 

柴燒，利用高溫和柴灰使陶器呈現貼近自然的色彩紋路、火與
灰的交織，還原了二者交纏的軌跡。柴燒無法完美控制，每
一件皆是獨一無二。創作者楊治軍老師現居桃園市，曾於下田
窯、柴夫窯、春日窯習陶，現任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第十四屆常
務理事，以柴燒為學習主軸。

 
剪年－剪張五福過好年

02/06(六)13:00-16:00　
免費，須先報名 (請至「中平路故事館」粉絲專頁報名)

桃園在地的客家剪紙達人—盧瑞月老師，分享她多年習得的剪紙技藝，傳授民眾如何在
紙上剪裁出美麗的客家五福圖，並說明每幅五福圖的祈福意義，讓民眾透過每一刀的剪
裁，深刻體會客家流傳多年的工法，和客家人敬天地、祭祖的飲水思源精神。

活

逛

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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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四)-02/14(日) 

02/15(一)彈性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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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四)、0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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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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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發發、喜洋洋雙色發糕手作課
02/06(六)14:00-15:30 壢小故事森林沐樂居　
 費用：300元/人

試試NIKO老師的創意雙色發糕，為新的一年添上美麗色彩。

牛年手捏土彩繪紅包
02/06(六)14:00-15:30 壢小故事森林沐樂居　
 費用：300元/人

新的一年，自己的紅包自己做，應景的牛小弟搭配彩繪紅包袋，把新年
的願望填上，期待自己豐收滿滿。

甜點蠟燭體驗課
02/07(日)13:30-15:30 壢小故事森林B棟儒林所
 費用：1,800元/人，兩人同行3,200元 (費用含材料、包裝)

有別於一般的香精蠟燭，色彩繽紛的馬卡龍總是讓人愛不釋
手，從小圓餅調色、內餡製作以及各種裝飾，將由專業講師帶
來精緻擬真的技巧。（原料一律使用高規格進口專業材料、香
氛及天然蠟材，民眾可帶回4顆作品）

新年花藝手作課
02/07(日)14:00-15:30 壢小故事森林沐樂居　
 費用請洽「壢小故事森林」FB粉絲專頁活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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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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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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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秋的藝想世界－油畫、膠彩、陶藝
01/31(日) -03/31(三)　
壢景町A棟 
 免費參觀

自學習書法、水墨、西畫、膠彩、陶藝以來，師承黃崑林、呂
文成、林組明老師。從平面到立體，由東方藝術到西方藝術各
種技法與媒材的交融與突破，總是緊抓著臺灣的文化底蘊去發
酵提醐。故可以從個人作品中看出甚多是從福爾摩沙這塊土地
取材的情感元素。終極欲透過藝術的視窗落實藝術生活化、生
活藝術化，達到藝術美的偏執追求為最高境界。

生活、藝術、饗宴
壢景町A棟 

▼藝術家說「畫」，第一場／黃素秋（藝術家）
02/20(六)14:00-14:30　
 人數不限，免費參加

解說此次展覽藝術品創作理念及過程。

▼網版絹印／黃崑林（水墨創作者、書法家、陶藝家）
02/20(六)14:30-16:00　
 人數不限，免費參加，請學員自備舊衣服或舊包前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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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慶元宵－玩．粄食／黃薇（桃園第一屆市民學藝員、壢景町文創專員）
02/21(日)14:00-16:00　
 人數20位，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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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8年度桃園市社區營造補助個人計畫成果「客家媽媽菜
飄香—生活記憶的回味、重現與傳承」為延伸，社造地點為
中壢區石頭里，壢景町地處亦為中壢區石頭里。將此社造計畫
延伸並邀請民眾參與，並以此建築為展示平台。
臺灣的日式建築所乘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建築本體，更包含與
在地結合的傳統文化與生活品味。「生活饗宴」系列工作坊為
延續此精神，活化建築空間，依時序變換辦理以「料理及藝術
體驗」為主軸的工作坊，結合並「轉譯」在地傳統料理。讓民
眾不但能享受歷史建築的美感，更能透過的體驗，創造歷史建
築空間的新氛圍，渡過優雅慢活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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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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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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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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人進駐店家　
馬祖新村38、40、41、42、44、45、4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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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進駐店家共有8家職人店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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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工藝、
冰品販售、陶藝體驗、文創商品販售、花藝販售、織品相關商品及生活居家設計選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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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武新村眷村文創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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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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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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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 五 -02/27 六

