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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戲劇團

陽光公益慈善基金－「戲曲行腳．人情味」系列
蘭陽戲劇團《碧海青天》 

節目日期：11/19(四)19:00 ｜演出地點：演藝廳

邊關忠臣韓文龍進京舉發內奸，途中遭人所害失去下落。為救陷

於絕境的韓家，韓母遣其二子文俊向有婚約的洪尚書投親借銀，

不料遭逐出門外，文俊借銀不成卻又因被人誣陷而遭判死罪⋯。

然而善惡到頭終有報，究竟韓家能不能一雪不白之冤呢？

票價：免費索票 (11/12 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蘭陽戲劇團 03-936-2542

楊景翔演劇團

《單身租隊友》2020 重新裝潢版

節目日期：10/16(五)19:30 10/17(六)14:30、19:30 10/18(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你有沒有比家人更像家人的室友？ 

《單身租隊友》是一齣描述三名共居的單身男女，為愛痴狂、

脫魯不成，讓你笑著笑著就哭了的票房冠軍溫馨喜劇。

主演：Lulu 黃路梓茵、又仁、Kim、康康何瑞康、老爹林家麒

票價：500/800/1200/1600/20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楊景翔演劇團 0971-850-882

黃翊工作室

《物》+《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

節目日期：10/24(六)15:00 ｜演出地點：演藝廳

黃翊工作室是台灣繼雲門後第二個全職舞團，長年國際巡

演，作品《黃翊與庫卡》、《地平面以下》及《長路》獲得

國際表演藝術協會(ISPA)「年度最受矚目十大新作」，為台

灣唯一三度獲選團隊。也是國表藝第一屆三館共製獲選團

隊。更多資訊：黃翊工作室官網

票價：600/800/1000/12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傅小姐 02-2253-4417#103

台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悲欣交集》夢迴李叔同音樂會 

節目日期：10/11(日)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到「華枝春滿、天心

月圓」，一齣歌劇風的音樂會，創意哲思、美感、意境，唱

出西風東漸的民國初年，帶你賞遍一代才子李叔同的各種形

象，識得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淚光裡的悲願。

票價：300/500/10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丁小姐 0961-27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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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交響樂團

《新北市交 2020 都會公演》

節目日期：12/13(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貝多芬為音樂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2020年適逢貝多

芬250年誕辰，本團精選音樂家貝多芬以及影響貝多芬的前

輩作曲家們，如：韓德爾、莫札特及海頓的作品，以「舞

曲」作為演出主軸，期待能帶給聽眾嶄新的音樂享受。

票價：免費索票 (12/6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新北市交響樂團 0961-176-992

玉山菊元合奏團

2020 玉山菊元幸福樂章音樂會《未來世界》

節目日期：11/28(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玉山菊元合奏團以音樂傳遞善愛、藝術、文化回饋社會為宗

旨，成員有國內專業傑出的演奏家、國外留學歸國的優秀音

樂人，更有駐團作曲家---愛舫，為合奏團創作專屬演出音

樂，是本團一大特色。

票價：300/500/800｜售票系統：年代售票｜聯絡資訊：玉山菊元合奏團 0910-765-563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羅西尼歌劇 《塞維里亞理髮師》精粹 

節目日期：11/29(日)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精心製作義大利作曲家羅西尼歌劇《塞維

里亞理髮師》精粹，由導演林中光帶領國內歌劇界優秀聲樂

家女高音鄭海芸、男高音林健吉、男中音胡庭維、男低音謝

銘謀等，結合成大校友合唱團精彩演出！

票價：300/600/8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0975-251-538

雲水戲劇工作坊  

歌仔戲《君臣奇緣》

節目日期：11/22(日)19:00｜演出地點：演藝廳

雲水戲劇工作坊109年度推出新製歌仔戲《君臣奇緣》，改

編民間傳奇〈孟麗君〉，由本團專任編劇林孟華編寫，展現

不一樣的君臣奪愛輕鬆宮廷劇。由本團藝術總監黃美靜導

演，並邀請著名京劇文武老生唐文華擔任藝術指導。

票價：免費索票 (11/15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雲水劇團雲水戲劇工作坊 02-2721-1189、0935-22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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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新北－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系列節目

