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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轉乾坤—簡惠美書畫創作展

展覽日期：11/17-12/3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本次展覽是簡惠美老師近期最新的作品，本著牛的精神特

色，老老實實的寫字、繪畫每天努力創作，不畏困難、不隨波

逐流，堅持藝術崗位。除了牛一系列作品外，另有以古今時空

融合為一體的人物創作，還有書法、年節主題等作品，希望借

由今年牛轉乾坤的概念，能有更新、更不一樣的思考與嶄新

的創作表現。

2021新北市美展

展覽日期：10/22-11/14 (11/1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二、三展覽室

新北市政府為鼓勵藝文創作、獎掖藝術新秀，每年舉辦「新

北市美展」競賽。本屆競賽類別包含水墨、書法、膠彩、篆

刻及雕塑等 5 類，共計 88 件作品通過評審展出。本屆徵件

擴大作品尺幅規範，給予藝術家更多創作自由，匯聚更多元、

大器的作品參與展出，共同爭豔。

蒼蒼橫翠微—劉建伯書印展

展覽日期：11/17-12/5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劉老師這次以「蒼蒼橫翠微」為題，既是心境、也是風格，作品

不同於時尚，卻能汲古出新。在多年的古典基礎上，展現出個

人書法蒼勁寫意、篆刻蒼樸自然的線條特色。書法以行草居

多，亦擅篆、隸、楷各體；篆刻則從漢印、浙派入，偶作先秦文

字、隋唐印等。近年來研究柴窯燒造的陶瓷印，為國內創舉。

110年中華文耀‧辛丑之美‧牛犇幸福—國際藝術聯展

展覽日期：10/2-10/18(10/4、10/10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二、三展覽室

呂玉環女士籌辦之「中華文耀‧辛丑之美‧牛犇幸福—國際

藝術聯展」，展出各類型的藝術作品，含括書法、水墨、油畫、

水彩、雕塑、攝影等，呈現臺灣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匯

集豐沛的創作能量，更顯得難能可貴。百位藝術家、炫麗多

彩的作品，難得的藝術饗宴與各位市民朋友喜悅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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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第二十二屆磺溪美展巡迴展

展覽日期：12/17-111/1/2(1/1休館)

展覽地點：第三展覽室

「磺溪」是彰化雅稱，磺溪美展於民國89年開辦，每年辦理攝

影類、立體工藝、數位藝術、書法篆刻、油畫水彩及水墨膠彩等

六大類徵件。今(110)年磺溪美展，共計收到來自全國1025件作

品，經過初審和複審，共計評選出磺溪獎、全新獎、優選獎及入

選獎等。創作題材體現當代生活，反映時代演變與社會議題，

透過藝術家多樣的創作媒材及內容，為美展增添豐富內涵。

人間有夢—焦士太畫展

展覽日期：12/29-111/1/23 (1/1、1/3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二展覽室

從形而上虛無飄渺的世界，回到人間來擁抱一個鮮活的生命。

一生都在畫夢：生涯無定，夢卻源之而來。以「夢」為畫題，因

它內涵所指的無定性及抽象思維的「無相之相」。無預先設定

作品形象，而是在塗抹中發現有意象、抽象、心象的「相」，不

管是什麼「相」，都是純粹的美，有如觀士音菩薩的笑靨–平

和、喜樂、自然、親切、寧靜與安詳。

漂流心象－吳惠淳創作個展

展覽日期：12/9-12/26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創作者在遷徙與移動的動態過程中，融合個人的生命經驗、

記憶及潛意識⋯等片段，構築了一個超越現實生活的平行宇

宙，呈現其個人的漂流心象。 面對現實中生活的困難與侷限，

轉身投向水墨創作中，作為對生命未竟的一種反抗與宣洩的

出口，在水墨與膠彩的朦朧語彙中，刻畫出模糊而顯微的生

命軌跡，並恣意地在其中探索著自我、存在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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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憲雯

《聽見火種的聲音 李逸群作品音樂會》

節目日期：12/07(二)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這場音樂會包括：李逸群博士的室內樂作品、獨唱曲、合唱作品，

由許漱卿（中提琴）、陳釗沛（豎琴）、邱佩珊（長笛）、李柏蓒

（鋼琴）、劉憲雯（獨唱）、金華37室內合唱團（合唱）以及吳舜文

（說書人）共同演出，希望音樂文化的火種得以延續！

售票系統：請洽演出單位｜聯絡資訊：劉小姐 0905-155-542 

吉拉米代文化藝術團

《靜思歌舞劇》

節目日期：11/27(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原住民族-台灣最特別的一群人。天生擁有與生俱來的音樂

