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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核心活動：從室內到戶外，超過 50 場精彩節目  

 
    2017 年第三屆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為期一個月的藝文盛事，

今年四大核心活動分別為：「藝術節主題節目」、「時空劇場－1920 變裝遊行」、「戶外才

華市集」、「藝術節系列講座」。總計有十三檔售票節目、兩個大型戶外活動，以及超過二

十場的講座和工作坊。除藝術節本體表演節目外，也舉辦與在地產業合作，促進觀光收益之

公開活動。 
 

    今年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首度以邀請客席策展人的方式規劃主題節目，五位客席策展人

包括新加坡籍國際策展人，也是現任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的鄧富權、曾獲葛萊美音樂獎入圍

的音樂創作者 David Chen、知名視覺藝術家余政達、爵士音樂創作者楊蕙瑄，以及入籍台灣

的美裔攝影師林道明。 
 
    此外，有別於去年將徵件獲選的 60 多檔節目配對進駐於各街區售票演出的模式，今年

藝術節把所有獲選的節目拉到戶外的騎樓、廣場、公園等街頭空間，將有更多民眾可以直接

與表演者互動，同時也媒合店家跟表演內容結合，讓人際互動成為戶外演出最美的風景。 
藝術節規劃的四大核心活動如下： 
 
 
1.【藝術節主題節目】(10/1-31) ：  
 
    來自新、馬、泰、菲、美、法、港、台等地共十多組策展人及團隊，以結合大稻埕在地

元素與國內外藝術家的專業領域，提出多元藝術縫合在地文化的創意構想。將分為「特邀策

展人系列」與「特選節目系列」。 
 
    「特邀策展人系列」邀請五位客席策展人為藝術節策畫節目，包括策展人鄧富權邀請菲

律賓藝術家 Leeroy New 與新加坡繩索藝術表演者 Daniel Kok 的駐埕計畫；策展人 David Chen
邀法國聲音藝術家 Yannick 與夥伴們發表大稻埕的聲音作品；視覺藝術家余政達帶來全新的

《女神我》作品計畫，將在酒家舊址邀藝術家 Martin Lorenzo de Mesa（菲律賓）, Sun Phitthaya 
Phaefuang（泰國）、Betty Apple（台灣）現場演出，與觀眾進行一場祕密派對，並由 Henry Tan
等東南亞藝術家開設系列工作坊；楊蕙瑄在飯店內結合酒家菜的爵士那卡西演出；攝影師林

道明邀請美日知名街拍攝影大師開設工作坊及展出等。 
 
    「特選節目系列」則精選國內外演出團隊，包括馬來西亞的卜卜劇場、台灣 InTW 舞影

工作室、梵體劇場等，並透過與財團法人高雄市藝起文化基金會共同發起雙城國際藝術節，

邀請到香港三木劇場、台灣吉人聲樂團和天生如此舞團前來演出。褶子劇團在過往一年帶領

大稻埕在地居民進行地一系列社區舞蹈劇場工作坊，今年邀請壞鞋子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宜

瑾、劇場編導黃鼎云、廖晨志帶領在地居民共同創作，作品也將在藝術節中演出，呈現他們

以身體探索在地故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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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空劇場- 1920 變裝遊行】(10/14) ：  
    變裝遊行是藝術節最具代表性的活動，也是每年藝術節的高潮。以 1920 年代的大稻埕

為場景，邀請大家參與 1920 年代風格的服飾變裝，今年更首度規劃將活動現場變成復古場

景，遊行沿途設有時空攤販和好物市集，帶領民眾走入時空隧道，感受百年前的大稻埕風

采！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邀請你我作伙來扮裝，穿上旗袍、西裝或和服，帶上大甲草帽和陽

傘，走過當年繁榮的大街小巷及歷史街區，再次瞭解我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傳承那些動人

的故事。 
 
    跟著我們踏入時空隧道，沿著迪化街走向化身為「時空劇場」的永樂廣場。擦鞋匠、算

命仙甚至是江湖郎中穿梭在人群當中，一旁還有挑著扁擔的小販在叫賣著，讓你感受 1920 年

代市集熱鬧氛圍。除了「時空攤販」，還有「好物市集」為你的老靈魂販賣著舊日時光的美

好。 
 
    讓我們一起跳進風華年代的大稻埕，重現那段自由奔放、充滿活力的熱鬧歲月！  
 
 

