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ril

04
June

06

新北市藝文中心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樹林藝文中心

新 北 市
各 藝 文 中 心
聯 合 節 目 單

2021



情感罐頭

展覽日期：5/1-5/17（5/3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情感罐頭」指被藏起來的記憶，可能是開心、難以忘卻或解

不開的眷戀之事，這些於心底的記憶，初嚐時或甜或鹹或酸，

但透過鹽巴醃漬封存、隨著時間緩緩發酵，再次打開時，就

不再那麼青澀，開始成為雋永回憶，被好好地收藏於心室中。

賴子昕油畫個展

展覽日期：4/8-4/28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自由」是讓創作有靈魂的一種必須，經驗與意識因它而產

生星火，直到燃燒了那共鳴的心。嘗試讓畫展延續著這樣的

自由與疏狂，不因為刻意介紹名稱而設下美的框架，不讓密

密麻麻的文字解說綁架思想的自由，讓畫展回歸觀看者與畫

之間的對話和共鳴，進而達到畫者所追求「自由之美的純粹」。

未竟之域—林永祥油畫創作展

展覽日期：5/1-5/17（5/3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未竟之域－不囿於現實，非形象複製。繪畫經由一種未然的運

作，陰陽、虛實、方圓、明晦，已然有機的整合出一個自然恆常

的元素，畫中所有異質現象，似乎隱藏著一種混沌、幽玄的不

確定感，如鴻蒙之初，既是形色之內、亦在形象之外，匯於無可

名狀之處，是其精神世界的載體和入口。

藝繹游興-臺藝大美術書畫系友會聯展

展覽日期：4/1-4/28 (4/3、4/4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書畫系友會為促進繪畫、書畫、雕

塑文化交流，特舉辦系友年度作品大展。秉持發揚中華文化

與傳承，積極推展「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本次將展出

油畫、書畫和雕塑等不同風貌的作品，以各種媒材、造型呈現

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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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對話—殷曉虹．陳韋勳母子聯展

展覽日期：6/25-7/18（7/5休館）

展覽地點：第三展覽室

陳韋勳(子)，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

畢業，專職油畫創作；殷曉虹(母)，退休後才開始進入「工筆水

墨」的領域，兩者各以不同的繪畫媒材、主題與視角，透過寫

實方式詮釋對大自然的幻想、趣味與情懷。

花弄影－陳文慧水墨膠彩個展

展覽日期：6/2-6/21（6/7、6/14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陳文慧作品創作結合水墨花卉造型語言及膠彩媒材，運用單純

反白繁花及籐蔓造型，以色彩交疊統合手法表現自然生態。創

作的背後，藉「視覺藝術」的美感表現及創作觀點，表達對世

間萬物的理解與省思，並達到與觀者間「傳釋」的功能。

塗抹畫色 視示釋界－2021塗畫世界聯展

展覽日期：6/2-6/15（6/7、6/14休館）

展覽地點：第三展覽室

在繁忙之餘，一同品味視覺的風華，感受人生的真善美。追求

塗畫世界的畫家，來自山明水秀的臺灣各地，在這寶島豐沃人

情、明媚風光的孕育之下，因為愛好繪畫而結緣，多年來相互

砥礪精進，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百態，隨心所欲，體會視覺美的

可貴。

Forking Path

展覽日期：5/21-5/30

展覽地點：第一、二、三展覽室

「202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X新北市文化局 三系聯合

畢業展」，展覽名稱為「Forking Path」展出系所包含美術學院

三系所－美術學系、書畫藝術學系與雕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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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2021 采苑原創合唱戲劇「宇．境─菊島天堂」

節目日期：4/14 (三) 19:00｜演出地點：演藝廳

「宇‧境─菊島天堂」由合唱戲劇創建藝術家徐珍娟教授設計製

作、金鐘得主蘇達擔任編導，戲劇主軸鏈結澎湖及宜蘭「島」、

「雨」雙城，以推廣臺灣人文地景為發想，透過劇中兩代衝突與

溝通帶出地方創生、青年返鄉、環境維護及永續共生等議題。

票價：200｜請洽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粉絲專頁
聯絡資訊：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02-2301-8400 

蘭陽戲劇團

2021戲曲行腳．人情味－鳳冠夢

節目日期：4/3(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能成為狀元夫人，穿戴上象徵富貴地位的「鳳冠霞披」是眾

