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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裕文回味音樂會
時間：2012/07/01(日) 18: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800、$500、$300
演出：潘裕文
類別：音樂-流行演唱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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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買了動物園】-《苗北週三 FUN 電影》
時間：2012/07/04(三)19:00
地點：實驗劇場
票價：$50(單一票價，不另折扣)
分級：普遍級
分級說明：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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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07/07(六)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100 (單一票價，不另折扣)
演出：惠風舞蹈工作室
類別：舞蹈
備註：本場次為親子節目，3 歲以上兒童皆可憑票入場。

時間：2012/07/08(日) 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兌換票(06/30(六)上午 09：00 起)
演出：四川省歌舞劇院
類別：音樂舞蹈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兌換說明：凡持本中心 6、7、8 月份各場次演出活動有價券票根，或今年度 5、6、
7、8 月份於苗栗縣消費發票 (不限金額 5 張發票可換 1 張入場券)，假
本中心 B1 兌換入場券 (每人限兌 4 張)，兌完為止。

【夏之戀–飛躍 2000】101 年夏季藝文系列-精彩藝文‧苗栗饗宴
時間：2012/07/14(六) 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800、$500、$300
演出：吳淑敏、萬芳、南方二重唱、楊培安、OEC 樂團
類別：流行演唱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2012 音樂嘉年華-系列 I
時間：2012/07/15(日) 14:0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單場$200,套票$300(與同日 19：00 兩場合購)
演出：派翠克樂團、外交樂團
類別：跨界流行音樂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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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07/15(日) 19:0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單場$200,套票$300(與同日 14：00 兩場合購)
演出：天籟之音、東方之翼創作樂坊
類別：跨界流行音樂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滿 110 公分或 7 歲以
下兒童請勿入場

【不可能的任務：鬼影行動】-《苗北週三 FUN 電影》

【環遊世界歡樂多】-惠風舞蹈工作坊

巴蜀舞樂歌女子專場《大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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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07/18(三)19:00
地點：實驗劇場
票價：$50(單一票價，不另折扣)
分級：保護級
分級說明：未滿 6 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 歲以上 12 歲未
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
賞。

《仲夏夜輕鬆古典逍遙遊》音樂會(Easy Classical Journey)

由苗栗縣政府主辦之「精彩藝文．苗栗饗宴」夏季藝文系列活動
記者會，於 101 年 6 月 1 日在苗北藝文中心 B1 實驗劇場召開，現場邀
請到南方二重唱展現演唱功力，合唱知名曲目「相知相守」
，亦由苗栗
縣副縣長林久翔及苗栗縣籍立法委員陳超明夫人吳莉莉等貴賓出席致
詞。

時間：2012/07/21(六) 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200、$100
演出：樂之弦樂室內樂團 Musique String Ensemble
類別：音樂/弦樂團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
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萬里巡行-周志剛先生傳承崑曲經典作品展
苗栗縣副縣長林久翔表示，自 6 月開始至 8 月，藝文中心將會帶
來一系列演唱會活動，絕對能夠讓觀賞表演的民眾得到視覺和聽覺上
的滿足，期望大家口碑相傳，打開苗北藝文中心的知名度，讓更多人
能夠認識此專業級場館。
藝術總監吳博滿提到，
『精彩藝文．苗栗饗宴』藝文系列活動由苗
栗縣國際文化觀光局整體規劃，逕由苗北藝文中心執行。起初基於苗
栗縣縣長劉政鴻本意，希望每個月都能有大檔次的活動進駐到苗北藝
文中心，因此才有此橫跨春、夏、秋三季的精采系列活動。

時間：2012/07/22(日) 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兌換票(07/08(日)上午 09：00 起)
演出：水墨曲集崑劇團
類別：戲劇／崑劇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
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兌換說明：凡持本中心 7、8 月份各場次演出活動有價券票根，或今年度 5、6、7、8
月份於苗栗縣消費發票(不限金額 5 張發票可換 1 張入場券)，假本中心 B1
兌換入場券(每人限兌 4 張)，兌完為止。

【夏夜的演歌】101 年夏季藝文系列-精彩藝文‧苗栗饗宴
他認為，辦理藝文活動最重要之處，在於如何平衡拿捏外來創新
表演及融合苗栗在地特色的文化活動，
「這是在藝文推動中很重要的工
作，在本中心發展初期，確實是要借助許多外來團隊的力量，方能激
盪演出的可看性；然而我們亦不輕忽苗栗在地特色劇團，會持續邀請
各類型態之表演團隊蒞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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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07/28(六) 19:30
地點：演藝廳
票價：$800、$500、$300
演出：方怡萍、王瑞霞、王建傑、蔡秋鳳
類別：流行演唱
備註：本場次為非親子節目，身高未達 110 公分或 7 歲以
下之兒童請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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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Art

