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博物館 1樓大廳 

時間：每週日下午 3 時至 4時 

 

2018 年 1 月 06 日～ 2018年 6 月 30 日 

演出日期 表演團體 節目名稱 簡介 

一月 

2018/01/06 打幫你樂團 以茶敬客，以音

會友 

曾入圍金曲獎的新竹橫山子弟劉榮昌，在台北從事音樂工作多年之後，組

成「打幫你」樂團，返鄉溯根歸居新竹進駐新瓦屋，在此練團、創作、發

表作品。客語團名「打幫你」，是幸好有你、多虧有你的意思，因受到很多

鄉親和朋友的照顧，所以用感恩意義的團名做為返回客家庄的出發。 

簡單來說，打幫你樂團的音樂特色就是「傳統中創新」，以客語、閩南語國

語融合創作歌曲，並且在歌詞中引用臺灣傳統念歌或山歌歌詞，讓傳統價

值得以延續。樂器上常見的二胡，笛子到嗩吶還有許多民族樂器都信手拈

來，操作自如。打幫你樂圖將致力於把傳統音樂元素融入現代流行音樂中，

創造出屬於臺灣氣味的音樂類型。  

 



2018/01/13 MIT米特薩克斯

風重奏團 

米特動物樂園 MIT 

Animals Paradise 
自 2017 年六月成團以來，「米特動物樂園」先是與新光三越「這夏動物趴

趴走」活動合作，三個月內巡演於南北各地的新光三越，九月時參與了新

北市兒童藝術節演出，Sax Voyage 亞洲巡迴時，也於香港舉行慈善兒童音

樂會，累積觀眾人次已達上千。為了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吸引更多人愛上

薩克斯風，米特的四位團員陳力鋒、張志宇、林孟萱與李宗澤穿起動物裝，

分別化身為精明的狐狸、穩重的獅子、可愛的小白兔與優雅的老虎，合作

展開一場樂聲悠揚的冒險。無論是嚮往音樂的小孩或是需要紓壓的大人，

都能在他們的演出中會心一笑，找回最純真的感動。 

 
 



2018/01/20 福爾摩沙廣播

交響樂團 

「音像、印象」 古典音樂並非艱深難懂，古典音樂的作曲家同樣不是只有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 與 莫 札 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福爾摩沙廣播交響樂團努力將每一位作曲家重要的作

品，透過演出現場的導聆說明，讓愛好古典音樂卻害怕聆聽古典音樂人樂

迷，能更親近作曲家的音樂世界。 

音樂藝術是文化傳承重要的一環，西方音樂四百年藝術價值絕非偶然，福

爾摩沙廣播交響樂團秉持著將音樂延伸於教育的想法，讓愛樂的 大朋友與

小朋友，能夠一同輕鬆了解，並且無壓力的進入西方古典音樂的世界。 

 

 

 

 

 



2018/01/27 相和樂舞劇團 絲路密碼 為 2012 年由國內青年舞蹈家－張琇婷領軍專業演員、舞者、樂手，秉持對

表演藝術的熱忱所成立的團隊，演出作品皆為原創樂舞劇，致力傳達音樂

舞蹈戲劇相結合的新劇種概念，並期許藝術文化更貼近人群，取材自歷史

故事的內容，在演出時近距離與觀眾互動，呈現亦古亦今，如夢似幻，時

空交錯的氛圍，也善用現代場景，製造不同的空間運用驚喜，更融入時事

與現代語彙，讓古典與現代人也能產生息息相關的共鳴，使藝術文化貼近

生活與現實。 

<絲路密碼>為相和第三部作品，2015~2016 年間全台巡迴演出屢獲好評，

融合戲劇，音樂，舞蹈，是相和樂舞劇坊一直以來致力創作發展的方向，

企圖在多元跨界藝術裡，開發一種新穎的表演形式，與觀眾分享。話題圍

繞著對尋找自我的思考，以及理想和現實的差距為中心，和觀眾深度對話，

傳遞敦煌舞韻之美，也在戲劇舞蹈音樂融為一體的藝術創作中取得觀眾的

共鳴與感動。 

 