2月市集｜馬村樂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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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20:00　 自由入場

配合元宵佳節習俗，於園區張燈結彩、猜燈謎，
為馬村市集及農曆新年畫下完美句點。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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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入場觀影，75個座位請提早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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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片大爆炸

牛主乾坤春浩蕩，人逢喜慶氣昂揚！告別了局勢變化多端的鼠年，
期盼大家都能如同今年的國片票房與片量爆發、「牛」轉乾坤！
2020因防疫有成，下半年戲院人潮重現，台灣累積多年的商業潛
力終於爆發，國片重新獲得觀眾青睞，更有機會吸引投資、開發多
元題材與技術，重拾自信的台灣電影，帶領在地元素與文化走向國
際市場。賀歲新春，桃園光影電影館彙集近三年不同類型賣座國
片，在農曆新年邀請您與親朋好友左鄰右舍一起來看國片，感受台
灣電影的大爆炸！

週日16:30

　02/07 大三元 普

　02/21 下半場 普

　02/28 消失的情人節 普

親子電影院－童話大亂鬥
週六14:00

　02/06 白雪奇緣 普

　02/20 仙戒奇緣 普

　02/27 美人魚：深海奇緣 普

浮光掠影短片輯
　02/06(六)19:00  春風／亮亮與噴子／ 

手事業 輔15  談

鑽出腦洞的電影
　02/20(六)19:00 第四張畫 護 談

純屬虛構
　02/27(六)19:00 里斯本的故事 普 談

主題影展
週三19:00

　02/03 一簾幽夢 未

　02/17 彩霞滿天 未

　02/24 聚散兩依依 未

週五19:00

　02/05 角頭2：王者再起 限

　02/19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護

　02/26 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 輔15

週六16:00

　02/06 花甲大人轉男孩 護

　02/20 練愛ing 普

　02/27 海霧 輔12

週日14:00

　02/07 寒單 輔12

　02/21 孤味 普 談

　02/28 逃出立法院 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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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6(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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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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6(二) 

02/28(日)

恩典記號－江瑞津油畫個展
02/25(四) -03/16(二)　 1樓展場
 自由入場　 (03)335-7745分機123

光照亮一切的色彩，影也被光使用。見有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萬
物的，祂使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2005年開始接觸油畫，大膽
展開習畫之旅。朋友說：開畫展吧！於是分享43幅作品，有山、有
水、有四季、有家人、有異象、有守望、有旅程、有等待……走過的
路徑都是恩典記號。邀請進入，獻上感謝！

 免費索票觀影，因應防疫需佩戴口罩入場、實名制登記並量測體溫。
 索票至KKTIX官網搜尋「桃園光影文化館」，1月15日09:00起開放2月份場次索票，
每場限索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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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經典　
　02/03(三)19:00 惡童當街 經典重映 護

　02/19(五)19:00 射鵰英雄傳之東成西就 普

浪漫特映
　02/07(日)14:00 愛上卡布奇諾男孩 輔12

沉默綻放
　02/26(五)19:00  第六十九信／ 

關於他的故事 普

　02/27(六)19:00 返校 輔12

有求必映
　02/24(三)19:00 爸媽不在家 護

主題放映：暖暖心熠像
3樓放映廳

　02/05(五)18:30 歡樂滿人間 普

　02/06(六)16:30  回程列車／ 
飛向星星的你 護

　02/06(六)19:00 囍宴 普

　02/17(三)18:30 瘋狂亞洲富豪 護

　02/20(六)19:00 北海漁村的寒假日記 普

　02/21(日)14:00  愛是您．愛是我 
(數位修復版) 護 談

親子幻遊　
　02/06(六)14:00  角落小夥伴電影版： 

魔法繪本裡的新朋友 
(中文配音版) 普

　02/20(六)14:00 花木蘭 護

　02/27(六)14:00  森林特攻隊：大腳丫家族 
(中文配音版) 普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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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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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走春－桃園舊城人文古蹟與生態巡禮
02/16(二)11:00-14:00
77藝文町　
 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zU9gg5LWVAvu2AAB9　
(03)332-1869

