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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藝雙城

‧8月份雙北藝文館舍展演資訊 新北市藝遊電子書

 本月注目

．府中美學基地新體驗─實境解謎遊戲上線囉

．2020新北南島文化節

‧給火星人類學家─2020國際當代藝術主題展



日頭赤炎炎，抵擋不住新北市各項精采到爆的藝文活動，有怪獸鬧兒藝、有給

火星人類學家的當代藝術，古色古香的林家花園更推出線上實境解謎遊戲！邀請

大朋友、小朋友攜手藝遊新北 FUN 暑假！

「2020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怪獸訓練場」參加了嗎？是不是覺得今年特別不

一樣？沒錯！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水利局、文化局及高灘處等共同打造的新北

市兒藝節，特別加入了新北大都會公園的「堤坡滑梯樂園」，並以「臺灣特色動

物」為題，讓大小朋友皆能同樂，還有新北市市民廣場、府中商圈、新北美 X 陶

博館展區和線上活動，透過有趣且好玩的方式，讓小朋友們體驗藝術、了解藝術、

愛上藝術。

國定古蹟也玩線上遊戲。「府中美學基地新體驗─實境解謎遊戲上線囉」是林

本源園邸與「蹦世界」、「當代傳奇劇場」等跨界合作，只要打開手機，就能在

擴增實境（AR）中，踏遍府中街區，玩遊戲、過關卡，進而認識府中美學基地，

寓教於樂的體驗，歡迎大家一起來手遊。

8 月 1 日是原住民族日，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特別舉辦「2020 新北南島文

化節」，在連續 2 天的週休假期，推出樂舞表演、技能體驗、文創市集與美食饗

宴等四大主題活動，並加碼夜間開放至 9 時止，提供免費接駁專車服務，邀請市

民朋友前來體驗熱情奔放、具特色的臺灣原住民族風情。

此外，新北市藝文中心推出「給火星人類學家─ 2020 國際當代藝術主題展」，

15 位當代藝術家試想跟未來的火星人類學家介紹人類的藝術，他們針對網路介

面構想作品，提供大家一個理解其創作的線索，再到線上展區觀賞更為完整的作

品與創作脈絡，難得一見的展覽，歡迎蒞臨體驗。「2020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

大賽成果展」在新北市黃金博物館盛大登場，此次賽事臺灣金工創作者囊括了首

飾組與器物組的金質獎，成績相當亮眼，歡迎共賞藝術與美學的饗宴，認識當代

金工的發展面貌。

新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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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20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
怪獸訓練場

怪獸如火如荼訓練中！為了獲得明年競

技大會的冠軍，今年暑假怪獸化身成為訓

練好手，循著「冠軍訓練祕笈」，前往 5
個島，尋找祕笈內的神祕符號，並展開一

場鍛鍊的旅程。5個島分別為怪獸島X（新

北大都會公園）、遊樂島（新北市市民廣

場）、恐龍島（府中商圈）、玩美島（新

北美╳陶博館展區）及夢幻島（線上系列

活動），內容包含精采演出、藝術裝置及

線上小遊戲等，大小朋友快來和怪獸一起

Level Up ！

怪獸島Ｘ即將落幕　玩美島完美登場

怪獸島 X（新北大都會公園）即將於 8
月 2 日落幕！ 8 月 1 日由教育局特別規劃

「2020年全民瘋藝術─兒藝節系列活動」

由嚴立婷、梁赫群、潘若迪，以及 YOYO

家族西瓜哥哥、番茄姐姐與親子一起律

動、聊教養，臺灣特技團《童趣》帶來拋

接、翻滾疊羅漢等精彩絕倫特技演出，還

有萬里國中擂鼓隊、莒光國小打擊樂團及

板橋國中行進樂隊帶來振奮人心樂曲，現

場更有「小小波麗士、小小消防員」職業

探索、親子樂樂棒球及足球等，邀請親子

一起來運動；8 月 2 日邀請如果兒童劇團

擔綱大都會公園閉幕演出，帶來義大利即

興喜劇《媽媽咪噢！》，以輕鬆有趣的互

動，讓小朋友沉浸其中，歡笑不斷，千萬

別錯過。

覺得在怪獸島 X（新北大都會公園）玩

得還未盡興，別擔心，玩美島（新北美╳

陶博館展區）即將於 8 月 8 日登場，特

別規劃「小小美術館員出任務」藝術體驗

關卡，由藝術家引領小朋友一起想像美術

館的誕生，從五感刺激、手作體驗和藝術

共創等不同體驗關卡，學習策展、色彩學

等有趣觀念，邀請大家一起來蓋美術館。

此外，深受小朋友喜愛的「新北美術號

ARTGOGO 藝術行動巴士」，也將來到玩

美島，等著大家來體驗！

市民廣場遊樂島　樂高建築景點別錯過

今年新北兒藝節的另一大亮點，莫過於

樂高進駐遊樂島（新北市市民廣場）！

島內不但有用樂高積木造型製作小火

車及臺灣知名建築景點，小朋友可以一邊

乘坐小火車，一邊觀賞樂高版臺灣景點！

還有樂高機器人體驗編程道具，小朋友可

使用平板電腦，透過簡單選項幫機器人設

計各種舞蹈及動作，體驗樂高機器人具科

學、藝術和互動學習教育的編程樂趣。此

外，由樂高積木所組成的大型機械鐘，在

每個整點，就會進行樂高機器人及樂高機

械動物跳舞演出，千萬別錯過迷人的樂高

世界！

除了超吸睛的樂高世界，水泥怪也將

化身為大型扭蛋機，只要於現場和扭蛋機

或其他怪獸背板拍照打卡上傳臉書、設公

開，並標註「# 我在新北兒藝節等你」，

換取號碼牌（限量換取，換完為止）後，

就可憑號碼牌兌換代幣一枚，玩扭蛋一

次，扭蛋內有智慧型手錶及怪獸小禮等眾

多好禮。

府中商圈恐龍島　繽紛恐龍迷走

在充滿活力的夏季裡，每個恐龍都裹上

適合夏季的繽紛糖果色衣裳，出沒在府中

商圈，歡迎大小朋友和各種顏色的恐龍拍

照，一起享受府中商圈的繽紛滋味。

另於週五至週日將有多場快閃街頭演

出，8 月 1 日更邀請到

小朋友們最喜愛的

巧虎和琪琪，帶

來活力十足的

演出。

此外，別忘

了逛逛與兒藝

節合作的店家，

折扣、送好禮

及活動期間才

有 的 限 定 活

動 等 眾 多 好

康優惠等著大

小朋友來挖掘。

現在就出發前往恐

龍島！

↑新北藝術號 ARTGOGO 行動藝術巴士－藝術體驗 ↑市民廣場上的藝術裝置－黑青系列

↑ 位於新北大都會公園的怪獸島 X，陪大小朋友歡度

暑假。

↑ 如果兒童劇團將帶來義大利互動即興劇作－媽媽咪噢！

藝文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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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小朋友喜愛的巧虎和琪

琪，將出現在恐龍島。

（© Benesse Corporation ）



-INFORMATION-

07/25-08/16
新北大都會公園、新北市市民廣場、府中商圈、

新北美╳陶博館展區、官網

02-2950-9750#106 廖小姐

www.newtaipei-summer.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時間 訓練場 地點

07/25-08/02，16:00-21:00 怪獸島 X 新北大都會公園

（三重區疏洪東路一段，近捷運三重站）

07/25-08/09，16:00-21:00 遊樂島
新北市市民廣場

（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07/25-08/09，16:00-21:00 恐龍島 府中商圈

08/08-08/16，15:00-19:00
（週一～週四至 18:00） 玩美島

新北美╳陶博館展區

（鶯歌區文化路 200 號）

07/25-08/16 夢幻島 線上系列活動

「2020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怪獸訓練場」活動表

線上遊戲寓教於樂　周邊活動超豐富

今年首創的線上系列活動，結合趣味藝

術鑑賞、街頭活動欣賞、歷史古蹟介紹、

自然景點探索及敏捷反應訓練等不同面

向，設計出 8 個線上小遊戲關卡，讓小朋

友於遊戲中也能學習到藝術知識，寓教於

樂，且結合實體場域，鼓勵線上遊戲的朋

友來戶外場兒藝節，體驗及享受更多藝術

文化。

除了兒藝節主活動外，還有由文化局各

館舍準備的周邊活動，如新北市立鶯歌陶

瓷博物館的「夏日泥巴藝術季」有陶氣打

卡牆、萬人許願糖果、馬賽克拼貼秀及眾

↑ 今年首創的線上兒藝節，讓大家玩遊戲過關卡，體

驗藝術的多元魅力！

↑ 新北兒藝節期間，府中商圈恐龍出沒！

名字可以寫到十個字喔

多營隊活動；新北市立圖書館的「穿越新

北．在地走讀」，辦理親子走讀活動，鼓

勵親子一起走讀新北，認識新北市。其他

還有如府中 15 的「兒童影展—萌獸成長

趣」，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的「水金九藝

術教育體驗課程」等等，詳細活動資訊歡

迎上各館官網查詢。

藝文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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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馬來西亞手集團精采演出

資料提供／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府中美學基地新體驗
實境解謎遊戲上線囉

耀眼的陽光、一望無垠的海景、冰涼的

椰子汁，在全球疫情仍然嚴峻的狀態下，

太平洋的海島風情格外令人想念。

廣袤的太平洋上，數以千計的島嶼分

布，學者透過語言比對和文化研究，意外

發現這些島上住民共享相似的文化特質，

最後命名為「南島語族」。南島語族分佈

的範圍東起復活節群島，西迄馬達加斯

加，南達紐西蘭，最北為臺灣，而島上住

民所說的語言──南島語，也是世界上分

布最廣的語言。

臺灣不僅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端，也

被認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之一，臺灣原

住民族在神話傳說、祭祀禮俗、工藝創作

等面向，均彰顯了與南島語族之間的緊密

連結，也展現出在南島語族中的重要性，

其獨特的服飾、嘹亮的歌聲及結合生活習

俗的舞蹈，更成為臺灣在國際上受人矚目

的焦點之一。

2020 新北南島文化節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為推廣南島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新北

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特別於今年 8 月 1 日原

住民族日，辦理「2020 新北南島文化節」

為期 2 天的慶祝活動，推出樂舞表演、技

能體驗、文創市集與美食饗宴等四大主題

活動，共計有 60 個攤位、18 場表演。活

動時間自下午3時30分至晚間8時30分，

十三行博物館也特別加碼夜間開放至 9 時

止，並提供免費接駁專車服務，邀請市民

朋友前來體驗熱情奔放、獨具特色的南島

風情。

-INFORMATION-

08/01-08/02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 號）

02-2619-1313#306 許先生

www.sshm.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6「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 古城尋跡：穿梭林園的少女
 ↑ 南島樂舞演出

-INFORMATION-

08/02（日）起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板橋區西門街 9 號）

02-2965-3061#23 服務臺

www.linfamily.ntpc.gov.tw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 板橋林家花園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臉書粉絲專頁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9「遊藝雙城」之「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 透過遊戲，來場不一樣的古蹟巡禮。

→實境解謎遊戲大

小朋友皆可參

加！

在古蹟中解謎題、過關卡？想像不到吧！

但這是真的！

新北府中地區最經典、最重要的美學基

地──「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與雲端行

動多媒體互動開放平臺──「蹦世界」、「當

代傳奇劇場」等跨界合作，開發專屬府中地

區包含林家花園的實境解謎遊戲，只要打開

手機下載遊戲，就能輕鬆上手立即體驗。

遊戲內容以林本源園邸為故事主題核心，

透過擴增實境（AR）將虛擬題示與府中古

城、花園園林實景結合，板橋府中周邊及園

邸文化特色景點也融入其間，在遊戲故事和

關卡中，更可見傳統戲曲的元素，玩家在傳

統戲曲餘音的帶領下回到過去，幫助神祕男

子踏遍枋橋舊城區，尋找過往記憶，同時慢

慢認識園邸的過去，了解板橋府中周邊景點

和板橋林家之間的歷史連結，以及埋藏於其

中的美好價值。

如此虛實交錯、身歷其境的實境解謎遊

戲，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吸引兒童、青年

等不同年齡層的手遊族，縮短古城文化和大

眾之間的距離，促進地方發展與文化紮根，

發展城市新美學。第

一波遊戲將於 8 月

2 日上線，敬請

期待。

藝文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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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即日起至 09/15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瑞芳區金光路 8 號）

02-2496-2800#2894 營運推廣組

www.gep.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7「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INFORMATION-

即日起至 08/30
TaTak 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創聚落平臺 
（新店區大新街 36 號）

02-8911-6211 江小姐

更多活動詳情請電洽查詢

夏季尾聲即將來到，黃金博物館推出

的「山城治癒術─水金九礦山採金之路遊

程體驗」青春山海線系列活動，為青年學

子和大小朋友量身打造戶外療癒遊程——

「後青春山海派對」，以海邊茶席、溯溪

或戶外瑜珈等多樣的方式，感受山城的自

然寬闊與人文溫暖。

一場聆聽山林聲音的瑜伽課——受夠為

了躲避夏季的熱而一直待在冷氣房裡嗎？

何不趁此熱情的溫度，9 月 5 日、12 日

跟著專業的瑜珈老師渱棠，來場不一樣的

熱瑜伽課程。引路人先帶遊客認識在地特

有環境，在金瓜石山城的擁抱中進行熱瑜

珈課程，因高溫而專注集中，不僅能盡情

地釋放身心壓力、排出體內毒素，更能促

進身心靈的新陳代謝，課程完成時一定是

通體舒暢。

嘿，我們到海邊喝杯茶！——在山城

美館後方的水湳洞聚落聆聽純樸的聲音，

穿越「後崙仔」洞口，看見隧道石頭映著

光線的明與暗，欣賞水湳洞陰陽海壯闊景

致、輕聞並感觸聚落中生長的植物，再品

嚐山泉水好滋味；9 月 6 日、13 日一起

用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及味覺，五感

品嚐山城之美。

從半屏溪回溯採金路——由專業教練

帶領，在水湳洞的半屏溪探索，感受山與

溪的大自然洗滌，午餐休息時刻，提供由

在地山城食堂所提供的漬梅與蘿蔔乾雙味

飯糰，讓溯溪的朋友們補充體力。溯溪過

程將途經過去取水的水管基柱、工寮、抽

水機，在這些冶煉工廠遺留下的痕跡中一

探水金九的採礦歷史，並在大自然的宏偉

中，體認山與水的力度。

「後青春山海派對」將於 8 月 14 日開

放報名，每場次限額 15 名。快集合青春

換帖好友、閨蜜們，來水金九聆聽山林、

海洋、溪流的聲音饗宴。

↑在金瓜國小體驗聆聽山林聲音的瑜伽課 ↑從半屏溪回溯採金路

 長者故事分享

山城治癒術─後青春山海派對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藝術裝置－犀牛

位於新店區的 TaTak 森林小屋，是新

北市原住民族文創聚落平臺的所在，於去

（2019）年 12 月 4 日正式啟用，也是新北

市第一個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空間。為

彰顯都會區原住民族工藝藝術能量，於暑

假期間，特別邀請布農族植物編織工藝家

林南吉老師，展出一系列植物編織作品。

此次展覽名為「拾藤 palangan ─林

南吉植物編織展」，係依據獵人傳統文化

而來。林南吉老師的傳統工藝大多使用竹、

藤來製作生活所需的用品，因此作品中可

以看見「生活即是藝術」與「樂於分享」的

布農族精神，例如：

背籃（Palaang 
taialu）在獵

人打獵完以

後，把獵物

裝 在 背 籃

中，一路上

相遇的族人

都能 看見背

籃中的「戰果」，

與另外一種形式

的「小氣包」背籃（palanagikid）呈現截

然不同的樣貌。

同時也將展出失傳已久之布農族傳統

樂器，包括杵音、弓琴及五弦琴。杵音文

化（Nusung mias husau）對布農族來

說是非常重要的音樂之一；使用獸骨製作

而成的弓琴（Latuk）和五弦琴（Banhir-
latuk）幾已失傳，卻能在新北市裡看到，

更屬珍貴。

展覽期間每日皆有一場次的導覽解說，

期使大家能更了解布農族文化。適逢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TaTaK 文創平臺將

辦理新冠肺炎解封後第一場戶外市集活

動，展售原住民傳統服飾、情人袋、項鍊、

文創品等琳瑯滿目民族特色商品，另外有

手沖咖啡 DIY，歡迎市民朋友共襄盛舉。

拾藤 palangan ─林南吉植物編織展
資料提供／ TaTak 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創聚落平臺

 ↑ TaTaK 文創平臺

 ↑ 傳統背籃，一目瞭然

 ↑ 植物編織達人林南吉

展覽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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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INFORMATION-

07/31-11/01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瑞芳區金光路 8 號）

02-2496-2800 ＃ 2868 林小姐

www. gep.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7「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由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所舉辦的 2 年一

次的新北市國際金工大賽，今年（2020）
已經邁入第7屆。此次賽事分為「首飾組」

與「器物組」，共有來自亞、歐、美、澳

等 4 大洲、19 個國家或地區，總計 152
件作品參賽，經初選及決選兩階段評選，

最後選出首飾組 12 件、器物組 12 件，

共計 24 件得獎作品，無論在複合媒

材的實驗創作，或是運用不同

技術及表現方法，在在呈

現了金工創作與其理念

的多元樣貌與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臺

灣金工創作者囊括

了首飾組與器物組

的金質獎，成績相

當亮眼，顯見臺灣

金工創作的水準，

比起國外毫不遜

色——首飾組金質

獎得主呂佳靜的作

品「基本配件」，由

黃銅所打造的模具，象

徵著社會的期待，經由模

具大量製造出來相似模樣的

概念，談論因社會眼光而產生的

絕對標準，使人與人之間的異同，趨向單

一而索然無味。器物組金質獎得主王以安

作品「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Ⅰ、Ⅱ」，

則是體現了技法、材質與創作者之間相互

激盪的過程：當金屬反覆推擠、碰觸、變

化，隨著調動與形塑變化重新拼裝，每次

的波動，腦海即出現新的疆域，直到被靈

魂盈滿；胎體上的琺瑯，彷彿時間被層疊、

抹平、摧毀又迸裂而去，將思緒溫柔、沈

靜地封存在錘打痕跡裡。

每一件得獎作品都是創作者結合金工技

法與美學形式的整體呈現，更具體而微的

呈現了當代金工的發展面貌，如同一場藝

術與美學的饗宴。除展出 24 件得獎作品，

並規劃有線上展示及成果專輯電子版

供大家瀏覽，一起分享此次國

際賽事成果，更藉此推廣臺

灣金屬工藝，向國人介

紹臺灣傑出的金工藝術

家。

↗器物組金質獎「沒有開始

也沒有結束 - I、II」

資料提供／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遇見「三隻小豬」
星兒世界探索畫展

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在遙遠而漆黑的

夜空中獨自閃爍著，自閉症患兒因而被稱

為「星星的孩子」。只要藉由藝術活動，

就能啟發他們的藝術能力，透過展出其畫

作與創作品，重建自閉症族群在群眾心中

的樣貌，使大家能理解星兒們所遭遇的困

境，消弭雙方的距離。此展由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與希望共好協會共同策辦，展示內

容以童話故事「三隻小豬」為主軸，主要

闡述豬小弟是一個自閉症孩子，所以有固

著的人格特質，當媽媽要求豬寶寶們建造

屬於自己的房子時，豬小弟全然不顧外人

眼光，堅持己念地蓋了費時又費工的磚塊

屋，卻也因此保全了大哥和二哥的性命，

沒被大野狼吃吞下肚。自閉症常有固著的

性格，在人生的道路上或許是意想不到的

優勢，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都應被重視。協會執行長呂

蓮華說到：「雖然我們孩子不擅表達，但

十足誠摯地邀請大家一起進入他們的內心

世界。」

此次展出作品涵蓋水墨畫、版畫、粉蠟

↑浮雕畫

小豬陶偶→

筆畫、拼貼畫、立體畫、手捏陶以及多媒

彩創作方式，十分豐富多樣，顯現了星兒

們豐沛的藝術天分。此外，結合了疊色、

渲染、顏色分配、拼貼、2D 立體概念與

捏陶等技法，值得細看。

希望共好協會

長年來推行藝術文化之創作與交

流，並扶助身心障礙暨特殊境遇家

庭，並辦理各式課程供身心障礙孩

童參加，自 2016 年到 2019 年已展

出 448 件畫作，每年約有 250 位以

上孩童受惠。

↑  耶穌的話

-INFORMATION-

08/01-08/31
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中和區中和路 390 號 2 樓）

02-2929-8830 服務臺

www.yalac.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70「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  涵涵自畫像

2020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成果展

展覽趣 展覽趣

↑首飾組金質獎

「基本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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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是臺灣原住民中分布最廣且擅

