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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疫情改變慣常的生活型態，居家生活成為防疫新主流。七月

我們特別推出「藝遊新北」線上主題活動，讓市民朋友雖然必須宅在家，

仍可以透過網路依自己興趣連結到電影、表演、文學、展覽，參與藝文活

動和學習。

目前本市藝文場館暫停對外服務，市民朋友雖不能暢遊博物館等藝文空

間，但仍可透過線上展覽和活動，持續拓展藝文視野。坪林茶業博物館特

別推出「茶多酚實驗室—五感六識品茗線上特展」系列活動，帶給大家嶄

新多元的線上學習體驗，包括「茶遊記」、「茶多酚實驗室」虛擬實境線

上展覽，並結合「Tea Podcast 超時空茶播吧」及「曉茶塾」線上課程，

把茶的歷史、茶樹生態、製茶工藝、茶席美學等，變成精采逗趣的動畫片，

即使不出門也能隨時上線看展覽、聽播客、賞動畫、長知識。

雖然待在家，沒法出門看電影，但只要有網路，也可享受居家宅娛樂。

「2021 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透過國內知名紀錄片線上平臺 Giloo 播

映，精選 10 部作品，探討家族故事、跨性別舞者的內心、青年返鄉養草

蝦的奮鬥歷程、移民家庭與二代所產生的矛盾等議題，更選映連續兩年獲

得新北市紀錄片獎首獎許鴻財導演的《遙遠之地》、《以啟山林》，部部

精采可期，邀請喜愛電影、戲劇的朋友，一起來追劇！

此外，最受學生青睞的「2021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即將截止徵件，

鼓勵同學們把握居家時光努力創作，把對生活的想像力化為行動力，實現

你的導演夢。今年共規劃 25 個獎項、總獎金 150 萬，從國小到研究所都

可以個人或團體線上報名參加，高中職以下的同學還可角逐種子新星獎，

以影像追逐心中的夢想，成為明日之星。

  疫情警戒期間，邀請所有市民朋友一起宅在家、享藝文，用網路取代

馬路，打開世界之門，藝遊新北的美好，讓日子變得有趣又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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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
．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
			（坪林區水德里水聳淒坑 19-1 號）
．02-2665-6035#210、101 諮詢站
．www.tea.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茶多酚實驗室─
五感六識品茗線上特展
● 資料提供／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

茶是廣為普及於大眾生活中的飲品，

「喝茶」已成為世人共享的日常。鑑於許

多人有喝茶習慣，卻對如何品茗一知半

解，坪林茶業博物館推出「茶多酚實驗室

─五感六識品茗線上特展」，首創以「感

官品茗」為主題，透過科學角度解析抽象

感覺，引領大家打開感官、潛入意識，品

味茶的萬千風情，即使疫情期間，喜愛茶

文化的朋友仍舊可以在家輕鬆且放心的學

習茶文化知識。

此實境特展打造一個充滿奇幻風格的大

型實驗室，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層層解析茶

風味背後所隱藏的祕密，把抽象的人類官

能感覺與品茶的關係，透過科學研究分析

逐一呈現。在線上展中，不僅可以微觀顯

微鏡下神奇的茶葉細胞，感受見微知著的

樂趣，也能透過風味輪認識不同茶款的風

味特色。

人們對於茶的品味除了上述的理性科

學分析，也兼容感性的心靈感受，所以無

論古今中外，茶與養生保健、宗教信仰、

文學藝術創作等領域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像是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在《追憶似

水年華》中，精準描寫飲茶時因茶香而觸

發身體記憶，或是在中國古典詩詞裡，將

茶喻為來自仙界的甘露，讓品茗之趣更顯

妙不可言，此特展也一一為大家呈現。

此外，因應疫情，坪林茶業博物館也積

極進行數位化轉型陸續開發了一系列線上

服務，包括 Tea Podcast 超時空茶播吧、

曉茶塾線上課程、茶知識學習單等，大家

不用出門，就能隨時上線享用免費學習資

源，希望透過多元形式的藝文體驗，用文

化的力量帶來心靈慰藉與溫暖。

↑ 「 共茗堂－茶醫診療室」互動遊戲可依照不同「症

頭」獲得茗茶處方籤。

↑不用出門只要在家動動手指，就能輕鬆學習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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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遊新北─當個 e 宅家
● 資料提供／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為推廣市民朋友夏日文化線上行旅，新

北市政府文化局特別推出「藝遊新北」藝

文數位推廣計畫，透過各類線上漫遊 6 大

單元：藝開箱、藝娛樂、藝閱讀、藝學苑、

藝開講、藝開場，囊括電影、音樂、動畫、

文學、舞蹈、展覽等各式線上藝文活動，

陪伴大家持續參與藝文活動及終身學習。

藝開箱　博物館珍貴典藏大公開

「藝起看展」以聲音、影像開箱博物館，

透過「聽」來認識館舍及藏品，首波介紹

李梅樹紀念館、世界宗教博物館、朱銘美

術館。藉由有溫度的人聲，創造如臨現場

的看展氛圍；帶大家走進畫家的畫室、一

窺博物館的秘密基地，發現更多藏品背後

的故事。

藝娛樂　愛在新北綠生活

由 B.T.O.D 擔任節目主持人，以輕鬆歡

樂的口吻，帶入年輕視角，用音樂聽見、

看見新北綠生活，節目主軸緊貼原新北市

綠生活音樂節的 5G 共好觀點，以 Green 
Fusion Music（ 聽 見 新 北 ）、Green 
Creation（吃遍新北）、Green Art（看

見新北）、Green Style（玩遍新北）、

Green Yourself（舞動新北），以 5 種不

同面向的綠生活，來傳遞屬於新北的健康、

共好生活樣貌。 
歡樂暑假來臨，府中 15 於 7、8 月間特

別策劃「親親。魅影」線上主題影展，雙

主題單元為「親親假期」與「魅影時分」，

分別選映兒少與親子相關題材的影片，以

及富有夏夜氛圍、懸疑且驚悚的類型電影，

影迷們雖然宅在家，還是可以快意地觀賞

優質電影。

藝悅讀　新北城市繪本有聲書

「親子伴讀─說故事時間」以文化局出

版品─—新北城市繪本系列為文本，包含

《雲遊新北》、《轉角練習曲》、《蛙愛．

活水新北》及《金夕．窩在新北》，邀請

此系列叢書的文字創作者粘忘凡老師說故

事，透過類似「口述影像」創作方式，製

作立體有聲書，提升親子共讀聆聽感受。

「新北文化季刊主題探索」，邀請各領域

訪談者與主持人，以文化季刊主題延伸閱

讀對談，激盪更多知識對話。

藝學苑　府中 15「宅樂動畫課」3 大主題

疫情期間，學生在家上課，府中 15 規

劃推出「宅樂動畫課」，其中包含線上互

動課程、線上數位教材、在家閱讀樂，每

週推出一主題課程，帶領大小朋友學習到

動畫軟體教學、拍攝素材製作和應用，以

及動畫美感培育等，讓孩子們在家也能享

受到動畫製作的樂趣，希望藉由線上參與

動畫藝術創作的過程，發揮生活小巧思，

展現藝術大風範。

藝開講　張翰力挺影像新星展現學生創意

實力派演員張翰曾參與演出《牯嶺街少

年殺人事件》、《雙瞳》、《六號出口》、

《陽光普照》、《靈異街 11 號》、《一千

個晚安》等國內影視作品。他將在線上鼓

勵同學們展現創意。

藝開場　精采表演藝術、掌聲響起

匯集街頭藝人、街舞、音樂、戲劇等表

演藝術，線上參與無與倫比的藝文饗宴。

「FUN Dance 疫起動起來」教您用舞

蹈讓身體動起來，感受肢體律動的美與

活力。本次推出線上舞蹈課程，宅在家

也可以學街舞，包括跑步人（Running 
Man)、交叉腳（Criss Cross）、機器戰

警（RoboCop）、 霸 子 辛 普 森（Bart 
Simpson ）等經典招牌動作解析，並邀請

知名街舞老師 show 給你看。

	 即日起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	02-8953-5329 文化發展科
‧	www.culture.ntpc.gov.tw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1.「藝開箱」以聲音、影像開箱博物館。

2.「藝娛樂」線上新北綠生活音樂節、府中 15 線上

    影展。

3.「藝悅讀」新北城市有聲書。

4.「藝學苑」府中 15 推出線上動畫課。

5.「藝開講」裡演員張翰力挺影像新星展現學生創意。

6.「藝開場」匯集街頭藝人、街舞、音樂、戲劇等

    精采的表演藝術。

1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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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
●資料提供／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北市紀錄片獎首獎許鴻財導演的《遙遠之

地》、《以啟山林》，每部皆精采可期，

邀請大家一起在家線上觀賞。新北市紀錄

片已經耕耘 11 個年頭，累積了 96 部優選

作品，還培育了 87 位傑出的導演，更多

的相關作品消息請追蹤臉書粉絲專頁「感

動 無所不在」。

	 07/01-07/31
‧	Giloo 紀實影音／新北市紀錄片
‧	02-2960-3456#6104 黃小姐
‧	giloo.ist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片名 導演

修片林小姐 林詩純

拉馬與拉拉 鄭瑋萱

吾家有男初長成 陳冠君

曹大哥的休息站 林澤豫

魚路 蘇美玉

一家兩國 宋妍菲

寍 陳韋杰

不具名：自由的代價 陳樂晞

以啟山林 許鴻財

遙遠之地 許鴻財

2021 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放映片單

↑遙遠之地◎許鴻財導演作品 ↑一家兩國◎宋妍菲導演作品

疫情來勢洶洶，宅在家當個「防疫達人」

是最能保護自己與他人的方式，值此防疫

關鍵時刻，乖乖宅在家追劇、看紀錄片是

最好打發時間的方式！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推出「2021 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

7 月份起，在國內知名紀錄片線上平臺

Giloo 播映，邀請喜愛追劇、看紀錄片的

朋友趕快把這些佳片看好看滿！

「2021 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一共

10 部作品，有 8 部是來自 2020 年優選影

片，有講述家族故事的《修片林小姐》、

與印尼鄰居相處的時光《拉馬與拉拉》、

跨性別舞者的內心故事《吾家有男初長

成》、從兩個老男人對話領悟生活《曹大

哥的休息站》、青年返鄉養草蝦的奮鬥歷

程《魚路》、移民家庭與二代所產生的矛

盾《一家兩國》、喜憨兒的日常《寍》、

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人心聲《不具名：自

由的代價》，以及選映連續兩年獲得新

2021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徵件
● 資料提供／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政府多年來致力於影像藝術的

