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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資格：凡年滿 18 歲以上者均可參加(限個人演唱)。

發行單位 / 苗北藝文中心

發行人 / 吳博滿

比賽方式：(一)報名人數如超過 150 人時，需先採資格賽，

電話 / 037-612669(代表號)
網址 / www.nmac.com.tw

地址 / 350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 號
傳真 / 037-616098

訂於 02/16(六)舉行。

苗栗郵局許可證
苗栗字第 125 號

本藝訊每月 25 日出刊

印

刷

【2013 賞心悅木】三義木雕博物館典藏精華展
展出期間：102/01/19(六)至 03/03(日) 09:00-17:00
每週一及除夕 02/09(六)休館

品

(無法投遞請退回)

過年期間及 02/11(一)照常開館
展出地點：B1 展覽室
參展作家：丁元茜、王信一、朱祈安、江文賀、江安泰

(二)初賽日期：02/17(日) 09:00 起

吳忠成、呂佳雯、李松林、李秉圭、沈培澤

(三)決賽日期：02/24(日) 18:30 起

周學涵、林芳詮、林信安、林哲宇、林進川

(四)比賽地點：

林進昌、邱盛麟、施柏翔、施振木、施鎮洋

1.初賽於本中心 B1 實驗劇場舉行。

洪美朱、孫玉佳、徐榕徽、康木祥、張信裕

2.決賽於本中心戶外展演舞台舉行。

陳啟村、陳德隆、彭瑋晴、彭廣烺、曾文章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或採通訊報名

曾安國、游宗穆、黃弘彥、黃明鍾、黃室煌

苗北新聞 NMAC NEWS

(請註明：苗北之星報名表)。

黃紗榮、黃國書、黃麟祥、楊北辰、劉明源

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 元整。
獎

潘溪旺、蔡楊吉、盧義成、蕭牧民、賴冬信

勵：(一)第一名 1 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獎狀一紙。

戴堯燻、藍文萬

(二)第二名 2 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狀一紙。
(四)優 勝 10 位：獎狀一紙及苗北藝文中心文創商品一份。
(五)初賽入選者：獎狀一紙。
別：音樂/歌唱競賽

備

註：詳情請參考本中心網站/比賽簡章

類

別：視覺藝術/木雕展覽

備

註：本展禁止拍照、攝影、館內禁止飲食

2013 苗北慶元宵【苗北燈籠大放送】

苗北藝文中心 【
「藝」起慶週年】茶會活動

兌換方式：(一)憑苗北藝文之友會員卡積點兌換。
(二)憑苗栗縣消費之 102 年 1、2 月發票兌換。

苗北藝文中心於 102 年元月 4 日下午 14 時 30 分，假演藝廳辦理「藝」

【歐亞藍天特技 VS2013 超級模王達人秀】
演出時間：(一)102/02/10(日)至 02/17(日)農曆初一至初八
10:30、13:30、15:30 各乙場
(二)102/02/18(一)至 02/22(五)農曆初九至初十三
10:30、14:30 各乙場
(三)102/02/23(六)至 02/24(日)農曆初十四至初十五
10:30、13:30、15:30 各乙場
演出地點：演藝廳
表演團體：北越國家馬戲團、烏茲別克國家馬戲團
超級模王達人秀

起慶週年茶會活動，邀請台灣青年舞團於茶會前演出精彩舞蹈片段。茶會活

工及君毅高中等鄰近學區之學子，一同欣賞並慶賀成立周年之喜悅里程碑。

容亦為高品質呈現，成立一周年以來，讓民眾在每個月皆能參與到豐富、多

(二)65 歲以上長者、3 歲-12 歲孩童、身心障礙、30 人以上團體，得享優
惠票 300 元。
註：(一)1 人 1 票，不分年齡均需購票入場。
(二)本節目開放 7-11I-BON 機、萊爾富 Life-ET 以及全家 FamiPort 購票，
便利商店皆無法提供折扣服務。
(三)票務問題請洽主辦單位 037-552600 或洽年代售票系統 02-234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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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燈籠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苗北藝文中心總監吳博滿指出，「天天有活動」一直是苗北藝文中心設

苗北 2013【新春版畫拓印】活動
活動日期：102/01/15(二)至 02/24(日) 09:00-17:00
活動地點：B1 展廊
版畫介紹：拓印版畫由潘孟堯老師篆刻，「開運門神」2 幅、「開運財神」1 幅