長編織的一族，而織布是泰雅婦女生命歷

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更是與祖靈之

間的約定。泰雅族傳統的織布文化淵遠流

長，各地支群也為了因應不同生活場域而

發展出各自精采的織布技法與樣式，交織

出豐富多元的織藝文化。

對泰雅婦女而言，織布不只是滿足日

常生活所需的一項技藝，更是貫穿一生

的使命。唯有精於織布的婦女才有文面的

資格，而文面則是踏上彩虹橋、回歸祖靈

懷抱的基礎。也因此，於泰雅婦女而言，

織布的意義不僅是泰雅社會兩性分工的象

徵，更昇華至延續個人生命與傳承族群文

化的深層意涵。

傳統的泰雅族紋飾傳達了祖靈精神及其

他意涵，不同的編織文化和技術也隱含在

不同的紋飾之中，如多重菱形即象徵族人

必須團結之意，而多彩的平織條紋與彩虹

橋傳說有關。這些美麗的紋飾被賦予族群

精神，成為自我認同的象徵。

為了更深入理解泰雅族織藝的文化與意

義，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於 8 月 1 日

起展出泰雅族各支群傳統的精美織品，包

含各式長衣、短衣、胸兜、披肩、新娘嫁

衣，以及象徵榮耀的凱旋衣。同時也將展

示從製線到織布的過程，以及傳統編織技

法。除傳統服飾外，亦有現代織女改良的

傳統服飾的完整展出。泰雅族織女至今依

然操作著傳統的水平織背帶布機，堅持著

祖靈流傳下來的使命，期待大家齊來十三

行，分享她們織布的故事。

↑泰雅族創新頭飾（韻藝工作坊彭玉鳳提供） ↑ 烏來泰雅婦女群坐聊天（新北市烏來泰雅民族博物

館典藏，高茂源先生拍攝）

彩虹的誓約─泰雅編織文化特展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INFORMATION-

08/01-2021/01/03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號）

02-2619-1313#314 林小姐

www.sshm.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6「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展覽趣 展覽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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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新北市藝文中心

給火星人類學家
2020 國際當代藝術主題展

試想未來某天，當火星人造訪已無人跡

的地球考察人類文明時，是否將疑惑人們

所謂的「藝術」究竟為何？比利時藝評家

德弗在《以藝術之名》中設想了對地球文

明尚一無所知火星人類學家，以不帶有地

球人成見的方式，一步步檢視人類所名之

為「藝術」的事物。策展人張君懿從此想

像中的未來場景出發，試問藝術家希望提

供什麼「給火星人類學家」，以作為其考

察人類藝術田野的線索。 
2020 年初至今，國際展覽活動因新冠

肺炎的疫情而飽受衝擊，藝術機構相繼推

出「線上展覽」作為替代方案。面對蔚為

風潮的線上展覽趨勢，「給火星人類學家」

一展試圖讓線上空間成為展覽實際發生的

場所，邀請藝術家以「網頁」作為作品發

生的地點；同時透過文字、圖像或物件，

將線上的作品延伸至實體空間，以形成指

向線上作品的「索引界面」。展覽試圖製

造出作品在兩種不同界面之間的關係，使

其相互指涉、一實一虛遙相呼應，以重新

探問藝術作品慣常的觀看與思考方式。

「給火星人類學家」將作為新北市美

-INFORMATION-

08/04-09/28
新北市藝文中心（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martian.beauxarts.tw（線上展區）

02-2253-4417#121、122 服務臺

www.artcenter.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9「遊藝雙城」之「新北市藝文中心」

術館落成前的首波當代藝術前導展，呼

應館舍未來的當代藝術發展面向。參展

藝術家包括牛俊強、王雅慧、艾瑞克．

瓦提耶（Eric Watier）、何采柔、克羅

德．克羅斯基（Claude Closky）、李

明學、杜利安．高登（Dorian ）、徐瑞

謙、時永駿、郭文泰Ｘ

河 床 劇 團（Craig 
Quintero）、 陳

萬仁、齊簡、澎

葉 生（Yannick 
Dauby）、賴志

盛與謝佑承等 15
位國內外藝術家。

↑何采柔／ 20200610，互動式網頁

藝文 Events展覽趣

↑王雅慧／流浪者之鐘 #3，
染色木板、時鐘機芯、黑

色壓克力、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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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以推廣臺灣

陶瓷文化著稱，提供陶瓷創作者展現自我

的舞臺，數年來持續舉辦申請展，徵選不

同風格、文化背景之藝術家的創作，體現

陶瓷藝術的多元性，展現各樣陶藝表現形

式。更讓許多年輕陶藝家經由申請展，展

現自己的創作，多了一個被大眾、臺灣陶

藝創作市場看見的機會。 

此次從申請展徵選中脫穎而出的臺灣

新一代年輕藝術家楊欣怡，曾就讀澳洲國

立大學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視覺藝術（陶

藝）學系，2018 年取得博士學位歸國後，

持續陶瓷創作生涯，至今未曾間斷。年輕

的她將自身經驗轉換為創作能量，用嶄新

的創作語彙與世界對話。

楊欣怡：創作進行式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因為玩樂　所以創作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曾說：「我們不是因

為年老而停止玩樂，是因為停止玩樂才變

老。」「玩」的概念一直在楊欣怡的創作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玩」或「玩樂」在

一般人眼中往往被視為僅有娛樂性，不具

建設性、不夠嚴謹的活動。但真是這樣嗎？

美國心理學家 Joseph Chilton Pearce

認為「玩樂」在兒童發展與成長中至關重

要，玩樂不僅能提供孩童樂趣，還能消除

玩與學習的隔閡，讓兒童透過玩樂的安全

方式，學習並模仿大人獲得所需的社會生

存法則 。

再把「玩樂」的概念擴及藝術領域，當

代藝術策展人 Muka 與 Edblom 認為，

「玩」透過追求自由與關係

的衝動，產生無法預期的變

化。當「玩」扮演著形塑藝

術與現實連結的重要媒介。

因此，「玩」的行為與意義看

似簡單，卻對身心發展與藝術

創作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

 

觀展也可以創作　創作進行中

此展共展出 4 件作品，其中《實玩器畫

（辦桌） ─Part II》陳列作品及文件，《觀

者加工系列─鶯歌製造》、《觀者加工系

列─堆石計畫》及《觀者加工系列─連結

計畫》等 3 件作品則與觀展者互動的方式

呈現。

《觀者加工系列─鶯歌製造》提供 250

個白色手捏杯讓大小朋友裝飾後上架展

示，杯子在展覽結束後還會送給參與者。

《觀者加工系列─堆石計畫》讓大家自

不同顏色的陶石中擇選陶石，再放入直筒

狀的透明容器裡，直到裝滿現場並列排放

的 20 個容器。

《觀者加工系列─連結計畫》則提供白

色陶瓷圈圈，市民朋友可用各種彩繩隨意

的綁掛於展牆上，盡情發揮創意。

最後一件《實玩器畫（辦桌） ─ Part 

II》曾於 2019 年 3 月份在鶯歌陶瓷博物

館展出，透過陶瓷物件與科

技的實體互動，喚起群眾對

於辦桌文化的回憶，同時

刺激人們對於生活器皿的想

像，也會以文件的方式，呈

現當時觀展的朋友於現場創作

後拍照上傳的餐具組合。

 

此次個展睽違 4 年，將互動的物件，演

進到讓觀者走進楊欣怡的創作中一起完成

作品，在有限的展場空間與觀眾共同創造

無限可能。

↑觀者加工系列—

連結計畫

↑實玩器畫（辦桌）展示當時參與者的組合照片

↑實玩器畫（辦桌）—Part II 

↑堆石計畫：選擇喜歡的陶石  ↑堆石計畫：投入玻璃器皿中

-INFORMATION-

08/14-10/04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鶯歌區文化路 200號）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www.ceramics.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6「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觀者加工系列—堆石計畫 

展覽趣 展覽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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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擁有「昆蟲王國」之美名，土地面

積僅占全球的萬分之 2.5，卻擁有將近全

世界 15 分之一的昆蟲種類，目前已知且

命名的昆蟲就約有 1 萬 7,600 種左右，且

有學者估計臺灣還有 3-4 萬種昆蟲尚待人

們發掘，昆蟲可說是大自然的重要的資產

與守護者。

烏來是個境內多山、地形多變，因而擁

有許多河谷與森林茂密的行政區，造就出

豐富的自然景觀與資源，孕育出多樣的生

態系，由於全境皆在臺北水源特定區內，

保留了許多原始環境樣貌，培育出各種

不同的昆蟲生活。根據臺大昆蟲系研究指

出，除了 1-2 月，烏來因氣溫較低，昆蟲

種類較少之外，其餘月份皆有各式多樣的

昆蟲生活，在每年的 3-5 月中，有許多昆

蟲正值求偶、交配、繁衍新生的時期，更

是豐富了整個烏來地區的生態價值，形成

美麗的昆蟲世界。

烏來林業生活館為推廣自然界昆蟲生

態教育推廣理念宗旨，固定在臉書粉絲專

頁上發布介紹昆蟲，此次更特別舉辦「台

車記趣─昆蟲生態紀錄特展」，除有精采

形塑一個理想的桃花源，在無人且安全

的區域，為它點綴小景、擺放傢俬，在它

身上留下無形的足跡。

桃花源──一個令人嚮往的烏托邦世

界，曾經存在許多人心中。那個世界沒有

人，但有山有水；那個世界沒有花草，但

有房有燈。幻想者能透過各式各樣的船，

獨自遊歷這個理想之境，將山水的可行可

望，透過人工化的過程演變至可遊可居的

生活狀態，充滿畸趣的腦內幻象，進而到

達逃離喧囂之趣。

這些理想世界來自日常生活的所聞所

見，透過內在轉化後，將生活物件縮小，

藉由雲朵和水攤達到無人之境，構成以小

見大的「山水」景致。以「臥遊」為創作

核心，展現重遊島嶼情境，藉以回憶過去

的美好。這座島嶼不只是桃花源，更是成

長的地方，作品進一步運用建築與屏風來

呈現「內外關係」，勾勒出一幀幀奇幻的

空間場景。因為現實生活中充滿著各式有

形與無形的隔間，這不完全隱秘甚至半開

放的區隔關係，營造出「隔而不離」獨立

的平面圖文展示，各種生長在烏來地區，

以及國內僅存之烏來台車沿線周遭的昆蟲

種類、實體標本等，都能與大眾近距離接

觸，並經由昆蟲研究專家解說分析各種昆

蟲在成長上的變化，大小朋友能吸收到多

元、生活化且有趣的蟲類知識，充分發揮

生態教育平臺推廣的目標。歡迎一同來找

尋烏來的昆蟲特色與奧妙，並落實動植物

永續保護觀念。

台車記趣─昆蟲生態紀錄特展 從前有座桃花源─張婷雅版畫個展
資料提供／烏來林業生活館 資料提供／板橋 435 藝文特區

↑虹彩叩頭蟲 ↑扁鍬型蟲 ↑旅人遠望 21.5x78cm 水印木刻 2019。

↑難得一見的昆蟲紀錄特展

卻又開放的狀態，恰巧作為幻想世界的空

間轉換方式。

此次作品以「水印木刻」版畫技法製

作，不同於日本浮世繪飽滿多彩的江戶景

致，改以恬淡的墨色透過層層印製交疊的

木版紋理，表現出水墨筆墨所無法取代的

版面與線條特質，卻又兼具素描般的韻

味，在夏季散發悠然清爽的氣息。

-INFORMATION-

08/18-08/30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 萬板館（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

02-2969-0366#38 鄭小姐（平日）、 
#34 服務臺（假日）

www.435.culture.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9「遊藝雙城」之「板橋 435 藝文特區」

-INFORMATION-

08/16-11/30
烏來林業生活館（烏來區瀑布 1-2 號）

02-2661-6780 楊先生

 台車清遊 - 烏來林業生活館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臉書粉絲團或電洽查詢 

內外之間 14 → 
41.5x30cm 水
印木刻 2019

展覽趣 展覽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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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08/08（六）

樹林藝文中心（樹林區樹新路 40-8 號）

02-2682-0035#17 蕭小姐

www.culture.ntpc.gov.tw/shulin_artcenter_
chi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71「遊藝雙城」之「樹林藝文中心」

-INFORMATION-

08/16（日）

樹林藝文中心（樹林區樹新路 40-8 號）

02-2682-0035#17 蕭小姐

www.culture.ntpc.gov.tw/shulin_artcenter_
chi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71「遊藝雙城」之「樹林藝文中心」

地底下看似靜謐無聲，然而微小的對話

正輕輕敲動土粒，窸窸窣窣……，土壤地

下正在發生什麼事呢？

42 隻腳的「棘盲蜈蚣」大戰蜘蛛！什

麼？「球鼠婦」擁有隱身逃跑的關鍵絕

技，還有「白蟻們」正交頭接耳的傳遞危

險信息……

今夏，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邀請無獨

有偶工作室劇團，帶來獨創劇目《沒有人

愛我》，引領觀眾透過劇場放大鏡及操偶

師靈活的雙手，一起和在自然生態系中扮

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是土壤健康指標生物

的「小蜈蚣」，經歷其生長環境中所充滿

著的各種挑戰：不但要穿梭在惡劣的環境

中為肥美的食物英勇決鬥，還要隨時逃跑

躲避巨大的公雞追捕。同時透過小蜈蚣的

視角，一窺神祕地底，讓觀眾置身土壤情

境中，探索地底下的生態及環境，啟發觀

眾對土壤生物的好奇心，期待讓孩子更加

尊重環境與生命。精采好戲邀請大家攜手

來欣賞，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
無獨有偶《沒有人愛我》
資料提供／樹林藝文中心　攝影／林筱倩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創立於 1999 年，甫成立便引領劇

場美學風潮，是臺灣首創當代偶戲劇

團。連續十多年獲選文化部國家扶植

團隊。作品更多次提名、入圍台新藝

術獎，並屢獲海內外藝術節邀演，足

跡遍佈歐亞美三十座城市，是臺灣極

具代表性的劇場品牌之一。

↑ 《白蛇傳》演出精采畫面

經典重現
亦宛然掌中劇團《白蛇傳》
資料提供／樹林藝文中心

由國寶級布袋戲藝師李天祿於 1931 年

所成立的「亦宛然掌中劇團」，再度於 8

月 16 日，將經典劇目《白蛇傳》搬上樹

林藝文中心的戲臺，為觀眾講述中國著名

的民間傳說──修煉成人形的蛇妖「白娘

子」與凡人「許仙」的曲折愛情故事。

以「掌中戲偶宛然若真之意」取名的

「亦宛然掌中劇團」，是臺灣現存極少數

歷史悠久，且能現場演奏音樂的傳統劇

團。創團者李天祿藝師將京劇豐富的元

素，融入布袋戲的演出之中，造就獨樹一

格的演出，甚受好評，戲界以「外江派」

稱之。

此次演出是由第四代的年輕團員擔綱重

任，並結合布袋戲及歌仔戲二項最具臺灣

本土特色的民間戲曲。團員們雖年輕，卻

能在掌中技藝的部份，呈現亦宛然掌中劇

團一貫講究精緻細膩的戲偶身段；戲中音

樂的部份，則融入大量歌仔戲的曲調及唱

曲。兩大民間戲曲的交匯，傳統戲曲的重

新演繹，與年輕團員的世代傳承，將帶給

大家別具風味的白蛇故事。

喜愛傳統戲曲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難得

的精采好戲，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土壤裡有各式生物

操偶師藉由靈

動的雙手，帶大

家深入其境→

↑《沒有人愛我》的主角小蜈蚣

↑ 亦宛然掌中劇團的經典劇目《白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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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入選名單出

爐了！為鼓勵及培育具表演潛力的明日

之星，提供樂壇才子們一圓表演夢想之舞

臺，自 2016 年至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規劃辦理的「新北市樂壇新星」甄選活

動，已舉辦到第 5 屆，累積甄選出 50 組

優秀的團隊，並於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公開表演，大放異彩。

2020 年，新冠肺炎雖大大襲擊全球，

這些青年音樂家們還是熱情不減，踴躍報

名，收件數達 101 件，新北市政府文化

局邀請各類專家委員，遴選出優秀的 10

組樂壇新星，協助年輕新秀辦理正式音樂

會演出，希望藉此吸引眾多青年藝術家展

現才華，累積正式演出之經驗。

今年選出的 10位（組）閃亮明日之星，

將自 8 月 15 日起，接連於新北市藝文中

心演藝廳閃耀登場。邀請熱愛音樂的朋

友，一同來共襄盛舉。

琴聲／情深　張博翔 2020 鋼琴獨奏會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首場

演出，由今年甫畢業於茱莉亞音樂學院的

青年鋼琴家張博翔來帶動人演奏，張博翔

備受國際名家讚賞，演奏風格細膩且擅長

詮釋深富詩意的作品，他將在這場音樂會

中，為新北市的愛樂者帶來一系列入蕭邦

與舒曼兩位浪漫時期大天才的深情作品。

節目開場安排蕭邦一生持續創作的夜

曲，從充滿即興風格、飄逸悠揚的《降 E

大調夜曲》，到最為宏偉悲壯的《C 小調

夜曲》，緩緩走進蕭邦的內心世界。同為

f 小調的《幻想曲》及《敘事曲》，皆為

作曲家在最成熟時期所作，蕭邦在作品中

自由發揮舒展自己的樂念與曲想。下半場

安排舒曼對愛人克拉拉情意深重的告白。

U18 爵士少年音樂會

U18 Jazz Band 成立於 2017 年，5 位

成員組合成小編制樂團，由薩克斯風演奏

家李承育擔任音樂總監，除了每週固定團

練之外，陸續嘗試於露西亞爵士咖啡、台

北藍調、紅坊國際村等處現場演出。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的第

二場演出，U18 Jazz Band 將以經典爵士

音樂為主，透過〈Autumn leaves〉、〈It 

could happen to you〉等耳熟能詳的

-INFORMATION-

08/15-2021/1/6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02-2950-9750#107
https://www.artcenter.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9「遊藝雙城」之「新北市藝文中心」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8 月首發
琴聲情深 × 爵士少年
資料提供／新北市藝文中心

優美旋律，以及〈Dolphin shoals〉等律

動十足的愉快節奏，演出曲目風格包括

Swing、Bebop、Fusion 等多面向豐富

的爵士音樂，將帶給聽眾一個青春洋溢、

活力十足的音樂饗宴。

時間 活動名稱 索票日

08/15（六）19:30 琴聲／情深：張博翔 2020 鋼琴獨奏會 08/08（六）起

08/16（日）19:30 U18 爵士少年音樂會 08/09（日）起

09/05（六）19:30 李澤奇上低音號獨奏會 08/29（六）起

09/06（日）14:30 前奏與戀惜─與蕭邦擦出的 36 道火光◇謝秉辰 08/30（日）起

09/23（三）19:30 越「低」越好 As Bassooner As Possible ◇ Fagott Party 09/16（三）起

09/24（四）19:30 德意志─崢嶸歲月◇郭至恩 09/17（四）起

12/09（三）19:30 永字八法◇陳胤錞 12/02（三）起

12/12（六）19:30 山茶花開時：十九世紀末的新藝術─女高音林映旻獨唱會 12/05（六）起

01/05（二）19:30 Sensational Equilibrium ─德法風情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

◇ Alice & Gliss 12/29（二）起

01/06（三）19:30 「觸」「技」蕭邦與拉赫曼尼諾夫練習曲─林薇鋼琴獨奏會 12/30（三）起

※  索票方式：可至新北市藝文中心、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府中 15 現場索票，或上 ACCUPASS 搜尋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申請電子票。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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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On Line 表演 On Line

↑ U18 爵士樂團：鋼琴／張鑑璿、鼓組／姚舒瀚、

薩克斯風／陳明哲、小號／徐祥騏、貝斯／李明

祐（由左至右）

↑張博翔將演奏蕭邦與舒曼的深情作品↑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

張博翔



-INFORMATION-

即日起至 09/30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區中正路一段 6 巷

32 之 2 號）

02-2784-5588#25、#67 服務臺

www.tshs.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其他活動請參見

P67「遊藝雙城」之「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你的好點子，由淡古幫忙實現！

首屆主題商品大賽最高可獨得 10 萬

元，而且還有機會量產，歡迎全球設計好

手報名參加，喜歡文創商品的人也可參與

網路票選活動，就有機會帶回限量好禮！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比賽即日起開跑，

至 9 月底截止報名。比賽分成「社會組」

及「學生組」。社會組金獎獎金新臺幣

10 萬元、銀獎 6 萬元、銅獎 3 萬元。學

生組金獎新臺幣 6 萬元、銀獎 3 萬元、銅

獎1.5萬元，另有網路人氣票選獎1萬元。

團體參賽以 4 人為上限，不限國籍及參賽

件數。

淡水古蹟館長柏麗梅表示：「清法戰

爭滬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比賽，以清法

戰爭滬尾之役為主軸，除了祭出豐富的獎

金，並提供對設計有興趣的

人有展現創意的機會

外，也希望歷史故

事能用各種多元

的方式呈現。

此次徵件將聘

請專業顧問及業

師擔任評審，評

分以完整性 15%、

創意性 30%、實用性

30% 及主題性 25% 為標

準，預計 10 月 13 日公布

法式與台味的火花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初選名單（每組各 10 名），10 月 19 日

舉辦決選簡報，年底前公布得獎名單。初

選 20 組作品的人氣票選活動，預計於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7 日舉辦，參與票選的

朋友將有機會獲得限量好禮。

↑  文創商品：

清冰蠟燭

藝文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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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申請

↑ 饒富趣味的文創商品，大人小孩都喜愛。

淡水，自古以來就是臺灣歷史舞臺上的要角
現在，我們要讓民眾也來參一腳！

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主題，邀請有興趣的學生及社會人士發揮巧思，
融合古蹟歷史人文特色，發揮創意設計文創商品，

得獎作品將有機會製作生產！

109.06 .15     109.09 .30 三一

徵件日期

總獎金

30.5萬

法式與台味的火花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詳細資訊 官方網站：www.tshs.ntpc.gov.tw  粉絲專頁：淡水古蹟博物館

