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11
14:30

2023 苗北之星歌唱大賽決賽　 演出｜入選苗北之星決賽者
地點｜演藝廳

02.12
19:30

光个細人仔 演出｜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
地點｜演藝廳

02.24
14:00

02.25
14:00 / 19:30

02.26
14:00

2023 神韻台灣巡迴演出 演出｜美國神韻藝術團
地點｜演藝廳

01.15
09:30 / 13:30

2023 苗北「新春揮毫」換春聯　 揮毫者｜書法名家
地點｜演藝廳 1F 大廳

01.15
09:30

2023 苗北新春版畫拓印　 拓印家｜陳永欽
地點｜演藝廳 1F 大廳

01.15
09:30 / 13:30

2022 苗北創意春聯　 書法家｜謝鴻卿
地點｜演藝廳 1F 大廳

01.08
13:30

國際扶輪 3501 地區
2022-23 年度苗栗分區演藝嘉年華活動　

演出｜大苗栗分區各社
地點｜演藝廳

01.15
09:00

2023 苗北之星歌唱大賽初賽　 演出｜苗北之星參賽者
地點｜實驗劇場

國際扶輪 3501 地區 2022-23 
年度苗栗分區演藝嘉年華活動  
01.08（日）13:30
演藝廳 / 發表會

▲

 演出：國際扶輪 3501 地區  大苗栗分區各社

▲

  入場方式：索票，1/1 起，請洽苗北服務台或洽

主辦單位邱小姐 0966-588312，每人限索 2 張，

索完為止。

國際扶輪 3501 地區每年都會辦理演

藝嘉年華活動，促進苗栗地區各社交

流，凝聚各社會員向心力。由國際扶輪

3501 地區各社參加，整體演出以歌唱、

傳統民俗舞蹈為主軸，呈現及創造快樂

氛圍。

國際扶輪的宗旨為藉由匯集各領域的

領導人才，提供人道主義服務，促進世

界各地的善意與和平。演藝嘉年華已經

辦理十餘年，每年藉由社友的才藝表

演，聯誼相互情感，展現扶輪人團結的

一面。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節令活動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12.31

   －03.05
 《療癒之境》羊毛氈‧兔年特展　 策展｜羊毛氈手創館

地點｜展覽室

12.31

   －03.05
 《2023 春光新藝》藍染藝術展　 策展｜台灣天然染織工藝協會

地點｜ B1 藝廊

   12.31

   －03.05
 《療癒之境》羊毛氈‧兔年特展　 策展｜羊毛氈手創館

地點｜展覽室

12.31

   －03.05
 《2023 春光新藝》藍染藝術展　 策展｜台灣天然染織工藝協會

地點｜ B1 藝廊

「MBAC 苗北藝友」會員，共有三種會員卡別（文青卡、紅卡、黑卡），享有主辦節目購票

優惠、每月「苗北藝訊」及展演優惠訊息、年度中心消費折價券；另黑卡及紅卡享有會員生

日禮。快來加入苗北會員尊榮的行列～～成為苗北的好朋友吧～有更多、更精采的節目等著

您來欣賞。

演藝廳

　　演藝廳為鏡框式舞台，舞台區前方建置舞臺升降平台以

及樂池升降平台，可做為各種戲劇、音樂劇、舞蹈、音樂及

演講等演出空間。劇場專業燈光系統、音響系統均以數位式

設備控制。34 道舞台懸吊系統，除了穩定的電動捲揚機吊桿

外，在追求精準與速度的現代化場館中，仍保有帶了幾分傳統情感的重鐵平衡式手動吊桿，

可供燈光及布景變化轉換使用。並搭配塔式音效反射板，可將原本鏡框式劇場空間轉變為適

合音樂會使用，小從鋼琴獨奏，大至百人樂團兼容並蓄。

　　演藝廳以柔和溫潤的淺原木色，搭配典雅的黛紫色椅面座席，優雅大方。觀眾席共有

1,090 席，另有身障專用電梯及 4 個身心障礙專用席。擁有良好的音場效果，從磅礡的交響樂

團、和諧的室內樂團，到精湛的鋼琴獨奏，觀眾席各區皆有優秀的聆賞體驗，室內背景噪音

值可達 NC-20，符合高規格的噪音控制標準。

實驗劇場

　　實驗劇場以標準「黑盒子」概念模式設計，有別於演藝

廳的鏡框式劇場，實驗劇場賦予發掘更多夢想的自由，不受

限制的空間，打破觀眾與舞台的界線，拉近藝術體驗的距離。

整個實驗劇場以深沉穩重的黑色為基調，讓觀眾與設計者更

聚焦於舞台呈現效果。

　　觀眾席座位 120 席，搭配亮麗紅色椅面座椅，採用電動伸縮設計，另備有 80 席移動式座

位，可依各式演出型態，機動做不同面向的調整，從空台到滿座，讓表演團隊有自由發揮的

空間，與觀眾無界限。 詳情請洽苗北官網查詢 https://miaobeiac.org 或洽承辦人 037-612669#521 王小姐。

苗北藝訊 112.1
NO.130

活 動 節 目 總 表外 租 節 目 下 期 活 動 預 告

發行人〡徐千剛　地址〡 350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 號　電話〡 037-612669（代表號）．傳真〡 037-616098

