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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活貓裏 把自己放進南庄─好客在一起

「2019 三義木雕藝術節系列活動─藝動．木藝慢活嘉年華」，
將在三義木雕博物館前廣場於 10 月 10 日以踩街活動隆重開幕，活
動持續至 10 月 13 日。今年除了透過創作營、國際交流、競賽展覽
等主題木雕展覽外，更以木雕藝術、木作文創、客家美食品茶、踩街
活動為主題，讓民眾暢遊三義客家庄。

◆貓裏藝文 PDF下載：http://www.mlc.gov.tw ◆電子書網站：http://epaper.mlc.gov.tw
◆貓裏藝文 108年 10月號  ◆出刊日期：2019.10
◆免費索取地點：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縣各鄉鎮公所圖書館

◆本局出版品展售地點：苗栗軼田書集二手書店、台北南天書局、三民書局、五南文化廣場

您可以透過臉書搜尋或使用手機掃瞄 QR code前往《貓裏藝文》專屬
臉書專頁，記得加入粉絲訂閱內容，以掌握更多即時的藝文訊息！



本日諺語：食米毋知米價 (siid miˋ mˇ diˊ miˋ ga)

好客
学堂

每個月的好客學堂，藉由實用的客家諺語與對話，帶領讀者一起深入了解

客家的文化內涵，幫助我們更深入苗栗客家的在地生活。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探

索客家文化，共下來學客家諺語！

每 日 一 客

客 家 畫 布

徑徑杈杈 (gang gang ca ca)

( 阿弟咕阿妹咕今天來到了苑裡鎮，苑裡有個有名的景點，就是彩繪稻田 )

阿弟咕：終於走到這邊了，阿妹咕，這裡就是有名的彩繪稻田喔！

阿妹咕：哪有彩繪稻田啊？我怎麼看都只有一般的稻田阿。

阿弟咕：你看旁邊的觀景台，我們爬上去看就會知道囉 !

阿妹咕：哇！是真的耶。阿弟咕果真沒有騙我〜

阿弟咕：看吧，是不是很漂亮。在旁邊那棟建築物呢，就是藺草文化館，「苑
裡帽蓆」在日據時代以日本為主要外銷市場，深受日本人喜愛，但
之後帽蓆葉漸漸衰微，不負往日盛況。但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人體
認到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所以藺草文化館也是在這種意識下開館設
立的。

阿妹咕：原來帽蓆還有這一段歷史啊，那麼阿弟咕你 ※ 頭那項 (teuˇ naˇ 

意指擋人去路造成他人不便，礙手礙腳。

舉例：

馬路上的三寶姨，竟然用龜速騎在馬路的雙黃線上，真是徑

徑杈杈造成別人困擾啊！！

◆貓裏藝文 PDF下載：http://www.mlc.gov.tw ◆電子書網站：http://epaper.mlc.gov.tw
◆貓裏藝文 108年 10月號  ◆出刊日期：2019.10
◆免費索取地點：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縣各鄉鎮公所圖書館

◆本局出版品展售地點：苗栗軼田書集二手書店、台北南天書局、三民書局、五南文化廣場

hong) 戴的那頂草帽，難不成也是這邊的藺草編
織而成的嗎 ?

阿弟咕：你真是「食米毋知米價」，我每天都帶著這頂
草帽，妳到現在才發現阿！

客語辭典

※1. 頭那項→頭上

食米毋知米價：每天吃米飯，卻不知道米的價錢。

比喻一個人對周遭事物完全不了解，並藉以譏諷人無知。

「藺草文化館」註釋摘錄自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出版之《客家文化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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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售票系統：
年代售票系統
http://www.ticket.com.tw
(02)2341-9898

家樂福苗栗店 生活便利站 
苗栗市國華路599號(037)333-000#734
YAMAHA金和絃樂器
苗栗市自治路326號(037)332-211
全省7-11、全家、OK超商、萊爾富便利商店

兩廳院售票系統：
兩廳院售票系統
http://www.artsticket.com.tw  
(02)3393-9888、(02)3322-1428
YAMAHA金和絃樂器
苗栗市自治路326 號(037)332-211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
苗栗頭份教室－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1192號3樓(037)695-439
苗北藝文中心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206號(037)612-669
全省7-11、全家、萊爾富便利商店

購
票
處10October

2019

各展示標示圖解說
◆ 專題報導
◆ 藝文櫥窗
◆ 鄉情藝訊
★ 當日活動

地址 / 36045苗栗市自治路50號
電話 / 037-352961~4
網址 / www.mlc.gov.tw

活動時間表

活動時間表

1 (二)
Tue

◆ 樂藝其趣─邱崧吉書畫展 ~11/10
◆ 林淑琴女士水墨展 ~10/31

2 (三)
Wed ◆ 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轉 ˙ 變　邱連恭作品個展」~10/27

3 (四)
Thu

4 (五)
Fri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星空音樂會「沐雅室內樂集」★

5 (六)
Sat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聯合民族管弦樂團《日光山影》★

◆ 五洲園掌中劇團《龍鳳媽祖校園反毒布袋戲：史艷文反毒》★

◆ 苗栗縣陶笛協會《笛聲悠揚〜陶笛聯合音樂會》★

◆ 2019 苗栗縣盆景藝術協會會員展 ~10/08

6 (日)
Sun

7 (一)
Mon ◆ 108 年度苗栗陶藝術養根計畫成果展示會「泥巴魔術師」~10/20

8 (二)
Tue

9 (三)
Wed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光影斑藍─金工燈具暨藍染成果聯展》~10/27

10 (四)
Thu ◆「2019 三義木雕藝術節系列活動─藝動．木藝慢活嘉年華」~10/13

11 (五)
Fri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星空音樂會「爽樂團」★

◆ 瑪思特音樂藝術《瘋 日本》★

12 (六)
Sat ◆ 花陶對語─鄭秀敏 黃孫中花藝陶藝師生創作聯展 ~11/17

13 (日)
Sun

14 (一)
Mon

15 (二)
Tue

16
(三)
Wed

◆ 「2019 編織藝術節─速寫共感蒔光」成果靜態展覽 ~10/31
◆ 景勝戲劇團─精緻客家戲曲《魚腸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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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四)
Thu

18
(五)
Fri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星空音樂會「二本貓」★

◆ EX ─亞洲劇團《猴賽雷 MONKEY THE GREAT !》★

19
(六)
Sat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姍姍舞藝坊《時間縫隙下的奇蹟》★

◆ 苗栗縣 108 年度社區營造成果展「老適在一起生活節」★

◆ EX ─亞洲劇團《猴賽雷 MONKEY THE GREAT !》★

◆ 泰雅薪傳藝術團《部落樂悅文化廣場─ 108 年部落音樂文化藝術基層展演活動》★

20
(日)
Sun ◆ EX ─亞洲劇團《猴賽雷 MONKEY THE GREAT !》★

21
(一)
Mon

22
(二)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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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ed

