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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壹、 前言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原名為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成立於民國 50 年 4 月，當時

借用中山市場及孔廟作為臨時館址，至 72 年 10 月進駐八德路新址，後於 88

年 11 月由教育局改隸本局。 

藝文推廣處係一綜合性之文化藝術推廣中心，對於本市藝文之推動兼具多方面

的功能，歷年來為適應社會的發展，業務和功能亦不斷成長、轉型與創新。現

今主要業務包括專業劇場的營運、藝文教育的推廣、視覺藝術的展覽、社區文

化的推動、傳統藝術的推展、親子活動的展演，以及其他相關事項等，係本局

藝文推展的重要據點之一，也是市民日常接受藝文陶冶，參與藝文活動和文化

休閒生活的最佳場所。 

藝文推廣處之業務定位 3 大方向計有：專業劇場的營運、藝術文化的推廣與藝

文種子的扎根。藝文大樓及城市舞台著重於提供專業的表演劇場及藝術文化的

推廣；大稻埕戲苑主要業務為推廣傳統戲曲文化及表演藝術等；文山劇場致力

於藝文扎根，辦理相關兒童戲劇演出及親子藝文活動；親子劇場則持續辦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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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檔期租借與提供劇場管理服務，並配合市府各機關辦理相關活動。 

103 年配合文化局組織規程修正，正式定名為「臺北市藝文推廣處」，並於 104

年 11 月 6 日揭牌成立。持續朝向藝文推廣中心、社區藝文交流平台，以及藝術

與藝術家之聯誼中心發展，進而成為臺北市文化產業的重要基地之一；並在文

化局的督導下，繼續為本市藝術、文化之深耕與推展而努力。 

 

貳、 108 年上半年重要施政成果  

一、 八德路藝文大樓 

（一） 開辦文化藝術研習班 

每年春、秋兩季分別開設課程包括書法、國畫、美術、舞蹈、工藝、花藝、琴

藝、歌唱、戲曲……等各類型課程，108 年度春季班總計開辦 104 個班次，招

收學員 3,434 人次。 

（二） 藝術家駐館展覽計畫 

為推展藝文展覽工作，鼓勵具有潛力之藝術家創作及分享展出，提供民眾新穎

多元的展覽活動，108 年度上半年藝術家駐館展覽活動，約每 2 個月辦理 1 檔，

共計辦理 4 檔，截至 6 月底止，總計 37,736 人次參訪。 

（三） 視覺藝術展覽：108 年度上半年主合辦及租借展覽活動 

除自行規劃辦理視覺藝術類展覽之主合辦活動外，並開放展覽檔期申請，提供

民眾租借使用。每年 1 月及 7 月公告辦理收件，並召開評審會議審查，聘請專

業審查委員審查民眾申請案。108 年度上半年總計辦理 39 檔展覽，截至 6 月底

止，總計 31,112 人次參訪。 

（四） 舉辦藝文推廣相關活動 

1. 市民講座：每月規劃 1 至 2 場，邀請各領域的專業人士，進行多元化之生活

藝文講座，108 年上半年共舉辦 11 場，截至 6 月底止，參與民眾 1,2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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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2. 藝術下午茶：每月於單週三下午舉辦，一個月辦理 2 場，108 年度上半年邀

請藝文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於藝文大樓 1 樓大廳演講，期使市民領略藝文之美，

108 年上半年共舉辦 11 場，截至 6 月底止，參與民眾為 1,231 人次。 

3. 音樂沙龍：本活動係開放音樂類之表演藝術團體或個人申請，每週日下午於

藝文大樓 1 樓大廳演出，108 年上半年共舉辦 21 場，截至 6 月底止，參與

民眾為 3,940 人次。 

4. 知音時間：每月雙週三下午，開放國內音樂團體免費申請於藝文大樓 1 樓大

廳演出，108 年上半年共舉辦 12 場，截至 6 月底止，參與民眾 1,400 人次。 

（五） 舉辦「文化就在巷子裡──社區藝術巡禮」活動 

本處自民國 86 年起辦理「文化就在巷子裡──社區藝術巡禮」演出活動，多年來

廣受市民喜愛、累積許多忠實觀眾，自辦理初期每年 12 場次逐增至每年辦理 48

場次演出，活動足跡遍布本市 12 行政區各個角落，有助於凝聚社區意識，並將

各式表演藝術推廣進入社區，創造更多藝術文化欣賞人口。108 年上半年共辦理

23 場次，參與民眾 16,900 人次。 

（六） 召募培訓文化志工 

現有志工（含藝文大樓及各場館）共 224 人，108 年上半年支援服務總時數達

18,761 小時，有效提升服務品質。 

（七） 編印藝文活動資訊 

編印藝文推廣處每月「藝文快訊」、城市舞台中英文季節目單及年鑑等，即時傳

遞藝文推廣處藝文活動訊息。 

二、 城市舞台 

「城市舞台」原名「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文化活動中心」，於民國 72 年啟用、

92 年完成整修，更名為「城市舞台」，共有 1,002 個座位，其設備功能屬於中型

的專業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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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檔期管理 