多女子的夢想。一日李月娥於睡夢中，預見了自己頭戴鳳冠、

身穿霞披的樣貌，於是將其視為吉兆並堅信、留戀不已，趨

炎附勢的李家為了幫女兒得到朝思暮想的鳳冠，會惹來什麼

樣的風波呢？

免費索票｜聯絡資訊：蘭陽戲劇團 03-936-2542

台北市民管樂團

2021 文學音樂會─卡夫卡變形記

節目日期：4/11(日)15:00｜演出地點：演藝廳

臺北市傑出演藝團隊市民管樂團，型男指揮何康國教授、主

持導聆鍾璧如老師，共同演出經典文學X古典音樂X大觀視

覺X劇場美學：變形、第一次曠職、這不是夢、七點一刻、

不可言喻的恐懼、曾經的美好、蘋果的轟炸、存在的價值、

怪物、盡頭、蛻變，4/11隆重呈現！

票價：300/500 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湯小姐 0921-600-099

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

2021 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年度音樂會《青春敲擊棒》 

節目日期：4/17(六) 14:00、19:30 4/18(日) 14:00｜演出地點：演藝廳

雖然疫情仍不明朗，但團員們練習的腳步不曾停歇，仍持續

不斷的練習，緊握手中的琴槌鼓棒，敲擊屬於他們的青春節

奏。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年度音樂會《青春敲擊棒》，將於

全臺７縣市舉辦12場演出，請一起拾起青春的步伐，為擊樂

少年們超級棒的傑出表現喝采！

票價：3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 02-289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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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半工作室

小紅帽的生日派對

節目日期：5/7(五) 18:00 5/8(六)10:00、14:00、18:00 5/9(日) 10:00、14:00
演出地點：演藝廳

以《當童話老了》為構想，打破童話本來的「不老」，同時，

保有童話故事角色的特質探討老後議題。強調童話角色原本

年輕活力與老化的形象落差，讓觀眾大笑之後，思考「每個

人都會變老」的事實，增加跨世代的連結。

票價：400/600/800/1000/12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五點半工作室 02-8914-7779

體相舞蹈劇場

墨身

節目日期：5/1(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在這躁進求榮的社會裡，你是否曾看見生命的真實。裂縫求

存的生命，顯見蒼白與墨黑，昨日不是昨日，關係不是關

係，生存成了最淡然的存在。墨染上身，是世間。生存如

抹，落盡繁花，泰然自若。

票價：6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吳小姐 02-2891-7718 

明心箏樂團

「美妙箏琴」樂舞欣賞會

節目日期：5/2(日)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箏樂家林耕樺女士率領明心箏樂團、青年民族音樂家與舞者，

演繹傳統古曲與新創樂曲。明心箏樂團自創團以來不遺餘力

的將臺灣傳統民族藝術以多元表演形式展現，使更多人認識

多彩多姿之民族藝術並欣賞琴箏的美妙樂音，更企盼與世界

表演藝術接軌。

票價：500/1000/1500/20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明心箏樂團 03-332-9877

故事工廠

Space Boy

節目日期：4/24(六)14:30、19:30 4/25(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鵬宇 4歲時，突然不再說話。母親把家裡建構成像太空站的

庇護所，對鵬宇灌注了全部的愛，妹妹戴比卻成了被母親遺

忘的那個孩子，被迫成熟獨立，離家十年卻找不到家的方向。

隨著母親病重住院，妹妹不得不回到家中，兩條平行軌道的

兄妹，能否在暗黑宇宙中交會，修復彼此破碎的心？

票價：500/700/900/1200/1500/1800/2000｜售票系統：TixFun｜聯絡資訊：故事工廠02-291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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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美交響管樂團

狂美賓果同樂會《動畫配樂篇》

節目日期：6/20(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節目以派對遊戲「賓果連線」方式進行，樂團將精選25首卡

通配樂，由現場觀眾點歌並進行賓果連線遊戲！透過現場樂

團的專業演出、主持人的專業導聆，與觀眾來場充滿互動驚

喜、有趣活潑的遊戲式音樂會。

票價：200/300/500/800/1000/2000｜售票系統：TixFun
聯絡資訊：狂美交響管樂團 03-285-0613 

極光婦女合唱團

不忘初心演唱會

節目日期：6/13(日)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一個人唱歌，可以唱很嗨⋯⋯一群人唱歌，可以唱很久⋯⋯極