二月 

2018/02/03 麥艾崙國際室

內樂 

Fun In Music 音

樂會 

麥艾崙國際樂團成立於 2009 年，每位成員均是奮發有為的傑出國際音樂

家。樂團具有多種不同室內樂的組合，我們的音樂曲目不僅具有高品質高

氣質的風格，還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樂派與曲風，整體的演出是一種完整的

呈現 ;我們會為了每次表演場合的需求，有創作與新穎的準備。 除了團隊

的成員，本團尚與其他一流的藝術家（樂器，歌手，團體）合作，我們也

給予年輕有為的音樂家合作演出的機會，協助發展他們的才華。 樂團成立

至今一直致力於呈現高品質的演出, 在無數的演出中最特別的是於 2014

年 11月 23，24 日現場演奏配合大型投影於台中國家歌劇院前為歌劇院開

幕式做”光舞紀”演出；兩天現場吸引 10 萬名觀眾蒞臨欣賞。 

 

 
 

 

 



2018/02/10 錦飛鳳傀儡戲

劇團 

嘉禮迎春戲元宵 「錦飛鳳」創立於 1920 年，歷經四代傳承已有百年的歷史，在繼承的基礎

上各自有所發展與創新，並擅長宗教儀式及文化場展演，亦是臺灣唯一的 

職業傀儡戲劇團，經常活躍於國內外的表演舞台。 

17度獲選「高雄市傑出演藝團隊」，更是官方指定的「無形文化資產」，為

延續臺灣傀儡戲的生命力，「錦飛鳳」薛家第三、四代家族成員同心協力宣

揚推展傀儡戲家傳志業，並長期投入校園藝術教育文化傳承工作，除了保

留傳統戲曲思維，更以現代劇場理念，將臺灣傀儡戲從宗教儀式演出開拓

至表演藝術的層面，期望將臺灣傀儡戲以發揚、保存、傳承、推廣的理永 

續經營。 

 

 

 

 

 

 



2018/02/17 隨心所欲樂團  隨心所欲樂團以二胡、琵琶、鋼琴、吉他、打擊等傳統和流行樂器的組合，

以無界限的方式運用各種音樂元素，創造出新的音樂風格、激發更多音樂

的可能性。隨心所欲樂團以自身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人文鄉土風情的

特色，創作出新世代的台灣之音，在風格上以療癒系輕音樂為主軸。擅長

改編流行歌、爵士曲、中西方老歌、台灣民謠、中西古典樂曲等。不論在

創作或是改編上，都運用了大量的即興演奏元素，來凸顯現場演出的魅力

與演奏家的個人演奏風格。 

首張原創專輯『島國樂』於 2014 年發行，是台灣音樂界備受期待的新星。 

 
 



2018/02/18 天宏園掌中劇

團 

藝文古戲  水漫

金山 

天宏園掌中劇團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是臺灣少數傳統布袋戲團之一，源

自於福建，演出手法表演細膩，臺北小西園掌中劇團第三代傳人，為許王

藝師之徒。民國八十四年，參加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主辦之南區地方戲劇掌

中戲比賽榮獲「團體優等獎」，葉勢宏亦獲「最佳主演獎」。 葉勢宏為行政

院文建會古典布袋戲「人才培育計畫」之前場藝生,並擔任台南市「志開國

小」、「永華國小」「台南監獄」高雄市「正義國小」掌中戲之指導老師，參

與國際性演出,表演足跡踏遍歐、美、德、法、澳、韓、日、中國等重要國

家。 

 

 

 

 

 

 

 