除公部門使用、保養日及本處主合辦節目所需檔期外，每年提供表演藝術團體

（戲劇、音樂、舞蹈等類）申請租借使用，於 1 月及 7 月開放次年上、下半年

之檔期，受理申請後，依「城市舞台檔期審查申請暨節目審查注意事項」外聘

委員審查，遴選優質演出節目。 

（二） 使用情形 

城市舞台 108年 1月至 6月可用天數為 164天（扣除春節 6天及保養日 11天），

實用天數為 152 天，使用率 92.7%，含外租及合辦節目共計演出 29 檔 98 場次，

觀賞人數計 74,794 人。其中本處合辦節目演出計有 11 檔 43 場次，觀賞人數計

31,872 人；外租節目演出計有 18 檔 55 場次，觀賞人數計 42,922 人。 

（三） 城市舞台駐館團隊甄選 

鑒於國內表演場地有限，表演場地尋覓不易，本處特辦理城市舞台駐館團隊徵

選計畫，希望藉由提供表演場地，讓傑出藝文團隊累積永續發展及創新的機會

與能量。獲選為駐館團隊者，可優先選擇該入選年度城市舞台使用檔期，及取

得該年度與本處合辦演出權利。明（109）年度駐館團隊甄選業已辦理完竣，109

年度駐館團隊為故事工廠、如果兒童劇團。 

（四） 校園推廣活動 

為推廣藝術文化表演、落實藝術深耕校園，本處辦理本市校園戲劇教育推廣演

出，108 年度上半年由本年度駐館團隊唐美雲歌仔戲團辦理高中職校園推廣，至

本市約 8 校辦理巡迴演出暨講座推廣活動，共計參與人數為 3,360 人。 

（五） 108 年上半年觀眾滿意度問卷調查 

城市舞台每檔演出前皆會發送觀眾滿意度調查表，鼓勵觀眾多加給予本處軟硬

體方面改善之建議，以有效提升本處服務品質。108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城市舞

台問卷調查結果（回收有效問卷 1,309 份）：觀眾對於演出節目之滿意度為

99.35%，對於服務態度之滿意度 99.03%，對於整體設備與環境的滿意度（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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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音響＋席位設計＋洗手間設施＋空調）為 99.04%，對於環境清潔滿意度為

99.68%。 

三、 文山劇場 

文山劇場（原名為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文山分館）於 93 年開館，以寓教於樂的

方式，讓兒童、親子探索、接觸、欣賞各類藝術文化活動，在此快樂成長。除

了提供臺北地區的兒童一個專屬的藝文空間，並希望各類藝術活動，如戲劇、

舞蹈、音樂、視覺藝術等都能在此交流匯集與互動。為擴大服務對象，於 98 年

起推動轉型計畫，於 10 月 31 日更名為文山劇場，除以兒童、親子為主要服務

對象外，亦開放剩餘之零星檔期供藝文團體及各界演出租借使用。 

（一） 劇場演出節目 

文山劇場 B2 劇場以推廣兒童戲劇藝術為主，為鼓勵看戲者付費的觀念，以期提

升未來藝文消費市場人口，於週五、六、日進行主辦售票性質演出。透過公開

徵選，由專家學者評選出優質親子藝文節目，節目分為 200 元故事劇場系列及

350 元精緻劇場系列。108 年上半年辦理兒童劇團及藝文團體主辦售票演出節目，

共計 8 檔 27 場次，觀眾人數達 6,267 人；外租／協辦演出，共計 7 檔 17 場次，

觀眾人數計 2,208 人；兒童影展推廣活動，計 1 檔 7 場次，觀眾人數計 448 人。 

（二） 辦理國小四年級「育藝深遠──劇場初體驗」課程 

本案乃為臺北市藝術教育啟蒙方案之一環，配合九年一貫教育「藝術與人文」

課程的規劃，結合藝術資源及義務教育之權利，讓文化藝術自然融入正式課程

之中，降低藝文參與的門檻，落實「文化平權」的理念。其中四年級學童之戲

劇體驗活動，自 100 年起由文山劇場負責規劃辦理，依採購法公開徵選適合四

年級學童欣賞之戲劇節目，提供教師行前光碟及劇場禮儀節目單、學習單及入

場票券等，並於演出場地增加相關布置，介紹演出劇作內容及劇團，並搭配文

山劇場常設展介紹戲劇製作過程及小特展等。108 年上半年於文山劇場內辦理

107 學年度下學期 50 場「育藝深遠」四年級學童劇場初體驗活動，由六藝劇團

演出「紙條裡的秘密」，共計 10,549 名師生與家長參與。 

（三）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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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表演藝術，結合文山劇場以表演藝術為主軸的特色，於三、四樓辦理常

設展「從幕後到台前」：展覽內容介紹世界知名劇場內外觀、劇場元素（服裝、

燈光、舞台、音樂及音效）等主題，並於三樓展場空間辦理不同主題之小特展，

以提供更多內容給民眾。108 年上半年共辦理：「從幕後到台前」常設展，觀賞

人次計 14,023 人。「三樓小特展：育藝深遠──童玩柑仔店」特展，觀賞人次計

6,852 人。 

（四） 各類藝文推廣活動 

除售票演出及展覽之外，亦針對一般親子，幼兒園學童辦理各類型藝術推廣活

動，提供大小市民接觸及體驗各類藝術的機會，啟發潛能，提升其參與藝術活

動的興趣。108 年上半年共辦理「二樓親子閱讀空間」、「繪本朗讀」、「親子玩藝」、

「劇場裡的祕密」、「minicosplay 小小裝扮遊戲」、「團體導覽」、「節慶及其他」

等活動共計 330 場次，參加人數達 21,040 人。 

（五） 藝文研習 

文山劇場以推廣表演藝術為主軸，為提供兒童接觸及體驗各類藝術的機會，啟

發兒童潛能，提升其參與藝術活動的興趣，乃規劃戲劇、音樂、舞蹈及美術等

各類型課程，對象以幼兒園大班至小學 4 年級兒童為主。 

108 年上半年辦理 108 年寒假藝文工作坊，內容包含：美術類：「歡喜創作迎新

年」、「藝遊未盡」；舞蹈類：「舞彩心世界」、「小舞童來拜年」；音樂類：「Drum 

circle」。共辦理 4 個班，招收學員 76 名。 

（六） 排練場地申請使用 

108 年上半年文山劇場排練場地共受理 118 件申請，使用 573 個時段，總計使

用人數 18,613 人。 

（七） 劇場使用情形 

108 年上半年文山劇場可使用天數為 130 天，實用天數為 126 天，使用率 96.6

％，辦理活動包含主辦、外租／協辦演出節目、育藝深遠活動、推廣演出等，

共演出 17 檔 101 場次，觀賞人數計 19,4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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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8 年上半年觀眾滿意度問卷調查 

