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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快訊

Monthly News

Monthly News

【秋的呢喃】2013 秋賞-苗北室內樂節-系列 3

時間/地點：2013/10/04(五)19:30
演

實驗劇場

出：和諧薩克斯風四重奏

節目介紹：高度的技巧．極優美的音色．完美的詮釋和諧之
薩克斯風四重奏。
演出人員：顏慶賢、張家泓、陳政宇、王子豪
票

價：單場$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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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演

實驗劇場

出：愛樂 101 室內樂團

節目介紹：愛樂 101 室內樂團除推廣古典音樂之外，也跨足
流行樂界、戲劇演出與藝術表演，並多次與跨領

(無法投遞請退回)

域的藝術家同台交流與合作，更時常受邀至企
業、戲劇與綜藝節目演出。
演出人員：華佩、Roberto Zayas

【苗栗縣武術教育國術薪傳臥虎藏龍之夜．國際武術名家觀摩大匯演】

票

演藝廳

價：單場$300

套票/任 3 場$600

節目類別：音樂/非親子節目

辦：苗栗縣政府

承
辦：苗栗縣頭份國小
節目介紹：透過傳統武術少林拳、太極拳、八卦掌、八極拳、
內家武術、國際競技武術、防身術、養生功法、
象形拳等；展示武術教育成果文武合一、倡導武
術運動風氣。
演出人員：武術名家、大專院校武術隊、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武術教育種子教師
票

時間/地點：2013/10/18(五)19:30

品

節目類別：音樂/非親子節目

主

【不許音樂玩我們】2013 秋賞-苗北室內樂節-系列 4

套票/任 3 場$600

時間/地點：2013/10/05(六)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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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 Bii 行】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秋季藝文系列
時間/地點：2013/10/19(六)19:30
主辦：苗栗縣政府

演藝廳

承辦：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協辦：苗北藝文中心
節目介紹：新生代超人氣歌手陳勢安(馬來西亞)與 Bii(畢書
盡，韓國)，從《天后》到《迷路》，眾多好歌

價：索票(請洽頭份國小 037-663020)

蟬聯 KKBOX 華語榜人氣歌謠紀錄，兩個人不約

節目類別：其他/武藝表演/非親子節目

而同為了歌唱飄洋過海來到台灣尋找夢想! 為歌唱、為夢想，他們將

【傳統經典】今晚苗北瘋相聲-系列 3

攜手「勢在 Bii 行」!

時間/地點：2013/10/11(五)19:30

實驗劇場

演
出：台北曲藝團
節目介紹：相聲藝術流傳至今已然一百多年，其中經典作品
無數，傳統節目經過無數人的演藝以及各時代的
淬鍊，最能展現相聲表演的精髓之所在。本專場
為您帶來演員最過硬的看家本領。
演出人員：吳佩凌、葉怡均、劉越逖、陳慶昇、黃逸豪、魏竹嶢
票

價：$300

演出人員：陳勢安、Bii 畢書盡
票

價：$300 $400 $600 $800

節目類別：流行音樂/非親子節目

MOMO 秋季嘉年華‧彩虹音樂森林魔法劇
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秋季藝文系列活動

【笑迎明天】今晚苗北瘋相聲-系列 4
時間/地點：2013/10/25(五)19:30
演

實驗劇場

出：台北曲藝團

由苗栗縣政府主辦之 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秋季藝文系列活動

節目介紹：笑是上天賜給人類最珍貴的禮物，相聲演員正是

節目類別：相聲/對口相聲、竹板快書、評書/非親子節目

記者會，於 102 年 9 月 13 日上午假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第一展覽室大