24
(四)
Thu

25
(五)
Fri

◆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星空音樂會「台灣揚琴樂團」★

◆ 「印」頸文化・薪火相傳產業行銷活動 ~10/26
◆ EX ─亞洲劇團《猴賽雷 MONKEY THE GREAT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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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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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裏樂集國樂團 108 年度音樂會《秋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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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Sun ◆ EX ─亞洲劇團《猴賽雷 MONKEY THE GR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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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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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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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 苗南海藝術節系列活動─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藝遊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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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hu



5

合作商家　喜朵新洋食咖啡館/植感咖啡/翔飛冷飲/綠園日式涮涮鍋/more café/自由庭日式鍋物

　　「2019 三義木雕藝術節系列活動」將在三義木雕博物館前廣場於

10 月 10 日以踩街活動隆重開幕，活動持續至 10 月 13 日。今年除了

透過創作營、國際交流、競賽展覽等主題木雕展覽外，更以木雕藝術、

木作文創、客家美食品茶、踩街活動為主題，讓民眾遊玩三義客家庄之

際，享受辦桌餐會中的客家美味佳餚，更是令人食指大動，垂涎三尺。

　　2019 木藝慢活嘉年華以「茶文化」為發想，規劃一系列精彩活動，

從當天以踩街活動隆重開幕，到木藝慢活音樂會、茶席文化體驗、木雕

創作表演、木藝市集、慢城深度旅遊、茶宴盛會、茶器木作體驗營、藝

街角串聯等系列活動，推動在地產業，將苗栗的產業特色：木藝、陶藝

與茶藝美學精緻展現，型塑嶄新的「慢活」的慢城印象。

　　今年 10 月，整個三義將飄著濃濃的木雕及藝術氛圍，藉由木雕藝

術節和周邊活動的辦理，讓更多人再次看見三義，同時將木雕創作文化

與茶文化結合，融入常民生活空間，木雕將持續散發它溫潤的木質溫

度，溫潤的木料配上茶的芬芳，以自然人文與在地生活為出發點，將木

藝文化與茶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段獨特的山城面貌，歡迎民眾共

下來尞。

　　活動詳情請洽文化觀光局博物館理科 037- 876009 轉 15 張小姐或

活動前上文化觀光局網站查詢。

2019三義木雕藝術節系列活動─藝動．木藝慢活嘉年華

熱情登場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三義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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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商家　喜朵新洋食咖啡館/植感咖啡/翔飛冷飲/綠園日式涮涮鍋/more café/自由庭日式鍋物

「2019 貓裏表演藝術節」推出系列精彩活動，如傑出演藝團隊演出、星空音樂會及

黑盒子劇場節目邀請民眾一起來用行動支持在地團隊，同時也有機會獲得相關好禮

喔！由苗栗傑出演藝團隊：聯合民族管弦樂團、姍姍舞藝坊接續在中正堂演出；星

空音樂會則於 10 月份每周五晚上 7 點在中正堂戶外廣場；壓軸好戲─黑盒子節目

為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潘朵拉的盒子》及EX-亞洲劇團《假戲真作2.0》共計2檔。

此外，星空音樂會為免費入場，其餘節目陸續熱賣中，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活動訊息可上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 http://www.mlc.gov.tw 查詢。

表演團體 節目 時間 地點 票價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潘朵拉的盒子
11/02（六）1430
11/02（六）1930
11/03（日）1430

中正堂 400 元

EX- 亞洲劇團 假戲真作 2.0
11/30（六）14:30
11/30（六）19:30
12/01（日）14:30

中正堂 400 元

※兩廳院售票系統、各大便利超商皆可購票。

※凡購票欣賞本藝術節節目觀眾，於當場次填寫有效問卷，即可兌換合 

   作商家優惠券一份。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異動權利。

表演團體 時間 地點 票價

聯合民族管弦樂團
表演節目：日光山影

10/05( 六 )19:30 中正堂 100 元

姍姍舞藝坊
表演節目：時間縫隙下的奇蹟

10/19( 六 )19:30 中正堂 100 元

苗栗縣傑出演藝團隊年度演出系列

黑盒子劇場系列

掃我購票去 FB粉絲專頁 活動官網

姍姍舞藝坊

表演團體 時間 地點

沐雅室內樂集 10/04( 五 )19:00
中正堂戶外廣場

爽樂團 10/11( 五 )19:00

星空音樂會

二本貓 台灣揚琴樂團爽樂團Cross 打擊樂團

表演團體 時間 地點

二本貓 10/18( 五 )19:00
中正堂戶外廣場

台灣揚琴樂團 10/25( 五 )19:00

聯合民族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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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客家委員會為展現臺三線客家文藝復興成果，規劃首屆「臺三線藝術

季」系列策展活動，於 10 月 19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在臺北、桃園、新竹、苗

栗及臺中等地舉辦地景藝術、水圳或古道踏察、音樂節、市集、文化體驗課程等

藝文活動，苗栗縣除配合舉辦「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獅潭風格古道市集」

系列活動外，獅潭鄉在 10 月中下旬陸續辦理「印」頸文化・薪火相傳產業行銷及

苗栗縣 108 年度社區營造成果展等文化活動，歡迎大家共下來尞。

浪漫臺三線‧客庄微履行！

苗栗縣 108 年度社區營造成果展「老適在一起生活節」

　　為促進在地發展、推動苗栗縣總體營造幸福社區，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辦

理 108 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從今年 2 月以來，歷經近八個

月與在地夥伴們的共同努力，我們將透過本次的年度成果展共同呈現。

　　苗栗縣 108 年度社區營造成果展「老適在一起生活節」將於 10 月 19 日（六）

上午 10 點，於苗栗縣獅潭鄉義民廟前廣場盛大登場，現場由苗栗縣社區夥伴帶來

別具特色的在地藝文演出，以及傳源文化藝術團帶來的「泰雅族傳說」行動劇場，

並提供各項有趣的 DIY 體驗活動，還有客家特色茶席及親子趣味闖關活動、社區

營造成果展示區、在地美食區、文創市集、小農市集等，歡迎大家相約獅潭，享

受山間清新的空氣氛圍的同時，也能青銀攜手，讓苗栗成為一個「老適所在」─

孩子可以快樂成長，人們可以安心變老的好地方。活動詳情請洽 037-256600 劉

小姐（苗栗縣社區營造推動辦公室）或上「文化創意新苗栗」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印」頸文化・薪火相傳產業行銷活動