《2020 新北市樂壇新星音樂會》

節目日期：2020/12/9、12  2021/1/5、6｜演出地點：演藝廳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為鼓勵及培育具表演潛力明日之星，提供

其一圓表演夢想之舞臺，從8月起10組入選者將陸續展開10

場音樂饗宴，每場皆為免費索票，邀請您一同前來欣賞本屆

樂壇新星們精湛的演出！詳細演出資訊請洽新北市政府文化

局官網。

票價：免費索票 (各場演出前 7日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陳小姐 02-2253-4417#102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

《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了》

節目日期：10/4(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為台灣唯一獲推選為「史坦威藝術家

室內樂團」殊榮之室內樂團，演出足跡遍及世界各地。

2020 年適逢貝多芬誕辰 250 周年，本演出除了安排台灣優

秀作曲家石青如及朱怡潔的作品外，也將演出貝多芬早期充

滿當年流行元素的降 B大調第四號鋼琴三重奏。

票價：免費索票(即日起開放索票)｜售票系統：Accupass｜聯絡資訊：菁英藝術家三重奏0916-240-649

「Music．新北－2020 新北市音樂劇節」系列節目

躍演《麗晶卡拉 OK 的最後一夜》
節目日期：10/30(五)19:30 10/31(六)14:30、19:30 11/1(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演出票價：600/900/1100/1200/1500/1800/2200/3500

AM 創意《小兒子報告！沙發有黑洞》
節目日期：11/6(五)19:30 11/7(六)14:30、19:30 11/8(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演出票價：600/900/1100/1200/1500/1800/2200/2500

刺點創作工坊《幕後傳奇─苦魯人生》 
節目日期：11/13(五)19:30 11/14(六)14:30、19:30 11/15(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演出票價：600/900/1100/1200/1500/1800/2200

C MUSICAL 製作《我的上海天菜》 
節目日期：12/4(五)19:30 12/5(六)14:30、19:30 12/6(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演出票價：600/900/1100/1200/1500/1800/2200

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廖小姐 02-2950-9750#113

遠吭號法國號四重奏

遠吭號法國號四重奏音樂會《青草地 . 溪水旁》

節目日期：12/19(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法國號在交響樂團中是很重要的樂器，但是一整場四把法國

號的重奏音樂會在國內是較為罕見的音樂表演形式，遠吭號

法國號四重奏《青草地.溪水旁》音樂會，曲目包括專為這四把
樂器創作的樂曲，曲風涵蓋古典、民謠風、靈歌、聖歌以及爵

士樂風格，帶領大家見識這四把樂器組合起來的美妙和聲。

票價：400/600/8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遠吭號法國號四重奏 02-2322-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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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擺喵親子音樂劇場

《魔法果實的秘密》

節目日期：12/19(六)14:30 ｜演出地點：演奏廳

快樂喵喵鎮是個充滿音樂和魔法的小鎮，鎮上有一棵長了魔

法果實的大樹，鎮民原本開心地為狂歡節準備，卻來了暴風

雨，狂風暴雨會將果實吹向何處？喵喵們要如何找回果實？

搖擺喵樂團號召大小朋友一起「聽、玩」音樂會！

票價：5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搖擺喵樂團 0931-031-252  

小巨人絲竹樂團

小巨人絲竹室內樂系列《樂活絲竹》

節目日期：10/3(六)14:30｜演出地點：演奏廳

「樂活絲竹」節目企劃的宗旨，是讓觀眾在輕鬆恬淡的氣氛

中，細細品味中國樂器的傳統之美及創新多樣的風格。曲目

安排有經典絲竹室內樂、台灣民謠、創新絲竹樂、西洋經典

名曲改編⋯⋯等豐富作品，帶您遨遊豐富而多變的當代絲竹

室內樂世界。

票價：免費索票 (9/26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小巨人絲竹樂團 02-8927-7445

