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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光 流轉 創作聯展

展覽日期：7/24-8/11(8/2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將具象景物簡化，用主觀的形與色表達

自己內心的影像。創作過程中，試圖跳

脫傳統具象束縛，隨性和率真態度詮

釋個人心的自然與美，作品中以較多的

塊面和線條作分解，每一個符號或線

條都有它造型意義和目的。

臺灣水彩畫協會第51屆會員聯展 

展覽日期：8/18-9/7(9/6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臺灣水彩畫協會成立自民國59年春天，

迄今 51 年，每年均舉行會員聯展或國

際交流展從無間斷，是國內持續營運，

歷史最悠久的水彩畫團體，會員囊括了

眾多的臺灣知名水彩畫家，其中包括大

學教授，中小學美術教師與藝術專業

創作者。

境．鏡Realm．Reflecting
—卓明珠創作個展

展覽日期：8/28-9/15 (9/6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以莊子「物我合一藝術境界」創造一種

心靈的烏托邦。  

透過關懷自然環「境」、再借「鏡」省思

人文情感心境，達到天人共情覺知。從

「癒」見藝術到「藝」見自然，經蛻變後

所展現的藝術創作形式「藝」見自己。期

望藉由這場近距離視覺作品呈現，讓觀

者感悟自然與藝術創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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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造自然　陳士侯個展

展覽日期：9/8-9/29 (9/21休館)

展覽地點：第三展覽室

陳士侯老師常以赤子之心面對自然四時

的瞬息變化，透過雙眼與內心的感受，

當心與自然結合為一時，去蕪存菁，細

心經營圖畫的每一細微空間，勾勒出心

中美的意象，落筆時的隨機衝動是剎那

間的永恆。以真性情來對待自己的藝術

創作，所完成的作品自然親切有味。

藝林奇書畫會聯展–藝林躍身

展覽日期：9/10-9/29(9/21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作品涵蓋書法、國畫、篆、陶藝等媒材。

本會由蔡友教授、陳炳宏教授及18位

來自臺藝大書畫學系107級畢業同學共

同組成，成立宗旨為藉推廣文藝活動所

具有的多元與自由薰陶，以造就獨特真

實的炯新思維與風格迥異的優秀作品

展現。

Escape to Solastalgia

展覽日期：9/18-9/29 (9/21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Escape to Solastalgia」是旅居臺北的

荷蘭藝術家 Karin Janssen 創作個展，

她以擅長的大篇幅、充滿多層次結構

與隱喻細節色彩的實驗性技法，抒發

對於大自然的觀感轉折，畫作遊走在

抽象與具象的元素之間，以想像架構

出矛盾與生命力共存的超現實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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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學苑、秀朗愛樂合唱團、新竹市沂風歡樂合唱團

2021《室內同樂會》

節目日期：9/8(三) 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和你唱歌的快樂更快樂！2021《室內同樂會》將由台北室內

婦女合唱團2、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4、台北室內50合唱團、

秀朗愛樂合唱團、新竹沂風歡樂合唱團，分享合唱人追求藝術

的活力與熱情！五支各具特色的合唱團將在舞台上併發火花，

邀請你我同歌同樂，在歡騰溫馨的樂音中感受活躍生命力！

票價：300/500/800/1200/25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台北室內合唱團 02-2776-4089 

美美舞蹈團

漫舞 公益舞展

節目日期：8/8(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美美舞蹈團為推廣本市精緻的文化藝術活動，並落實藝術下

鄉，特舉辦「漫舞」公益舞展，廣為邀請本市市民免費入場

欣賞武術、舞蹈與戲劇創作表演及學習運動健身，以達到促

進新北市市民文化藝術教育及全民體健為目的。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張小姐 / 02-2273-8405

2021 新北市樂壇新星

節目日期：8/19(四) 8/20(五) 8/22(日) 8/29(日) 9/7(二) 9/10(五) 9/11(六) 10/17(日) 
11/24(三) 11/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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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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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演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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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麗麗舞蹈團×莊敬高職

《人面桃花》

節目日期：7/10(六)19:00 7/11(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本次劇目為劉麗麗舞蹈團最新突破的傾心之作 ! 敘述上海百