藝術特質，加上長久與大自然融合共處，形塑出相當獨特的

族群文化。本次將透過【靜思】樂舞劇讓閱聽大眾看見原住

民不一樣的生活文化與藝術呈現，進而尊重並真心的讚賞不

同族群在台灣所做出的藝術貢獻。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巴奈小姐 0931-311-104

亦宛然掌中劇團

《亦宛然外江布袋戲－三國誌之古城會》

節目日期：12/05(日)14:00｜演出地點：演藝廳

古城會，是亦宛然著名的外江代表作之一，描述關羽一路過關

斬將，要護送甘、糜二位皇嫂前去河北尋找劉備。至黃河渡

口，經孫乾報告，才知劉備已至古城與張飛會合。張飛因關羽

曾歸順曹操而不肯放關羽入城，此時蔡陽為報其甥被關羽殺害

之仇，從後追擊而來⋯⋯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李先生02-2636-9174

天作之合劇團

音樂劇《阿堯 Shemenayha!》

節目日期：10/02(六)19:30 10/03(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鯤島上的詛咒壟罩著人民。百年來，政府祭出禁謠令獵殺清

算妖怪與異議份子，只為了阻止災害再次發生，以一葉為首

的警隊也不擇手段要在大限之前將頭號要犯趕盡殺絕。但一

葉的妹妹：阿堯此時卻在網路上尋見了消失已久的古老妖謠 ....

票價：100/300/600/800/1200/1600/2000/2200｜售票系統：天作之合劇場售票系統
聯絡資訊：天作之合劇團 02-8978-7488｜※本計畫獲文化內容策進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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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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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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沂風歡樂合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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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2021 傳唱天使報佳音－聖誕音樂會》

節目日期：12/18(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近年受到許多知名飯店、商場百貨⋯等聖

誕活動報佳音邀約，合唱團最純粹的童聲，成為聖誕節報佳音

的最佳首選！自 2020 年開始推出聖誕音樂會，演唱經典聖誕

歌曲，搭配經典溫暖的合唱曲目，由傳唱小天使們，在寒冬中

用歌聲溫暖你我的心，更為聽眾帶來歲末祝褔。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張小姐 0952-289-124 

玉山菊元合奏團

《2021 玉山菊元幸福樂章》

節目日期：12/11(六)19:00｜演出地點：演藝廳

美麗地球歷經40億年演化，以生物多樣性帶來豐富繁榮的平

衡。在人類出現之後，日漸因人類的貪婪而崩壞，極端氣候的

反噬，各種傳染病的威脅。何時，人類才會覺醒？玉山菊元合

奏團，將透過音樂喚醒大家的知覺轉化成行動，共同化解宇

宙災難，恢復地球初始的美麗樣貌。

票價：300/500/8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聯絡資訊：林先生0909-813-999

新北市交響樂團

《新北新銳－都會系列Ⅱ》

節目日期：12/08(三)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2021年新北市交響樂團年度公演，上半場由樂團帶來典型

維也納風格的舒伯特第五號交響曲；下半場則邀請來自新北

地區國際級新銳與樂團合作演出；將美好的音樂，豐富都會

地區愛樂人的生活品味。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王小姐 0961-17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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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嘸樂團

《看有看無 人聲 / 人生》

節目日期：12/24(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在這萬千世界中，聲音是透過介質傳遞的波動現象。而在我們

無法感知視覺的生命中，聲音是溫度，它時而溫暖、時而清

爽；聲音是風景，它時而美麗、時而壯闊。聲音能夠觸摸、能

夠感受。我們創造聲音，我們聆聽聲音，我們透過聲音來向世

界傳遞這莊周夢蝶的人生。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朱小姐 0938-111-197

彩虹城市管樂團

《同年同樂》

節目日期：12/25(六) 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繼成為英雄之後，我們仍不能忘記自我，還記得小時候，看到

自己嚮往幻想的魔幻角色，最初的那股熱血悸動，成為我們在

這繁忙的加速世界中活力的精神糧食，這次的童年音樂會，跟

你想的不一樣! 歡迎大家一起來前往時光隧道。

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徐先生0976-601-326

365 樂坊

《幕幕憶起－尋樂影》

節目日期：12/22(三)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演奏家張明雄成立的365樂坊，是由一群專業科班出身的視障