Ø 活動流程： 
13：00-19：00 好物市集 @
永樂廣場周邊 
14：00-14：30 集合 @迪化

街十連棟 
14：30-14：40 暖場表演 
14：40-15：15 遊行踩街  
15：30-17：35 時空攤販 @
永樂廣場  
15：45-18：25 主舞台表演 
@永樂廣場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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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集合時間：2017.10.14(六) 
14:00 

Ø 集合地點：迪化街十連棟（稻

舍對面，迪化街一段 348 號至

366 號）  
Ø 遊行路線：迪化街十連棟出

發→迪化街→永樂廣場主舞

台 
 

 

永樂廣場活動地圖 

 
 
Ø 表演團隊 

時空攤販：達康.come 漫才屋、嚎哮排演、新生一號劇團、吳宗恩 
 
主舞台：Muddy Basin Ramblers、Naughty Swing 搖擺舞團、臺北市友善城市發展協

會、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大稻埕青年歌仔戲團、滿山紅走唱團  
 
好物市集：幸福甜品-茶米露、URS127 玩藝工場、古早大餅、老桂坊、印花樂大稻埕本

店、Le Zinc 洛 Café & Bar、康巴雪獅、蔬樂 Vege Love、花生騷、 

 
Ø 參加條件：穿最復古的襯衫吊帶褲、挑一件最優雅的洋裝、打扮成 1920 年代的名人 

  
Ø 模仿關鍵字 ：蔣渭水、鄧雨賢、純純、陳澄波、徐志摩、阮玲玉、芥川龍之介、川端

康成、可可香奈兒、卓別林、路易斯阿姆斯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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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戶外才華市集】  (10/28、10/29) ：  
    戶外才華市集是今年首度規劃的表演藝術市集，以公開徵件方式邀請表演團隊或民眾參

與，將獲選的各式演出拉至戶外，匯聚於商家門口、騎樓、廣場等戶外空間，給予表演者一

個親近群眾的平台，讓整條迪化街宛如一場開放式的表演盛會。 
 
    沿著迪化街由北往南走，沈浸於充滿人文歷史、美食、建築、南北貨的大稻埕商圈，與

日常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條街區不只可用貨幣交換商品，10 月最後一個週末的午後，可以換

到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創意工藝、展覽、特技馬戲的藝術家們，獨特的演出。 
 
    這些身懷絕技的藝術家們，用他們的才華交換你停留的時間跟歡呼，讓街區同時是市

場、舞台也是觀眾席。百藝居市，你成其勢，一起來重現大稻埕 1920 年代的戲窟風貌吧。 
 
Ø 活動期間：2017/10/28（六）-2017/10/29（日），15:00-18:00 
Ø 活動地點：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北至民權西路、南至南京西路) 
Ø 交通資訊：活動期間，「迪化街一段」全段將規劃成行人徒步區。建議想完整參與才華

市集的民眾，可以搭乘台北捷運，從迪化街區北端的大橋頭站(橘線)下車，步行進入迪

化街區，一路向南，最後再由迪化街區南端的北門站(綠線)搭車返程，如此一來，便不

會錯過任何一場精采的表演。 
 

Ø 才華市集表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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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才華市集 / 參與團隊名單 
 團隊/或個人名稱 場地 地址 

1 景文熱舞 北街：黔天下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58-2號 

2 韻盒子樂器音樂教室 北街：稻舍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29號 

3 TIPSY Swing 搖擺小酌 北街：李亭香餅舖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09號 

4 八得力樂團 北街：揚曦藝文空間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94號 

5 璀燦繽紛 北街：純純電影音樂咖啡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65號 

6 黃美英 北街：良記茶葉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82號 

7 熊世翔 北街：Modern Cafe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78號 

涼州街 

8 反面穿舞蹈劇場 中街：阿嬤家咖啡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56號 

9 Cheers Swing（10/28） 中街：豐味果品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9號 

10 魔術師右拳 中街：繭裹子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3號 

迪化街一段 209巷 

11 吳俊毅 中街：207博物館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07號 

12 
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

（10/28） 
中街：岡達造物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02號 

13 曉光老師 中街：學藝埕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67號 

14 
方庭良（10/29） 

中街：Lovely樂芙莉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86號 
吳顥中（10/28） 

15 標點符號 中街：典化文化藝術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78號 

歸綏街 

16 緯為說唱團 南街：URS127玩藝工廠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27號 

民生西路 

17 盧斯勇 (爵士鼓) 南街：合藝埕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82號 

18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南街：永樂廣場(北側) 