光婦女合唱團成立45年，成立初心是集結一群愛唱歌的婦女，

一同為社會唱出和諧美妙的音樂，年年參與比賽、義演、公

演。因為初心，所以堅持，因為堅持，所以努力，因為努力，方

得始終。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邱小姐 0937-459-881或極光婦女合唱團官方臉書

2021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

節目日期：6/18(五)、6/19(六)｜演出地點：演藝廳

新北市政府為鼓勵及培育具有表演潛力的明日之星，提供其

一圓表演夢想之舞臺，從6月起10組入選者將陸續展開10場音

樂饗宴，每場皆為免費索票，邀您一同來欣賞本屆樂壇新星們

精湛的演出，詳細演出資訊請洽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

票價：免費索票（各場演出前 7日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陳小姐 02-2253-4417分機 102

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

2021巴赫納利亞．台灣 夏季音樂會

節目日期：6/6(日)15:00｜演出地點：演藝廳

2021 年，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進入創團第十四個年頭，

成立多年以來小有成績，今年夏季，將再次帶來多首精彩的

室內樂曲目。希望透過團員詮釋美麗又熱情的音樂，提升人

們的心靈層次，歡迎蒞臨欣賞。

票價：3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
聯絡資訊：黃先生0938-88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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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實驗室

微歌劇

節目日期：5/15(六)19:30｜演出地點：演奏廳

以微歌劇1.0為基礎，演出「費加洛的婚禮」12首曲目，更完整

的講述這齣經典的作品。本次與作曲家李宜樺老師合作，從

護理與精神科學出發，發展一套結合電聲與情境營造短篇歌

劇作品，期待為觀眾帶來嶄新的觀賞體驗。

票價：600/8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蔡先生0939-087-646

台北青年管樂團

台北青管2021年度音樂會系列三《美國之夢V–大蘋果》

節目日期：6/27(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台北青管 2021 年度音樂會系列三，推出有口皆碑的《美國

之夢》系列新製作，以紐約為主題，將演出荷蘭作曲家

Johan de meij 的第二號交響曲《大蘋果》，精彩可期。

票價：400/600/800/10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台北青年管樂團 02-2322-3654 

紅樓樂團

傳藝樂活─四季藝文沙龍「春雨、夏艷」

節目日期：4/18(日)14:30 6/27(日)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藉由傳統的聲音，以不同的組合與呈現方式，帶給觀眾國樂並

非「曲高和寡」、「制式沈悶」的刻板印象。以「四季」為主題，

規劃出四種不同樂曲風格類型之展演，展現國樂新組合的廣

度與多面向。藉由六種樂器組合搭配，演出「熱情」、「鼓舞」

等八首原創作品，創造聲響上的各種可能性。

票價：15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廖小姐 0983-282-135 

滾滾長江東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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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新北市鼓藝節
-新莊响仁和鼓文化特展

展覽日期：5/15-6/3

展覽地點：藝術廳

看揚名國際製鼓王也是新北文化貢獻獎得主—王錫坤師傅，如

何將鼓工藝推至極致並持續創新與跨界合作。今年將以「聲

音」為核心，回歸核心價值探討聲音的本質，如何從無形影響

有形的技藝，展覽將提供預約導覽服務，由導覽志工帶領民眾

一同進入精彩的鼓藝饗宴。

玩美創藝-新北市立福營國中・丹鳳國小・民安國小・
光華國小・裕民國小110年度聯合美展

展覽日期：4/22-4/28

展覽地點：藝術廳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美工技藝班今年特別與復興商工合作，學習

基礎描繪及電腦繪圖技術等，展現多元的藝術型態；並邀請學

區內之丹鳳國小、民安國小、光華國小與裕民國小等校富藝術

長才的學生共同展出，作品形式與內容豐富多樣，充分展現出

福營地區學生於藝術學習上之熱忱及豐碩成果，歡迎您共襄

盛舉並蒞臨參觀指教。

應萬變-2021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第五屆師生聯展

展覽日期：4/30-5/12(5/3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2020一場影響全球性的疫情，徹底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但也

