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Jan

2013

當月快訊

Monthly News

Monthly News

【舞動青春 苗北藝起來】舞蹈創作展
演出時間：01/05(六)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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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點：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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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團體：台灣青年舞團、青年高中舞蹈科

發行單位 / 苗北藝文中心

發行人 / 吳博滿

票

價：$100、$200、$300

類

別：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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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郵局許可證
苗栗字第 425 號

印

刷

品

(無法投遞請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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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快訊

【苗北 102 年新春揮毫送春聯】
活動時間：01/19(六)至 01/20(日)
上午場 9:00 至 11:30
下午場 13:00 至 15:30
活動地點：演藝廳大廳。

書 法 家：方高清、李鴻明、沈建龍、邱英嬌、陳金火、張凰謙

演出簡介：包含山城如畫、原動力、客台風情及苗北藝起來等節目內容，融入地方

楊得勇、詹萬添、謝奕富、蕭旭烈、羅文澤、羅榮田

特色的精神，包裝過去最受歡迎的舞碼節目，加上專為苗栗客庄编舞設

春聯類型：七字對聯(含橫批)、四字對聯、單字春、堂號、大單字春。

計的客家桐花舞、整合成一個完整豐富包括了客漢原閩融合的苗栗充滿

提供方式：現場揮毫免費贈送。

現代青春活力的舞蹈之夜節目。
備

【惡靈古堡 V:天譴日】苗北週三 FUN 電影

註：非親子節目

苗北新聞 NMAC NEWS

【超級快遞】苗北週三 FUN 電影

播映時間：01/23(三) 19:00
播放地點：實驗劇場

播映時間：01/09(三) 19:00

票

價：$50

播放地點：實驗劇場

類

別：電影

票

價：$50

分

級：輔導級（未滿 12 歲之兒童不得觀賞，12 歲以

類

別：電影

分

級：輔導級（未滿 12 歲之兒童不得觀賞，12 歲
以上 18 歲未滿之青少年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新春名曲音樂饗宴】
演出時間：01/12(六)19:30

上 18 歲未滿之青少年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雲門舞集經典舞劇《九歌》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假苗北藝文
中心演出，雲門特於 11 月 29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演藝廳辦理《九歌》彩排教
育場演出暨記者會發布，邀請苗栗、新竹地區：南和國中、獅潭國中、三義

演出地點：演藝廳

國中、尖石國中、峨眉國中、公館國中、竹南國中及啟新國中等偏鄉學子進

表演團體：春之聲管弦樂團/指揮 陳永清

場先睹精彩演出。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創團代表作【火燄山】
演出時間：01/26(六) 、27(日)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表演團體：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票
類

價：$200、$300、$400、$600
別：兒童歌仔戲

票

價：$100、$200

諸神復甦的雲門經典舞劇《九歌》，9 月上旬起巡演全台 8 個城市，創

劇情簡介：牛魔王、鐵扇公主是 [西遊記] 裡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你可知道他們還有

類

別：音樂/交響樂

下票房幾近百分百佳績，巡迴最終場來到苗北。全新復甦的《九歌》，滿台

一個"愛的結晶"--風神寶寶。他身上集合了"牛家"所有的優點和○※☆☼

演出曲目：小約翰史特勞斯《春之聲圓舞曲》、《藍色多瑙河圓舞曲》、《女學生
圓舞曲》、百老匯名曲《艾薇塔》、《歌劇魅影》、《Memory》、經

備

典電影名曲《似曾相識》、《望春風》、《雨夜花》、《桃花過渡》、

當氣宇軒昂的雲中君一出場，8 分鐘不落地神乎其技的表演，更是贏得年輕

火焰之舞舞王的經典音樂。

學子熱烈掌聲。

註：非親子節目

【音樂風情畫─台灣民謠之旅】
演出時間：01/19(六) 19:30
演出地點：演藝廳
表演團體：九歌民族管絃樂團
票
類

價：$100、$200
別：音樂/國樂

演出簡介：台灣在歷史的大熔爐中，有哪些旋律雋永難忘?又有哪些獨樹一格的文
化景色?九歌民族管絃樂團，邀請各地民眾，與我們隨著音樂、影像走
訪台灣！九歌民族管絃樂團將以「台灣地方民謠之旅」為主軸，更期許
未來，讓世界「聽」見台灣的聲音。這次，讓我們跟著音樂環島去吧！
「夜雨綿綿的港都基隆、日出雲海的阿里山、晚風輕拂逐沙灘的澎湖
灣、思想起無限鄉愁的恆春、壯麗的後山洄瀾…隨著旋律，我們經歷了
一場又一場的音樂風景。」
備