由桃園社區大學人文歷史劉俊麟講師帶領，深入桃園舊城街
廓巷弄。自桃園77藝文町出發，探訪桃園舊城東南西北城
門周邊歷史發展改變，聽老師暢說廟宇民俗風情、鐵道歷
史，最後回到園區細賞百年植物生態。

入．出．境－移人連結特展
01/13(三) -03/02(二)
新住民文化會館3樓
 自由入場
文化發展科(03)332-2592分機8218

本檔展覽透過信件、書籍、影像等展出，不僅讓新住民回憶母國文
化，也讓大眾了解新住民文化，促進族群間互相交流與理解，落實文
化平權，讓新住民向大眾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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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6(二) 

02/28(日)

桃園77藝文町 
 桃園區中正路77巷5號
  (03)332-1869、 (03)332-1969

 週二至週日10:00-22:00　
 休園日： 週一 

02/11(四)-02/13(六)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昔為日治時期官署宿舍，光復後又為
警眷宿舍，為桃園少數保留完整之宿舍群，表現日式木構造
物之建築技術及工法建築形式，具時代風貌。全區共4棟建
築位屬位於桃園市中心區屬交通便利之商圈巷弄。建物見證
日治至今桃園市街發展脈絡，深富歷史意涵與價值。桃園市
政府於101年8月27日登錄「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為歷
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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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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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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大家進入繪本的奇幻世界！本次特
別邀請青溪國小小朋友以牛年為主題共同創作，歡迎到現場來尋找可
愛小牛的足跡。

牪．駐館藝術家特展

▼一日館長（導覽＋手作體驗課程）
01/30(六) -03/07(日)
土地公文化館401、402展間
 自由入場　 (03)331-5212分機410

土地公文化館駐館藝術家：酷妹繪社（徐江妹）與水滴捏麵人（詹明
達）老師聯合特展，正式登場！以牛年主題發想，兩位老師將帶來許
多精彩的作品，並做現場導覽，歡迎前來參觀。

藝桃趣

▼酷妹繪社
　牛年賀卡　 02/07(日)10:00-12:00
　我的Q版造型　 02/21(日)10:00-12:00
土地公文化館204工作室　  請至土地公文化館官網報名
塗小姐(03)331-5212分機410，或徐江妹老師0955-996695

想體驗繪畫的樂趣嗎？酷妹老師備有色鉛筆、水彩與速寫課程，沒有
經驗也可報名參加！

▼水滴捏麵人
　哞哞福到捏麵　 02/06(六)10:00-12:00
　新春寶可夢音樂盒　 02/21(日)14:00-16:30
土地公文化館205工作室　 請至土地公文化館官網報名　
塗小姐(03)331-5212分機410

牛年當然要來捏隻可愛的小牛囉！一起來牛扭捏捏吧！詹師傅另外提
供畫糖體驗課程，歡迎來工作室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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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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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逛

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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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6(二)、0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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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光二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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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伴－眷村食物裝置藝術展 
02/03(三) -12/31(五)　 憲光二村31、57、102號眷舍　
 自由入場　

以新穎的藝術介入形式取代懷舊之情，期許打開民眾或眷村第
三、四代，對集體記憶的場所重新再認識。將『美食』這個主
題從過去傳統的文史展示，轉換成視覺化的經驗。

眷村主題系列繪本推廣活動

▼《閃亮的勳章》創作導讀
02/20(六)14:00-16:00　 憲光二村44、45號多功能館　  自由入場　

邀請作者謝鴻文先生、繪者陳瑞成先生創作導讀本書，呈現憲光二村今昔不同的生活場
景，與不曾改變的人情溫暖。

▼《鳳梨的滋味》座談會
02/21(日)14:00-16:00　 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場　