扶植與推廣，自 2016 年舉辦第 1 屆「新

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至今已累積超過

2,000 件作品參與競賽投件，類型涵蓋劇

情片、紀錄片、動畫片、實驗片，鼓勵了

許多臺灣未來的影像新秀，也藉此挖掘專

屬於新北的動人故事。

影像新星尋找新北城市精神—2017
年新設了「新北精神獎」，期望創作者在

影像中思考、探討屬於新北市的影像特色

是什麼，並由評審團自參賽作品中選出最

能代表新北特色之影片，過去幾年來獲獎

的作品，均能看見屬於新北的多元特色。

2019 年獲得新北精神獎的是林信良導

演的《八法過海》，這部紀錄片以布袋戲

大師李天祿的法國弟子為主軸，他們傳承

了大師的技藝，也讓布袋戲文化在異國流

傳。

2020 年，雙溪高中同學及畢業校友共

同創作的《在水一方》獲得新北精神，由

越南新住民第二代林芝蒂擔任編劇及演

	 即日起至 07/11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	02-2960-3456#4624 宋先生
‧	pse.is/3bklqf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報名官網或電洽查詢

員，從自身故事出發，關注新住民面對社

會異樣眼光，以及對母親家鄉文化的認同

過程，展現擁抱多元文化的新北精神。

到了 2021 年，學生影像新星獎又能看

見什麼樣的新北精神？擁有 400 萬人口的

新北市，可以帶給學生創作者什麼樣的故

事靈感？ 
賺下拍片第一桶金—全國最高學生影

像競賽獎金，除了「新北精神獎」，還有

首獎「超級新星獎」獨得新臺幣 40 萬元、

「各類最佳影片」、「優選獎」等總數超

過 20 個名額的獎項，總獎金高達 150 萬

元，歡迎所有在學的影像藝術家一同摘星，

展現奔馳的創作力！

↑ 2019 新北精神獎《八法過海》 ↑ 2020 年新北精神獎《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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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視界 展覽視界

陶博館常設展大變身
回看所來處─臺灣陶瓷歷史
●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耗時兩年多的籌劃，歷經 3 個月整修，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常設展 201 展廳

「回看所來處—臺灣陶瓷歷史」重新開放，

不但展場變得活潑、明亮，並且增加許多

互動多媒體設施，讓蒞臨參觀的朋友，可

以用不同方式接觸臺灣陶瓷歷史。

提起歷史，或許多數人會覺得遙遠和枯

燥，這次陶博館常設展更新，就是希望改

變大家對歷史展示的刻板印象，透過全新

	 即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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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的互動裝置，呈現豐富的展覽內容，

以「不會看不懂，只會玩不夠」的概念，

在觀眾眼前精采演出臺灣陶瓷歷史。

入口處的「臺灣陶瓷分佈地圖」，結合

聲光投影，大朋友、小朋友只要觸碰面板，

就能了解中國、日本陶瓷技術帶給本土陶

瓷發展的影響。

在「陶瓷與臺灣」的展區，也只要動動

手在「展示物件延伸說明板」點閱有興趣

的展品，就能比照實際物件，了解其故事。

「生活陶瓷」現場同樣設置有「盤紋導

覽」互動裝置，除了解說古早盤紋的意義，

還可以點選螢幕上的圖示，創作自己的吉

祥如意盤，讓陶瓷更加平易近人。此外，

阿公、阿嬤一天的煮食生活，藉由逗趣的

投影動畫穿梭在展場中，讓人彷彿置身於

古早廚房，在虛實之間探索生活陶瓷。

另外，觀眾只需用 2 分鐘觀賞「臺灣陶

瓷與民間信仰」動畫，就能認識從移民開

墾初期的海神信仰、由各原居地一路護佑

的原鄉守護神信仰，到落地生根臺灣的在

地化民間信仰，十分受歡迎。
↑展場設有「盤紋導覽互動裝置」。

經緯之間．織織不倦
烏來泰雅織女與織物的對話
●資料提供／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編織技藝，在泰雅族傳統社會中是由母

親口述傳授給女兒。然而因毗鄰大臺北地

區，長久以來，新北市烏來區的泰雅族人

和外界互動極為頻繁，隨著經濟型態迅速

變遷，烏來成為國內外必遊的觀光熱點，

當地的泰雅女性也因之擁有日益多元的職

業選擇，致使傳統的編織文化逐漸消逝且

隱沒。

民國 80 年代，烏來泰雅婦女驚覺編織

技藝即將消失，遂積極參與家政班、編織

聯誼會，直至籌組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

織協會，再歷經多年努力，才終於在 2020
年「烏來區泰雅編織節」展現烏來織女們

眾志成城所打造的泰雅族屈尺群族服，為

這段歷程劃上美麗的註腳。

為了讓大家看見、認識泰雅族的編織

之美，新北市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與國立

歷史博物館合作辦理「經緯之間．織織不

倦—烏來泰雅織女與織物的對話」特展，

除了展示兩館所典藏泰雅傳統織物，也同

時展出烏來泰雅織女重拾傳統編織技藝之

代表作品、手稿筆記與老照片，期盼蒞臨

參觀的朋友能以烏來織女視角，回顧過往

今昔烏來泰雅編織文化從隱沒、重建到復

振的歷程。

此次特展以「經緯之間」、「織藝再

現」、「織織不倦」和「編織未來」四大

展題，勾勒烏來泰雅織女在時代更迭中不

斷織作的心路歷程。特展中 10 位烏來織

女穿梭經緯，透過絲線交織出時代之下的

聲音與故事，誠摯邀請大家前來觀展，仔

細品味欣賞，感受烏來泰雅織女的生命能

量和深刻情感。

	 即日起至 08/22
‧ 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烏來區烏來街 12 號）
‧	02-2661-8162#25 服務臺	
‧	www.atayal.ntpc.gov.tw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泰博館導覽員操作傳統地機作為動態展示 ↑烏來泰雅織女展出代表作品、手稿筆記與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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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人間
●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回顧因森林大火、漏油事件、疫情散播

而令全球不安的 2020 年，雖是充滿衝擊，

卻也展現人類堅強和無所畏懼的一面，並

從各次中對人性提出各種探問，深化思考

當下及未來與環境共存的方式。

《偶然人間》以「陶偶」探討人類遭

遇環境變動及突發事件，面對情境變化所

帶來的挑戰，轉而省思過往並調整生活方

式，期待風雨過後，能回歸熟悉的日常。

特別精選 22 位藝術家利用源於自然的陶

土，傳遞環境關懷的「陶偶」創作，傳達

對人性的思辨，以及自身對生命面臨巨大

挑戰的解讀與思索。展覽分為四個子題︰

子題一    與土共生

省思人與環境的相生相息，由藝術家創

作關懷土地的陶偶，回顧平衡的自然狀態

與被現實破壞的情景。人類為求發展所產

生的垃圾，破壞生態體系，最終循環回到

處於生物鏈頂端的人類。

此次特展特別跨域結合「RE-THINK 台

灣重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於展場中設置

「深海食堂」展區，將多年來在淨灘活動

中所蒐集到的海洋廢棄物，創作成一道道

美味的飲食套餐，與關懷環境的藝術家陶

偶作品比肩展出，表達垃圾在陸地上結束

短暫的生命，卻進入海洋千百輪迴，省思

人類對環境的衝擊並體現藝術家對環境的

關懷。

子題二    偶發人生

體現生命中遭遇突發事件時，難以抑制

的情緒並產生心理失序，訴說人們即使盡

力承擔責任與面對壓力，仍難免遇到無法

控制的變數。

傳達各種生活處境下的情感與觀照，同

時是一種對現況的提醒與生命的轉機。

子題三    回應當下

傳達人在遭遇突發事件的歷程中，對情

緒感受、生理疼痛或心理創傷，所採取的

主觀應對方式形成解讀人生事件的眼光。

	 即日起至 0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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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形◎曾岩懌作品 ↑考夫◎賴逸倫作品 ↑擁抱希望◎張山作品

藝術家透過形塑陶偶找尋自我及嘗試安

放自身的位置，透過創作與自我對話，將

情緒挹注於作品中。

子題四    重返日常

呈現在經歷波折之後，人們調整心態與

生活步調，不再犧牲自我與重視的事物，

誠實面對自己的需要，獲得心靈富足。

此區陶偶作品充滿療傷的巨大力量，在

赤裸的自我樣貌中，與生命中歷歷在目的

創傷和解。此外，邀請實踐大學服裝設計

學系施雅玲系主任，自陶博館典藏陶偶姿

態、釉色、紋理，搭配展脈絡製成藝術服

裝，訴說人類生活發展與時代演變的關係，

藉由陶瓷與跨領域創作之藝術流動，帶給

觀眾對藝術更豐富的認識與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特展期間在線上推出

「偶然人間—療癒小物影像募集計畫」，

邀請大家用照片表達心情，分享生活中令

自己感到溫暖、療癒的日常，希望在緊張

的疫情期間帶來從容溫暖的療癒力。

透過對人性的觀察與經歷，期盼陶偶能

帶領觀者，感受人類在生命中無常的歷程，

珍惜生命帶來的豐盈，歡迎一同來感受這

趟人間旅行。

↑友情方塊◎徐仲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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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奶奶的大秘密─故事派對主題展
● 資料提供／府中 15 動畫故事館