108 年上半年文山劇場主辦節目問卷調查結果（回收有效問卷 1,095 份），觀眾

對節目滿意度為98%，對服務人員之滿意度98%，對服務整體措施滿意度為98%，

對環境清潔滿意度為 98%；整體而言，文山劇場的服務品質，已為大多數觀眾

所肯定，將持續辦理觀眾滿意度調查，並檢討改進觀眾不滿意事項，以創造更

高的服務績效。 

四、 大稻埕戲苑 

原為「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延平分館」，98 年 12 月整建完成後，命名為「大稻

埕戲苑」，並配合「大稻埕古城重現」更新計畫，以調整使用空間，強化劇場功

能為目標，以達成建構本市傳統藝術中心之目的。 

（一） 大稻埕戲苑傳統藝術表演 

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 108 年上半年度之主辦演出節目採甄選方式辦理，共甄選

出 5 團優秀團隊參與演出，另辦理駐館團隊合辦演出，並開放劇場檔期供表演

團隊租借演出。108 年 1 至 6 月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共辦理演出節目 51 場，108

年 1 至 6 月觀賞人數計 17,890 人（含主辦、合辦、外租節目）。 

（二） 開辦文化藝術研習班 

大稻埕戲苑 108 年度 3 至 6 月份開辦之文化藝術研習班包括：歌仔戲、國劇、

客家戲、黃梅戲、南管、鼓書樂器、彈月琴唸歌仔、民俗音樂歌謠、胡琴、歌

仔戲後場、戲曲武功、拼布藝術、茶藝、漢文基礎與傳統吟調、舞蹈、插花、

彩墨輕鬆畫、棉紙撕畫、古箏、民俗歌曲、傳統與創新女紅 DIY、戲曲容妝等，

春季總計開辦 41 班，招收學員 1,099 人。 

（三） 辦理第 6 屆青年戲曲藝術節活動 

為歡慶大稻埕戲苑營運 8 週年，108 年 3 月規劃第六屆大稻埕戲苑青年戲曲藝

術節（以下簡稱「青藝節」），邀請青年戲曲創作者於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發表

新製，安排元和劇子《聊齋──〈幻‧夢〉2018》（歌仔戲）、楊儒强《江城子》（京

劇）、候青藝團《地獄變》（京劇）及臺北海鷗劇場《化作北風》（歌仔戲）等不

同類型節目。另有掌中戲表演安排昇平五洲園《寶蓮燈前傳──母子緣》、集藝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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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愛‧悟空》於大稻埕碼頭首演，觀眾人數約 1,150 人。此外並與台北地下街

合作，辦理青春舞台活動，分別於 3 月第一至第四週於蔣渭水紀念公園、台北

地下街 12 號廣場及永樂廣場辦理歌仔戲、京劇、說唱、崑劇等系列廣場活動 8

場，觀眾人數約 3,700 人。 

本年度亦首次與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誠品書店合作，於誠品書店敦南店、

南西店、中山地下街等地辦理專題講座、空中閱覽室、深夜電影院等推廣活動，

藉由完整規劃讓民眾更了解本年度主題「舊典新詮二部曲：悠遊文學與戲曲之

間」，活動場次 10 場，觀眾人次約 275 人。各演出演前並安排導聆、演後規劃

即席對談，提供創作團隊與觀眾間彼此交流對談的機會。 

（四） 辦理「掌中真快樂傳統藝師江賜美布袋戲」特展、「大稻埕戲窟

的傳統戲曲風華」常設展 

為促進掌中戲意象、推廣布袋戲傳統藝術，並配合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活

動導覽執行，八樓展區全新規劃偶戲常設展及特展，常設展展出布袋戲、皮影

戲、傀儡戲等傳統三大偶戲；九樓常設展以大稻埕戲苑戲窟為主軸，運用劇場

周邊空間，重現大稻埕重要的景點，包括已消逝的表演場所與當代的表演據點

共同呈現，使觀者得以領略百年戲窟的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展現傳統戲

曲與時俱進的文化特色，帶觀眾進入時光隧道，探索當年的璀璨風華。 

另，自 108 年 1 月 20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9 日，於八樓常設展區，規劃一區

塊，辦理「掌中真快樂傳統藝師江賜美布袋戲」。本次特展以「阿嬤的灶腳」做

為概念的發想，以「家」與「布袋戲」的連結。呈現臺灣布袋戲發展的滋味、

布袋戲文本的回味、布袋戲工藝藝術的視覺饗宴。藉由江賜美早期文物與布袋

戲的形、藝、味，以追溯並填補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軌跡。截至 108 年 1 月至 6

月，參與人次約 10,027 人。另，配合特展辦理 4 場推廣講座，參與人次 63 人。 

（五） 館內藝文推廣活動 

除九樓劇場演出外，大稻埕戲苑尚安排非劇場演出類的推廣活動──「映‧Show」

影片播放活動，以服務更多愛好傳統戲曲的市民。108 年 1 至 6 月共辦理「映‧

Show」36 場，觀眾人數共計為 411 人。 

（六） 大稻埕戲苑駐館團隊甄選及校園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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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傑出演藝團隊，增加其演出機會，並活絡大稻埕戲苑空間使用，本處辦