邀請李廣均教授、李俊賢老師、馮輝岳老師、繪本作者李創華女士、繪者謝欽郎先生等，
座談本書議題，如眷村中的婚姻與家庭、職業與工作、社區與社群、搬遷與改建等，重現
往日眷村生活的酸甜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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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三)-02/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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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林口臺地藝術家聯展
01/29(五) -02/27(六)　  自由入場

林口臺地藝術家聯展，是首次將居住在林口臺地的著名藝術家
們聚集在一起，做一次觀摩和交流的展覽。近年來林口臺地
因新市鎮的開發與建設，吸引了許多藝術家進駐，為了讓大家
更認識林口臺地的藝術工作者，特别邀请了台藝大書畫系主任
李宗仁教授、淡江大學駐校藝術家沈禎教授、長庚大學駐校藝
術家兼策展人劉仁裕教授、雕塑家謝文博、著名水墨畫家孟昭
光、陳若慧、江清水丶王品卉、陳正治，水彩畫家黃運祥、劉
芳、彭漢津等12位畫家連袂展出。這次展出的作品，內容多
元而豐富，有水墨、油畫、雕塑、水彩作品近40件。

爵士有意思
02/21(日)14:30-16:00　  免費，須官網報名

臺北爵士大樂隊（TJO）由薩克斯風演奏家李承育擔任音樂總監及指揮。成立11年來，
積極推廣爵士樂，成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爵士大樂隊。今年更成立新的附屬樂隊—臺北
爵士大樂隊都會團（TMJO），希望帶來更為豐富多元的演出，持續散發爵士樂的熱情和
奔放，讓大眾在享受爵士樂美好的同時，也隨之一同搖擺、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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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眷星光點－迎春活動
02/15(一) -03/01(一)　 眷村故事館2樓　  自由入場　

2021年，配合元宵節，眷村故事館舉辦「龜眷星光點」迎春
活動。以眷村為主軸，打造眷村元素燈飾。讓我們一同揮別舊
的一年，點亮新希望迎接嶄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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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6(二)、0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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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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三)-02/16(二)

 《平凡之路》徐兆平 柴燒個展
01/06(三) -03/01(一)10:00-18:00　
南崁兒童藝術村共學展示樓2樓　  自由入場　

別人問我，在山裡好嗎？我說，山上與山下也就幾分鐘的時間，我就
多幾分鐘享受生活的空氣，平凡的做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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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14:00-16:00
南崁兒童藝術村院長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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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藝術學習體驗課
 02/01(一) -02/28(日)10:00-18:00
南崁兒童藝術村共學展示樓　
費用：依課程內容分1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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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社區發展協會 暖手作親子教室
  02/01(一) -02/28(日)10:00-18:00　
南崁兒童藝術村吉祥藝棧　
 無須事先報名，費用請電洽(03)222-2277

從開始的策劃到開幕，都一直保持低調的進行著，「暖手作親
子教室」希望能成為大家的避風港，有空沒空都來喝杯咖啡，
聊聊心情。歡迎光臨，「吉祥藝棧暖手作親子教室」在這裡跟
大家打聲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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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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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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展廳　
 自由入場　
(03)286-8668分機9006

本展為館際合作展，藉詩文和書法藝術，迎接春天的到來！展出內
容包括故宮借展品、桃美館典藏品及詩人、書法家和跨領域藝術家
之創作。

▼團體參觀套裝活動
 上網預約，https://event.culture.tw/TMOFA　
(03)286-8668分機8011

展覽期間週二至週五開放申請團體參觀套裝活動（導覽＋DIY），歡迎學校、幼兒園、安
親班及自學家庭組團申請，活動約90分鐘，內容有展覽導覽、展體互動及創作體驗。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策展徵件
01/02(六) -02/28(日)公開徵件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報名網站 https://reurl.cc/6yyl6b
(03)286-8668分機9004、9010

桃園市立美術館為鼓勵策劃具藝術性、創造性及互動體驗性之兒童
藝術展覽，並培育專業策展及藝術教育人才，開啟多元且富教育功
能的展覽面向。
自2021年1月2日至2月28日止公開徵件。展覽規劃需以兒童為
目標對象，評選方式為經本館進行資格審查後，邀集專家學者以初
審、複審二階段審查評選，評選結果將於 2021年3月底前於桃園
市立美術館官網公告。