廣告 淡水古蹟博物館



藝遊便利貼

林口分館．彩虹故事屋

時間│08/01（六）、08/15（六）14:00-15: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分館／4 樓兒童室

地址│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電話│02-2609-1417#12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故事志工以輕鬆活潑的讀書會方式引發孩童及

家長們的興趣，讓父母可以訓練及示範，享受

閱讀，孩子也可以透過閱讀探索的過程中，開

啟未來的學習之旅。家長可以和孩子坐下來，

一起分享閱讀、玩耍、陪伴所帶來的美妙體

驗，為孩子幼小的心靈，找到溫暖的地方。

英文故事列車

時間│ 08/01（六）、08/15（六）10:00-11: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分館／ 4 樓兒童室

地址│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電話│ 02-2609-1417#12 服務臺

費用│免費

聽故事學英文！歡迎學齡前及國小兒童和家長

多多參與。故事志工運用生動有趣的英文繪本

故事，或搭配英文童謠、手指謠等歌曲及遊

戲，引導小朋

友從快樂有趣

的故事中，進

入英文學習的

世界，快樂學

英文！

三峽分館．彩虹故事屋

時間│ 08/01-08/29，每週六，14:00-15: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3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5 號

電話│ 02-2673-5234#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從聽故事的過程中，孩子可以學習生活美德，

吸收良好的知識進而養成好習慣，並且增加對

於閱讀的興趣。故事志工運用生動活潑的語調

和豐富的肢體動作，呈現書中的故事，再搭配

故事問答等活動，小朋友絕對會有個難忘的回

憶，歡迎家長帶著學齡前及國小兒童一同參與。

活動徵件

親子玩閱讀─嬰幼兒讀書會

時間│即日起，每週三，10:00-11:00
地點│新北市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3 樓兒童閱覽室

地址│汐止區汐科路 321 號

電話│ 02-2641-5308#211-214 服務臺

費用│免費

5 歲以前是腦部發展黃金期，閱讀是有助於腦

部發育與創造力均衡發展的重要因素。透過家

長為嬰幼兒說故事，經由拿書、翻書的簡單

動作，訓練寶寶手眼協調的能力，同時培養

專注力及洞察力，從小養成每週一次、每次 1
小時規律共讀，而且每次讀不一樣的書，讓閱

讀成為一種習慣。

暑期陪讀活動：AI 在陪讀

時間│即日起至 08/07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貢寮分館／ 3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貢寮區仁愛路 79 號

電話│ 02-2490-3203#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0 名

引導學生應用環保節能素材，以科學、機器

人、AI、程式撰寫、繪本 DIY 等主題，辦理

暑假研習活動增進兒童學習的興趣，啟發孩童

的學習信念。

五股濕地夏日賞燕季

時間│ 08/01（六）、08/02（日）、08/08（六）、

　　　 08/09（日）17:00-19:00
地點│五股濕地教育中心

地址│五股區成蘆大橋 8 號（成蘆橋下）

電話│ 02-2307-1317#21 楊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網路報名 reurl.cc/MxVKK

盛夏的黃昏，山海交會的五股溼地，數以萬計

的燕群從四面八方穿梭而來，在廣闊的天空中

競速、急轉、狂飆、俯衝，直至夜幕低垂時分，

最後鑽入綿延無邊的蘆葦叢中棲息，溼地黃昏

頓時沉寂。邀請大家一起來體驗一年一度的夏

季盛會！

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AI 智慧城 
時間│ 08/04-08/25，每週二，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閱覽室

地址│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4 樓

電話│ 02-2492-4490#12 何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5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從玩樂中引導孩童主動學習科學知識，培養其

科學興趣，啟發孩子思考、創新、團隊合作等

能力，並將這些知識及態度應用在生活上。每

堂課會準備 1 項有趣的科學遊戲，讓孩子從玩

樂中成長，要快樂地吸收科學知識。

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 
小小魔術師體驗營

時間│ 08/04-08/25，每週二，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2 樓自修室

地址│三芝區淡金路一段 37 號

電話│ 02-2636-2331#11 王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5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想要在臺上表演魔術以及了解魔術的手法嗎？

此課程用獨家設計的舞臺魔術，引發孩童學習

興趣。以魔術教學和實際操作，培養孩子的口

才、肢體語言、邏輯訓練及肢體協調等關鍵能

力，讓孩子更有自信，快來一起表演一場精采

的魔術秀吧！

萬里分館．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
英文玩透透

時間│ 08/05-08/19，每週三，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閱覽室

地址│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4 樓

電話│ 02-2492-4490#12 何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30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想要學習各項實用英文會話，並且希望能勇於

開口用英文對話？萬里分館特別於暑假安排有

趣的情境式活動，讓孩子能從玩中學，提升自

身的英文會話基礎，並培養孩子勇於開口，用

英文表達生活情境的能力。

三芝分館．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
英文玩透透

時間│ 08/05-08/19，每週三，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2 樓自修室

地址│三芝區淡金路一段 37 號

電話│ 02-2636-2331#11 王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30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安排有趣的情境式活動，讓孩子能從玩中學，

提升自身的英文會話基礎，並培養孩子勇於開

口，用英文表達生活情境的能力。想要孩子學

習各項實用英文會話？希望孩子能勇於開口

用英文對話？想要提升培養孩子的英文以及口

才？心動就快快行動，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福營分館．彩虹故事屋

時間│ 08/05-08/26，每週三，14:30-15:3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福營分館／ 4 樓兒童區

地址│新莊區四維路 9 號

電話│ 02-2203-7877#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故事志工將講演有趣的繪本故事，他們運用生

動活潑的語調和豐富的肢體動作，演出書中的

故事，再搭配問答活動，讓孩子對閱讀產生興

趣。從聽故事的過程中，孩子可以學習生活美

德，吸收良好的知識，養成好習慣。歡迎家長

帶著學齡前及國小兒童一同參與。

萬里分館．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
變形金剛機械營

時間│ 08/07-08/21，每週五，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閱覽室

地址│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4 樓

電話│ 02-2492-4490#12 何小姐

費用│ 950 元

報名│限額 30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以孩子感興趣的變形金剛為主題，帶領孩子實

際操作，用玩樂的方式，深入淺出的引導孩子

學習結構學、邏輯、簡單機械原理以及動位

能、發電原理等科學知識，並且培養孩子對科

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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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遊便利貼

三芝分館．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
變形金剛機械營

時間│ 08/07-08/21，每週五，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2 樓自修室

地址│三芝區淡金路一段 37 號

電話│ 02-2636-2331#11 王小姐

費用│ 950 元

報名│限額 30 名，國小學童，電話或臨櫃報名

電影變形金剛帶來全球風潮，不只大人喜歡，

小朋友更是感興趣。此課程即以「變形金剛」

為主題，帶領孩子實際操作，用玩樂的方式，

引導孩子學習結構學、邏輯、簡單機械原理，

以及動位能、發電原理等科學知識，並且培養

孩子對科學的興趣。

土城親子分館．彩虹故事屋

時間│ 08/08（六）10:30-11:3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親子分館／ 4 樓研習教室

地址│土城區中州路 28 巷 30 號

電話│ 02-2267-8901#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故事屋是一項寓教於樂的活動，以多元及有創

意的故事，幫助孩子啟發想像力和感受力，分

享閱讀與學習的美好旅程！歡迎家長著學齡前

及國小兒童一同到圖書館，故事志工將會生動

活潑地說演書中的故事，再搭配故事問答等活

動，絕對能讓小朋友有個難忘的回憶。

我很醜可是我很Natural
時間│ 08/10（一）09:00-12:00
地點│我很醜可是我很 Natural 農場

地址│樹林區東和街 71 號對面

電話│ 02-2979-1567 汪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電話報名（限平日 14:00-21:00）

為使低碳觀念與作法融入生活，讓大眾有較高

意願參與，以生活化與具實用性的課程與講習

內容，並以農夫親身經驗、食農教育、地方環

境等流行議題，作為 109 年低碳推廣之重點

課程。，內容包含農場參訪、醜蔬果惜食烹調、

田間生態觀察及病蟲害防治教學。

林口分館．寶寶愛看書
時間│ 08/11（二）、08/12（三）09:20-09:50
地點│林口忠孝公共托育中心

地址│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1 樓

電話│ 02-2609-1417#12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推動親子共讀從零歲開始，故事志工以輕鬆活

潑的讀書會方式，引發寶寶對閱讀興趣。無論

寶寶是兩個月大或是一歲大，只要順著寶寶的

反應來共讀，他就會順著大人的反應，慢慢瞭

解書原來是那麼有趣的東西，進而逐漸瞭解閱

讀的內容和技巧。

玩具手術室

時間│ 08/13（四）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鶯歌分館／ B1 玩具室

地址│鶯歌區中山路 150 號

電話│ 02-2678-0219#10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15 組親子，需持有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

證且借閱 5 本書，臨櫃報名

玩具壞了或缺少零件，就不能玩了？其實回收

待維修的玩具更能玩出創意。鶯歌分館特別邀

請到玩具醫生，來帶領小朋友拆解玩具重新組

合玩具，這正是培養創客的基礎工程。歡迎家

長和孩子一同參加。

親子讀書會樂翻天

時間│ 08/15（六）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8 樓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236 號

電話│ 02-2949-2767#24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30 名，限持有學童借書證的國小以下學

童，08/03 起受理電話及臨櫃報名

藉由繪本故事、主題式對話內、安排設計繪本

說演活動的親子讀書會，引導父母從小培養孩

童主動閱讀書籍，並從中吸取知識、獲得興

趣。透過親子共讀的方式，讓家長協助兒童學

習，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進而創造嶄新的書

香閱讀風氣。

幼兒讀書會

時間│ 08/15（六）10:00-12:0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3 樓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 26 巷 26 號

電話│ 02-8531-6258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5 組 0-6 歲親子，電話報名

孩子逐漸長大，開始有獨立的欲望及需求。身

為家長，放手是最不捨卻也最無法避免的課

題。藉由《爸爸，我自己做到了！》一書，教

家長如何面對、幫助孩子獨立的方式，進而深

刻體會到看著孩子長大、自立的甘苦。歡迎大

手牽小手一同來聽故事、動一動，還能一起做

有趣的勞作！

中和分館．寶寶愛看書

時間│ 08/19（三）11:00-11:3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地址│中和區南山路 236 號 8 樓

電話│ 02-2949-2767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20 組 0-3 歲親子，需持有孩童借書證，

08/10 起電話及臨櫃報名

為鼓勵親子共讀，培育幼兒良好的閱讀習慣，

推動親子共讀從 0 歲開始，讓父母可以透過訓

練及示範，享受閱讀，寶寶也可以透過閱讀探

索的過程中，開啟未來的學習之旅，藉由與寶

寶共讀，你把閱讀的喜悅和樂趣，帶進了他們

的生命中，成了他們珍貴記憶的一部分，一同

創造美好的工讀經驗。

淡水走讀：馬偕博士他這樣走

時間│ 08/22（六）09:00-13:00
地點│淡水福佑宮、滬尾偕醫館、理學堂大書院

地址│淡水區中正路 200 號（淡水福佑宮集合）

電話│ 02-2622-4664#255 林小姐、#257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0 名，網路報名 reurl.cc/QdQq4p

淡水的風貌是由中西文化交流所累積而成的，

西式城堡、日式平房與中式廟宇匯聚成淡水獨

特人文風景。此次走讀以淡水最具代表性的馬

偕博士為活動主軸，邀請淡水香草街屋蔡以倫

老師親身引路，帶大家穿梭巷弄迷宮，從馬偕

博士的上岸碼頭水岸行至滬尾偕醫館與理學堂

大書院，深刻體驗淡水的歷史氛圍與美感

信步走來．花現自然─2020 烏來信
賢步道8 月生態導覽

時間│ 08/22（六）09:30-11:30
地點│烏來信賢步道吊橋口

電話│ 02-2307-1317#21 楊小姐

費用│ 150 元

報名│網路報名 bit.ly/2MCTOgj

越過層層山巒，來到遠離塵囂的烏來山區，在

這裡，風是涼爽怡人的，水是清澈見底的，映

入眼簾的是滿山的綠，有時還會遇見躲在葉下

的慵懶蛙兒、在山壁上成群結隊的水鴨腳秋

海棠。荒野保護協會邀請大家一探烏來信賢步

道，一起發現自然的美麗與驚奇。

好客─親子走讀在地信仰與傳說
時間│ 08/22（六）10:00-11: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東區分館

地址│三重區溪尾街 303 號

電話│ 02-2857-5270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15 組親子，電話或臨櫃報名

三重市溪尾與分子尾地區的重要信仰中心──

龍全宮，主祠「水流公」，常可聽聞：「要買

便宜的蔬菜水果，去水流公附近！」「我剛從

水流公運動回來。」顯見「水流公」與在地

日常生活的關係密切。特別邀請客家薪傳師，

帶領大小朋友走訪龍全宮歷史，藉由有趣的導

覽，將客語融入走讀中，讓親子共遊傳說裡。

土城親子分館．英文彩虹故事屋

時間│ 08/22（六）10:30-11:3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親子分館／ 4 樓研習教室

地址│土城區中州路 28 巷 30 號

電話│ 02-2267-8901#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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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及有創意的故事，幫助孩子啟發想像力

和感受力，分享閱讀與學習的美好旅程！故事

志工運用生動活潑的語調和豐富的肢體動作，

把書中的故事呈現出來，並搭配故事問答等活

動，絕對能讓小朋友有個難忘的回憶，歡迎家

長帶著學齡前及國小兒童一同參與。

0-6 歲親子悅讀

時間│ 08/22（六）14:00-17: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 樓演講廳

地址│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電話│ 02-2981-4887 服務臺

費用│免費

親子閱讀，如何悅讀？有三個小訣竅！一是

「營造氛圍」，規律的時間、固定的空間，輕

鬆營造家庭共讀的氣氛！二是「挑選好書」，

找到小孩感興趣的書、難易度適當的書，共讀

就不費力！三是「些微引導」，在共讀中，以

簡單問題與

小孩互動，

讓小孩更投

入。營造氛

圍＋挑選好

書＋些微引

導，就能夠

親子共讀趣

味多！

三峽老街文化之旅

時間│ 08/22（六）14:00-17: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地址│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5 號

電話│ 02-2673-5234#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15 名，限國小學童（家長可陪同），需

　　　借滿 5 本書，臨櫃報名

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為起終點，以步行

方式，前往具有三峽地方特色的景點。此次來

到三峽老街，透過志工生動活潑的導覽，一步

步了解三峽老街的建築特色，以及隱藏在建築

中的文化背景，使小朋友初步了解三峽老街的

文化之美。

盛夏．賞燕

時間│ 08/22（六）17:00-19:00
地點│五股濕地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

電話│ 02-2293-2114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40 名，網路報名 reurl.cc/V6Z8NZ

五股分館邀請自然生態作家李偉文帶領大家走

讀五股濕地，在盛夏黃昏中，看到數以萬計的

燕群，從四面八方穿梭而來，飛舞天空的壯闊

場景，透過實地走訪，親身體驗不一樣的學習

方式，感受大自然賦予人間的魔法時光。

客家語輕鬆學

時間│  08/22（六）、08/30（日）、09/06（日）、

09/12（六）、09/13（日）、09/20（日）

09:00-12:0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西盛分館／

　　　B1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新莊區西盛街 216 號

電話│ 02-2203-5574#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網路報名 sc.piee.pw/RTA4N，需連續報名

認識客語基礎音標的結構，從影片、光碟、

ppt 製作、桌遊等方式，讓學員了解客家的民

俗文化、時事節慶、諺語、師傅話、童謠，欣賞、

歡唱體驗客家歌謠文化，引導學員自然而然喜

歡客語，進而探索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美。邀請

對客語有興趣的親子（祖孫）一起報名參加！

天使的祕境─新山夢湖生態導覽

時間│ 08/23（日）13:30、15:00
地點│新山夢湖

地址│汐止區夢湖路終點

電話│ 02-2307-1317#21 楊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現場報名，活動詳見 reurl.cc/qd4NrE

新山夢湖座落於北臺灣五指山系東南稜脈群山

環抱中，是座海拔 325 公尺的離塵湖泊，常

因午後山嵐或雨後水氣而霧起，湖面及周遭群

山如夢幻般飄渺，而有「夢湖」的美名，湖中

悠遊的臺灣細鯿更是臺灣原生的珍稀物種，邀

請大小朋友一同認識大自然的餽贈！

新北在地走讀─三重黑色聚落

時間│ 08/29（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地址│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電話│ 02-2981-4887#11、#13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15 名國小學生，08/17 起臨櫃或電話報名

介紹中正北路的黑手文化，從興盛到沒落的文

化影片，將這些工廠的模樣記錄下來，同時記

錄了珍貴的口述歷史與影像，並參觀工廠，讓

大家動手DIY，深刻體會產品是如何做出來的。

親子悅讀趣

時間│ 08/29（六）14:00-15: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成功分館／ 4 樓故事屋

地址│五股區西雲路 165 號

電話│ 02-2293-5827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10 組親子，線上報名 reurl.cc/xZAoNV

想知道如何和孩子一同閱讀？五股分館邀請

故事志工媽媽方薇茹和大家分享「如何和你

的親親寶貝說故事」，同時也將分享她是如何

學習說故事。這是一場親子教養的生活經驗分

享，藉由繪本共讀增加孩子的閱讀力，也增加

甜蜜的親子時光，活動中有繪本分享還有小小

DIY。

課程講座

社區快樂學堂

時間│即日起，週一～週五，每日 3 班

地點│社團法人新北市銀髮族協會

地址│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116 巷 2 號

電話│ 02-2242-9899 潘小姐

費用│每堂課 100 元，每個班別報名費 100 元

新北市銀髮族協會在地方社區安排唱歌學日文

班、口琴班、烏克麗麗班、歌手養成班、肌

耐力訓練班、素描班、彩色鉛筆班、瑜珈班、

日本演歌教唱班、英文老歌班、國語經典暨校

園民歌班等不同體驗課程，鼓勵長者多多參與

社區活動，讓銀髮生活能更加充實。歡迎年滿

55 歲身心健康、行動自由的長者踴躍報名。

銀髮力在社區─ 
品牌皮鞋保養知識教學

時間│即日起，週一～週五

地點│社團法人新北市銀髮族協會

地址│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116 巷 2 號

電話│ 02-2242-9899 潘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電話報名

銀髮族擁有許多時間可以學習新技能，創造人

生第二價值。新北市銀髮族協會特別安排專家

講授各種生活技能，鼓勵銀髮族走出家門，與

同儕一起學習，即日起開設「皮鞋保養」，

讓銀髮長者跟著講師學習皮鞋磨損、掉色等保

養知識，自己動手將家中鞋子修護得亮亮又健

康。歡迎來協會觀摩，請先來電預約。

自然課可以這麼浪漫

時間│ 08/01（六）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分館／ 4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五股區工商路 1 號

電話│ 02-2293-2114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25 名，網路報名 reurl.cc/GVaW1G

邀請自然生態作家李偉文到館開講，告訴大家

在生活中「閱讀、朋友、大自然」是件多美好

的事，可以如何運用日常所見的觀察，來引發

孩子對生態的關注與熱情。家長如何帶領孩子

來認識生活環境，進而讓孩子們從小就知識要

愛護家庭、愛護地球。

真人圖書分享會： 
刺青美學與實務創作

時間│ 08/01（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 樓活動推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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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96-3841#18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30 名，電話報名

刺青是結合品味、美學和創意的藝術創作，以

人體為畫布，表達刺青師獨特的演繹風格。曾

在義大利拜師學藝的王哲榆，將在講座中分享

刺青技術與相關工作經驗。

兒童的營養與健康 
時間│ 08/01（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東區分館／ 4 樓演講廳

地址│三重區溪尾街 303 號

電話│ 02-2857-5270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日常三餐中，家長一不經心，便可能養成兒童

不良的飲食習慣，例如愛吃肉不愛吃菜，喜愛

高油鹽糖的速食、零食和甜食。經年累月形成

的味覺慣性，對孩子身心的負面影響，可能遠

超過家長的想像。特別邀請臺大醫院營養師宋

薹英蒞臨分享，怎麼吃才能確保孩子的飲食均

衡與健康。

青少年遊戲開發體驗

時間│ 08/01（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2 樓創新學習中心

地址│新店區安康路 2 段 151 號

電話│  02-2212-8905#205 翁小姐（平日）、#101
服務臺（假日）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20 名，青少年為主，

           網路報名 pse.is/SNM4L

球不是一個人踢，遊戲通常也不是一個人做，

大多數的遊戲都需要企劃、美術與程式做搭

配。好的遊戲設計是可以讓玩家們透過遊戲學

習新知識，達到寓教於樂的功能。開發遊戲，

需先設立團隊目標，尋找志同道合夥伴。團隊

的領導者需了解團員能力、特長，工作分配才

會適才適用；此外還要溝通零誤解、有效解決

問題，最重要的是，領導者需要有時程安排的

能力，才能將團隊帶向成功之路。

尋找電影音樂精靈：電影音樂的兩
位才女─卡蘭德若與瑞秋波曼

時間│ 08/01（六）14:00-16:00
地點│林建生紀念圖書館／ B1
地址│蘆洲區三民路 178 號

電話│ 02-2285-5157 服務臺

費用│免費，7 歲以上

邀請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

以「尋找電影音樂精靈」為題，向大眾介紹影

史上的作曲家及其傳世歌曲。八月份將介紹安

哲羅普洛斯執導電影《希臘首部曲：悲傷草

原》、《永遠的一天》的作曲家卡蘭德若，被

喻為「希臘第十位謬司」的音樂家；以及第一

位以《艾瑪姑娘要出嫁》榮獲奧斯卡最佳電影

配樂獎的女性配樂家瑞秋波曼。

青少年自主學習文化培力課程

時間│ 08/01-08/22，每週六，10:00-12:00
            08/29（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重區重安街 70 號

