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12
10:00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Ⅰ

宇宙運行的心靈之聲：交響曲的發展介紹　

講師｜林仁斌
地點｜視聽中心

03.19
10:00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Ⅱ

聚焦古典三傑：從海頓、莫札特到貝多芬　

講師｜林仁斌
地點｜視聽中心

03.26
10:00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Ⅲ

交響轉捩點：談貝多芬建構的九座高峰與現象　

講師｜林仁斌
地點｜視聽中心

藝術學苑

表演藝術

04.01
10:30

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

兒童劇場《晝夜環抱童歡樂》  
演出｜方式馬戲
地點｜演藝廳

04.01
13:30

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

動畫放映《VIVO．維沃的精彩生活》  
主辦｜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地點｜演藝廳

04.02
10:30

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

兒童劇場《米特動物樂園》　  
演出｜米特薩克斯風重奏團
地點｜實驗劇場

04.02
13:30

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

動畫放映《角落小夥伴．魔法繪本裡的新朋友》  
主辦｜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地點｜演藝廳

04.15
19:30

2023 溫凱翔鋼琴獨奏會
 《舒曼計畫貳章－真愛密碼》

演出｜溫凱翔
地點｜實驗劇場

04.16
13:30、17:00

日本飛行船劇團－傑克與魔豆　 演出｜日本飛行船劇團
地點｜演藝廳

04.23
15:00

2023 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年度音樂會
 《擊刻綻放》

演出｜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
地點｜演藝廳

04.29
19:30

拾光－吳詩雯揚琴獨奏會 演出｜吳詩雯
地點｜實驗劇場

視覺藝術

   12.31

   －03.05
2023 苗北展覽室系列 1
 《療癒之境》羊毛氈‧兔年特展　

策展｜羊毛氈手創館
地點｜ B1 展覽室

12.31

   －03.05
2023 苗北藝廊系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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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4

   －11.30
2023 苗北側廊系列 1
2023 苗北藝文中心《 當代鋼纜雕塑展》 

策展｜康木祥工作室
地點｜戶外廣場、B1 側廊

03.11

   －03.26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優勝作品巡迴展 承辦｜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地點｜ B1 展覽室、藝廊

03.29

   －05.14
2023 苗北藝廊系列 2
2023 城市畫趣‧鄭開翔水彩創作個展　

策展｜鄭開翔
地點｜ B1 藝廊

04.01

   －06.04
2023 苗北展覽室系列 2
尋回記憶‧鐵道模型展　

策展｜創意鐵道模型社 / 蘇軒弘
地點｜ B1 展覽室

 《久石讓的燦爛樂章》
交響音樂會  
03.12（日）14:30
演藝廳 / 音樂

▲

 演出：狂美交響管樂團  
　　　　指揮 / 謝韋民　

　　　　導聆 / 邢子青　

　　　　說書人 / 劉可婕

　　　　演奏嘉賓 / 小號演奏家－何忠謀

▲

  票價：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有著「東方電影配樂大師」美譽的久石

讓先生，透過筆下揮灑的音樂魔法，總

能讓觀眾感受到不同張力的聲音美學。

此次，狂美精選多部其歷年創作之最，

透過大型樂團的磅礡演繹、愛樂電台資

深主持人 - 邢子青深度導聆，以及各場

次專業演奏嘉賓的精采詮釋，盼與樂迷

在音樂廳來場輝煌燦爛的音樂共振。

2023 創價公演－
絕代風華  浪漫探戈之夜  
03.04（六）19:30
03.05（日）14:30
演藝廳 / 舞蹈

▲

 演出：胡安·達里恩佐樂團

　　　　卡爾拉＆加斯帕爾 Carla & Gaspar
　　　　賽賓娜＆安伯爾 Sabrina & Eber
　　　　露西亞娜＆費德里哥 Luciana & Federico

▲

  票價：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000
（請洽創價文教基金會 02-2888-1777 分機 220）

