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藝術家｜尤瑪．達陸

展 出 地 點｜展覽室

10/8 12/19
星期五 星期日

Trace and Whirl -
The Fiber Art Exhibition of Yuma Taru

國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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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SUN 日  12:30　演藝廳

入場方式 　 索票

戲　劇

舞台劇賞析：EX- 亞洲劇團《106 號油井》

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第九屆、
第十屆社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主　　辦│ 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演　　出│  EX- 亞洲劇團

 介　　紹│ 2021 年為 IMC 苗栗社創立的第十屆，策劃擴大社內活動以呈現十年有

成的績效，而年會交接亦為社內年度最重要的活動之一。2021 年第十屆準社長林振

鋒賀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現任總經理，希望以開創新局的模式帶領社團，策畫以藝文

展演的形式呈現替代往年的演講，特邀苗栗在地現代劇團－ EX- 亞洲劇團，演出劇

團極具在地人文特色的戲碼《106 號油井》。

表 演 藝 術10/01 FRI 五  19:30　演藝廳

入場方式 　 索票

戲　劇

2021 精緻客家大戲《花囤女》
演　　出│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介　　紹│ 客家語「花囤女」是指客家女孩在尚未成年被養父母領養作為未來兒媳婦

的女孩。本劇敘述一對異卵雙胞胎姊妹春妹與嬌妹，年幼就被父母送到兩戶人家面對

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扛起奉養公婆（養父母）、背負傳宗接代的重責時光荏苒，兩

姊妹下一代的兒女情緣促成失散姊妹再度相遇，她們在感慨萬千中，面對下一代姻緣

該干涉阻撓？或玉成其美？再度考驗姊妹的人生智慧⋯⋯

＊ 9/17 起至苗北服務台索票或洽 037-725099，每人限索 2 張，索完為止。

2021 精緻客家大戲《花囤女》
10/01 五 19:30 　演藝廳　 戲　劇 　

演出│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入場方式│索票（9/17 起至苗北服務台索票或洽 037-725099，每人限索 2 張，索完為止）

2021 苗北藝術節－名家 x 經典交響

雋永．柴科夫斯基
10/02 六 19:30 　演藝廳　 交響樂 　

演出│國家交響樂團　指揮 / 吳曜宇　小提琴 / 魏靖儀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視 覺 藝 術
2021 苗北藝術節－國寶大師

溯與洄－尤瑪‧達陸纖維藝術展
10/08 五  － 12/19 日  　展覽室　策展│野桐工坊

2021 苗北十周年

苗北拾載－生日祝福畫展
10/02 六  － 12/19 日  　藝廊　策展│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2021 苗北藝術節－品牌 x 跨界共製

聖桑斯《舞夜狂歡》
11/13 六  19:30 　演藝廳　 交響樂 舞蹈 　
演出│ 國家交響樂團、舞蹈空間舞蹈團　指揮｜楊書涵　編舞家｜林文中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2021 苗北藝術節－名家 x 經典交響

巨人的誕生－殷巴爾與陳毓襄
11/14 日  14:30 　演藝廳　 交響樂 　
演出│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殷巴爾（Eliahu Inbal）、陳毓襄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客家歌手演唱會活動
11/07 日  19:30 　演藝廳　 演唱會 　
演出│ 客家歌手　入場方式｜作業中風起幻響