製造笑料的專業戶，在生活各個角落發掘笑點，

【YOYO 點點名】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秋季藝文系列

廳舉行，是日由苗栗縣副縣長林久翔主持，邀請縣內惠風舞蹈工作室小朋友

經過藝術加工，引發您發自內心的笑聲。「笑一

時間/地點：2013/10/12(六)19:30

帶來輕快兒歌，以及 MOMO 家族中優格姐姐與小朋友一起表演唱唱跳跳，讓現

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頭」，看完【笑迎明

主辦：苗栗縣政府

演藝廳

承辦：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協辦：苗北藝文中心
節目介紹：【YOYO 點點名】將邀請家喻戶曉的 YOYO 家族
包括香蕉哥哥、蜜蜂姐姐、西瓜哥哥、草莓姐姐、
柳丁哥哥、太陽哥哥、月亮姐姐等哥哥姐姐們，
讓大朋友和小朋友們充分享受到一場豐富生動的
音樂、舞蹈、劇場結合之歡樂的音樂嘉年華會!
演出人員：YOYO 家族：香蕉哥哥/蜜蜂姐姐/西瓜哥哥/草莓姐姐等 12 位
票

價：$200 $300 $400 $600 $800 (最低票價，不另折扣)

節目類別：親子音樂劇/親子節目(適合 0~6 歲以上兒童欣賞)

【金蛇狂舞】苗北青少年國樂團創團音樂會
時間/地點：2013/10/13(日)14:30

演藝廳

演
出：苗北青少年國樂團
節目介紹：歷經五年籌備期，
「苗北青少年國樂團」創團音樂
會初試啼聲。曲目含括金蛇狂舞、難忘的潑水節、
送我一支玫瑰花、閩南童謠演唱三首、鄂爾多斯
的春天等合唱、笛子協奏、琵琶獨奏等曲目。
票
價：索票(請洽本中心服務台，或洽苗北青少年國樂團 037-362787)
節目類別：音樂/國樂/非親子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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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用微笑迎向每一天。

場大小朋友演得相當開心。
9 月份秋季藝文系列活動，首檔「DO RE MI 兒童音樂劇」於 9 月 14 日(六)
假苗北藝文中心，邀請「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帶來最 in 的〈兒童音

演出人員：郭志傑、吳佩凌、謝小玲、陳慶昇、黃逸豪、魏竹嶢、李霽霞、徐淳耕
票

價：$300

節目類別：相聲/對口相聲、竹板快書/非親子節目

樂劇-安安&茉茉童唱會〉，藉由現場管弦樂團來展現用樂器說故事的豐富表
情，並用帶動唱讓小朋友們體驗音樂劇中結合音樂、戲劇與舞蹈的趣味，更

【鼓霸 60．經典演唱會】

讓苗栗地區鄉親體驗到國家級兒童音樂劇演出。

時間/地點：2013/10/26(六)19:30

秋季藝文系列活動第二檔〈momo 秋季嘉年華‧客庄山城 HIGH 一下〉親
子唱跳秀，於 9 月 28 日(六)演出，邀請 momo 家族；焦糖哥哥、海苔哥哥、
泡芙姐姐、優格姐姐等 4 位哥哥姊姊及人偶 MOMO、亮亮，帶領大朋友、小朋

主

辦：苗栗縣政府

承

辦：苗北藝文中心

演藝廳

節目介紹：鼓霸樂隊走過一甲子的時光，是台灣首創的大
型爵士樂團，除擅長演奏爵士樂之外，亦精通

友們進入魔法音樂劇的世界，一起體驗 MOMO 親子唱跳秀之樂趣!

拉丁樂、世界名曲、民謠、各式舞曲甚至古典

苗栗縣副縣長林久翔於會中表示，苗北藝文中心致力於

新奏，近年更加入拉丁森巴 ( SAMBA )，PARA 舞曲熱情洋溢的音

打造親子共遊優質空間，期望藝文中心所精心策劃的藝文表

樂節奏，本次將結合國內三位知名唱將級歌手：方瑞娥、傅薇及邱蘭

演節目，除了能讓在地鄉親於假日時攜家帶眷徜徉在閣家同

芬，帶來膾炙人口的歌曲，提供樂迷盡情享受經典懷舊風的演唱盛宴。

樂溫馨氣息，與極富聽覺與視覺最高饗宴外，也歡迎外縣市

演出人員：方瑞娥、傅薇、邱蘭芬、鼓霸樂團

民眾能到藝文中心共同參與，讓更多民眾感受到苗栗縣不同

票

凡響之處及聆賞精彩的藝文活動。

節目類別：流行演唱/非親子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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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200 $300 $500 $600 (最低票價，不另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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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Exhibition