　　青山綠水環繞最美麗的客家庄─獅潭鄉，選在秋高

氣爽的季節，配合浪漫臺三線之浪漫之旅，獅潭鄉新店

社區發展協會預計於 10 月 25( 五 )~26 日 ( 六 )，於獅潭

義民廟廣場舉辦「印」頸文化・薪火相傳產業行銷活動。

以客家人的「硬頸」傳承客家「印頸」精神，以「打新

丁粄」為主軸，配合在地食材─客家美食、踩街、伯公巡禮、傳統祭祀文化、客

家採茶戲、客家八音表演等多項社區成果展演活動，來詮釋及傳承客家文化。

　　「打新丁粄」是客家庄的特有文化，目的是祈求新生男丁平安長大，也藉此

向親戚、鄰里報喜，更象徵著父母對家中添丁的喜悅及對孩子的期許，10/25 全

鄉男女老幼由新丁粄達人帶領，並結合獅潭國中、小師生彩繪教學，共同攜手「打

新丁粄」傳承客家傳統文化。10/26 新店社區千歲團將演出客家採茶戲，活動現

場也提供新丁粄品嚐及農特產品之展售，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來參加，相關活動

可洽詢新店社區發展協會 037-322156/0988-586088 李小姐。



專題報導 ８

「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圳水織路 生意不息

　　全臺唯一保有完整穿龍圳地貌的苗栗大湖大窩地區，被選

為臺三線藝術季中代表苗栗地方精神的主題區域之一。「大窩

穿龍圳地景藝術節─水織路」於10月26日(六)大窩溪中上游，

三面環山的大窩生態園區舉辦開幕活動，以唯美、莊嚴的儀式

向伯公、水神祈福謝天，由金曲獎得主黃連煜、黃瑋傑、以莉

高露、羅茵茵及鄭各均等擔任雲水歌手，沿地景藝術作品各區

輪番上陣。

　　本次活動邀集藝術家安聖惠、伊祐噶照、范承宗，及本地陶藝工作者翁已涵，

與社區居民一同協作此次的展覽作品。而展覽期間於週末所舉辦的「視、聽、觸、味、

嗅」5 感體驗行程，邀集重量級文史學者羅文賢、彭宏源奉茶講古、水圳導覽，音樂

人達卡鬧、戴曉君、毛恩足在水頭、星光下說歌演唱，工藝達人詹德基、林淑莉等

藉雙手編織故事，芳香療法專家 Ally Chen 將樟木、香茅融入地方嗅覺記憶之中，「返

青富民聯盟」現場採集、料理在地美食，歡迎民眾一同共襄盛舉。

　　活動詳情請洽文化觀光局客家事務科 037-352961 轉 313 楊先生或活動前上文化

觀光局網站查詢。

「獅潭風格古道市集」驚艷登場！

　　有別於以「水路」為主題的「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

節」，「獅潭風格古道市集」延續浪漫臺三線「樟之細路」

計畫，將結合臺三線周邊慢食、慢遊、慢活及細路 ( 客語

小路 ) 舉辦相關活動。

　　開幕式預計 11 月 16( 六 )、17( 日 ) 於獅潭鄉新鳳吊橋旁舉辦，現場除有豐富多

元、兼具客家文化、懷舊古物及手作的創意市集外，還有重量級歌手現場獻唱，另

邀請多位藝術家在活動沿途創作地景裝置藝術。

獅潭是苗栗晚期拓墾地區，山川河流仍保有原始生態環境，境內步道更是豐富多元，

特別規畫多場結合鳴鳳、楔隘、鐘樓古道、老街及裝置藝術等細路探索體驗活動，

歡迎大家來趟客庄微旅行，體驗客家文化與特色傳統，感受在地風情。活動詳情請

洽文化觀光局客家事務科 037-352961 轉 313 或活動前上文化觀光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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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是客家大縣，富含深厚的歷史及文化底蘊，苗栗縣政府今年首度

舉辦「108 年客家藝文嘉年華 - 志工展風華 社區舞春風」比賽，為促

成客語生活化，使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客語溝通，達到「客家即生活，

生活即客家」的目標，本活動自 9 月 16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開始報名，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邀請老嫩大細遽遽組隊參賽，用熱情活力創意展

現客家精神。

　　108 年客家藝文嘉年華活動分成兩個項目，12 月 7 日下午在文化

觀光局中正堂舉辦「志工展風華」比賽，由苗栗縣政府各單位志工團隊，

以客語歌唱、戲劇等多樣形式展現才藝，參賽隊伍以 15 隊為限，將選

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優勝、最佳創意、最佳精神等 6 個獎項

15 隊得主，總獎金 10 萬 5 千元。

　　12 月 8 日全天在文化觀光局中正堂前廣場舉辦「社區舞春風」比

賽，為縣內立案之社區、社團或縣內學校社團組隊參賽，以 36 隊為限。

縣府特別邀請林思伶、江雯專業老師創作兩首指定歌曲「跈流行」及「靚

靚噠」作為比賽廣場舞的配樂，共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優勝等

4 個獎項 18 隊得主，總獎金 17 萬 5 千元。

　　相關報名簡章請至「108 年客家藝文嘉年華活動」臉書粉絲專頁搜

尋，或洽詢 037-352961 轉 312 文化觀光局宋小姐。

「1 0 8年客家藝文嘉年華」舞動青春當靚苗栗



專題報導

　　苗栗縣政府獲文化部補助辦理「108 年度苗栗

陶藝術養根計畫」，申辦本計畫分別為大同國小、

鯉魚國小、新英國小、新港國小、文山國小、圳

頭國小、僑善國小、溪洲國小、南和國小及公館

國小計有縣內 10 所國小 12 班級，本次策展將以

學生創作作品為展覽主軸，延伸影片主題「泥巴

魔術師」為主要佈展概念，分享從泥土傳遞的苗

栗陶人文精神，透過苗栗在地藝術家與國小學童

教學互動，共同參與文化的傳承，展覽預計將舞

台佈置成魔術師的魔幻舞台，以魔術氛圍場景呈

現，傳遞陶土所隱含的魔力，也看見每個小孩都是魔術師，歡迎民眾於策

展期間前來陶博館觀賞學生努力學習創作之作品，活動訊息請洽文化觀光

局承辦人邱先生 037-352961#512

　為能連結苗栗在地工藝產業與地域振興，苗栗縣

政府文化觀光局特邀策劃單位衍象設計實驗室一同

於苗栗縣苑裡鎮規劃「2019 編織藝術節—速寫共

感蒔光」，透過與台灣藺草學會的 4 位藺草編織工

藝師學習，了解藺草的特性、編織技法及異材質媒

材的編織結合，完成新舊共融的跨世代作品，並於

「2019編織藝術節─速寫共感蒔光」成果靜態展覽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小舉辦成果展，另外本次也邀請到國內藝術家鍾瓊儀及來

自香港的劉鎮滔藝術家來到苗栗縣苑裡鎮駐村，將在地編織工藝化為創作養分，

於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小成果展一同展出，與大家一起共享「蒔光」。

10

展覽時間：10/16( 三 ) ─ 10/31( 四 )13:00-18:00

展覽地點：苑裡鎮山腳國小日治後期宿舍群外廣場 (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 鄰 47 號 )

              活動訊息請洽文化觀光局承辦人張先生 037-352961#516，或上 Facebook 粉絲專   

              頁「文化創意新苗栗」、「編織藝術節」查詢。

108年度苗栗陶藝術養根計畫成果展示會

「泥巴魔術師」

展覽時間：10/07( 一 ) ─ 10/20(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開幕茶會：10/07( 一 ) 09:00-12:00

展覽地點：苗栗陶瓷博物館 (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4 鄰館南 352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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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檔期表