理甄選 108 至 109 年度駐館團隊計畫，評選出 3 個表演團隊：一心戲劇團（歌

仔戲）、臺北木偶劇團（布袋戲）及薪傳歌仔戲劇團（歌仔戲）等。由本處輔導

駐館團隊在大稻埕戲苑排練及辦理演出，並與大稻埕戲苑合作辦理校園推廣活

動，至國小、國中推廣布袋戲、歌仔戲文化。 

校園推廣活動部分，108 年 1 至 6 月，由臺北木偶劇團辦理「108 年度大稻埕

戲苑駐館團隊藝文推廣計畫──傳統戲曲校園推廣計畫」7 場，參與人數 1,792

人。 

（七） 辦理「臺北市 108 年掌中戲觀摩匯演」 

為發揚掌中戲藝術之美，展現臺灣傳統戲劇拚臺競技的文化特色，本處於 108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9 日，先後於信義區松山車站南側交 4 廣場及大同區大稻埕

碼頭 5 號水門廣場，舉辦「臺北市 108 年掌中戲觀摩匯演」。經公開甄選作業，

選出新快樂、新洲園、唭哩岸、新西園、全西園、臺北木偶、小西園、五洲白

花樓、響洲園、日月興、陳錫煌、昇平五洲園等 12 個優秀掌中戲團，同台競技。

本活動共計舉辦 12 場活動。 

（八）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活動 

配合文化局舉辦「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活動，提供國小 2 年級學童參觀偶

戲展覽與演出之場地。以臺灣本土偶戲為主軸，利用本市藝文推廣處所屬大稻

埕戲苑場地，並媒合本市優良偶戲館，結合國民小學「人文與藝術」課程，規

劃適合國小二年級學童之臺灣本土偶戲體驗課程，包含參觀偶戲展覽與觀賞布

袋戲演出。107 學年度下學期活動於 108 年上半年執行，由藝文推廣處統籌，

分別於大稻埕戲苑、台原亞洲偶博物館、台北偶戲館三館辦理。108 年 1 至 6

月舉辦 94 場活動，三館參與總人數 9,773 人（含學生、老師和家長），其中，

學童人數為 8,560 人。 

（九） 「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培訓與成果發表 

為推廣傳統藝術，提供一個表演與培訓舞臺予年輕優秀的歌仔戲演員，累積演

出經驗並與職業劇團交流，本處於 100 年 8 月成立「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規

劃身段、唱腔、容妝、梳頭造型、活戲、鑼鼓等常態培訓課程，自 10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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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至 107 年 12 月底，總計已推出 22 檔新戲，共 128 場公演，累計觀眾人數

達 65,704 人。 

108 年上半年，持續規劃常態培訓身段課、唱腔課等培訓課程。演出活動推動如

下：3 月 24 日辦理由臺北市藝文推廣處主辦之「108 年青年戲曲藝術節青春舞

台」於永樂廣場演出《擋馬》、《陳三五娘》精選折子戲演出，觀眾人數約為 350

人；於 4 月 27 日受邀參與由福來許生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2019 大稻

埕滿庭芳──中藥本草季」於永樂廣場演出《益春留傘》一折，現場觀眾人數約

700 人；並於 6 月 15 日、16 日辦理「108 年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上半年年度公

演」於大稻埕戲院 9 樓劇場演出《山伯英台》，觀眾約為 840 人；並在 6 月 29

日、30 日參與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與台北地下街合辦之「2019 戲遊@台北地下街

──穿越古裝趴」於台北地下街 12 號廣場演出《訪英台》、《磨鏡》、《益春留傘》

經典折子戲，觀眾人數約為 1,300 人。 

（十） 辦理「2019 戲遊@台北地下街～古裝趴踢」演出活動 

藝文推廣處大稻埕戲苑與台北地下街共同合作，於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

六日下午，於台北地下街 1 號、12 號廣場舉辦「戲遊@台北地下街～古裝趴踢」

活動，安排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韻清樂舞劇團、不貳偶劇、歡樂聯盟、集藝戲

坊、典樂律、台北木偶劇團、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辦理布袋戲、歌仔戲等傳

統戲曲親子節目演出，共 10 場，活動參與人次為 5,050 人。 

（十一） 協辦「臺北霞海城隍文化季」演出 

與大稻埕臺北霞海城隍廟，協辦「臺北霞海城隍文化季」演出，於 6 月 9 日永

樂廣場辦理《曲藝慶城隍》演出 2 場，觀眾人次 1,100 人。 

（十二） 排練場及劇場租借事宜 

108年 1至 6月大稻埕戲苑 8樓排練室申請案件為 85件，合計使用人數為 5,442

人。9 樓劇場租借申請件數為 16 件，演出場次截至 6 月底為 22 場，觀眾人數

至 6 月 30 日止總計為 6,410 人。 

（十三） 108 年上半年觀眾滿意度問卷調查 

為有效提升服務品質，108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大稻埕戲苑問卷調查結果（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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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問卷 967 份），觀眾對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為 95.3%，對劇場軟硬體設

備滿意度為 95.6%，對整體清潔滿意度為 96%。 

五、 親子劇場 

原為「臺北市政府大禮堂」，91 年 9 月 21 日更名為「親子劇場」，觀眾席有 899

席，自 97 年 1 月起改由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原名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接手營

運，為提供優質演出場地設施，藝文推廣處於 100 年起編列預算進行市政大樓

親子劇場改善工程，103 年 6 月底重新開幕，觀眾席次增為 903 席，提供給臺

北市民更完善的藝文觀賞空間。 

（一） 檔期管理 

除公部門使用、保養日檔期外，其餘檔期，每年 1 月及 7 月統一開放供外界申

請租借使用。 

（二） 使用情形 

108 年 1 月至 6 月使用天數為 127 天，使用率為 93%（扣除機電維修、保養日、

春節及市府控管 45 天，可用天數為 136 天），共演出 113 場（含外租 93 場，

府內自辦 20 場），觀賞人數計 66,434 人。 

（三） 108 年上半年觀眾滿意度問卷調查 

為了解親子劇場所提供之節目與服務是否符合觀眾需求，特於親子劇場實施滿

意度問卷調查，調查內容項目分為：親子劇場觀賞次數、服務人員滿意度、管

理設施滿意度、進場動線滿意度、大廳清潔滿意度、說明標示滿意度、洗手間

設施滿意度、觀眾席設計與觀看效果滿意度、空調溫度滿意度。108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親子劇場問卷調查結果（回收有效問卷計 935 份），觀眾對服務人員之滿