電話│ 0908-316-927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國中生、高中生

引導國中及高中學生運用圖書館資源，探索自

主學習領域。本次課程聚焦於城市與河川的發

展，規劃文學、音樂、繪本、圖文創作及計畫

寫作等 5 門課程（課程內容詳見  國際青少

年培育社會企業）。引導學員瞭解城市與河川

的發展脈絡，學習都市治理的歷史、人文及社

會性。

現代人的身心症候群─憂鬱與焦慮

時間│ 08/04（二）14:00-16:0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5 樓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電話│ 02-2622-4664#255 林小姐、#257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壓力會導致焦慮、忿怒等負面情緒，當壓力長

期籠罩又無法適度排解，就會透過大腦影響到

內分泌、自律神經和免疫系統，繼而是五臟六

腑，就是所謂的「身心症」。張純吉老師將教

大家辨認壓力源、發生時間和頻率，適時予以

自我引導，就能有效緩解焦慮、失眠等壓力和

情緒困擾，還能引發人體自我療癒能力，帶來

身心靈健康。

彈簧組裝─創作警察任務彈珠臺

時間│ 08/04（二）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分館／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8 號 5 樓

電話│ 02-2641-5308 服務臺

費用│ 130 元

報名│ 限額 15 組親子（6 歲以下需家長陪同），

           臨櫃或電話報名

透過拆解彈珠臺，讓大家認識機械與彈簧的原

理。繪本遊戲大師信子老師將介紹如何結合故

事與遊戲的方法，如何才能設計出創意有趣

的桌遊？現場將可看到繪製多達 50 多張遊戲

卡。包括老師設計的貓熊警察彈珠臺。大家動

手繪製設計，製作屬於自己的任務彈珠臺，還

能一起比賽，看誰最厲害！

藝術家書籍的美學世界

時間│ 08/05（三）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B1 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電話│ 02-2981-4887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15 名，臨櫃或電話報名

互動式講座，首先將攜帶日本重要的製本家駒

形克己的數十本作品，供大家翻閱、體會，緊

接著講師將親自示範手製書，介紹裝幀工具，

以及個人創作「家書」的翻閱欣賞。帶領大家

進入藝術家製書的美學世界，重新認識書籍的

物質性、翻閱性與空間感，並以獨立的藝術作

品來看待書籍。

樂讀親子共學系列講座： 
讀契訶夫，感知美、感受愛

時間│ 08/05（三）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重區重安街 70 號

電話│ 02-2976-872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網路報名 bit.ly/3iyIMY5

俄國作家契訶夫是世界短篇小說大師、偉大的

劇作家，他的作品引導人們自日常細節中發現

生命中的重大力量──感知美、感受愛，在過

度信仰知識即力量卻無法有效解決生存問題的

社會裡，美感教育與情感教育越顯重要。契訶

夫的作品帶領大家體會現實生活，面對人生困

境，努力走出創新的路。

板橋生活講座：營養師教你破除食
安假新聞及網路謠言

時間│ 08/05（三）19:00-21:00
地點│板橋區公所／ 6 樓大禮堂

地址│板橋區府中路 30 號

電話│ 02-2968-6911#519 李小姐

費用│免費

食安風暴來襲，網路謠言滿天飛。珍珠粉圓加

「焦糖色素」是為了賣相，還是另有目的？

喝檸檬水能改善腎結石？親友 line 一堆「養

生資訊」，到底誰說的才對？邀請蔡正亮營養

師蒞臨解答，讓大家不再焦慮，掌握食安大小

事，捍衛自己的健康權益！

昆蟲動物課： 
昆蟲躲貓貓─昆蟲的擬態和偽裝

時間│ 08/07（五）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

地址│三峽區學成路 396 號 3 樓

電話│ 02-8671-5735#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30 名，需借滿 5 本書的國小學童，

           臨櫃報名

為了躲避天敵，自然界中的昆蟲施展各種奇形

怪招來掩人耳目，像是裝扮成樹葉、樹枝等

等。暑期長假裡，三峽北大分館邀請到昆蟲館

的老師，他將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看看，小小的

昆蟲到底有哪些躲避天敵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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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DIY ─創作旋轉故事魔術盒

時間│ 08/07（五）14:00-17: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分館／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8 號 5 樓

電話│ 02-2641-5308 服務臺

費用│ 180 元

報名│限額 20 名，臨櫃或電話報名

運用神奇的組裝、黏貼，製作一個不停翻轉的

魔術盒！邀請繪本作家信子老師帶來獨立出版

的《希望樂園》繪本故事，並教大家認識繪本

裡都是如何搭配顏色、認識壓克力的顏料特

性，同時帶領大家一起畫出草圖，動動腦、設

計自己喜愛的角色，透過翻轉魔術盒互相組合

變化。

中華儒道協會心性智慧講座： 
經營幸福的人生

時間│ 08/08（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 樓活動推廣區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費用│免費

被物質需求追逐的社會，要如何從「小確幸」

追求「大幸福」？幸福絕不是靠物質填滿，而

是從自己的「心」逐步經營！協會講師以國學

經典闡述心性智慧，讓大眾了解與學習生命如

何找到出口，如何走出自己人生的困境，進而

提升生命的意義價值，活出圓融自在的人生。

抓一個夢想在手上─口袋攝影的祕密

時間│ 08/08（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分館／ 4 樓兒童室

地址│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電話│ 02-2609-1417#12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想拍片嗎？拿出手機、平板或是相機，大膽開

拍吧！拍下生命裡的精采畫面，作為送給自己

和別人的最佳禮物。但說很容易，到底該怎麼

拍？別擔心，只要跟著「抓一個夢想在手上─

口袋攝影的祕密」，就能以手邊的器材，將周

邊的人事物變成用影像說話。趕快來學習拍攝

祕笈！

皮影戲─魅影洞穴之諭DIY
時間│ 08/08（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3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5 號

電話│ 02-2673-5234#9 服務臺

費用│材料費 50 元

報名│ 限額 20 名，限借滿 5 本書的國小學童， 
臨櫃報名

利用類似皮影戲的投影法，讓學生在經過短篇

文字的描述之後，利用簡單的廢材，製作投影

的透明板，接著透過燈光，將所要表達的事物

投影到白幕上面，讓其他小朋友猜測。

慢旅，臺灣：牡丹社事件

時間│ 08/08（六）14:00-16:00
地點│林建生紀念圖書館／ B1
地址│蘆洲區三民路 178 號

電話│ 02-2285-5157 服務臺

費用│免費，7 歲以上

沿著海線品嘗小鎮鹹鹹的滋味，循著山線聆聽

山村悠悠的鳴唱，或者到金黃色的稻穗中聽一

場交響樂。靜下心，慢走細賞，讓旅行不再只

是走馬看花，而是一生難忘的珍貴回憶。「慢

旅，臺灣」系列講座特別邀請馬繼康老師，帶

領大家上山下海，細品臺灣的美麗風景與精采

豐富的歷史文化。

照片變影片─留下生命記憶與歡樂
的回憶

時間│ 08/11（二）19:00-21:00
地點│土城區公所／ 7 樓禮堂

地址│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101 號

電話│ 02-2273-2000#153 服務臺

費用│免費

想不想能快速製作好玩、有

趣、有故事的視頻軟體！只要

懂得下載且應用視頻特效、視

頻素材，就能創作各種幽默、

搞笑、感人、溫馨等各具故事

的微視頻，留下生命記憶與歡

樂的回憶。歡迎相揪來學習！

立德公益講座： 
園藝手作─輕鬆改變居家生活

時間│ 08/13（四）19:00-21:00
地點│新店馬公公園／文化劇場 3 樓演藝廳

地址│新店區北新路 1 段 92 號

電話│ 02-8911-9151 新人類基金會

費用│免費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農場實驗」梁群

健教授，帶領大家從生活中認識花草世界、多

肉植物手作，並分享在家就可輕鬆做園藝，打

造幸福花園，創造綠

生活的喜悅。透過自

覺幸福分數，樂在工

作裡學習，學習向陽

的道理。

拼布貼畫

時間│ 08/14（五）、08/28（五）18:30-20:30
地點│汐止大同分館／ B1 原住民文化學習教室

地址│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 號

電話│ 02-2642-7323 服務臺

費用│ 200 元

報名│臨櫃報名

家中碎布丟掉好可惜！將各式各樣的顏色布

料，拼湊與黏貼之後，就能做出獨一無二的拼

布貼畫，有風景、花卉、人形樣貌，透過作品，

展現豐富的藝術天分與創作能力、縫紉技巧，

還具有文化傳承。

孩子，你到底想說什麼？─ 
嗆聲世代的溝通心法

時間│ 08/15（六）09:30-11:3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9 樓會議室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53-7868#8013 許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60 名家有 12 歲以上兒童的親子， 
08/03 起網路報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

洪美鈴，目前以青少年拒學為主要研究，心理

諮商資歷超過 15 年。她深知處理青春期孩子

的議題，會先遭遇親子關係的各種衝突或挑

戰，父母有意願了解孩子，但孩子眼睛卻不看

向父母。她將與大家分享如何重新建立連結，

找回當父母的自信與互動技巧。

親子理財─教出孩子理財力

時間│ 08/15（六）10:00-12: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中正閱覽室

地址│新店區中正路 275 巷 17 之 1 號 2 樓

電話│ 02-2912-2562 服務臺

累積財富要從現在開始，李明惠老師將教導親

子如何一起從小建立理財腦，了解孩子的財務

性格，並從零用錢開始，在遊戲中學習管理金

錢，以生活情境作為理財課程，並在日常生活

中認識關於財富的點點滴滴，而如何運用日常

開支更是需要親子一起來學習的功課。

當人生跟你想得不一樣

時間│ 08/15（六）14:00-16:0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 

藝文中心視聽室

地址│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7 樓

電話│ 02-8282-1951 服務臺

費用│免費

邀請華文靈異天后笭菁聊聊當人生跟所想的不

一樣。她從小立定志向，朝著志願準確無誤的

往前走，卻因為意外地兩篇貼文，導致走上人

生另一條路，遠離了所謂的「志向」越來越遠。

她將分享在陰錯陽差之後，又怎麼在冰凍的書

市裡一走 20 年，取得一席之地？ 

生活閱讀講座：相親相愛不簡單？
─給爸媽的手足教養學

時間│ 08/15（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8 樓

地址│中和區南山路 236 號

電話│ 02-2949-2767#24 吳小姐

費用│免費

當了爸媽，愛上當爸媽之後，來自家庭的幸褔

感，能不能再暖心加乘？讓孩子成為「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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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將可見證雙倍或多倍的幸福！聽說有了弟

妹之後，大寶會吃醋、會退化、會欺負弟妹！

講座將一次披露手足衝突的教養心法！

想要好心情，來首莫札特─ 
談情緒管理

時間│ 08/15（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大同分館／ 2 樓演講廳 
地址│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 號

電話│ 02-2642-7323 服務臺

費用│免費

音樂家莫札特說：「生活的苦難壓不垮我，我

心中的歡樂不是我的，我把歡樂注進音樂，為

的是讓全世界感到歡樂！」情緒管理就像大禹

治水，找到疏導的方法。在面對巨石，找到轉

彎的能量，終能流向情緒自由的海洋。

成為孩子的麻吉─ 
親子FUN 桌遊、繪本DIY
時間│ 08/15（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3 樓多功能教室

地址│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5 號

電話│ 02-2673-5234#9 服務臺

費用│材料費 50 元

報名│ 限額 20 名，需借滿 5 本書的國小學童， 
臨櫃報名

談到爸爸的角色，都會讓人覺得嚴肅。如何處

理好親子的關係，成了當今父母極大的難題，

以桌遊為媒介，讓親子零距離的互動問答，增

進親子兼的溝通與協調，並依照小朋友年紀，

藉由繪本或其他兒童相關書籍、影片或電子

書，啟發孩子的閱讀興趣。

新北市立圖書館vs 洪鈞培文教基金
會公益健康講座

時間│ 08/16（日）10:00-12:00、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3 樓演講廳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費用│免費

邀請各大醫院院長及各科專業醫師蒞臨演講，

講者以自身專業，分享健康重要理念。上午場

由新光醫院院長侯勝茂主講「骨骼健康．快樂

生活」；下午場由台大醫院婦產部婦科主任鄭

文芳主講「子宮內膜癌防治．掌握先機」，歡迎

關心骨骼及子宮內膜癌健康的朋友踴躍參加。

古法釀造

時間│ 08/18-09/22，每週二，09:30-12:00
地點│永盛市民活動中心

地址│三重區車路頭街 133 號

電話│ 02-2979-1567 汪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電話報名（限平日 14:00-21:00）

「料理」是帶給別人幸福的技能，小時候阿嬤

煮的香噴噴家常料理總帶著獨特味道，原來就

是自製醬料！運用臺灣阿嬤的智慧，製作百年

醬缸，在沒有冰箱的年代，醬缸是保存食物最

好的方法。此課程除傳承古早的智慧，共享人

文創意生活，達成節能減碳，進而推廣食農綠

生活的觀念。

蓋斑鬥魚養殖技巧

時間│ 08/19（三）14:00-15:00
地點│致理科技大學

地址│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電話│ 02-2979-1567 汪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電話報名（限平日 14:00-21:00）

清涼屋頂的建置方式有太陽能遮陽板、屋頂農

場及生態水池等，其中水生植物最怕的就是那

缸水可能招來蚊子產卵，變成疾病傳染源，增

加養殖及復育蓋斑鬥魚，不但可以觀賞，每隻

蓋斑鬥魚每天可吃掉 300 多隻孑孓，又可淨化

水質，灌溉綠屋頂上的蔬果植物，好處多多！

板橋生活講座： 
生活投資學，帶你挖好股

時間│ 08/19（三）19:00-21:00
地點│板橋區公所／ 6 樓大禮堂

地址│板橋區府中路 30 號

電話│ 02-2968-6911#519 李小姐

費用│免費

選股要去購物街而非華爾街，是否知道生活消

費的背後都藏著無數隱形冠軍的公司？根據統

計，這類公司的報酬率許多都遠高於 0050，
是最適合散戶投資的選股方向。生活投資學領

航者阿格力將分享「三大產業護城河」與「兩

大選股金律」，教大家學會找出「定存成長生

活股」，強攻財富自由。

2020 泰山文化基金會─ 
生命教育教師研習

時間│ 08/21（五）、08/25（二）08:50-16:30
地點│板橋國中（板橋區中正路 437 號）

　　　中和國小（中和區中和路 100 號）

電話│ 02-2501-7722 胡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新北市教師於新北市教研系統報名，其餘縣

市教師於網路報名 www.taisun.org.tw

生命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愛、尊重與關懷，目標

在引導個體激發生命潛能、活出生命價值，是

一段由知到行，再逐漸深化而內化的過程。此

次研習以「思考素養」、「覺知情緒」、「對

話思辨」、「轉化能量」為議題，切磋教學知

能，啟發師長對於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深層的體

會，正向看待孩子，引導孩子從日常生活開

始，打造生命藍圖。

客家神鬼傳奇：民俗中的奇幻故事

時間│ 08/22（六）14:00-16:00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 

藝文中心視聽室

地址│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7 樓

電話│ 02-8282-1951 服務臺

費用│免費

邀請何敬堯老師分享華麗島的客家文化，擁有

諸多神奇幻想，在歷史長河中，交織出繽紛燦

爛的鄉野傳說。例如恐怖的虎姑婆與竹鬼，或

者是善心水鬼變城隍的故事，還有白馬精靈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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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財寶的奇幻傳說。妖鬼靈怪或許恐怖，但也

隱含為善避凶的道理，豐富民俗的想像世界，

值得敞開心胸去了解。

亞東醫院健康充電站： 
週邊血管疾病及靜脈曲張

時間│ 08/25（二）14:30-15:3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 樓活動推廣區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費用│免費

炎熱夏天，是最適合穿短褲或短裙的季節，但

有些人常常因為腿上出現類似蚯蚓一般扭曲血

管，而感到困擾。這種下肢扭曲血管就是所謂

的靜脈曲張。到底靜脈曲張成因為何？有哪那

些治療方式？並且要如何預防呢？邀請亞東醫

院心臟外科謝福謙醫師詳細說明！　

性別沙龍：出走趣

時間│ 08/26（三）9:30-12:30
地點│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

地址│板橋區區運路 111 號 3 樓

電話│ 02-8951-9029#21 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50 名，電話或網路報名 
reurl.cc/AqMGD8

環遊世界是許多人的夢想，但為人父母之後，

卻變得越來越少出門，為什麼不帶著孩子一起

去？行腳節目主持人小花一點也不擔心這個問

題，他和妻子帶著兩個小小孩環遊世界，第

一次飛行時大兒子僅 3 歲，小兒子更是只有 1
歲！他將分享是怎麼做到的，旅程中又有那些

收穫？

板橋生活講座： 
臺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

時間│ 08/26（三）19:00-21:00
地點│板橋區公所／ 6 樓大禮堂

地址│板橋區府中路 30 號

電話│ 02-2968-6911#519 李小姐

費用│免費

週末的臺北車站為何會聚集印尼移工？中山北

路婚紗街上的菲律賓移工是要去哪裡？南勢角

「燦爛時光」書店，對臺灣和東南亞愛書人又

有什麼特殊意義？臺灣現有近 70 萬的東南亞

移工及 20 萬的婚姻移民，為這座島嶼增添豐

沛的文化，這間奇怪的獨立書店將帶大家走踏

臺北裡的東南亞。

中華儒道協會心性智慧講座： 
最好的安排─死亡．愛．時間

時間│ 08/29（六）14: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 樓活動推廣區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電話│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費用│免費

《最美的安排》是部美國電影，描述廣告公司

總裁透過寫信給死亡、愛情和時間，來面對喪

女之痛。失去至親的痛苦會幻化成各種情緒盤

踞在心底，然而上天不會僅以黑暗籠罩，同時

也會賜予光明。曾經所付出的情感與愛，會從

其他親人與朋友處回流，端看是否有「留意周

遭隨之而來的，美麗的安排。」

表演藝術

3D 影片—宅鳥出任務

時間∣ 08/01-08/30，週二～週日，每日 6 場

地點∣台電北部展示館／ 2 樓放映室

地址∣萬里區野柳里八斗 60 號

電話∣ 02-2498-5112 呂小姐

費用∣免費

一群鳥的家族需要飛到非洲過冬，卻因為飛機

航道飛經遷徙的路線，不得不改道。陰錯陽差

下，小黃鳥被迫帶領鳥群歷經險阻與困難，飛

抵非洲，也擁有了牠渴望許久的家人。生動有

趣的音樂與對白，配上歐洲美麗的鄉村風光與

生態環境，此片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帶給大家

另一種體會。

性別沙龍：電影欣賞《老大人》

時間│ 08/05（三）09:30-12:30

地點│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

地址│板橋區區運路 111 號 3 樓

電話│ 02-8951-9029#21 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50 名，電話或網路報名 
reurl.cc/AqMGD8

八旬老翁金茂獨自一人住在平溪郊區的老厝

裡，儘管身體大不如前，臺北仍是他永遠都

融入不了的地方。某日金茂又因胃痛住院，女

兒再度為了養老院的話題和兒子爭吵不休。然

而，一場意外讓金茂輾轉住進了安養院。這

天，女兒推著輪椅帶金茂上街，想讓他為孫子

的婚禮訂做新西裝。殊不知，對金茂而言，西

裝早已有著完全不同的意涵。

弦．賞

時間│ 08/12（三）19:00
地點│功學社音樂廳

地址│蘆洲區中山二路 162 號 2 樓

電話│  02-2727-8143 Mojo Fun 魔力大提琴室內樂團

費用│免費，索票入場

Mojo Fun 魔力大提琴室內樂團結合各年齡層

與熱愛大提琴的朋友一起玩音樂，以大提琴為

基礎做各種不同編制與多元演奏，呈現不同以

往的編制與多元音樂，從一把大提琴的演奏到

將近五十把大提琴的合奏，曲目從巴洛克時期

到現代音樂，歡迎一起來享受大提琴不同的音

樂風貌。

性別沙龍：電影欣賞《丹麥女孩》

時間│ 08/19（三）09:30-12:30
地點│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

地址│板橋區區運路 111 號 3 樓

電話│ 02-8951-9029#21 陳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限額 50 名，電話或網路報名 
reurl.cc/AqMGD8

改編自最早接受變性手術的丹麥畫家莉莉艾勒

全球最大內需市場 ——上海創夢精華， 8位業界達人、橫跨20年的錦囊智慧！
打開長期生存發展的祕密口袋，找到異地創業築夢的求生法寶；
現代年輕人跨海逐夢必備新思維，夢想實踐家異鄉創業成功新要素；
截彎取直，創造你的不可取代；大步向前，打造你的精采未來！