令人們重新思考，並有了不同的觀念。也許在面對不可預測的

未來，只有懂得如何不變，才能應用萬變的智慧，展現共存共

榮的力量。

藝高膽大-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第8屆藝才美術
班畢業美展

展覽日期：4/15-4/20

展覽地點：藝術廳

「藝高」- 我們勤奮、堅持不斷地學習，累積生命的養分。「膽

大」- 我們大膽、鍥而不捨地努力，期待花開的果實。這四年

的學習中，體會了藝術創造的價值與能量，縱使前方有艱鉅

的挑戰，也能自信且驕傲地大聲說：我不怕！此次展覽含設計、

水墨、繪畫、立體造型等類型共130件作品，敬請蒞臨參觀。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XINZHUANG CULTURE AND ARTS CENTER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XINZHUANG CULTURE AND ARTS CENTER



啟航．焰光 - 李錫奇紀念特展

展覽日期：6/9-7/18(6/14、7/5休館)

展覽地點：新莊文化藝術中心藝術廳、新北市藝文中心第一展覽室

臺灣當代藝術大師李錫奇在逾一甲子的創作生涯中，致力於前衛

且多元的創作與民間藝文活動的推行，成為臺灣當代藝術史代表

性的人物之一。2021年，回到其藝術生涯出發地—板橋與新莊，

除展現其畫作超越時代的磅礴氣勢，也讓眾人看見他不同時期之

繪畫語彙，並透過相關推廣活動，向這位在臺灣藝術史發展具關

鍵地位、且對大眾藝文教育做出貢獻的「藝壇變調鳥」致敬。

台北絲竹樂團

今夜感受我的愛 

節目日期：4/25(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這場是由中國傳統樂器結合西方歌曲演奏，開發顛覆傳統音

樂新風格與局面，藉由每場精心製作進而吸引在地觀眾，提

升對傳統音樂能見度並尋求能讓現今社會大眾接受的演出形

式，以達到藝文推廣、教育社會大眾之成效，有助於傳統樂

普及、傳承及社會藝文風氣提升。

票價：免費索票 (4/18 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 分機 101

蘋果劇團

2021蘋果劇團兒童教養歌舞劇《魔法故事外送員》

節目日期：4/9(五)19:30 4/10(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蘋果劇團將化身魔法故事外送員！一張票就可獲得二齣小戲

的啟發。今晚，想來點什麼好戲呢？上半場《低頭族小龍女》，

小龍女忘卻現實沉迷在手機世界，龍王獻出珍寶給女巫來拯

救女兒⋯下半場《愛道歉的小狐狸》，如何為森林動物們化解

獵人危機，並且學習真誠的道歉與責任心？

票價：300/600/800/10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蘋果劇團07-322-5366分機12

頑書趣工作室

頑書趣工作室綠劇場系列《是誰偷尿尿 ?》

節目日期：4/16(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在遙遠的一方有個打鐵國，裡面住著許多會打鐵的猴子，他們不

到一天的時間就能蓋起一棟大樓。有一天，打鐵國開始發出尿臭

味，大家都非常煩惱。就連猴子國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小丑猴子阿笠向國王提議⋯⋯

票價：300/400/600/8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頑書趣工作室 0911-99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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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銅管樂團

火鳥

節目日期：5/23(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火，代表著蛻變與昇華中的烈火之光；鳥，懷抱大鵬展翅的遠景

與嚮往；而火鳥，是烈火重生的永存，是蓬勃展翅的希望羽翼。將

熱情的樂音寄託於振翅之間，帶領觀眾遨遊在音樂與生命的瞬

息之中，我們便是那投身火光、展望無垠而重生的烈火之鳥一臺

灣銅管樂團。

票價：300/5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02-2276-0182分機101

新北市社區歌仔戲推廣計畫 - 戲好月圓配三好

臺北傳統戲劇團《陰陽配》

節目日期：5/1(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錢員外有女盈盈。太守之子王豹得知其貌美，脅迫利誘前來

索親。盈盈不願，揚言跳河自盡以明其志。管家不慎遺失了

小姐的生辰八字和禮金之紅包袋，由秀才趙京拾得，前去求

冥親。盈盈與女鬼相遇，夜探趙京，暗生情愫。返家後錢父

認女鬼為義女，並成就兩對美好姻緣。

票價：免費索票（4/24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新北市社區歌仔戲推廣計畫 - 戲好月圓配三好