今夏最消暑的展覽來了！由新北市政府文化

局及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共同合作，「水

果奶奶的大秘密─故事派對主題展」將於府中

15 新北市動畫故事館登場。

此次特展結合全臺灣最長壽的學齡前兒童節

目─《水果冰淇淋》，以及水果奶奶新的動

畫 IP 品牌《妖果小學堂》，除了靜態展示，還

包含闖關遊戲、體感科技、節目動畫製播秘辛

等系列活動。

跟著水果奶奶到府中 15 玩闖關

《水果冰淇淋》從 1998 年開播至今，已經

超過 23 年，是大小朋友成長的好夥伴，節目

主持人─水果奶奶，更是全臺灣最受歡迎的

可愛阿嬤！

作為學齡前兒童節目，《水果冰淇淋》

致力於製作不同領域及領域的單元故事，

協助大小朋友深入了解自己、愛護環境、

關心朋友、擁有國際觀等等。節目中的靈

魂人物─水果奶奶，帶領四個幼稚園年

齡的小朋友—淇淇、琳琳、莎拉、哇嚕，

一起在節目中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

且還邀請孩童親臨節目錄影現場，進行「小

勇士闖關遊戲」單元，堪稱秒殺級活動，

也將於此次的特展現場呈現。

展出道具及場景　暗藏彩蛋待發現

節目中所有動畫作品皆是與臺灣優秀的

動畫工作者長期合作的成果，其中「共玩

創作工作室」以偶動畫逐格作品系列為特

色，例如：〈就愛正方形〉講述聰明機智

的管家，和喜愛正方形的方方先生，每天

都在創造跟尋找各式各樣的正方形；〈瞌

睡熊〉主人翁瞌睡熊常常一不小心就會睡

著，所以和朋友一起玩的時候，常常會發

生意想不到的事情；〈音樂盒的秘密〉則

是講述關於一個神祕的街角音樂盒專賣

店，打烊後，音樂盒裡的迷你小世界，就

會隨著音樂節奏舞動起來。

上述逐格動畫系列的道具場景與黏土偶

將一一展出，作為《水果冰淇淋》首次大

型展覽活動，許多與節目內容相關的道具

也將與大家分享，更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彩

蛋，等著大家來發現！

水果奶奶的妖怪好朋友

此次特展的另一個亮點，當然就是《妖

果小學堂》。延續《水果冰淇淋》說故事

的初衷，將水果奶奶從真人角色變身為 3D
動畫角色，再融入臺灣島上 400 多年精采

的妖怪文化傳說，以及豐富的臺灣水果物

產特色，由百人原創團隊合力製作的冒險

奇幻動畫，希望陪伴全國的孩子一起成長。

	 7 月下旬至 09/15
．府中 15 新北市動畫故事館
		（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02-2968-3600#211、281 服務臺
．www.fuzhong15.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今年暑假臺灣首部 4K 奇怪動畫《妖果

小學堂》也即將推出，在華麗的場景下，

小妖們奮力演出，動感十足，展現臺灣動

畫實力的最佳代言，府中 15 也將結合展

覽辦理特映場，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報名觀

賞。

此外，在展覽期間更特別舉辦了〈故事

創意秀〉的徵選活動，只要上傳小朋友的

創意說故事影片，就有機會獲選，而且獲

選的作品將被放入節目中播出喔！歡迎所

有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一

起牽手來探索水果奶奶的大祕密、小祕密，

參加這場趣味滿滿的故事派對！

全臺灣最受歡迎的可愛阿嬤─水果奶奶。全臺灣最受歡迎的可愛阿嬤─水果奶奶。

↑《妖果小學堂》是展現臺灣動畫實力的最佳代言。

↑ 百人原創團隊合力製作的冒險奇幻動畫─

《妖果小學堂》。

↑水果奶奶從真人角色變身為 3D 動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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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 Senufo 人的 Kpelie 面具

  （吳炫三工作室藏）

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
●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面具」在人類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部落人群常在傳統儀式中，配戴面具，與大

自然溝通，象徵人類最深層的精神信仰。各類面

具除刻劃周遭的人、靈與動物形象，展現精湛的

工藝技術，其實也啟發了現代藝術的創作，影響

二十世紀後諸多藝術流派的發展。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首次結合人類學與藝術

美學觀點，展出 63 件藝術家吳炫三的部落面具收

藏與創作，以及十三行博物館典藏婆羅洲伊班族

部落面具，從「形象與藝術的交會」揭示傳統部

落渾然天成的藝術美學，並透過「動物的形象」、

「靈界的化身」、「女性的柔美」及「面具的藝術」

等單元，說明部落面具的形制與其所象徵的特殊

意涵，呈現部落人群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也開啟

傳統信仰與現代藝術的精采對話。

此次特展集結來自非洲、東南亞、南美洲、大

洋洲等世界 5 大區域部落面具，其中藝術家吳炫

三於 1970 年代後期，受自然生命力感召、深入

各地傳統部落，尋找創作靈感的過程中，所收藏

而來的面具文物，以及其受部落文化啟發之代表

作品，更是首次展現於世人面前。無論是來自傳

統部落的面具文物，抑或是以此為主題的藝術創

作，都充滿了人類與自然環境最初始的純粹與生

命力，同時也提醒著世人重新省思人類社會與自

然環境共榮共存的相處之道。

	 9 月至 2022/06/12
‧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 號）
‧	02-2619-1313#306 陳小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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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8「遊藝雙北」之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 巴布亞紐幾內亞 SAVI 面具

（吳炫三工作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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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年度企劃
蘇俊穎木偶劇團十週年特展
● 資料提供／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布袋戲是臺灣極具代表性的珍貴文化資

產，其精髓結合了說唱、戲曲、音樂、戲

劇、口白、雕刻工藝等多元藝術。新莊文

化藝術中心每年邀請全國知名傳統布袋戲

團、金光戲團，透過展演與推廣活動，落

實傳統藝術向下扎根。今年特邀蘇俊穎木

偶劇團為市民朋友精心策劃「蘇俊穎木偶

劇團十週年特展」，即日起於新莊布袋戲

文物館盛大展出。

蘇俊穎木偶劇團蘇俊穎團長，畢業於臺

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從創作「尪仔」

的造型、舞臺設計到道具製作，一手包辦

編、導、演、美工設計，常一人分飾多角。

為了吸引年輕人，蘇俊穎也將臺灣在地盛

產的水果、流行文化及卡通角色等，創作

為劇中人。

此次十週年特展以傳統 x 創新 x 全球化

為主題，擷蘇俊穎木偶劇團十年來經典劇

目作為展覽主軸，內容涵括：金光戲《天

龍遊俠傳》、奇幻劇《羅傑的奇幻之旅》、

臺灣大儒俠《沈光文》、《媽祖傳奇》與

《府城小封神》等經典劇目之戲偶，遍佈

展間。

蘇俊穎團長更是借鑒知名的綠巨人、阿

凡達、哈利波特等角色造型，融入布袋戲

偶創作，將新創結合傳統工法，以及展設

關於布袋戲演出時所使用之道具、布景、

機關等物件，更展出其個人收藏之布袋戲

偶頭，完整呈現道具的精緻細膩，更能與

角色間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布袋戲文物

館於平日開放預約導覽，特展期間也安排

有現場演出和相關研習，歡迎全家大小蒞

臨參與。

	 即日起至 12/24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布袋戲文物館
				（新莊區中平路 133 號）
‧	02-2276-0182#101 服務臺
‧	www.xzcac.ntpc.gov.tw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 創意布袋戲─劇團為了與時代對話，添加新元素，

讓戲偶更年輕有趣。

↑看家戲《天龍遊俠》主角展示區。

俯瞰─空照圖特展
●資料提供／新北市眷村文化園區．空軍三重一村

用自己的高度、觀點與視角來看待世

界，幾乎是每個人慣用的模式，卻常有視

野局限、能見度不足的遺憾。

自即日起，空軍三重一村在園區內 13
號眷舍舉辦「俯瞰─空照圖特展」；即將

刷新大家雙眼所見的世界，改以翱翔天際

的視角，看看大臺北地形、地貌的過去與

未來，還有極機密的砲陣地布局大揭密。

透過航照圖，俯瞰過去與未來，高空偵

照的技術除了運用在軍事上，也可延伸到

城鄉變化、水利及航空事業上。從過去拍

攝的高空偵照照片到現代的偵照照片，可

以看到大臺北盆地從過去到現在的不同演

變。

在這次的特展中，展示極其珍貴的 U2
偵照機及 35棚廠的模型、罕見的機載K-20
空照相機、機載低空照相控制器，還有飛

行員專用空中照相手冊等珍貴文物，影音

區播放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協助完成的空照

流程介紹短片、相關介紹，還有中央研究

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借

展的空照原始底片、大臺北地區 9 座防禦

總督府的砲陣地歷史照片及其現況對照、

大型底片判讀檯、橋式立體鏡等科普設備。

蒞臨觀展的朋友有機會在展場實際操作

立體鏡，當拿到偵照人員千辛萬苦拍攝的

照片，還需要透過立體鏡，才能充分將地

形地貌的線索解密，一切將無所遁形。能

否想像只是 1 張偵照圖像，就能獲取土地

利用、海岸線、農地面積、道路等數據，

甚至連房屋的容積都能計算！「俯瞰─空

照圖特展」絕對是 2021 年最獨樹一幟、

最不可錯過的展覽。

	 即日起至 2022/06/30
‧ 新北市眷村文化園區．空軍三重一村
			（三重區正義南路 86 巷）
‧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	www.culture.ntpc.gov.tw/military_

village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極珍貴的 U2 偵照機及 35 棚廠的模型。 ↑透過航照圖俯瞰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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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2022/01/02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8 號）
．02-2496-2800#2808 林小姐
．www.gep.ntpc.gov.tw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或電洽查詢

枝枒現象
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譜記
● 資料提供／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從 1990 至 2020 年，臺灣當代金工與首

飾創作發展已邁入三十年。三十年來眾多的

創作者戮力向前，充分展現當代金工與首飾

的前衛拓荒精神。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秉持鼓勵推展臺灣

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的初衷，持續進行當代

金工與首飾創作相關研究、競賽與展覽，也

同步書寫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的發展軌

跡。

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的國際風潮興起於

1960 年代，無論在材質、技法、類型與觀

念都開啟了許多新的可能性。臺灣金工藝術

在創作實踐上除了承繼傳統工法，隨著科技

的發展也帶入工業與科技新技術，創作思想

與觀念更跨越傳統藩籬，延伸與現代設計及

純藝術領域相互匯聚，形成共構的新格局。

此次特展梳理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發

展脈絡，規劃線上展及實體展共同展出，希

冀能詳實呈現每位創作者所身處不同世代的

美學樣態，以及藝術家自身具有差異性的創

作脈絡與風格。

實體展聚焦於 12 位臺灣新生代藝術家，

他們承接當代思潮、接軌國際，戮力實踐臺

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的返身探詢與提問，

具備當代性與藝術性。並依作品類型區分為

「首飾與身體物件」及「容器與金屬物件」，

來呈現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的枝枒現

象。

線上展則含「金工記事」（臺灣金工名家

介紹）及「新芽綻放」（線上實體展）2 區，

歡迎大家一起宅在家看展覽。

↑閑靜的海◎葉方瑾作品

↑變域 I ◎張珈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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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蓓詩、歐筱君雙個展
The Seasoned World 調味後的世界
● 資料提供／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此次的雙個展，蔡蓓詩以自由、奔放