陳建志、詹宗賢、邱野 ( 述璿 )、曾瑩玥
石明玉、洪束華、鄭俊彥、高家偉
   

◎著
金石堂、誠品、博客來全面熱賣  
洽詢電話：（02）2302-0022

12.4*8.4.indd   1 2018/1/2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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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與妻子葛蕾塔維金納超越性別的愛情故

事。影片描述 19 世紀一對藝術家夫妻──埃

恩納和葛蕾塔的真實遭遇：兩人都是畫家，關

係既堅定又甜蜜。一次，因模特兒缺席，葛蕾

塔說服老公換上女裝讓她畫，沒想到葛蕾塔的

事業因此蒸蒸日上。兩人的婚姻開始產生變

化，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從彼此身上找到做

自己的勇氣。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名家不敗》

時間│ 08/22（六）14: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演藝廳

地址│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電話│ 02-2622-4664#221 許小姐

費用│免費

漢霖年度大戲《名家不敗》以當代觀點重製，

將經典不敗的劇目再現。集合老中青說唱名

家，以竹板快書、單口相聲、太平歌詞、群口

相聲、口技、雙黃等多種表演形式，帶領大家

進入永垂不朽的傳統說唱藝術的世界！

琴歌魅境─ 
陳承麒＆潘又鳳聯合音樂會

時間│ 08/22（六）19:00
地點│功學社音樂廳

地址│蘆洲區中山二路 162 號 2 樓

電話│ 02-2901-6608 嵐韻合唱團

費用│ 400/600 兩廳院售票系統

由鋼琴家陳承麒與女高音潘又鳳聯合演出，他

們一直等待機會，他們做好了準備，準備把這

些年來的音樂旅程，把起伏跌宕的人生貫注在

音符裡，演繹出對音樂所帶給他們的美好與感

動。

宋P 說故事音樂會─ 
帶您認識維也納時期的貝多芬

時間│ 08/23（日）14:30
地點│林建生紀念圖書館／演奏廳

地址│蘆洲區三民路 178 號

電話│ 02-2285-5157 服務臺

費用│免費，7 歲以上

貝多芬 250 歲生日快樂！這是一場人人都聽

得懂的音樂會，臺灣鋼琴教父宋允鵬教授將化

身為幽默風趣的說書人，以邊說故事邊演奏的

型態，帶領大家一起來認識這位偉大的作曲家

及其作品，分享樂聖「貝多芬」不為人知的精

采故事。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芭蕾藝饗之旅》

時間│ 08/29（六）14:0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演藝廳

地址│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電話│ 02-2622-4664#221 許小姐

費用│免費

《芭蕾藝饗之旅》是台北首督芭蕾舞團精心設

計，結合古典與創新的詼諧風格，搭配大膽的

服裝設計，舞碼其一花之圓舞曲，選自著名芭

蕾舞劇《胡桃鉗》第二幕糖果仙子與眾仙女的

群舞，讓藝術對美的呈現更加精采絕倫，值得

一同來欣賞。

成功大學管弦樂社─2020 巡迴音樂會

時間│ 08/29（六）19:30
地點│功學社音樂廳

地址│蘆洲區中山二路 162 號 2 樓

電話│ 0909-086-088 陳先生

費用│ 100/200/300 兩廳院售票系統

成大管弦樂社為南部首屈一指的音樂性社團，

成員由校內外喜愛音樂人士組成，參加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與舉辦各式音樂活動皆大受好評。

此次音樂會除演出蕭士塔高維奇、德佛札克等

作曲家之管弦樂經典作品，管樂團更帶來《名

所江戶百景》之臺灣首演。誠摯邀請北部的朋

友蒞臨欣賞。

藝文展覽

觀音的行動─ 
洪啟嵩老師的十六體心經

時間│即日起至 10/11
地點│覺性會館．心茶堂

地址│新店區民權路 108-3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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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219-8189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臨櫃報名

「十六體心經」是洪啟嵩老師所推動的觀音行

動之一，洪老師從甲骨文開始書寫，乃至石鼓

文、帛書、大小篆、隸書、行書、魏碑、楷書、

行書、章草、狂草等等文體，以每個書體的心

意精神，結合歷史、文化、藝術之精髓，寫出

無國界、時空中的觀自在心經。

雲墨藝林雙聯展

時間│ 08/01-08/26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樹林分館／ 3 樓展覽室

地址│樹林區樹新路 40-7 號

電話│ 02-2681-9680#14 吳小姐

費用│免費

以生活化多元創作的視野，用精湛細膩的筆

鋒，將花卉、鳥刻畫得栩栩如生，展現書畫藝

術多樣性與豐富性，傳承優質的在地文化。期

待所有文藝的創作者，能夠燃燒自己的藝文熱

情跟執著，在無痕無盡的文化蒼穹中，點亮藝

海中一葉孤舟的光芒，共創藝術餐宴的榮景。

愛心送暖─公益藝術文創特展

時間│ 08/01-08/30
地點│鶯歌光點美學館／光點藝術中心

地址│鶯歌區陶瓷街 18 號 3 樓

電話│ 02-2678-6577 展覽專線

費用│免費

以福懋高科技的數位印染技術著稱的國巨洋傘

欣業有限公司，享有傘界 LV 之美名，在展中

將世界名畫完美呈現在傘面上。以圓融美學聞

名的吳仲宗，自然刻劃出線條飽滿，具重量感

之畫面，幽默隨性的畫風為特色。知名企業與

藝術家聯手舉辦公益

文創特展，歡迎各界

體驗藝術文創產生的

共鳴，並進行公益義

賣，義賣金額 50% 捐

贈於「財團法人台灣

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

中心」。

台電核二周邊長青老人著色比賽展

時間∣ 08/01-08/30，週二～週日，08:20-16:20
地點∣台電北部展示館／ 2 樓藝文走廊

地址∣萬里區野柳里八斗 60 號

電話∣ 02-2498-5112 呂小姐

費用∣免費

隨著長照社會的來臨，高齡長者外出有益健康

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台電第二核能發電廠於

去（108）年邀請周邊地區長者到北部展示館，

參加節約能源宣導暨著色比賽活動。藉由長者

親自動筆及配色，抒發個人情感及創意，也在

與他人互動活動中，為樂齡生活增添益智性及

趣味性。歡迎蒞館欣賞。

淨化人心書畫聯展

時間│ 08/05-08/25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藝文中心展

覽室

地址│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7 樓

電話│ 02-8282-1951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展出作品部分為佛法教義，也有傳統文化淨化

人心之詩詞，希望觀者由書畫中體解正信佛法

內容，淨化自我，獲得啟示，所謂向上提升不

使向下沉淪，乃本次展覽之主要目標，內容有

書法、國畫和篆刻等，祈願社會先進賢達光臨

指教。

慢活．漫遊─簡俊成雕塑個展

時間│ 08/06-08/3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B1 藝文中心

地址│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電話│ 02-2622-4664#224 陳小姐

費用│免費

身處現代化社會，不知不覺間做什麼都快，卻

沒有因此而多出更多時間。或許就該如蝸牛般

緩慢且堅定地前進，才能夠聽到久被遺忘的聲

音。藝術家簡俊成藉由觀察及寫生蝸居物種，

深入探討生態、時間、空間等關係，營造一種

「人可以走進去」、「可觀賞」、「可居住」、

「可遊戲」的藝術創作展。

44　新北市藝遊 Aug.2020 新北市藝遊 Aug.2020　45



新北市立圖書館．8月主題書展 ．因篇幅有限，以下提供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及各分館書展資訊，更多詳細資料請洽新北市立圖書館各館查詢。

愛閱讀

新北市藝遊 Aug.2020　4746　新北市藝遊 Aug.2020

板
橋
區

08/01-08/31 動動腦，數學變有趣
總館／ 6樓書展區
（貴興路 139 號）

02-2953-7868
#8117 王小姐

08/01-08/31

①我是臺灣囝仔
②情人節快樂
③爸爸我愛你
④我要認識性別平等

板橋江子翠分館／ 2樓書展區、3樓書展區
（莊敬路 62 號）

02-2253-4412
#11 洪先生

08/01-08/31 旅遊趣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2樓展示區
（民生路一段 30 號）

02-2954-2789
張小姐

08/01-08/31 阿公阿嬤我愛你
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新書展示區
（萬板路 28 號）

02-2257-9737
服務臺

08/01-08/31 星星的秘密

板橋分館／ 1樓展示區
（文化路一段 23 號）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展示區
（陽明街 168 號）
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 3樓展示區
（中正路 375 巷 48 號）

02-2966-4347
#9 范小姐
02-2252-1933
#9 陳小姐
02-8965-4829
郭先生

08/01-08/31
①投資理財輕鬆學
②�「館員私房好書推薦」數位
書展

板橋忠孝分館／ 3樓圖書室
（國慶路 149 巷 21 弄 16 號）
板橋浮洲圖書閱覽室／ 2樓圖書室
（大觀路 2段 163 號）

02-2954-2455
#9 葉先生
02-8275-1617
#9 翁小姐

08/01-08/31 藝文一夏
板橋溪北分館／閱覽室
（篤行路二段 133 號）

02-2687-6738
服務臺

新
店
區

08/01-08/31 認識自我

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2 樓閱覽室
（北新路一段 92 號）
新店寶興圖書閱覽室／3 樓閱覽室
（寶中路 65 巷 59 號）
新店仁愛圖書閱覽室／2 樓閱覽室
（建國路 58 號）
新店大鵬圖書閱覽室／2 樓閱覽室
（中正路700 巷 26 號）
新店龜山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新烏路三段 136 號）

02-2915-1171
服務臺
02-2910-8540
服務臺
02-2914-4854
服務臺
02-8218-2946
服務臺
02-2666-5934
服務臺

08/01-08/31 健康水果吧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6樓書庫區
（安康路二段 151 號）
新店柴埕圖書閱覽室／ 3樓展示區
（安民街 79 號）
新店百忍圖書閱覽室／ 3樓新書區
（自由街 2號）
新店三民圖書閱覽室／ 2樓新書區
（三民路 20-2 號）
新店碧潭圖書閱覽室／ 4樓新書區
（新店路 207 號）
新店中央圖書閱覽室／ 2樓展示區
（中央五街 60 號）

02-2212-8905
#205 翁小姐
02-2212-7938
邱先生
02-2917-8420
李小姐
02-2910-8542
林小姐
02-2914-2371
邱先生
02-2219-7301
劉小姐

中
和
區

08/01-08/31
①閱讀漫步在泰國
②童心童遊動物園

中和分館／ 6樓書展區、7樓書展區
（南山路 236 號）

02-2949-2767
服務臺

08/01-08/31 真相只有一個
中和員山分館／ 2樓書展區
（民享街 37 號）

02-8221-1152
江小姐

鶯
歌
區

08/01-08/31 ①我是航海王
②環遊世界趣

鶯歌分館／1樓主題展示區、4 樓主題展示區
（中山路 150 號）

02-2678-0219
#10 張小姐

永
和
區

08/01-08/31 生活手作 DIY

永和分館／ 3樓書展區
（國光路 2號）
永和親子圖書閱覽室／ 2樓書展區
（保安路 132 號）
永和民權分館／ 8樓書展區
（民權路 60 號）

02-2922-2409
#12 林小姐
02-2929-0464
沈小姐
02-2949-5012
#18 施小姐

08/01-08/31 居家安全與護理
永和民權分館／ 7樓書展區
（民權路 60 號）

02-2949-5012
#13 師小姐

08/01-08/31 童心童遊動物園
永和保生分館／ 5樓書展區
（永和區新生路 218 號）

02-2927-0658
服務臺

蘆
洲
區

08/01-08/31 夏季輕寶島旅行

蘆洲永平分館／ 3樓聯合主題書展區
（永平街 1號）
蘆洲永安圖書閱覽室／ 2樓聯合主題書展區
（永安南路二段 134 號）
蘆洲長安分館／ 3樓聯合主題書展區
（長安街 96 號）
蘆洲仁愛智慧圖書館／ 2樓聯合主題書展區
（民權路 143 號）

02-2847-9964
楊小姐
02-2285-1238
邱小姐
02-2847-5873
卓小姐
0919-562-074
何小姐

08/01-08/31
①奇妙科學之旅
②鬼笭菁怪書展

蘆洲集賢分館／ 4樓主題書展區
（集賢路 245 號）

02-8283-1792
#13 服務臺

08/01-08/31
①說給兒童的愛心歷史故事
②凱蒂貓生活繪本系列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2樓主題書展區、3樓
嬰幼兒書展區
（集賢路 221 巷 11 號）

02-2288-8294
服務臺

三
重
區

08/01-08/31 日本好行趴趴 GO
三重分館／展示區
（自強路一段 158 號）

02-2981-4887
#11、13 服務臺

08/01-08/31 國外旅遊
三重田中分館／展示區
（忠孝路三段 40 巷 51 號 2 樓）

02-2971-1633
服務臺

08/01-08/31 捕捉瞬間的攝影
三重崇德分館／展示區
（仁孝街 62 號 2 樓）

02-2973-6987
服務臺

08/01-08/31 幸福手作
三重南區分館／展示區
（重安街 70 號 3 樓）

02-2976-8729
服務臺

08/01-08/31 自家小綠地
三重培德分館／展示區
（忠孝路二段 35 號）

02-2984-2179
服務臺

08/01-08/31
我愛 800 類─金庸與古龍的武
俠世界

三重東區分館／ 1樓書展區
（溪尾街 303 號）

02-2857-5270
服務臺

08/01-08/31 中藥養生
三重五常分館／ 2樓圖書室
（五華街 7巷 30 號）

02-2989-0559
服務臺

土
城
區

08/01-08/31
①投資理財輕鬆學
②「館員私房好書推薦」數位
��書展

土城分館／ 7樓圖書室
（中正路 18 號）
土城清水圖書閱覽室／ 2樓圖書室
（清水路 243 號）
土城柑林埤圖書閱覽室／ 3樓圖書室
（學享街 55 號）

02-2260-2952
#9 林小姐
02-2265-3293
#9 簡小姐
02-2263-7047
#9 劉小姐

08/01-08/31 男與女．我與你

土城親子分館／ 4樓書展區
（中州路 28 巷 30 號）
土城祖田閱覽室／ 3樓書展區
（中央路四段 283-1 號）

02-2267-8901
#15 服務臺
02-2267-4776
#9 服務臺

八
里
區

08/01-08/31
①就是要看武俠小說
②科學好好玩

八里分館／ 5樓閱覽室、6樓兒童閱覽室
（舊城路 19 號）

02-2610-3385
5 樓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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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莊
區

08/01-08/31 要理財，否則財不理你
新莊分館／ 5樓書展區
（中華路一段 2號）

02-8992-9009
#9 服務臺

08/01-08/31 亞洲旅遊
新莊中港分館／ 7樓書展區
（中港路 350 號）

02-2991-2053
#9 服務臺

08/01-08/31 人間怪奇物語
新莊聯合分館／ 4樓書展區
（自由街 1號）

02-8992-4732
#9 服務臺

08/01-08/31 幼兒讀本
新莊福營分館／ 4樓書展區
（四維路 9號）

02-2204-7877
#9 服務臺

08/01-08/31 臺灣輕旅行
新莊裕民分館／ 4樓書展區
（裕民街 136 號）

02-2901-9047
#10 服務臺

08/01-08/31 親子教養園地
新莊西盛分館／ 2樓書展區
（西盛街 216 號）

02-2203-5574
#9 服務臺

樹
林
區

08/01-08/31 藝文一夏

樹林分館／ 4樓閱覽室
（樹新路 40-7 號）
樹林東昇分館／閱覽室
（中山路二段 80 號 3 樓）
樹林彭厝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國凱街 65 號 3 樓）
樹林大安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大安路 118-1 號）
樹林三多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福興街 17 號 2 樓）

02-2681-9680
#17 服務臺
02-2675-7321
#9 服務臺
02-8684-9298
服務臺
02-2682-4084
服務臺
02-2676-1737
服務臺

08/01-08/31 男與女．我與你
樹林柑園閱覽室／ 2樓新書展示區
（佳園路三段 128 號）

02-2680-2354
#9 服務臺

泰
山
區

08/01-08/31
Fun 暑假囉！好吃、好玩、好
行！

泰山分館／ 5樓主題書展區
（全興路 212 號）

02-2909-1727
#11 服務臺

08/01-08/31
大手拉小手─親子玩樂度假
去！

泰山貴子分館／ 3樓主題書展區
（工專路 22 號）

02-2904-1923
姜小姐

08/01-08/31 謝謝您！爸爸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3樓閱覽室
（楓江路 26 巷 26 號）

02-8531-6258
黃小姐

五
股
區

08/01-08/31 全家人的自然課

五股分館／ 3樓書展區
（工商路 1號）
五股水碓分館／ 4樓書展區
（明德路 10 號）
五股成功分館／ 5樓書展區
（西雲路 165 號）
五股成州圖書閱覽室／ 2樓書展區
（西雲路 267 號）
五股更新圖書閱覽室／ 3樓書展區
（更洲路 47 號）

02-2293-2114
服務臺
02-8295-8950
服務臺
02-2293-5827
服務臺
02-8295-1135
服務臺
02-8988-2106
服務臺

汐
止
區

08/01-08/31 鬼月禁忌知多少

汐止分館／書展區
（新台五路一段 268 號 5 樓）
汐止大同分館／書展區
（大同路二段 451 號）
汐止長安分館／書展區
（長興街一段 50 號 3 樓）
汐止茄苳分館／書展區
（茄苳路 225 巷 35 號 4 樓）
汐止江北分館／書展區
（汐萬路一段 81 號 2 樓）

02-2641-5308
#211-214 服務臺
02-2642-7323
#11-12 服務臺
02-8648-4070
服務臺
02-8648-3279
服務臺
02-2643-1803
服務臺

08/01-08/31 動漫與變裝
汐止北峰圖書閱覽室／書展區
（福德一路 272 巷 5 號 2 樓）

02-2694-5235
李小姐

08/01-08/31 現代父母的教育課
汐止橫科圖書閱覽室／書展區
（橫科路 117 號 3 樓）

02-2660-0353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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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水
區

08/01-08/31 「新北嚴選」暑期兒童閱讀推
薦書展

淡水分館／ 4樓圖書室
（文化路 65 號）
淡水竹圍分館／ 5樓圖書室
（民生路 27 號）
淡水水碓分館／ 6樓圖書室
（中山北路一段 158 號）

02-2622-4664
#241 服務臺
02-2809-7442
服務臺
02-2629-2879
#13 服務臺

08/01-08/31 輕鬆一「夏」
淡海小書房／書展區
（中正東路 2段 68 號）

0919-562-274
服務臺

三
峽
區

08/01-08/31 男與女．我與你

三峽分館／ 2樓書展區
（永安街 9巷 5號）
三峽北大分館／ 3樓書展區
（學成路 396 號）

02-2673-5234
#9 服務臺
02-8671-5735
#9 服務臺

林
口
區

08/01-08/31
①世界任我行 (旅行類 )
②永恆的瞬間 (攝影類 )

林口分館／ 5樓展示區
（忠孝二路 55 號）

02-2609-1417
#11 蔡小姐

三
芝
區

08/01-08/15 阿公阿媽活力 Show
三芝分館／ 1樓書展區
（淡金路 37 號）

02-2636-2331
#11 王小姐

08/16-08/31 七夕情緣
三芝分館／ 1樓書展區
（淡金路 37 號）

02-2636-2331
#11 王小姐

石
門
區

08/01-08/15 父愛與父出
石門分館／書展區
（中央路 9-3 號 2 樓）

02-2638-1202
#11 潘小姐

08/16-08/31 農曆七月的習俗
石門分館／書展區
（中央路 9-3 號 2 樓）

02-2638-1202
#11 潘小姐

金
山
區

08/01-08/15 自助遊超簡單
金山分館／ 1樓書展區
（五湖里龜子山 8號）

02-2498-4714
#201 簡小姐

08/16-08/31 神奇科學館
金山分館／ 1樓書展區
（五湖里龜子山 8號）

02-2498-4714
#201 簡小姐

萬
里
區

08/01-08/15 我的超人爸爸
萬里分館／書展區
（瑪鋉路 221 號 4 樓）

02-2492-4490
#12 何小姐

08/16-08/31 體會人生百態
萬里分館／書展區
（瑪鋉路 221 號 4 樓）

02-2492-4490
#12 何小姐

貢
寮
區

08/01-08/31
①勵志文學展
②繪本世界

貢寮分館／ 3樓書展區
（仁愛路 79 號）

02-2490-3203
#9 服務臺

深
坑
區

08/01-08/31 食─咖啡茶飲
深坑分館／ 1樓主題書展區
（深坑街 10 號）

02-2662-3821
服務臺

平
溪
區

08/01-08/31 自然生態動物的窩巢
平溪分館／展示區
（公園街 17 號 3 樓）

02-2495-2422
服務臺

雙
溪
區

08/01-08/31 fun 暑假影片展
雙溪分館／閱展區
（太平路 50 號 3 樓）

02-2493-3768
江小姐

坪
林
區

08/01-08/31 塑身運動
坪林分館／ 2樓展示區
（國中路 3號）

02-2665-7499
服務臺

石
碇
區

08/01-08/31 閱讀 456
石碇分館／ 1樓新書展示區旁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 65 號）

02-2663-1354
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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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俠，隱身於歷史之中，或揭竿而起，鴻圖大展；或在野民間多行