服務時間〡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　網址〡 https:// miaobeiac.org

苗 北 藝 友 招 募

如因疫情節目異動，以中心官網公告為主。

主辦 親子

探 索 苗 北



2023 苗北展覽室系列 1

 《療癒之境》
羊毛氈‧兔年特展
12.31（六）－ 03.05（日）
B1 展覽室

▲

 策展：羊毛氈手創館

「療癒之境」這檔展覽是疫情緩解後迎接第一個新年的特

展，由羊毛氈手創館邀請了 22 位羊毛氈創作者以個人的生

命經驗為靈感來源，創作了近三百件的作品，透過光影、味

道、質感變化，以及聲音共鳴等療癒元素，傳遞生命的美好。

展區作品分為「雕塑」、「繪畫」與「日常設計」等三大類

創作，在藝術領域被歸為「軟雕塑」的羊毛氈，雕塑是常見

的表現形式。展場中其一作品以宇宙星系為主題，長達數公

尺的大型雕塑，搭配著高低起落的管鐘，讓大家置身於精細

的音波共振與淨白絢爛的星光之中，暫時拋開俗世塵囂，享

受片刻的靜謐隱世時光。

羊毛氈這項緩慢的古老手作已有八千多年歷史，在這漫長的

歲月裡一向以日常實用物件的型態陪伴在人類生活中，雖然

台灣對這項材質相對陌生，但是在歐美各國的現代家居中常

可見到羊毛氈的設計商品。對日常設計有興趣的民眾，將可

在這次的展出欣賞到一系列家飾與燈飾的設計、搭配植栽的

空間裝置、以及服裝帽飾等有別於一般市集見到的小型羊毛

氈作品，相信會顛覆大家對羊毛氈的印象。

展覽以簡潔的當代風格布展，讓形式多元、色調豐富的作品

整合在偌大素白的展場空間裡，呈現出令人愉悅且療癒的氛

圍。期待透過此特展傳遞「以創作治癒身心」的概念，鼓勵

更多人藉由創作，以手抵心，讓身心獲得安頓。

2023 苗北藝廊系列 1

 《2023 春光新藝》
藍染藝術展
12.31（六）－ 03.05（日）
B1 藝廊

▲

 策展：台灣天然染織工藝協會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大地萬物復甦的季節，四處所見皆