2018/02/24 傳承戲曲藝術

劇坊 

賞心樂事在南院

~ 愛煞崑曲 

傳承戲曲藝術劇坊致力於戲曲資料之蒐集、保存、推廣，期能結合藝術與人文、

傳統與創新， 推廣社區民眾共同優遊於戲曲藝術，並且以人文涵養彼此，孕育

創新思維。 

有六百年歷史的崑曲，被喻為百戲之母，經過數百年的千錘百鍊，無數文人、音

樂家、戲曲表演者的投入，終於磨合成一種最優雅、最精緻的表演藝術，是戲曲

的活化石。 

二ΟΟ一年聯合國首次評鑑「人類口述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崑曲列為十九項世

界文化遺產之首，傳承戲曲藝術劇坊秉持對戲曲藝術的熱忱與執著，希望藉由崑

曲美學的研習與展演，達薪火相傳綿延不盡的文化精神傳遞。 

 

 

 

 



三月 

2018/03/03 古都掌中劇團 婆姐傳奇 陳靖

姑斬妖 

 

古都掌中劇團成立於 2010年，古都成立以來，秉持著「傳統、創新、傳承」

的理念，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藝術－布袋戲的發展與傳承盡一份心力。 

劇團至 2016 年力求突破，邀集各方人馬打造在地故事的非典型新創布袋

戲，大獲各界好評，藉由該劇製作優質周邊，讓野台布袋戲得以媲美電視

布袋戲，並大量使用劇場元素來結合布袋戲，導引民眾不只是看完一齣戲，

而是能更了解臺南過往的點點滴滴；對布袋戲技藝這項本土文化瑰寶，有

更深刻的認識以及傳承；古都期盼，透過不斷的推廣，使民眾對於台灣這

塊土地的歷史與文化，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同 

 

 
 

 

 

 

 



2017/03/10 香草帕克樂團 不朽的時間 Vanilla：香草 

香草，是一個價值匪淺卻又時常出現在我們身邊的植物，就如同我們對音

樂的理念，把音樂帶入人群中，讓大眾更近距離的接觸，又不失音樂本身

的專業，讓周圍的人不只能夠享受到高水準的演出，更能與演奏者有互動！

不論是古典樂、流行樂、爵士樂或是多種曲風，都不只是侷限在華麗又遙

不可及的舞台上！ 

Park：帕克 中譯公園 

一個大朋友小朋友長輩們都會活動玩耍散步的地點。香草帕克創團人熱愛

在親切且最多人喜歡活動的場所，製造音樂，不論是快閃、小型演出或是

義演等最容易到達的地方，最方便的場所，就是我們香草帕克最愛的地點，

因此我們用了 Park 來象徵我們對於音樂無距離的喜愛與夢想!!! 

 

 



2018/03/17 漢霖民俗說唱

藝術團 

相聲大平台 成立於民國 74 年 1 月，迄今 33 載，為國內第一個專業說唱藝術團體。每

年固定公演，連同大小巡演、受邀演出，年約 300 場次，迄今製作演出已

逾 9000 場。足跡遍及臺灣 348 個鄉鎮市全球五大洲等 67 個國家。人才培

育薪傳無數，漢霖團友先後成立「臺北曲藝團」、「相聲瓦舍」等團體。 

說唱藝術在臺灣原本僅有相聲、京韻大鼓、數來寶、雙黃、山東快書、河

南墜子。在漢霖的努力耕耘下，豐富了各式說唱藝術曲種，並從無到有發

展出：竹板快書、太平歌詞、八角鼓、單弦、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喜劇

小品、四川打連廂、連珠快書等，繁榮了寶島的說唱內涵，屬國內歷久不

衰的說唱之家。 

 

 
 

 

 

 

 



2018/03/24 台中圓滿樂團 穿越時空愛上你 被台中市政府獲選為「傑出優良演藝團隊」。樂團成立於 2007，名字來自

台中的知名地標「圓滿戶外劇場」。早期以參與政府做外交迎賓的演出，跟

市政府出訪過美國、大陸、香港、關島、馬紹爾群島等地演出。這些經驗

不但讓樂團增廣見聞還影響日後的編曲風格，以成為真正的跨界音樂團體

而努力，首重創作，希望將台灣的音樂文化與國際接軌，讓音樂成為真正

的無國界的語言。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時，獲外交部徵選至中美洲巡迴演出八場，並與瓜地馬