境外藝術

《吶喊吧！爵士》

節目日期：11/1(日)14:30 ｜演出地點：演奏廳

『優雅沈穩的爵士樂與潮流說唱會蹦出什麼衝擊呢？』吶喊

吧！爵士，將街頭潮流與當代爵士融為一體，展現對生命的

吶喊。本節目也將帶來林語桐鋼琴三重奏全新創作專輯發行

中曲目，決不容錯過的好音樂，一起被音樂家釋放的魅力而

感動吧！

演出票價：400｜售票系統：Accupass｜聯絡資訊：境外藝術 0966-701-007

「新北市藝文中心2020 演奏廳音樂沙龍」系列節目

《新北市藝文中心 2020 演奏廳音樂沙龍》

節目日期：10/18、24、11/7｜演出地點：演奏廳

為推廣新北市藝文中心演奏廳空間，今年音樂沙龍以室內樂

合奏型態呈現，由「弦樂四重奏」「薩克斯風四重奏」「銅

管五重奏」「木管五重奏」，四大種類樂器家族配合音樂家

的現場樂曲解說，給觀眾不同的音樂欣賞體驗。 

票價：免費索票 (各場演出前 7日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傅小姐 02-2253-441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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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微笑—如是我聞之佛像個展

展覽日期：11/18-12/1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緣起一尊菩薩的微笑，開啟千年古佛的追尋，探尋隱藏在微笑

裡自在喜悅的秘密。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的會心，同樣散佈在這

些佛像上，啟動我們的感動與共鳴。用當代技法親炙古佛容

顏，以現代思惟重現傳統佛像藝術，呈現出東方文化與西方媒

材巧妙的揉合運用，在不同意趣中延續凝鍊精神。

2020新北市美展

展覽日期：10/24-11/15 (11/2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二、三展覽室

新北市美展今年邁入第32屆，收到許多優秀作品參賽，今年度

展覽展出油畫、水彩、版畫、攝影及科技藝術等5類創作品，多

元豐富，參賽者們各具巧思、手法精湛，值得一看。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為鼓勵創作、揮灑藝術，今年度放寬參賽作品的規格，

現場不乏大器之作品以及系列作，呈現藝術創作者發揮自身創

意的更大界線。

109年新北市學生美展  

展覽日期：11/18-12/6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本展展出徵件遴選獲獎的優秀作品，希望藉此和民眾分享年輕

學子的藝術創作，類別涵蓋書法、水墨、水彩、版畫及繪畫類，

分為國小、國中及高中組，不僅可表現東、西方藝術，也希望能

激發更多青年學子創作的契機。

中華文耀．鼠兆年豐．庚子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展覽日期：10/2-10/20 (10/5、10/10休館)

展覽地點：第一、二、三展覽室

欣逢庚子鼠年，鼠兆年豐。中華文耀以筆會友，用藝術再次串

聯起國際間的和平友愛。本展展出各類型的藝術作品，含括

書法、水墨、油畫、水彩、雕塑、攝影等，技巧卓妙，各領風

采，呈現出臺灣在地與國際間豐沛的創作能量。百位藝術家、

一張張炫麗多彩的藝術作品，難得的藝術饗宴將與各位市民

朋友喜悅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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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畫會會員聯展

展覽日期：11/18-12/1

展覽地點：第三展覽室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清流畫會學員各自潛心藝術創作，掌握

筆墨的流動，開拓屬於自己內心世界，

畫風也別具特色。筆走墨游裡藏著深厚

的潛力和開發的理想藝術，串聯了時空

的感動與共鳴。

萬象．心之羈絆－
張雅佩墨彩人物創作展

展覽日期：12/4-12/14 (12/7休館)

展覽地點：第二展覽室

作者以自我為觀點，觀周遭的人、事、物

延伸感發，探討人與人之間，親人及朋

友等微妙的情感關係。現代社會因科技

進步、生活環境與文化不同衍生的一些

社會現象、以及對大眾的影響。以社會

生活百態作為繪畫創作題材，經由墨與

彩的藝術創作紀錄當下、抒發自我。

火舞－黃曉惠水彩創作展

展覽日期：12/10-12/27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

畫家黃曉惠以多變又不失趣味的創作，

記錄著自己的水彩生涯。如果存在什麼

真正的藝術，就是能夠在流離潰散的世

界裡，用誠摯地深情一如既往的創作前

進；如果存在一條藝術路，就是黃曉惠

將自己繪成無阻交流的水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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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瓦民族舞蹈團