意度 98%，對整體設備與環境之滿意度 92%，對環境清潔滿意度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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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08 年下半年未來施政重點  

一、 八德路藝文大樓 

（一） 開辦 108 年度秋季文化藝術研習班 

預定開辦 110 班次，預計招收學員 3,500 人。 

（二） 持續辦理「藝術家駐館展覽計畫」 

108 年度下半年持續辦理藝術家駐館展覽：每 2 個月辦理 1 檔，預計辦理 3 檔

藝術家駐館展覽。 

（三） 視覺藝術展覽 

108 年度下半年計畫主合辦活動（含駐館）共 16 檔，表列如下： 

 

日期 展覽名稱 主／合辦單位 

7/20-9/8 沿途路上──蘇盈蓁創作個展 蘇盈蓁 

9/21-11/3 Lacquer Lacquer Land 展 

金夏原（韓國）、增山明惠（日

本）、洪郁喜（臺灣）、林倖安（臺

灣） 

11/09-11/25 「秋色」水彩聯展 
總召：洪東標 

策展人：陳美華 

7/13-7/25 
街頭生命力──古巴 

劉祐銘攝影個展 
劉祐銘 

7/13-8/8 傳承 蔡玉葉師生藝術聯展 蔡玉葉工作室 

7/27-8/8 2019 陳鈺舒西畫首展 陳鈺舒 

8/10-9/5 
「108 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

──畫我臺北」得獎作品展 

「108 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

──畫我臺北」得獎者 

8/10-9/5 陳陽春師生聯展 陳陽春師生 

9/07-10/31 
2019 臺灣少年華陽獎得獎作品

展 
指南宮管理委員會 

9/20-10/3 蔡永明繪畫創作個展 蔡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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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展覽名稱 主／合辦單位 

10/19-10/31 蔡俊章水墨個展 蔡俊章 

11/02-11/28 世界華陽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世界華陽獎得獎者 

11/02-12/2

6 

陽春水彩藝術會雙人展 陽春水彩藝術會 

11/16-11/28 吳桂華油畫首展 吳桂華 

11/30-12/12 
四季行腳‧藝無反顧──2019 吳寬

政油畫展 

吳寬政 

12/14-109/1/

9 
108 秋季藝研班成果展 108 秋季藝研班 

（四） 辦理市民講座、藝術下午茶、音樂沙龍與知音時間等藝文推廣

相關活動。 

（五） 辦理「108 年暑期兒童音樂劇夏令營──我們都是大明星」。 

（六） 辦理臺北市「文化就在巷子裡──社區藝術巡禮」系列活動 

108 年度下半年場次自 7 月 13 日起至 12 月 14 日止，預計舉辦 25 場次，預估

參與總人數約 16,000 人次。 

 

場次 時間 表演團隊 演出主題 區別 里別 演出地點 

24 7/13 
蕭君玲舞蹈劇

場 

臺灣民族舞蹈

風情 
內湖 內溝 

康樂綠地舞台 

康樂街 191 巷口 

25 7/20 
風神寶寶兒童

劇團 

風神寶寶之嫦

娥奔月 
中山 恆安 

中山國小操場 

民權東路一段 69 號 

26 7/21 O 劇團 

影偶詩意劇場

三部曲──巨人

和春天 

大同 保安 
六藝廣場 

哈密街 61 號旁 

27 7/27 
新竹縣立國樂

團 

《客庄‧台北》客

出新竹‧樂舞台

北城 

信義 黎安 和平東路 3 段 599 號 

28 8/3 
李靜芳歌仔戲

團 
半副鑾駕 松山 民有 

民有超市廣場 

民權東路 3 段 140 巷

15 號 

29 8/10 一心戲劇團 西遊記──盤絲 南港 鴻福 玉成公園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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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表演團隊 演出主題 區別 里別 演出地點 