藝展專題報導
Special Report

展期：08/04(六)至 08/26(日)
時間：09:00~17:00
展場：B1 展覽藝廊
設展單位：甘豐裕

研習培訓
(依課程需
要調整)

B班

08/10
08/13.15.17
08/20.22.24
08/27.29.31
(計四週)

內容

備註

客家曲調研習、客家鑼鼓研習、 包括老山歌、平板、
山歌子與小調。
布袋戲前場演練
研讀劇本口白
前後場排練

口白、棚頭、客家笑
料話。

客家曲調研習、客家鑼鼓研習、
劇本創作、布袋戲前場演練
排練與彩排

創作新兒童劇本
【New 金斧頭】

客家戲劇語言、布袋戲前場演
練、共同創作新兒童劇本

參加資格：A 班：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
B 班：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
招生名額：每班以 30 人為限(額滿為止)，5/21(一) 10:00 起 開放現場報名。
活動方式：保證金 1,000 元(全勤課後全額退還)。

【暑期周末擊樂體驗營】活動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3F 教室
日期
7 / 14
(星期六)

時間
班別
費用
09:00~12:00 (早班)
幼兒擊樂體驗營-梯次 1
$600 / 人
13:30~16:30 (午班)
兒童擊樂體驗營-梯次 2 (A)
$600 / 人
7 / 15
09:00~12:00 (早班)
幼兒擊樂體驗營-梯次 3
$600 / 人
(星期日)
13:30~16:30 (午班)
兒童擊樂體驗營-梯次 4 (B)
$600 / 人
7 / 28
09:00~12:00 (早班)
幼兒擊樂體驗營-梯次 5
$600 / 人
(星期六)
13:30~16:30 (午班)
兒童擊樂體驗營-梯次 6 (A)
$600 / 人
7 / 29
09:00~12:00 (早班)
幼兒擊樂體驗營-梯次 7
$600 / 人
(星期日)
13:30~16:30 (午班)
兒童擊樂體驗營-梯次 8 (B)
$600 / 人
開課內容：(早班) 幼兒擊樂體驗營：4-6 歲學齡前幼兒，無需任何音樂學習經驗。
(午班) 兒童擊樂體驗營：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無需任何音樂學習經驗。
分為(A)班：國小一至三年級；(B)班：國小四至六年級
活動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3F 教室。
招生名額：每梯次上限 25 人(每梯次未達 13 人，則不開班，並全額退還費用)。
【如欲取消課程，請於課程 10 日以前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辦理退費（含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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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日期

開放預約時間

十七號出入口

07/15 (日) 14:30

06/03(日)起預約

幸福不倒翁

07/22(日) 14:30

06/03(日)起預約

你現在在哪?

07/29(日) 14:30

06/03(日)起預約

短片精選-背影、面交男、我的拼湊家庭

08/05(日) 14:30

07/01(日)起預約

愛的麵包魂(2006 年版)

08/12(日) 14:30

07/01(日)起預約

幸運號碼

08/19(日) 14:30

07/01(日)起預約

苗北・2012 TICFF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

【101 年暑期．手弄布袋舞戲偶工作坊】活動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B1 教室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實驗劇場
活動期程：2012/07/03 至 08/30，每週二 14:00、每週四 19:00 各 1 場(除 07/05 外)
入場方式：個人索票(採收預約金 50 元，當場次入場時退還) 或團體預約
索票時間：7 月播映場次，自 5/20(日)起；8 月播映場次，自 6/20(三)起

播映時間

中文片名

07/03(二)

大熊保衛戰

8 August
2012

活動時間

電影名稱

時光記憶－甘豐裕水彩油畫個展

A班

Special Report

時間：自 2012/04/29 至 09/16，每週日 14:30。（假苗北藝文中心視聽中心）
入場方式：索票(採收預約金 50 元，當場次入場時退還)

展期：06/30(六)至 08/12(日)(07/03、07/04 及每週一休館)
時間：09:00~17:00
展場：B1 展覽室
設展單位：中華博物館商城發展協會

時間
07/09.11.13
07/16.18.20
07/23.25.27
07/30
(計四週)

