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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目手冊內容係依照演出團體
提供之資料刊登，主辦單位保留
變更修改之權利，若有異動以主
辦單位網站公吿為主。

2022 遇見 • 臺北書院
4F 劇場咖啡
堡壘廳

11-1 月表演活動行事曆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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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收費基準表
志工導覽

發 行 所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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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67- 5208

座落於三樓的「中山堂臺北書院」，秉持傳統
書院之精神，落實傳承與教育之功能，其宗旨

Taipei Lecture Hall

為推廣文化經典、臺北學與生活美學等觀念，
再進一步實踐。

2022

以文化賦能，

安住人文共振的道，

涵養心靈宇宙的平衡，
遇見更美好的未來。

「2022 遇見．臺北書院」生活美學課程由臺北市中山堂主辦，2022 年已邁入
第 3 年，以文化經典 X 生活美學 X 臺北學 X 文化禪修四大主題，透過專業老
師建構當代的文化詮釋與想像；用文化滋養生活、擴大公民參與、建立文化社
群，持續展現臺北書院文化品牌的活力與生命力，將生活美學落實於民眾生
活，打造以文化永續為願景的文化沙龍平台。

4. 展覽｜臺北書院

文采湛蘭 2022/11/18( 五 )-12/18( 日 )

5. 心經臨摹抄寫｜臺北書院
6. 閱讀書屋｜臺北書院
7. 好學積分•QRCODE 集點活動－集點兌換好學紀念品！
※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更動之權利，如有異動，統一公布於中山堂網站、報名網站及 FB 粉絲專頁。

臺北書院開學．選修系列
1. 文化講座共 22 堂｜ 2022/08/28( 日 )-12/03( 六 ) ｜中山堂臺北書院講堂 ( 三樓 )
文化經典 • 生活美學 • 臺北學•文化禪修

2. 主題課程共 25 堂｜ 2022/09/18( 日 ) 起｜中山堂臺北書院講堂、
秀山街側廊道 ( 三樓 )

翰墨雅集書藝班•人文花道花藝班•侍茶人茶藝班

（酌收課程費與材料費）

3. 體驗工作坊共 72 堂｜ 2022/08/20( 六 )- 12/07( 三 ) ｜中山堂秀山街側廊道、
茶坊 ( 三樓 )

品鑑杯泡茶•書法•合香手作•文化禪修（免費）
花藝•纏花工藝•城門積木 ( 材料費 100 元 )
品茶體驗（材料費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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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堂 2022.11-2023.01 月節目手冊

活動時間｜ 2022/8/15-2022/12/15
活動地點｜臺北市中山堂 3 樓臺北書院
報名時間｜即日起開放報名 ( 額滿為止 )
報名方式｜活動官網 www.zshtpsy.com 或致電專線報名
入館方式｜請由延平南路正門進館後左轉上 3 樓書院 ( 行動
不便或有需求者，可由秀山街側門進館搭乘電
梯上樓 )。
活動專線｜02-25560986、0977-328-660

活動報名網站

中山堂網站

中山堂臺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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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系列活動

12 月

11 月
11.02（三）
12:30-13:30

茶坊｜文化禪修坊
14:00-15:00

廊道｜品鑑杯泡茶

11.05（六）
10:00-11:30

講堂｜翰墨雅集書藝班
10:30-11:30

廊道｜纏花工藝
14:00-15:00

廊道｜纏花工藝
14:00-16:00

講堂｜林正欣 - 胡說琴聲 淺談二胡之美

11.06（日）
10:30-11:30

廊道｜合香手作
14:00-15:00

廊道｜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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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堂 2022.11-2023.01 月節目手冊

14:00-16:00

講堂｜唐文華 - 一生千面 國劇的千面文武老生

11.09（三）
12:30-13:30

茶坊｜文化禪修坊
14:00-15:00

茶坊｜品茶體驗

11.12（六）
10:00-11:30

講堂｜翰墨雅集書藝班
10:30-11:30

廊道｜合香手作
14:00-15:00

廊道｜書法
14:00-16:00

講堂｜林蘭東 - 君子比德 玉石的辨識與收藏

11.13（日）
10:00-12:00

茶坊｜茶席體驗

11.16（三）
12:30-13:30

南茶坊｜文化禪修坊
14:00-15:00

廊道｜品鑑杯泡茶

11.18（五）- 12.15（四）
Openhousue活動
09:30-17:00

臺北書院｜文采湛蘭特展

11.19（六）
10:00-12:00

講堂｜尊馬雪樂 - 開心禪 做一個快樂的人
10:30-11:30

廊道｜城門積木 ( 東門 )
14:00-15:00

廊道｜書法
14:00-15:00

南茶坊｜品茶體驗

11.20（日）
10:30-11:30

14:00-15:00

廊道｜書法
14:00-16:00

講堂｜謝瑞隆 - 進廟參拜，
先看看媽祖的臉色

11.23（三）
12:30-13:30

茶坊｜文化禪修坊
14:00-15:00

廊道｜書法

11.26（六）
10:00-11:30

講堂｜翰墨雅集書藝班

14:00-16:00

講堂｜熊鵬翥 - 藝術•無所不在

11.27（日）

12.03（六）
10:30-11:30

廊道｜合香手作

10:00-11:30

14:00-15:00

13:30-17:00

14:00-16:00

廊道｜人文花道花藝班
茶坊｜侍茶人茶藝班
14:00-15:00

廊道｜花藝
14:00-16:00

講堂｜程湘如 - 點腦成金的文
化創意

11.30（三）

廊道｜品鑑杯泡茶
講堂｜儲見智 - 唸啥咪歌 臺灣唸歌文化

12.04（日）
10:00-11:30

廊道｜人文花道花藝班
14:00-15:00

廊道｜花藝

10:30-11:30

12:30-13:30

14:00-15:00

13:30-17:00

14:00-15:00

12.07（三）

廊道｜品鑑杯泡茶
茶坊｜侍茶人茶藝班
14:00-15:00

廊道｜城門積木 ( 東門 )

茶坊｜文化禪修坊

廊道｜城門積木 ( 北門 )

茶坊｜品茶體驗

12:30-13:30

茶坊｜文化禪修坊
14:00-15:00

廊道｜合香手作

廊道｜品鑑杯泡茶
中山堂臺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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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中山堂四樓，在喧鬧的西門町商
圈中充滿人文歷史、靜謐的咖啡廳。

主要推廣精品咖啡，包含手沖咖啡、養
生花茶、精緻甜點。

12/23 (五)
14:00-16:00

金歌聖誕音樂交流

中山堂四樓藝文沙龍空間

環景導覽

開放時間│11:00至19:00
訂位電話│02-2331-5055
E - m a i l│4fcafetw@gmail.com
地
址│臺北市延平南路98號4樓 (延平南路正門進入，至2樓或3樓乘電梯上樓)
網
址│www.facebook.com/pg/LePromenoirCoﬀee
活動相關問題請洽0972-871-966
8

中 山 堂 國 定 古 蹟 餐 廳
提供中西式餐飲、優質下午茶、

堡壘冠軍咖啡，舒適寬敞座位，

邀請您與親友共同享受溫馨悠閒的地方。
環景導覽

10 2022.11-2023.1 月節目手冊

活動內容若因疫情影響而取消，敬請見諒，請以官網資訊為準。
預約報名專線：02-2331-1186

Live 現場演演唱

活動時間｜ 11 月 9 日 ( 三 ) 午餐時間 (13:00~14:30)

現場演唱老式情歌、流行歌曲、電影配樂主題曲及民謠歌唱，穿插大提琴、小提琴、
鋼琴合奏。

簡單易學的編織鉤針娃娃

活動時間｜ 11 月 5 日 ( 六 )14:00~17:00

報名費用｜餐飲低消 120( 含 ) 以上，另加材料費

$250~$500( 依照所選娃娃大小及配件難
易度計算 )

．小班體驗 3-5 人即開課
．需先預約報名

營業時間｜10:30-21:00
訂位專線｜ 02-2331-1186
E-mail ｜ clare@gca3nt.com
FB 搜尋｜中山堂堡壘餐廳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98 號 2 樓 ( 捷運西門站 5 號出口 )
線上訂位｜ https://booking.menushop.tw/gcaent

線
線上
上訂
訂位
位

堡壘廳－中山堂國定古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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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星期二

WED. 星期三

THU. 星期四

FRI.

星期五

SAT.

星期六

SUN. 星期日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活動表演
行事曆

November

2022.11

MON. 星期一

詩詞話樂．歌仔調
Song Potry in Sizhu

19:30

臺北聲景
M

The Soundscape of Taipei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光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廣

場

ZhongShan Hall Square

14

15

齊來歡唱 2022

16

17

18

傳唱 台灣情

Sing Together 2022

SINGING TAIWAN

M

19:30

19:30

19
五彩繽紛
Iridescence

M

19:30

M

20
名家系列
榮耀現場—奈斯托洛
維奇 & 葛努仙涅
Michal Nesterowicz &
Anna Geniushene

M 音樂 Music

14:30

P 戲劇 Performance
D 舞蹈 Dance

21

O 其他 Others

22

23

免費 Free

24

25

26

聖誕的胡桃鉗

The Nutcracker in Christmas

19:30

27
超時空樂旅
A Hyperspace
Music Journey

M

14:30

點選節目文字即可
加入 Google 行事曆

28

《歲月如歌，人生如戲》

北一女中校友交響
管樂團定期音樂會

TFGAWE ANNIVERSARY
CONCERT

19:30

29
2022 Song of the Ages

19:30

M

M

30

M

1

2

3

M

4

活動表演
行事曆

December

2022.12

MON. 星期一

TUE. 星期二

28

WED. 星期三

29

THU. 星期四

30

1

FRI.

星期五

SAT.

星期六

2

名家系列—格列茲 &
布蘭德里德
Johannes Gustavsson &
Torleif Thedéen

19:30

M

3
流轉千年

Passing down for Eternity

19:30

United We Sing

19:30

5

6

7

少年國樂魔法師 XI
M

8

9

Zhong-Zheng and Fuxing
Senior High School Joint
Concert

19:00

10

13:00
16:00

M

2022 拚館

M

19:30

12

13

14

11

臺北廣播電臺 - 邁向
112- 幸福滿滿派對

2022 Clash of the Theaters

15

16

M

17

場

18
星光系列四季・新滋味—
TSO 室內樂團 10 週年
團慶音樂會

ZhongShan Hall Square

TSO Chamber Orchestra
10 Anniversary Concert

M 音樂 Music

14:30

P 戲劇 Performance
O 其他 Others

M

14:30

TBS-Happy Gathering Party

光復廳

D 舞蹈 Dance

Young Talents XI

M

中正高中復興高中
聯合音樂會

ZhongZheng Auditorium

廣

4

口唱心和

中正廳

Guangfu Auditorium

SUN. 星期日

19

20

21

免費 Free

22

23

搖擺人聲

Singing With Swing

19:30

點選節目文字即可
加入 Google 行事曆

24
聽・繁星點點 II

Hearken, A Starry Night II

M

19:30

M

25

樂來樂愛維也納—
雙城合唱樂展 VII

Choir Festival of Music from
Taipei & Vienna, VII

14:30

14:30

27

28
北美之聲

The Sound of North America

19:30

29

30
飛天傳奇

M

Legend of the Lion Lord

19:30

熠熠星光派對
HUE Ensemble
Gala Concert

19:30

31
咚咚宇宙太鼓

M

M

Donda Universe Taiko

14:30

M

天橋上的魔術師
The Magician
on the Skywalk

26

M

M

M

1

TUE. 星期二

26

WED. 星期三

27

THU. 星期四

28

FRI.