五洲園掌中劇團《龍鳳媽祖校園反毒布袋戲：史艷文反毒》

明朝年間，富甲一方、家財萬貫的陳福，十分寵愛他的

兒子陳勇，但陳勇卻因不知惜福且耽於逸樂，而不幸被毒頭

看中後染上毒癮，甚至加入販賣毒品的行列，直至落入牢獄

之災。想知道後續故事發展，觀眾千萬不能錯過。

10/05 六 13:00
演出地點：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

承辦人：陳永晶 037-352961#618

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轉 ˙ 變　邱連恭作品個展」

邱連恭，出生於苗栗，專畫水彩與油彩，是當今臺灣的
著名青壯藝術家。本次展覽以「轉 ‧ 變」為主題，探討作者
對於身處當前世代，不論社會或個人所經歷的改變，本次展
出作品約 100 件，分為四大系列 ( 城市 / 自然 / 機械 / 茶花 )，
每一系列以新穎的視角及觀念表現每一時期的優異，件件充
滿真誠與生命動力。「轉」是客語中「回家」之意，代表回
到苗栗家鄉展出，非常光榮；「變」即是指創作過程中，經
歷多次畫風風格的轉變。

10/02 三 ~ 10/27 日  
展覽地點：第一展覽室、山月軒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承辦人：邱麗心 037-352961#616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光影斑藍─金工燈具暨藍染成果聯展》

本次展出作品有工藝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展出運

用金工技法及各種複合媒材製作出各式燈具作品，及苗栗工

藝產業研發分館「2019 藍染設計研習營」藍染作品。不同材

質、技法的碰觸，在 23 組件作品中展現出宛如詩話般的美麗

風景，剎那間讓我們看見用工藝譜出的美麗詩篇。

10/09 三 ~ 10/27 日  
展覽地點：中興畫廊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承辦人：陳琬瑜 037-352961#617

苗栗縣陶笛協會《笛聲悠揚〜陶笛聯合音樂會》

苗栗縣陶笛協會秉持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特邀請日本陶笛演

奏家本谷美加子小姐與臺灣陶笛演奏家游學志先生及陶笛新銳吳禹

德和大陸管行陶笛重奏樂團交流音樂表演， 讓陶笛聲傳遍山城，認

識藝術表現的多元風貌，歡迎喜歡陶笛文化人及苗栗教育學子一同

入場欣賞聆聽。

10/05 六 19:00~21:30

演出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入場方式：免費索票入場，自 09/20（五）09：00 起洽陶笛協會 ( 電

話 037-669911) 或苗北藝文中心服務臺及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服

務臺開放索票，每人限索 4 張，索完為止

承辦人：陳永晶 037-352961#618



藝文櫥窗

景勝戲劇團─精緻客家戲曲《魚腸劍》

成立於民國 92 年的景勝戲劇團，負責人林保木及團主

江玉玲期盼能夠將客家戲曲的表演藝術介紹至各地，此次

改編自春秋晚期的歷史故事，專諸刺殺王僚之劇碼的年度

作品，劇中高潮迭起、精彩不斷，適合老、中、青三代一

同觀賞。

10/16 三  19:00

演出地點：中正堂

入場方式：免費索票入場，自 10/4（五）09:00

起於文化觀光局服務臺開放索取，每人限索 4

張，索完為止。

承辦人：陳琬瑜 037-352961#617

12

五洲園掌中劇團《龍鳳媽祖校園反毒布袋戲：史艷文反毒》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光影斑藍─金工燈具暨藍染成果聯展》

EX─亞洲劇團《猴賽雷MONKEY THE GREAT !》

10/18 五  19:00、10/19 六  19:00

10/20 日  14:00、10/25 三  19:00 

10/26 三  19:00、10/27 三  19:00

演出地點：EX Studio ( 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 )

入場方式：售票入場，票價 400 元，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或來電洽詢037-262860 EX-亞洲劇團。(全省超商、苗北藝文中心、

朱宗慶打擊樂苗栗頭份教室、金和弦樂器行皆可購票 )

承辦人：熊莉莉 037-352961#613

玩轉進化論，人與猴進退難分？！「猴 ~ 你的尾

巴掉出來了！」想要認識人類社會你得收起叢林那

一套，趕緊「吱吱」不倦還要求表現，歷經委身勤學、

賣藝掙錢、浪跡打拼，更要交際求存，但純真的好

朋友在哪裡？何去何從將考驗最真實的智慧！「猴

賽雷」改編自繪本故事，融合多語言、歡樂歌舞劇、

妙趣故事性，適合親子同賞，共創假日時光！走進

劇場開啟顛覆歷險，和孩子一起分享歡笑，一起來

當「猴」朋友〜

瑪思特音樂藝術《瘋 日本》

瑪思特音樂藝術薩克斯風重奏團，是由臺灣四

位新銳薩克斯風演奏家所組成，冀望透過各種形式

的演出，將音樂的種子深耕苗栗。本場音樂會將以

日本流行、動漫音樂為主角，以薩克斯風四重奏的

形式來演繹大家耳熟能詳的各式樂曲，帶給觀眾別

具匠心、不同於以往的日式音樂饗宴。

10/11 五  14:30

演出地點：中正堂

入場方式：免費索票入場，自 9/27( 五 )09：00 起於苗栗縣政府文化

觀光局服務臺開放索票，每人限索 4 張，索完為止。

承辦人：劉慧珠 037-3529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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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南海藝術節系列活動─
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藝遊童樂》

故事以傳說人物虎爺為核心角色，演出搭配使

用動物造型戲偶，同時將地方農特產品及臺灣諺語

融入其中，另外還特別將川劇變臉以魔法變身的想

法融入劇情中，能讓欣賞演出的觀眾對布袋戲有更

多天馬行空的想像，而留下一個愉悅美好的回憶。

10/29 二  13:10 
演出地點：苑裡鎮藍田國小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承辦人：陳琬瑜 037-352961#617

貓裏樂集國樂團 108 年度音樂會《秋山樂》

為提供縣內喜好民族樂器者學習成長的

空間，讓社區國樂團有更高一級的練習環境，

並彼此交流成長，特成立貓裏樂集國樂團。

該團以民族音樂出發，藝術文化是人們不可

或缺的精神糧食，透過欣賞與參與深化美感

經驗，讓更多民眾能藉由藝術文化了解國樂

深厚的底蘊。

10/26 六  19:30  

演出地點：中正堂

入場方式：免費索票入場，自 10/11（五）09:00 起於文化觀光

局服務臺開放索取，每人限索 4 張，索完為止。

承辦人：陳永晶 037-352961#618

  泰雅薪傳藝術團
《部落樂悅文化廣場─ 108 年部落音樂文化藝術基層展演活動》

為了落實推廣文化到部落，這次泰雅薪傳藝

術團進入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部落的劉文中

藝術廣場 ( 達勞比甯雕刻工作坊 ) 前舉辦活動。

此次演出節目以多元化來呈現，有部落悅樂音樂

會、親情活動、發送愛心活動，來活絡地方假日

廣場。

10/19 六  14:00
演出地點：劉文中藝術廣場 ( 泰安鄉錦水村圓墩部落 )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承辦人：陳永晶 037-352961#618