演　　出│ 新竹幻響青少年管樂團

　　　　　指揮 / 張穎中　豎笛 / 劉馥綾老師、林勵穎老師

 介　　紹│新竹幻響青少年管樂團創團音樂會，集結新竹優秀的青

少年演奏家們及音樂愛好者，期望未來能夠成為全台灣指標性青少

年管樂團，共創社會共好現象。帶來清新脫俗的曲目讓竹苗在地學子以及音樂愛好

者能夠有更好的環境，能夠一起感受優質音樂所帶來的美好。

10/03 SUN 日  14:30　演藝廳 
票　價 　$200

音　樂

三十三
演　　出│ 相聲瓦舍

 介　　紹│三十三是一段歲月，小鮮肉長成老頑童。三十三是一方

狹小舞台，奇幻和經典從不好好相處。三十三是一種態度，收拾包

袱，再抖包袱，盼博滿堂喝采！【相聲瓦舍】創團三十三年，力邀

重量級古詩人，一起為您獻上三十三道唐詩宋詞佐黑色幽默。

10/23 SAT 六  14:30　演藝廳 
票　價 　$300 $500 $800 $1000 $1200 $1500

相　聲

10/24 SUN 日  14:30　演藝廳

票　價 　 $200
國　樂

島嶼－苗栗縣立國樂團經典名曲音樂會
演　　出│ 苗栗縣立國樂團　指揮 / 黎俊平　二胡 / 鄭曉玫

 介　　紹│ 台灣是美麗的島嶼，早在 16 世紀葡萄牙人便已驚嘆之語稱之為「福爾摩

沙」，除了有豐富的生態與美麗的海岸線，原住民使用的語言與東南亞、南太平洋島

同屬南島語系，而台灣是最北的島嶼。從這文化的根源做為起點，我們用音樂的密碼

做一海上探索，邀請擊樂演奏家林雅雪和我們一起演繹台灣這美麗的島嶼文化。

風起幻響
10/03 日 14:30 　演藝廳　 音　樂 　

演出│ 新竹幻響青少年管樂團　指揮 / 張穎中　豎笛 / 劉馥綾、林勵穎　

票價│ $200
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第九屆、第十屆社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10/10 日 12:30 　演藝廳　 戲　劇 　

主辦│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演出│ EX- 亞洲劇團　入場方式│索票

2021 苗北藝術節－名家 x 經典交響

曾宇謙的四季樂章 
10/15 五 19:30 　演藝廳　 弦樂團 　

演出│台灣絃樂團　小提琴 / 曾宇謙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2021 苗北藝術節－品牌 x 跨界共製

印象台灣 
10/17 日  14:30 　演藝廳　 合　唱 　

演出│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苗栗縣建國國小合唱團　指揮 / 古育仲、饒家卉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三十三
10/23 六 14:30 　演藝廳　 相　聲 　

演出│ 相聲瓦舍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1200 $1500
島嶼－苗栗縣立國樂團經典名曲音樂會
10/24 日 14:30 　演藝廳　 國　樂 　

演出│ 苗栗縣立國樂團　票價│ $200
2021 苗北藝術節－品牌 x 跨界共製

此時。此刻 
10/30 六  19:30　演藝廳　 打擊樂 　

演出│朱宗慶打擊樂團、吳思珊、何鴻棋、吳珮菁、黃堃儼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
11/27 六  -12/02 四   09:00 　演藝廳　 競　賽 　入場方式│管制入場

2021 苗北藝術節－品牌 x 跨界共製

迪士尼奇幻世界鋼琴重奏音樂會
11/20 六  19:30 　演藝廳　 鋼　琴 　
演出│ 范德騰（John Vaughan）、林娟儀、江宇雯、梁乃仁　

票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木雕薪傳作品展－系列 34
09/28 二  － 12/26 日  　1F/B1 側廊　策展│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協辦│三義木雕博物館

下 期 活 動 預 告

110 年 10 月號
第 115 期

表 演 藝 術

發 行 人／ 徐千剛

地　　址／ 350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 號
電　　話／ 037-612669（代表號）．傳真／ 037-616098
服務時間／ 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
網　　址／ https:// miaobeiac.org