星期五

29

星期六

30

SUN. 星期日

31

1
Young & Beautiful
Sounds VII

M

14:30

2

3

4

5

6
大畫昭君 ~ 觀落雁
WANG ZHAOJUN

19:30

7
大畫昭君 ~ 觀落雁

M

WANG ZHAOJUN

14:30、19:30

8
大畫昭君 ~ 觀落雁

M

WANG ZHAOJUN

14:30

M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音樂會
音樂會
音樂會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2023 TIOMA Concerts

19:30

光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廣

SAT.

青少好聲音 VII

活動表演
行事曆

January

2023.01

MON. 星期一

9

10

場

11
飛樂 60

ZhongShan Hall Square

Soaring with Music´
s 60th

M

19:00

12

M

2023 TIOMA Concerts

19:30

M

2023 TIOMA Concerts

14:30、19:30

M

13

14

15

19

20

21

22

26

27

28

29

決賽 111
Final 111

19:30

M

M 音樂 Music
P 戲劇 Performance
D 舞蹈 Dance

16

O 其他 Others
免費 Free

點選節目文字即可
加入 Google 行事曆

17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閉幕音樂會

2023 年臺大管樂團
冬季公演音樂會

2023 TIOMA Concert-Closing
Night

19:30

18
2023 NTU Wind Band Winter
Concert

M

19:30

23

24

30

31

M

25

11.12
( 六 ) 19:30
M 光 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當您走在櫛比鱗次的臺北街頭，除了繁華勝景，您可曾留意那饒富詩意的巷弄
風景？除了人聲鼎沸，您可曾聆聽枝頭上鳥兒的放聲高歌？

This show is co-sponsored by many masters in Taiwanese opera, rearranging the music,
and also invited two Taiwanese opera masters and one opera singer to perform. Taking
the elements of popular music as the highlight of this presentation, taking “Pop＂
as the framework and as“Tawinese Opera＂the main body, getting rid of the current
standard performance form,so that the taiwan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mplicated
pomp and plot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alpoint of music. It allows people to retaste the
beauty of their singing, giving Taiwanese a more unique artistry and complete character.

深秋的午後，暫且拋開凡塵俗事，倘佯在樂海聲中，聆聽 TCO 為您準備的：
兼具傳統、現代、異國情調，或歡快、或優美、或神秘的臺北聲景，一起閱讀
臺北，構築那屬於自己的音樂饗宴與文化記憶。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團體票 10 張 9 折、團體票 20 張
8 折、兩廳院之友 9 折、65 歲以
上 5 折、身障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采風樂坊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演唱︱石惠君
演唱︱邱婷
演唱︱蔡崇恩
演奏︱采風樂坊

This concert is a presentation of TCO which provides the audience with a kaleido scopic
view of Taipei´
s bustling metropolis and historical alleys through music. Whether being
a melting pot of customs north and south or be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hings old and
new, the city is quintessentially the epitome of a cultural conglomerate which entices
people from around the globe for frequent explorations.
Tailored to the subject, this special program consists of compositions in a wide range
of styles, e.g. excerpts from Sketches of Taiwan by BAO Yuankai (Orch. SUN Guangjun), Sheng Concerto The Myth of Paiwan by TCO´
s former Principal Conductor QU
Chunquan, Dizi Concertos Whirling Dance by TCO´
s former General Director CHUNG
Yiu-Kwong, featuring several wind section chairs from the TCO.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臺北市立國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 | 瞿春泉
笙 | 朱樂寧
笛 | 賴苡鈞
嗩吶 | 林子由、林恩緒、林瑞斌、劉庭倩

曲
目
Rep ertoire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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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風樂坊
1991 年成立的采風樂坊，活躍於國內外樂壇，除了表演傳統音
樂及臺灣音樂，並致力於現代音樂的演奏，足跡遍世界各地，
在國際上有極高的評價與知名度。
在采風樂坊所有音樂表演創作中，無論是純粹的音樂演奏，或
是結合跨界的劇場表演，主要分為三個部份：1. 傳統絲竹音樂
與臺灣音樂、2. 大型舞臺作品、3. 現代音樂，皆以傳統音樂為
根基，並將觸角延伸至當代，融合各式文化並擴展其作品範圍；
也連續多年獲得文化部傑出演藝團隊的殊榮及文化部演藝團隊
分級獎助計畫的肯定，同時也出版樂譜和音樂專輯，以推廣其
音樂理念。
未來采風樂坊仍會秉持立足傳統、迎向當代的理念，繼續提供
一個優質的文化融合平臺，呈現更廣闊且專業的表演。對采風
樂坊而言，傳承不只是素樸的承續，而是傳統再次奔馳。

如果，您放慢腳步駐足傾聽，您將發現―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南腔與北
調，多種元素併立其中；各地不同民族、文化的人，透過各種方式正相互對話
著―「多元」是它的代名詞。

鮑元愷（孫光軍編曲）：《臺灣音畫》選段
瞿春泉：《排灣神話》笙協奏曲

11.13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600

本節目由歌仔戲界多位大師共同操刀，重新編腔、編曲，更邀請傳統戲曲界名
家石惠君、邱婷搭配上聲樂家蔡崇恩來擔任演唱。將流行音樂的元素作為本次
呈現的亮點，以流行為框架、歌仔為主體，擺脫目前制式的表演形式，使歌仔
從繁複的排場及情節中抽離，回到音樂的原點，讓人得以重新品味其唱腔韻致
之美，賦予歌仔更加獨特的藝術性及完整的性格。

臺北聲景

The Soundscape of Taipei

詩詞話樂．歌仔調

Song Potry in Sizhu

本照片由趨勢教育基金會提供

300 5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李元貞：《旋想起》

鍾耀光：《胡旋舞》給笛子與國樂團

民間樂曲（龔國泰配器）：《百鳥朝鳳》

楊乃林、李真貴、王直：《 湘西風情 》民族管弦樂

19

( ㄧ ) 19:30
M 中 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兩廳院之友 9 折優惠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This year, we present “Sing Together 2022＂once again. On this concert, many classical
English songs will be performed. The original singers were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music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Frank Sinatra, Peggy Lee, and Bobby Darin. In
addition, the classical tunes of Disney animations and movie soundtracks back in the
days will be presented as well. The conductor shall guide the band and the audience
back in the time to the wonderful age of jazz melodies.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民生社區管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台北市文化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First half of the concert, will sing the mid age Taiwanese songwriter´
s songs and some
famous foreign songs. The second Half will begin with A Cappella show plus theatre
chorus, right to the end.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民生社區管樂團
民生社區管樂團成立於 1999 年，起始於民權國小管樂團的畢業
生家長，為了其子女在進入國中以後，依然能有機會繼續參加
管樂團，希望成立社區樂團，延續參與管樂團的樂趣。邀請前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尤金順擔任指揮，以及民生國中管樂團
黃秀婉老師擔任音樂總監，希冀樂團在精進音樂的同時，亦推
動社區文化的永續發展。
指揮｜尤金順
歌手｜梁世達、Yanki
民生社區管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新節慶合唱團
新節慶合唱團成立於 2004 年，至今已有 18 年歷史，是由一群
來自各行各業熱愛音樂及合唱的朋友組成，平均年齡約 60 歲，
成員中大多為已退休公務員、醫生、敎師、各界社會菁英等，
更有退役三軍官校及復興崗軍校袍澤參與，是一個涵蓋老中靑
三代朋友且具備多元色彩的知性團體。新節慶合唱團創團是由
享譽國際知名指揮家陳雲紅老師指導與指揮，學養俱豐，音樂
造詣為國內外共同肯定。秉持推廣合唱敎育的精神，創新、分
享與服務更是矢志不渝的理念。團員的潛能持續地被激發以及
表演風格也不斷突破。除擧辦成果發表演出外，歷年來更參
與國內外各項重大活動，公益關懷亦不落人後。展望未來，新
節慶合唱團將持續努力不懈以期讓廣大群眾能更深刻地感受合
唱，愛上合唱，甚至加入合唱行列，一同用心與歌聲來豐富生
命，美化心靈。

11.16
( 三 ) 19: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400 600 800
1000

MS Symphony Concert Band performed “Sing Together＂at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many years ago, inviting the quintet as well as Min-Quan Elementary School Choir and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Choir for a joint performance. It was a huge success
either in box office or accolade from the audience.

To share the art of chorus ,NOVO FESTIVAL will sing the song of beauty of Taiwan, to
walk through the COVID_19 virus in 2022.

傳唱 台灣情

11.14

時至今年，我們再度推出《齊來歡唱 2022》，這場音樂會帶來許多經典英文歌
曲，原唱們堪稱是 20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音樂人物：Frank Sinatra、Peggy Lee，
以及 Bobby Darin 等人；另外，亦帶來懷舊迪士尼卡通的經典歌曲、電影主題曲，
讓指揮帶領樂團和觀眾乘坐時光機，回到美好的爵士歌曲音樂年代。

2022 年，新節慶合唱團為了分享臺灣合唱藝術，以走過新冠疫情的臺灣，唱
出臺灣的情與臺灣的美好。此音樂會的表演曲目，上半場以傳唱臺灣中生代作
詞作曲家之作品為主，加上中外名曲合唱，並融合了音樂與肢體的共鳴。下半
場以成軍六年的阿卡隊伍開場，接以類劇場型式大合唱，加上燈光變化與舞台
呈現，以生動活潑的感人的動感風情，唱出臺灣風情與臺灣之美。

新節慶合唱團

2022

II

NOVO FESTIVAL CHROUS

SINGING TAIWAN

齊來歡唱

民生社區管樂團
年度定期公演
2022

Sing Together 2022

MS Symphony Concert Band 2022 Regular
Performance II

民生社區管樂團多年前於國家音樂廳演出《齊來歡唱》，邀請五重唱，以及民
權國小合唱團、康橋國小合唱團聯合演出。演出後無論是票房或是觀眾皆佳評
如潮。

300 500 8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300 無折扣
500 800 敬老票 7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東吳校友合唱團

| 合辦單位 Organizer |
新節慶合唱團

指揮｜陳雲紅
伴奏｜王乃加

更 多 資 訊

20

21

名家系列 榮耀現場 —
奈斯托洛維奇 葛
& 努仙涅

Michal Nesterowicz & Anna
Geniushene

五彩繽紛

敎師國樂團音樂會
TCO

TCO Teachers Orchestra Concert

Iridescence

TCO 敎師國樂團 20 年來持續演繹經典名曲，今年將推出《五彩繽紛》、《霸
王別姬》、《草原小姐妹》、《走西口》等不同年代的國樂名曲，並將敘述一
個 1930 年代臺灣流行歌曲的故事。

11.19
( 六 ) 19:30
M 中 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TCO 敎師國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李庭耀、吳瑞呈
琵琶｜田鴻秀
笛｜成心如
演唱｜周敏
京腔｜方姳人
主持｜吳世雄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曲
目
Rep ertoire

瞿春泉：《五彩繽紛》

吳祖強、王燕樵、劉德海 ( 彭修文編配 )：《草原小姐妹》
關峽 ( 張列移配 )：《霸王別姬》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南維德、魏家稔、李鎭 ( 馬文編配 )：《走西口》

臺北市立國樂團

Anna Geniushene, one of the finalist pianists in the 2022 Van Clibur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won the hearts of the jury and audience with her exceptional skills
and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left with a silver medal! This November, TSO invited
Geniushene to Taiwan for collaboration in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performing her
award-winning piece: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 No. 1. As she is to work with Micha
Nesterowicz, a conductor active in Europe, we shall behold her grace as a medalist in
the flesh!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創立於 1969 年，創團超過 50 年，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從原本只有少數一群音樂家組成的小樂團，成長為超
過百位團員的大型樂團。為臺灣的音樂演出史增添全新又輝煌
的一章，亦是真正屬於這個世界上最友善的都市獨一無二的西
方樂團。
指揮｜麥可．奈斯托洛維奇
鋼琴｜安娜．葛努仙涅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11.20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300 500

TCO Teachers Orchestra has been performing classical pieces for 20 years. This year,
they shall present the famous piec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cross times,
including Iridescence, Farewell My Concubine, Little Sisters of The Grasslands, and Going
Westward. Also, it shall tell a story about the popular songs in Taiwan during the 1930s.