19 Q Q醬 南街：大稻埕故事工坊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44號 

20 華健藝群 南街：永樂廣場(南側) 

21 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 南街：1920書店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4號 
 

 
 
4. 【藝術節系列講座】  (9/16-10/28) ：  
邀請文化研究者、策展人及藝術家，共同探討大稻埕文化及戲劇產業、東南亞藝術市場，以

及新型態劇場等文化議題。講座將透過活動通 Accupass 報名。 
 

l 活動內容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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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與世界系列講座 

2017-10-01 14:00~16:00 《從藝術創作到社會實踐》 

《從藝術創作到社會實踐》 

陳愷璜，當代跨領域觀念藝術家，長期關

注臺灣當代政治歷史及認同探索的議題。

於 1980 年代末期，開始以跨媒體藝術形式

(觀念行為、影像與新媒體、跨領域多媒材

空間裝置)進行創作，並影響許多臺灣新世

代藝術團體、藝術家的創作發展。此次演

講將分享個人創作歷程與轉向，以及藝術

社會實踐的可能。 

 

2017-10-15 14:00~16:00 《女性主義沙龍》 

1920 年代是女性主義啓蒙的時代！ 
歷史上如果少了女性主義，我們無法理解

性別平等的好處，甚至無法進一步發現，

原來有這麼多父權框架下的壓迫存在，等

待覺醒。 

 

2017-10-21 14:00~16:00 《近看鄉里見真情：臺北古城的美學經驗》 

 

 

《近看鄉里見真情：臺北古城的美學經

驗》 

1920 年代的大稻埕可謂當時臺灣最熱鬧繁

榮的區域，文武百貨林立、戲院酒家齊

聚。至今將近一個世紀過去，卻仍能從留

下的老建築身上看出過去風華歲月的痕

跡。本場講座邀請台灣知名的美學學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廖仁義教授，來與我

們分享台灣早期的美學思想與藝術表現，

重新梳理該時代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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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8 14:00~16:00 《民藝與民藝運動的時代意義》 

《民藝與民藝運動的時代意義》 

講座聚焦在何謂日本民藝之父柳宗悅所談

論的「民藝」，其在當代是否會產生新的

精神？進而深入談論民藝運動的時代意

義，以及我們如何在日本民藝運動中尋得

臺灣的可能? 

 

創作對談講座 

2017-09-29 19:00~21:00 《性別、政治、藝術與娛樂》 

《性別、政治、藝術與娛樂》 

余政達，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

院美術系及美術創作碩士班。作品主題圍

繞在人身體的變形及活動，以及在這個充

斥著各種影像及媒體的世界中，關於身分

的問題。此次演講扣合余政達於今年藝術

節演出計畫的主旨，啟動對於觀光娛樂產

業下身體樣貌與展示政治的討論，去逼視

當代社會中最為赤裸地面對全球資本主義

系統的身體政治議題。  

2017-10-03 19:00~21:00 《經典劇本因應社會脈動之詮釋》 

 

《經典劇本因應社會脈動之詮釋》 
同 是 改 編 自 法 國 劇 作 家 尚 ． 惹 內 (Jean 
Genet)的經典劇作《女僕》（Les Bonnes），

臺灣的楊景翔演劇團及馬來西亞卜卜劇

場，由各自的眼光探討並比對兩地社會所

關注的議題。兩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創

作者，如何將這些社會議題，以不同的場

域、時空、語言，將經典再次重製？此講

座邀請臺灣資深劇場生態觀察及戲劇評論

家于善祿老師擔任主持人。三人共同對談

經典劇本的改編過程以及執導經驗，進而

談論在當代臺灣與馬來西亞搬演此劇的意

義以及所反映的社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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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7 15:00~17:00 《無牆劇場－與素人社群共創的經驗》 