藝術家駐館計畫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位於八德廣豐新天地，5樓為美術館，6樓為圖書空間。本館自108年
起持續推出結合藝術與圖書雙「館」資源之「藝術家駐『館』計劃」，邀請各領域藝術工
作者前來駐「館」，搭配各檔期展覽主題以及兒童藝術圖書，設計適合親子共同參與之創
作體驗工作坊。本次駐館藝術家邀請馬尼尼為與吳季禎。敬請關注本館臉書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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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 
02/11(四)-02/16(二)、02/25(四)　 
※02/28(日)5樓開館、6樓閉館

活

逛

動

25



故
宮
精
選
：
︿
寒
食
帖
﹀
、
︿
花
氣
薰
人
帖
﹀新
媒
體
動
畫
。

藝
術
家
、
詩
人
：
余
光
中
、
林
思
妤
、
馬
尼
尼
為
、
黃
美
惠
、
管
管
、
臧
真
白
、
羅
德
星
。

互
動
設
計
：
蔡
秉
樺
、
融
聲
創
意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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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王
孝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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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筆
畫
排
序
）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展廳　
 自由入場　 (03)286-8668分機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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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木家具館　
 自由入場　 (03)388-8600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展廳　
 自由入場　 (03)286-8668分機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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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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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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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回應建築精神」，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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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連棟 (大溪區普濟路23號)　  自由入場　

 「大溪時空旅人2.0」科技互動體驗
每週二至週日09:30-17:00　 壹號館 (大溪區中正路68號)　  自由入場

透過時空之門回到過去，化身6名歷史風雲人物，虛擬遊戲APP搭配實體特色景點，帶你
挑戰專屬關卡、蒐集特色物件、解除神獸封印，探索古今大溪！現在體驗展場互動裝置、
下載遊戲APP，就送限量好禮！

 「古宅AR趣，祥獸來解秘」APP互動導覽遊戲
每週二至週日09:30-17:00　
李騰芳古宅 (大溪區月眉路198巷32號)　
 自由入場

古宅裡有好多帶來吉祥之兆的可愛祥獸，趕緊下載APP互動遊戲，
讓祥獸們帶你了解古宅祕辛！現場體驗就送限量贈品，完成闖關另有
精美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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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年初四02/15) 
02/11(四)、02/12(五)、02/1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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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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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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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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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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職人的幸福提案2.0－來自大溪的禮物
02/03(三)起　
木家具館　
 自由入場

延續開幕展「幸福提案」的構想，希望透過大溪木職人的巧手，製作出傳遞祝福的禮物，
讓木藝創作也能融入當今人們生活的餽贈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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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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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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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采岑－「家」動物油畫個展
 01/15(五) -03/31(三)，週二、週日公休　  自由入場

便利的環境、過度的開發，讓小動物迷失在都市裡，找不到回大自然的路了。希望藉由畫
作表現環保的重要，小動物們也需要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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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六)、02/20(六)14:30-16:30　  現場報名
利用大溪繪本故事，來述說關於大溪的人文歷史，風俗民情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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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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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嵙崁故事館(大溪區中山路29號)

開放時間 : 10:00-17:00

桃園市立圖書館康莊分館(大溪區康莊路641號)

開放時間 :週二∼週六 08:30-21:00
週日∼週一 08:30-17:00
(春節及清館日休館)

展區地點一

展區地點二

廣告

自由入場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03)388-0871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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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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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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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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三)-02/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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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梅中－張芳杰校長
01/22(五) -12/31(五)　
楊梅故事園區A棟　
 自由入場

張校長故居吸引人的不僅是樸拙雅緻的外型，更是點點滴滴的見證了張校長「春風化雨」
與「自力建校」的教育榜樣，讓我們一窺當時的面貌，重溫教育的珍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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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圖書館   每週一至週日開館　
 休館日：02/10(三)-02/16(二)、02/28(日)