註：非親子節目

＊的缺點。

翠綠金黃的蓮池布景、八百盞燈河，以及亭亭展姿的荷花，讓全場嘆為觀止。

他可愛帥氣又聰明，只是…脾氣跟爸爸一樣拗，個性像媽媽一樣強。當
他接觸到外面的人，遇到誘惑和陷阱時，他能不能運用智慧,“勇敢的向前
走“呢？

雲門舞集藝術總監林懷民表示：「雲門經常在世界及台灣各個城市巡演，
如今全新的苗北藝文中心成立了，我們則希望能夠常常到苗栗演出。」他不
諱言提到，團隊至苗栗演出，收入僅為台北市四分之一之經費，實質上的成
本開銷更大，「我們致力於辦理演出教育場次，讓莘莘學子能有機會走入劇

備

【2013 亞洲藍天特技藝文嘉年華 in 竹南】
演出時間：(一)02/10(日)至 02/17(日)農曆初一至初八
10:30、13:30、15:30 各乙場

場，接受藝術洗禮。經濟上的平權固然困難，我們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讓

(二)02/18(一)至 02/22(五)農曆初九至初十三

其接收藝術文化，因為思想和視野的開闊是更為重要的。」

10:30、14:30 各乙場

2008 年雲門八里排練場大火，《九歌》道具、音樂盤帶燒毀，花了四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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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終於完成舞作重建，新一代舞者經過一年排練，也全面接班，以嶄新
面貌展開全台及世界巡演。林懷民表示，重建後的《九歌》，布景重畫，舞
蹈也修得更緊湊、流暢，年輕舞者頂上資深舞者的角色，呈現出嶄新且飽滿
的生命力。

註：親子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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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價：半票$400、全票$600（年代售票系統）

演出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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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縣長劉政鴻及國際文化觀光局秘書林彥甫蒞臨觀

5 人高空頂竿、雙人技巧

賞，縣長致詞時表示苗栗縣能夠爭取到雲門舞集來苗北演

類

別：特技/雜技

出，機會實屬難得，同時勉勵學子用心觀賞，師長能同盡推

備

註：不分年齡

廣藝文之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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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燒之美－苗栗土、苗栗茶】

2013 苗北新春工作坊【童樂版畫】系列一

展覽期間：03/14(四) 至 03/28(四) (每週一休館)

活動時間：01/27(日)上午 9:30 至 11:30 及下午 14:00 至 16:00，共計 2 場

展出時間：09:00~17:00

活動地點：B1 工作坊教室

展覽場地：B1 展覽室

招生名額：每班 35 人(額滿為止)，20 人以上開班，如有陪同者需報名。

設展單位：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適合對象：國小一年級以上之大小朋友均可參加

【鎏金彩藝－精緻瓷畫藝術聯展】

2-3
Feb

2013

保 證 金：每人新台幣 300 元(全勤者課後退還)

時間地點
02/10(日)

至

流行

戶外廣場

競賽

※退費需知：如報名後不克前來，需於課程《五天前》辦理

演藝廳
03/06(三)19:00

活動地點：B1 工作坊教室
招生名額：每班 35 人(額滿為止)，20 人以上開班，如
有陪同者需報名。
適合對象：本課程適合小學四年級以上之民眾。
課程費用：每人新台幣 400 元(含材料費)。
保 證 金：每人新台幣 300 元(課後退還)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退費需知：如報名後不克前來，需於課程《五天前》

實驗劇場

活動時間：02/02(六) 上午 10:00 至 12:00 及下午 14:00
至 16:00，共計 2 場

03/09(六)19:30
演藝廳

招生名額：每班 35 人(額滿為止)，20 人以上開班，如有

03/17(日)14:30
演藝廳

陪同者需報名。
適合對象：各年齡層大小朋友均可參加《國小四年級以下

【蓬萊仙島 漢鐘離】
明華園戲劇總團 2013 劇場巡迴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公布)