的力量，讓畫布呈現濃厚的情感後勁，歐

筱君以女性細膩的性格，描繪生活中寂靜

與騷動靈魂的情緒。由情感投射的創作，

連結內在的一扇門，通往另一個更高層次

的世界，層次不一的濃度，在臨界點上、

在交錯之際，將生命裡的時間調味釋放出

來。

藝術家蔡蓓詩認為生活是由多元複雜、

相異交錯的現實所構成，時而積極時而消

極，從不傷心、沮喪，其實是無意識地壓

抑了自己的負面情緒。其作品〈方向〉以

黑色調性為主，構圖上三個人物的位置代

表不同的時間軸，她、我、你要去哪裡？

畫面裡不同線性的階梯樣貌、藍色的框

架，都象徵著現實與想像的交疊，有別於

繽紛愉悅的動人色彩，蔡蓓詩嘗試轉化思

緒、方向、動態，透過筆觸流動的情感，

釋放其內在世界。

藝術家歐筱君則認為夢想與繪畫是一體

的，都像極了在意識流中如詩般的探險旅

程，在起風飄雨或不斷崩塌的人生中保持

一顆正向之心，是多麼不容易。其作品〈被

偷走的夢〉述說，小時候總覺得世界像極

了可口的甜點，在成長旅程中不斷被品嘗，

長大後才發現它原來是缺一口！或許是對

夢想有些許期待，想像相對華麗，忘了現

實樸素，而創作時的心靈，是在真實與虛

幻之間衝突，不斷尋找平衡。

調味後的滋味透過情感的溫度延伸到人

們存在的空間，歡迎跟著蔡蓓詩、歐筱君

進行一場情感心靈的冒險旅程。

	 07/14-0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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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向◎蔡蓓詩作品 ↑被偷走的夢◎歐筱君作品 ↑ 一瞬間的甜蜜爆炸◎歐筱君作品

↑新北市客家鄉親歡喜踩街，穿著配件備受矚目。 ↑義民爺祭演變為多元性質的文化創意活動。

110 年新北「義起幸福」
挑擔服飾組設計徵選
●資料提供／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義民爺祭為新北客家鄉親年度重要的祭

典盛事，自新北市升格直轄市十年以來，

順應社會潮流，逐漸從純粹的傳統祭祀，

演變為融合了國際、觀光、美食、展演等

多元性質的文化創意活動，其中的挑擔奉

飯及踩街為活動焦點，連帶使得挑擔時的

各項穿著配件備受矚目。

去年義民爺嘉年華以「世界瘋客家」為

主題，奉飯遊行隊伍亮麗吸睛，深受好評。

今年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特別規劃徵選

活動，廣邀全臺設計好手發揮創意，設計

具前瞻性與時代性特色的頭飾、上衣服飾

及挑擔容器之挑擔服飾組，期望能搭接過

去傳統文化的核心，結合現代的心意，將

過去、現在、在地、國際的元素融合在新

的創意裡，徵求兼具客家美學、實用性、

前瞻性與時代性，並能彰顯義民爺忠義精

神，男女皆可穿著搭配的挑擔服飾，呈現

新客家、新美學、新生活。

	 即日起至 08/20
‧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板橋區中山路 161 號 6 樓）
．	02-2960-3456#6011 郭小姐
．	newhakkadesign.com
．	 	新北市客家局
．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官網、臉書粉絲專頁

或電洽查詢

全國高中職以上之學生與社會人士均可

報名，不限制使用材質，樣式規格朝向利

用棒球帽、Ｔ恤、花布包等現有商品加以

改良。此次徵選活動全面採用網路報名，

收件日期至月 8 月 20 日晚上 6 時截止，

共入選 10 組作品，獎品總價值 10 萬元！

新北市客家局未來舉辦義民爺祭相關活動

時，將自入選作品中挑選製作為成品，供

邀請之貴賓穿戴搭配，屆時設計想法便不

只是圖紙，作品將在熱鬧隆重的挑擔踩街

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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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臺 灣 光 譜 映 像 有 限 公 司 及 荷 蘭

Lemming Film 製作公司跨國合作，荷

蘭 籍 導 演 王 洪 飛（David Verbeek）
執 導 的 電 影「 詭 祭 」（Dead And 
Beautiful），入選今年（2021）荷蘭鹿

特丹國際影展 Limelight 單元，片中許

多大場景包含新北市政府頂樓停機坪、

菁桐煤礦公園、三峽等地，在新北協拍

中心的協力下，搖身成為令人屏息的電

影場景。

吸血鬼來訪　友善城市歡迎多元題材

「詭祭」故事講述五個富二代為了追求

刺激遊戲，進而推展至難以收拾的局面。

此片除了荷蘭籍主創及演員薛斯布隆（Gijs 
Blom），並有來自俄羅斯背景的演員安

妮、臺灣籍演員鍾瑤、曹晏豪及阮承恩擔

綱主演。5 位演員在一場遊戲派對中，一

夕之間，長出尖牙變成了吸血鬼，不知所

措的他們既互相依賴又不免彼此猜忌，這

段誤闖吸血鬼的旅程，他們才察覺到在富

足華麗生活的背後，其實缺乏的是愛。片

中也結合了原住民元素及音樂，添加了東

方神秘色彩，讓影片更添迷幻風采，也因

此影片雖尚未完成，已在 2020 年柏林影

展期間獲線上平臺 Shudder 的青睞，預

購英語區域版權。

影像的鮮明記憶，會讓人對一座城市留

下深刻印象，甚至會吸引許多遠方的訪客

慕名而來，此片導演旅居臺灣多年，寶島

的許多景色成為豐富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加上臺灣對影像創作的自由度，也促成了

這部片拍攝緣起。而新北市有豐富的天然

地貌、都會與鄉間交錯景象，加上交通便

利之優勢、對多元題材的友善歡迎，成為

此片的場景首選，期待透過不同的故事鏡

頭，讓新北市的各式獨特角落都有機會躍

上大銀幕。

私房景點協拍　共同推動城市行銷

「詭祭」的兩個關鍵性場景：一個是直

升機降落的停機坪及變身吸血鬼的遊戲派

對，分別在新北市政府頂樓及平溪區的菁

桐煤礦公園拍攝；另一個是前往遊戲派對

路過的樹林，則在三峽白雞山完成。

停機坪位於市府大樓 33 樓管制區域，

有市府的大力支持，首度開放給國際劇組

取景拍攝，透過直升機降落的俯瞰鏡頭，

盡顯新北市在不同時間點的都會之美。停

機坪場景在片中分別有日間，黃昏及夜間

之畫面，也揭開了平時不對外開放的新板

國際視窗看新北多元風貌
揭開臺荷電影「詭祭」神祕面紗
● 資料提供／新北市協助影視與發展中心

前往遊戲派對路過的叢林，就在新北三峽。前往遊戲派對路過的叢林，就在新北三峽。

↑劇組全體人員需忍受著超高樓屢的強風作業。

↑國際團隊在 140 米的高處溝通各項作業。 ↑演員在新北市府大樓上，開啟一場探究人性的「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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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神祕樣貌。拍攝時，劇組全體人員搭

乘市府電梯抵達最高樓層後，還需再自行

扛上所有器材爬 2 層樓梯才能抵達停機

坪，站在 140 多米高的平臺上，在安全第

一的優先原則下工作，還要忍受制高點的

大風吹襲，加上市府各單位包含協拍，樓

管，機電及管制作業人員全程協助，才能

讓觀眾在大銀幕上一飽眼福。一個看似短

短幾分鐘的畫面，卻是一群人通力合作的

成果，也藉此推動城市行銷。

至於故事主要轉折處遊戲場景，是在平

溪區菁桐煤礦公園拍攝，新北市的瑞芳及

平溪過去以採礦聞名，留下不少礦業遺跡，

近年成為國際遊客參訪的觀光熱點。此次

取景處並非大家所熟知的鐵道或礦坑遺

跡，而是以在地的天然樣貌，加上符合劇

情的陳設，帶領觀眾以不同的角度認識新

北郊區風情。

跨國合製　融合中西眼光看新北

此 片 導 演 因 電 影「 小 玩 意 」（An 

Impossibly Small Object） 已 有 在 臺

拍片經驗，該片有入圍 2018 年荷蘭鹿

特 丹 國 際 影 展 的 大 銀 幕（Big Screen 
Competition）競賽單元，掌鏡的攝影師

Jasper Wolf 也曾獲美國日舞影展等多項

國際影展肯定，而光譜映像有限公司為分

駐臺北與巴黎的臺灣製作公司，熟稔跨國

影片作業，並在國際影展有多年參展經驗，

此片合作再度拉近本土產業人員與國際影

視產業距離，透過來自不同文化環境的工

作人員相互激盪，使場景與故事更具說服

觀眾的魔力。

製片回憶當時拍攝直升機內的場景，礙

於選項少及預算限制，經大家集思廣益，

改在演員住宿的旅館一處拍攝完成，而關

鍵的遊戲派對，為了營造場景氛圍，當下

還立刻從市場買了三隻雞前往的趣事。

「詭祭」將於今年的臺北電影節期間進

行臺灣首映，預計在 10 月底進行戲院上

映。想看看西方吸血鬼出現在熟悉的環境

中是什麼模樣，記得進戲院一窺究竟！

↑透過「詭祭」，認識新北郊區。

26　｜  新北市藝遊  JUL . 2021  ｜　27

　因應防疫，活動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



藝文
生活圈

藝文
生活圈

　因應防疫，活動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線上活動．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神奇魔法營