《山嵐藍染》

節目日期：12/5(六 )19:30 12/6(日 )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紅瓦創團 21 週年，今年推出結合「客家藍染」題材於民族

舞蹈中，並和蘇家賢老師藉由大家的專長，帶給觀眾非常不

一樣的客家文化饗宴。紅瓦也從客家不同的角度而創作出

《山嵐藍染》，傳統結合現代元素，帶領大家認識更多的客家

文化。

票價 :300、600 、900、1200、2000( 贊助票 ) (10/5 起開始售票 )｜售票系統：年代售票
聯絡資訊 : 紅瓦民族舞蹈團 02-2242-3633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109 廖瓊枝精緻歌仔戲傳習計畫學員成果發

表演出】

《陳三五娘─逛花燈、磨鏡》

節目日期：11/21(六)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本次課程由廖瓊枝老師策劃，課程後安排學員們站上舞臺體

驗「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之練功歷程。學員發表兩齣

折子戲作品「逛花燈」及「磨鏡」，皆為膾炙人口的絕世傳

說，搬上舞臺分享給親朋好友一同入場觀賞支持。

票價 :免費索票 (11/14上午9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隨心所欲樂團

《時空之旅》

節目日期：11/22(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由樂團與長笛演奏家石雅如合作，以臺灣女性角度走入歷

史，詮釋昭君出塞、身在番邦思念中原的心情。時空轉換，

廟會熱鬧敲鑼打鼓，巷弄裡舊時代女性輕吟小調，訴說少女

純純戀情。西方新時代來臨，注入東方神秘與保守思維，文

化衝擊展現柔弱與力量融合的迷人魅力。

票價 :免費索票 (11/15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 : 隨心所欲樂團 0919-878-346

新莊兒童合唱團

《年度成果音樂會》

節目日期：11/14(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新莊兒童合唱團」係新莊文化藝術中心附屬團隊，成立至

今已 20 年，成果音樂會除合唱樂曲，同時推出兒童音樂劇！

由廖怡玲老師指揮、陳怡帆老師伴奏、吳彥霆老師肢體指

導，聯手指導推出 2020 兒童音樂劇，歡迎闔家前來欣賞！

票價 :免費索票 (11/7上午 9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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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蛙劇團

《七隻小羊》

節目日期：12/19(六)14:30、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羊媽媽有著一群天真又可愛的七隻小羊∼DoDo、ReRe、 MiMi 

、FaFa、SoSo、LaLa、SiSi，好吃懶惰的大野狼總是趁著羊媽媽

不在家時，誘拐小羊們，「不開、不開、不能開，你是大野

狼！」，團結一致的小羊們，運用機智趕走了大野狼，經過一次

又一次的失敗，大野狼真的能吃到豪華澎派烤全羊大餐嗎？

票價 :300、400、500、600( 即日起售票 )｜聯絡資訊 : 小青蛙劇團 04-2213-1618

草山樂坊

《經典卡通音樂會》

節目日期：12/13(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以卡通音樂的主軸發想，將大眾所熟悉的旋律巧妙地絲竹

化，由絲竹樂的獨特風格來呈現，將傳統與現代做結合，跨

越不同時代具故事性的卡通主題曲，使大眾能感受雋永的回

憶經典，並透過演繹孩子都耳熟能詳的歌曲，讓親子一同感

受音樂的熱力及活潑。

票價 : 免費索票 (12/6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 ｜聯絡資訊 : 草山樂坊 0922-160-938

星空交響管樂團

《動漫音樂會 - 狂樂動漫魂》

節目日期：12/15(二)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星空交響管樂團規劃史上最猛動漫音樂會組合，特別邀請超

人氣動漫歌手：イケメン系美聲A拔、最受歡迎萌歌姬

Chia、超人氣NICO歌手凍凍，一起與樂迷High爆現場，更搭

配團員與指揮的Cosplay，讓全場環繞於動漫氣氛下，威力

破表全力開唱。

票價 :300、500、800、10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 :星空交響管樂團03-252-2585分機3

新莊歌劇團

年度成果演出《積善之家》

節目日期：12/12(六)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經營布行的趙世陽育有兩女兩子。一日長女明月於返家路上