【文藝.活力.新苗栗】102 春季藝文系列

03/16(六) 19:30 【菜市場名：雅婷的美麗與哀愁】
演藝廳

活動地點：B1 工作坊教室

03/20(三)19:00

學童，需家長陪同》

實驗劇場

課程費用：每人新台幣 100 元(含材料費)。

03/23(六)19:30

黑門山上的劇團
【張正傑的親子音樂會】弦外之音團

苗北週三 FUN 電影(近期公布)

【文藝.活力.新苗栗】102 春季藝文系列

辦理退費，逾期將不退還保證金與報名

保 證 金：每人新台幣 300 元(課後退還)

演藝廳

費。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03/30(六)19:30

自備器材：剪刀、鉛筆、橡皮擦、雙面膠、漿糊或白膠。

03/31(日)14:30 【2013 苗北兒童藝術節】藍天空劇團

2013 苗北故事屋【幼幼英文故事 ABC】

招生名額：每班 25 人(額滿為止)， 20 人以上開班，如
有陪同者皆需報名
適合對象：3 至 6 歲幼兒，親子可共同參與。
課程內容：(一)老師帶領說英文故事。
(二)帶領英文兒歌以及英文手指謠。
(三)美術、勞作等故事延伸活動等。
自備器材：剪刀、膠水。

歌仔戲

售票

電影

$50

流行
演唱

售票

戲劇

$100、$200

音樂

售票

電影

$50

流行
演唱

兒童劇

售票

售票

演藝廳

2013 苗北新春工作坊【元宵燈籠 DIY】系列三

活動時間：01/20(日)9:20 至 11:00
活動地點：3 樓教室

自由參加

※詳細資訊請參考本中心官網

03/03(日)14:30

2013 苗北新春工作坊【春福剪花】系列二

全票$600
(年代售票)

2.苗北元宵之星--歌唱競賽(採事先報名)

03/02(六)19:30

活動時間：01/12(六)下午 14:00 至 17:00

雜技

1.鍵盤/吉他、樂團現場演唱

自備器材：6B 鉛筆、原子筆、橡皮擦、草圖(尺寸約 15×20cm)

2013 苗北創意工作坊【馬賽克藝術拼貼】

北越國家馬戲團、烏茲別克國家馬戲團

入場方式
半票$400

02/24(日)

展出時間：09:00~17:00

退費，逾期不退還保證金與報名費。

【2013 歐亞藍天特技藝文嘉年華 in 竹南】

類別

【2013 苗北慶元宵】(近期公布)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設展單位：林淑蓮

活動節目/演出團隊

演藝廳

展覽期間：03/18(一) 至 04/01(一)

展覽場地：B1 展覽藝廊

Events Forecast

Mar

02/24(日)

課程費用：每人新台幣 300 元(含材料費)

活動預報

親子節目(3 歲以上兒童皆可憑票入場)

活動時間：02/23(六) 上午 10:00 至 12:00 及下午 14:00 至 16:00，共計 2 場

※非親子節目(身高未滿 110 公分或 7 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活動地點：B1 工作坊教室

※活動內容如有異動，以本中心官網為主。

招生名額：每班 40 人(額滿為止)，20 人以上開班，如有陪同者需報名。
適合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之大小朋友均可參加。
課程費用：每人新台幣 200 元(含材料費)
保 證 金：每人新台幣 300 元(課後退還)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自備器材：剪刀

苗北藝文中心【表演場地及展覽場地】開放申請！
【演藝廳／實驗劇場】102 年 7-12 月檔期、102 年 1-6 月可使用空檔，開放申請。
洽詢電話：037-612669#511 劉小姐

苗北藝文中心【展覽室/展廊】受理申請！
102 年 7 至 12 月檔期視覺藝術展覽，自即日起至 102 年 1 月 30 日止，受理全國大
專院校、藝文團體及美術家申請。

課程費用：每人新台幣 150 元(含材料費)。

洽詢電話：037-612669#523 賴小姐

保 證 金：每人新台幣 300 元 (課後退還)。

上網查詢 http://www.nmac.com.tw/場地租用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 B1 服務台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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