．時間│ 07/19-07/26，每週一， 14:00-16:00
．電話│ 02-2636-2331#11 江小姐
．費用│材料費 840 元
．報名│限額 30 名，電話或臨櫃報名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網址│ reurl.cc/nomyal

特邀菁英魔法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講師群，運用魔術表演作為每堂課的開始，

將生硬的科學原理化為神奇魔術，並導入親身體驗，提升兒童對科普教育的

興趣，以多層次的教學促進孩童啟發性思考。

「2021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徵件即將截止

．時間│即日起至 07/11
．電話│ 02-2960-3456#4493 宋先生
．費用│免費
．報名│紙本郵寄或網路報名
                 reurl.cc/1geD0m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最受學生青睞的「2021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徵件即將結束囉！總數超

過20個名額的獎項，總獎金高達150萬元。凡國內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

國小學生作品或應屆畢業作品，均可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報名參加。

活 動 徵 件

線上活動．暑期兒童歡樂成長營：心智圖法─學習好easy

．時間│ 07/16-07/30，每週五，14:00-16:00
．電話│ 02-2636-2331#11 江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限額 30 名，電話或臨櫃報名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網址│ reurl.cc/Q9YmzZ

特邀金氏記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講師群，透過有趣的互動教學，訓練學童的

想像力、搜尋資料的技巧、統整資料的能力，並以各類學科為主題，讓學童

可以實際練習心智圖法，培養孩童左右腦的連結。

三重區績優里參訪＋小盆栽DIY

．時間│ 10/03（二）14:00-16:00
．電話│ 02-2855-9563 汪小姐
．費用│免費
．報名│ 15 歲以上，網路報名
                 reurl.cc/ jqjn4Z

．地點│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地址│三重區龍門路 274 巷 36 號

過去，高速公路旁的公共區域髒亂不堪，三重區順德里里長將其整治成人見

人愛的里民小公園，感動了里民，紛紛投入綠屋頂立體農園的作業，多次獲

得新北市政府里環境 5 星級認證。參訪活動尾聲有限量的小盆栽 DIY ！ 

泰山親子．幼兒讀書會

．時間│ 07/24（六）10:00-12:00
．電話│ 02-8531-6258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報名│每場次限額 35 組，0-6 歲親子，
                 07/14 起網路、電話報名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親子圖
                 書閱覽室
．網址│ Cisco Webex 線上直播／
                 新北市立圖書館官網

可愛活潑有趣的幼兒讀書會，包含說故事、親子律動及手作 DIY 等三部分。

7 月份將帶來《蝸牛快爬》的故事，此書將空間和整體與部分的數學概念，

融入有趣故事裡，讓孩子從閱讀中，自然學習數學的知識，奠定良好的基礎。

課 程 講 座
社區快樂學堂

．時間│即日起，週一～週五
．電話│ 02-2242-9899 潘小姐
．費用│ 每堂課 100 元，每個班別
                 報名費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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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社區長者走出來，新北市銀髮族協會精心安排園藝輔療班、書法班、歌

手養成班、烏克麗麗班、增強肌力班、日本演歌班、英文老歌班等不同體驗

課程，鼓勵長者多多參與、促進健康、延緩老化、縮短失能年限，充實銀髮

生活。歡迎年滿 55 歲身心健康、行動自由的長者踴躍報名。

銀髮族知識教育講座

．時間│即日起，每週五，11:00-12:00
．電話│ 02-2242-9899 潘小姐
．費用│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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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營養師、藝術文化、法律知識、交通安全、防止詐騙、企業家、市政宣

導、老人社會福利須知等不同領域專家來演講，可以獲取最新知識。幫助銀

髮族朋友，在個人有需要幫助時，資源要到哪裡找的窗口，提升生活品質，

樂活人生。

線上講座：真人圖書分享會─故事行銷怎麼做

．時間│ 07/17（六）14:00
．電話│ 02-2996-3841#18 吳小姐
．費用│免費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
                 臉書粉絲專頁
．網址│ reurl.cc/VEYepy

透過故事可以快速銷售產品、服務、品牌以及定位自己，讓大家快速記住你。

這是門深得人心的行銷學問，英國行銷碩士畢業且有多年實戰經驗的王宣

雯，將教大家如何透過說故事，有效把產品、服務、品牌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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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講座：說書人說出你的故事─從桌遊聊溝通

．時間│ 07/17（六）14:00
．電話│ 02-2918-3181#130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
                 3 樓多功能教室
．網址│ reurl.cc/2rKbNv

跟著講師透過桌遊及繪本閱讀，一起從故事出發，延伸出孩子的創作、肢體、

音樂與藝術遊戲。許多操作與體驗，可提升視覺、聽覺、口語能力提升，更

能訓練專注力、認知力、創造力、互動力，開啟關鍵大未來。

線上氣球派對

．時間│ 07/24（六）13:30-15:30
．電話│ 02-2610-3385 洽 6 樓櫃臺
．費用│免費
．網址│ www.library.ntpc.gov.tw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八里分館
．地址│八里區舊城路 19 號 6 樓

來一場歡樂的氣球派對吧！讓爸爸媽媽與孩子一起玩出氣球的不同型態，結

合科學、肢體、音樂與藝術等等各種不同領域，讓氣球增進親子情感與孩子

的全方位發展。

慕夏的謬思─女性之唯美與裝飾

．時間│ 07/24（六）14:00-16:00
．電話│ 02-2285-5157 服務臺
．費用│免費，限 7 歲以上入場

．地點│林建生紀念圖書館／地下樓
．地址│蘆洲區三民路 178 號

捷克國寶藝術家慕夏，塑造的女性之美，帶著催眠的魅力，成為唯美的象徵。

他的女性之美，妝點在植物蔓藤的自然元素中，也附著在溯自遠古神祕氣息

的文化符號上，抑或沾染了異國情調的民族風。講座中，鄭治桂老師將帶大

家認識優雅高貴，不染俗塵的慕夏。

線上講座：脊椎健康及腰痠背痛的保健與預防

．時間│ 07/31（六）10:00-12:00
．電話│ 02-8531-6258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親子圖
書閱覽室

．網址│ Google Meet 線上直播／
                  新北市立圖書館官網

上班族久坐辦公室，老人、青年、小孩人手一機，沒事就低頭滑滑滑……是

不是開始覺得腰痠背痛？但是，為什麼會腰酸背痛？找出原因，才能對症下

藥！特別邀請李棟樑老師探討腰痠背痛的原因，並將 示範八段錦健身操和

穴道按摩，歡迎一起來運動保健，釋放壓力，解決腰痠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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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影片—達文西：蒙娜麗莎的任務

．時間│ 07/13-07/31，週二～週日，
                 每日 6 場次
．電話│ 02-2498-5112 呂小姐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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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平靜生活的達文西，正在埋首於他的發明裡，他的好友羅倫佐從中協

助，但吉歐康妲卻視他倆為笑話。有一天，達文西和吉歐康妲遇到蒙娜麗莎

家著火，蒙娜麗莎一無所有，他們一起幫助蒙娜麗莎。恰巧一位說書人來到

城裡，講述一個隱藏寶藏的秘密，讓達文西興起找尋秘密寶藏的計畫。

表 演 藝 術

藝 文 展 覽
約定—林銀星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 09/12
．電話│ 02-2722-9000#7233 陳小姐
．費用│免費

．地點│人文遠雄展覽館／藝術空間
．地址│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5 號
                 4 樓

兒時與父親的一個約定，林銀星走上繪畫創作之路。「約定」這個詞之於他，

是一個承諾、一份責任、也是甜蜜與情感的連結。此次個展以「約定」為主

題，創作理念來自生活覺知，以生活周遭的小角落與平凡無奇的人事物為題

材，闡述內心對生活以及微觀內省的感受，嘗試喚起觀者的內心共鳴。

筆墨重生

．時間│ 07/13-07/31
．電話│ 02-2295-3212 服務臺
．費用│免費

．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守讓堂
／伴山學堂

．地址│五股區新五路二段 169 號

吳政聰建築師在從事業務之餘，亦從事水墨書法等藝術創作，除了尋常的宣

紙媒材，更常利用工作時，在建築工地把本來會被當做營建廢棄物處理的天

花板材、木板、混凝土塊等等…回收回來，作為媒介進行不一樣的創作，讓

這些廢棄建材重新擁有了新的生命，極富趣味。

林嘉妮個展

．時間│ 07/13-07/25
．電話│ 02-2678-6577 展覽專線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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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妮選用耐候鋼為媒材，體現時間刻痕的鏽蝕美學，在創作時彷彿述說她

的心情，在簡單純樸中深藏最自然的美，樸素並非粗糙，而是用最少的作為

中保持最完美的自然感受。單純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與深度，生活越簡單，心

靈越清晰，將藏於內心深處帶點青澀的美解放，散發最獨特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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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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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線上書展」，請上新北市立圖書館官網（www.library.ntpc.gov.tw）查詢。

板橋區

07/13-07/31 聰明理財向錢衝
總館／ 6樓書展區
（貴興路 139 號）

02-2953-7868
#8105 廖小姐

07/13-07/31 戀愛心理學
板橋江子翠分館／ 2樓兒童室、3樓書展區
（莊敬路 62 號）

02-2253-4412
#11 詹先生

07/13-07/31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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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展區
（中正路 375 巷 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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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①簡單美好的味道─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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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觀路二段 1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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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酷熱！給我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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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①藝術圖書特展
②「藝」起悅讀趣

新店分館／ 3樓一般書區、3樓青少年書區
（北新路三段 105 巷 2 號）

02-2918-3181
#130 服務臺

07/13-07/31 藝術圖書特展

新店寶興閱覽室／ 3樓閱覽室
（寶中路 65 巷 59 號）
新店北新閱覽室／ 2樓閱覽室
（北新路一段 92 號）
新店仁愛閱覽室／ 2樓閱覽室
（建國路 58 號）
新店大鵬閱覽室／ 2樓閱覽室
（中正路 700 巷 26 號）
新店龜山閱覽室／ 1樓閱覽室
（新烏路三段 1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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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城區

07/13-07/31
①簡單美好的味道─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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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63-7037
#9 劉小姐

07/13-07/31 科普 Fun 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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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樓書展區
（中央路四段 28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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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區

07/13-07/31 科普 Fun 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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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區