今年 6 月擧行的 2022 范 • 克萊本鋼琴大賽，闖進決賽圈的鋼琴家安娜・葛努
仙涅，以其優異技巧與獨特觀點，深深擄獲評審與觀眾的心，最終一擧奪得銀
牌！今年 11 月，TSO 力邀葛努仙涅前來臺灣首度合作，演出的正是她決賽曲目：
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期待屆時她能與活躍於歐洲的靑壯指揮家奈斯
托洛維奇合作，展現大賽加身的榮耀現場！

300 5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SO之友」（請輸入身份證字號）
8 折、兩廳院之友 9 折、誠品會
員9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吳瑞呈編曲：《跳舞時代 - 從阮玲玉到望春風》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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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身 障 與 陪 伴 者 一 名、65 歲 以 上
5 折、陽光台北音樂文敎學會會員
8折、團體票10張以上8折、學生、
兩廳院之友 9 折、10/12 以前購買
800, 1200 七折優惠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新北市埔墘國小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陽光台北靑少年管弦樂團
指揮︱孫愛光
創意製作｜楊磊
編舞｜李孟容
新北市埔墘國小舞蹈班

從絕美的洄瀾風景出發，穿越上古時代淒美的檳榔傳說，走進王羲之快雪時晴
帖中的相思，奔馳在臺灣西部串起南北的重要幹道，是現代的燈紅酒綠或是唐
代的繁華盛世，請跟我們一起來一趟超時空樂旅吧 !
Music traverse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Music travels far and wide. When music starts
in your ears, it takes you to roam through various times and spaces.
Departing from the sublime scenery in Hualien, we journey through the poignant tale of
betel nuts in the ancient times, step into the yearning in Timely Clearing After Snowfall by
WANG Xizhi, and charge through the vital vein that connects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Western Taiwan. Be that the debauchery nowadays or the glorious era in the Tang
Dynasty, join us for a hyperspace music journey!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TCO 青年國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邱誓舷、林克威
二胡｜宋家妤
中胡｜王紫瑄
高胡｜張靖汶
笙｜陳冠凱

曲
目
Rep ertoire

王韻雅：《洄瀾砂卡礑》(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
朱雲嵩：《隨・想・曲》36 簧高音笙協奏曲
江賜良：《檳榔傳說》

鍾耀光：《快雪時晴》第二、三樂章
謝惠如：《台 61 線公路》

11.27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300 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伍卓賢：《唐響》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24

陽光台北青少年管弦樂團
自陽光台北靑少年管弦樂團自 2007 年成立以來，已跨入第 15
個年頭。致力於提供音樂菁英們演出機會、宣揚古典音樂文化、
培育靑少年樂團敎育、普及音樂敎育水平。
總監 , 指揮 / 孫愛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 所 ) 專任指揮
敎授，美國北德州大學管絃樂指揮博士，展演活躍的女指揮家。
創意製作 / 楊磊：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及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指揮研究所，有豐富歌劇演出及聲樂、合唱指導經驗。
編舞 / 李孟容：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當今活躍的舞
蹈及編舞家。
新北市埔墘國小舞蹈班：民國 72 新北市於埔墘國小成立第一所
舞蹈班，30 多年來敎師團隊秉持著藝術即生活，生活即美學的
理念，發掘學生的舞蹈潛能，發揚固有藝術敎育。

音樂能穿越古今，音樂能縱橫四海，當耳邊的樂音響起，就能帶領你徜徉在各
種不同的時空與場域。

票價

票價

500 800 1200

超時空樂旅

ZhongZheng Auditorium

靑年國樂團音樂會
TCO

M 中正廳

Based on E.T.A. Hoffman´
s story“The Nutcracker and the Mouse King＂, Tchaikovsky´
s
The Nutcracker ballet and the music has enjoyed enormous popularity since the
late 1960s and is now performed by countless ballet companies, primarily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Sun Taipei Philharmonic, plus youth orchestra and young
talented ballet dancers, will bring this extraordinary musical production to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udience in this Christmas season.

A Hyperspace Music Journey

( 四 ) 19:30

TCO Youth Orchestra Concert

週年系列音樂會
15

聖誕的胡桃鉗

陽光台北

2022 Sun Taipei Series

The Nutcracker in Christmas

11.24

由俄國音樂家柴高夫斯基編寫的芭蕾舞劇。原作為 E·T·A·霍夫曼《胡桃鉗與老鼠王》
的故事。描述克拉拉遇見胡桃鉗，並眼見老鼠王與胡桃鉗之間的打鬥，後來醒來才
知是夢境一場。柴高夫斯基後來根據大仲馬改編的版本譜寫了芭蕾舞的音樂，成為現
今眾所周知聖誕節傳統節目的著名版本，老少咸宜，歷久不衰。陽光台北交響樂團繼
2019 年首次成功演出後，於今年歲末再次精心製作，結合靑少年管絃樂團、優秀靑年
舞蹈家們及新北市埔墘國小舞蹈班，為廣大愛樂迷推出這齣膾炙人口的音樂饗宴！

25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兩廳院之友 9 折優惠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北一女中校友
交響管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北一女中校友會、1980室內樂集、
財團法人藴麗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北一女中校友交響管樂團
2002 年，北一女中樂隊校友與時任音樂總監畢學富敎授共同籌
劃，創立北一女中校友交響管樂團。成立之初，團員皆為北一
女中樂隊校友，繼而廣納優秀女性演奏者。演出曲目囊括古典
交響樂、歌劇全本、近代和現代原創管樂作品，以及膾炙人口
的音樂劇、電影及動畫配樂的改編選段。由此培育出的音樂人
才，至今仍活躍於各大樂團中。
指揮｜畢正儀
演出｜北一女中校友交響管樂團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演唱｜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指揮｜方素貞
鋼琴｜李妮穎

( 二 ) 19: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300 500 800
1200 1500
2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相關優惠請至 OPENTIX 售票
系統查詢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台北室內合唱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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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成立於 1997 年，為台北室內合唱學苑創始
團隊。在指揮方素貞帶領下，已是國家音樂廳等國家場館常客，
屢次受邀於日本、馬來西亞、義大利等地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
每年《歲月如歌》系列製作，在推廣精緻合唱音樂的同時，以
多元編制、親民曲目，讓大眾體驗音樂的美好，是台北室內婦
女合唱團不變的初衷。

11.29
票價

票價

300 500 800

《歲月如歌，人生如戲》

ZhongZheng Auditorium

TCS Women´s Choir, the founding team of TCS Institute for Choral Arts, led by the
conductor FANG Su-Jen, shall present a series of classical musical scores as well as the
theme songs from movies and TV dramas. The classical songs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choir seasoned through ages. The singing from their hearts will bathe the audience
in the melodies of the popular pieces for them to enjoy the marvelous Songs in Times &
Plays in Life.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音樂會

M 中 正廳

Influenced by literary and artistic trends, French classical music pays attention to delicate
hearing and feeling, which enriches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music. From Baroque to
Romanticism and Impressionism, countless well-known composers used moving notes
to interweave the delicate and romantic feelings of France. In 2022, the 20+1 regular
concert of TFGAWE,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European humanities. We invite the
audience to enjoy the picturesque music and could be evoked subtle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 the joy of life.

台北室內合唱學苑創始團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將在指揮方素貞的帶領
下，呈獻一系列經典音樂劇配樂及電影、電視劇主題曲。他們將以年歲的歷練
詮釋歌曲之雋永，期待透過真摯的歌聲，與觀眾一同沈浸在膾炙人口的音樂，
經歷一場精彩豐富的「歲月如歌，人生如戲」。

2022 Song of the Ages

( 一 ) 19:30

TCS Women's Choir Concert

北一女中校友交響管樂團
定期音樂會

漫步法蘭西

Promenading in France

TFGAWE ANNIVERSARY CONCERT

11.28

法國古典音樂受到文藝思潮的影響，注重細膩的聽覺與感覺，豐富了音樂的表
現力量，從巴洛克到浪漫主義、印象派，無數的知名作曲家用動人的音符，交
織法蘭西的細膩浪漫情懷。2022 年，北一女中校友交響管樂團第 20+1 場定期
音樂會，以精煉歐洲人文薈萃的「漫遊法蘭西」，邀請聽眾藉著如畫般的音樂，
喚起細微感知亦體驗生之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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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Zheng Auditorium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創立於 1969 年，創團超過 50 年，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從原本只有少數一群音樂家組成的小樂團，成長為超
過百位團員的大型樂團。為臺灣的音樂演出史增添全新又輝煌
的一章，亦是真正屬於這個世界上最友善的都市獨一無二的西
方樂團。
指揮︱米哈爾．格列茲
大提琴︱安德瑞斯．布蘭德里德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建中子恩合唱團
2013 年底一群建中家長和校友因為孩子在校園結緣相識，因著
共同興趣結伴在合唱路上前行，建中子恩合唱團就是依這份「因
子相遇、珍惜感恩」的精神而命名。
除年度公演外，建中子恩更積極參與公益演出，2020 年獲選參
加第二屆臺北樂齡合唱節，2022 年以初生之犢之姿參加台北國
際合唱大賽，獲樂齡組銀牌（金牌從缺）分組第一名。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魯以諾
鋼琴︱黃語蓁
演唱︱建中子恩合唱團

「TSO之友」（請輸入身份證字號）
8 折、兩廳院之友 9 折、誠品會
員9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12.02
( 五 ) 19:30
M 光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 免費入場 |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建中子恩合唱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劉淑美團長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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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唱心和

M 中 正廳

Founded in 2013, Zi-En Choir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Parents Choir in Taiwan. This
year, the choir wishes to showcase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horal music. These
two genre of arts truly reflect social reality and then create motivation for evolutions.
Through the multifaceted design of the concert repertoire, the audience will recognize
the universe from the eye of litterateur and musicians. In the end, the performers and
the audience will all realize that “In minor ways we differ, in major we're the same…
We are more alike, my friends, than we are unalike.＂(adapted from Human Family by
Maya Angelou)

年度音樂會
2022

( 五 ) 19:30

建中子恩合唱團

Zi-En Choir 2022 Concert

12.02

The Estonian conductor Mihhail Gerts and the Danish cellist Andreas Brantelid shall
work with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o perform the eminent pieces of Edward Elgar: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85, and Dmitri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5 in D
Minor, Op. 47.