藝文櫥窗

木雕博物館：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 號 電話：037-876009  傳真：037-870181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16:30 後，停止入館 )

休館時間：週一 ( 如遇假日，照常開館 )、除夕及館方公告休館日

項目 類   別 日  期 內    容 地 點

3
臺灣國際
木雕競賽

10/1( 二 ) ─ 10/31( 四 )
展出 2019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得
獎暨入選作品

一館地下室

4
森態─亞
太木質藝
術交流展

10/1( 二 ) ─ 10/31( 四 )

邀請臺灣、日本、泰國與印尼等
國家著名木雕藝術家、工藝家與
設計家參展，展現亞太各國多元
的木質藝術文化之美，帶領民眾
看見臺灣與他國木雕藝術共同
激盪出的燦爛火花。

二館 2 樓、
3 樓、4 樓

5
木雕師進
駐博物館

10/10( 四 ) ─ 10/13( 日 )
10/19( 六 ) ─ 10/20( 日 )
10/26( 六 ) ─ 10/27( 日 )
10：00 ─ 12：00
13：00 ─ 17：00

提供社會大眾與創作者對話空
間，對木雕藝術的認識與觀摩，
讓民眾有更多重空間視覺享受，
帶給國內創作者與民眾新的視
野與啟思。

一館一樓

14

「2019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目前已邁入第 12 年，臺灣國際木雕競賽是苗

栗縣多年來持續推廣的一大國際盛事，今年的競賽形式，分為「工藝木雕類組」

與「當代木雕類組」二大類組，本次競賽共有 109 位男性及 21 位女性創作者

參與，合計 130 件作品參加競賽，最後評選出 14 名得獎作品。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

  泰雅薪傳藝術團
《部落樂悅文化廣場─ 108 年部落音樂文化藝術基層展演活動》

2019 國際木雕競賽得獎入圍作品清冊 ( 工藝類組 )

作者 作品名稱 作品介紹

吳忠霖 破碎的家園

臺灣原生貓科動物─雲豹和石虎，近年學者認定

雲豹已經走上滅絕，石虎現已列為瀕臨絕種保育

動物，因此想藉由作品讓大家重視石虎保育。

劉威辰 舞動五月雪

回憶童年，一同嘻戲撿拾油桐子去賣的場景，如

今，花開花落的季節，心中也是滿懷追憶的思情，

就讓我們一起守護山林，珍惜大自然給予的禮物。

黃希宸

長板坡 -

子龍單騎

救主

傳統工藝人物雕刻，蘊含民間信仰、道德、禮節

等意義，使用耳熟能詳的忠孝節義故事，其典故

來源多源於三國演義、封神演義、二十四孝等故

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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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文 禮贊

府城早期富貴人家收藏之木藝工法「茄苳入石

柳」，以古早傳統異木鑲嵌技法，將欲表達的意

涵設計成圖像供藏家玩味欣賞。

鄧朝譽 編織愛

在傳統的米篩中，置入兩朵玫瑰花。在我們人生

中，我們努力編織了什麼？來經營我們最珍惜的

親情、友情和愛情呢？

黃弘彥 伴

走入老年後，沒有什麼比擁有一個能互相陪伴的

老伴還重要的事，以樟木細心的描畫，用生動的

感情加上華麗的色彩，更顯親切感，令人看了回

味無窮。

李文 茶花女

巧妙利用材料天然的優美曲線做「點睛」式的雕

刻，層次井然又富於變化，將一位採茶少女的形

象，栩栩如生表現出來。

2019 國際木雕競賽得獎入圍作品清冊 ( 當代類組 )

作者 作品名稱 作品介紹

裘智信 待命

感受到生命中大多時間都在「待命」，等待「開始」

與「結束」，體悟珍惜生命中待命的過程，也期

許喚醒大眾對消防勇士的尊敬與生命無常的提醒。

陳家邦 螳螂 - 擬態

以雨傘做為發想，當自然環境轉變成人為環境時，

以擬態為生存條件的昆蟲會以什麼樣的樣貌潛伏

在人類社會之中。

林志航 壓扁 ing 
「環保」本是一種人為友善的介入環境，而藝術創作者透過創作回

應我們身處的世界所面臨的問題。

侯凡川 青春的號角

年少時，對於大人的打扮與生活的方式產生過強烈的願景，年少

的我們也總是想快快長大，現在就以傲嬌的小情緒來吹響即將到

的青春號角吧。

陳超 綺夢 盼望著……盼望著……

張書斌 手機系列
手機，它就像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器官一樣，不可或缺且無法脫離，

和身體緊緊地黏著在一起。

董劍 竹蜻蜓
轉動竹蜻蜓，載著你和我，用愛慢慢靠近，無論未來我們在哪，

請別忘了重溫這熟悉的旋律。

壓扁 ing 青春的號角 綺夢 手機系列 竹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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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琴女士水墨展

小學期間對於五顏六色繽紛的色彩就有濃厚的親切感，

在一次偶然的際遇碰到了一群同好，從中國水墨書法到西

方的油畫，一直學習，到現今還是樂此不疲的當著學生。

此次展出的作品均是水墨畫，也是林女士接觸最久的類

型，作品「富貴花開」母雞在牡丹下帶著小雞玩耍，雞群

代表吉祥滿門，牡丹代表著富貴，吉祥富貴相互映照，將

會帶來好兆頭，歡迎喜愛水墨畫的朋友們，一同入內觀看。

展覽地點：頭份市為恭紀念醫院 地下一樓文藝走廊
洽詢電話：037-911286#88983 企劃課邱先生

即日起 〜 10/31 四

2019 苗栗縣盆景藝術協會會員展

「2019 苗栗縣盆景藝術協會會員展」於 10 月 5 日至 10
月 8 日在頭份市公所中正館展出，展出近 70 盆藝術盆栽，邀
請民眾共同來觀賞。

苗栗縣盆景藝術協會成立於 70 年代，有志一同殫精竭慮
推廣活的藝術作品，積極發揚綠美化運動不遺餘力，並提供
多方面資訊讓民眾重視環境愛護地球。本次展覽樹種多元，
主要為黑松、赤松、五葉松、真柏、木麻黃、茶花、四季春、
榕樹、象牙木、黃槿、七里香等，各式各樣的樹種在作者們
巧奪天工的手法下，創作出獨一無二樹型的精美盆栽。

展覽地點：頭份市公所 中正館
洽詢電話：037-663038#1505 客家文化課

10/05 六  〜 10/08 二
 09：00 ~16：00

花陶對語─鄭秀敏 黃孫中花藝陶藝師生創作聯展

今年度實驗性的聯合展覽檔期─花藝、陶藝學習的
成果對話，由鄭秀敏和黃孫中老師個別指導，以花藝、
陶藝配合，兩個師生團隊分別進駐佈展。花藝部分，
在檔期期間也會以教學進駐方式進行換花分享，值得
期待，歡迎大家一同來觀賞。