07/13-07/31
①樹林藝文一夏
②林鍾隆紀念特展

樹林分館／ 4樓閱覽室
（樹新路 40-7 號）

02-2681-9680
#16 服務臺

07/13-07/31 當代作家─倪匡小說展
樹林東昇分館／閱覽室
（中山路二段 80 號 3 樓）

02-2675-7321
#9 服務臺

07/13-07/31 原藝之美
樹林彭厝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國凱街 65 號 3 樓）

02-8684-9298
服務臺

07/13-07/31 7 月聖誕節
樹林大安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大安路 118-1 號）

02-2682-4084
服務臺

07/13-07/31 骨力健康不可少
樹林三多圖書閱覽室／閱覽室 
（福興街 17 號 2 樓）

02-2676-1737
服務臺

07/13-07/31 科普 Fun 一夏
樹林柑園閱覽室／ 2樓書展區
（佳園路三段 128 號）

02-2680-2354
#9 服務臺

永和區

07/13-07/31 世界趣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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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22-2409
#12 郭小姐
02-2929-0464
陳小姐
02-2949-5012
#18 施小姐

07/13-07/31 老年理財有一套
永和民權分館／ 7樓書展區
（民權路 60 號）

02-2949-5012
#13 師小姐

07/01-07/31 線上書展 :英文繪本的秘密
永和保生分館
（新生路 218 號）

02-2927-0658
服務臺

中和區

0701-07/31
①線上書展 :閱讀漫步在韓國
②線上書展 :英文繪本的秘密

中和分館
（南山路 236 號）

02-2949-2767
服務臺

07/13-07/31
①健康樂活
②心靈加油站

中和員山分館／ 2樓書展區
（民享街 37 號）

02-8221-1152
江小姐

三重區

07/13-07/31 Fun 暑假遊寶島
三重分館／展示區
（自強路一段 158 號）

02-2981-4887
#11、13 服務臺

07/13-07/31 憶遊味境─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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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閱讀名人傳記
三重崇德分館／展示區
（仁孝街 62 號 2 樓）

02-2973-6987
服務臺

07/13-07/31 綠意盎然
三重南區分館／展示區
（重安街 70 號 3 樓）

02-2976-8729
服務臺

07/13-07/31 認識臺灣之美
三重培德分館／展示區
（忠孝路二段 35 號）

02-2984-2179
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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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

07/13-07/31 一同去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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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滿天飛燕
五股守讓堂／三讓文房
（新五路二段 169 號）

02-2295-3212
服務臺

新莊區

07/13-07/31 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新莊分館／ 6樓書展區
（中華路一段 2號）

02-8992-9009
#9 服務臺

07/13-07/31 甜點世界
新莊中港分館／ 7樓書展區
（中港路 350 號）

02-2991-2053
#9 服務臺

07/13-07/31 享受健康享受美
新莊聯合分館／ 4樓書展區
（自由街 1號）

02-8992-4732
#9 服務臺

07/13-07/31 藥物安全面面觀
新莊福營分館／ 4樓書展區
（四維路 9號）

02-2203-7877
#9 服務臺

07/13-07/31 科學遊戲好好玩
新莊裕民分館／ 4樓書展區
（裕民街 136 號）

02-2901-9047
#10 服務臺

07/13-07/31 幸福鍋物
新莊西盛分館／ 2樓書展區
（西盛街 216 號）

02-2203-5574
#9 服務臺

泰山區

07/01-07/31 線上書展 :一起來推理
泰山分館
（全興路 212 號）

02-2909-1727
#11 服務臺

林口區

07/13-07/31
①小小科學家
②大家一起學外文

林口分館／ 5樓展示區
（忠孝二路 55 號）

02-2609-1417
#11 蔡小姐

八里區

07/13-07/31 氣球好好玩
八里分館／ 5樓圖書室
（舊城路 19 號）

02 2610-3385
5 樓服務臺

三芝區

07/13-07/15 海味人生
三芝分館／ 1樓書展區
（淡金路 37 號）

02-2636-2331
#12 江小姐

07/16-07/31 逗陣遊台灣
三芝分館／ 1樓書展區
（淡金路 37 號）

02-2636-2331
#12 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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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長林右昌，跟許多基隆長大的

在地囝仔一樣，都在這個擁有深度及

厚度的小吃天堂中滋養成長。基隆有

許多獨步全台的特色小吃，吉古拉、

大燒賣、大腸圈、營養三明治、泡泡

冰、鼎邊趖⋯⋯在美味之外，每一道

菜的背後，都有深層的文化意涵，值

得細細探索及品味。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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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區

07/13-07/15 鏡頭下的永恆
石門分館／書展區
（中央路 9-3 號 2 樓）

02-2638-1202
#11 潘小姐

07/16-07/31 心靈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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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7/15 小人物大夢想
金山分館／ 1樓書展區
（五湖里龜子山 8號）

02-2498-4714
#201 簡小姐

07/16-7/31 經典大師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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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15 為幸福，再勇敢一次
萬里分館／書展區
（瑪鋉路 221 號 4 樓）

02-2492-4490
#12 高小姐

07/16-07/31 亂拍，煉出好照片
萬里分館／書展區
（瑪鋉路 221 號 4 樓）

02-2492-4490
#12 高小姐

深坑區

07/13-07/31 科學發明王
深坑分館／ 1樓主題書展區
（深坑街 10 號）

02-2662-3821
服務臺

汐止區

07/13-07/31 Fu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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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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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07/31 臺灣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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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臺

07/13-07/31 吃對食物不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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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坪林區

07/13-07/31 地方創生學
坪林分館／ 2樓展示區
（國中路 3號）

02-2665-7499
服務臺

平溪區

07/13-07/31 動手做好食
平溪分館／展示區
（公園街 17 號 3 樓）

02-2495-2422
服務臺

貢寮區

07/13-07/31 科學動漫書展
貢寮分館／ 3樓書展區
（仁愛路 79 號）

02-2490-3203
#9 服務臺

瑞芳區

07/13-07/31 職場鍍金術
瑞芳分館／ 2樓書展區
（民權街 17 號）

02-2497-2980
#9 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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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親
。
魅
影

歡樂暑假來臨了，為秉持「防疫新生活，

影視推廣不打烊」的精神，府中 15 特別

規劃線上雙主題影展，分別是「親親假期」

與「魅影時分」。

「親親假期」主要是為了親子族群而規

劃，希望透過影像傳遞力量，讓孩童在充

滿愉悅的氛圍中，親近視聽藝術美學，並

增進親子間的互動關係。而 7、8 暑假適

巧對應到傳統農曆七月，府中 15 推出富

有靈異氣氛的「魅影時分」，將帶大家一

窺熟悉的中元節和盂蘭盆法會等宗教普渡

儀式，以及亞洲、乃至世界各國因不同宗

教信仰、風俗民情所衍伸出各種祭祀活動

及不可思議 hapi 禁忌傳說！

夏日假期　親子衝夢想

老少咸宜的「親親假期」單元，選映了

兒少和親子題材的影片。

曾以首部長片《南方野獸樂園》的一鳴

驚人表現，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項大

獎的班謝特林導演，其新作《溫蒂》改編

自膾炙人口的冒險童話《彼得潘》，不僅

重新解構讓彼得潘從傳統的白人變成黑人

男孩，更安排溫蒂成為故事的主述者，賦

予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全新面貌，影片更

涵蓋了青少年對於成長的迷思主題，以及

探討自由和家庭溫暖的議題。

《太陽之家》以日本電影常見細膩情感

描寫的風格，譜寫兩個家庭因互相照顧帶

來溫馨感人的故事。實力派演員廣末涼子，

生動詮釋以笑容對抗生活艱難的單親媽媽

角色，是部傳遞家庭情感溫度的小品。重

溫法國經典動畫《佳麗村三姊妹》，在風

格強烈的視聽元素之外，更細膩描繪男孩

與奶奶相依為命的祖孫情誼，非常適合闔

家觀賞。

農曆七月　魅影回陽間

「魅影時分」單元則選映近年臺灣原創

IP 恐怖鬼片系列的最新續篇：《人面魚：

紅衣小女孩外傳》除了延續都會傳說及親

情力量，這回更加入驚悚的社會新聞事

件，做為故事鋪陳線索，帶領觀眾進入「魔

神仔宇宙」的時空；恐怖喜劇《通靈駕訓

班》，則是一部向驅魔電影《大法師》、

《魔鬼剋星》等經典橋段致敬的影片。這

部由兩位愛爾蘭新銳導演自編自導的首部

劇情長片，邀請眾多硬底子演員喜趣演出，

全片驚奇迭起毫無冷場，讓本片被譽為猶

如《吸血鬼家庭屍篇》的搞鬼喜劇新典，

影像氛圍荒誕且迷人。

焦點導演  驚悚奇幻翻轉類型象

「焦點導演」單元推出兩位擅長打造驚

悚、奇幻類型的導演程偉豪和王逸帆。除

了回顧精選程偉豪於短片時期的三部獲獎

代表作《搞什麼鬼》、《狙擊手》和《保

全員之死》；也放映王逸帆首部劇情長片，

去年榮獲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的《逃出立

法院》，另外還選映其過往之短片代表作。

屆時將另安排舉辦線上導演講座，期待

通過線上與影迷進行雲端互動，讓大家深

入了解這些類型片創作，到底有哪些幕前

幕後的精采故事。

Information
 府中 15 當月主題─親親。魅影
電話︱ 02-2965-7186 服務臺
網址︱ web.fuzhong15.ntpc.gov.tw/firms/

 府中 15（Fuzhong15）
 fuzhong15 府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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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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紀錄新作首映

本期「年度紀錄新選」單元，特別精選

兩部首映新片《1819》和《我那遙遠的呼

喚》。

前者是學生導演陳毅推出的首部紀錄

片，深入呈現當代學子的學習狀態及叛逆

心靈；資深影像工作者李立劭的《我那遙

遠的呼喚》，則是繼「滇緬游擊隊三部曲」

之後，再度延伸視角紀錄二戰時期中華民

國遠征軍於異域邊境奮戰故事的新作。拍

攝場域橫跨印度、緬甸、日本及臺灣等地，

算是國內首部以此為題材跨國攝製的紀錄

片，此片試圖探討歷史記憶及詮釋的正義，

展現其宏觀的編導創作視野。

此外，分別於 7 月及 8 月最後一週，推

出「親親好家園」和「紀錄新視界」免費

公益場次單元。「親親好家園」為響應全

球共同推動環保行動，安排三部獲獎的國

際紀錄片；「紀錄新視界」特別選映和橄

欖油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及人物傳記相關的

紀錄片，讓大家感受對於這片土地和真誠

生命的熱愛！

歡迎關注府中 15 臉書粉絲專頁、訂閱

府中 15 的 YouTube 頻道，觀看選片指南

線上直播，聽影評人解說精采影片資訊，

更能走入電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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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當月影片放映 ．影片前加註「＊」為卡通片或動畫片，加註「◎」為樂齡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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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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懷舊國片：十三太保李存孝普 82 分