洞子魔術師 成福路 82 號 

30 8/17 真雲林閣 夢‧斷‧情河 大同 星明 
蓬萊國小操場 

寧夏路 35 號 

31 8/24 如果兒童劇團 小熊愛地球 士林 得行 
德行公園 

德行西路 30 號 

32 9/21 泰雅原舞工坊 祈願 萬華 福星 
西寧市場前廣場 

萬大路 187巷 1弄 9號 

33 9/6 香頌室內樂團 歌劇選粹之夜 大安 民輝 
台北衛理堂 

新生南路 1 段 113 號 

34 9/7 
樂興之時管絃

樂團 

雋永的青春留

聲機 
士林 承德 

華齡公園 

承德路與華齡街巷口 

35 9/20 真雲林閣 夢‧斷‧情河 松山 復盛 
台北偶戲館前廣場 

市民大道 5 段 99 號 

36 9/21 O 劇團 

影偶詩意劇場

三部曲──巨人

和春天 

北投 裕民 天母感恩堂廣場 

37 10/5 
中華藝術舞蹈

團 

百家舞中的凝

視 
大安 昌隆 

大安區瑠公圳公園 

忠孝東路三段237巷底 

38 10/18 
台北青年管樂

團 

金曲‧紅白‧葛萊

美～台北青年

管樂團老歌新

唱音樂會 

信義 正和 
正和區民活動中心 

仁愛路 4段 452巷 3號 

39 10/19 台灣揚琴樂團 

用揚琴把世界

來周遊──音樂

會 

文山 順興 
保儀公園 

木新路 3 段 50 巷 

40 10/25 
真快樂掌中劇

團 

破窯記──呂蒙

正 
松山 復勢 

寧安公園籃球場 

寧安街 12 號 

41 10/26 
真快樂掌中劇

團 

破窯記──呂蒙

正 
萬華 和平 

和平青草園 

艋舺大道與西園路交

叉口 

42 11/2 
無獨有偶工作

室劇 
桑可的暑假 文山 景東 

景興國小活動中心 

景華街 150 巷 21 號 

43 11/9 台北打擊樂團 
敲擊經典‧擊樂

風！ 
萬華 糖廍 

糖廍公園 

大理街 137-2 號 

44 11/16 春美歌劇團 再世情緣 萬華 全德 
環河福德宮前廣場 

桂林路 244 巷 46 號前 

45 11/23 明華園黃字團 隋唐英雄傳── 北投 溫泉 北投國中外操場 



15 

 

場次 時間 表演團隊 演出主題 區別 里別 演出地點 

瓦崗 溫泉街 62 號 

46 11/30 
新美學整合行

銷有限公司 
趣聽兒歌 大安 建倫 

財團法人林三勝公廳

前 

敦化南路 1 段 233 巷

55 號 

47 12/7 偶偶偶劇團 湯姆歷險記 文山 興邦 
興德國小操場 

興隆路 2 段 235 號 

48 12/14 爵代舞蹈劇場 爵響 大同 斯文 

樹德公園 

大龍街大同區行政大

樓旁 

二、 城市舞台 

（一） 辦理藝文團體合辦節目 

108 年度下半年城市舞台預定與藝文團體合辦節目表列如下： 

 

日期 合辦單位／演出團體 節目名稱 

9/2-9/8 故事工廠 七十三變 

9/11-9/15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 我的媽媽是 Eny？ 

9/30-10/3 舞蹈空間舞蹈團 舞力 

10/9-10/13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等待下一個故事 2～surround 篇 

10/14-10/20 如果兒童劇團 騾密歐與豬麗葉 

10/28-11/3 紙風車劇團 跑吧！小豬 

11/13-11/1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19 大觀舞集年度公演──中國舞年

度展 

11/23-11/24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 105級師生聯

合創作展《時代產物》 

11/25-12/1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2019 朱宗慶打擊樂團跨界音樂會《泥

巴》 

12/2-12/3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 華岡藝展──華岡舞團 2018 公演 

12/4-12/8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2019 年度新戲發

表《鬼婆子》 

12/18-12/22 故事工廠 《明晚，空中見》加演場 

（二） 持續辦理城市舞台駐館團隊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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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辦理校園巡迴藝術推廣活動。 

（四） 持續辦理 108 年下半年觀眾滿意度調查。 

三、 文山劇場 

（一） 持續辦理劇場演出節目 

108 年下半年已評選出 8 檔主辦親子類售票節目，包含真人演出、人偶劇、影

像結合立體書、音樂歌舞劇等等類型，內容豐富多元，精彩可期。節目表列如

下： 

 

日期 演出團體 演出節目 

7/5、7/6、7/7 六藝劇團 小小韓信大點兵 

7/19、7/20、7/21 Be 劇團 
兔兔找幸福番外篇──壞壞，壞

不壞？ 

8/2、8/3、8/4 O 劇團 
超萌 Q 劇場──短耳兔：狂歡

PLAY 城 

8/16、8/17、8/18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兒童戲曲《雞姑娘招親》 

8/23、8/24、8/25 
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

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雞婆花 

9/6、9/7、9/8 逗點創意劇團 長腳叔叔的手機戀 

10/18、10/19、10/20 頑書趣工作室 是誰偷尿尿 

11/1、11/2、11/3 銀河谷音劇團 凱西的奇幻旅程 

（二） 持續辦理國小四年級「育藝深遠──劇場初體驗」課程 

108 年下半年將辦理 108 學年度上學期「育藝深遠」四年級學童劇場初體驗活

動，預計自 108 年 9 月 25 日起至 12 月 3 日止，將於文山劇場演出 50 場。 

（三） 持續辦理展覽活動 

持續辦理「從幕後到台前」常設展，搭配育藝深遠辦理「影偶的世界、世界的

影偶──光和影來玩遊戲」小特展 1 檔。 

（四） 持續辦理各類藝文推廣活動 

108 年下半年仍將持續辦理「二樓親子閱讀空間」、「繪本朗讀」、「親子玩藝」、「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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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裡的祕密」、「minicosplay 小小裝扮遊戲」、「團體導覽」、「節慶及其他」等活

動。預估至少辦理 280 場。 

（五） 持續辦理藝文研習 

規劃辦理 108 年暑期藝文工作坊：美術類：「藝遊色彩」、「創意童玩點子王」、「人

製藝境」、「禪繞 & 粉彩的嘉年華會」、「有趣的摺疊立體繪本」、「蝴蝶飛飛飛」；

舞蹈類：「我是孔雀小精靈」、「來舞影去舞蹤」、「鼓舞咚咚 FUN 一夏」；戲劇類：

「創意抓馬營」、「誰的婆婆結冰了？」、「宇宙探險隊」、「穿越吧！民間神話！」；

音樂類：「唱跳巴西，咚滋咚！」。共計辦理 14 個班，招收學員 250 名。 

（六） 持續受理劇場零星檔期及排練場地申請使用 

（七） 持續辦理觀眾滿意度問卷調查 

四、 大稻埕戲苑 

（一） 辦理傳統戲曲表演活動 

108 年下半年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演出節目，依照「大稻埕戲苑售票性質傳統藝