展覽地點：苑裡濱海藝文中心（星期一、二休館）
洽詢電話：037-863886

10/15 六  〜 11/17 日
09：00 ~17：00

樂藝其趣─邱崧吉書畫展

回想學生時代，邱崧吉便喜歡隨手塗鴉，每每看到一
個圖案，當下就會臨摹它，之後因家中大哥的書法寫得很
漂亮，更在無形中培養出他對書法的興趣。

出社會後，因緣際會下，找尋專業的老師學畫與書法，
利用閒暇時刻參觀前輩老師的作品展覽、參閱書籍畫冊，
吸取經驗，多年來有幸承蒙老師們不吝傳授並指導，也歡
迎愛好藝術的朋友們蒞臨觀賞。

展覽地點：吳濁流藝文館
洽詢電話：037-911286 蘇小姐

即日起 〜 11/10 日



表演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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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17:00 (當日夜間另有活動則延長至 20:00) h t t p : / / w w w . n m a c . c o m . t w

苗北焦點

108 年 10 月活動總表

演出時間 / 地點 節目名稱 / 內容 類  別 入場方式

10/05 ( 六 ) 
19:00
演藝廳

笛聲悠揚 ~ 陶笛聯合音樂會
演出｜陶笛 / 本谷美加子、游學志、吳禹德

協演｜台北陶笛樂團、苗栗陶笛樂團、頭份農會家政班陶笛團、頭份天   

            主堂蒲公英陶笛團、尖山國小陶笛隊、陶緣樂團、頭份市立老人 

            文康中心陶笛團、文英國中、大陸管行陶笛重奏樂團。
※9/20 起，請洽苗北藝文中心服務台，每人限索 4 張或洽陶笛協會 037-669911

音樂會 索　票

10/06 ( 日 ) 
19:00

戶外舞台

2019 苗北戶外音樂會系列 4- 流行古典

情聲藝濃
演出｜聲樂家 / 柴定綸　小 號 / 謝宛軒、洪妍安　法國號 / 林佳慧

　　　長 號 / 王嘉琪　低音號 / 劉錡樺　導 聆 / 謝宛軒

銅管重奏 戶外免費

10/08 ( 二 ) 
19:30

1F 大廳區

2019 苗北沙龍音樂會弦樂系列 5

中提琴獨奏
中提琴 / 蕭惠珠  鋼琴 / 何琇嫺
※ 預約區 : 報名費 $50 自由區 : 持發票或藝友點數兌換

獨奏會
預約區 /
自由座區

10/12 ( 六 ) 
19:30
演藝廳

「義民禮讚」客家歌舞劇
演出｜台灣客家山歌團

　　　藝術總監 / 蘇凡凌　顧問 / 曾道雄、 黃永達   作詞 / 葉日松 

         作曲．指揮 / 呂錦明　聲腔指導 / 姜雲玉　編導 / 羅思琦 

協演｜苗栗縣建國國小合唱團、樂創音樂 MUSICIAN 4、許書銓舞群
※ 購票請洽頭份快樂音符音樂中心 037-681832，或苗栗市苗聲樂器行 037-337337。

歌舞劇
$1200 $800
$600   $400

    $200

10/13 ( 日 ) 
19:00

戶外舞台

2019 苗北戶外音樂會系列 5- 聽見原創

塔貝瑪斯 TBMS
演出｜歌手 / 韋翰　吉他 / 徐森、煒竣　貝斯 /Stone　鼓 / 麥茶

流行演唱 戶外免費

10/19 ( 六 ) 
14:30
演藝廳

【朱宗慶打擊樂團２】2019 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

淘氣旅行箱
演出｜朱宗慶打擊樂團 2

擊　樂
    $1200 $1000
    $800   $600
    $400

10/20 ( 日 ) 
19:00
演藝廳

108 年苗栗縣客家歌手演唱會

苗客鄉音情 朗斗
演出｜趙德武、吳勇濱、賴仁政 & 傅秋英、紅如樂團、羅國禮、黃

于娟、何易峰、林展逸、黃心慧 & 黃俐樺、蕭圓嬌、徐芷淇、

林思玲、吳如意
※8/24 起於本中心服務台開放兌換。

演唱會
兌換票

( 已兌完 )

10/25 ( 五 ) 
19:30

實驗劇場

2019 苗北小劇場室內樂系列

閃耀之心，故鄉之音
演出｜小提琴 / 謝佩殷、陳姵汝　中提琴 / 裘宗餘

　　　大提琴 / 黃佳文　導聆 / 余濟倫

室內樂
$200

( 與 11/08 合購套票

$300)

2019 苗北小劇場－室內樂系列
《閃耀之心．故鄉之音》&《大崎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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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樂 (Chamber Music)，是一種古典作品的體裁，由二至十人的樂
器組合型式演出，苗北藝文中心小劇場室內樂系列，近年來致力於推廣
各類型風格的室內樂演出，其中以三、四、五重奏佔多數；今年 10 月
25 日《閃耀之心．故鄉之音》音樂會，由「閃耀弦樂四重奏」室內樂團
擔任演出，四位演奏家均任職於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NTSO) 所組成，帶來
相當廣泛的多首作品；11 月 8 日《大崎之聲》音樂會，樂團成員為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三位教授，以小提琴、單簧管、鋼琴的組合型式演出，呈
現給聽眾不同的古典音樂之美。



藝享空間

◎開放時間：09:00~17:00，逢週一休館，免費自由參觀。視覺藝術系列

展出日期 展覽名稱 展出地點

10/01( 二 )

 10/08( 二 )

向大師挖寶 - 米勒巡迴特展 
策展單位｜廣達文教基金會、苗栗縣頭份市信義國民小學
展出作品│兩名浴者、春天、晚禱等作品。

藝　廊

10/01( 二 )

 12/22( 日 )

木雕典藏作品展 - 系列 27 
策展單位│苗北藝文中心  協辦單位│三義木雕博物館
展出作品│星願坐像、撐、尹斯拉、蒙恩突破、遮蔽形式、四暢之二 - 不求人
　　　　　等木雕作品。

1F 側廊
B1 側廊

10/02( 三 ) 

10/20( 日 )

2019 苗北迴廊展系列Ⅵ

「墨韻畫心 - 愛意綿長」黃麗珠水墨創作展 
 展 出 者│黃麗珠

 展出作品│小愛孫系列、古今人物水墨系列小品、工筆山水、花鳥等水墨作品。

2F 迴廊

10/04( 五 ) 

10/27( 日 )

識毒 - 你所不知道的毒品真相 
辦理單位│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展出作品│反毒教育宣導。

展覽室

10/10( 四 )

 10/27( 日 )

生命．印記 ~ 轉身遇見幸福 
展 出 者│朱碧霞
展出作品│春 - 喚起大地、夏 - 夕陽彤雲、秋 - 雲淡風輕、冬 - 歲月交織等壓克
　　　　　力油彩作品。

藝　廊

10/23( 三 ) 