「音樂」與「文學」兩者皆忠實反映社會現象進而創造改變的機會，本場製作
將演唱文學與音樂的對話，盼引領團員及聽眾進入音樂家與文學家的創作視野
並啟發哲思。作為全臺灣最活躍的家長合唱團之一，希望能藉由音樂會推展以
臺灣的角度、觀點發想，屬於臺灣人的藝術呈現，推廣臺灣本土音樂的保存與
再造。以詩入樂，以樂吟詩，希望帶領聽眾重新認識文學、細細感受音樂，共
同體驗口唱心和的心靈對話。

United We Sing

名家系列 —
格列茲 布
& 蘭德里德

Johannes Gustavsson & Torleif
Thedéen

來自愛沙尼亞的指揮家米哈爾．格列茲 (Mihhail Gerts) 與丹麥大提琴家安德瑞
斯．布蘭德里德 (Andreas Brantelid)，將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合作，一同演出著
名的艾爾加 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與蕭斯塔科維契 D 小調第五號交響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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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flows of the rhythm and timbre while one experiences the eternity of
musical moments.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Juxtaposing old warhorses from the Mainland with contemporary Taiwanese works,
music is mingled with emotions, time and everlasting animation.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臺北市立國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張宇安
笛｜侯廣宇
鋼琴｜盧易之

曲
目
Rep ertoire

潘家琳：《雲手》(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

4 位少年演奏家們，各個蓄勢待發，熱情的展現純熟的演奏技巧。而兼具震撼
及經典的合奏曲目，更展現出 TCO 少年國樂團積極進取、擁有國際觀的演出
理念，節目精彩可期，絕對不容錯過。
The impacts of coronavirus and the turmoil worldwide have brought disturbance
through 2022. Nevertheless, TCO Children Orchestra remains positive and hopeful
toward the future. They shall bring forth inspiration and warmth for you from each
corner of Taiwan with their graceful tunes.
4 young musicians are poised to demonstrate their skillful techniques full of passion.
The ensemble pieces rich in power and classics shall further present the positivism of
TCO Children Orchestra. The philosophy for the program is filled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hich is expected to rende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one cannot miss.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曲
目
Rep ertoire

陳樹熙：《歲月足跡》(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 洽詢電話 Inquire |

TCO 青年國樂團

12.04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300 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指揮｜林恩緒
琵琶｜洪千涵
低音提琴｜萬宥辰
笙｜呂晴
二胡｜許凱喨
劉文祥：《海島風情》(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于會詠、胡登跳 ( 沈文友改編 )：《闖將令》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卡洛斯・葛戴爾：《一步之遙》

| 洽詢電話 Inquire |

王丹紅：《雲想・花想》

冼星海 ( 殷承宗、盛禮洪、儲望華、劉庄改編，鍾耀光配器 )：
《黃河》鋼琴協奏曲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鄧雨賢 ( 關迺忠編曲 )：《月夜愁》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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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倫 ( 鄭濟民編曲 )：《白蛇傳》笛子協奏曲

XI

疫情的影響與世界的紛亂，使得 2022 年如此不平靜，但 TCO 少年國樂團仍然對
未來充滿了積極與希望，將以優雅的樂聲，鼓舞及溫暖在臺灣每一個角落的您。

票價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Listening to HOU Guang-Yu relates the White Snake´
s thousand-year yearning through
Dizi, LU Yi-Chih renders the magnificent flow of the Yellow River on the piano. Also
featured in this concert are two new compositions by PAN Chia-Lin and CHEN Shu-Si,
embarking TCO´
s Formosa Series of commissioned works.

少年國樂魔法師

( 六 ) 19:30

在經典曲目與當代聲響的對照之間與海島精神的呼應當中，諦聽音樂、情感、
時間與生命不停的流轉。

少年國樂團音樂會
TCO

12.03

聽侯廣宇以笛聲訴盡白蛇以千年換取的繾綣與悽愁，聽盧易之以鋼琴描繪黃河
古遠的磅礴與悠長。作曲家潘家琳與陳樹熙也將譜寫兩首新曲，開啟北市國
「福爾摩沙系列」委託創作計畫。

Young Talents

TCO Children Orchestra Concert

流轉千年

Passing down for Eternity

循索流動的音色與節拍，細品瞬間消逝的永恆。

XI

薩拉沙特 ( 鍾耀光改編 )：《流浪者之歌》
李博禪：《楚頌》

張朝：〈綠・風之歌〉( 選自《七彩之和》第一樂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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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免費索票 Free Tickets |

索票時間
請洽中正高中及復興高中
索票地點
中正高中 (02)-2823-4811 轉 250
復興高中 (02)-2891-4131 轉 8705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政府敎育局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goes,“Meet friends in the name of literature＂.Along these
lines, the joint concert of Zhong-Zheng High School and Fu-Xing Senior High School is
the quintessential model for,“Meet friends in the name of music＂. Within these two
conservatories, these young new musicians have been cultivated in the classics for many
years. Molded by the abundant inspiration offered by the two schools, these students have
become well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and now cherish each other, thereby becoming an
incredibly splendid philharmonic ensemble in Taiwan´s musical culture and in the world.
The two schools´2018 joint concert is not only going to surprise you with their cre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al music, but will also take you on a miraculous musical adventure
that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two schools´hearty young musicians.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合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 承辦單位 Implementer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中正高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及復興高中音樂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及復興高中音樂班已成立多年，皆位於臺北
市北投區。兩校皆重視藝術發展，除音樂班外，兩校還設有舞
蹈班及美術班，復興高中創辦全國中等學校第一所公辦戲劇班。
而音樂班之敎學目標同時重視音樂術科及學科，在重視升學需
求之餘，更積極開發學生各項音樂藝術潛能及重要基本能力。

臺北廣播電臺年終盛事「幸福滿滿派對」今年再次旋風歸來，在後疫情時代繼續
用音樂與溫暖的聲音陪伴大家，盼在音樂盛會中與市民朋友共同攜手邁向全新的
一年，感受幸福展望未來。
＊臺北廣播電臺配合北市府防疫政策，將視疫情情況，適時調整演出及索票方式。
“Happy Gathering Party＂is BACK in this Post-pandemic Era!
The annual event of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is always a classic to keep people
company with music and warm voice. Let´s celebrate the coming of the new year, and
feel the happiness around to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Following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may adjust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ways of ticket request.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請洽臺北廣播電臺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請洽臺北廣播電臺

12.10
( 六 ) 13:00
M 廣

場

ZhongShan Hall Square

12.10
( 六 ) 16:0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免費索票 Free Tickets |
索票時間
請洽臺北廣播電臺
索票地點
請洽臺北廣播電臺

指揮︱張佳韻
中正高中管弦樂團
指揮︱游卓霖敎授
復興高中音樂班管弦樂團
合唱指揮︱紀景華
復興高中音樂班合唱團
復興高中國樂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廣播電臺
| 合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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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資 訊

復興高中

臺北廣播電臺 邁向 112幸福滿滿派對

( 四 ) 19:00

TBS-Happy Gathering Party

中正高中復興高中
聯合音樂會

Zhong-Zheng and Fuxing Senior High
School Joint Concert

12.08

古人說「以文會友」，臺北市中正高中暨復興高中兩校聯演音樂會，則是「以
樂會友」的最佳典範。多年來，兩校豐沛音樂靈感的激盪中，孕育出一位位年
輕音樂家，彼此相知相惜，攜手在國際與台灣樂壇發光發熱。2022 年兩校聯
演音樂會，不只讓您驚艷經典音樂的創意詮釋，更讓您見證兩校的靑少年音樂
家們，即將創造出台灣的音樂奇蹟！

| 洽詢電話 Inqu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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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光 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 樂 友 會 8 折， 學 生 或 30 張
（含）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65 歲以上長者及身心障礙
人士及其必要陪同者（限 1 名）
優待票 5 折。

The music works most popular back in the centuries ago and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ree traditional theaters shall teleport us back in time to experience the retro sense of
pop music.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TCO 傳統研習班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主持｜呂冠儀
TCO 南管班
TCO 北管班
TCO 崑曲班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曲
目
Rep ertoir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創立於 1969 年，創團超過 50 年，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從原本只有少數一群音樂家組成的小樂團，成長為超
過百位團員的大型樂團。為臺灣的音樂演出史增添全新又輝煌
的一章，亦是真正屬於這個世界上最友善的都市獨一無二的西
方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小提琴｜姜智譯
小提琴｜林天吉、李齊、張善昕
TSO 室內樂團

南管班

指：《紗窗外》
譜：《五湖遊》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北管班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三仙祝壽》
崑曲班

《長生殿》：〈絮閣〉、〈密誓〉 、〈驚變〉 、〈哭像〉
《寶劍記》：〈夜奔〉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200 300 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SO之友」（請輸入身份證字號）
8 折、兩廳院之友 9 折、誠品會
員9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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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hundred years ago, Antonio Vivaldi composed his violin concertos, The Four
Seasons, at Venice. The popular, wonderful tune and life-like narrative technique is still
a classic resonating in music halls to date. A decade ago, TSO Chamber was established.
Their performing style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ve
exuberance, offering the best stage for the young students in Taiwan. For the year-end
anniversary concert, the conductor Roger Chih-I CHIANG invited brilliant Taiwanese
violinists, including Paul Tien-Chi LIN, Shan-Hsin CHANG, and Chi LEE, to play one
concerto each. Together, they shall perform all the concertos of The Four Seasons.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of the four musicians will give rise to the new flavors of the
classical piece! The string orchestra version of String Sextet in D Minor“Souvenir de
Florence＂, Op.70 will be performed in the second half to present the passionate melody
of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which is filled with a sense of happiness. In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future,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our audience yet again.

12.18
票價

票價

500

The wind and percussion music of Beiguan present the auspice of Three Deities.
The graceful tunes of Nanguan tell the gorgeous lake view of delicate melodies.
The Kunqu Opera showcases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and Night Fleeing that last.
Through the winding river of time flow the classical melodies of traditional pieces.

星光系列 四季・新滋味 —
室內樂團 10
週年團慶
TSO
音樂會

( 六 ) 19:30

曾經是百千年前最流行的音樂，三段原汁原味的傳統曲調，讓我們一起進入歷
史的時光長廊，享受復古的流行。

三百年前，韋瓦第在威尼斯寫下《四季》小提琴協奏曲，膾炙人口的美妙曲調與活
靈活現的敘景手法，至今依然是百演不膩的傳世經典；十年前，TSO 室內樂團成立，
兼具傳統詮釋與創新活力的演出型態，為臺灣年輕學子提供最佳舞臺。歲末團慶音
樂會，指揮姜智譯力邀林天吉、張善昕、李齊等臺灣優秀小提琴家共襄盛擧，以四
人各拉一首的方式，完成全本《四季》協奏曲，用四位音樂家的獨門觀點，碰撞
出經典名曲的新滋味！下半場更會演出《佛羅倫斯的回憶》弦樂團版，獻上柴科
夫斯基充滿幸福感的熱情旋律，期待在未來的「四季」中，繼續與觀眾相見。

TSO Chamber Orchestra 10 Anniversary
Concert

拚館
2022

傳統音樂匯演

Traditional Music Gala

2022 Clash of the Theaters

12.10

北管吹打三仙祝壽共呈祥
淸音雅韻紗窗五湖南樂揚
崑腔婉約長生寶劍曲雋永
時光流轉傳統聲韻永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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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TJV 為 國 內 第 一 支 以 Vocal Jazz 為 主 的 合 唱 團， 由 指 揮 艾 特 金 博 士 (Dr.
GeneAitken) 領軍，16 位歌手結合節奏組樂器鋼琴、爵士鼓、貝斯共同演出，
安排多首經典爵士曲目，包含搖擺、流行樂、拉丁等不同曲風樂曲，期許將優
質的爵士人聲合唱藝術推廣給參與創團音樂會的所有人，並與你們共度美好
的夜晚。

( 五 ) 19:30

Taipei Jazz Vocal is the first choir that focus on Vocal Jazz in Taiwan. Dr. Gene Aitken,
who is jazz educator and conductor gathered TJV with 16 singers and rhythm section.