主題書展：科技未來　

02/01(一)-02/27(六)　4樓圖書室分區資源中心

說故事時間　週六、日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2/06(六) 兒童故事劇場：森林是我的家／大象親子劇團
02/07(日) 同言童語故事時間：喜氣洋洋過新年／張淑芳、潘雪惠主講
02/20(六) 說故事時間：外婆萬歲／卞張初枝、郭貴珠主講
02/21(日) Fairy Story：捷克與豌豆／吳淑琨(Sue)主講
02/27(六) 說故事時間：膽小鬼放蜂炮／斑馬花花故事團-吳阿森主講

影片欣賞 　週三15:00　1樓兒童室視聽區 

02/03(三) �得兔 普
02/17(三) �惡��界 普
02/24(三) 冰�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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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慶　

01/29(五)-02/27(六)　桃園區各分館圖書展示區

蚊子不要來～天然精油防蚊液DIY／邱詩惠
02/20(六)09:30-11:30　中路分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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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生的道歉書：
桃園八年生活的文學創作心得

02/27(六)14:00-16:00　 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03)286-8868分機2012

【魅惑文學七日談】桃園文學季 聽作家講座 

陳銘磻（資深作家）主 講

向鴻全（中原大學教授、作家）、范俊逸（音樂人、民歌手、作家）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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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故事屋　02/07(日)、02/14(日)、0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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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志工培訓　大竹分館　※須先報名
02/20(六)10:00-12:00 繪本裡的！和？／王金汁
02/20(六)14:00-16:00 有聲有色說故事—示範演練／劉秀玲

風之語故事坊說故事　
蘆竹分館：每週二、四19:00，每週六10:30
山腳分館：每週三19:00

動漫電影院　週六14:00　山腳分館視聽室
02/06(六) 海洋奇緣 普、02/20(六) 新子與千年魔法 普、02/27(六) 瑜珈熊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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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真油畫師生聯展　

02/01(一)-02/25(四)　中壢分館3樓藝文展覽區
展出的師生畫作約30件精彩作品，從風景、花鳥、靜物到人像，
表現形式及題材多元並各具特色，希透過展覽的呈現，讓藝術能走
進生命、融入生活。

主題書展：雷射雕刻　02/01(一)-02/26(五)　自強分館1樓大廳

創客大未來講座：雷射雕刻機體驗／陳明誌
02/06(六)10:00-12:00　自強分館4樓創意工作坊

歡樂週末親子說故事活動　週六14:00-15:00

02/06(六) �樂��年／惠惠老師　中���1樓���
02/06(六) ��／��老師、淵淵老師　龍���2樓���
02/27(六) ���的��／東東老師　內���2樓���
02/27(六) ��，吐吐／龍龍老師、小�老師、��老師　自���2樓���

認識印尼文化～皮影戲DIY／朱小萁　0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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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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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溪味品嚐大溪人生滋味講座
02/21(日)14:00-16:00　康莊分館多功能研習教室

說故事活動　週六、日10:00-11:00

02/06(六) 好煩好煩的長頸鹿／張錦秀　大溪分館書庫 
02/06(六) 危雞總動員／林美雪　康莊分館多功能研習教室
02/07(日) 河馬屁聲大／李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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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風異俗［按抓來］  02/01(一)-02/28(日)　大園分館4樓閱覽區

遊戲玩考古：恐龍考古挖掘體驗營
02/03(三)14:00-16: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團園趣：花迎新春／溫碧如
02/07(日)14:00-16: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須先報名

聽故事，玩創意：筷樂夥伴單飛記　
02/06(六)10:00-11:00　大園分館5樓研習教室

親子電影院　
02/20(六)14:00-16:00 醜娃娃大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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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工作者協會會員聯展 
02/02(二)-03/02(二)　平鎮分館1樓文化館
透過豐富的媒材，讓藝術成為生活中的一種文化，藝術即生活，生
活不離藝術，進而提昇大家對生活美學的融入。