人次。其中包含演藝廳系列 118 場、實驗劇場系列 63 場、戶外展演舞台 33

材 料 費：免費(需自備紙張)/或洽服務台購紙(每張 10 元)

場、視聽中心 12 場、視覺藝術展覽 16 系列、節令活動 11 場及教育推廣課程

類

別：版畫拓印

58 場。
新的一年「苗北」將打造成北臺灣表演藝術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從上
游的表演藝術培育，中游的技藝養成，到下游的表演明星塑
造，構成一個表演藝術產業鏈，有系統的將優質節目引進本
中心，使民眾在各個主題活動的參與過程，認同「受益者付
費」觀念、瞭解不同文化的發展特色與存續價值。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出刊

開運財神

備

(三)打卡：每 1 個帳號可兌換 1 個。(限量 200 個)

開運門神

別：特技/雜技

(二)發票：不限金額，每 3 張可兌換 1 個，每人限換 2 個。(限量 1200 個)

開運門神

類

(三)打卡：02/24(日)18:00，於本中心 1 樓服務台。
兌換條件：(一)積點：每 2 點可兌換 1 個燈籠，每卡限換 6 個。(限量 600 個)

元的展演活動，實為提升縣內優良文化風氣及藝文涵養。

舞表演、教育訓練與大型集會，已逾 300 場次，入場參與活動人數超過 11 萬

優惠方式：(一)02/08(四)18:00 前購買得享預售票 400 元。

(二)發票：02/24(日)18:00，於本中心 1 樓門口左側。

苗栗縣縣長劉政鴻表示，苗北藝文中心不僅有高水準硬體設備，節目內

特技內容：高空蜘蛛人、滾環特技、陣鼓呼啦圈、單手頂技、晃板特技、高空彩帶、
價：半票$400、全票$600（年代售票系統）

兌換時間：(一)積點：02/23(六)至 02/24(日)，於本中心 B1 服務台。

請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等來賓參加，同時邀請照南國小、新南國小、中興商

立目標，自 101 年元月開館營運至今屆滿一周年，辦理之音樂、戲劇、歌樂

票

(三)打卡送，秀打卡紀錄就送。

動中特邀請縣內藝文界人士及曾於年度內參與中心表演團隊負責人外，也邀

模王達人：小伍佰、小吳宗憲、小鄧麗君、小阿妹等
5 人高空頂竿、雙人技巧

(依姓氏筆劃)

入場方式：免費

(三)第三名 3 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獎狀一紙。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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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Festival

專題報導
Special Report

視覺藝術

專題報導
Special Report

展出名稱/設展單位

地點

周一休館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鎏金彩藝－精緻瓷畫藝術聯展】

03/18(一)至 04/01(一)

林淑蓮

B1 展覽室

地

免費入場

點：B1 工作坊教室

DIY

03/14(四)至 03/28(四) 【柴燒之美－苗栗土、苗栗茶】

費用

春福剪花

2013 苗北新春工作坊系列活動

時間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時間

B1 展覽藝廊 免費入場

活動名稱/內容

招生名額

【春福剪花】系列二

02/02(六)

3-4
Mar

元宵燈籠

Art

Exhibition

上午 10:00 至 12:00

授課師資：劉韻竹老師

下午 14:00 至 16:00

適合對象：任何年齡層均可

鎏金彩藝

鎏金彩藝

柴燒之美

柴燒之美

02/23(六)

【元宵燈籠 DIY】系列三

上午 10:00 至 12:00

授課師資：陳淑琴老師

下午 14:00 至 16:00

適合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課程費用

2013
Apr

時間地點

03/02(六)19:30
03/03(日)14:30
演藝廳
03/06(三)19:00
實驗劇場
03/15(五)19:30

(額滿為止) 保證金$300

演藝廳

(額滿為止) 保證金$300

活動節目/演出團隊
【蓬萊仙島 漢鐘離】
明華園戲劇總團 2013 劇場巡迴

類別

入場方式
$200、$400

歌仔戲 $600、$800
$1000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網站公布)

電影

$50
$200、$300

每班 35 人 報名費$100

每班 40 人 報名費$200

活動預報
Events Forecast

【文藝•活力•新苗栗】102 春季藝文系列

表演

$400、$600
$800

03/16(六) 19:30 【菜市場名：雅婷的美麗與哀愁】
演藝廳
03/20(三)19:00
實驗劇場

黑門山上的劇團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網站公布)