M 光 復廳

Tonight, TJV will bring you jazz standard, swing, pop,latin and lots styles of music.
Hope you enjoy your time in our concert.

Guangfu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團體票 20 張以上 85 折、
兩廳院之友 9 折優惠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人聲爵士樂團
| 合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爵士大樂隊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 洽詢電話 Inquire |

臺北人聲爵士樂團
臺北人聲爵士樂團（簡稱ＴＪＶ）為國內第一支以 Vocal Jazz
為主的合唱團，由指揮艾特金博士 (Dr. Gene Aitken) 領軍及音
樂總監謝智揚號招一流爵士歌手及阿卡貝拉歌手共 16 位團員成
立於 2021 年。
艾特金博士曾帶領美國大學爵士人聲合唱團並獲葛萊美獎提
名。成團以來即秉持著推廣爵士及人聲音樂的精神，每週固定
團練，除專注於合唱外也重視每位歌手的個別特色及即興演唱
技巧，演唱曲目包含古典、流行、爵士等不同風格的音樂類型，
未來將定期擧辦年度公演，並推出更多不同形式的音樂作品。
指揮｜ Dr. Gene Aitken
歌手｜臺北人聲爵士樂團
鋼琴｜郭俊育
貝斯｜謝宗翰
鼓組｜林偉中

世界浩瀚遼闊、音樂風格多樣繽紛，宛若群星滿天，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擊
鼓脈動，也有來自民族風韻的懷鄉小調 ; 有東北滿族神靈的喜怒哀樂，也有西
南藏族的生死宏觀。
由首席指揮張宇安執棒，邀請臺灣「國樂靑年音樂家繁星計畫」之陳錫輝、廖
紫伶、陳冠凱擔綱協奏曲演出，在聆聽這片壯麗音樂星空同時，見證國樂新星
的誕生。
The world is a vast canvas on which musicians spread their wildest imaginations. The
resulted creations are nothing short of twinkling stars in a clear night sky. The tonal
spectrum of Sizhu is just like a telescope which enables us to appreciate the spectacle
of the Universe.
CHEN Hsi-Hui, LIAO Zih-Ling and CHEN Kuan-Kai, winners of“The Apprentice: Rising
Stars of Chinese Music＂project, will perform three concertos under the baton of TCOś
Principal Conductor CHANG Yu-An in a concert where the audience is going to witness
the birth of new stars of the Chinese Music.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臺北市立國樂團

12.24
( 六 ) 19: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600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聽・繁星點點

Hearken, A Starry Night

搖擺人聲

聖誕音樂會
TJV

TJO Christmas Concert

Singing With Swing

II

II

300 5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張宇安
擊樂︱陳錫輝
揚琴︱廖紫伶
笙︱陳冠凱

曲
目
Rep ertoire

張永欽：《鼓今中外》

張朝：第二揚琴協奏曲《和》

隋利軍：36 簧笙協奏曲《薩滿天神之舞》
關迺忠：《拉薩行》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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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中 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The Magician on the Skywalk is a magical realist fiction written by WU Ming-Yi with
Zhonghua Market as the creative backdrop. Taipei Civic Symphonic Band shall interpret
the first short novel in the fiction of the same title via ten pieces of classical music. The
art class of Taishan Elementary School of New Taipei City designed the visuals for the
program. Performed at the Guangfu Auditorium rich in the geographical affinity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the dense vibe of nostalgia flow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Realistically
and unrealistically fused with literature, art, and music, it gave birth to more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of creativity, crystalized into the shared memory of you and m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TCO 合唱團、鮑思高兒童合唱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陳麗芬、周玉琪
副指揮︱陳翰威
鋼琴︱謝欣容、張舒涵
演唱︱周玉琪、王郁馨、翁誌廷、李增銘

曲
目
Rep ertoire

法蘭茲・舒伯特：《鱒魚》

約翰・史特勞斯：《在美麗的藍色多瑙河》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約翰・史特勞斯二世：《我的侯爵大人》( 選自歌劇《蝙蝠》)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約翰・史特勞斯二世：《香檳之歌》( 選自歌劇《蝙蝠》)

市民管樂團
2000 年立案成立，臺北市傑出演藝團隊，由臺北市愛樂者自發
組成，結合對管樂吹奏有經驗之市民，依照練習時間分為週二、
四、五、六共三個管樂團及一個爵士樂團，並常設銅管、木管、
打擊等室內樂團，固定成員為 200 名，定期於音樂廳擧辦售票
音樂會，集合具有管樂演奏能力之市民持續接觸音樂，與音樂
終生為友。
指揮︱何康國
導讀︱鍾璧如
技術︱鄭國揚
視覺︱新北市泰山國小第九屆藝才美術班全體學生
指導老師︱王耀瑄、黃敏菁

( 日 ) 14:30
M 光復廳

Guangfu Auditorium

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家庭套票 3 張以上 85 折、
兩廳院之友 9 折優惠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市民管樂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約翰・列維特編曲：音樂劇《真善美》合唱組曲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施福珍詞、曲 ( 施孟玟編曲 )：《點仔膠、羞羞羞、掠毛蟹、秀
才騎馬弄弄來》
蔡昱姍編曲：《挑擔歌》

鄭愁予詞、范光治曲：《牧羊女》

李明勳詞、曲：《基隆・Ketagalan》( 世界首演 )

黃瑩詞、張舒涵曲：《詩樂頌》(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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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夫岡・阿瑪迪烏斯・莫札特：《來吧，人們》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12.25
票價

票價

300 500

Vienna, known as the City of Music, is an art hall of fame where culture and music
entwine.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Chorus envisages to form bonds of Taipei City with
the capitals of music and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via chorus, offering diversified
experiences of music appreciation. The concert shall present the classical pieces of
lied, opera, and musical of Vienna. Meanwhile, the modern chorus works of Taipei
with fusion of cultures and styles will be performed as well,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inclusivity of Taiwan rich in diversified ethnicity and culture.

天橋上的魔術師

( 日 ) 14:30

【天橋上的魔術師】是吳明益老師以中華商場為創作背景的魔幻寫實小說，市
民管樂團將用十段古典音樂演繹書中第一篇同名短篇小說，新北市泰山國小藝
才美術班設計視覺，在富有地緣性與歷史感的光復廳演出，讓濃厚懷舊氛圍貫
穿時間與空間，真實與虛幻地結合文學、美術、音樂，醖釀出更多元的創作視
角，凝聚屬於你我的共同回憶。

文學音樂會
2022

—

12.25

享有音樂之都美譽的維也納，是人文薈萃音樂交融的藝術嚮往殿堂。臺北市立
國樂團附設合唱團，期盼以合唱音樂聯結臺北市與世界各國的音樂文化之都，
提供多方的音樂欣賞體驗。本場音樂會將演唱維也納經典雋永的藝術歌曲、歌
劇、音樂劇選曲，以及兼具文化融合背景或風格的臺北當代合唱歌曲，呈現臺
灣多元族群文化的獨特包容性。

The Magician on the Skywalk

2022 TCSB Literary Concert

樂來樂愛維也納
雙城合唱樂展

合唱團音樂會
TCO

TCO Chorus Concert

Choir Festival of Music
from Taipei & Vienna,

VI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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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ur passion and persistent pursue for musical excellence, the NTNU Alumni
Chinese Orchestra brings a set of diverse programming to the audience every year.
The program of the annual concert 2022 includes many Chinese music classics, such
as the“Apsaras＂by Xu Jingxin and Chen Dawei,“Legend of the Lion Lord＂by Su
Wenching, as well as recent favorites like Wang Danhong´
s Pipa concerto“Romancing
Clouds and Flowers＂and Erhu concerto“Strings of Lingnan.＂We invite friends old
and new to share our love for Chinese music and celebrate our first post-pandemic
performanc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TixFun 售票系統
TixFun (02)2707-3053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身障暨陪同者（限一人）5 折，
更多優惠請上網查詢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台北愛樂
靑年合唱團

台北愛樂青年合唱團
台北愛樂靑年合唱團，為國內合唱界的翹楚―台北愛樂合唱團
新一代的生力軍，現由翁建民擔任指揮。在長期精心安排曲目、
施以嚴格訓練下，已獲得國內外各方肯定。2018 年參與台北國
際合唱大賽，榮獲混聲組金牌冠軍以及大賽總冠軍。這支來自
台灣的靑年隊伍深獲許多國際指揮及評審的靑睞，相信是未來
代表台灣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團隊。
指揮｜翁建民
鋼琴｜陳芷芸
台北愛樂靑年合唱團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 合辦單位 Organizer |

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敎基金會

指揮｜彭彥翰、徐昌全、陳奕全
琵琶｜劉芛華
二胡｜陳玉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國樂團

( 五 ) 19: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100 300 500
8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兩廳院之友 9 折，團體 10 張 8 折，
身障者及 65 歲長者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友國樂學會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樂社

| 洽詢電話 Inquire |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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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國樂學會
臺灣師大國樂社成立於 1953 年，是國內最早成立的大專國樂社
團之一。許多社員畢業以後，在全國各地指導學校國樂社團，
或自行籌組音樂團體，繼續推廣國樂，深獲社會肯定。2008 年，
在物理系張大立校友的號召之下，組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
國樂團，每年擧辦年度演出、樂讀雅集系列音樂會，將國樂美
妙悠揚的聲音推廣給更多社會大眾。

12.30
票價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The Sound of North America: a concert by Taipei Philharmonic Youth Choir in 2022
shall follow the theme of Tour of Voices concert series. This year, we zoom in to the
wealth of chorus music in the contemporary Northern America. The works of the
contemporary composers in the U.S. and Canada are selected as the axis to present the
diverse looks of the chorus music from the Northern America. The harmonious voices
distinct from those in the works of Europe shall be performed.