及明眼國樂菁英所組成，此次精選多首電影樂曲、經典民謠，

讓人從旋律中憶起電影情節，超越視覺用心感受音樂的生命

力，藉此放鬆心靈，亦感受台上演奏家對生命的熱力，鼓舞大

家重新找到希望與勇氣！

票價：免費索票｜聯絡資訊：沈小姐 0910-361-892

巴赫納利亞台灣室內樂團

《2021 巴赫納利亞台灣冬季音樂會 「皮亞佐拉百年音樂會」》

節目日期：12/19(日)15:00｜演出地點：演藝廳

Pia z zolla的百歲冥誕由堪稱現代皮亞佐拉的作曲家及

Bandoneon演奏家的「傑賓 喬福瑞」(JP. Jofre)為我們帶來多

首皮亞佐拉以及他本人的作品。古典絃樂作品與熱情優美的

探戈音樂將為聽眾帶來一場兼具視覺與聽覺的音樂饗宴。精

采萬分，不容錯過！

票價：5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聯絡資訊：黃先生0938-88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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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梅樂團

《美國巡禮》

節目日期：12/26(日)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布萊梅銅管五重奏登場囉！有小號、法國號、長號以及少見的

低音長號組成，帶來時而嘹亮時而溫暖的好聽音樂，節目以

美國音樂發想：有輕快的美國巡邏兵進行曲、展現銅管高超

技巧的美國組曲，還有耳熟能詳的電影配樂，適合全家一同

前來欣賞。

票價：300/5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陳小姐 0920-950-601

花黑盆藝術

《浪漫逆襲》長笛、大提琴與鋼琴三重奏

節目日期：11/12(五)19:30｜演出地點：演奏廳

花黑盆藝術團長暨長笛演奏李詠涵，攜手兩位留美大提琴演

奏家陳維慧與鋼琴家馮平，演繹19世紀到20世紀之浪漫、亦

融合近代多元風格的經典三重奏室內樂饗宴。

票價：4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聯絡資訊：李小姐 0926-563-497

歐普思室內樂集

《洪詩涵小提琴獨奏會》

節目日期：12/1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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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笛 /呂育展、鋼琴 / 林毓軒、客席長笛 / 陳葳

《靜。旅程－呂育展長笛獨奏會》

節目日期：10/3(日)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一場從古典巴洛克悠遊到現代樂曲的音樂旅程。經典的漢堡

奏鳴曲搭配與大自然共舞的La flute de pan與Deux papillons，

最後以氣勢滂薄的現代樂派Regrets and resolutions震撼你我

的心。既優美又滂薄的笛音為聽眾們呈現出不同樂章專屬的

音樂故事。

票價：240/400｜售票系統：請洽演出單位｜聯絡資訊：詹先生0921-0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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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北市音樂劇節

節目日期：線上播出時間另行公告

新北市為鼓勵原創音樂劇創作與發展，徵選優秀團隊進駐表

演，今年雖因疫情推延至明年演出，但團隊依舊充滿能量持

續創作，蓄勢待發。

今年我們有加入流行音樂結合音樂劇的《別叫我老師 !》、創

新現代的升級版親子皮影音樂戲《黑影王國歷險記》及小酒

館的人生故事舞台《驚釀小酒館》，12 月將釋出最精彩、最

活潑，充滿驚奇及歡樂的精彩片段，搶先邀你一起來報到。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刺點創作工坊及躍

演團隊們，線上邀您一同來跟我們同樂，更多資訊請洽新北

市藝文中心官網及臉書。

聯絡資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魏小姐 02-2253-4417分機 101

2021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

節目日期：10/28(四)19:30 線上播出、11/28(日)19:30 實體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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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者將陸續展開音樂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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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洽新北市藝文中心官網及臉書。

實體音樂會免費索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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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 2021演奏廳音樂沙龍

節目日期：10/27(三)、11/3(三)、11/10(三)、11/17(三)、11/24(三)19:00 線上播出

為發掘年輕音樂家及推廣新北市藝文中心表演空間，鼓勵音

樂新秀人才，新北2021演奏廳音樂沙龍活動徵選出五組團

隊，金喇叭銅管5重奏、張昌傑爵士四重奏、Tanvolution、

Y.c.Pianist及VIO提琴樂集將為您帶來精彩的線上音樂饗宴，

更多資訊請洽新北市藝文中心官網及臉書。

聯絡資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郭小姐 02-2253-4417分機 103



【110年度樹林藝文中心演藝團隊駐館計畫】狂想劇場

《狂想劇場 x 樹林藝文中心：
2021 藝術參與計畫》

節目日期：11/6(六)-11/28(日)