拉國家馬林巴樂團 一起合作錄製 DVD，至今網路上瀏覽人次與好評不斷。 

 

 

 

 



2018/03/31 台灣揚琴樂團 聽見揚琴好聲音 台灣揚琴樂團為全世界首支以高、中、低揚琴組成的室內樂團，多年獲選

為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音樂呈現細膩生動。節目我們呈現「新的揚琴作

品音樂」為主軸，透過我們專業青年揚琴演奏家及演唱家演繹具濃濃台灣

音樂風格的揚琴作品，再透過導聆詳細解說輔助，音樂會中有揚琴合奏曲，

更有揚琴與演唱家結合的新古典風，展現出揚琴樂團合奏的磅薄氣勢及華

麗優美，雅俗共賞的音樂。 

 

 

 

 

 

 

 



四月 

2018/04/07 DoNuts 口琴樂

團 

 2011年，一群愛吹口琴的人們憑著對口琴的執著與熱愛，共同成立了樂

團。Nuts 有「瘋子」的意思，為了表達我們「都是愛吹口琴的瘋子」，樂

團團名應運而生，也希望能透過悠揚琴音帶給大家如甜甜圈一般，美好而

令人愉悅的音樂！ 歷經各式的演出與賽事淬煉，2015 起，樂團接連拿下

三個口琴大賽首獎：台北口琴大賽三重奏冠軍、國際臺灣口琴藝術節三重

奏冠軍、亞太口琴節公開組室內樂冠軍。並在 2016 年底舉辦了樂團的首場

專場音樂會，是樂團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2017年，樂團赴德國參加世界口琴節，登上口琴音樂的最高殿堂，團隊與

團員個人分別獲得了三重奏組冠軍、二重奏組冠軍、小合奏組亞軍、半音

階口琴指定曲組冠軍（林家靖）以及複音口琴獨奏冠軍（江宜霖）之殊榮，

寫下單一樂團於世界口琴節史上最輝煌的紀錄。 

走出口琴圈，我們希望藉由積極爭取對外表演機會，能讓更多人一起欣賞

口琴重奏的魅力！希望能在故宮與民眾共享一個美好的午後時光！ 

 



2018/04/14 剴韻坊  WOOONTA 問他跨界樂團是個具有原創性與獨特性的樂團，以跨界二胡演奏

家羅常秦和活躍亞洲樂壇的日籍西塔琴演奏家金光亮平”YO” 為主體，邀

請世界各地不同東西方樂器的音樂高手們合作，巧妙結合東方音樂特性，

直探歐陸與東⽅文明的底蘊，透過音樂進入最樸實、最美麗的心靈對話，

突破框架，譜出驚艷與讚嘆的美好旋律！        

音樂會將透過演講音樂會方式，以明白易懂的方式讓觀眾感受跨界音樂創

作的作品及背景，帶領觀眾一起和音樂家們乘著音樂的翅膀，開啟一場心

的航行！ 

 



2018/04/21 小丑默劇團 看不見的遊樂園 在公園的空地裡，有一個看不見的遊樂園，只有心中沒有希望的小朋友才

能夠看到！有一天，被媽媽罵而很傷心很傷心的婷婷，無意間走進了這個

遊樂園，萬念俱灰的她遇到一群小丑以及木音天使！他們為婷婷帶來了蹺

蹺板、疊疊樂等特別的表演、遊戲及奇幻樂章，希望能讓婷婷忘卻憂傷，

沒想到最後婷婷卻因為不想離開這個遊樂園跟小丑、木音天使們，開始抗

拒變得快樂……。 

這是一齣音樂結合戲劇、小丑、默劇的演出。友情及親情是人生在世不可

或缺的情感，藉由這個演出，伴隨悠揚的音樂旋律，一起進入看不見的遊

樂園，看看裡面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也看看你遺忘了哪些平常習以為

常，其實卻忽略的情感，並在演出的最後，與婷婷一起學會「離開」這門

藝術。 

 

 