胡安·達里恩佐（Juan D`Arienzo）是

最偉大的阿根廷探戈音樂作曲家及演

奏家之一，享有「節拍之王」每名，其

音樂創作更是阿根廷探戈四大代表派

別之一。以傳奇巨匠之名傳承至今的胡

安 ‧ 達里恩佐樂團，在天才「班多紐

手風琴」演奏家團長法昆竇 ‧ 拉薩利

的帶領下，堅守胡安·達里恩佐的曲風，

以班多紐手風琴綿密開合的動感節奏，

輔以小提琴、低音大提琴及鋼琴的美妙

音色，並由頂尖冠軍舞者的絕佳默契及

舞技，引領觀眾一同走進探戈音樂黃金

時期 1930、40 年代的「絕代風華 浪
漫探戈之夜」。

視覺藝術
   01.14

   －11.30
2023 苗北側廊系列 1
2023 苗北藝文中心《 當代鋼纜雕塑展》 

策展｜羊毛氈手創館
地點｜ B1 展覽室

03.29

   －05.14
2023 苗北藝廊系列 2
2023 城市畫趣‧鄭開翔水彩創作個展　

策展｜鄭開翔
地點｜ B1 藝廊

04.01

   －06.04
2023 苗北展覽室系列 2
尋回記憶‧鐵道模型展　

策展｜創意鐵道模型社 / 蘇軒弘 
地點｜ B1 展覽室

2023 苗北展覽室系列 2

尋回記憶‧鐵道模型展
04.01（六）－ 06.04（日）
B1 展覽室

▲

 策展：創意鐵道模型社 / 蘇軒弘

台灣的鐵道歷史擁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雖然鐵路是大眾熟悉的交通工具，但有

許多鐵道背後的歷史發展和故事鮮少人

知，本次鐵道模型展展出內容分為三個

部分，第一部分「模型火車靜態展」展

示台鐵火車模型車輛約 150 輛，從最早

期的“蒸氣火車”演變到”柴油火車”

再到現代”電氣化火車”的演進述說

火車轉變歷史。第二部分為動態台鐵模

型，「大型動態場景展示」，每日定時

開放小火車模型運轉。第三部分「靜態

場景展」台灣著名的鐵道景點，像是苗

栗的龍騰斷橋、獨木小橋、扇形車庫等

一些鐵道造景。
09:00-17:00（週一休館）

2023 苗北側廊系列 1

2023 苗北藝文中心
 《當代鋼纜雕塑展》
01.14（六）－ 11.30（四）
戶外廣場、B1 側廊

▲

 策展：康木祥工作室

出身苗栗、享譽國際的雕塑家，康木祥

大師以 101 大樓電梯退役鋼索做為創作

媒材，將冰冷、生硬的金屬鋼材轉化為

有溫度、有觸感的雕塑作品，巡展海外。

康木祥的作品歷經歐美許多城市與藝術

節行腳之後載譽返國與國人見面，近日

更造訪苗栗山城，展出《迴生》、《如

意生命》、《無限生命》等三件作品。

本年度在苗北藝文中心的展出，作品不

僅以其柔軟的氣質與苗北藝文中心建物

稜角分明的剛毅風格彼此相映。更透過

苗北藝文中心獨有的玻璃採光結構，讓

作品隨著四時光影變化出不同層次、節

奏的美感。

2023 苗北藝廊系列 2

2023 城市畫趣 ‧ 鄭開翔水彩
創作個展
03.29（三）－ 05.14（日）
B1 藝廊

▲

 策展：鄭開翔

藝術家鄭開翔，平時喜歡以速寫、水彩

等繪畫方式來記錄生活，曾出版「街屋

台灣」一書，除了獲得 2019 年誠品年

度新人外，更翻譯成日文版及法文版行

銷海外。透過藝術家的主觀美感與觀察

重新詮釋平凡街景，反思街景背後所蘊

藏的人文意義與社會問題，這些堆疊、

凌亂的城市紋理，其實蘊藏著濃厚的生

活感與居住的痕跡，有著屬於我們的

「台灣味」，更希望人們多用時間觀察

生活中平凡細微之處，而當我們開始能

夠發掘城市的趣味，也許，我們就可以

開始用更溫柔的心重新認識城市。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優勝作品巡迴展
03.11（六）－ 03.26（日）
B1 展覽室、藝廊

▲

 協辦：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

 承辦：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教育部指導、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

之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源於學生美展，自

民國 40 年起迄今已邁入第 71 屆，比

賽項目包含繪畫、西畫、平面設計、水

墨畫、書法、版畫及漫畫等 7 大類，對

於培育學生美術素養及美的感知力與鑑

賞力，有極大的助益。全國各縣市初賽

計有 5 萬件各類作品，經縣市初賽、全

國決選，最終有 107 件特優作品脫穎而

出。本次獲獎作品題材取自生活經驗、

新聞時事，關心環境、疫情、戰爭、性

別平權甚至少子化等議題；媒材使用及

創作形式豐富多元，令人驚艷。

2023 弦樂之音弦樂團
春季音樂會  
03.18（六）19:30
演藝廳 / 音樂

▲

 演出：弦樂之音弦樂團

　　　　指揮 / 吳建鋒

　　　　小提琴獨奏 / 蔡君賢、張桂菱

▲

  入場方式： 索票（請洽弦樂之音弦樂團吳老師

0952-531-413）

由弦樂之音弦樂團歷年合作的音樂家

廣泛，曾六次邀請指揮家兼小提琴家蘇

正途教授擔任樂團指導。提攜年輕學

子，創團至今培養出相當優質的專業音

樂人才以及愛好音樂的愛樂者。本次音

樂會指揮將由弦樂之音創團兼駐團指

揮吳建鋒擔任，在疫情過後，時隔三年

後，弦樂之音再次回到苗北藝文中心，

分享音樂及熱情。
113 年 1-6 月首批場地（演藝廳、實驗劇場）租借開放

一、 本中心自 112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1 日開放 113 年 1 月至 6 月演藝廳、實驗劇場「首批」