演出地點：演藝廳、排練室、樹林周邊區域

狂想劇場為樹林藝文中心110年駐館團

隊，第二年的駐館計畫將為樹林規劃

一系列更深入在地的藝文活動，包含：

劇場導覽、文史達人講座、創作工作坊

等精彩內容，另規劃「樹林現地」劇

場及館外微型展演，詳情請上樹林藝

文中心官網或狂想劇場粉絲專頁查詢。

票價：免費預約報名參加｜售票系統：Accupass
聯絡資訊：狂想劇場 陳小姐 02-2898-2526

廣藝基金會、進港浪製作

《月娘總是照著我們》

節目日期：11/13(六)14:30、19:30 11/14(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2020【表演藝術金創獎】金獎作品

在一次西藏之旅後，陳悅君失去了林

雨芬。為了帶雨芬回家，她獨自前往

拉薩，好像，這樣能再次召喚那些過

往⋯⋯悅君身上的它，代表的究竟是

雨芬的軀殼，還是牢而不可分的靈魂

及回憶？

票價：8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廣藝基金會 節目部 陳小姐 03-327-2345分機11275

活泉室內樂團

歌劇百味系列《音樂至上》

節目日期：10/16(六)19:30 10/17(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活泉室內樂團將在「歌劇百味」音樂

會中演出作曲家莫札特的喜歌劇「劇

院經理」，內容聚焦舞台上歌手們的

劇場人生。另外還會邀請張義鷹老師

帶領、方淑芬老師指揮的「小水滴兒

童合唱團」共同演出，節目精彩，歡

迎大家一起來欣賞好聽的歌劇與合唱

音樂。

票價：3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謝先生 0920-503-021

新北市藝文中心 NEW TAIPEI CITY ARTS CENTER 新北市藝文中心 NEW TAIPEI CITY ARTS CENTER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驫舞劇場

【樹林藝文中心 110 年特色節目
「2021 樹林跳：跳島舞蹈節」】

12 場超豪華工作坊、4 場舞蹈講座、5

天藝術家直播、32 道「舞」菜單料理。

親民又豐富的線上跳島舞蹈節，邀請

您和我們一起隨時隨地練舞功。

活動日期：12/6-12/19｜活動播映平台：「2021樹林跳：跳島舞蹈
節」官方網站｜聯絡資訊：驫舞劇場 02-2967-4495

《樹林舞神家常菜》

日期：12/13(一)-12/19(日)｜票價：最低30元起，詳
見官方網站

16 位藝術家，32 道「舞」菜單料理，

為你上菜。廚神有獨門醬汁，編舞者

有秘傳功夫，16 位藝術家，人人舞蹈

心路歷程大不同，請收看《樹林舞神

家常菜》，觀賞舞蹈版的無菜單料理。

《藝術家席地而坐》

日期：12/7(二)-12/11(六)，每日17:00至20:00｜票
價：免費，線上直播

台式當代舞的黃懷德、街舞芭蕾混血

的鍾長宏，兩人聯手，一連五天，每

天固定直播三小時，看看創作者怎麼

把靈感變成練習、把練習變成日常。

令人猜不透是一定的，說不準一下子

討論舞蹈的當代性，一下子討論晚餐

便當，有嚴肅有藝術，有笑話有歌唱。

【樹林藝文中心仲夏系列】沙丁龐客劇團

《阿醜奇遇記》

節目日期：12/3(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從前有一個長得很醜的年輕人，大家

一看到他都會忍不住笑出來，難過的

他，決定去傳說中很遙遠很危險的深

山裡，尋找三個精靈。據說，三個精

靈可以回答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阿醜

想要問精靈，為什麼自己長得這麼

醜？於是，他開始這一路充滿驚險與

奇幻的旅程⋯⋯

票價：500｜售票系統：OPENTIX
聯絡資訊：沙丁龐客劇團 賴小姐 02-2898-2700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新北市青少年關懷協會、眾信台灣公共事務協會

新莊地藏庵國樂團 (樂團指揮 :梁承忠老師）

2019樂壇新星陳得謙薩克斯風團

社會福利宣導暨關懷公益慈善音樂會

節目日期：12/25(六)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本會以結合社會資源，從事公益活