術表演節目徵選須知」辦理徵選及邀演，包含歌仔戲、客家戲、說唱、掌中戲

等劇種，節目內容豐富精彩。108 年 7 月至 12 月舉辦活動表列如下： 

 

演出時間 演出劇團 演出劇碼 

7/6 明華園黃字戲劇團 隋唐英雄傳（七） 

7/8 明華園黃字戲劇團 隋唐英雄傳（八） 

7/13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梁山風雲 

7/14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肥婆之戀、乞食開藝旦 

8/3 明華園黃字戲劇團 隋唐英雄傳（九） 

8/4 明華園黃字戲劇團 隋唐英雄傳（十） 

8/10 明華園總團青年軍 真命天子 

8/11 明華園總團青年軍 雲中君 

8/24 藝華園戲劇團 神仙孝子 

8/25 藝華園戲劇團 文曲月痕──包公 

9/2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寒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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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時間 演出劇團 演出劇碼 

臺灣豫劇團 

9/22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豫劇團 
豫劇折子戲專場 

9/28 明華園玄字戲劇團 請判死刑──大盜王九上 

9/29 明華園玄字戲劇團 請判死刑──大盜王九下 

10/19 明華園星字戲劇團 魚美人 

10/20 明華園星字戲劇團 月下追 登台帥 

10/26 繡花園戲劇團 北斗七神 

10/27 繡花園戲劇團 酒醉賣江山 

11/2 河洛歌子戲團 順天 1786 

11/3 河洛歌子戲團 順天 1786 

11/9 一心戲劇團 望鄉 

11/10 一心戲劇團  望鄉 

12/14 大地華園劇團 鐵膽柔情 

12/15 大地華園劇團 逐鹿天下 

7/6 大氣團 借我扇子涼一涼 

7/21 豫劇團 豫粉夏日同歡會 

8/10 天宏園掌中劇團 新目蓮救母 

8/24 㩳愉轃北管掌中實驗團 王英下山 

9/7 戲偶子劇團 九九獅頭山大冒險 

9/21 雲林五洲小桃園掌中劇團 真假英雄 

10/5 全西園掌中劇團 三國演義之徐庶出仕 

10/19 彰藝園掌中劇團 西遊記──三借芭蕉扇 

11/2 新西園掌中劇團 七俠五義──白玉堂 

11/16 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 鐵公案 

11/30 臺北木偶劇團 武童劍俠 

（二） 持續辦理大稻埕戲苑文化藝術研習班 

大稻埕戲苑 108 年秋季文化藝術研習班將於 8 月 27 日起陸續開課，預計開辦

40 班，包括：歌仔戲、國劇、客家戲、黃梅戲、南管、鼓書樂器、月琴、民俗

音樂歌謠、胡琴、歌仔戲後場、戲曲武功、拼布藝術、茶藝、漢文基礎與傳統

吟調、舞蹈、插花、彩墨輕鬆畫、棉紙撕畫、古箏、民俗歌曲、傳統與創新女

紅 DIY、戲曲容妝等。訂於 7 月 29 日至 31 日、8 月 14 日至 15 日辦理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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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三） 辦理大稻埕戲苑八樓偶戲常設展及「傳統藝師江賜美掌中真快

樂布袋戲特展」 

為促進掌中戲意象、推廣布袋戲傳統藝術，並配合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活

動導覽執行，八樓展區規劃偶戲常設展及特展，常設展展出布袋戲、皮影戲、

傀儡戲等傳統三大偶戲。特展部分，辦理「傳統藝師江賜美掌中真快樂布袋戲

特展」，展期至 12 月 29 日止。 

（四） 辦理國小二年級「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課程 

本案「偶戲初體驗」課程，實施對象為本市國小二年級學生。以臺灣本土偶戲

為主軸，利用本市藝文推廣處所屬大稻埕戲苑場地，並媒合本市優良偶戲館，

結合國民小學「人文與藝術」課程，規劃適合國小二年級學童之臺灣本土偶戲

體驗課程，108 學年度上學期（於 108 年 9 月至 12 月執行）將持續提供全臺北

市二年級學童參與，分別於大稻埕戲苑、台北偶戲館辦理。 

（五） 辦理大稻埕戲苑駐館團隊甄選及藝文推廣計畫 

為鼓勵傑出演藝團隊，增加其演出機會，並活絡大稻埕戲苑空間使用，本處辦

理甄選 108 至 109 年度駐館團隊計畫，評選出 3 個表演團隊：一心戲劇團（歌

仔戲）、臺北木偶劇團（布袋戲）及薪傳歌仔戲劇團（歌仔戲）等。由本處輔導

駐館團隊在大稻埕戲苑排練及辦理演出，並與大稻埕戲苑合作辦理校園推廣活

動，至國小推廣布袋戲、歌仔戲文化。108 年下半年，由薪傳歌仔戲劇團及一心

戲劇團辦理「108 年度大稻埕戲苑駐館團隊藝文推廣計畫──傳統戲曲校園推廣

計畫」，共 10 場。 

（六） 辦理「臺北市 108 年歌仔戲觀摩匯演」 

為發揚歌仔戲藝術之美，展現臺灣傳統戲劇拼臺競技的文化特色，並提供市民

免費接觸傳統戲曲之機會，本處規劃於 108 年 11 月底開始，辦理「臺北市 108

年歌仔戲觀摩匯演」活動，共辦理 14 場。將公開徵選本市優秀歌仔戲表演團隊

參與演出。 

（七） 辦理「108 年臺北市歌仔戲製作及發表專案」 



20 

 

為促進臺北市傳統戲曲發展，大稻埕戲苑規劃辦理「臺北市歌仔戲製作及發表

專案」甄選計畫，鼓勵臺北市立案之歌仔戲劇團整合編劇、編曲室內劇場歌仔

戲作品；入選團隊將於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舉辦兩場公開演出。108 年入選團隊