時間∣週一～週四，15:00；週五～週日，16:00

等你來 show 大戲院─練建宏導演《毛毛雨》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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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臺

時間∣ 14:00

07/18（日）＊寵物當家 2 普 86 分

07/25（日）＊海獸之子普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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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臺

時間∣ 14:00

07/18（日）阿公當家普 97 分

07/25（日）阿紫普 83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
地址∣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105 巷 2 號／

						3 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918-3181#130 服務臺

時間∣ 14:00

07/13（二）◎鋼琴師護 105 分

07/18（日）當櫻花盛開輔 109 分

07/27（日）＊星光繼承者 2 普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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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07/13（二）◎城市嘻友記普 91 分

時間∣ 14:00

07/17（六）霹靂嬌娃護 119 分

07/24（六）＊小熊維尼之長鼻怪大冒險普 68 分

07/31（六）日不落愛情護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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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六）與神同行：最終審判輔 142 分

07/18（日）＊鞋貓劍客普 90 分

07/24（六）＊犬之島護 102 分

07/25（日）＊功夫熊貓 3 普 94 分

07/31（六）鬼胎記護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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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六）＊馴龍高手 3 普 104 分

07/18（日）老師呱呱叫普 83 分

07/24（六）＊史努比普 93 分

07/25（日）＊森林特攻隊：大腳丫家族普 89 分

07/31（六）野蠻遊戲：全面晉級護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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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976-8729 服務臺

時間∣ 14:00

07/13（二）◎心靈推手輔 116 分

07/17（六）博物館驚魂夜 2 普 105 分

07/18（日）＊樂高 DC 沙贊：魔法與怪物普 81 分

07/20（二）◎福祉之居普 96 分

07/24（六）戰爭與和平護 208 分

07/25（日）＊紅鞋公主與七矮人普 92 分

07/27（二）◎幸福路上普 110 分

07/31（六）我的藍莓夜護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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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小姐

時間∣ 14:00

07/13（二）◎ Star	Wars	:	天行者的崛起普 141 分

07/18（日）死侍 2 輔 119 分	

07/25（日）胡桃鉗與奇幻四國普 99 分

07/27（二）◎真愛，再出發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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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二）◎垃圾男孩普 105 分

07/18（日）蜘蛛人：離家日普 130 分	

07/25（日）侏儸紀世界護 124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金山分館
地址∣金山區五湖里龜子山 8號／ 3樓團體視聽區

電話∣ 02-2498-4714#201 簡小姐

時間∣ 14:00

07/18（日）海上鋼琴師普 125 分

07/25（日）＊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護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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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何小姐

時間∣ 14:00

07/18（日）＊史努比普 93 分	

07/25（日）今生，緣未了護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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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六）自由之丘護 66 分

07/24（六）好家在一起普 94 分

07/31（六）愛．滿人間普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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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4:00

07/14（三）＊猴王國普 81 分

07/21（三）＊腦筋急轉彎普 95 分

07/28（三）＊玩具總動員：迷失時空普 22 分

新北市立圖書館瑞芳分館
地址∣瑞芳區民權街 17 號／ 3樓多功能教室

電話∣ 02-2497-2980#201 服務臺

時間∣ 14:00

07/17（六）天后小助理普 113 分

07/24（六）阿公當家普 97 分	

07/31（六）＊腦筋急轉彎普 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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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遊藝

◎ 桃園市  culture.tycg.gov.tw 

「2021 橫山書藝獎」初選徵件

時間｜ 07/01-09/30 
地點｜桃園市立美術館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6 樓
電話｜ 03-2875-861#105 桃園市立美術館
費用｜免費

橫山書藝獎鼓勵富有時代精神，具有開拓性觀

點、議題、形式、內容的書法藝術展覽及書藝

創作實踐。以提名和報名雙軌制進行，於 2018
年 6 月 1 日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間展出，

以書藝為題之展覽皆

可參加。於 2021 年 7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

開放線上報名。

◎ 桃園市  culture.tycg.gov.tw 

「2021 桃源美展」初選徵件

時間｜ 08/02-08/16
地點｜桃園市立美術館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6 樓
電話｜ 03-2868-668#9003 桃園市立美術館
費用｜免費
網站｜ tmofa.tycg.gov.tw

鼓勵具有實驗與創新精神的美術創作，凡具中

華民國國籍，或居住於中華民國並持有居留證

之藝術創作者，均得以個人方式參賽。今年徵

件主題為「立體與影

像多媒體類」，細分

「立體造型類」、「攝

影與錄像類」及「科

技新媒體類」共 3 個

類別，採線上報名，

請於時間內至桃園市

立美術館「最新活動」

報名。

◎ 臺北市  www.culture.gov.tw

「2021 年林語堂文學獎」徵件─ 
塵世地牢

時間｜即日起至 08/31
地點｜林語堂故居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 141 號
電話｜ 02-2861-3003 服務臺
費用｜免費
網站｜ reurl.cc/W3kk9Z

為紀念林語堂先生對文學創作之貢獻，並鼓勵

中文創作人才，「2021 年林語堂文學獎」的主

題為「塵世地牢」，摘自林語堂先生《生活的

藝術》一書：「縱使這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

但我們總得盡力使生活美滿。」希冀透過文字

的力量，陪伴大家

度過疫情的低潮。

只要用現代中文創

作，且未曾以任何

形式公開發表過，

均可加入此場文學

競技擂臺。

◎ 基隆市  www.klccab.gov.tw

樂活理財退休沒煩惱─線上閱讀講座

時間｜即日起
地點｜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電話｜ 02-2422-4170 服務臺
費用｜免費
網站｜www.youtube.com/watch?v=JUdI5xcBvwI

錢不夠用的時代如何退休？面對通膨，現在的錢

不是你的錢！年金、投資、信託、繼承等，40 歲

起，必須知道的財富累積術。高齡少子化，如何

規畫長壽人生，賺飽退休金，養錢防老。退休計

畫不是未來式，邀請廖義榮老師教大家及早規畫，

理出千萬退休金，享受人生下半場！

◎ 苗栗縣  www.mlc.gov.tw

原生畫會110 年會員聯展

時間｜即日起至 07/18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山月軒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 號
電話｜ 037-352-961#618 展演藝術科柯小姐
費用｜免費

此展由 14 位會員共同參與，繪畫主題及表達

方式不受任何形式干擾，完全發自作者內心，

使內在的生命力、想像、感覺及變幻無常的意

識呈現於畫面中。此次創會會長廖本生老師更

致力於拓展抽象風格，擺脫傳統思維，以東西

方文化對話，並

以西方色彩和造

型印證東方人文

美學，使觀者想

像東方文化在當

代藝術的另一種

可能與姿態。

◎ 苗栗縣  www.mlc.gov.tw

貓貍墨痕─即是書會書法展

時間｜ 07/14-08/01
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 號
電話｜ 037-352-961#616 展演藝術科林小姐
費用｜免費

「即是書會」成立於

民國 94 年，會員涵蓋

老中青，皆因雅好書藝

而結緣。此展因著會員

生活能景不同，創作理

念相異，而造就個人之

獨特風格，都以傳統出

發，賦予現代的審美異

趣，作品多元且富有巧

思，十分精采，期能打

破大家對書法展覽單

調、枯燥的印象，並為

大家注入一股暖心劑。

◎ 新竹縣  www.hchcc.gov.tw

「2021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徵件

時間｜即日起至 09/10
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 號
電話｜ 03-5510-201#319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表演藝術科
費用｜免費，線上簡章下載＆報名
網站｜ reurl.cc/a53glZ

為鼓勵並發掘創作人才，創作貼近當代生活的

客語音樂，並透過出版得獎作品集及 CD，提

升社會大眾對客語音

樂聆賞的興趣，進而

發揚客家文化。除

了徵選「最佳客家創

新歌曲獎」，為發掘

客家母語創作新曲及

提昇合唱編曲創作能

量，今年增設「最佳

客家合唱歌曲獎」。

◎ 宜蘭縣  www.ilccb.gov.tw

當我們「同宅藝起看好戲」

時間｜  07/05（一）、07/07（三）、07/09（五）、
07/12（一）07/14（三）12:15

地點｜「蘭陽戲劇團」臉書粉絲專頁
             「蘭陽戲劇團」YouTube 官方頻道
電話｜ 03-9362-542 林小姐
費用｜免費

7 月蘭陽戲劇團將推出「經典好戲 Stay At 
Home限定播放」，精心挑選歷年之經典作品，

於蘭陽戲劇團 YouTube 官方頻道直播放送，

邀請大家一同欣賞。此

外，亦規劃「我作歌仔

戲．我佮意」，推出一

系列精采課程，拍攝歌

仔戲教學及演員的日常

花絮，讓戲迷朋友在維

持社交距離中，也能拉

近跟歌仔戲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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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疫情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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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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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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亮亮！繽紛夏日花火彩繪派對
即日起至 08/31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1 兒童體驗室

偶然人間
即日起至 08/31

02-8677-2727#831、832 服務臺
3樓特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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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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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博館

懷古論今—奉茶印花碗
0713-08/31

02-8677-2727#710 旅遊秘書中心
B2 陶藝研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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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常設展廳

十三行生活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樓常設展廳

新北考古公園聚落虛擬展示
即日起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新北考古公園

多樣泰─泰國文化特展
即日起至 09/05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2樓長廊

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
即日起至 2022/06/30

02-2619-1313#603 服務臺
第一特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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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金體驗活動（團體請於上班日 09:30-16:00 電話預約）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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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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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枒現象─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創作譜記
07/02-2022/01/02