Film

影展專題報導

2012 苗北公視假日電影院

兵馬俑的異想世界-藝術彩繪創作展

班別

Festival

片長 年齡

活動預報
Events Forecast
活動
類型

活動節目/團隊

08/01(三) 19:00 【雨果的冒險】
實驗劇場
苗北週三 FUN 電影／普遍級

電影

08/04(日) 14:00
實驗劇場

戲劇

08/04(六) 19:30
演藝廳

解壓小劇場–魚蹦頻道
【夏之戀–懷念 80】
101 年夏季藝文系列-精彩藝文‧苗栗饗宴
于櫻櫻、康弘、黃西田、羅時豐、OEC 樂團

08/05(日) 19:30 「鼓動歡慶舞飛揚」
演藝廳
黃美惠舞團舞蹈創作發表會●
08/11(六)-12(日) 苗栗縣 101 年度社區才藝競賽總決賽
08:00-17:00
08/11(六)歌謠、樂團
演藝廳
08/12(日)舞蹈、地方特色

流行
演唱

08/15(三) 19:00 【繼承人生】
實驗劇場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輔導級

$50
(單一票價
不另折扣)
$ 400
(單一票價
不另折扣)
$800
$500
$300

舞蹈

索票

音樂
舞蹈

自由入場

出品國
丹麥

入場方式

$50
(單一票價
不另折扣)
$800
$500
$300

73

8-12

07/05(四) 簡單作業、大笨牛咚咚搖、許願精靈
14:00 幫幫忙、3C 大海嘯、動畫拍拍拍

55

4-12

07/05(四) 小怪手超級任務

85

8-12 荷蘭、德國、比利時

放學後的秘密、李記-阿賢專賣店、
07/10(二) 白海豚之海洋保衛戰、34511-末日密
碼、黑白ㄘㄟˋ男生女生呸！

45

8-12

台灣

08/19(日) 19:30
演藝廳

07/12(四) 幸福百萬分之一

87

8-12

荷蘭

43

8-12

台灣

08/25(六) 19:30
《勇闖黑森林》-蘋果劇團●
演藝廳

81

8-12

義大利

55

8-12

台灣、英國

80

8-12

荷蘭、比利時

苗北藝文中心儲備志工招募

50

8-12

瑞典、智利

08/02(四) 畢業旅行、書桌上的青鳥

58

8-12

台灣、韓國

08/07(二) 家有戰鬥犬

97

8-12

芬蘭

60

8-12

芬蘭、德國、泰國

08/14(二) 我的爸爸是流氓

86

8-12

台灣

08/16(四) 聽見自然的心跳、女孩上路

52

8-12

荷蘭、韓國

08/21(二) 請為我鼓掌

56

12

美國

50

8-12

巴西、台灣

60

8-12

台灣

57

4-12 韓國、俄羅斯、台灣

一、志工招募人數及對象：具服務熱忱、能積極參與配合藝文活動推廣、願意在工
作中學習成長者，皆歡迎加入文化志工行列。
二、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並黏貼 2 吋半身照片，遞交本中心 B1 服務台或郵寄：35056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 號(苗北藝文中心活動企劃組 范小姐)TEL：
612669#513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
四、面試日期及地點：另行通知
五、服務內容：(一)本中心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及各項動/靜態藝文活動之推動與協助
(二)本中心各項活動演出之協助、導覽解說等服務工作。
(三)其他臨時性支援服務。
六、服務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七、志工公約：(一)志工應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
(二)志工為無給職每月至少服務 8 小時，全年時數不得少於 100 小時
(三)志工之權利、義務及福利悉依組織章程之規定辦理。
【志工報名表請至本中心官網 http://www.nmac.com.tw 下載】

07/17(二)

孩子．孩子、滑出自己的夢、線上一
條龍、鐵男孩的惡魔黨、神奇魔法樹

07/19(四) 追蹤火柴人
07/24(二)

到外婆家 FUN 暑假、
上不了天堂的狐狸

07/26(四) 咿比拇指精靈
07/31(二)

08/09(四)

08/23(四)

山丘上的童話、
皮可要回家

我心中的小宇宙、ㄟ啦翻秀、
三碗豬腳小學堂

男孩的魔法色筆、
Alang 媽媽的家庭錄影帶

08/28(二) 夢與飛船
08/30(四)

怪獸愛包子、閃亮老媽、白日夢、
熊熊愛上你、小水滴的奇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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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德國、韓國
阿根廷、加拿大

英國、印度

08/18(六) 19:30
演藝廳

電影

【夏夜的情歌】
101 年夏季藝文系列-精彩藝文‧苗栗饗宴
TANK 呂建中、楊培安、戴愛玲
音樂風琴畫-平均律室內樂團

08/26(日)19:30
寒夜三部曲 -聯合民族管弦樂團
演藝廳
●為親子節目，3 歲以上兒童皆可憑票入場

流行
演唱
室內樂

$200

親子劇

$500
$300
$200

國樂

$200

文化閱覽
Culture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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