飛天傳奇

ZhongZheng Auditorium

臺師大校友國樂團秉持對音樂的熱愛與堅持，每年持續推出不同樂曲，以樂會
友。今年特別精選多首經典國樂合奏曲《風獅爺傳奇》、《飛天》、《侗鄉速
寫》、《杵舞石音》及琵琶協奏曲《雲想花想》、二胡協奏曲《弦意嶺南》，
將國樂經典傳奇傳唱下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國樂團
年度音樂會

M 中 正廳

NTNUACO Annual Concert

( 三 ) 19:30

Legend of the Lion Lord

北美之聲

台北愛樂靑年合唱團音樂會

Taipei Philharmonic Youth Choir Concert

The Sound of North America

12.28

2022 年台北愛樂靑年合唱團音樂會《北美之聲》，將延續「人聲壯遊」系列
音樂會主題，這次我們將鏡頭聚焦在北美洲當代豐富的合唱音樂寶藏，將以
美國、加拿大當代作曲家的作品為選曲主軸，帶給觀眾北美合唱音樂的多元面
貌，呈現給聽眾與歐陸作品不同的和聲聲響。讓我們以歌聲，帶領您寰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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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售票系統
(02)2341-989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1. 雙人套票 9 折
2. 全票滿 10 張 85 折、滿 20 張 8 折
3. 年滿 65 歲長者、身心障礙及一
名陪同者，憑證享 5 折，入場請
出示有效證件。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詠涵長笛
藝術事業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長笛︱李詠涵
鋼琴︱陳永禎
鼓組︱張幼欣
低音提琴︱鄭乃涵

Earth is a Blue Marble rich in nature full of life!
“Star Festival＂plays the energic drums under the lovely starry night.
“Horse Taiko＂comes with the sounds of a horse ride in light touch! It is the taiko of
humorous horses.
“The trunk of element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presents the fun play about an element
that takes pride in its trunk!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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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 Ensemble 熠熠樂團
「HUE Ensemble 熠熠樂團」的四位演奏者在古典根基下，發
展一連串跨界流行、世界音樂、民謠樂風的融合樂團。受古典
長笛大師 Jean-Pierre Rampal 和爵士鋼琴家 Claude Bolling 的
啟發，開啟長笛與爵士鋼琴三重奏的跨界搭的新興組合。2019
年的「玩心未泯」音樂會，邀請國內優秀創作者合作的契機，
同時，也奠定樂團日後致力富含臺灣在地樂思的音樂開端。

It is so animated and fascinating when music becomes a story!
On the stage of TAMAKKO-ZA, short plays full of fun and humor never end!
Let there be light of life projected by the sounds of Taiko and flute.

日本「Tamakko-za」和太鼓劇團
專為小朋友量身設計的太鼓劇團 – 日本「Tamakko-za」和太鼓
劇團，以充滿生命力的眾鼓齊發，呈現驚人動魄的太鼓曲，並
巧妙地穿插各種樂器、道具，串聯出趣味十足的童話短劇表演，
塑造出別樹一格的舞台藝術，除不失其民族性的傳統，更具備
讓孩子接受的創新型式，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咚咚宇宙太鼓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地球，一個大自然豐富的藍色星球，有著精力充沛的生物！
�星之祭�在美麗的星空下響起活潑的鼓聲
�馬兒太鼓�輕快的馬蹄聲！它是幽默的馬兒們的太鼓
�大象的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頭以鼻子為榮的大象的趣味劇！
�垃圾是寶物�從被丟棄的垃圾中誕生的是？
�大樹�紮根於大地，伸向天空的大樹。歌頌生命的太鼓！

12.31
( 六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1000

HUE Ensemble is an upcoming crossover band based in Taipei, Taiwan. It is composed
by flutist-Yung-Han Li, pianist- Yung-Jen Chen, drums player-Sayun Chang, and double
bass player-Nai Han Cheng. The debut concert will be a non-stop music night. There
are 9 brand new songs which are originated from 6 talented Taiwanese composers.
The original musical works include“Above The Sea＂,“City Gate＂,“Birdsongs In A
Mist＂,“A Praise For Seasons＂,“Egret In The Floral Path＂,“Dance Formosa＂,“Lost
San Salvador＂,“City Tone＂,“Taipei Impression – Dreams＂.

音樂也能成為故事、也能如此生動有趣！
在 TAMAKKO-ZA 的舞臺上充滿了有趣且幽默的短劇！
讓太鼓和笛子的聲音傳遞生命的光彩！

和太鼓劇團
TAMAKKO-ZA

Guangfu Auditorium

日本

M 光 復廳

Tamakko-za with Drums and Drama

( 五 ) 19:30

Donda Universe Taiko

熠熠星光派對

熠熠樂團臺北首演

HUE Ensemble Taipei Debut

HUE Ensemble Gala Concert

12.30

本次演出為臺灣新興跨界樂團「HUE Ensemble 熠熠樂團」在台北的首演，將
不停歇演奏及播放串連古典到現代的音樂派對之夜。邀集臺灣中新生代的優秀
作曲家，為樂團量身打造 9 首以爵士元素為基底，融合各式音樂風格，並加入
畫龍點睛的臺灣音樂素材，台北首演曲目如《鷺過花徑》、《失落的聖薩爾瓦
多》、《微光城門》等全新原創作品。當我們熟悉的民謠、古調和歌謠與西方
音樂元素碰撞在一起時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邀您共樂！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年代售票系統
(02)2341-989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詳見售票網頁說明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得益寶股份
有限公司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末永克行
末永桂子
末永索
末永考
末永早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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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14:30
M 中 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300 500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Young & Beautiful Voices＂offers you the glimpse of tradition and voice of futur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TCO 青少年國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任燕平
高胡︱陳勝駿
二胡︱簡家澤
柳琴︱楊于嫻
笙︱陳育宏
揚琴︱梁雅雯

曲
目
Rep ertoir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臺北市立國樂團、全民大劇團、TCO 合唱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吳瑞呈
演員︱黃大煒、孫協志、方宥心、羅美玲、周明宇、呂紹齊、
林斌、胖球、張城熙

錢兆熹：《天山狂想曲》
李博禪：《楚頌》

蔡睿恩：《彼時的我・在遐等你》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01.07

( 六 ) 14:30 / 19:30

01.08

( 日 ) 14: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羅偉倫：〈海路〉( 選自《海上第一人》第一樂章 )

| 洽詢電話 Inquire |

( 五 ) 19:30

TCO樂友會8折，學生或30張（含）
以上團體票 7 折，台北卡 9 折（以
上最低票價不予折扣），65 歲以上
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必要陪同
者（限 1 名）優待票 5 折。

張朝：《靑銅樂舞》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立國樂團

楊乃林、李真貴、王直：《湘西風情》民族管弦樂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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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used to commission renowned court artist
MAO Yanshou to draw pictures with the imperial decree to facilitate the spread
of the order. Intrigued by this notion, concubin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would
bribe MAO to sort of “photoshop＂their portraits, hoping to seduce the Emperor
for an amorous night. As a newbie in the palace with strong personality of her
own, however, WANG Zhaojun turned into a grotesque emoji under MAO´
s brush.
Following a series of mishaps, Zhaojun, still unknown to Yuan Emperor, was picked
by him, solely based on the emoji……

01.06

票價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Young & Beautiful Voices VII＂concert is led by the prominent conductor JEN YenPing. Together with 5 emerging musicia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TCO Junior
Youth Orchestra shall present the moving melodies of“love,＂“passion,＂and
“legend in history,＂for you to get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in person of the romance
and forthright in music.

觀
~ 落雁

01.01

靑少好聲音讓您看見傳統，聽見未來之聲。

皇家御用的畫家毛延壽，被朝廷徵召製作各式精美「哏圖」，方便推廣政令。
而各方進宮美女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無不要求自己的畫像能「美圖秀秀」一
翻，期盼得到皇帝的臨幸。毛延壽為了生活，只能聽命行事，但是唯獨對美女
王昭君，卻故意將其人像給「哏圖化」，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且看「大
畫昭君觀落陰」……

大畫昭君

「靑少好聲音 VII」音樂會，由金牌指揮任燕平老師，偕同 5 位國樂新秀、臺
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靑少年國樂團，為您帶來「愛情」、「奔放狂熱」及「歷史
傳說」的動人樂曲，身歷其境感受曲中的浪漫、豪爽意境。

劇院：音樂劇
TCO

the Musical from TCO Theater

WANG ZHAOJUN

青少好聲音

靑少年國樂團音樂會
TCO

TCO Junior Youth Orchestra Concert

Young & Beautiful Sounds

VII

VII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 洽詢電話 Inqu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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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9 折：兩廳院會員、臺中國家歌劇
院會員、衛武營會員、誠品會員
85 折：學生票 ( 進場須出示證件 )、
家庭票 3 張以上
8 折：臺北香頌贊助樂友 8 折 ( 請洽
樂團 )、團體票購滿 20 張 ( 含 ) 以上
5 折：身心障礙人士及陪同者 1 名購
票 5 折優待，入場時應出示身心障礙
手冊，陪同者與身障者需同時入場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香頌靑少年管弦樂團
熱愛音樂且具備演奏實力的香頌靑少年管絃樂團由國內外傑出音
樂家直接敎授這群樂壇新星，鑽研更多曲目，提升音樂素養及推
廣音樂。2010 成立至今，數度參與或受邀海外音樂交流演出。持
續專注訓練、參與演出，亦將繼承本團 ( 香頌室內樂團 ) 音樂推
廣的宗旨，以靑少年的熱情活力，將音樂散播出去。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林佳蓉 梁兆豐
男高音︱張殷齊
女高音︱賴玨妤
天主敎光仁小學校友師生管弦樂團與合唱團

60

票價

350

飛樂

Guangfu Auditorium

光仁國小兒童音樂班
光仁小學為培育音樂人才，於西元 1963 年成立兒童音樂班，開
我國國民小學音樂班之先河。六十年來，培育不少音樂人才，
光仁校友在音樂界享有盛譽者，比比皆是，揚名國際者，亦不
在少數。為與社會各界分享本校兒童敎育的豐碩成果，特別規
劃了這場結合音樂與舞蹈的感恩音樂會，光仁人將以多元化的
創意表演，帶給觀眾們一場與眾不同、精彩可期的藝術饗宴。

01.11
( 三 ) 19:0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M 光 復廳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年
60

( 日 ) 14:30/19:30

Since 2012, Chansontpe has been held the“ TIOMA-Taipei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Music Award＂to uphold the mission of classical music promotion, including lectures,
concerts, competitions for solo groups and concerto, award winners´concerts. A
potential music young talented star, and build a stage for self-realization. This series of
concerts is the concert of the first prize winners of the Solo and Concerto Competition.
On Jan 6- Jan8 Guangfu Hall will bring performances of strings, woodwinds, piano, and
ethnic groups, also chamber music; later on Jan16 is the closing concert for 2023 Music
Awards at Zhongzheng Hall. The first prize winners of concerto unit will be performing
by the orchestra, bringing a superb performance, cheering the youth with music!

GuangJen elementar y schools specialized music education has cradled aspiring
Taiwanese students for 60 years. This anniversary concert combines orchestra, dance,
and voice. Let the celebration begin!

光仁小學校慶暨音樂班創立
感恩音樂會

01.08

光仁小學於民國 52 年首創全臺第一間音樂班，深耕台灣音樂敎育，陪伴莘莘
學子走過一甲子的歲月。飛樂 60 感恩音樂會，光仁人以管弦樂團與百人合唱
團，傳承古典，融合現代；膾炙人口的管弦樂經典，結合百變的舞蹈、人聲，
重現光仁風華。光音 60，回味，由此開始。

Guangren Elementary School’s Celebration and Concert
honor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ur Music Department.