春意盎然，人們在嶄新的期盼中迎接新的一年，本次的展覽

以春天為發想，春天處處生機，進而聯想具有生動活潑的兔

子，藉由天然染色展現當代天然染色藝術及植物藍染的創新

設計作品，通過展覽梳理傳統天然染色工藝的發展脈絡、描

繪當代與未來天然染色創新的願景，倡導應用植物染材並重

視環境保護的議題。引發民眾對天然染色及植物藍染時尚的

認同，並促進民眾實踐與提升工藝生活美學。

常常我們趁著晨曦之時，蹲坐在藍草田梗中埋頭工作，眼前

的這片藍草田，綠葉隨著涼風搖曳，一旁的澄澈方塘映著天

空，偶有些許漣漪，而我們照顧的藍草田正是製成藍靛染料

的原型。而以自然界植物礦物製作而成的天然染料，與棉、

麻、蠶絲、羊毛等天然纖維做結合，藉由不同的染織技術將

故事及創意展現在布料上，展現天然染色獨特的迷人之處，

是一份寧靜，也是一種溫度。

2023 苗北新春版畫
拓印
01.15（日）
09:30-11:30
演藝廳前 1F 大廳

▲

  紙張：45*35cm 紅色紙（印材 100
元 / 張），請洽本中心服務台購買。

▲

  拓印家：陳永欽

春節乃是中國人重要節日之一，本中心為營造濃厚春

節氣息，規畫版畫拓印活動讓喜愛手作的朋友們更進

一步了解其中的趣味與內涵。所謂的版畫，就是使用

印刷手法，創作成優美的圖畫。版畫以「版」當作媒介，

藉由複製的印刷技術，把紙壓印在塗有顏料或油墨的

版上，然後以「拓」或「印」的方式製成的作品，屬

於「間接藝術」，表現方式與直接手繪的作品非常不

同。版畫的種類，可分為凸、凹、平、孔版四種，可

以採兩、三種版混合使用，這樣就能產生多樣的內容，

比直接以手繪方式更為多變。

本次邀請到陳永欽老師是當台灣當代優秀版畫藝術家，

在全國版印年畫、全國美展、國際版畫雙年展…等競

賽，表現卓越獲獎無數。為迎接新春兔年的來臨，陳

永欽老師提供全新製版「玉兔報平安」「吉祥 T W O」

兩款式供民眾現場拓印收藏，喜愛版畫拓印的朋友們，

千萬別錯過僅此一場。

2023苗北「新春揮毫」
換春聯
01.15（日）
上午場 09:30-11:30
下午場 13:30-15:30
演藝廳前 1F 大廳

▲

  兌換入場，依各條件可兌換對聯或

堂號、單字紙  

▲

  書法家：揮毫老師名單如下：

　 李鴻明、邱瑞霞、陳金火、陳運進、

黃肇基、楊得勇、詹萬添、鄭　銘、

謝奕富、羅文澤（依姓氏筆劃排序）

農曆春節這個重要的節慶，代表新的一年的開始，歡

喜迎接新氣象到來，並趁著過年期間擺放吉祥、喜慶

的賀年春聯，為生活中增添一些儀式感，更可以感受

到溫暖的年節的氛圍。中華傳統文化習慣於農曆春節

期間，以吉利、吉祥、喜慶的賀年春聯貼在家門口，

象徵除舊佈新，萬象更新。本中心 112 年苗北新春揮

毫活動，邀請每位名家字體皆獨具特色，各有不同風

格，相當精采，縣內書法名家現場揮毫，書法現場將

提供商業用、神明廳用、住家用等春聯佳句，供鄉親

選擇後委由名家親自揮毫，不僅添得好彩頭，也為家

裡增添不少藝術氣氛，歡迎在地鄉親們踴躍參與。

本次新春揮毫 8 個兌換辦法：

（1） 加 入、 訂 閱「 苗 北 藝 文 中 心 官 方 LINE、

Youtube、臉書」等官方帳號。

（2） 活動當日打卡並標記「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3） 憑「MBAC 苗北藝友」有效卡友。

（4） 與「2023 苗北之星歌唱大賽」發票。

（5） 憑「苗北志工證」。

（6） 填寫活動問卷等即可兌換春聯。 
（7） 按讚「苗北藝文中心臉書粉絲頁」新春揮毫置頂

貼文。

（8） 凡至展覽室及藝廊參觀即可獲得兌換單。

謝奕富老師

2023 苗北創意春聯
01.15（日）
09:30-11:30
13:30-15:30
演藝廳前 1F 大廳

▲

  紙張：68*35cm 紅色紙（印材 100
元 / 張），請洽本中心服務台購買。

▲

  書法家：謝鴻卿

▲

  每場次限量 25 張。

春節乃是中國人重要節日之一，本中心為營造濃厚春

節氣息，規畫創意春聯活動讓喜愛手作的朋友們更進

一步了解其中的趣味與內涵。春聯源於早期華人的社

會，年年都要除舊佈新，象徵來年更加進步更加美好，

所書寫的祈福語，都是激勵民眾朝更遠大目標邁進或

更多的祝福，此種無私的祈福語，讓每位看到春聯文

字的人都會心一笑，是一種美的社會訊息傳遞。本次

邀請到書法名家謝鴻卿老師揮毫，現場挑選圖片後書

寫兔年喜慶圖樣，讓您 2023 鴻兔大展、揚眉兔氣，

玉兔迎春！創意春聯書寫費工耗時，因此每時段限量

25 張，喜歡的朋友們儘早前往本中心選購。

謝鴻卿老師
09:00-17:00（週一休館）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苗北之星歌唱大賽—初賽
2023.01.15（日）09:00
實驗劇場 / 競賽

▲

 指導單位：苗栗縣政府

▲

 主辦單位：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

 協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

 演出：參賽者

▲

 初賽：1 月 15 日（日）09:00 苗北藝文中心 實驗劇場

▲

 決賽：2 月 11 日（六）14:30 苗北藝文中心 演藝廳

2023 年「苗北之星」歌唱大賽，比賽最高獎金 12,000
元，邀請所有擁有好歌喉的朋友，踴躍報名參加，除了

能一展歌喉外，還有機會贏得大獎、把獎金帶回家。

排練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LINE FacebooK官　網

視 覺 藝 術 節 令 活 動主 辦 節 目 特 別 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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