2018/04/28 醉夢歌劇團 
花好月圓 

醉夢歌劇團來自於木柵指南山下的政治大學，悠遊於政大醉夢溪旁，團員

多為政大歌仔戲社畢業校友，亦積極吸收各路戲曲愛好者。自成立以來，

秉持著公益與創作兩大宗旨，參與各種公演活動，亦主動至安養院、社區、

學校進行公益演出及推廣，近期則逐漸將演出版圖往南部擴展。創作方面，

團員已自行編寫《飢渴－新編白蛇傳》、《木石奇緣》、《追月》、〈草橋結拜〉、

〈金蓮夢〉等多齣全本大戲及折子戲。一群對傳統藝術不離不棄的七年級

生們，本著對戲曲的熱忱，用新世代思維及多元角度詮釋既有故 

事，試圖將傳統文化與藝術之美，完美呈現。 

 

 
 

 

 

 

 

 

 



五月 

2018/05/05 金喇叭銅管 5

重奏 

 金喇叭銅管 5重奏成立於 2012 年 6 月，一路上秉持創新改變的意念，期望

突破以往大眾對銅管音樂過於形式化、沈重、吵雜的刻板印象，演出內容

收錄多位年輕創作音樂人的作品，其中不乏有國、閩、客…等多元語言，

並將台灣流行音樂重新編製成銅管 5重奏形式，不僅讓台灣創作音樂人的

作品有更多演出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要給觀眾不一樣的音樂饗宴。金喇叭

銅管 5 重奏將換掉西裝外套、離開椅子，以活潑生動的表演方式，並結合

傳統民謠、流行音樂、電視、電影配樂及世界名曲，讓音樂不只是”聽”

音樂。 

 

 

 

 

 

 



2018/05/12 音樂玩咖室內

樂集 

音樂玩咖．揪你

聽音樂！ 

9位留學世界各地之臺灣優秀青年音樂家的邂逅！從美國、法國、德國、

奧地利到臺灣，團員求學期間遊旅世界各地，成就耀眼。學成歸國後，一

同釀造濃密的音樂體驗。抱持著對藝術的熱愛，利用工作之餘定期相聚玩

音樂，交換彼此的心情。 

年輕活力、現代化為本團特色。音樂風格跨足古今中外，融合傳統現代，

也應曲目編制，加入各式各樣節奏樂器，增添趣味與色彩，活潑多元的組 

合，絕對讓聽眾耳目一新！ 

 

 



2018/05/19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 

經典崑劇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京崑劇團」是國內具有 53 年悠久歷史之表演團

隊，作為臺灣第一批本土培育而成的京劇名伶所組成之京崑兼擅的專業表

演團隊，本校京崑劇團在代代相傳之藝人從無數的舞台實踐中，累積豐厚

的藝術實力，並在「繼承傳統」與「現代創新」的兩條路上並行，為臺灣

京劇與崑曲的發展與藝術風貌注入活力。 

 

 

 

 

 

 

 

 

 

 



2018/05/26 台中琵琶樂團 珠落玉盤琵琶語 【台中琵琶樂團】係由中部知名的琵琶老師黃麗娟創立，前身為 2008 年成

立之「麗娟彈撥樂團」，源於對琵琶的熱愛，以及為提升琵琶音樂，後於

2012年 1 月正式立案且更名為「台中琵琶樂團」，宗旨為「傳承琵琶傳統

的音樂文化」、「推廣台灣琵琶音樂教育與音樂創作」及「培養具有傑出演

奏能力的專業琵琶音樂人才」，為中部地區少數的專業琵琶樂團。 

樂團結合了中部最優秀的青年琵琶演奏家，所有團員除了琵琶演奏之外亦

精通其它的彈撥樂器，在各自領域皆為學有專精並且對琵琶有著一股熱情

的音樂藝術人才。 

甫成立以來，樂團積極推廣琵琶音樂，每年規劃多元演出音樂會，為傳統

音樂注入了新的生命，以琵琶藝術為基礎，拓展跨領域的結合，為琵琶音

樂藝術帶來耳目一新的視野。 

 

 