官　網 LINE FacebooK

活 動 節 目 總 表

＊如因疫情節目異動，以中心官網公告為主。

親子主辦節目



視 覺 藝 術

2021 苗北藝術節

曾宇謙的四季樂章
演　　出│ 台灣弦樂團　

　　　　　小提琴 / 曾宇謙

 介　　紹│「一旦經歷就難以忘懷，而誘人的聲音，完美無暇的演

奏 !」2015 年柴可夫斯基國際大賽銀獎－小琴家曾宇謙 2021 年將

詮釋韋瓦第經典《四季》，以豐富的音色，帶領觀眾欣賞千變萬化

的四季風情。從春暖花開的歡樂、暴雨雷鳴的驚愕、酣暢淋漓的豐

秋至冬日圍坐火爐的歲月靜好，在琴聲中領略時序的推展以及自然

萬物之聲！再次演繹這首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曾宇謙將歷練濃縮

在旋律之中，在變化中探索自我風格的無限可能，展現出獨到的理

解與想法，向台灣樂迷傳遞更成熟洗鍊的四季之聲，也向這孕育自

己的土地，獻上精彩的樂之饗宴。我們經歷了和風吹拂、經歷了暴

雨雷鳴、經歷了歡樂豐收，最後仍能聚在一起，準備迎接一個春暖

花開，迎接下一個美好樂季。

10/15 FRI 五  19:30　演藝廳 
票　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音　樂10/02 SAT 六  19:30　演藝廳

票　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交響樂

2021 苗北藝術節

雋永．柴科夫斯基
甄選資格│ 國家交響樂團　

　　　　　指揮 / 吳曜宇　小提琴 / 陳銳

 介　　紹│他的作品，就像是一部「戰勝命運的奮鬥史」！俄國作

曲家柴科夫斯基筆下名曲數，甚至被譽為旋律之王」，他不只以旋

律取勝，音符背後的弦外之音，更耐人咀嚼。他唯一的《小提琴協

奏曲》，歷經時間的洗練，終於獲得世人高度評價，至今已是所有

小提琴家必備的試金石。《第五交響曲》，被暱稱為柴科夫斯基

個人「命運交響曲」，從頭到尾彷彿就是作曲家自己面對命運、挑

戰命運、戰勝命運的心聲告白，甜美浪漫、燦爛光輝，兼而有之。

樂曲中特別融入圓舞曲素材，搭配柴氏典型風格包裝，從感官到內

在，讓觀眾情感澎湃，性靈昇華！炙手可熱的小提琴家魏儀、新生

代指揮吳宇，名家聯登台，展現柴科夫斯基雋永魅力！

10/17 SAT 六  14:30　演藝廳

票　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合　唱

2021 苗北藝術節

印象台灣
甄選資格│ 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苗栗縣建國國小合唱團  
　　　　　指揮 / 古育仲、謝斯韻、饒家卉

 介　　紹│臺灣所蘊藏的自然資源和人文風十足可觀，兼融閩南、

客家、外省及原住民等不同的族群，形成多采多姿的人文色彩，展

現和諧共榮的繽紛景象。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自創團來，足跡踏遍

歐、亞、美、澳四大洲共三十餘國，更曾登上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北京國家大劇院等世界級藝文展演中心，為