動，服務人群，關懷社會弱勢民眾與

青少年健全發展，興辦公益慈善音樂

活動協助政府宣導相關社會福利政策

為目的。

票價：免費索票 (12/4上午 9 時起團隊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新北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陳先生 02-2277-2968

臺北木偶劇團

《白賊燈猴天借膽》

節目日期：12/30(四)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每到年底，蓬萊島的百姓為了酬謝神

明，替神明打掃神桌、換上新衣，卻

總遺忘替神靈舉燭臺的燈猴，燈猴心

生不滿又遭大石公與大樹公譏笑，一

怒成魔，便向玉帝謊報蓬萊島百姓荒

淫度日、暴殄天物。玉帝震怒，下令

讓東海龍王在臘月二九暝水淹蓬萊，

意要蓬萊島沉⋯⋯

票價：免費索票 (12/23上午10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臺北木偶劇團 謝小姐 02-2618-1948

豐年文化藝術團

《根‧新－豐華再現》

節目日期：12/15(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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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



翰墨薪傳－110年新北市新莊書畫會會員展

展覽日期：12/17-12/29

展覽地點：藝術廳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為新北市歷史悠久、表現傑出的書畫

團體，從民國58年迄今名家輩出，承先啟後，薪火相傳。此

次會員展，不論老手新秀，近百餘件作品，書法真、草、

隸、篆各體兼備，畫作題材寬廣，丹青染翰，筆灑豪情，故

以「翰墨薪傳」為標題，歡迎書畫同好者，蒞臨參觀指教，

共享藝術佳境，開拓美學視野。

時代風景－譚國智2021油畫作品展

展覽日期：10/22-11/17(11/1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藝術反映時代、藝術反映生活，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時代

景觀、時代風俗、時代精神。此次展出的風景作品，希望展現的

是一個平實的現代風景，要讓人有一個日常生活的親切感受，

不追求標新立異的虛幻視覺，也不沉浸於對過去的緬懷，而是

希望將作品聚焦於當下做出一個貼近生活的藝術。

傑閣鑄華章－連勝彥詩書展

展覽日期：11/19-12/15(12/6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連勝彥先生字慕豪，號傑閣，1938 年生，師事臺籍書法大家

澹廬曹公秋圃先生研習八法，各體具工，在書壇與杏壇之貢

獻與成就備受稱譽。本次書法家自選近十年來詩書創作含儒

道釋經典、古人格言、先師曹容詩句各體書作近四十餘件代

表作，讓觀者從中體會書家潛心於傳統書道的精神內涵，及

文化傳承戮力踏實六十載的翰墨軌跡。

看山－林昆山個展

展覽日期：10/1-10/20(10/4、10/10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傳統水墨的皴、擦、點、染延續著文人水墨的重要架構，從

骨法用筆到氣韻生動，依續著古代文人的氣息，經營著東方

特有的文化美學。這次展出呈現近年來從傳統到當代個人在繪

畫上的轉變，以水干的半自動技法，用新的描繪技法表現新

的水墨形式，也期待能找出東方美學的新元素，讓東方繪畫

接軌國際。

樹林藝文中心 SHULIN ARTS C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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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恒運釉墨創作展

展覽日期：110/12/31-111/1/23(1/1、1/3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本次展覽在傳統水墨及彩墨裡走出不同的表現技法及創作，

這次以釉彩為展覽主軸，不管在陶板上、在棉紙上、或在宣

紙上作畫，結果有意想不到的奇蹟出現，尤其自然的皴法更

貼近大自然的容顏。希望民眾觀展後能對書畫陶藝有興趣，

並有不同的視野享受。

「穿越戲莊」系列節目

栢優座《小小英雄向右轉－水滸謎城祝家莊》

節目日期：10/7(四)19:30 10/8(五)19:30 10/9(六)14:30 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宋江攻打祝家莊，一次失敗、二次失敗，不要灰心，再接再

厲，第三次會成功嗎？取材自章回小說《水滸傳》及京劇劇

目《三打祝家莊》，以梁山宋江攻打祝家莊，最後取得勝利

的故事為背景，讓觀眾化身為英雄，遊走在劇場空間，一起

闖關。

票價：800｜售票系統：OPENTIX｜聯絡資訊：栢優座 丁先生0922-036-246

演藝廳升級優化 

為提供更優質的表演環境，提升設備品質，「新莊文化藝術

中心演藝廳」於10月中旬至111年6月中旬，將進行設備優

化工程。相關資訊可至「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官網及追蹤粉

絲團，關注即時訊息。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期待以更美好的面貌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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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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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