義舉。在時局動盪的當代，府中 15 嘗試重探俠義精神，串聯古今，

尋訪當代義士對正義的想像與實踐；也在欣賞武俠傳說時，找回對

傳奇故事心之嚮往的浪漫色彩。

經典武俠名作　重溫俠義情懷

8 月主題影展將重點選映 1970 年代臺灣經典武俠名作。《一代劍

王》開創明星田鵬俠士形象，身懷絕世武功的蔡穎傑不僅要報父仇，

也在江湖上四處行俠仗義，可說是俠客形象的標準代表。「俠女」

徐楓與石雋主演之名作《龍城十日》，透過一段危機四伏的危城突

圍戰，義士與欽官各有盤算，絕對劇力萬鈞，此片在攝影、音效與

剪輯方面都有精采表現，以今時標準來看也毫不遜色。

文藝片名導演宋存壽早期武俠作品《鐵娘子》，描繪一段氣宇恢

弘的抗金義士篇章，韓湘琴飾演女豪俠「鐵娘子」，佔地為王，反

抗金人統治，在義軍大業之外，卻也煩惱與師兄的愛戀無法修成正

果。與此相對的陽剛豪俠電影《刺蠻王》，則讓落難義士金山戈，

對決知名演員苗天所詮釋之反派「血沙掌」那薩，與其率領之四大

天王。

故事則則驚險刺激，奇情而浪漫，其中，《一代劍王》與《龍城

十日》將調出珍貴 2K 畫質調光掃描版本進行放映，機會難得，歡迎

愛好武俠電影之舊雨新知前來觀賞。

俠義之心　古今中外皆同

不只有經典名作，從古至今，當代義士對

正義的追求，也不因為時代、風俗而消逝。

甫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等三項大

獎肯定的《新聞記者》，深入日本官場文

化，勇於揭發黑暗內幕；美國電影《不完

美的正義》則集結一線奧斯卡金獎陣容，

為近期沸沸揚揚之種族議題發聲，黑人律

師勇敢挑戰司法系統，在龐大壓力前不顯

懼色。

萌獸伴兒成長　紀錄片、復刻有深意

「萌獸成長趣」是 8 月新開設的單元，

選映《冰雪奇緣 2》、《熊熊大作戰》、

《呆萌特務》、《功夫熊貓 3》等 4 部優

質動畫片，與 2020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相

呼應，並於《冰雪奇緣 2》放映前舉辦講

座，以孩童教養問題為焦點，邀請講師分

享正向教養概念，從阿德勒心理學中，學

習如何培養有信心的孩子，紮根良好的人

格基礎，讓孩童與父母們不只是娛樂看電

影，更能理解如何給孩子們更健康的心理

狀態，陪伴成長。

「經典臺灣紀錄片」單元將選映吳耀

東導演兩部經典作品，有曾於 1999 年

山形影展獲獎之名作《在高速公路上游

泳》，還有在 2018 年首映、與之對照的

《Goodnight & Goodbye》，吳耀東

導演也將出席放映，與觀眾對談。此外，

亦有 2010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街舞狂

潮》，以兩個世代的街舞舞者為對照，拉

開青春活力與夢想不死的跨世代圖像。

「復刻電影院」單元則選映 3 部奇人異

士的孤獨篇章，殺手、鋼琴師與公路上的

漫遊者，分別在《終極追殺令》、《海上

鋼琴師》和《巴黎德州》3 部電影中，不

約而同地注視著漂泊中的流浪靈魂。歡迎

進場觀賞，重溫經典作品的美好魔力。

府中 15 當月主題─奇俠逸趣
電話︱ 02-2965-7186 服務臺
網址︱web.fuzhong15.ntpc.gov.tw/firms/

 府中 15（Fuzhong15）

◎請鎖定「府中 15 ─新北市紀錄
片放映院」官網發布的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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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注意事項：

． 售票場次─每場次票價20元。請至兩廳院售票系統、7-11（i-bon）、萊爾富（Life-ET）、全家
（FamiPort）購買。

．免費場次─請索票入場。
．詳情請上官網goo.gl/LeAUwj洽詢。 府中 15

．影片前加註「★」者有映後座談。

普   普遍級   護   保護級   輔   輔導級   限   限制級  

當月主題─紀錄片

08/01（六） 19:40 昨日狂想曲普 76 分 售票

08/02（日） 14:00 街舞狂潮普 80 分 售票

08/05（三） 19:00 劉曉波：對抗北京的男人護 58 分 售票

08/06（四） 18:50 并：控制普 117 分 售票

08/07（五） 19:00 厄利垂亞難民之聲普 58 分 售票

08/09（日） 14:00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輔 49 分 售票

08/09（日） 19:00 昨日狂想曲普 76 分 售票

08/14（五） 18:40 并：控制普 117 分 售票

08/15（六） 17:10 劉曉波：對抗北京的男人護 58 分 售票

08/16（日） 14:00 街舞狂潮普 80 分 售票

08/16（日） 18:30 大路朝天普 95 分 售票

08/19（三） 19:00 厄利垂亞難民之聲普 58 分 售票

08/21（五） 19:00 大路朝天普 95 分 售票

08/23（日） 14:00 ★ Goodnight & Goodbye 護 65 分 售票

08/29（六） 19:40 劉曉波：對抗北京的男人護 58 分 售票

08/30（日） 14:00 街舞狂潮普 80 分 售票

當月主題─劇情片

08/01（六） 16:50 ★冰雪奇緣 2 普 103 分 免費

08/02（日） 16:00 終極追殺令輔 110 分 售票

08/02（日） 18:40 熊熊大作戰普 81 分 免費

08/04（二） 18:30 臥虎藏龍護 120 分 免費

08/06（四） 16:00 不完美的正義護 137 分 免費

08/08（六） 16:50 功夫熊貓 3 普 95 分 免費

府中 15 ─當月主題影片

08/08（六） 19:00 師父普 108 分 售票

08/09（日） 16:00 新聞記者普 113 分 售票

08/11（二） 18:40 終極追殺令輔 110 分 售票

08/12（三） 19:00 萬里雄風護 99 分 售票

08/13（四） 19:00 呆萌特務普 92 分 免費

08/14（五） 16:30 鐵娘子護 93 分 售票

08/15（六） 18:40 ★龍城十日護 94 分 售票

08/16（日） 16:00 海上鋼琴師普 104 分 售票

08/18（二） 19:00 萬里雄風護 99 分 售票

08/20（四） 16:30 黑帖護 88 分 售票

08/20（四） 18:40 海上鋼琴師普 104 分 售票

08/22（六） 16:00 臥虎藏龍護 120 分 免費

08/22（六） 18:40 刺蠻王護 92 分 售票

08/23（日） 16:30 一代劍王護 85 分 售票

08/23（日） 18:30 師父護 108 分 售票

08/25（二） 19:00 鐵娘子護 93 分 售票

08/26（三） 18:00 巴黎德州普 146 分 售票

08/27（四） 18:40 新聞記者普 113 分 售票

08/28（五） 16:30 刺蠻王護 92 分 售票

08/28（五） 19:00 黑帖護 88 分 售票

08/29（六） 16:40 巴黎德州普 146 分 售票

08/30（日） 16:00 不完美的正義護 139 分 免費

08/30（日） 19:00 白髮魔女傳輔 89 分 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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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當月影片放映

08/30（日）＊神偷奶爸 3 普 8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地址∣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3 號／ 3樓多功能視聽室

電話∣ 02-2966-4347#9 郭先生

時間∣ 14:00

08/02（日）＊大雄的宇宙漂流記護 94 分

08/09（日）＊古魯家族普 99 分

08/16（日）＊大雄的新魔界大冒險普 112 分

08/23（日）＊ PussInBoots 鞋貓劍客普 90 分

08/30（日）＊大雄的貓狗時空傳普 8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地址∣板橋區陽明街 168 號／ B1 星空劇場

電話∣ 02-2252-1933#9 謝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仙戒奇緣普 87 分

08/09（日）街拍情緣普 109 分

08/16（日）特工爺爺輔 99 分

08/23（日）我們善熙普 88 分

08/30（日）禪在此山中普 10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分館
地址∣永和區國光路 2號／ B1 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922-2409#14 郭小姐

時間∣ 14:00

08/05（三）＊泰瑞的冒險王國普 97 分

08/12（三）哥吉拉Ⅱ：怪獸之王護 131 分

08/19（三）＊樂高超級英雄女孩：超級惡棍普 77 分

08/26（三）老師呱呱叫普 8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民權分館
地址∣永和區民權路 60 號／ B1 演講廳

電話∣ 02-2949-5012 洽 7 樓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獅子王（2019）普 118 分

08/08（六）攻敵必救護 132 分

08/15（六）遇見幸福護 103 分

08/22（六）幸福綠皮書護 130 分

08/29（六）為了與你相遇護 101 分

時間│ 18:30

08/05（三）逐愛天堂護 101 分

08/12（三）再見了！小 Q 普 108 分

08/19（三）動畫人生護 92 分

08/26（三）重罪秘辛輔 104 分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昇平戲院　
地址∣瑞芳區輕便路 137 號

電話∣ 02-2496-2800#2853 邱小姐

時間∣週五～週日，14:00 

8 月份歌仔戲：殺豬狀元普 152 分

時間∣週一～週四，15:00；週五～週日，16:30

等你來 show 大戲院─王晟恩導演《海馬迴體》約 30 分

新北市樂齡族電影院　
地址∣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B1

電話∣ 02-2965-7186、02-2968-3600#270 陳小姐

時間∣ 10:30

08/04（二）◎別問我是誰輔 102 分

08/11（二）◎舞出自我普 79 分

08/18（二）◎回來安平港（數位修復版）普 100 分

08/25（二）◎喜怒哀樂（數位修復版）普 144 分

新北市嬰兒車電影院　

地址∣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B1

電話∣ 02-2965-7186、02-2968-3600#270 陳小姐

時間∣ 10:30

08/02（日）野東西計畫普 80 分

08/09（日）＊熊熊大作戰普 81 分

08/16（日）＊杜立德普 101 分

08/23（日）音速小子普 100 分

08/30（日）大俠梅花鹿（數位修復版）普 87 分

時間∣ 14:00

08/07（五）音速小子普 100 分

08/14（五）野東西計畫普 80 分

08/21（五）＊熊熊大作戰普 81 分

08/28（五）＊杜立德普 101 分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地址∣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枋橋大劇院

電話∣ 02-2969-0366#57高小姐（平日）

時間∣ 14:00

08/08（六）迷雁返家路普 115 分

08/23（日）阿拉丁（2019）普 128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地址∣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5樓研習教室

電話∣ 02-2953-7868#1501 服務臺

時間∣ 18:30

08/08（六）＊小小兵護 91 分

時間│ 15:00

．影片前加註「＊」為卡通片或動畫片，加註「◎」為樂齡電影。

．篇幅有限，僅提供部分電影場次，欲知更多影片放映資訊，請電洽各館舍。

．播放影片與時間如有更動，以活動現場公告為主。

普   普遍級   護   保護級   輔   輔導級   限   限制級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親子閱覽室
地址∣永和區保安路 132 號／ 2樓視聽室

電話∣ 02-2929-0464 陳小姐、沈小姐

時間∣ 14:00

08/01（六）＊公主與青蛙普 98 分

08/02（日）＊史瑞克：快樂 4神仙普 93 分

08/08（六）＊功夫熊貓 2 普 90 分

08/09（日）＊戴帽子的貓普 57 分

08/15（六）＊神偷奶爸普 96 分

08/16（日）＊神偷奶爸 2 普 98 分

08/22（六）＊神偷奶爸 3 普 89 分

08/23（日）＊送子鳥普 100 分

08/29（六）＊飛機總動員普 84 分

08/30（日）＊打獵季節 3 普 75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地址∣中和區南山路 236 號／ 8樓

電話∣ 02-2949-2767#24 吳小姐

時間∣ 14:00

08/11（二）◎貓咪咖啡廳普 9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員山分館
地址∣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2 樓／活動教室

電話∣ 02-8221-1152 江小姐

時間∣ 14:00

08/22（六）卡爾邦尼亞普 41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地址∣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2樓演講廳

電話∣ 02-2981-4887#11、13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捍衛聯盟護 97 分

08/02（日）1公升的眼淚普 98 分

08/08（六）＊勇敢傳說護 93 分

08/09（日）手紙普 122 分

08/16（日）姐姐的守護者普 131 分

08/23（日）救救菜英文普 134 分

08/29（六）＊腦筋急轉彎普 95 分

08/30（日）摯友維尼普 104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
地址∣三重區重安街 70 號／ 3樓多功能室

電話∣ 02-2976-872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納尼亞傳奇：黎明行者號普 113 分

08/02（日）＊瓦力普 98 分

08/04（二）◎真愛挑日子輔 107 分

08/08（六）MIB 星際戰警 3 護 106 分

08/09（日）＊腦筋急轉彎普 95 分

08/11（二）◎九降風輔 107 分

08/16（日）＊嚕嚕米漫遊蔚藍海岸普 77 分

08/18（二）◎不一樣的月光 :尋找沙韻護 99 分

08/23（日）＊哆啦 A夢：大雄的秘密道具博物館護 104 分

08/29（六）破風護 125 分

08/30（日）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普 10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田中分館
地址∣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40 巷 51 號／ B1 視聽室

電話∣ 02-2988-5482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玩具總動員 4 普 100 分

08/02（日）＊樂高史酷比：好萊塢鬧鬼記護 72 分

08/08（六）蜘蛛人：返校日護 133 分

08/09（日）＊黑貓魯道夫普 89 分

08/15（六）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普 111 分

08/16（日）超能蟻男孩護 77 分

08/22（六）牧羊小英雄普 105 分

08/23（日）＊芭蕾奇緣普 90 分

08/29（六）愛國者行動輔 133 分

08/30（日）獅子王（2019）普 118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東區分館
地址∣三重區溪尾街 303 號／ 4樓演講廳

電話∣ 02-2857-5270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2（日）＊鼠來寶：鼠喉大作讚普 92 分

08/08（六）＊神偷奶爸 3 普 89 分

08/09（日）＊功夫熊貓 3 普 94 分

08/15（六）＊航海王：被詛咒的聖劍普 95 分

08/16（日）＊小小兵護 91 分

08/22（六）＊雷霆戰狗普 99 分

08/23（日）＊頑童皮諾丘普 80 分

08/29（六）流言終結者：鯊魚特輯普 90 分

08/30（日）流言終結者：驗證電影迷思普 9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長安分館
地址∣蘆洲區長安街 96 號 3 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847-5873 潘小姐

時間∣ 13:30

08/04（二）◎老爸不好當普 103 分

08/12（三）＊馴龍高手 3 普 104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藝文中心
地址∣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7 樓／視聽室

電話∣ 02-8282-1951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幻土輔 96 分

08/04（二）＊食破天驚 2 普 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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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三）＊大英雄天團 102 分

08/06（四）＊無敵破壞王 2：網路大爆走普 112 分

08/07（五）＊樂高蝙蝠俠普 105 分

08/08（六）阿拉丁（2019）普 128 分

08/11（二）◎日本沉沒普 134 分

08/14（五）我是傳奇護 100 分

08/21（五）移動迷宮：死亡解藥輔 143 分

08/25（二）◎南風普 94 分

08/28（五）失魂輔 111 分

08/29（六）蜘蛛人：返校日護 13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成功分館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 165 號／ 4樓故事屋

電話∣ 02-2293-5827 服務臺

時間∣ 15:00

08/01（六）＊憤怒鳥玩電影普 97 分

08/15（六）＊恐龍當家普 9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地址∣土城區中正路 18 號／ 3樓演講廳

電話∣ 02-2260-2952#1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海洋奇緣普 107 分

08/08（六）蟻人與黃蜂女護 118 分

08/15（六）＊幸福路上普 110 分

08/22（六）與神同行輔 140 分

08/29（六）＊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普 9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親子分館
地址∣土城區中州路 28 巷 30 號／ 4樓研習教室

電話∣ 02-2267-8901#9 服務臺

時間∣ 10:00

08/01（六）＊芭蕾奇緣普 9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
地址∣三峽區學成路 396 號／ 3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8671-5735#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4（二）世界大對戰護 105 分

08/05（三）巨蟲之島普 60 分

08/13（四）＊冰雪奇緣普 102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樹林三多圖書閱覽室
地址∣樹林區福興街 17 號／ 2樓研習教室

電話∣ 02-2676-1737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2（日）悟空傳護 124 分

08/09（日）＊威利的異星大冒險普 89 分

08/16（日）貓咪咖啡廳普 90 分

08/23（日）胡桃鉗與奇幻四國普 99 分

08/30（日）解憂雜貨店普 131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鶯歌分館
地址∣鶯歌區中山路 150 號／ B1 故事劇場

電話∣ 02-2678-0219#10 張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普 111 分

08/09（日）阿嬤的夢中情人護 125 分

08/16（日）＊你的名字普 107 分

08/23（日）愛，穹蒼輔 112 分

08/30（日）不能說的秘密普 101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中港分館
地址∣新莊區中港路 350 號／ 7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991-2053#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我的冠軍老爸普 110 分

08/08（六）野球少年護 119 分

08/15（六）愛的萬物論普 123 分

08/22（六）林書豪旋瘋─籃球．信仰．林來瘋普 88 分

08/29（六）夏天的尾巴普 10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裕民分館
地址∣新莊區裕民街 136 號／4 樓兒童區、6 樓銀髮俱樂部

電話∣ 02-2901-9047#10 服務臺

時間∣ 10:00（4 樓）

08/08（六）＊萌牛費迪南普 109 分

08/22（六）＊魔法奇緣：樂佩女王普 45 分

時間∣ 14:00（6 樓）

08/25（二）◎星星守護犬普 12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福營分館
地址∣新莊區四維路 9號／ 3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203-7877#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4（二）◎朵拉與失落的黃金城普 102 分

時間│ 10:00

08/08（六）＊比得兔普 93 分

08/22（六）小飛象（2019）普 11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西盛分館
地址∣新莊區西盛街 216 號／ B1 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203-5574#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15（六）＊幸福路上普 110 分

08/04（二）◎老大人普 95 分

08/25（二）◎鐵獅玉玲瓏護 1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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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分館
地址│汐止區新臺五路一段 268 號 5 樓／多功能活動室

電話│ 02-2641-5308#211-214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11（二）◎樹上的父親普 100 分

08/25（二）◎我是妳的眼普 8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大同分館
地址│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 號／ 2樓演講廳

電話│ 02-2642-7323#11-12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8（六）樹上的父親普 100 分

08/22（六）＊女王的柯基普 85 分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地址∣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151 號／ 1樓演藝廳

電話∣02-2212-8905#205翁小姐（平日）、#101服務檯（假日）

時間∣ 14:00

08/08（六）＊馴龍高手 3 普 104 分

08/22（六）獅子王（2019）普 118 分

08/29（六）蜘蛛人：離家日普 13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地址∣三芝區淡金路一段 37 號／ 1樓團體視聽室

電話∣ 02-2636-2331# 王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表情符號電影普 86 分

08/09（日）老爸不好當普 103 分

08/11（二）◎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普 89 分

08/16（日）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普 102 分

08/23（日）名偵探皮卡丘普 104 分

08/25（二）◎給妻子的 1778 個故事普 140 分

08/30（日）蜘蛛人：返校日護 13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門分館
地址∣石門區中央路 9-3 號 2 樓／兒童閱覽區

電話∣ 02-2638-1202#12 潘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尖叫旅社 2 普 92 分

08/09（日）追婚日記普 104 分

08/11（二）◎高年級實習生護 121 分

08/16（日）爸媽不在家護 100 分

08/23（日）海賊：汪洋爭霸護 129 分

08/30（日）救救菜英文普 134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金山分館
地址∣金山區龜子山 8號／ 3樓團體視聽區

電話∣ 02-2498-4714#201 簡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驚奇隊長護 124 分

08/09（日）＊小豆腐大冒險普 86 分

08/11（二）◎天倫之旅護 100 分

08/16（日）異星入境護 116 分

08/23（日）＊枕邊故事普 84 分

08/30（日）格列佛遊記護 85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
地址∣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4 樓／閱覽室

電話∣ 02-2492-4490#12 何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艾莉塔：戰鬥天使輔 122 分

08/09（日）2012 護 158 分

08/11（二）◎有你真好普 87 分

08/16（日）暮光之城：無懼的愛護 122 分

08/23（日）＊名偵探柯南：天空的劫難船護 102 分

08/30（日）危機救援普 124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
地址∣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 65 號

電話∣ 02-2663-1354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8（六）＊玩具總動員 3 普 103 分

08/22（六）樹上的父親普 10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地址∣平溪區公園街 17 號 3 樓／視聽室

電話∣ 02-2495-2422 服務臺

時間∣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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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六）＊酷巴：尋斑大冒險普 85 分

08/08（六）＊馬克吐溫歷險記普 86 分

08/15（六）＊大英雄天團普 102 分

08/22（六）＊你的名字普 107 分

08/29（六）＊傻羊羊大冒險輔 7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坪林分館
地址∣坪林區國中路 3號／ 2樓多功能活動室

電話∣ 02-2665-7499 服務臺

時間∣ 13:00

08/26（三）＊冰雪奇緣普 102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貢寮分館
地址∣貢寮區仁愛路 79 號 3 樓／視聽室

電話∣ 02-2490-3203 商小姐

時間∣ 14:00

08/05（三）＊嚕嚕米漫遊蔚藍海岸普 77 分

08/12（三）＊小精靈找麻煩護 88 分

08/19（三）七盜賊護 86 分

08/26（三）＊小小兵護 91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雙溪分館
地址∣雙溪區太平路 50 號 3 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493-3768#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狗狗的旅程普 108 分