專題報導
Special Report

《木雕薪傳系列展Ⅲ》

Film

Festival

Special Report

放映時間：2013/10/02(三)19:00

一樓大廳

每週一休館
策展單位：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展出介紹：本期展出「心燈」、「蓄勢待發」、「面具下

放映地點：實驗劇場

票

價：$50

類

別：電影/劇情片/保護級

導

演：《紅磨坊》導演-巴茲魯曼
想、愛情和謊言吸引，他目睹這種世界內、外

多件大型展品，歡迎喜愛木雕展之朋友前往中心一樓大廳觀賞。

09:00-17:00

【傳奇 42 號】苗北週三 FUN 電影

B1 藝廊

放映時間：2013/10/23 (三)19:00

展出類別：油畫

票

價：$50

展出介紹：用畫筆畫下它的美，希望帶給人們心靈的愉悅、

類

別：電影/劇情片/保護級

美景的感動外，更希望傳達的是愛護生長的這片

導

演：布萊恩海格蘭

土地，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一起來重視它。

劇情介紹：美國棒球大聯盟布魯克林道奇隊傳奇球員傑基

演藝廳

展期/地點：2013/10/11 至 10/20 止

實驗劇場

策展單位：藝薈家美術學會

《魔法飾》金工 DIY．晶采項鍊／窗櫺耳環 《芬芳達人》手工皂 DIY．松脂換膚角質皂

展出類別：水彩、油畫、水墨、彩墨
展出介紹：藝薈家學會由國際知名的藝術評論家李長俊教
授帶領，以發揚藝術文化，參加各項藝術創作比賽，深受藝文界肯定。

《存在與消失之間》沙清華的水墨心世界
B1 藝廊

展出類別：水墨

10/06(日)09:30-11:30 307 教室

講師：施于婕 老師
報名費：$500／堂

講師：黃柏穎 老師
報名費：$250／堂
課程介紹：
以低溫的製皂方法，保
留了植物油原本的潤膚性，連敏感肌、
乾性肌、溼疹的問題皮膚都可使用。

《穿針引線》串珠 DIY．紫水晶手鍊項鍊 《奇幻襪娃》飛天豬
10/13(日)09:00-12:00 307 教室
10/17(四)19:00-21:00 B1 教室

展出介紹：以師法自然的探尋、鄉情-消失的村落、心靈夢
土三創作主題，呈現「心世界」展出風貌。

【樂響】2013 苗北戶外音樂季-系列
戶外展演舞台

10/03、31(四)19:00-21:00 B1 教室

課程介紹：
每一根絲線或金屬線，
纏繞出優雅浪漫的新珠寶藝術手作，融
合工藝與金飾、珠寶、創作。

策 展 人：沙清華

活動期間：2013/9/8(日)至 11/3(日)

11/08(五)19:30
實驗劇場

活動預報

2013

Events Forecast
活動節目/演出團隊

免票入場

《黑摩卡》
10/06(日)19:00

《阿法樂團》
10/13(日)19:00

喊涵(Vo./ Dr.)
小歐(Bs. / Vo.)
Pada(Gt./ Vo.)

閻杰(Vo.)
James 龍(Gt.)
阿銜(Bs.) 黃冠華(KB)、
Stanley(Dr.)

《低明度時期》
10/20(日)19:00

《蕭賀碩與冷笑話樂團》
11/03(日)19:00

書逸(Gt./ Vo.)
仕鴻(Gt.)
唯任(Bs.)
嘉欽(Dr.)

小碩(詞曲/ Vo. / KB)
江大(Bs.)
江爆(Dr.)
小洋(Gt.)