遇見上京赴考卻投親不遇的古福臨兄妹，明月得知兩人遭遇

遂將其收留；次女明佳忌妒兄嫂蘇映紅倍受疼愛，在長子明

華新婚之際，故意栽贓古福臨和蘇映紅兩人有私情、震撼趙

家，最後是否有人能替映紅洗清冤屈？

票價 :免費索票 (12/5上午 9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2276-0182分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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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揚藝 -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2020年度大展

展覽日期：2020/12/18-2021/1/6 (1/1、1/4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跨世紀成立於1999年，每年舉辦全國性年度大展、油畫技法研

討會、跨國巡迴聯展等活動；成員來自全國之專業藝術創作以

及藝術教育精英，多年來在各地推動和深耕油畫創作。期盼藉

此機會展出，推動藝文活動及與藝術界互相交流學習，並將藝

術推廣至各個角落，提升藝術文化素養。

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2020 合唱戲劇《親恩物語∼角落裡的蘕線衫》

節目日期：12/22(二)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以推廣「孝道」為主軸，選擇與父母恩情及親子互動之曲

目，輔以戲劇式說書呈現。演出團體含「螢橋國小舞獅

團」、「采聲合唱團」、「台心合唱團」、「中山椿萱合唱

團」、「歆苑合唱團」。以美妙的聲音詮釋出「父母情、天

地恩」。樂曲動人、戲劇意境深遠。

票價 :200｜售票 : 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聯絡資訊 : 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02-2301-8400

翰墨詩情-109年新北市新莊書畫會會員展

展覽日期：12/4-12/16 (12/7休館)

展覽地點：藝術廳

此次會員展，不論老手或新秀，展出近百件作品。書法真、草、

行、隸、篆各體兼備。內容大多寫先賢詩文，少部分自創詩作。

畫作題材寬廣，各領風騷，丹青染翰，筆灑豪情，充滿了詩情畫

意，故以「翰墨詩情」為標題，歡迎藝術同好蒞臨參觀，共享藝

術詩境，開拓美學視野。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

《絲竹長青》

節目日期：12/20(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音樂會以「絲竹音樂」的概念為主軸，由淺入深的向觀眾介

紹絲竹音樂，以多元曲目風格，帶領觀眾進入絲竹音樂，更

以不同的音樂手法、多元的場景，展現「台灣絲竹」新風

格。演出也特別以協奏曲方式呈現樂器特色，選取「二

胡」、「笛」及「中阮」等樂器協奏，搭配合奏樂曲，內容

豐富多元、精采可期！

票價 :免費索票 (12/13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 :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 04-2483-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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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陀劇場

《祖孫牽手 完美城鄉》

節目日期：11/8(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長者像一本傳記，記載著人與土地的味道。樹林藝文中心攜

手國內知名劇團果陀劇場辦理《祖孫牽手 完美城鄉》活化歷

史專案，歷經一系列的長者故事班、校園推廣活動以及素人

演員甄選後，將在11月8日將這段屬於樹林人的記憶故事搬上

舞臺，讓更多人體驗世代傳承的美好！

票價：免費索票 (11/1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馮小姐 02-8772-1867分機 121 

【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 娩娩工作室

《play games》

節目日期：10/16(五)19:30 10/17(六)14:30、19:30 10/18(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娩娩工作室創團第一號作品《play games》，劇中描述一位隨

時間變老的女兒、一位五歲之後便停止長大的母親，藉由一

連串遊戲過程，兩名角色互相依賴、彼此怨懟，既有母女的溫

馨親情，也是兩位女性的修羅沙場。而不在場的「父親」卻無

時不刻的籠罩兩人，避而不談的黝暗污穢即將引爆。

票價：6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娩娩工作室臉書專頁

樹樂集絲竹樂團

《古往樂來歡歌行》

節目日期：10/25(日)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於2016年成立，從幾位熱愛國樂的成年人，聚集成20人內的中