(五) - (六)19:30

Soaring with Music’s 60th

「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音樂會

音樂獎優勝者音樂會

2023 TIOMA Concerts

Taipei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Music
Award - Winners’ Concerts

01.06-07

台北香頌自 2012 擧辦「抑揚特出音樂獎」旨在秉持對音樂推廣的使命，包含了
講座、音樂會、個人組及協奏曲大賽及音樂獎得獎者音樂會，藉由此計畫發掘
具潛力的音樂新星，並創造一個實現自我的舞臺。本系列音樂會為獨奏賽及協
奏曲大賽榮獲首獎者之音樂會，光復廳 1/6-1/8 帶來弦樂、木管、鋼琴、民族四
大項目獨奏表演及重奏室內樂；以及中正廳 1/16 的音樂獎閉幕音樂會，協奏曲
各組第一名優勝者，由管弦樂團協奏，帶來精湛的演出，用音樂為靑春喝采！

300 600
800 10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主辦單位自行售票
(02)2301-6580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臺北市私立
光仁國民小學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
學生家長會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得獎者
香頌室內樂團
台北香頌靑少年管弦樂團
香頌兒童弦樂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香頌室內樂團
| 洽詢電話 Inquire |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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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ZhongZheng Auditorium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TixFun 售票系統
(02)2707-3053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財團法人台北
愛樂文敎基金會

| 洽詢電話 Inquire |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於 2006 年創團至今，十多年來不斷藉由嚴謹
的音樂訓練與展演平台，從經典至跨界大型製作、從台灣到世
界各地的演出，成為靑少年樂團的翹楚 ; 不僅培養出許多優秀
的音樂學習人才，更看到他們在世界各地音樂體系中漸露頭角，
成為新生代的音樂家。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指揮｜劉柏宏 游家輔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香頌室內樂團
台北香頌管弦樂團 ( 香頌室內樂團 ) 是由國內職業音樂家及旅外
傑出音樂家所組成。2005 年成立，積極落實藝術敎育的推動與
傳承。除了不斷嘗試各類型音樂會外，更力邀多位國內外知名音
樂家合作演出及譜曲，堅強實力與多元演出方式，為我們拉近音
樂與人們的距離。
專業的音樂家們，加上推廣的熱忱，這就是「香頌室內樂團」。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協奏曲大賽得獎者
台北香頌管弦樂團
台北香頌靑少年管弦樂團

01.16
( 一 ) 19:30
M 中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票價

400 600 800

「 2023
抑揚特出音樂獎」
音樂會

M 中正廳

Since 2012, Chansontpe has been held the“TIOMA-Taipei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Music Award＂to uphold the mission of classical music promotion, including lectures,
concerts, competitions for solo groups and concerto, award winners´concerts. A
potential music young talented star, and build a stage for self-realization. This series of
concerts is the concert of the first prize winners of the Solo and Concerto Competition.
On Jan 6- Jan8 Guangfu Hall will bring performances of strings, woodwinds, piano, and
ethnic groups, also chamber music; later on Jan16 is the closing concert for 2023 Music
Awards at Zhongzheng Hall. The first prize winners of concerto unit will be performing
by the orchestra, bringing a superb performance, cheering the youth with music!

音樂獎優勝者音樂會與閉幕音樂會

( 四 ) 19:30

The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Music that is highly anticipated by schools of
all levels each year aims not just to cultivate students´interest in music and elevate
their music competence but also to strengthen the music education at schools of all
levels. For this concert, Taipei Philharmonic Youth Ensemble shall take the challenge
and inter pret all the designated pieces for each level in the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Music, including those of the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groups. Resonating with the aim of the competition, it also shares the beauty
of music with all students of music.

台北香頌自 2012 擧辦「抑揚特出音樂獎」旨在秉持對音樂推廣的使命，包含
了講座、音樂會、個人組及協奏曲大賽及音樂獎得獎者音樂會，藉由此計畫發
掘具潛力的音樂新星，並創造一個實現自我的舞臺。本系列音樂會為獨奏賽及
協奏曲大賽榮獲首獎者之音樂會，光復廳 1/6-1/8 帶來弦樂、木管、鋼琴、民
族四大項目獨奏表演及重奏室內樂；以及中正廳 1/16 的音樂獎閉幕音樂會，
協奏曲首獎得主們，由管弦樂團協奏，帶來精湛的演出，用音樂為靑春喝采！

2023 TIOMA Concerts

111

Taipei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Music
Award - Winners’ / Closing Concerts

決賽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
2023
定期音樂會

Final 111

2023 Taipei Philharmonic Youth Ensemble Regular
Concert

01.12

每年各級學校眾所矚目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其宗旨不僅培養學生音樂興趣，
提昇音樂素養，也期望加強各級學校音樂敎育。台北愛樂少年樂團於本場音樂
會，將挑戰演譯全國音樂比賽各級所有指定曲，包含國小、國中、高中各組別，
不僅響應其比賽擧辦宗旨，更與各音樂學習者分享音樂的美好。

400 600
800 1200
18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優惠項目 Special Offers |

9 折：兩廳院會員、臺中國家歌劇
院會員、衛武營會員、誠品會員
85 折：學生票 ( 進場須出示證件 )、
家庭票 3 張以上
8 折：臺北香頌贊助樂友 8 折 ( 請洽
樂團 )、團體票購滿 20 張 ( 含 ) 以上
5 折：身心障礙人士及陪同者 1 名購
票 5 折優待，入場時應出示身心障礙
手冊，陪同者與身障者需同時入場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香頌室內樂團

更 多 資 訊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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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 Inquire |

49

年臺大管樂團冬季
2023
公演音樂會

2023 NTU Wind Band Winter Concert

01.18
( 三 ) 19:30
M 中 正廳

ZhongZheng Auditorium

票價

300 500

| 售票系統 Ticketing system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02)3393-9888

|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國立臺灣大學
管樂團

|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

臺北市中山堂 e 化服務

E-SERVICE
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 >
業務類別 > 文化局

臺大管樂團歷年來展演的作品內容，力圖藝術性和推廣性的雙元平衡，故除
選曲風格多樣外，演出技巧和情感要求亦極高。「大膽地選曲、細膩地詮
釋」即是我們所秉持的信念。今年，我們選擇了美國作曲家 James Barnes 的
《Sixth Symphony, Op.130》 以 及 由 瑞 典 作 曲 家 Björn Ulvaeus 以 及 Benny
Anderson 共 同 創 作， 並 由 Johan de Meij 重 新 編 曲 的《Highlights from the
musical�Chess�》。本季音樂會選曲主要以二十世紀西方音樂作品為主，望能
帶給觀眾華麗的聽覺饗宴。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網站 > 申請案件

「協拍專案」享有市有房地場館
場地優惠 ( 不含委外經營場地 )

團體導覽申請

請於導覽 5 日前於市民服務大平臺提出申請

Throughout these years, NTU Wind Band always aim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musicality and promotion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our performing pieces. Aside of
having different styles and textures, it requires high level of techniques and emotions
while presenting the pieces.“Bold to choose, interpret exquisitely,“ is what we´re
holding on to. This year, we have choosen the“Sixth Symphony, Op.130＂composed by
James Barnes, and “Highlights from the musical｀Chess´＂, composed by Swedish
artists Björn Ulvaeus and Benny Anderson, afterwards arranged by Johan de Meij. The
concert this term focuses on western pieces from the 20th century, hoping to bring joy
and a magnificent performance to the audience.
演 出 團 隊
Performance
Group

國立臺灣大學管樂團
臺灣大學管樂團成立於民國四十三年，在窘困克難的物質條件
下，只憑著一股演奏音樂、分享音樂的熱情，從最早年十餘人
的鼓號樂隊漸次成長為現今七、八十人的大型交響管樂團編制。
台灣大學管樂團今年邁入第六十八屆，期望藉由音樂會的演出
與音樂活動的擧辦，將長久以來對音樂的領悟和熱愛，傳達到
全臺灣甚至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主要演出者
Main
Performers

指揮︱劉紹棟

更 多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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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容易ｅ點通

影視拍攝申請

國立台灣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臺大系統文化基金會
麗陽股份有限公司
| 洽詢電話 Inquire |

網路申辦真輕鬆

中正廳

中正廳場地租借申請

每年 7 月起受理次年度檔期申
請，9 月底前公告於本所官網。

廣場

光復廳

學生指揮︱葉書帆

國立台灣大學管樂團

光復廳及廣場場地租借申請

每年 7 月起於市民服務大平台受
理次年度檔期申請。
51

大集會室 ( 今中正廳 )

臺北市公會堂
1928 年，興建臺北市公會堂為昭和天皇登基大典紀念事業之一，場地
的選擇歷經多次討論後，1932 年 8 月，正式確定舊廳舍移築植物園與圓山
動物園，11 月 23 日舉行公會堂起工式，工程歷時 4 年，至 1936 年 12 月
26 日落成。建築本體採用當時最先進的鋼筋混凝土架構，耐震、耐火、耐
風，為堅固的四層樓建築，總面積為 4,188 坪。

建築工程由總督府營繕課負責，主導設計者為課長井手薰。他以四面迴
廊、四向開口的設計，形塑流暢的動線。外貌以幾何線條為主，簡潔明朗，
呈現現代主義精神。建築風格上，降低明治維新以來盛行的希臘羅馬建築樣
式，轉向其他古文明取材；包括阿拉伯風格的弧形拱門、尖弧高窗，中國的
「方勝」造型氣窗、琉璃瓦、承重斗拱，閩南式的陶瓦，以及希臘三角形山牆，
形成特殊的「混血風格」。
建物以中央樓梯區隔為東西兩側，東側主要是大集會室，挑高 4 層樓，
當年下層可容觀眾 1,301 席，上層 755 席，合計 2,056 席；西側主要是大宴
會場（又名大食堂），挑高 2 層樓。其他各樓層有大小不等的集會室，各樓
層均設有露臺。此外，建物前面規劃為寬闊的廣場，提供戶外活動空間。
1935 年，即將完工的「臺北市公會堂」，以「始政 40 週年臺灣博覽會」
的「第一展覽館主展場」身分首度亮相，吸引許多民眾前來。1936 年底，摩
登氣派的「臺北市公會堂」落成，成為日後許多大型公民活動、藝文展演的
最佳舞台。

插畫／李乾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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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中山堂 53

中山堂也常接待外國貴賓，
例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韓國前
大統領李承晚、越南前總統吳廷
琰、菲律賓前總統賈西亞、伊朗
前國王巴勒維等元首，都曾在此
接受國宴款待。
款待美國駐華文武官員茶會

1945 年受降典禮會場外盛況

臺北市中山堂
1945 年，日本戰敗，臺灣重歸中華民國版圖。公會堂 2 樓「大宴會場」
為「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場地，受降儀式在這裡舉行。同年「臺北市
公會堂」正式更名「中山堂」，隸屬臺北市政府。見證臺灣光復的「大宴會
場」，改名為「光復廳」，「大集會室」更名為「中正廳」，二樓的「貴賓室」
則取名為「堡壘廳」。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以中山堂為國民大會會址、立法院議事廳及臺
北市參議會議事廳，長達數十載。此外，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立法院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第二、三、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都在這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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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做為光復後重要的集會
與展演場地，創下許多珍貴的「第
一次」紀錄：臺灣第一座天文觀測
站，曾設立於此；臺灣省第一屆美
術展、臺北市第一屆集團結婚、蔡
瑞月首次舞展、楊三郎首次歌謠發
表會、第一屆愛國獎券開獎、第一
屆漫畫展、現代畫派「五月畫會」
首次畫展、李梅樹首次個人油畫展、
波士頓交響樂團及維也納兒童合唱
團首次來臺演出、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索忍尼辛首度來臺演講；以及由
楊弦發起，日後帶動民歌風潮的中
國現代民歌演唱會，都在中山堂舉
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也在此
舉行成立大典。
臺灣第一座天文觀測站

1992 年，中山堂經審議為臺閩地區二級古蹟，1997 年文資法修正，
中山堂歸列直轄市定古蹟，2019 年經文化部指定為國定古蹟。在歷史光環
中，繼續綻放熱情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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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景導覽