雲水戲劇工作坊《君臣奇緣》

節目日期：5/2(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孟麗君才貌兼美與皇甫少華婚約，遭國舅逼婚，麗君出走改
男裝中狀元、官至丞相，舉薦少華平定安南，少華凱旋朝上
認出丞相即麗君，成宗見麗君圖容痴心奪愛，御苑狩獵中，
麗君為虎所嚇受傷昏迷，成宗命人脫靴即辨男女。隔日麗君
女裝請罪，太后及時趕到，告誡成宗以社稷為重，並收麗君
為義女，當殿與少華完婚。

票價：免費索票（4/24起開放索票）｜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新北市社區歌仔戲推廣計畫 - 戲好月圓配三好

水月演劇社《重逢》

節目日期：4/30(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食老靠囝靠新婦，也著共心相持扶，算計匪類袂長久，一

生寄望化火烌。」人生何處不相逢，一個風華正盛、家業有

成的中年寡婦，卻有著不學好的兒子媳婦，她的未來與家的

遠景，真的只能被古舊的三從四德宰制嗎？人生奇妙的重逢

來臨，視界都變了 ......

票價：免費索票（4/24起開放索票）｜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 分機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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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愛樂管弦樂團

傳承台灣歌謠 - 向鄧雨賢大師致敬

節目日期：6/13(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鄧雨賢大師作品代表臺灣在地精神，因作品弦律朗朗上口，逐漸

成為人民心中的臺灣歌謠，此次音樂會結合親子音樂劇，藉由故

事性的互動方式，介紹每個樂器，更與陳忠義老師和高原劇團合

作，與龍潭愛樂管弦樂團演出一系列客家經典曲目，讓文化藝術

更貼近生活。

票價：免費索票 (6/6 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龍潭愛樂管弦樂團 03-499-0111

采風樂坊

新絲竹計畫

節目日期：6/6(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采風樂坊致力於傳承傳統音樂及臺灣音樂，「新絲竹計畫」

將傳統樂器與各國民歌民謠結合，來賦予傳統音樂新詮釋，

樂曲不會給觀眾艱深難以接觸的印象，希望在保留歌謠原有

風味之餘，更能展現絲竹音樂之美，成為不論男女老少都可

以輕鬆欣賞的美好音樂。

票價：免費索票 (5/30 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采風樂坊 02-2502-4960

群藝民族管弦樂團

樂尋寶島－閩南巡禮

節目日期：6/12(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節目以臺灣人文出發，概念上緊扣「臺灣作曲家」Ｘ「臺灣

四大族群」兩個核心，希望一窺生長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作曲

家，是如何透過作品來勾勒對於家鄉不同族群的印象，邀請

臺灣著名器樂獨奏家共同合作，希望在作品與音樂家的互動

下，帶給聽眾原汁原味、Made in Taiwan的系列音樂會。

演出票價：300/500/8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 分機 101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親子歌劇 《糖果屋》‧ 韓賽爾與葛麗特

節目日期：6/5(六) 15:00、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邀請國內優秀青年聲樂家、榮星兒童合唱團、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舞蹈班，結合陽光台北青少年管弦樂團，

精心製作童話歌劇。《糖果屋》改編格林童話，德國音樂家洪伯

定克作曲，描述一對兄妹打敗巫婆，解救薑餅人的奇幻故事。

票價：300/500/800/10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陽光台北交響樂團02-2363-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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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演劇 X 重擊現實打擊樂團 X 蘭陽鼓擊．鼓集

《海恩．懷土》
戲劇 X 打擊樂 X中樂跨界創作

節目日期：5/29(六)14:30、19:00 5/30(日)14:30

宜蘭，一位說故事教育孩子的漁夫；兩

位每天唱「我欲來去台北打拚，聽人講

啥米好康的攏在彼」的兒子；三位現場演

奏時而成為角色的魔幻樂手⋯⋯多年

後，談起父親酷似「變身苦」魚的老車、

海邊刺魚的成年禮、以及突來的巨浪，

兩兄弟好像開始聽懂父親當時的話語。

票價：800/2000( 贊助票 )｜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海島演劇 0966-216-570