主題書展：年節好料理　02/01(一)-02/27(六)　山仔頂分館1樓

小小塗鴉程式積木設計
02/02(二)14:00-16:00　依報名狀況在平鎮分館2樓人文講堂或3樓研習教室
※活動前1個月開放官網報名 

 「軍事童樂會」桌遊體驗－星球防衛者
02/03(三)14:00-16:00　山仔頂分館3樓多功能室
※活動前1個月開放官網報名，限國小4年級以上報名，歡迎家長一同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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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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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響童年－夢幻迪士尼音樂會　02/19(五)18:00-20: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美人魚……你想成為哪位公主呢?／許函潔、婭力木、簡彤安老師
合力演出

電影雙響炮　週二14:00-16: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音樂電影院：02/02(二) 波伽利：聲命之歌 普
性平電影院：02/23(二) 戰地女記者 輔12

健康動滋動　※自由入場
1-3月每週二、四17:00-18:00（除國定假日及清館日）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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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六) 超神奇種子鋪、02/27(六) 最好的擁抱

為愛朗讀趣：動物繪本
02/19(五)、02/26(五)10:30-11:00　龍潭分館4樓多功能A.B教室

超級英雄在龍潭分館!－無敵浩克(影片欣賞)
02/27(六)14:00-16:00　龍潭分館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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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六)14:00-16:00 親子魔幻派對之小魔術師／范國烜　新坡分館2樓研習教室
※01/16(六)起開始報名，材料費100元
02/07(日)14:00-16:00 電動木質賽車DIY／林易璁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01/17(日)起開始報名，材料費100元

電影欣賞　週六14:00-16:00　
02/06(六) 你的名字 普　草漯分館2樓會議室
02/27(六) 怪物的孩子 護　觀音分館4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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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話99故事班　週六、日10:00-11:00

平���：02/07(日) 大心故事屋、02/21(日) 大心故事屋、02/28(日) 講不完故事屋
東���：02/06(六) 森愛故事屋
��頂��：02/27(六) 丫丫故事屋

人文講堂電影　週六、日14:00　平鎮分館2樓人文講堂
02/06(六) 黑魔女2 護、02/07(日) 伯尼小海豚 普
02/21(日) 冰雪奇緣2 普、02/27(六) 憤怒鳥玩電影2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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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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賀歲　
02/01(一)-02/27(六)　紅梅分館3樓書展區

揮毫賀新春／葉禮鐼、吳志祥、陳洸星　
02/07(日)10:00-12:00　紅梅分館2樓大廳
新春揮毫送春聯：當日進入本館紅梅分館，即可獲得名家現場揮毫春聯1份
新春揮毫初體驗：當日借閱本館紅梅分館圖書，即可獲得揮毫春聯體驗1次

桃話園甜甜圈說故事　週日10:00-11:00

02/21(日) 一起玩故事　楊梅分館1樓兒童室
02/21(日) 繪本GO!GO!GO!　埔心分館2樓研習教室
02/21(日) 繪本逍遙聽　富岡分館1樓兒童室

楊
梅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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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境－陳麗如、吳昇華油畫創作展　
02/24(三)-03/28(日)　3樓客家藝廊
藝術家對外在是敏感的，每件作品都包含了創作者的情感、思考、
理解、喜好、想像等，就像是創作者的心靈解析，透過這些思緒不
停的激盪，不加以限制是否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可能與想像。

 「牛岸花明閱新春」閱讀推廣活動　
2樓研習教室　※須線上報名
02/06(六)14:00-16:00 牛轉乾坤手繪禪繞紅包
02/21(日)10:00-12:00 歡慶元宵，花布提燈DIY

說故事時間　週六14:00-14:30　1樓兒童區
02/06(六) 小蝌
02/27(六) 小老鼠大畫家

影片欣賞　週六10:00-12:00、週日14:00-16:00

1樓兒童區
02/06(六) 醜娃娃大冒險 普
3樓多媒體會議室
02/07(日) 失憶的總理大臣 普
02/21(日) 計高一籌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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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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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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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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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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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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桃園市立圖書館

社區圖書購置補助計畫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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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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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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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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花 筒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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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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城 外