戲劇

$100、$200

電影

$50
$200、$300

03/23(六)19:30

【春饗】2013 苗北室內樂節

演藝廳

點：B1 工作坊教室

03/30(六)19:30 2013 苗北兒童藝術節

票

03/31(日)14:30 【魔法玻璃鞋】兒童音樂歌舞劇

價：(一)單場$200 (可使用苗北藝文之友 8 折優惠)
(二)套票$500/任選 4 場(已有優惠，恕不折扣)

活動名稱/內容

招生名額

【蝶谷巴特三格抽屜架】
03/02(六)
09:00 至 12:00
0310(日)
A 班 10:00 至 12:00
B 班 14:00 至 16:00

每班 35 人 報名費$750

授課師資：陳淑琴老師

09:00 至 12:00

地

系列 日期/時間

19:30

【綠藝創作工坊】

節目名稱

豎笛甜心】

重奏

每班 40 人 報名費$350

授課師資：陳根旺老師

(額滿為止) 保證金$300

適合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每班 35 人 報名費$450

授課師資：陳淑琴老師

台北單簧管樂集/
朱偉誼、莊蕙竹、何康國、楊喬惠
蘇怡方、鄭哲男、孫正茸、賴書儀
陳勇成打擊樂團/

19:30

重奏

陳勇成、陳薏如、林岡影

03/15(五)

弦樂

最好的最光弦樂三重奏/

3

【打擊搞什麼】

【弦之傳奇】

19:30
03/22(五)
4

【大喇叭的春天】

19:30

退費方式：如報名後不克前來，須於課程前 5 天辦理退費，逾期視同放棄，將不退

演出單位/演出人員

打擊

03/08(五)
2

(額滿為止) 保證金$300

適合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類別

03/01(五) 【 Clarinet Candy 單簧管
1

演藝廳
04/03(三)19:00

點：實驗劇場

(額滿為止) 保證金$300

適合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蝶谷巴特手提袋】
03/16(六)

課程費用

三重奏 李哲藝、林天吉、歐陽慧儒
低音號 段富軒低音號四重奏/
重奏

段富軒、伊東明彥、蔡孟昕、陳建勛

實驗劇場

2013 年度巡迴劇展/藍天空劇團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網站公布)

04/13(六)19:30 【天女神峰傳奇】民族舞劇-2013 年度舞展
演藝廳
04/17(三)19:00
實驗劇場

台灣青年舞團、青年高中舞蹈科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網站公布)

音樂

5

蝶谷巴特手提袋

綠藝創作工坊

蝶谷巴特三格抽屜架

19:30
04/12(五)
6

風演奏 吳嘉佳、黃裕翔、廖韋旭

對】

【花好月圓】

民族

19:30

音樂

04/19(五)

銅管

7
19:30

【號角春鳴】

五重奏

寄情絲竹樂團/

$200、$300

歌舞劇 $400、$500

電影

舞蹈

$50
$200、$300
$400、$500

電影

$50

【親子音樂會-安徒生的布萊梅樂隊】
04/20(六)14:30 桃園交響管樂團
演藝廳

指揮/張穎中

momo 親子電視台/藍莓姐姐、泡芙姐姐、優

親子 $300、$500
戲劇 $800、$1000

格姐姐，哈密瓜哥哥
04/21(日)13:30 【竹南國小音樂班第 18 屆畢業音樂會】
演藝廳

苗栗縣竹南國民小學音樂班第 18 屆畢業生

音樂

03/29(五) 【薩克斯風歡樂派 薩克斯 奇藝樂集/

還保證金與報名費。

$400、$600
$800

策劃單位：觸動國際有限公司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時間

表演

演出時間：102/03/01(五)至 04/19(五)

2013 苗北春季工作坊系列活動
地

【文藝•活力•新苗栗】102 春季藝文系列

規劃中
$200、$300

04/27(六)19:30
演藝廳

【文藝•活力•新苗栗】102 春季藝文系列

表演

$400、$600
$800

詹文俊、莊鶴鳴、黃永明、林正欣
黃楷明

親子節目(3 歲以上兒童皆可憑票入場)

新台灣愛樂銅管五重奏/

※非親子節目(身高未滿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陳長伯、張景民、國田朋宏、宋光清

※活動內容如有異動，以本中心官網為主。

段富軒

※詳細內容請上本中心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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