臺灣文化傳承貢獻心力。近年來，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肩負立足臺

灣、放眼天下的文化使命，以世界最美的聲音－人聲，吟詠勾勒出

美麗的印象臺灣。第三十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演唱獎得主－台北愛樂

室內合唱團，以台灣的豐富人文景緻為主軸，集節來自西班牙、菲

律賓、印尼等地的國際傑出作曲家，與台灣當代作曲家錢南章、石

青如、萬益嘉等共同激盪，由音樂總監古育仲及指揮新秀謝斯韻領

軍，並特邀苗栗縣在地建國國小合唱團，以人聲呈現寰宇萬象、用

合唱漫遊音樂百匯。

2021 苗北藝術節

此時。此刻
演　　出│ 朱宗慶打擊樂團　吳思珊、何鴻棋、吳珮菁、黃�儼

 介　　紹│ 5 年前，四位資深團員在舞台上展現戲、狂、美、技的

獨特視聽魅力。5 年後，四位資深團員再度集結，重新詮釋在打擊

樂旅途中更為堅定的自己。透過四首量身打造的全新委託創作，搭

配全團演出，將最真實細微的一面呈現給觀眾。未來，調整步伐、

蓄積動能，繼續跟著朱宗慶打擊樂團一起走下去！

10/30 SAT 六  19:30　演藝廳 
票　價 　$100 $300 $500 $700 $1000

打擊樂

站在國際的年輕指揮家

Trace and  
Whirl-The Fiber 
Art Exhibition 
of Yuma Taru

2021 苗北藝術節－節目指南講座《藝文品牌篇》
10/06 三 20:00　線上講座　

主　　講│楊忠衡（廣藝基金會執行長）
介　　紹│當我們想到「台灣之光」，第一個想到的都是運動場上身手矯

健的運動員；或是領銜世界的高科技產業。但是你知道嗎？台灣的表演藝

術團隊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每每驚豔全場，讓世界看見台灣，用藝文軟

實力打造台灣的獨特品牌。廣藝基金會的執行長楊忠衡，將在本次的節目指南講座中，帶領

大家探索苗北藝術節中的堅強團隊—台灣弦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

一起來認識這些名揚海外的藝文團隊吧。

2021 苗北十周年

苗北拾載－生日祝福畫展

10/02 六  － 12/19 日　藝廊▲
 策展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作品 平面畫作▲

 介紹 將於 10 月 2 日至 12 月 19 日在本中心藝廊展出的【苗北拾載－

生日祝福畫展】是由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所創作，每幅作品都是對苗北十年來的感謝及生日

祝福，更展現了這些小小畫家的無窮創造力。「生日祝福畫展」作品有裝飾的、有觀念的、

象徵的、綜合的、祈福的主題與訊息，通過孩子的純真畫法與構圖，寬廣的想像與觀察，呈

現了苗北藝文中心多元且豐富的面貌。

曲目｜
戴夫．霍爾：《脫離速度》
蔡昀恬：《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丑》＊
金．科申斯基：《超越彎折》＊
盧煥韋：《探》＊
櫻井弘二：《將進酒蒙太奇》＊
雅各．雷明頓：《北極光之舞》

＊世界首演

＊�本次節目指南講座採線上辦理，以 google meet 為活動平台。活動當週的週一將寄送該場次課程連結

給報名學員，請報名的學員務必留意電子郵件。

＊�線上講座影音記錄將於該場次活動結束後 48hr 內於雲端連結開放檢視。

＊�講座結束後，將提供現場參與學員 2021 苗北藝術節購票 9 折優惠碼。

2021 苗北藝術節－節目指南講座《國寶大師篇》
10/27 三 20:00　線上講座　

主　　講│尤瑪．達陸（泰雅族傳統染織工藝保存者）
介　　紹│ 29歲那年，尤瑪．達陸老師毅然決然辭去公務員的穩定工作，回

到從小生長的苗栗泰安象鼻部落。重投拾起泰雅族傳統編織工藝，在一絲一縷

之間找尋泰雅文化的美麗身影，一回首，已過 30 年。是什麼樣的召喚，讓尤

瑪．達陸老師願意投身編織生涯？在經過數十年的田野調查、耆老傳承、復興工作，尤瑪．達陸老

師下一步又該如何帶泰雅文化走向世界？請聽泰雅族傳統染織工藝保存者，尤瑪．達陸親身說法。

苗北藝文中心專屬 LINE@ 帳號正式啟用
　　本中心即日啟用「苗北藝文中心」LINE@ 帳號，除了內建的圖文選單

功能可以讓各位觀眾快速認識本中心資訊及主打節目之外，本帳號也將不定

期推播最新演出及展覽資訊，藝文新訊不漏接。現在就拿出您的手機，打開

LINE 的好友搜尋功能，搜尋 ID：mbac-life；或是打開 LINE 的 QRcode
掃描器掃描本條碼。就可以找到我們苗北藝文中心的官方帳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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