02-2496-2800#2808 林小姐
金水特展室／煉金樓特展室

礦山藝術季─地景藝術
07/15-08/01

02-2496-2800#2853 邱小姐
金瓜石

礦山藝術季：新勝景掌中劇
07/17（六）14:00-15:00

02-2496-2800#2873 廖小姐
九份昇平戲院

礦山藝術季：大地植物編織課（需事先報名）
07/17-07/18，10:00-12:00、14:00-16:00

02-2496-2800#2873 廖小姐
黃金博物館周邊

礦山藝術季：祈堂老街時光機（需事先報名）
07/24-07/25，10:00-12:30、14:00-16:30

02-2496-2800#2873 廖小姐
黃金博物館周邊

礦山藝術季：礦工生活記憶之旅（需事先報名）
07/31（六）10:00-12:00、14:00-16:00

02-2496-2800#2873 廖小姐
黃金博物館周邊

新北市礦山文化行旅（需事先報名）
07/31（六）

02-2496-2800#2896 魏先生
黃金博物館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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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紅毛城）、新北市淡水區中正

路 1段 6巷 34-1 號（滬尾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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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316、316-1 號（得忌利士洋行）、新北市淡水區

觀海路 91 號 3 樓、5樓（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聽！大河在說話─兒童體驗館
即日起

02-2623-1001 服務臺
淡水海關碼頭 C棟倉庫

青春山海線─來去古蹟當 Coser
即日起

02-2620-5092 服務臺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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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疫情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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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

藝賞
雙北

藝賞
雙北

滬水─方積木共和國
即日起

02-2805-0308 服務臺
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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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尾之役故事館
即日起

02-2629-9522 服務臺
得忌利士洋行

滬尾之役軍史館
即日起

02-2629-5390 服務臺
滬尾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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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禮袋領取
07/13-07/31

02-2953-7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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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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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茶塾─數位互動探索空間
即日起

02-2665-6035#206 鄭先生
體驗館

赤琥珀特展
即日起至 11/08

02-2665-6035#203 蔡小姐
展示館 B1

茶山學特展
即日起至 2022/05/08

02-2665-6035#202 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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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境解謎遊戲：古城尋跡─守護林園之玉
即日起

02-2965-3061#32 呂小姐
林本源園邸

府中 15
 www.fuzhong15.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7 樓                                    

水果奶奶的大秘密─故事派對主題展
7月下旬至 09/15

02-2968-3600 #211 服務台
3-5 樓展覽室

新北市藝文中心
 www.artcenter.ntpc.gov.tw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韶光．流轉─創作聯展
07/24-08/11

02-2950-9750#110 鄭小姐
第二展覽室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www.xzcac.ntpc.gov.tw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133 號                                       

蘇俊穎木偶劇團十週年特展
即日起至 12/24

02-2276-0182#101 服務臺
布袋戲文物館

平安美好─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 2021 會員聯展
07/16-08/11

02-2276-0182#101 服務臺
藝術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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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光眷影映像館
即日起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11 號眷舍

一村故事館
即日起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14 號眷舍

村長的家─村長家客廳原貌保存展
即日起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15 號眷舍

眷村生活館
即日起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16 號眷舍

彩繪粉筆畫一村
即日起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水井廣場

甬道聲光體驗活動（當日現場報名）
週一～週五，11:00、15: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14:00、15:00、16:00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定時園區導覽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14:00、1500、16:00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俯瞰─空照圖特展
即日起至 2022/06/30

02-2979-1815 遊客中心
13 號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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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蓓詩、歐筱君雙個展：The Seasoned World 調味後的世界
07/14-08/01

02-2929-8830 服務臺
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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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疫情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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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

藝賞
雙北

藝賞
雙北

樹林藝文中心                                     
 bit.ly/2QMGZkP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8 號  　　　　　　　　　　　　　　  　

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莫札特音樂饗宴之夜》
09/21（三）19:30

0919-222-236 台北音樂家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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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的傳藝：圖紋之美─第八屆全國學生
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原住民交流展
07/13-08/31

02-2672-9996#307 吳小姐
2樓巧之藝廊

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www.atayal.ntpc.gov.tw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 12 號       　　　　　　　　　　　　　　　  　

經緯之間 織織不倦一烏來泰雅織女與織物的對話
即日起至 08/22

02-2661-8162# 11 潘小姐
1 樓特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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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言論自由日特展教育推廣活動─戰後電影審查特展
即日起至 12/12，週二～週日

02-2218-2438#307 何先生
美工工場

國立臺灣圖書館
 www.ntl.edu.tw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7 月主題書展─爬山初心者
07/13-08/02

02-2926-2666#3512 史先生
2-3 樓新書展示區

7月青少年主題書展：航向藍色汪洋
07/13-08/02

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3樓新書展示區

樂齡「印相」中的讀冊年代—
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暨裝幀特展
07/13-09/11，週二～週日，09:00-17:00

02-2926-6888#4217 徐小姐
5樓特展室

終結句點王．online 讀書會：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07/13（二）、07/27（二）19:40-20:40

02-2926-6888#2113 臧小姐
國立臺灣圖書館 YouTube 頻道

科普系列講座：氣候變遷下的藍碳精靈
07/24（六）09:30-11:30

02-2926-6888#4212 楊先生
4045 教室

與作家有約：最難的一堂課─
充滿挑戰的教育現場，老師如何帶著愛和勇氣站在臺上
07/24（六）14:00-16:00

02-2926-6888#4211 吳小姐
4045 教室

繪本共讀：小小名偵探
07/24（六）18:30-20:30

02-2926-6888#4211 吳小姐
4045 教室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影展
07/28-08/25，每週三，14:00-17:00

02-2926-2666#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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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聖境─世界宗教建築模型展
即日起至 12/31，週二～週日

02-8231-6118 服務臺
7樓世界宗教展示大廳

兒童生命教育主題展─愛的奇幻旅程
即日起至 12/31，週二～週日

02-8231-6118 服務臺
7樓愛的星球兒童館

朱銘美術館
 www.juming.org.tw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 2號                                         

輕體驗．瘋塗鴉─學齡前藝術體驗課程
即日起，每月第一、二個週六，13:30-16:00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兒童藝術中心 2樓

自己的 T恤自己畫
即日起至 09/26，每月第二、四個週日，13:30-16:30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兒童藝術中心 2樓

無限─塗鴉俱樂部
即日起至 2022/01/02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第一展覽室

藝術家實驗互動展：看得見的聲音─並並蹦蹦大樂隊
即日起至 2022/01/02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兒童藝術中心

我的塗鴉秘密基地
即日起至 2022/01/02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Art 多一點實驗室

物／我─徐永旭個展
即日起至 2022/02/28

02-2498-9940#1704 服務中心
本館與藝術交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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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

02-2629-8558 雲門基金會
戶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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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疫情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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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

藝賞
雙北

藝賞
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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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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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83-8896 服務臺
 李友邦將軍紀念館

一個女兵的故事一嚴秀峰女士紀念展
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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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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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故宮博物院
 www.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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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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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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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故宮．國寶薈萃
即日起

02-2881-2021#2332 吳小姐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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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古─乾隆皇帝的宮廷銅器收藏與圖錄
即日起

02-2881-2021#2512 張小姐
304 陳列室

說．古地圖
即日起至 07/22

02-2881-2021#2975 王小姐 
103、104 陳列室

風格故事─康熙御製琺瑯彩瓷特展
即日起至 10/31

02-2881-2021#2276 林小姐
207 陳列室

風格故事─乾隆年製琺瑯彩瓷特展
即日起至 2022/06/30

02-2881-2021#2276 林小姐
203 陳列室

遺珠─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書畫展
07/24-09/21

02-2881-2021#2975 王小姐
202、204、206、208、2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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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

同區延平北路一段 2號（鐵道部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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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202 服務臺
本館 3樓展間

博物臺灣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82-2566#1201、1202 服務臺
本館 2樓東、西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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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3702 服務臺
古生物館大廳

土地銀行行史展區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14-2699#3701、3702 服務臺
古生物館 1樓、2樓

煎熬時代：樟腦產業及南門工場展
即日起，週二～週日

02-2397-3666#2611、2612 服務臺
南門館紅樓展示館 1樓

鐵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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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論「現代」：1935 年臺灣博覽會特展
即日起至 08/29，週二～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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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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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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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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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活動資訊有可能因疫情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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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

藝賞
雙北

藝賞
雙北

接近─賴志盛
即日起

02-2595-7656#304 郭小姐
3樓 3C 藝想迴廊

TFAM 年度個展：陳建榮、傅雅雯、鄭先喻、廖祈羽
即日起至 08/08

02-2595-7656#203 簡小姐
3樓 3A、3B 展覽室

花園─王煜松個展
即日起至 08/22

02-2595-7656#216 蘇小姐
地下樓 D、E、F 展覽室

2021 X-site《爆炸容器》─多重真實
即日起至 08/22

02-2595-7656#316 周小姐
戶外廣場

大遷徙：盧明德
即日起至 09/19

02-2595-7656#218 李小姐
2樓 2A、2B 展覽室

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
即日起至 10/17

02-2595-7656#215 陳小姐
1樓 1A、1B 展覽室

住家小宇宙
07/17-10/31

02-2595-7656#322 林小姐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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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入場
即日起至 07/18

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歷史．當代
即日起至 08/22

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On The Other Hand 微型展
即日起至 08/22

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STUDIO：總是春光乍現—致穎個展
07/27-09/19

2552-3721#301 服務臺
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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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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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由法院安置於「鹿野苑關懷

之家」一位違反性交易防治法

少女的故事，洛本天津仁波切認為許多孩

子「沒有過錯，只有錯過」，故藉由基金

會希望能彌補這些孩子錯過的愛與關懷，

重新發掘他們幼小心靈待發芽的善。同時，

透過這本書的發行，讓更多人發慈悲心共

同參予。

「蔣揚基金會」由噶瑪噶居寺洛本天津仁

波切所創，其利生工作包括：「鹿野苑關

懷之家」，保護安置雛妓、非行少年、受

虐婦女及孩童；街友愛心之家，每日供應

餐食，協助街友就醫、謀職，引導街友回

歸社會；關懷偏遠山區貧困學子的學業及

生活等…。

蔣揚基金會 / 出版

  商訊文化事業 / 策劃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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