樂門歌女與印度貴族王子異地邂逅一段相愛不相守，淒美動

人的異國愛情故事。表演以大型歌舞為主軸絢麗開場，再以

芭蕾、爵士、現代與寶萊塢歌舞表現民族與多元融合的舞劇，

帶您進入時光隧道來細細品嚐三O年代上海灘的復古風情。

票價：800/1000/12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劉麗麗舞蹈團 02-2550-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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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之馨黃梅調劇藝坊

真假千金魚美人 ~ 黃梅調說唱劇年度公演

節目日期：9/12(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本劇故事緣於明代傳奇作品《觀世音魚籃記》，後改編為

湘劇、京劇、越劇，並被拍成黃梅調電影，本團再度改編

成黃梅調說唱劇，結合現代元素，穿插說書、相聲等說唱

藝術，增加喜劇效果。 

票價：300/600/800/1000/1200/15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顏小姐0909-733-089

新象創作劇團

雜技兒童劇 - 驢子逃跑了

節目日期：9/18(六)19:30 9/19(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雜技馬戲、兒童劇與音樂的跨界盛宴；敘述尋找快樂音符的

憂鬱女王、懷才不遇從農場逃走的驢子與時運不濟的小動物

們，扭轉人生新方向！新象創作劇團與流行樂壇創作歌手

「何芸娜」 跨界合作、專業演員帶領慢飛兒同台演出，告訴

您 「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感人故事 !!

票價：400/600/8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新象創作劇團 02-2967-9719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2021 精緻客家大戲 《花囤女》

節目日期：9/5(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春妹與嬌妹，出生不久，就被出養到不同的人家，經歷完全不一樣

的人生。雖然她們長相不同，遭遇不同、性格不同；但是，身為花

囤女的她們，都要扛起奉養公婆（養父母）的義務、揹負傳宗接

代的重責。承受沉重無比的傳統壓力之後，她們如何思考下一代

的人生？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鄭小姐 037-725-099

台北室內合唱團、欣欣合唱團

聽見土地的聲音–欣欣天然氣供氣 50 週年音樂會

節目日期：9/23(四)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50年前，在故陳根塗董事長擘劃下，欣欣天然氣開始為在地提供

民生所需。這位傳奇人物一生傾力於關心在地文化、教育公益，

灌沃所愛的土地。「聽見土地的聲音」由欣欣合唱團與台北室內

合唱團共同唱出對土地的關懷，感懷老董事長重視社會福祉，期

許未來更多的想望。

票價：免費索票｜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台北室內合唱團 02-2776-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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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2021 演奏廳音樂沙龍

節目日期：8/28(六) 8/29(日) 9/5(日) 9/12(日) 9/25(六) 14:30

演出地點：演奏廳

為發掘年輕音樂家及推廣新北市表演空間，鼓勵音樂新秀人

才累積舞臺經驗，新北市2021演奏廳音樂沙龍活動包含5場

室內樂團表演，為您帶來精彩的音樂饗宴，詳細演出資訊請

洽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

票價：免費索票 ( 於演出前 7日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郭小姐 02-2253-4417分機 101

歐普思室內樂集

洪詩涵 2021 小提琴獨奏會

節目日期：8/21(六)19:30｜演出地點：演奏廳

本場音樂會由小提琴家洪詩涵及鋼琴家林晏馳共同帶來多首

經典作品，上半場有舒伯特為小提琴與鋼琴大二重奏奏鳴曲、

普羅高菲夫《羅密歐與茱麗葉》，下半場有布拉姆斯FAE小提

琴奏鳴曲、聖桑骷髏之舞，及楊納傑克小提琴奏鳴曲，將帶給

樂迷小提琴藝術之美。  

票價：5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聯絡資訊：洪先生02-2523-6638

境外藝術

林語桐×池田欣彌 即興之美 - 二重奏音樂會 
Art of Duo

節目日期：8/22(日)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兩位音樂家以音樂編織出不間斷的色彩與律動，如宇宙中無

邊際閃爍的星辰，如大自然中變幻無窮的景致，微妙的音色芬

芳自舞台沁入聽眾心脾，我們誠摯邀您一起感受時間的藝術-

音樂。

票價：15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溫老師 0966-701-007

方相舞蹈團

110 年度 「巡跡」 年度舞蹈創作展

節目日期：9/25(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在這 30 年的舞蹈歲月洪流中，方相承納的不同歲月不同編創