11/10( 日 )

2019 苗北迴廊展系列Ⅶ

「翰墨行吟 - 書法藝術的情懷」林輝勳書法展 
展 出 者│林輝勳 
展出作品│山房即事、將進酒等書法作品。

2F 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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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苑 ※ 活動詳情請上本中心官網。

演出時間 / 地點 節目名稱 / 內容 類  別 入場方式

10/26 ( 六 ) 
19:30
演藝廳

德國 Quintense 人聲樂團音樂會
演出｜ Sabrina Häckel / Soprano　Katrin Enkemeier / Alto 
　　　Carsten Göpfert / Tenor　    Jonas Enseleit / Baritone, VP 　
　　　Martin Lorenz /Bass, VP         Vincent Neck / Soundman

音樂會 $500 $300 $200

10/27 ( 日 ) 
19:00

戶外舞台

 2019 苗北戶外音樂會系列 6- 流行古典
音樂萬花銅
演唱｜女高音 / 吳倍瑄　小號 / 江岳、鄭柏鑫　法國號 / 陳芊良

　　　長號 / 許立偉　低音號 / 林子聖　打擊 / 謝如洪　導 聆 / 鄭柏鑫

銅管重奏 戶外免費

　 2019 苗北藝術學苑秋季課程

 《卡林巴琴 DIY》
上課時間｜ 10/26( 六 ) 14:00-16:00　　　報名資格｜ 國小五年級以上 ( 小四以下需一位家長陪同 )　

招生名額｜ 30 組 ( 親子課程 )               報 名 費｜ $500 元 /1 人，$600 元 /2 人 ( 皆只含一份材料 )

講　　師｜ 音樂城市講師

課程介紹｜ 近年非常盛行的小巧樂器卡林巴琴，精選南方松木由台灣設計製造，音色絕美清亮，榫接結構更容   

　　　 易組裝，組裝後就能擁有一台自己小樂器囉！還會學習簡單的基礎彈奏與技巧，超充實的手作課就　

　　　 在苗北等你唷！

《火車頭》

上課時間｜ 10/27( 日 ) 13:30-16:30　　報名資格｜ 國小一年級以上至國小六年級

招生名額｜ 30 人 ( 非親子課程 )　　 　報 名 費｜ $450 元 / 人 

講　　師｜ 莊家銘

課程介紹｜ 大眾交通工具中最迷人又可愛的火車頭來囉！利用變化多元的棒棍和雪花片，一起打造出 STEAM

　　　 積木組合，了解馬達和電池的奧秘。透過老師的組裝教學，讓孩子們進一步學會火車的的組裝。

　　　 課後孩子都可以透過積木的重新組裝，做出更多屬於自己專屬的機器人喔 !



以臺灣特有的山巒為靈感，將獨特的美感和與生俱來的自由民主為價值，

把本土的味道發揚出去，創作出屬於臺灣糕點伴手禮的山木島，創辦人雖然

年紀輕輕，但在國外可是小有名氣的設計師蔡守瑋，對於糕點，對於臺灣，

他把想說的話都放進裡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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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 147 之 8 號

電話：037-874988

營業時間：來電洽詢

營業項目：創意糕點、喜餅禮盒

網址：https://shanmudao.com.tw/

來自苗栗的蔡守瑋，他是三義知名糕餅店的的

第二代，亦是山木島的創辦人。設計天賦極高的他，

沒有承接家業，當時的他急於逃離臺灣，離開一切

的枷鎖，所以他來到融合古典與潮流的國家─英國，

除了繼續學習外，他也發揮所長，爾後更被知名設

計公司選中，加以培訓。直到一次與同事的對話，

讓蔡守瑋發現他竟然對於孕育他長大的土地，完全不知道，彷彿是「失格的

臺灣人」，這也讓他決定放下高薪、放下一切，回到他生長的故鄉─三義，

做糕點。

運用自身的設計才華，加上家中的糕餅資源，他把對臺灣的期許與藍圖

全投射在「山木島」，一座有山有木的臺灣島嶼裡。以樹葉為靈感，與留在

家鄉、傳承父親手藝的弟弟一同研發出四時氣味 ‧ 森林酥產品；以「山坡上

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的兒歌，創作出花見餅乾，將新鮮可食用的花朵片

片舒展貼上麵團，讓四季的顏色保留下來；除此之外，蔡守瑋更找尋十位新

生代詩人，為臺灣這片土地寫詩，創作出茶詩蛋糕，讓外國遊客不僅僅能吃

到糕點，還能感受到臺灣的美好文化。

山木島是個糕餅品牌，是一個文化的品牌，一個讓世界知道臺灣文化的

品牌。臺灣就像一首詩，一首可以攀越、品味、共享的詩，邀請大家一起來

品出好味。



藝品貓裏 20

民國 52 年出生於苗栗市的黃國雄，擅長創作童趣田野風格的他，於 84

年成立工作室，並取名為樂陶居，意味著既然醉心於玩陶，也樂於其中，就

以樂陶居為他一生矢志的工作。而他萬萬也沒有想到就這樣玩了十餘年，但

是他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從一位玩泥巴的小孩蛻變成雕塑大師，這中間的甘

苦歷程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

如今黃國雄已成功在陶藝界走出自己的風

格，成為陶藝界頂尖的高手，曾入選及得獎過諸

多獎項，如鶯哥金鷹獎、工藝之夢、全國露天雕

塑大展、臺灣工藝競賽等，也曾奪過苗栗美展陶

藝類第一名、臺灣工藝競賽陶藝類佳作、苗栗社

區工藝陶藝類優選、苗栗陶藝獎優選、苗栗美展

多媒材類第一名等。

一件件創作品紛紛出爐，這種經過烈火焠煉的作品深受業界肯定，當然

也能在參加陶藝展中脫穎而出獲獎無數。他的作品大抵以陶塑為主，諸如人

物、動物茶壺、花器、流水等，其中以青蛙系列，最受大眾喜愛，他創造出

的青蛙造型，多樣且討人喜愛，因他對大自然觀察入微，巧妙的將真實畫面

刻畫出來，讓人彷彿如臨現場一般的觀看。

黃老師樂於孤獨在工作室中獨處，在孤獨的環境中找尋靈

感，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不想捉住世間榮華富貴，卻

只想捉住泥土的感覺，他說「對於泥巴可以相互

對話，以其巧手創作出許許多多的作品」，

換句話說他賦予了泥土生命，相同地，

泥土也給了他快樂，如此相互間的感覺，

也就是他樂於孤獨的原因。



藝文快遞

2019 街大歡囍—呼吸容易換氣難，質感生活多簡單
時間：即日起─ 11/3（日）
地點：臺北當代藝術館周邊街區及合作空間
電話：（02）25523721
活動方式：購票入場，票價 50 元
網址：https://reurl.cc/b64zMM

新北市

蘭博四季音樂節—秋日歌仔調
時間：10/6（日）、10/12（六）、10/19（六）、10/26（六） 14：00 ─ 15：00
地點：蘭陽博物館（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 750 號）
洽詢電話：03-977-9700#9 蘭陽博物館 
票價：自由入場