小型樂團。樂團編制穩定，各司其職，除擁有固定的排練與規

劃，並有其量身定作之展演曲目。風格從傳統、流行、古典、跨

界等皆有涉獵，不僅藝術高度具一定水準，於雅俗共賞之展現

亦能兼具。秉持一份對音樂的熱忱與初衷，除了不斷自我砥礪

與磨練，亦以「樂活分享，在地深耕」為自我期許。

演出票價：5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廖小姐 0983-282-135

亦宛然掌中劇團

亦宛然看家戲《劈山救母》

節目日期：10/10(六)14:00｜演出地點：演藝廳

《劈山救母》描述楊戩外甥劉沉香劈開華山救出其母一事，

歷來在京劇、崑曲、北管及布袋戲上皆有精采的演繹。此次

由〈亦宛然〉第四代弟子演出的《劈山救母》，承襲了李天祿、
李傳燦二位團長的風格，音樂以北管為主，為〈亦宛然〉的
看家籠底好戲之一。

票價：免費索票 (10/3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亦宛然掌中劇團 02-2636-9174

蔡詩凡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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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右影音科技大學民謠社

《為愛傳唱公益演唱會》

節目日期：11/28(六)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自崇右企專(現已更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民謠社，秉持對校

園民歌、民謠的熱愛，畢業多年後又集合在一起舉辦民歌演唱

會，藉著累積過去五場演會的經驗，嘗試以公益性質的方式

再次舉辦民歌演唱會。此次演出內容均以70、80年代最流行

校園民歌為主，並穿插台語、英語金曲民謠作為演出曲目。

票價：免費索票 (11/21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方先生0932-151-852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 

天狼星口琴樂團 Sirius Harmonica Ensemble

起承。啟程—2020天狼星口琴樂團公演
Sketch of Journey

節目日期：11/27(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口琴，小巧卻蘊含無限的可能性，不僅能夠演繹古典音樂，

亦可跨足流行音樂、爵士樂以及現代音樂等。天狼星口琴樂

團為口琴樂界國際知名團隊，世界口琴大賽冠軍得主，將於

北中南三地舉行「起承。啟程—2020天狼星口琴樂團公

演」，向愛樂朋友分享這些年天狼星口琴樂團的音樂蛻變。

票價：600/800/10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張先生0952-351-678  

【樹林藝文中心109 年特色節目「樹林跳：跳島舞蹈節」】  驫舞劇場

20場超豪華工作坊，4場舞蹈講座，6.5小時舞蹈馬拉松，6

趟宣傳車街頭巡演，1場青少年編導演出。最親民又豐富的

舞蹈節，邀您到樹林一起跳！

執行團體：驫舞劇場｜活動日期：11/9-22｜聯絡資訊：驫舞劇場 02-2967-4495

《換我編舞》

節目日期：11/21(六)15:00｜演出地點：演藝廳｜票價：500

這不是「由大人編舞，青少年表演」的節目。這一回，我們

把編舞魔杖交到青少年手上，換他們自己編舞，透過舞蹈來

大聲宣告自己的存在；自由自在的嘗試，天馬行空的發想。

語言可以騙人，但身體不會說謊，透過編舞，如實展現青少

年秘密的一面。

《身體我的名片》

節目日期：11/22(日)11:00｜演出地點：演藝廳｜票價：600

史無前例的大膽計畫，空前絕後的黃金陣容，長達6.5小時

的演出，16組藝術家與團隊，每組15分鐘，以舞蹈、演

講、問答的方式，分享他們的跳舞歷程與心情。從芭蕾到踢

踏，從街舞到探戈，這是一場給所有人的舞蹈節目，各路舞

蹈人齊聚一堂與你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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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樹林藝文中心駐館團隊】紘采樂集

《樹林旅圖》沉浸式音像劇場

節目日期：12/5(六)14:30、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紘采樂集作為新北市在地演藝團隊已有十餘年，視傳統音樂

的推廣與傳承為成立宗旨，以打擊樂為核心並做跨界的運用，

呈現多元化的音樂風格。109 年度作為樹林藝文中心駐館團

隊，為民眾帶來系列活動「樂遊樹林」，強調藝術與生活的

連結，並將透過多場工作坊帶領民眾發現生活即藝術的樂趣。

票價：350元｜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紘采樂集 0981-883-620

台北絲竹樂團

《山歌傳情》

節目日期：12/18(五)19:30｜演出地點：演藝廳

帶來經典客家歌謠、客家小調、客家平板以及多樣演奏民族

風格樂曲，並與任職國家實驗合唱團男中音陳欣豪合作中國

古典詩詞現代合唱曲《月下獨酌》、改編新疆民謠《阿拉木

汗》以客語方式演唱呈現，希望讓在一般民眾體認裡多是古

板印象的絲竹音樂，能以新風貌展現在民眾面前，並將帶領

觀眾遨遊玩賞各地獨特的客家音樂及文化風貌。

票價：免費索票 (12/11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王小姐 0922-160-938