與文化的積累交織，形塑的這條歲月長河詩篇。歲月烙印在這

片舞蹈土地上的「巡跡」，藉由所有舞者曼妙身影留下了風流

文采的創作軌跡，舞者鞋痕烙刻的驚豔的掌聲，蓬鬆傳遞了

我們共同的「舞台記憶」。

票價：400/500/6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方相舞蹈團 02-296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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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紘

《和歌樂舞 愛樂之鄉》

節目日期：9/15 (三) 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隸屬於『愛之鄉優質生活協會』的愛之鄉國樂團，團員們皆是

相識多年的好友與夥伴，藉由音樂遊歷山水、彈琴弄樂，不僅

享受生活，亦是自娛娛人。除了固定排練的組訓，亦參與各式

種類活動展演、公益演出、關懷活動行程，對於社會之回饋積

極且投入。歡迎愛樂者一同前來聆賞。 

票價：15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呂先生0988-501-560

口口實驗室

微歌劇

節目日期：9/2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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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首曲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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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安

林子安小提琴獨奏會

節目日期：9/10(五) 19:30｜演出地點：演奏廳

2019開始經營自媒體，其中抖音創造了單一影片點擊量

1300萬次的觀看，半年粉絲量達到67萬人，成為臺灣器樂

類飆升最快的KOL。2020年TEDxNCU主講人。2020年10月9

號、10號首次個人音樂會1600人完售。

票價：800/1200｜售票系統：KKTIX售票系統｜聯絡資訊：陳小姐 0911-5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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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原生畫會創作聯展

展覽日期：8/13-9/1

展覽地點：藝術廳

此次聯展由14位會員參與，每張作品的

主題多元豐富，透過畫布，將濃郁的色

彩，自由盡情奔放的情感，畫出個人最

初純真的心靈空間。而廖本生理事長

更致力於抽象風格的拓展，擺脫傳統

思維，以東、西方的文化為對話，並以

西方色彩和造型印證東方人文美學，

歡迎喜愛藝術的朋友，一同來感受這場

富感染力的藝術盛宴。

平安美好-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
2021會員聯展

展覽日期：7/16-8/11(8/2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受新冠肺炎侵襲，世界各地的疫情持

續延燒，曾是抗疫模範生的臺灣現今

也飽受病毒威脅人心憂悶。藝術有著

美化人心的功能，當此疫病橫行之時，

希望藉展覽中呈現的山川風景及社會

人文景像之美，喚起觀眾平安美好的

記憶，亦幫助大家提振精神共同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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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長了驢耳朵－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第26屆美術班畢業展

展覽日期：9/24-9/29

展覽地點：藝術廳

此次作品形式多樣，包含西畫、書畫、平

面設計、版畫、立體裝置與複合媒材等；

皆為學生兩年多來的創作精華，歡迎愛

好藝術的朋友蒞臨參觀指教！

110年新北市學生美展

展覽日期：9/3-9/22(9/6、9/21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為提倡美術教育並落實藝術扎根，展

現與開發學生藝術潛能，展出徵件遴

選獲獎的優秀作品，希望藉此與民眾分

享新北學子的藝術創作，類別涵蓋繪

畫、水墨、水彩、版畫及書法類，組別分

為國小、國中及高中組，不僅可表現

東、西方藝術，也希望能激發更多青年

學子創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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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風樂坊

新絲竹計畫

節目日期：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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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采風樂坊 02-2502-4960

 「穿越戲莊」系列節目

真快樂掌中劇團 《一丈青》

節目日期：7/31(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離家門，入江湖－水滸絕世女將「一丈青」。布袋戲賣藥團，在星

夜急駛的江湖路上，走村撞鄉演出「一丈青」的故事。在路草生疏

的地方，要看人眼色。這是江湖的秘訣，也是生活的本事。2020

年一丈青風光入圍傳藝金曲獎「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最佳

劇本獎」。

票價：4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群藝民族管弦樂團

樂尋寶島 - 閩南巡禮

節目日期：8/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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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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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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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銅管樂團

火鳥

節目日期：8/6(五)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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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交響管樂團、慾望劇團、指揮 / 李偉立

兒童音樂劇 《布萊梅樂隊》

節目日期：8/28(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這是一齣經典的格林童話，內容講述雞、貓、狗、和驢子，

因為年紀太大了，主人要將牠們宰殺。成功逃出來後意外地

碰在一起。根據驢子的提議，他們決定一起去布萊梅做城市

樂手。本劇由『基隆交響管樂團』及『慾望劇團』共同演出，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蒞臨欣賞。