六月 

2018/06/02 南華大學民族

音樂學系暨雅

樂團 

雅韻傳情 此曲設計是以儒家祭孔音樂作為開端，肇因為孔夫子的思想千年來已成了

中國文化的主流模式。祭孔儀式是從周敬王四十二年（西元前 487 年）魯

哀公開始設立孔廟在山東曲阜，漢武帝崇尚儒術，罷黜百家，尊孔日隆，

追贈孔子為公為王，到唐宋更制定八佾舞樂，與天子相同的威儀。明清兩

代才定下每年仲春二月及仲秋八月拂曉釋奠。此套樂舞乃根據明代洪武年

間（十四世紀）古制樂譜編排而成。寧和之曲有一百廿八拍，為配合佾舞

動作，因此曲調莊嚴雄壯，進退節度有序，在佾生中正不倚的氣度中，展

現孔門「禮樂治國」的理想。 

 

 

 

 

 



2018/06/09 林欣怡 欣學堂 「欣學堂」是由林欣怡老師歷年來課堂上的學生所組成，熱愛中國民族民

間舞及中國古典舞。目前雖未正式立案為獨立表演藝術團體，但經過數年

的合作、磨合，彼此間已渾然一體。自 2011 年林欣怡老師自北京舞蹈學院

學成歸國，即陸續開設各種課程，舉凡朝鮮、維、藏、傣、苗、蒙各少數

民族、乃至東北秧歌、山東秧歌、雲南花燈等，廣受學生喜愛。除了一般

課堂，為維繫大家情感，並增進學生舞蹈專業上的能力及自我實現，老師

亦常帶領學員參與各類演出，演出經驗十分豐富，本次展演將推出維、藏、

傣、漢等各民族精采的舞作。 

 

 

 

 

 

 

 



2018/06/16 Qualarinets 玩

樂四重奏 

Qularinets-慶‧

舞 

 

玩樂四重奏是由四個熱愛豎笛演出的師生所組成，由蕭也琴老師帶領留學美國的

呂沛亭、留學法國的張欣茹、陳乃欣，秉著對音樂的熱愛，將音樂之美及音樂所

帶來的感動傳達出去。除了平時致力於豎笛教學，也因為喜愛音樂、喜愛豎笛、

喜愛演出而相聚，無論任何舞台，都享受著演奏音樂的樂趣，曲目涉獵廣擴，藉

著音樂會把玩音樂的快樂傳達給所有喜愛豎笛的人們。 

 

 

 

 

 

 

 

 

 



2018/06/23 雲林五洲小桃

源掌中劇團 

虎爺娶某 劇團長期來致力於雲林在地經營，從廟會劇場起家。演出劇本以矯正社會

風氣、啟發教育及忠義精神的民間故事和野史故事，搭配絕妙的詩詞對白，

本著創新理念與精湛的技藝，演出扣人心弦引發共鳴的劇碼。近幾年積極

投入文化藝術傳承的工作，及校園種子布袋戲傳承。擅長以活潑、詼諧、

逗趣的教學方式，融合反映校園、社會亂象之現代時事創新劇本做為校園

傳承文本。 

 

 

 



2018/06/30 KoSwing Big 

Band 

Joy Spring KoSwing Big Band ( 狗屎運爵士大樂團 ) 成立於 2014 年，為南部少數

以正統爵士大樂團經營的樂團，樂團致力於推廣爵士樂以及爵士教育，成

立至今，已邀請了許多國內外知名的爵士演奏家及教育家，有魏廣晧、李

承育、楊曉恩、曾增譯、林映辰、許郁瑛等，近年來邀請 Gene Aitken 為

音樂總監舉辦 “爵士基因”音樂營，造福南部學子，獲得廣大迴響。 

雖然以教育為目的，但也接受邀請演出，團內不乏優異的演奏家，提供高

品質的音樂。小編制樂團是 KoSwing 為了嘗試縮小編制但又能讓音響接近

大樂團的組合，人員由 KoSwing 內實力優秀的人員所組成，目前活躍於南

部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