【109 年度樹林藝文中心駐館團隊】狂想劇場

《島上的最後晚餐》讀劇演出

節目日期：11/1(日)14: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狂想劇場為樹林藝文中心109年駐館團隊，10/27-11/7將帶

來一系列活動，透過講座、工作坊、讀劇會及示範演出等多

重形式，帶領民眾深入淺出地了解一部戲劇作品從孵出到展

演的過程。《島上的最後晚餐》為本次活動讀劇演出呈現，

詳情請上樹林藝文中心官網或電洽狂想劇場查詢。

票價：免費索票 (10/25上午 9 時起開放索票 )｜聯絡資訊：狂想劇場 02-2898-2526 

【樹林藝文中心幕起系列】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奧列的奇幻旅程》 

節目日期：12/12 (六) 19:30 12/13 (日) 14:30｜演出地點：演藝廳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結合傳統、在地、街頭文化及劇場藝術，

以創造臺灣當代馬戲為宗旨。《奧列的奇幻旅程》改編安徒生

筆下的「夢神」，奧列是一位能回溯時光的神奇老人，藉由他

的魔法幫助主角馬弟克服恐懼，重新做人。全劇藉由演員肢

體及馬戲元素來呈現劇情，帶給大小朋友豐富的想像空間！

票價：350、500｜售票系統：兩廳院售票｜聯絡資訊：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02-2815-0660

林政億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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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藝文中心 www.artcenter.ntpc.gov.tw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連絡電話：02-2253-4417｜傳真：02-2256-7361

公車：(1)搭乘藍33至「新北市藝文中心」站下車。(2)搭乘往臺北市方向：藍17、
245、264、310、656、657、701、702、793、9103（臺北客運，大溪-臺北）至「新
北市議會」站下車。(3)搭乘9103（桃園客運，大溪-貨饒村-臺北）至「江翠國中」
站下車。

捷運：搭乘板南線（藍線）至江子翠站3號出口或新埔站4號出口，沿著文化路二段
步行至182巷，位於新北市議會後方。

Ubike：(1)站名：新北市藝文中心，車架28個。(2)捷運江子翠站3號出口或新埔站4
號出口，皆有Ubike站點。

索票點：新北市藝文中心 B1服務台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台 / 府中15新北市動
畫故事館 1樓服務台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www.xzcac.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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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1)搭乘藍18、257、615、617、618、622、652、803、813、835、845、859、
918、公西－板橋(786)、五股－臺北北門(783)至「新莊高中站」下車。(2)搭乘公西
─板橋(786)、公西─北門(1209)、616、805 至「新泰游泳池站」下車。

捷運：(1)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新埔站下車，由5號出口轉乘805至「新泰游泳池
站」下車，或轉乘藍18、813、845、918至「新莊高中站」下車。(2)搭乘捷運「新莊
線」至新莊站下車，由1號出口轉乘257、公西－板橋(786)至「新莊高中站」下車
或轉乘公西─板橋(786)、五股－北門(783)、公西─北門(1209)至「新泰游泳池
站」下車。

Ubike：捷運新莊站及新莊文藝中心廣場皆設有Ubike站點。

索票點：新北市藝文中心 B1服務台 /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台 / 府中15新北市動
畫故事館 1樓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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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請於樹林站下車，由鎮前街(前站)出口方向，左轉步行約8分鐘即達(秀泰影
城旁)。

公車：搭乘639、701、800、843、880、藍37，請於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站(舊名：
樹林站)下車，向前步行約3分鐘即達。

Ubike：樹林火車站及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皆設有Ubike站點。

索票點：市立圖書館樹林分館 3樓兒童服務室 / 新北市藝文中心 B1服務台 / 新莊
文化藝術中心 服務台 /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 1樓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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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