票價：300/500/700/9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基隆交響管樂團 0939-373-691

台灣室內樂藝術推廣協會

《2021 男高音姜雲生慈善演唱會》

節目日期：9/15(三)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男高音姜雲生歌聲蘊含豐富感情，具有特殊美感；知道如何彩

繪歌聲，呈現巧妙的明暗對比；音色雖有如男中音偏暗，但反

而能在眾多男高音中獨樹一幟。曾以空前高齡先後榮獲2012 
Barry Alexander國際聲樂比賽及2019 American Protégé 
(美國門生)國際聲樂比賽破例頒發榮譽獎。

票價：300/500｜售票系統：OPENTIX｜台灣室內樂藝術推廣協會 02-3322-1428

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

2021 巴赫納利亞．台灣 秋季音樂會

節目日期：9/12(日)15:00｜演出地點：演藝廳

繼 2021 春季音樂會後，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再度來到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為大家帶來美麗又撫慰人心的古典音樂。

全球疫情仍舊嚴峻，希望我們的音樂可以為您的心靈帶來更

多的滋養，歡迎大家一起來與我們分享最美好的心靈饗宴。

票價：500（8/12啟售）｜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0938-883-997

溪畔舞團

溪畔舞團年度展演 《波光．舞影》

節目日期：9/18(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2021年溪畔舞團年度展演《波光‧舞影》，將於臺北與新

竹舉辦年度盛會與巡迴藝術推廣講座，舞作精彩可期，期待

您的蒞臨，並請將這份情傳下去。節目含括芭蕾作品《森林

之夢》、當代作品《行雲》、客家作品《你心底的那幾抹色

彩》與東方作品《流魚》，與您分享藝術的美好世界。

票價：200（8/18 啟售）｜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溪畔舞團 03-551-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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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文化藝術團

《根‧新－豐華再現》

節目日期：8/22(日)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以在都會區族人從原鄉來到都會區打

拼生活，落地生根，也將在原鄉的傳

統文化精神帶到都會生活裡，仍可以

感受到原鄉溫暖，展現原住民族在現

代文化裡與傳統文化裡衝擊，如何取

得平衡，並生活裡仍保持著原住民樂

天對生命的熱忱。

票價：200｜售票系統：電洽及現場售票
聯絡資訊：豐年文化藝術團 邱小姐 0928-622-592

飛樂鈴揚 ~ 樂鈴藝術表演團

《山海之歌》

節目日期：8/28(六)14:30、19:30 8/29(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山海之歌為扯鈴舞劇，全場結合扯鈴

炫技及舞蹈、雜技等元素以呈現不特

定地區山海子民的生活律動。山中歲

月，沉靜如海，淡淡如山，依山傍海

處，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人、小

孩、男人、女人或動作、或嬉玩，有著一

份安份的勤奮與純淨的喜悅。

票價：400/600/800/10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飛樂鈴揚 ~ 樂鈴藝術表演團 曾小姐 0936-0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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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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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與女高音劉亦恩共同呈現莫札特動

人音樂饗宴之音樂會。

票價：400/600/8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 0919-22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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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山歌團

《臺客傳奇》 客家歌舞劇

節目日期：9/22(三)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臺客傳奇》客家歌舞劇演繹臺灣客

家的傳奇，全劇分為渡臺悲歌、膨風

茶情、萬巒妹仔、靜流遠行等四幕。

是為慶祝本團三十週年慶精心打造的

藝術精品。將一路走來的足跡，編織

成精彩的篇章，透過合唱融合歌舞劇

形式，呈現給觀眾的將是屬於客家特

有的濃濃鄉土味。

票價：免費索票 (9/15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台灣客家山歌團 0921-831-177

舞工廠舞團

《大鳴大 Fun+》

節目日期：9/16(四)19:30 9/17(五)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這次，舞工廠更添新意！以不失傳統

精神主軸下將鼓藝呈現加倍琳瑯滿

目，在東西方鼓藝框架上加注了新的

想法。擊鼓，絕非一種傳統形式而是

一種韌性的根生長出來的繁花⋯⋯

鳴，為鼓聲發出的聲響；Fun 是結合西

方打擊的創意概念。而踢踏舞則是連

接東西方的驚喜橋樑！

票價：免費索票 (9/8上午 9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舞工廠舞團 02-2368-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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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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團隊：舞工廠舞團
封面攝影：MO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