08/08（六）小島來了陌生爸爸普 84 分

08/15（六）＊女王的柯基普 85 分

08/22（六）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普 108 分

08/29（六）我是你的眼普 89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地址∣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5樓多功能活動室

電話∣ 02-2622-4664#255 林小姐、#257 吳小姐

時間∣ 14:00

08/02（日）＊神偷奶爸普 96 分

08/09（日）＊泰瑞的冒險王國普 97 分

08/11（二）◎幸福快遞護 93 分

08/16（日）與神同行：最終審判輔 142 分

08/23（日）蜘蛛人：返校日護 133 分

08/30（日）蜘蛛人：離家日普 130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分館
地址∣泰山區全興路 212 號／ 5樓視聽室

電話∣ 02-2909-1727#11 服務臺

時間∣ 14:00

08/01（六）＊歡樂好聲音普 107 分

08/05（三）＊憤怒鳥普 97 分

08/08（六）＊開運兔普 95 分

08/11（二）◎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普 127 分

08/12（三）＊可可夜總會普 128 分

08/15（六）小丑魚普 90 分

08/19（三）＊野狼歷險記普 88 分

08/22（六）心動奇蹟普 125 分

08/26（三）＊憶世界大冒險普 76 分

08/29（六）＊貓頭鷹守護神普 97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分館
地址│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4樓兒童閱覽室

電話│02-2609-1417#12 服務臺（假日）、#11蔡小姐（平日）

時間│ 14:00

08/04（二）＊動物方城市普 109 分

08/05（三）＊大英雄天團普 102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八里分館
地址│八里區舊城路 19 號／ 6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610-3385 洽 6 樓櫃檯

時間│ 13:30

08/04（二）101 真狗普 103 分

08/07（五）王牌威龍 2：非洲大瘋狂普 96 分

08/11（二）搶救馬寶貝普 92 分

08/14（五）佐賀的超級阿嬤普 112 分

08/18（二）比佛利拜金狗 2 普 84 分

08/21（五）＊打獵季節：狼人不要來普 85 分

08/25（二）小怪手超級任務普 86 分

08/28（五）小飛象（2019）普 1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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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庚子鷄籠中元祭活動

時間∣ 08/19-09/17
地點∣詳官網公告

電話∣ 02-2422-4170#367 李小姐

費用∣免費

網站∣ www.rs-event.com.tw/2020kmsgf/

一年一度的鷄籠中元祭，

將在 8 月盛大展開，為

臺灣著名的文化節慶，更

是臺灣首屈一指的「國家

文化資產」。長達一個月

的活動，依照傳承百年的

習俗，舉辦各項祭典科儀

及特色活動，最為人知的

「放水燈」和「遊行」活

動，因受新冠肺炎影響，

以「車隊遶境祈福」取代。

  www.tycg.gov.tw ◎桃園市

2020 桃園國際插畫大展

時間∣ 08/13-09/06，週二～週日

地點∣桃園展演中心／ 1 樓展場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電話∣ 03-3170-511#8302 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費用∣免費

以「未來？未來！」為主

題，邀集國內外插畫創作

者徵件競賽。2020 年人

們面臨許多挑戰，希冀透

過插畫競賽成果及展覽，

成為人們抒發心情及慰藉

的泉源。此展也力邀來

自 8 個國家共 15 位創作

者共同參與，創作涵蓋

插畫、動態圖像設計、飾

品，以及當代藝術創作等

多元領域。

2020 富岡鐵道藝術節

時間∣ 08/14-08/23
地點∣桃園富岡火車站及周邊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富岡里成功路 37 號

電話∣ 03-3322-592#8702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費用∣免費

桃園富岡原名「伯公岡」，本為農村客家小鎮，

1929 年鐵道改行經當地，設置車站使商業市街

  www.culture.gov.tw◎ 臺北市 

時間在哪裡

時間∣ 07/04-11/08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

電話∣ 02-2595-7656 服務臺

費用∣ 30 元

網站∣ reurl.cc/D9k8vE

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看

不見」的事

物，它們存

在，卻不一

定被覺察。

像是風、像

是聲音，以

及時間。這項藝術教育計畫將和觀眾一起透過作

品參與，認識藝術家對「時間」的觀察和思考，

並藉由創作、閱讀、書寫等方式，開啟自己對時

間的探索。

2020 臺北藝術節

時間∣ 07/31-09/06
地點∣詳官網公告

電話∣ 02-2599-7973 服務臺

費用∣詳官網公告

網站∣ www.artsfestival.taipei

以「Super@#$%?」作為策展主題，看似亂碼

般的標題，藏於其中的是大眾熟識的符號，隱含

認定的意象標籤。今年的節目期盼透過既定的符

號框架，探討現今人類的能力如何超越標籤化及

既定的方法準則而增長或增強，並與大家一同探

索那些超人類或超自然的多重關係。

  www.klccab.gov.tw◎ 基隆市 

李至玄「三度空間」創作個展

時間∣ 08/04-08/23
地點∣基隆文化中心／第二陳列室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電話∣ 02-2422-4170#389 李小姐

費用∣免費

三度空間的概念是以「三」為發想主軸，在三度

立體的藝術展場空間裡，展示二度平面的繪畫形

式，呈現出三種不同風格創作！作品內容包括：

手繪玻璃、星空夜景、動物三大主題。表現手法

包括三大媒材：油畫、壓克力、彩繪窯燒。

興盛，於老街上仍可見保留一排巴洛克立面古

宅，見證昔時繁榮。邀請大家參加「富岡鐵道藝

術節」，悠閒漫步小鎮，還有滿滿表演和活動精

采可期！

culture.hcccb.gov.tw◎新竹市

2020 年竹塹國樂節

時間∣ 07/18-08/22
地點∣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地址∣新竹市東大路二段 17 號

電話∣ 03-542-0121#306 曾先生

費用∣免費

適逢十週年，邀請國內臺灣五大職業樂團齊聚竹

塹城，還有各地優秀的團

隊輪番上陣，期能為新

竹市民帶來不同的音樂

體驗。自 7 月 18 日起，

連續 6 週的假日音樂會

正式開跑。包括 13 場室

內音樂會、2 場戶外音樂

會、2 場講座、1 場國樂

小舞台、國樂營聯隊，節

目精采豐富，內容包羅萬

象，絕對超出想像。

www.hchcc.gov.tw◎ 新竹縣

2020 新竹縣青少年戲劇節─造與躁

時間∣ 08/15-08/16
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園區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 號

電話∣ 03-5510-201#303 廖先生

費用∣免費

網站∣ fun.hchcc.gov.tw

由阮劇團、「不然，B 計

畫」劇團、玄奘大學影劇

系等共同策劃演出。此次

以「造與躁」作為戲劇節

主題，鼓勵青少年對感興

趣的議題發聲，並針對園

區規劃戶外戲劇節活動，

設計出青少年喜愛的戲劇

及不定點的小表演，另有

熱音開唱、講座及工作坊

等活動，透過戲劇節展現

青春、活力及奇思異想。

 www.mlc.gov.tw◎ 苗栗縣

2020 貓裏表演藝術節

時間∣即日起至 10/24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前廳

　　　苗北藝文中心

電話∣ 037-352-961#617 邱先生

費用∣免費

邀請獨立樂團及藝文團隊演出，推出「星空音

樂會」、「中正堂前偶

劇」、「黑盒子劇場」

及「傑出演藝團隊年度

演出」4 大系列藝文展

演活動。活動自 7 月 3
日開跑，持續到 10 月

24 日，不僅加深在地表

演藝術團隊、學校、社

區、店家連結，更藉以

帶動表演藝術的欣賞風

氣。此外也推出「看表

演送好禮」的活動，詳

情可至官網查詢。

  www.ilccb.gov.tw◎ 宜蘭縣

2020 宜蘭童玩星光樂園

時間∣即日起至 08/30，16:00-21:00
地點∣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二段 2 號

電話∣ 03-9600-322 服務中心

費用∣免費

網站｜ www.yicfff.tw

今年暑假，宜蘭縣政府在冬山河親水公園推出

「2020 宜蘭童玩星光樂園」，活動期間免票入

園，每天下午 4 點到晚上 9 點，越夜越精采。宜

蘭童玩藝術節繼去年推出星光場，成功吸引遊客

留宿帶動宜蘭夜經濟，今年童玩節替代活動「宜

蘭童玩星光樂園」，從傍晚到夜晚安排魔幻星光

水舞秀、星空舞臺、星光遊藝踩街、星光遊戲場

等星光系列活動，打造冬山河親水公園成為極具

魔力的星光樂園！

城外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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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故變更，請以各館所官網公告為主，也建議您欲參與活動時先上各館所官網或
電洽查詢。資料最後更新日期為 07/16。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www.sshm.ntpc.gov.tw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 號                                     

探索王子號虛擬實境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第一虛擬實境體驗室

海洋冒險虛擬實境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第二虛擬實境體驗室

考古工作站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 樓常設展廳

八里時光機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 樓環形展廳

十三行生活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 樓常設展廳

山水八里─八里人文與自然特展
即日起至 2021/01/17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第一特展廳

2020 新北南島文化節
08/01-08/02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十三行博物館、新北考古公園

彩虹的誓約─泰雅編織文化特
08/01-2021/01/03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 樓長廊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www.ceramics.ntpc.gov.tw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200 號                                       

古技新用─賴羿廷現代陶創作展
即日起至 08/09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B1 陶藝長廊

夏日 FUN 陶盤
即日起至 09/30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2 陶藝研習室

亞熱帶花園動物狂歡派對
即日起至 09/30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1 兒童體驗室

亞熱帶花園：彩繪陶瓷展
即日起至 10/11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3 樓特展室

亞熱帶花園：彩繪陶瓷展「親子導覽」
即日起至 10/11

02-8677-2727#710、711 旅遊秘書中心
 3 樓特展室

鶯歌的孩子會做陶─彩繪深耕計畫成果展
即日起至 10/11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3 樓市民陶藝平臺

寶寶壓印體驗
即日起至 12/31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1 兒童體驗室

抓週─陶福氣 成長禮，闖關趣
即日起至 12/31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1 兒童體驗室

「小陶窩」親子遊憩區
即日起至 12/31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小陶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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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坯 DIY
即日起至 12/31（假日）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陶瓷藝術園區

腳踢轆轤示範秀
即日起至 12/31（假日）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陶瓷藝術園區

愛地球：環教系列課程
即日起至 12/31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鶯歌陶瓷博物館

楊欣怡：創作進行式
08/14-10/04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B1 陶藝長廊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www.tshs.ntpc.gov.tw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8 巷 1 號（紅毛城）、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

段 6 巷 34-1 號（滬尾 臺）、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316 號（得忌利士

洋行）、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59 號（淡水海關碼頭）、新北市淡水區

馬偕街 19 號（多田榮吉故居）、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2 巷 5 號（淡水日本警官宿舍）、新北

市淡水區觀海路 91 號 3 樓、5樓（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滬尾之役影像館
即日起

02-2623-1001 服務臺
 淡水海關碼頭 B棟倉庫

滬尾之役體驗館
即日起

02-2623-1001 服務臺
 淡水海關碼頭 C棟倉庫

滬尾之役故事館
即日起

02-2629-9522 服務臺
 得忌利士洋行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即日起

02-2623-1001 服務臺
 淡水紅毛城

滬尾之役軍史館
即日起

02-2629-5390 服務臺
 滬尾礮臺

積木共和國
即日起

02-2805-0308 服務臺
 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3樓

自畫像不像─「畫話社」聯展Ⅲ
07/25-09/23

02-2805-0308 服務臺
 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5樓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www.gep.ntpc.gov.tw

 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 8號                                         

黃金博物館定時導覽解說
平日 10:00、14:00、15:00
假日 10:00、11:00、14:00、15:00

02-2496-2800#2866 林先生
 遊客中心

淘金體驗活動（團體請於上班日 09:30-16:00 電話預約）
即日起，10:30、11:30、13:30、14:30、15:30

02-2496-2860 預約專線
 黃金館 3樓淘金區

樂齡日活動：本山五坑樂齡體驗去
即日起，每週二

02-2496-2800#2866 林先生
 本山五坑

2020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成果展
即日起至 11/01

02-2496-2800#2868 林小姐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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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戲開鑼！ 109 年傳統藝師展演活動─傳統藝師匯演
即日起至 08/23，每週六及 08/23，19:00-20:00

02-2965-3061#33 林小姐
 林本源園邸

實境解謎線上遊戲體驗
08/02（日）起

02-2965-3061#33 林小姐
 林本源園邸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www.435.culture.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                                       

植樸之美 &釉上瓷顏─吳惠玲押花暨低溫釉上瓷畫個展
即日起至 08/16

02-2969-0366#38 鄭小姐
 華江館、新海館

來聽豬說故事─朱君插畫儀個展
即日起至 08/30

02-2969-0366#38 鄭小姐
 大漢館

圓變變─賴美秀壓克力顏料平面創作展覽
08/01-08/13

02-2969-0366#38 鄭小姐
 光復館、華翠館

從前有座桃花源─張婷雅版畫個展
08/18-08/30

02-2969-0366#38 鄭小姐
 萬板館

新北市藝文中心
 www.artcenter.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一瞬之默─王立心肖像畫個展
07/31-08/12（08/03 休館）

2950-9750#116 施小姐
 第三展覽室

《宮崎駿動畫配樂》交響音樂會
08/01（六）10:30、14:30

032-850-613 狂美交響管樂團
 演藝廳

給火星人類學家─ 2020 國際當代主題展
08/04-09/28（09/07 休館）

2950-9750#112 洪小姐
 第一、二展覽室

童聲歡樂唱─ 2020 臺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年度公演
08/08（六）19:30

 0952-289-124臺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演藝廳

新北市青少年管弦樂團 109 年度音樂發表會
08/09（日）14:00

 02-2276-9020#831、833 新北市青
少年管弦樂團
 演藝廳

琴深／情深：張博翔 2020 鋼琴獨奏會
08/15（六）19:30

 02-2950-9750#107 劉小姐
 演藝廳

2020 樂壇新星音樂會
08/15-08/16

 02-2950-9750#107 劉小姐
 演藝廳

藝痕再現─李文杰繪畫創作展
08/15-08/30

 2950-9750#111 林小姐
 第三展覽室

U18 爵士少年音樂會
08/16（日）19:30

 02-2950-9750#107 劉小姐
 演藝廳

第七屆國際世界藝術大賽
08/19（三）14:00、19:30

 02-2969-9257wbac世界芭蕾藝術大賽
 演藝廳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www.library.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109 年閱讀起走步─嬰幼兒閱讀禮袋領取
08/01-08/31

02-2935-7868#8009 鄭小姐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各分館及新
北市各戶政事務所

寶寶愛看書．嬰幼兒故事活動
 08/07（五）、08/10（一）10:30（平日場，平日場 0-3 歲寶寶
及家長）
08/15（六）10:30、11:15（假日場，0-3歲、4-5歲寶寶及家長）
每場限額 20 組

02-2953-7868#8009 鄭小姐
 兒童室 3樓舞臺區

中華儒道協會心性智慧講座：經營幸福的人生
08/08（六）14:00-16:00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1 樓活動推廣區

新住民媽媽說故事
08/09（日）、08/23（日）11:00-12:00 

02-2953-7868#8009 鄭小姐
 兒童室 3樓舞臺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情緒系列講座：
孩子，你到底想說什麼？─嗆聲世代的溝通心法
08/15（六）09:30-11:30

02-2953-7868#8013 許小姐
 9 樓會議室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公益健康講座：骨骼健康．快樂生活
08/16（日）10:00-12:00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3 樓演講廳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公益健康講座：子宮內膜癌防治．掌握先機
08/16（日）14:00-16:00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3 樓演講廳

亞東醫院健康充電站：週邊血管疾病與靜脈曲
08/25（二）14:30-15:30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1 樓活動推廣區

中華儒道協會心性智慧講座：最好的安排─死亡．愛．時間
08/29（六）14:00-16:00

02-2953-7868#8010 鄭小姐
 1 樓活動推廣區

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
 www.tea.ntpc.gov.tw

 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 19-1 號                                    

茶多酚實驗室─五感六識品茗特展
即日起至 11/08

02-2665-6035#101 諮詢站
 展示館 B1

茶山學特展
即日起至 2021/06/20

02-2665-6035#101 諮詢站
 展示館 1樓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www.linfamily.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 9號                                         

林本源園邸定時導覽解說
平日 10:00、11:00、14:00、15:00
假日 10:00、11:00、14:00、14:30、15:00

02-2965-3061#23 服務臺
 林本源園邸

好戲開鑼！ 109 年傳統藝師展演活動─傳統工藝藝師聯展
即日起至 08/23，09:00-17:00

02-2965-3061#32 呂小姐
 林本源園邸

好戲開鑼！ 109 年傳統藝師展演活動─工藝體驗活動
即日起至 08/23，每週六，14:00-16:00

02-2965-3061#32 呂小姐
 林本源園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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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偈─苗栗縣青少年國樂團 20 週年系列音樂會
08/20（四）19:30

 037-362-787 苗栗縣青少年國樂團
 演藝廳

2020 巴雀弦樂團年度巡演─東方音緣
08/21（五）19:30

 036-683-642 巴雀弦樂團
 演藝廳

欣響室內管樂團─ 2020 欣響室內管樂團定期音樂會
08/23（日）14:00

 0935-168-414 欣響室內管樂團
 演藝廳

七仙女古典舞劇慈善公演
08/29（六）19:00

 02-2550-8886 劉麗麗舞蹈團
 演藝廳

淨 Innocence ─松風管樂團第十一季年度音樂會
08/30（日）14:30

 0930-586-225 松風管樂團
 演藝廳

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www.yalac.ntpc.gov.tw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390 號 2 樓                                   

遇見「三隻小豬」─星兒世界探索畫展
08/01-08/31

 02-2929-8830 服務臺
 展覽室

空軍三重一村
 www.culture.ntpc.gov.tw/military_village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86 巷                                      

「一日眷村聽民歌」典藏展
即日起至 11/01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20 號眷舍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大學城 VS. 音樂磁場／凃佩岑
08/01（六）10:30-12:0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梁弘志與我的音樂夢／于台煙
08/01（六）15:00-16:3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
用音樂陪伴身障者走世界的下一步／朱萬花（夢想者聯盟）
08/08（六）10:30-12:0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忘了時間，卻忘不了的青春夢／王海玲
08/08（六）15:00-16:3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駐唱歌手的青春記事／古勝中
08/15（六）10:30-12:0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
人海中遇見的人生之歌／殷正洋
08/15（六）15:00-16:3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我的青春我的歌／周美蒂
08/22（六）10:30-12:0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我用音樂醫美我的人生／詹育彰
08/22（六）15:00-16:3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黑白鍵上的民歌音符／黃晨富
08/29（六）10:30-12:0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唱自己的歌講唱會：一把吉他唱進全世界─我的創作比較幽默
但你應該都懂／ PiA 吳蓓雅
08/29（六）15:00-16:30

02-2960-3456#4599 張小姐
 四連棟小劇場

樹林藝文中心                                     
 bit.ly/2QMGZkP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8 號  　　　　　　　　　　　　　　  　

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土壤科普劇《沒有人愛我》
08/08（六）14:30

 03-950-1977 無獨有偶劇團工作室
涂小姐
 演藝廳

亦宛然掌中劇團─經典劇目《白蛇傳》
08/16（日）14:00

02-2636-9174 亦宛然掌中劇團
 演藝廳

豐年文化藝術團《根、新─不要忘記回家的路》
08/23（日）19:30

 0928-806-953豐年文化藝術團陳小姐
 演藝廳

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賴翠霜舞創劇場《家．溫℃ +》
08/29（六）19:30
08/30（日）14:30

 0988-890-056賴翠霜舞創劇場林小姐
 演藝廳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www.hakka.ntpc.gov.tw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回憶時客─ 15 週年風華再現展
即日起至 10/25

02-2672-9996#307 吳小姐
  1 樓藝靚坊、2 樓巧之藝廊、常設
展區

Hakka 好學園：客家纏花北部賞析（文創講座）
08/01（六）

02-2672-9996#303 曾小姐
 會議廳

Hakka 好學園：醬缸藝術（脆筍醃漬）
08/02（日）

02-2672-9996#303 曾小姐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Hakka 好學園：客家纏花南部賞析（文創講座）
08/29（六）

02-2672-9996#303 曾小姐
 會議廳

烏來泰雅博物館
 www.atayal.ntpc.gov.tw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 12 號       　　　　　　　　　　　　　　　  　

從泰雅族發源地說起
即日起

02-2661-8162 服務臺
 1 樓

獨具特色的泰雅器物、生命哲學─祖靈 Utux
即日起

02-2661-8162 服務臺
 2 樓

木竹為主的泰雅建築、華美精細的編織藝術
即日起

02-2661-8162 服務臺
 2 樓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www.nhrm.gov.tw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 號　　　　　　　　　　　　　　　　　　　  

我是兒童 我有權利─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 週年主題特展
即日起至 08/31，週二～週日，09:00-17:00

02-2218-2438#348 錢小姐
 兵舍 5號、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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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有一站～美麗島─美麗島 40 週年主題特展
即日起至 09/30，週二～週日，09:00-17:00

02-2218-2438#308 林小姐
 第一法庭

銬！我被抓了 ?! ─ 2020 言論自由日特展
即日起至 12/13，週二～週日，09:00-17:00

02-2218-2438#348 錢小姐
 仁愛樓美工工廠

「109 年度人權繪本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第一階段：
基礎課程「那段受迫害的童年」臺灣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08/01（六）14:00-17:00