2021小小博物學家－從山林到海洋冬令營
02/06(六)、02/07(日)09:00-16:00(不過夜活動)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潘小姐(02)2469-6000分機8023 
 費用：愛臺灣博物館卡友及海科館舊學員1,500元，一般學員1,600元

本次活動將帶領學童透過觀察、紀錄、操作、體驗與分享，認識海濱植
物與海洋生物，並理解森川里海與我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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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島孵夢》
即日起至02/21(日)　 台北當代藝術館　
 免費入場　 (02)2552-3721轉服務台

此展連接了長濱與蘭嶼的海洋之夢，稱之為夢，是因為線索已
無法再觸及，痕跡已成灰燼，然而日月星辰未曾改變它的軌
跡，我們還得依循日常訊息工作、生活與作夢。

2021文化走春－犇向新北
01/29(五) -02/16(二)　 新北市公立博物館及藝文場館　
 免費參加　 郭先生(02)2960-3456分機4625 

110年適逢牛年，文化局應景製作限定版牛軋糖禮品，於年節初二至初
五期間，只要到新北市10所公立博物館及藝文館場館參觀，即有機會
領取限量牛軋糖禮品。

 《城市轉藝器》 
即日起至03/07(日)10:00-18:00　 新竹241藝術空間　
 免費參觀　 新竹市文化局(03)531-9756分機242

集結4位藝術家及工業技術研究院、清交大在地團隊等8個團隊參與，
成為這座城市中重要的轉譯參數，透過藝術作品、響應場域進行一項
「轉藝」流程。

Rooftop Zoo屋頂動物園《用不完的願望》
02/06(六)10:30、15:00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兩廳院售票：350、500、800、1,000、1,200、1,500、2,000元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02)2577-2816

「Rooftop Zoo屋頂動物園」是從劇場而生的台灣原創品牌，以親子共
賞、光影互動、精緻戲偶主題製作而成的親子音樂劇。透過溫馨的故事
情節引導親子觀眾探索自我、解決問題、發現快樂、共學共玩。

2021蘆竹湳好采頭藝術祭
02/27(六)09:00-21:00　裝置藝術展：02/10(三) -04/30(五)
苗栗縣竹南鎮蘆竹湳社區　  自由入場　 (037)352-961分機613

活動內容包含裝置藝術展、蘿蔔燈籠雕刻DIY、好采頭擲筊競賽、通天
宮乞龜活動、中路市集、散點演出、擊鼓點燈、提燈踩街、學校扯鈴隊
演出等，藉由活動舉辦將在地文化保存並向外推廣。

宜美．典藏
即日起至04/05(一)　 宜蘭美術館101、201、202展覽室 
 票價：全票50元、優待票30元　 林小姐(03)936-9116分機207

本展精選近百件各種媒材的典藏作品，包括油彩、雕塑、水彩、水墨、
書法、素描、版畫、攝影、多媒體等類型，時間橫跨1980年到2019
年，是建立在宜蘭美術發展脈絡下，典藏成果的具體展現。

活

逛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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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活動日前1個月開放網路報名，走讀活動統一於02/22開放網路報名     
請上桃園市立圖書館官方網站 [活動報名]

閱讀開啟孩子的一扇窗
童書繪本 陳櫻慧作家

02/21(日)14:00-15:00　 南崁兒童藝術村

閱讀．眷村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副主任  
向鴻全老師

03/06(六)14:00-15:00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4樓多功能教室

與書本的短程旅行
台灣漂書協會 莊崴秘書長

03/07(日)11:00-12:00　 晴耕雨讀小書院

漫步老城區 閱讀桃園文化
陽明一街實驗工坊 藍博瀚創辦人

03/13(六)14:00-16:00　

品讀南桃園 中壢新風貌
桃園藝文陣線 杜彥穎理事

03/20(六)14:00-17:30

張先生(02)2653-9292分機216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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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28號5樓
 週二至週日10:00-17:00 
每週一、每月最後一週四及 
國定假日休館　
 https://tmofa.tycg.gov.tw
(03)286-8668分機9004、9010



�����(三) �����(日)
 週二至週日09:00-12:00、13:00-17:00 
02/11(四) -02/16(二)、02/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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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  01/30(六)11:0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