講師：李昀榛 老師
報名費：$250／堂

講師：吳純慧 老師
報名費：$300／堂

課程介紹：
利用針、線、小珠子及
不同的素材，讓創作能夠隨心所欲、豐
富多變。

課程介紹：
做一隻屬於自己的襪子
娃娃，陪你渡過幸福時光！

《布言布語》拼布 DIY．自然風鑰匙包
10/24(四)19:00-21:00 B1 教室

11/09(六)19:30
演藝廳

11/16(六)19:30
演藝廳

11/17(日)19:30
演藝廳

11/20(三)19:00
實驗劇場

11/23(六)19:30
演藝廳

《摺紙的異想世界》魅力玫瑰
10/27(日)09:30-11:30 307 教室

講師：吳雨庭 老師
報名費：$300／堂

講師：蘇卓英 老師
報名費：$100／堂

課程介紹：
將不同織布組成不同飾
品，拼貼出屬於自己風格的作品。

課程介紹：
摺紙一張紙不經裁剪
而有的變化，挑戰各種摺紙的無限可
能。

備註：報名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填寫資料及繳費，不接受轉帳及傳真報名。
本項系列課程可單選。費用含報名及材料費
詳細內容請上本中心官網 http://www.nma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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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五)19:30
實驗劇場

11/30(六)19:30
演藝廳

類別

入場方式

室內樂

$300

【浮･華】
2013 秋賞-苗北室內樂節-系列 5
自由擊 / 葉柏岑、朱純瑩、許睿君、劉冠萍
【臺灣歌廳大咖秀】
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冬季藝文系列 1
葉璦菱、蔡秋鳳、阿吉仔、伴奏樂團
【蕭賀碩與冷笑話樂團】
2013 樂響-苗北戶外音樂季-系列 8
演出 / 小碩、江大、江爆、小洋

流行
演唱

流行
音樂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免票入場

【超人：鋼鐵英雄】
苗北週三 FUN 電影

電影

$50

新國樂

$200

導演 / 查克．史奈德
【苗北國樂訴衷情】
2013 暢響-苗北新國樂藝術季系列 1
草山樂坊

苗北藝術學苑《幸福手作課程》10 月份課程表

B1 展覽室

展期/地點：2013/10/25 至 11/10 止 09:00-17:00

戶外展演舞台

11/06(三)19:00

體育運動的標誌人物？同時藉由棒球比賽的改變永遠地改變整個世界。

09:00-17:00

11/03(日)19:00

放映地點：實驗劇場

羅賓森，如何衝破種族偏見？又如何成為美國

《心靈。桃花源》藝薈家美術學會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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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六)19:30

夢想和讓人心痛的故事，並反映出我們當前的時代和掙扎。

策展單位：苗栗縣三灣鄉北埔社區發展協會

備註:實際演出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11/01(五)19:30

的一切，於是決定提筆寫下一個故事，關於一段無緣的愛情、不滅的

《三灣北埔》畫話三聯埤

每週一休館

時間地點

實驗劇場

劇情介紹：尼克深受這個紙醉金迷的上流世界及其中的幻

原來的我聆聽心的聲音」、「新潮皮衣」…等

展期/地點： 2013/9/22 至 10/6 止

專題報導

【大亨小傳】苗北週三 FUN 電影 THE GREAT GATSBY

展期/地點：2013/9/3 至 10/31 止 09:00-17:00

11

Nov

【創作才子熱音賞】
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冬季藝文系列 2
蕭閎仁、方炯鑌、嚴爵、伴奏樂團

流行
演唱

【南方國樂新韻】
臺南市立民族管絃樂團

國樂

指揮 / 劉文祥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兌票
(10/26 起)

【弓弦情】MCO 大師風采系列
苗栗縣立國樂團 指揮/黎俊平

國樂

售票

電影

$50

宋飛、馬可、張咏音、黃曉晴
【地球過後】
苗北週三 FUN 電影
導演 / 奈特．沙馬蘭
【女人情歌】
102 年文藝‧活力‧新苗栗-冬季藝文系列 3
鄭怡、金佩珊、堂娜、伴奏樂團

流行
演唱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竹夢樂宴】
2013 暢響-苗北新國樂藝術季系列 2

新國樂

$200

台灣竹樂團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果陀劇場
導 演 /楊 世 彭

演 出 /金 士 傑 、 卜 學 亮

$400 $700
現代 $1000 $1200
戲劇 $1500 $1800
$2000

親子節目(3 歲以上兒童皆可憑票入場)
※ 非親子節目(身高未滿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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