大廳
折衷風格的組合式建築

大廳天花板呈現阿拉伯建築的穹窿
造型，飾以不同的幾何圖案。圓柱下方
貼飾磚紅色小口磁磚，是 1930 年代的
風尚；柱頭原本鑲嵌日本皇室家徽「菊
花」，後改為梅花圖案。廳內左側維持
當年設有柵欄之售票窗口。

1920 年代，臺灣建築風潮從之前的西洋
歷史式樣，轉向現代主義；過渡期出現一批
兼採兩種風格的建築。1936 年落成的臺北市
公會堂，除了兼採折衷風格，也是崇尚以亞
洲的傳統造型、色彩和裝飾為元素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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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廳

環景導覽

它的整體造型，大體維持均衡的對稱性；
入口有厚重拱形門廊，部分立面鑲飾歷史語彙，
屬於西洋歷史式樣的特色。然而建材採用鋼筋
混凝土、面磚，外觀呈現簡練、潔淨的幾何線
條，則透露出現代建築的訊息。整體架構上，
中山堂主體是一個大長方塊，旁邊依附著中小
型方塊，相互堆積砌疊，其高低落差，形成視
覺變化與趣味感。

1 樓中正廳，昔稱「大集會室」，為整棟建築的主體。
挑高的設計，原可容納 2,056 人，現設置固定式座椅，
共有 1,122 席，是極具規模的室內集會空間。從日治到光復後，擔綱無數
重要儀典、集會活動及藝術表演。中正廳舞台為「鏡框樣式」造型，早期
地板採珍貴耐用的阿里山檜木，目前舞台為電動式升降平台及升降吊桿。
中正廳每年配合市政府舉辦多項節慶活動，涵蓋音樂、戲劇、電影、文學
及詩歌，為市民帶來豐富多姿的文化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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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水《南國》雕塑作品
2、3 樓中央樓梯牆面，掛置臺灣雕塑家黃土水
(1895-1930) 的巨幅浮雕《南國》（又名水牛
群像），1936 年公會堂建成時，由其遺孀
廖秋桂女士捐贈，為中山堂「鎮堂之寶」。
民國 98 年經文建會指定為「國寶」。
該作品以芭蕉園、水牛與牧童，刻劃出
臺灣特有之亞熱帶風情。構圖完整、層
次分明、表情生動，允為臺灣近代美
術標竿之作。

光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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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景導覽

環景導覽

2 樓光復廳，當年稱為「大宴會場」或「大食堂」，是舉行高
級宴會的開放空間。兩層樓挑高設計，2 樓環繞迴廊的矮牆上裝飾
小口馬賽克，搭配四周尖弧形窗戶，展現阿拉伯建築的裝飾風格。左右
對稱的樓梯，形成視覺焦點。環室矗立 16 根柱子，柱頭為多重仰盤式。
中央垂吊三組水晶燈飾，營造出華麗雍容的氣氛。1945 年抗戰勝利，
臺灣地區的受降典禮在這裡舉行，「光復廳」的名
稱即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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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展演場地
中正廳

1,623 平方公尺（491 坪）

項 目 / 使用時段

上午演出時段 9-12 時

下午演出時段 13-17 時

30,000 元

上午預演、搭(拆)景時段 9-12 時

6,000 元

晚間演出時段 18 時 -22 時 30 分

下午預演、搭(拆)景時段 13-17 時

晚間預演、搭(拆)景時段 18-22 時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中午 12-13 時
下午 17-18 時
晚間 22~23 時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3~24 時

史坦威 D274 鋼琴

環景導覽

紀念碑建於 1999 年 10 月 25 日。當時負責改建廣場的建築師黃承令
教授，以「歷史留言版」、「靜默沉思臺」為設計概念。紀念碑由樸拙粗
獷的石材建成，以日本統治臺灣的 1895 年為起點，每年一刻痕，不銘碑
文，簡單低調。2011 年建國百年，適逢臺灣光復 66 週年，黃承令建築師
再以「歷史長軸」之概念呈現碑文，在長軸中刻寫抗日戰爭之艱苦歷程，
表達對戰爭中犧牲同胞的懷念，尚未展開的部分則象徵著倖存者及市民揮
別過去，迎向嶄新未來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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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使用中正廳，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個人：年滿二十歲以上中華民國國民；
或領有中華民國工作許可證之外國人。
（二）機關、學校、立案法人或團體。

8,000 元
9,000 元
每半小時
4,000 元計收

三、席位 1,122 席，每場演出及工作人數以 300
人為限。

每半小時
5,000 元計收

五、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及其他費用。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暨所屬機關備文擔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
得免收取場地使用費。

四、使用本廳錄音、錄影、影視拍攝者，視同正
式演出，按演出時段收費。

5,000 元 / 場

山葉 CF 鋼琴

2,000 元 / 場

500 元 / 支 / 場

外接電源

依實際用電度數收費

光復廳

不含調音費

不含調音費

一般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MINI)

說明
一、擧辦活動以表演藝術為主，不受理申請放映
商業電影或擧辦與表演藝術無關之集會、晚
會、典禮、講演及其他類似活動。

40,000 元

30,000 元
(第二天起每增加一天加收
保證金 5,000 元)

保證金

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及廣場

費 用 ( 新臺幣 )

20,000 元

1,000 元 / 支 / 場

759 平方公尺（230 坪）

項目 / 使用時段
上午演出時段 9~12 時
下午演出時段 13~17 時
晚間演出時段 18~22 時

一般

類別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一般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一般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上午預演、搭(拆)景
時段 9-12 時

一般

下午預演、搭(拆)景
時段 13-17 時

一般

晚間預演、搭(拆)景
時段 18-22 時

一般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費用 ( 新臺幣 )

20,000 元
8,000 元

30,000 元
12,000 元

50,000 元
20,000 元
6,000 元
2,4 00 元

8,000 元

3,200 元
9,000 元

說明

一、以辦理藝文展演、公益性學術講座
(研討會)及文化性集會為原則。
二、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場
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由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
擔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得免
收取場地使用費。

三、非屬第一點使用目的或觀眾入場採
會員制 ( 不開放予一般民眾 ) 之演出
活動，按一般收費基準收費。

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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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使用時段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中午 12-13 時
下午 17-18 時
晚間 22-23 時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3-24 時

類別

費用

一般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每半小時 1,200 元
計收

一般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

保證金

每半小時 4,000 元
計收
每半小時 1,600 元
計收
40,000 元

鋼琴

2,000 元 / 場
200 元 / 塊

4�X6�平台板塊
一般麥克風

500 元 / 支 / 場

外接電源

依實際用電度數收費

無線麥克風(MINI)

其他場地

說明
四、藝文展演、公 ( 私 ) 立學校之學生
社團活動演出使用，場地使用費以
藝文展演、學校學生社團欄位內基
準計收。

五、使用本廳錄音、錄影、影視拍攝者，
視同正式演出，按演出時段收費。
六、每場演出、工作人員與觀眾入場人
數以 400 人為上限。
廠牌規格：山葉 F88 鍵 7.25
不含調音費

不包括裝、拆費用，自派人力組裝

展覽室

項 目 / 使用時段

上午時段 09:00-13:00
(裝拆台、綵排、演出)
下午時段 13:00-17:00
(裝拆台、綵排、演出)
晚間時段 17:00-21:00
(裝拆台、綵排、演出)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1 時 30 分 ~23 時
保證金
外接電源

類別
藝文展演
影視拍攝
商業性、一般性
藝文展演
影視拍攝
商業性、一般性
藝文展演
影視拍攝
商業性、一般性

費用 ( 新臺幣 )
8,000 元
20,000 元
30,000 元
8,000 元
20,000 元
30,000 元
10,000 元
30,000 元
40,000 元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每半小時
5,000 元計收
50,000 元

一星期 2,500 元

第一展覽室保證金

2,500 元

二、展覽以藝文展覽為主，檔期以本所自辦、合
辦活動優先使用。

第二展覽室保證金

2,500 元

※ 使用單位應視實際使用狀況，控管合宜且安全
之使用人數。

臺北書院－講堂

依實際用電度數收費

212 平方公尺（約 64 坪）/

項 目 / 使用時段

講堂

8,000 元

晚間 17-21 時

10,000 元

備註:

1. 展演場地申請時間：自每年 7 月起開放申請翌年 1 月至 12 月檔期，如有空檔，最遲應於使用前 1 個月提出申請。

2. 本所受理申請後，進行審查作業，審查通過，由本所依場地檔期使用狀況排定演出日期，如為本府及行政院所屬各部
會主辦之各項藝文活動，得免予審查。

每半小時
2,000 元計收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1 時 ~22 時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5,000 元

單槍投影機 ( 含投影螢幕 )

一般麥克風
下午 13-17 時

晚間 17-21 時
第一包廂
( 酉陽街 )
/
第二包廂
( 秀山街 )

1,000 元 / 時段

500 元 / 支 / 時段
上午 09-13 時

和室包廂
( 含榻榻米
和室 30 平
方 公 尺，
茶水間及
玄關 30 平
方公尺 )

60 平方公尺（約 18 坪）

8,000 元

保證金

二、非屬第一點使用目的而係商業使用
目的（指有對外收費、營利行為、
商品展示（展售）行銷、廣吿宣傳、
觀眾入場採會員制（不開放予一般
民眾參與）、公司團體擧辦之報名
參賽類型活動、公司行號內部擧辦
聚會、園遊會等）之演出活動，按
一般收費基準收費。

和室包廂

費 用 ( 新臺幣 )

上午 09-13 時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說明

三、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場
地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由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
擔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得免
收取場地使用費。

一、場地使用期間以一星期為單位 ( 週一至週日，
共計 7 日 )，含佈展、撤場等工作時間，國定
假日照常開放 ( 春節假期休館 )。

第二展覽室場租 ( 約 20.6 坪 )

下午 13-17 時

一、擧辦活動以公益、藝文展演及文化
創意產業相關活動為原則。

說明

一星期 2,500 元

廣 場 15,920 平方公尺（4,815 坪）
項目 / 使用時段

費 用 ( 新臺幣 )

第一展覽室場租 ( 約 20.6 坪 )

地點

1,000 元 / 支 / 場

68 平方公尺（20.6 坪）

4,0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說明
一、以辦理藝文展演、公益性學術講座、
研討會及文化性集會為原則。
二、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免繳場地
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由臺北
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擔任
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得免收取場
地使用費。
三、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
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四、申請人應遵守約定之使用時段，如需
提早或延長，應事先徵得本所同意。
※ 每場活動入場人數以 100 人為上限。

一、以辦理文化、藝術、學術性聚會為
原則。

二、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
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三、申請人應遵守約定之使用時段，如需
提早或延長，應事先徵得本所同意。

保證金

2,000 元

四、使 用 者 須 保 持 空 間 及 設 備 整 潔、
完好。
五、中山堂為國定古蹟，全館禁止吸菸、
用火。
※ 建議容納人數：16 人。

3. 申請人使用各時段如需提早、延長、增加、取消，應事先書面徵得本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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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GUIDE SERVICE

志工導覽服務

週六、日定時導覽

10:00 | 11 : 00
14:00 | 16:00

臺北市政府
市民服務大平臺
申請志工導覽

每日4 場，於正門(延平南路側)大廳內

集合，遇中正廳演出時，於正門外集合

預約團體導覽

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
申請或傳真02-23813317，

如有疑問請洽02-2381313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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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導覽

（華語、English、日本語）
於開放時間，持本人證件向服務
台免費洽借，用畢歸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