與劇目為河洛歌子戲團《順天 1786》，安排於 108 年 11 月 2、3 日演出；以及

由一心戲劇團《望鄉》於 108 年 11 月 9、10 日演出。 

（八） 辦理館內藝文推廣活動 

除九樓劇場演出外，大稻埕戲苑尚安排非劇場演出類的推廣活動，如藝文講座、

各項藝文記者會以及「映‧Show」影片播放活動，以服務更多愛好傳統戲曲的市

民。 

（九） 辦理「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培訓與成果發表 

持續規劃「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常態培訓與成果發表演出。108 年 7 至 12 月，

規劃常態培訓唱腔課、鑼鼓課等戲曲基本功培訓課程。演出活動規劃如下：11

月 1 日、2 日參與國立傳藝中心《新秀舞台──戲曲青年匯演》優秀團示範演出

活動，將於臺灣戲曲中心《大鵬鬧宮》；11 月 7 日、8 日參與國立傳藝中心《新

秀舞台──戲曲青年匯演》活動，將於臺灣戲曲中心《天鵝宴‧勸縣》；108 年下半

年度售票公演，訂於 12 月 7 日、8 日，於大稻埕戲苑九樓劇場演出經典歌仔戲

《男后夜行》。 

（十） 持續辦理排練場及劇場租借事宜。 

（十一） 持續辦理 108 年下半年觀眾滿意度調查。 

五、 親子劇場 

（一） 持續配合市府局處及藝文團體場地使用管理服務。 

（二） 受理 109 年下半年檔期申請。 

（三） 持續辦理 108 年下半年觀眾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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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業務統計數據 

藝文推廣處 108 年 1 至 6 月活動彙總表（以館所分類）。 

 

館

所 

各項活動 

名稱 
場次、檔次、班

數、申請件數 

參 與 人

數 ／ 人

次 

備註 

藝

文

大

樓 

春季文化藝術研

習班 
104 班 3,434 

共計 10 大類課程。 

限 18 歲以上報名；歌仔戲

班不限年齡，惟未成年者

需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藝文展覽 43 檔 68,848 
含外租、合辦展覽及藝術

家駐館展覽計畫 

市民講座 11 場 1,232 館內藝文推廣 

藝術下午茶 11 場 1,231 館內藝文推廣 

音樂沙龍 21 場 3,940 館內藝文推廣 

知音時間 12 場 1,400 館內藝文推廣 

文化就在巷子裡

──社區藝術巡禮 
23 場 16,900 社區藝文推廣 

城

市

舞

台 

合辦 11 檔 43 場 31,872 演出節目 

外租 18 檔 55 場 42,922 演出節目 

校園藝文推廣 8 場 3,360 
駐館團隊校園藝文推廣 8

場，3,360 人。 

文

山

劇

場 

主辦 8 檔 27 場 6,267 主辦親子類售票節目 

外租／協辦 7 檔 17 場 2,208 各類藝文演出節目 

兒童影展 1 檔 7 場 448 兒童動畫影片 8 部 

育藝深遠 50 場 10,549 
校園藝文推廣（於文山劇

場內辦理） 

展覽活動 2 檔 20,875 
含「從幕後到台前」＋1

檔「三樓小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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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藝文推廣活

動 
330 場 21,040 

非劇場演出類，如「繪本

朗讀」、「親子玩藝」、「劇

場 裡 的 祕 密 」 、

「minicosplay小小裝扮遊

戲」、「節慶及其他」、「團

體導覽」等活動 

藝文研習 5 班 76 暑期兒童藝文工作坊 

排練場地 118 件 18,613 6 至 11 樓排練空間 

大

稻

埕

戲

苑 

9 樓劇場 

主

辦 
11檔 22場 8,686 演出節目 

合

辦 
4 檔 7 場 2,794 演出節目 

外

租 
17檔 22場 6,410 演出節目 

臺北市 108 年掌

中戲觀摩匯演 
3 場 950 

活動舉辦日期為 6/28－

7/9，6 月僅舉辦 3 場。 

春季文化藝術研

習班 
41 班 1,099 

限 18 歲以上報名；戲曲類

不限年齡，惟未成年者需

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展覽 2 檔 10,027 

「掌中真快樂傳統藝師江

賜美布袋戲」特展、「大稻

埕戲窟的傳統戲曲風華」

常設展 10,027 人。 

館內藝文推廣活

動 
40 場 474 

指館內非劇場演出類。 

1. 「映‧Show」36 場，411

人。 

2. 「掌中真快樂傳統藝師

江賜美布袋戲」特展藝

文講座 4 場，63 人。 

館外藝文推廣活

動 
10 場 275 

青年戲曲藝術節專題講

座、空中閱覽室、深夜電

影院等推廣活動 

戲曲教育到校推

廣 
7 場 1,792 

駐館團隊校園藝文推廣 7

場 1,792 人。 

國小二年級「育

藝深遠──偶戲初

體驗」活動 

94 場（3－6 月

份執行場次） 

9,773（3

－ 6 月

份，含學

生、老師

和家長） 

108 年 3－6 月（107 年度

下學期）承辦育藝深遠活

動場次（3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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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區藝文演

出 
23 場 11,710 

1. 青春舞台 8 場 3,700

人。 

2. 青年戲曲藝術節戶外掌

中戲演出 2 場 1,150

人。 

3. 臺北霞海城隍文化季合

辦演出 2 場 1,110 人。 

4. 戲遊@台北地下街 10

場 5,050 人。 

5. 青年團「2019 大稻埕滿

庭芳──中藥本草季」1

場 700 人。 

排練場地 85 件 5,442 租借 8 樓排練室 

親

子

劇

場 

外租 93 場 57,960  

府內使用 20 場 8,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