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

《紀念莫札特逝世230 週年音樂會—莫
札特音樂饗宴之夜》

節目日期：6/9(三)19:30 

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為紀念莫札特逝

世 230 週年，舉辦一場囊括著名管弦

樂、歌劇詠嘆調及聖樂作品音樂會。

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集合國立師範大

學音樂系演奏菁英成員。由丁肇賢指

揮與女高音劉亦恩、男高音丘越仁共同

呈現莫札特動人音樂饗宴之音樂會。

票價：400/600/800/10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 0919-222-236

【樹林藝文中心春之樹系列】闖劇場

《老人流》

節目日期：4/17(六)19:30 4/18(日)14:30 

《老人流》是一齣「舞為主，語為輔」

的現代舞劇場作品，作品名稱靈感來

自日本作家藤田孝典的著作〈下流老

人〉，編舞家黃懷德希望藉由觀察與模

仿爺爺身體所轉化出新的肢體語言，

描繪快速變化的全球局勢與日漸衰老

的老人之間呈現的衝突景象，讓觀者

能夠對於生命有不同的感受。

票價：5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闖劇場 莊小姐 0988-86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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驫舞劇場與您相約樹林【110 年度文化部媒合驫舞劇場進駐樹林藝文中心合作計畫】

《自由步－日光、軌跡、身影》

節目日期：4/25(日)11:00 6/5(六)11:00

編舞者蘇威嘉《自由步》十年編舞計畫系列作品，一場8小時的體能極限挑戰，隨著時間的流逝，探索著舞蹈

軌跡與空間光影交互作用的各種可能性；觀者隨著舞者在各個場域中亦遠亦近、時動時靜的位移，恣意地遊

走選擇觀看方式。和大家相約一起來享受這場專屬於樹林的獨家體驗。

《90 分鐘輕鬆看懂舞蹈是什麼》

節目日期：5/1(六)14:30 6/3(四)14:30

《90 分鐘輕鬆看懂舞蹈是什麼》是編舞者蘇威嘉與舞者共同發想企劃的全新講演式呈現，希望以「『舞蹈』

是什麼 ?」提問，綜合講解及示範演出，來介紹各類舞蹈形式，分享看舞要領及學舞入門技巧，並邀請觀眾

互動體驗，讓大家感受身體律動，輕鬆進入舞蹈的世界。

票價：免費報名及索票 (3/10 起於Accupass售票系統免費報名、實體票券 3/22 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驫舞劇場 02-2967-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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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藝文中心 www.artcenter.ntpc.gov.tw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電話：02-2253-4417｜傳真：02-2256-7361

公車：(1)搭乘藍33至「新北市藝文中心站」(2)搭乘藍17、245、264、310、
656、657、701、793至「新北市議會」

捷運：(1)板南線「江子翠站」3號出口 (2)板南線「新埔站」4號出口

Ubike：「新北市藝文中心」及捷運「江子翠站」、「新埔站」，皆有Ubike
站點

索票點：新北市藝文中心 B1展覽廳服務臺／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臺／
府中15動畫故事館 服務臺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www.xzcac.ntpc.gov.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3號｜電話：02-2276-0182分機101｜傳真：02-2276-5409

公車：(1)搭乘藍18、257、615、617、618、622、652、783、786、803、
813、835、845、859、918至「新莊高中站」(2)搭乘616、783、786、805、
1209至「新泰游泳池站」

捷運：板南線「新埔站」5號出口及中和蘆洲線「新莊站」1號出口轉乘
公車

Ubike：「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及捷運「新莊站」，皆有Ubike站點

索票點：新北市藝文中心 B1展覽廳服務臺／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臺／
府中15動畫故事館 服務臺

樹林藝文中心  www.culture.ntpc.gov.tw/shulin_artcenter_chi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8號｜電話：02-2682-0035｜傳真：02-2684-6326 

公車：搭乘639、701、800、843、880、藍37至「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
站(舊名：樹林站)」

火車：「樹林站」走前站「鎮前街」出口方向，左轉步行約8分鐘(秀泰影
城旁)

Ubike：「樹林火車站」及「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站」皆有Ubike站點。

索票點：市立圖書館樹林分館 3樓兒童服務室／新北市藝文中心 B1展覽
廳服務臺／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臺／府中15動畫故事館 服務臺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展覽及表演節目如有異動，請以各主辦單位公告為準，或電洽各藝文中心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