宜蘭縣

基隆市

戰祭 1884（史詩劇）
時間：10/26（六）─ 10/27（日）
地點：滬尾礮臺公園（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 8 號）
電話：（02）24962800#2862 邱小姐
活動方式：自由入場
網站：https://ppt.cc/fquvex

2019 潮藝術：流
時間：即日起─ 11/08（五）
地點：基隆市區、正濱漁港、阿根納造船廠
電話：（02）24224170#329 基隆市文化局展覽藝術科
活動方式：自由入場

臺北市
2019 臺北詩歌節
時間：即日起─ 10/06（日）
地點：詳見官網
電話：0974-125241 臺北詩歌節專線
活動方式：自由入場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oetry.Taipei/

偶偶偶劇團《皇帝與夜鶯》
時間：10/05（六）19：30
地點：新竹市文化局 演藝廳音樂廳
電話：（02）2733-0179 偶偶偶劇團
活動方式：購票入場，票價 300、400、600、800 元，兩廳院售票系統

新竹縣

桃園市
2019 桃園科技藝術節：奇觀藝想─科技的藝術想像力
時間：10/15（二）─ 11/03（日）週二至日 09：00 ─ 17：00
地點：桃園展演中心 一樓展場
活動方式：自由入場
電話：（03）3170511 桃園展演中心

新竹縣新響開幕藝術季
時間：10/20（日）─ 12/01（日）
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
電話：（03）5510201#305
活動方式：售票入場
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hchccart/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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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訊

本局服務時間
■上午 8:00∼ 12:00，下午 13:00∼ 17:00

展覽館
■休館不開放：
週一、除夕

■週二至週五：上午 9:00∼ 17:00
■例假日：
　上午 9:00∼ 12:00，下午 13:00∼ 17:00

高鐵苗栗站旅遊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30 ∼ 12:00，下午 12:30 ∼ 17:00
　聯絡電話：245665

苗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30∼ 12:00，下午 12:30∼ 17:00 
    聯絡電話：263048

竹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30∼ 12:00，下午 12:30∼ 17:00 
    聯絡電話：462941

苗栗縣城市規劃館
■週二至週日：上午 9:30∼下午 16:30
　聯絡電話：369477、374375

本局各科室分機
■局長室 113
■副局長室 121
■秘書室 131
■人事室 211、212
■會計室 221、222
■政風室 251
■行政科 231∼ 243
■客家事務科 311∼ 318
■文創產業科 511∼ 517
■展演藝術科 611∼ 618
■文化資產科 711∼ 716
■觀光發展科 731∼ 740
■觀光行銷科 374196
■博物管理科 876009
■苗北藝文中心 612669
■苗栗特色館 233121
■客家圓樓 732940
■明德水庫日新島 255789

苗栗縣立圖書館開放時間
■ 服 務 電 話：037-559001、559002、
338227
■一樓：《期刊閱報區 /銀髮族專區 /新住民

專區 /主題書展區 /苗栗文學與客家
文獻區 /兒童閱覽室 /新書展示區》

　週二至週五 9:00∼ 21:00
　週六、週日 9:00∼ 12:00；13:00∼ 17:00
■二樓：《開架書區 /影音欣賞區》
　週二至週五 9:00∼ 21:00
　週六、週日 9:00∼ 12:00；13:00∼ 17:00
■三樓：《閱覽室》
　週二至週日 8:00∼ 21:00
■地下室：《罕用書庫》
　週二至週五 9:00∼ 21:00
　週六、週日 9:00∼ 12:00；13:00∼ 17:00
※每週一、國定假日及選舉日休館

※提供 24小時還書箱

苗栗縣政府為民服務專線電話
■苗栗縣民當家熱線 1999
■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
■溫馨巴士預約專線 374885 / 374785
■老人保護專線 355047
■兒童少年保護專線 351355
■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專線 360995
■身心障礙者服務專線 333075
■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 4128185
■校園暴力諮詢投訴專線 333220
■愛滋病諮詢專線 338250
■戒菸諮議專線 0800-636363
■菸害防治諮詢專線 334196
■禽流感防疫專線 320879
■野生動物保育專線 355446
■土石流災情通報專線 0800-246246
■水保服務專線 376924
■稅務服務專線 0800-379969 / 0800-086969

檢舉專線
■廉政專線 356639
■食品檢舉專線 0800-625748 / 336747
■菸酒檢舉專線 361838
■違法屠宰檢舉專線 351618
■山坡地違規使用檢舉專線
　0800-491008 / 338870
■檢舉逃漏稅專線 330718
■環保陳情專線 0800-066666
■全民督工專線 0800-009609

地址 / 36045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電話 / 037-352961~4．網址 / www.mlc.gov.tw

指導單位 / 文化部
主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發行人 / 徐耀昌
局銜題字 / 徐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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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當家熱線
一個號碼．全面服務

36045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電話 / 037-352961~4．網址 / www.mlc.gov.tw

悠活貓裏

把自己放進南庄─好客在一起
在南庄，有一間故事屋，不走進敞開的門，你不會知道，這裡的創意商品

不一樣；你不會知道，這裡竟是山城美學的串聯站。透過從都會返歸山林的文

創青年的故事，你將經歷一場全新的山林美學體驗！

來自臺中海線清水的英華，在來南庄之前，她

從事平面設計，但她一直有個念頭「為臺灣美感教

育做一件事」，會選擇開在苗栗南庄，是因為她說：

「苗栗就像西部的後花園，在南庄，花半小時就能

抵達任何想到達的一個部落、老街，在這裡，我發

現世界很大！」南庄由五個不同的族群泰雅、賽

夏、客家、閩南、新住民一同構成，在每個時節都有不同的風貌，而就是這種

獨特深深吸引了她，決定留下來好好的探索。

對她來說，南庄的四季很有趣，春天可以到蓬萊

村賞櫻，夏天就一定要去古道避暑，秋天當然是來八

卦力部落賞楓，冬天就可以前往向天湖看矮靈祭，一

個不大的地方卻有著鮮明的四季變化，真的很適合大

家一起來。

喜愛南庄的英華，將「好客在一起」以在地故事為文創核心，開設禮品小舖，

以臺灣藍鵲為意象，加上客家藍衫及陶藝等元素，設計出「好客青鳥」。她用

走讀南庄的旅人角色，結合繪畫設計專長，她開心說：「讓好客在一起成為南

庄美學故事串聯站，呈現南庄多元族群與豐富文史之美，吸引遊客接二連三的

到訪！」此刻的她，與夢想正在山城裡旅行，下次來南庄記得和她說聲嗨吧！

政風暨保防宣導：安全不會憑空來，危害常由洩密生。

商品標示宣導：違反商品標示法檢舉專線：037-559886。

性別平等宣導：消除性別刻板印象，齊視不歧視。

行政中立宣導：行政中立，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

廉政專線：(037)365145

好客在一起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山路 110 號
電話：0931-505675
營業時間：來電預約
網址：http://www.hakkagoods.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