02-2218-2438#315 劉小姐
 繪本教室

「109 年度人權繪本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第二階段：
進階課程「臺灣的人權繪本與故事」
08/22（六）14:00-17:00

02-2218-2438#315 劉小姐
 遊客服務中心 2樓

「109 年度人權繪本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第二階段：
進階課程「柯札克如是說」
08/29（六）14:00-17:00

02-2218-2438#315 劉小姐
 遊客服務中心 2樓

國立臺灣圖書館
 www.ntl.edu.tw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臺灣好地方─館藏舊籍地方制度暨方志類書展
即日起至 08/30

02-2926-6888#5413 蔡小姐
 6 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2019 年好書大家讀得獎書展
即日起至 08/30

02-2926-6888#3512 史先生
 3 樓新書展示區

閱讀沙龍系列活動：
當棄業變成志業，臺灣走向世界／買買氏女士
08/01（六）14:00-16:00

02-2926-6888#3517 黃小姐
 1 樓臺灣藝文走廊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頭家娘與職業婦女們
08/01-08/30

02-2926-6888#4221 陳先生
 5 樓參考室

8月主題書展
08/04-08/30

02-2926-6888#3512 史先生
 2 樓新書展示區

8月青少年「資訊素養」主題書展
08/04-08/30

02-2926-6888#3512 史先生
 3 樓新書展示區

與作家有約：疾病，從大腦失衡開始
08/07（五）14:00-15:30

02-2926-6888#5405 余小姐
 1 樓簡報室

科普系列講座：臺灣的柴燒陶藝
08/08（六）09:30-11:30

02-2926-6888#4212 楊先生
 4 樓 4045 教室

閱讀講座：陳欣希教授的共讀與識讀課
08/08（六）14:00-16:00

02-2926-6888#5405 余小姐
 B1 演藝廳

閱讀講座：女子浪流連─然後，我愛上和海虛度時光
08/14（五）14:00-15:30

02-2926-6888#5405 余小姐
 1 樓簡報室

臺灣學系列講座：家有杜氏─戰後臺灣女性的生活技藝與知識
08/15（六）09:30-12:20

02-2926-6888#4221 陳先生
 4 樓 4045 教室

楊喚，生日快樂─ 2020 蕭寶玲插畫展
08/19-09/06，週二～週日，09:00-17:00

02-2926-6888#5416 程小姐
 4 樓雙和藝廊

科普系列講座第：臺灣陶瓷文化與藝術概述
08/22（六）09:30-11:30

02-2926-6888#4212 楊先生
 4 樓 4045 教室

109 年電影聽賞活動：心靈鑰匙
08/22（六）14:00-17:00

02-2926-6888#2113 臧小姐
 B1 演藝廳

閱讀沙龍系列活動：閱讀音符的美妙／羅思容
08/29（六）14:00-17:00

02-2926-6888#3517 黃小姐
 1 樓簡報室

世界宗教博物館
 www.mwr.org.tw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236 號                                   

遇見神佛 9號─祈福漫畫特展（古往今來篇）
即日起至 10/18，週三～週日

02-8231-6118 服務臺
 6 樓第一特展區

街頭巷尾有神明 2.0 ─宗教地景研究調查成果展
即日起至 10/18，週三～週日

02-8231-6118 服務臺
 6 樓第二特展區

愛與勇氣的冒險之旅─生命教育主題系列特展
即日起至 12/27，週三～週日

02-8231-6118 服務臺
 7 樓愛的星球兒童館

動物守護神─漫畫文創加值工作坊
08/01（六）10:00-17:0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6 樓多功能教室

父親節說故事活動
08/08（六）14:00-15:0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7 樓愛的星球兒童館

兒童生命教育系列電影─小豆腐大冒險
08/15（六）13:20-16:0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7 樓宇宙創世廳

日本動漫「年輕化」的宗教形象
08/16（日）13:30-15:3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7 樓宇宙創世廳

奇幻精靈說故事活動
08/22（六）14:00-15:0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7 樓愛的星球兒童館

田野調查主題講座
08/23（日）13:30-15:3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6 樓多功能教室

街頭巷尾有神明 2.0 ─廣濟宮、福和宮走讀活動
08/30（日）13:00-17:00

02-8231-6118#8303 張小姐
 世界宗教博物館、廣濟宮、福和宮

朱銘美術館
 www.juming.org.tw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 2號                                         

大小運動會
即日起至 12/31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Art 多一點實驗室

藝術家互動展─後製造
即日起至 2021/01/03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兒童藝術中心

2020 年朱銘美術館年度特展─創藝運動場
即日起至 2021/01/24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第一展覽室

相／像：朱銘雕塑與影像的形構
即日起至 2021/02/28

02-2498-9910#1704 服務中心
 本館 2樓

不朽．朱銘．古沉木太極拱門
即日起至 2021/02/28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本館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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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三郎美術館
 www.yangsanlang.com.tw

 新北市永和區博愛街 7號                                         

美術館畫作觀賞
即日起，週三～週日

02-2927-0077 胡小姐
 1-5 樓、古蹟室、畫室

學生團體免費預約參觀日（全國高中以下學生）
即日起，週三～週四，10:00、14:00

02-2927-0077 胡小姐
 楊三郎美術館

父親節活動
08/08（六）

02-2927-0077 胡小姐
 楊三郎美術館

夏季日式浴衣體驗
08/23（日）

02-2927-0077 胡小姐
 楊三郎美術館

雲門劇場
 www.cloudgate.org.tw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 6巷 36 號                                

朱銘雕塑：白彩人間系列
即日起至 12/27

02-2629-8558 雲門基金會
 戶外空間

藝術家工作坊─王宇光 &李尹櫻
08/15（六）13:30-16:00

02-2629-8558#3406 劉小姐
 小劇場

蘆洲李宅
 www.luchoulee.org.tw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243 巷 19 號                                  

李友邦將軍手稿史料暨民俗文物展
即日起（週一休館）

02-2283-8896 服務臺
 李友邦將軍紀念館

一個女兵的故事─嚴秀峰女士紀念展
即日起（週一休館）

02-2283-8896 服務臺
 李友邦將軍紀念館

文昌帝君開筆儀禮─知書達禮的歷程
即日起

02-2283-8896#216 李小姐
 居仁廳、由義廳

抓週、收涎─傳統祝福禮讚
即日起

02-2283-8896#216 李小姐
 自得廳、慎初廳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www.taiwancoal.com.tw

 新北市平溪區新寮里頂寮子 5號                                   

世界記憶遺產─日本礦工畫家「山本作兵衛」畫作（複製品）展
即日起至 12/31（週一休館）

02-2495-8680 蔡小姐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國立故宮博物院
 www.npm.gov.tw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慈悲與智慧─宗教雕塑藝術
即日起

02-2881-2021#2511 陳小姐
 101 陳列室

導覽大廳
即日起

02-2881-2021#2262 洪小姐
 102 陳列室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
即日起

02-2881-2021#2621 鄭先生
 103 陳列室

院藏善本古籍選粹
即日起

02-2881-2021#2659 許小姐
 104 陳列室

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
即日起

02-2881-2021#2514 侯小姐
 106 陳列室

國寶聚焦
即日起

02-2881-2021#2718 吳小姐
 107 陳列室

貴冑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
即日起

02-2881-2021#2514 侯小姐
 108 陳列室

摶泥幻化─中國歷代陶瓷展
即日起

02-2881-2021#2515 黃小姐
 201、205 陳列室

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
即日起

02-2881-2021#2515 黃小姐
 203 陳列室

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
即日起

02-2881-2021#2782 方先生
 204、206 陳列室

筆歌墨舞─故宮繪畫導賞
即日起

02-2881-2021#2234 許小姐
 210 陳列室

經典之美─新媒體藝術展
即日起

02-2881-2021#2169 浦小姐
 210 書畫多媒體室

戶外公共藝術〈無為／無不為〉
即日起

02-2881-2021 服務臺
 正館 2樓平臺

南北故宮　國寶薈萃
即日起

02-2881-2021#2332 吳小姐
 302 陳列室

吉金耀采─中國歷代銅器展
即日起

02-2881-2021#2332 吳小姐
 305、307 陳列室

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展
即日起

02-2881-2021#2332 吳小姐
 306、308 陳列室

士拿乎—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
即日起

02-2881-2021 #2514 侯小姐
 303 陳列室

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即日起（需事先網路預約）

02-2881-2021 服務臺
 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攬勝─近現代實景山水畫展
即日起至 09/23

02-2881-2021#2570 劉小姐
 202、208、212 陳列室

天香茄楠─香玩文化特展
即日起至 10/25

02-2881-2021#2514 侯小姐
 304 陳列室

國立臺灣博物館                       
 www.ntm.gov.tw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2號（本館）、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25 號

 （古生物館）、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號（南門館）

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82-2566#201、202 服務臺
 本館 3樓展間

臺博古生物大展：生命的史詩與演化共舞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14-2699#701、702 服務臺
 古生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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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銀行行史展區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14-2699#701、702 服務臺
 古生物館 1樓、2樓

煎熬時代─樟腦產業及南門工場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97-3666#2611、2612 服務臺
 南門館紅樓 1樓

鐵道文化常設展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558-9790#4800、4801 服務臺
 鐵道部園區廳舍 1樓、2樓展間

夢幻古圖─《康熙臺灣輿圖》總動員特展
即日起至 08/30，週二～週日

02-2382-2566#201、202 服務臺
 本館 1樓東展間

從前，有個地方叫邊區─臺博館藏清代古文書解碼特展
即日起至 10/04，週二～週日

02-2382-2566#201、202 服務臺
 本館 1樓西展間

異論「現代」：1935 年臺灣博覽會特展
即日起至 2021/02/28，週二～週日

02-2558-9790#4800、4801 服務臺
 鐵道部園區廳舍 2樓特展區

臺灣鐵道旅館（1908-1945）特展
即日起至 2021/04/30，週二～週日

02-2558-9790#4800、4801 服務臺
 鐵道部園區廳舍 1樓特展區

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特展
即日起至 2021/05/30，週二～週日

02-2397-3666#2611、2612 服務臺
 南門館紅樓 2樓

國立國父紀念館                                  
 www.yatsen.gov.tw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 號                                   

民主共和國之父─孫中山
即日起

02-2758-8008#553 黃先生
 史蹟東室

孫中山與臺灣
即日起

02-2758-8008#549 蔡小姐
 史蹟西室

 于右任先生書法傳承展─紀念于右任先生誕辰 140 周年暨標準
草書藝術薪傳及講座交流
即日起至 08/02

02-2758-8008#553 黃先生
 博愛藝廊

逐光現影─李文杰個展
07/25-08/09

02-2758-8008#550 陳小姐
 逸仙藝廊

國軍第 53 屆文藝金像獎暨空軍第 33 屆藍天美展
07/29-08/12

02-2758-8008#551 吳小姐
 德明藝廊

張翠滿西畫創作展
08/01-08/09

02-2758-8008#555 劉小姐
 翠亨藝廊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2020 會員聯展
08/05-08/17

02-2758-8008#553 黃先生
 博愛藝廊

銀風搖藝—馮秀銀創作展
08/12-08/19

02-2758-8008#555 劉小姐
 翠亨藝廊

台灣記行—陳炳南粉彩創作展
08/12-08/24

02-2758-8008#550 陳小姐
 逸仙藝廊

瀚逸神飛—汪中教授書藝紀念展
08/12-09/22

02-2758-8008#542 汪小姐
 中山國家畫廊

 芳華．意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造形藝術碩士班研
究生陳宛吟、何淑華（文馥）創作展
08/15-08/23

02-2758-8008#551 吳小姐
 德明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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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AH 人類最惡之時
08/15-09/03

02-2758-8008#51 吳小姐
 文華軒、2樓文化藝廊

第四十四屆全國油畫展
08/20-09/02

02-2758-8008#553 黃先生
 博愛藝廊

給我一朵禪的花—金露攝影展
08/22-08/30

02-2758-8008#555 劉小姐
 翠亨藝廊

 金鴻獎全國書法比賽歷屆優勝作品展─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職組
08/26-09/13

02-2758-8008#551 吳小姐
 德明藝廊

放縱色漾─林憲茂油畫創作展 2020
08/27-09/14

02-2758-8008#550 陳小姐
 逸仙藝廊

中正紀念堂
 www.cksmh.gov.tw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 號                                      

志．靚—中正紀念堂第 4屆志工聯展
即日起至 09/27

02-2343-1100#1117 張小姐
 中正紀念堂 1樓藝廊

信樂吹來的風展—台灣×日本交流展
07/29-08/09

02-2343-1100#1064 戴小姐
 中正紀念堂 4展廳

藝文表演：台北市和鳴南樂社團〈千載清音南管吟〉
08/01（六）17:00-17:5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大孝門廣場

 藝文表演：韻清樂舞劇綜合藝術團—黃梅小戲《夫妻觀燈》、《戲
牡丹》
08/02（日）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藝文表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歌仔戲社〈白蛇傳選折〉
08/08（六）17:00-17:5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大孝門廣場

藝文表演：吳蓓雅工作室《2020 放馬過來─ PiA 吳蓓雅》
08/08（六）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璀璨之美—全能書道家黃伯平弟子書畫聯展
08/12-08/23

02-2343-1100#1064 戴小姐
 中正紀念堂 4展廳

藝文表演：南投民族舞團《南投小鎮漫遊》
08/15（六）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藝文表演：鄭勳爵士六重奏《爵士年代─ Big Band Jazz 的浮
華絢爛》
08/16（日）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鏡如人生影展
08/17-08/21，09:30、14:00

02-2343-1100#1138 覃小姐
 演藝廳

藝文表演：奇點劇團《水牛與白鶴仔》
08/23（日）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109 年「璞玉發光—全國藝術行銷活動」得獎者作品聯展
08/26-09/06

02-2343-1100#1064 戴小姐
 中正紀念堂 4展廳

藝文表演：王彙筑《面對愛與不愛，該如何回應？》
08/29（六）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藝學堂：假日親子藝術課程「風裡的飛翔」
08/30（日）10:00-12:00，網路報名

02-2343-1100#1125 姜小姐
 西側 315 教室

藝文表演：正明龍歌劇團—再現「廣播歌仔戲」風華
08/30（日）17:00-18:00

02-2343-1100#1134 朱小姐
 民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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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故變更，請以各館所官網公告為主，也建議您欲參與活動時先上各館所官
網或電洽查詢。資料最後更新日期為 05/10。

中
正
紀
念
堂

國家兩廳院
 npac-ntch.org/zh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1 號
 02-3393-9888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www.artistvillage.org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7號（台北國際藝術村）、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4 弄 2 號（寶藏巖）

 02-3393-7377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taipei.ntcri.gov.tw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1 號
 02-2388-7066

城市舞台
 163.29.252.21/big5/ArtInfoList.asp?Item=3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5 號
 02-2577-5931

水源劇場
 bit.ly/2p3830l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92 號 10 樓
 02-2362-5221

文山劇場
 www.facebook.com/wenshantheater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 32 號
 02-2933-2199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www.tpac-taipei.org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四段 200 號 3 樓
 02-2599-7973

臺灣戲曲中心
 tttc.culture.tw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51 號
 02-8866-9600

大稻埕戲苑
 www.facebook.com/dadaochen2011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 8、9 樓
 02-2556-9101

台北偶戲館
 www.pact.taipei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 99 號 2 樓
 02-2528-9553

北投文物館
 www.beitoumuseum.org.tw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32 號
 02-2891-2318

西門紅樓
 www.redhouse.taipei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 號
 02-2311-9380

更多臺北市藝文館所資訊
未列於前述表單中之臺北市藝文館所尚有以下各館，欲知其活動詳情，請洽各館官網或電洽查詢。

臺北市立美術館
 www.tfam.museum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                                 

王大閎建築劇場
即日起

02-2595-7656#303 洪小姐
 王大閎建築劇場

2020X-site《膜》─多重真實
即日起至 08/09

02-2595-7656#314 黃小姐
 戶外廣場

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
即日起至 11/01

02-2595-7656#203 簡小姐
 3 樓 3A 展覽室

未完成，黃華成
即日起至 11/08

02-2595-7656#207 高小姐
 3 樓 3B 展覽室

「時間在哪裡」團體預約導覽
即日起至 11/14

02-2595-7656#323 柯小姐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時間在哪裡」定時導覽
即日起至 11/14

02-2595-7656#323 柯小姐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時間在哪裡
即日起至 11/15

02-2595-7656#322 林小姐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接近─賴志盛
即日起至 2021/06/06

02-2595-7656#304 郭小姐
 3 樓 3C 藝想迴廊

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07/25-10/25

02-2595-7656#208 蔡小姐
 2 樓 2A、2B 展覽室

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08/01-10/18

02-2595-7656#206 蕭小姐
 1 樓 1A、1B 展覽室

臺北市中山堂
 www.zsh.gov.taipei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98 號                                      

攏是為著．陳武康
07/31-08/1，19:30

02-2599-7973#329 服務臺
 中正廳

小小英雄向右轉─水滸謎城祝家莊
08/07（五）19:30
08/08（六）10:30、14:30、19:30
08/09（日）10:30、14:30

02-2599-7973#326 服務臺
 光復廳

2020 小小市民の音樂會
08/15（六）14:30

02-2394-5824 服務臺
 中正廳

新人類計劃：園遊會
08/15-08/16，14:00、15:00、19:30、20:30
08/17-08/20，19:30、20:30
08/21（五）14:00 

02-2599-7973#329 服務臺
 光復廳

星光系列《飛翔之歌》
08/16（五）14:30

 02-2578-6731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中正廳

始於明暗之間
08/18（二）19:30

  0970-566-501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中正廳

馬尼拉動物園
08/28-08/29，19:30

02-2599-7973#329 服務臺
 中正廳

過往即他鄉
08/31（一）19:30

02-2599-7973#329 服務臺
 中正廳

台北當代藝術館
 www.mocataipei.org.tw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39 號                                      

MOCA Studio 將日常碎片譜成詩
即日起至 08/02

02-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穿孔城市
即日起至 08/09

02-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Cube「花燁」
08/08-10/04

02-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Studio「李毓琪：裸根─一切都是懸而未決的」 
08/08-10/04

02-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無處不在的幽靈─陶亞倫個展
08/22-11/01

02-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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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如有異動，以各單位公告為主。GPN；2010200024

訊息轉載
本刊之內容歡迎各界推廣，如需運用，請徵詢

本局企劃編輯小組同意。

新北市藝遊．活動免費刊登
有免費的藝文活動想推廣嗎？歡迎雙北地區機

關、藝文團體投稿！

本刊每期於前月 25 日出刊，凡出刊 60 天前提

供之活動資料，即有機會刊登在當期刊物中。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有刊登篩選權及內容刪減權，

投寄之文字、圖片檔視為已授權，准予本刊無

償使用，且無侵權問題。

※   請先來信洽詢 angel.liao@ctee.com.tw 或

電洽 02-2308-7111#3627。
※  活動內容若有變更，本刊將不負傳達錯誤之

責任。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交通路線　新北市府站：234、245（正）、265（經中央路、明德路）、

307、651、667、705、810
新板橋車站（縣民大道）：657、813、813 區
新板橋車站（文化路）：99、245（正）、264、310、701、702、793、
806、910、920、926、930、1032（板橋─基隆）
火車：板橋站　捷運：板橋站

․服務諮詢　文化資產科：02-8953-5332 ／文化發展科：02-8953-5329
藝文推廣科：02-8953-5327 ／藝術展演科：02-2950-9750
圖書館專線：02-2953-7868 ／幫幫我專線：02-2272-4885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慣
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
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
，滾滾長江東逝水，白髮漁樵江
渚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慣看
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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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聯絡方式及希望訂閱的起迄月份，將郵資以下

列方式，匯交「時新知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 寫明姓名、郵寄地址、聯絡方式及希望訂閱的起迄

月份，連同現金、匯票或即期支票，直接郵寄至：

10855 臺北市艋舺大道 303 號 5 樓「時新知識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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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 　新北市府站：234、245（正線）、紅 265、651、667、705

新板橋車站（縣民大道）：812、307、805

新板橋車站（文化路）：88、99、245（副線）、264、310、

701、702、703、10、板橋—基隆、806、910

火車：板橋站；捷運：板橋站

● 　文化資產科：02-8953-5332 ／文化發展科：02-8953-5329

藝文推廣科：02-8953-5327 ／藝術展演科：02-8953-5354

圖書館專線：02-2255-1140 ／幫幫我專線：02-2272-4885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 　公車：藍 17、藍 33、233、245、264、310、701、702、703、

臺北客運 10、臺北客運 15、桃園客運

捷運：江子翠站、新埔站

● 　兩廳院售票系統或年代售票系統。

● 　新北市藝文中心服務臺：02-2253-4412

：02-8258-1755

● 　1. 現場索票：演出前 7 日於上述索票地點索取，贈完為止。

2. 信封索票：附回郵信封至本局藝術展演科（新北市板橋區莊

敬路 62 號陳先生收）索取，贈完為止（不受 7 日之限制）。

42011

月號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交通路線

新北市政府站：234、245(正線)、紅265、651、667、705
新板橋車站(縣民大道)：812、307、805
新板橋車站(文化路)： 88、99、245(副線)、264、310、701、
702、703、10、板橋—基隆、80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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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本書的發行，讓更多人發慈悲心共

同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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