可租用檔期。

二、本中心已啟用「線上場地租用申請系統 https://vrent.miaobeiac.org/」，敬請多加利用。

三、收件方式：註冊帳號、填寫申請表、上傳企劃書電子檔及影音連結。

四、相關資訊：請參見本中心官網或洽聯絡人演出服務部  高先生（037）612669#524

苗北藝訊 112.3
NO.132

活 動 節 目 總 表視 覺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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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租 節 目

如節目異動，以中心官網公告為主。

主辦 親子 下 期 活 動 預 告

表演藝術

03.04
19:30
03.05
14:30

2023 創價公演－絕代風華 浪漫探戈之夜 演出｜胡安．達里恩佐樂團
地點｜演藝廳

03.12
14:30

 《久石讓的燦爛樂章》交響音樂會  演出｜狂美交響管樂團
地點｜演藝廳

03.18
19:30

2023 弦樂之音弦樂團春季音樂會  演出｜弦樂之音弦樂團
地點｜演藝廳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Ⅲ
交響轉捩點

談貝多芬建構的九座高峰與現象

03.26（日）10:00

本場講座帶您一同經歷一位極具想象力，

充滿激情和力量的大師—貝多芬超凡的

交響人生。

2023 苗北藝術工坊－慢活樂學習系列 1
日常生活無負擔

植感系手皂
04.08（六）09:30-11:30
研習教室

▲

 報名費：$520（課程費 $300；材料費 $220）

▲

 報名資格：成人

▲

 講師：田宜珍

把植物放在手工皂裡，讓沐浴帶你徜徉

在大自然，完全滿足在這次手工皂製作

課程中。肥皂的本質在於無負擔的清

潔，課程後所帶回家的作品都是讓家人

獲得健康的日用品。同時間，我們所生

活的地球，也因為你使用手工皂後，排

入下水道的水，很容易在 24 小時內被

環境分解，減輕地球負擔，輕鬆在生活

中保護了環境！

2023 苗北藝術工坊－慢活樂學習系列 2
香氣的前世今生

新古典香氛
04.15（六）09:30-11:30
研習教室

▲

 報名費：$450（課程費 $300；材料費 $150）

▲

 報名資格：成人

▲

 講師：陳惟芳

「香水」是時尚的標誌，也是一張形象

鮮明的名片。其實，「從煙霧而來」的

儀式，是香水的原型。自古至今，香水

的形態從天然植物精華到人工成分的添

加，歷經蛻變與融合，在生活中的角色

也展現了跨越時代的樣貌。悠遊時空場

域，探索香氣源流，讓手心的溫度，昇

華一縷清芬。本課程內容包含香氣的故

事、精油的功能與香氣探索、調香基本

原則、手作天然精油香水。

2023 苗北藝術工坊－慢活樂學習系列 3
植物的微觀世界

瓶中小森林
04.22（六）09:30-11:30
研習教室

▲

 報名費：$750（課程費 $300；材料費 $450）

▲

 報名資格：成人

▲

 講師：謝資景

苔蘚。可以說是最佳的心靈夥伴，不單

單是它帶來的療癒，更多的是可以使用

這樣的小小元素，搭造喜歡的造景，甚

至進入到創造的想像世界與空間。 苔
蘚本身已然是一個大千世界：「當你凝

視著這渺小的綠色植物，會洞見一個遼

闊的世界從中展開，一如宇宙的縮影。

當苔蘚在永恆的時間點，隨著時間的變

化，它呈現出多種樣貌的改變，讓最自

然的生命型態，在時間軸上添加了完美

的記號。

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

         兒童節連假狂歡藝整天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主辦、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協辦的「2023
有樂童享在苗北」將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2 日登場。有豐富的文創市集與

趣味的繪畫比賽、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和動畫播映，從藝文出發，打造

全民皆可參與的多元藝術參與和體驗。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 IV
浪漫而保守
從舒曼、孟德爾頌到布拉姆斯

04.09（日）10:00

浪漫時期前期的交響曲以舒曼與孟德爾

頌為代表，兩人的創作皆引人入勝、承

前啟後。本場講座將帶您感受浪漫時期

裡的傳統交響風格之美。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 V
浪漫而激進
從白遼士到李斯特與華格納

04.16（日）10:00

浪漫後期的交響音樂，在白遼士、華格

納與李斯特等大家的推波助瀾之下，音

樂思潮洶湧澎湃更至頂峰。本場講座將

為您解說這些不可思議的管弦之美。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 VI
世紀末燦爛夕陽
談馬勒交響曲獨特宇宙觀
04.23（日）10:00

馬勒不斷地在交響樂的各種創作領域與

作曲手法中，將音樂推展至極致，他的

音樂是這天地之間全新的創作，彷彿黎

明之前的破曉。這場音樂講座將帶您翱

翔馬勒獨特的交響宇宙。

10:00-17:00 文創市集 文創市集

08:00-12:00 童畫苗北繪畫比賽

10:00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10:30 方式馬戲《晝夜環抱歡樂》   ＊演藝廳 米特薩克斯風重奏團《米特動物樂園》
＊實驗劇場

13:00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13:30 動畫播映《VIVO 維沃的精采生活》
＊演藝廳

動畫播映《角落小夥伴．魔法繪本裡的新朋友》
＊演藝廳

15:30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廣場活動   ＊正門廣場

活 動 內 容 4.1 六 4.2 日

童畫苗北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演藝廳

收費單入場） LINE FacebooK官　網

苗 北 講 堂 藝 術 學 苑主 辦 節 目 童 畫 苗 北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 Ⅰ
宇宙運行的心靈之聲
交響曲的發展介紹
03.12（日）10:00

本次課程以交響曲為主題，從文藝復興

時期至巴洛克時期的器樂脈絡，逐漸發

展進入古典時期，由淺至深認識交響

曲。邀您一同遨遊美妙的交響世界，探

尋宇宙運行的心靈之聲。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 Ⅱ
聚焦古典三傑
從海頓、莫札特到貝多芬

03.19（日）10:00

本場講座將聚焦在海頓及莫札特兩位音

樂家的交響曲創作手法、加入交響曲曲

式欣賞，帶您奠定深厚欣賞基礎。

▲

 主講：林仁斌（超人氣古典音樂欣賞名家、蹦藝術執行長）  

▲

 地點：視聽中心　

▲

 報名費：$100/ 堂　早鳥體驗：$450/ 6 堂

2023 苗北講堂－交響樂～樂話古今2023 童畫苗北－繪畫比賽

　　為迎接歡樂兒童節，中心特舉辦兒

童繪畫比賽，提倡兒童美術教育，發掘

自我潛能，促進良好親子關係，鼓勵兒

童發揮創意，培養健全人格；藉繪畫比

賽培養兒童藝術涵養，提供其自由創作

空間並選拔優秀作品展出，凡對繪畫有

興趣之，幼兒園及國小學童踴躍參加。

報名費：新臺幣 400 元整。

比賽時間：04 月 02 日（日）上午 08:30 至 12:00 止。

比賽地點：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比賽方式：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幼兒園及國小學童均可報名參加。

參賽資格：1. 幼兒園組（小班至大班）     2. 國小 A 組（1 至 2 年級）

　　　　　3. 國小 B 組（3 至 4 年級）　 4. 國小 C 組（5 至 6 年級） 
比賽主題：採現場公佈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03 月 27 日（一）止。

報名方式： 採預先報名制，請填妥報名表，至本中心服務台報名繳費或線上報名匯款，

於期限內完成報名及繳費。

評審及評分標準：

　　　　　1.  評審團隊： 由主辦單位聘請美術專業人士組成，以客觀、公正、公開之

方式評選。

　　　　　2.  評分標準：主題表達、繪畫技巧、創意構圖等。

獎　　勵：各組錄取作品，由本中心頒發獎狀、禮卷及擇期安排展出。

　　　　　1. 第一名 1 名：獎狀乙幀、等額禮券 2,000 元。

　　　　　2. 第二名 2 名：獎狀乙幀、等額禮券 1,500 元。

　　　　　3. 第三名 3 名：獎狀乙幀、等額禮券 1,000 元。

　　　　　4. 優          勝：獎狀乙幀、等額禮券 200 元。

　　　　　＊以上各獎項，得依評審委員決議調整獎項名額。

備　　註： 本案相關繪畫比賽事宜，請洽展覽育成部張小姐 037-
612669#525/ ycchang@miaobeiac.org。

＊ 本項活動經主辦單位公告後實施，如有變動及未盡事宜，以本中心官

網公佈之訊息為主。

報名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