《無牆劇場－與素人社群共創的經驗》 

原型樂園的負責人貢幼穎及壞鞋子舞蹈劇

場的藝術總監林宜瑾，各自擁有與劇場外

社群或社區素人共同工作的經驗。講座將

聚焦在與非藝文背景者合作的契機；合作

過程和專業藝文工作者的相異處；當中所

面臨的挑戰以及碰撞出的火花。大稻埕國

際藝術節策展人林珣甄也將藉由這幾年的

在地經驗，分享藝術節如何將藝術接地氣

的理念具體轉化並實踐。  

2017-10-13 19:00~21:00 《縫 盜 聲 程 遊 : 稻埕發聲》藝術家面對面 

《縫 盜 聲 程 遊 : 稻埕發聲》藝術家面

對面 

《縫 盜 聲 程 遊 : 稻埕發聲》透過聲音

藝術和前衛表演的平台探討大稻程的環

境。藝術家從河邊到街頭收錄大稻埕的聲

音，聽眾將透過「聲音」旅行大稻埕，重

新發現和思考這塊土地的本質。在講座

中，此節目策展人的 David Chen（陳思銘）

將 與 Yannick Dauby ( 澎 葉 生 ) 、 Alice 
Chang（張惠笙）、Nigel Brown 三位聲音

藝術家一同來分享他們的創作理念、互動

合作關係以及策展轉變過程。 
 

2017-10-15 14:00~16:00 《四氣五味》藝術家面對面 

 

《四氣五味》藝術家面對面 

連續兩年參與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的 InTW
舞影工作室，創作核心為創新實驗表演形

式連結在地特色。今年深感大稻埕老街新

活力，進一步思考自身創作的「原．味」

與「在地獨特性」，發展出這次中藥入味

的《四氣五味》把脈演出系列。以大稻埕

重要的在地元素：中藥材，與表演藝術、

裝置藝術做結合，企圖將傳統元素與新一

代的藝術形式碰撞，並於創作過程中拜訪

店家與研讀古老的智慧結晶，從大稻埕豐

富的人文歷史沃土，重新長出新世代的無

限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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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串連講座 

2017-09-16 14:00 ~16:00 《戲曲、偶戲、現代戲劇與大稻埕》 

《戲曲、偶戲、現代戲劇與大稻埕》 

布袋戲、歌仔戲與當代戲劇，三種截然不

同的戲劇類型各在大稻埕有片小天地，他

們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連結與共通之處？

傳統戲曲與現代藝術之間能夠擦出什麼樣

的火花？大稻埕百年前聚集五十幾家的戲

院的「戲窟」盛況又是否有機會再度重現？ 

 

2017-09-23 14:00~16:00 《東南亞的藝術經驗》 

《東南亞的藝術經驗》 

近年在台灣受到關注的東南亞藝術，究竟

有什麼迷人之處？東南亞各國的文化脈絡

又各自帶來什麼樣的藝術發展特色？本場

講座邀請來自新加坡的獨立戲劇顧問、策

展人兼製作人鄧富權，以及近年積極參與

東南亞區域性藝術的當代藝術家羅仕東一

起對談，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東南亞經驗。 

 

2017-10-08 14:00~16:00 《雙埕計畫-串聯南北的民間獨立藝術節》 

《雙埕計畫-串聯南北的民間獨立藝術節》 

高雄的「不貧窮藝術節」與台北的「大稻

埕國際藝術節」同為民間發起的獨立藝術

節，本場講座邀請一南一北的兩位藝術節

重要推手來與大家分享他們的經驗談，民

間獨立藝術節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

麼有了官方舉辦的藝術節後，我們仍需要

民間獨立發起的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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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pen House  

(1) 2017/10/8( )  10:00-17:00 

(2) 11  

(3) 50  
 
    Open House 

(10/8) 10

/ 
-  

 
! Open House  

 

Sec. 1, D
ihua St.

Tacheng St.

Xining N
. Rd.

Minsheng W. Rd.

Guisui St.

M
inle St.

Anxi St.

Bao’an St.

Liangzhou St.

Minquan W. Rd.

Sec. 2, Chongqing N
. Rd.

Sec. 1, H
uanhe N

. Rd.

Sec. 2, Yanping N
. Rd.

Sec. 1, Yanping N
. Rd.

Chang’an W. Rd.

Civic Blvd.

Zhengzhou Rd.

Nanjing W. Rd.

to MRT
Shuanglian
Station

M

Dihua Shilian
Building

M捷運北門站
MRT Beimen Station

!

"

#

$

%

&

'

(

21

3

2
1

3

)

*

+

捷運大橋頭站
MRT DaqiaotouStation

to MRT
Zhongshan
Station

A

⋯⋯

O P E N
HOUSE

!"#$%
!"#""$!%#""

 
 -  

(1) 2017/10/1-2017/12/31 

(2) 11  

(3) 420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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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附件粘貼表(照片、剪報等)＜本表得以Ａ 4 格式影印後使用＞ 

活動照片及圖說：因演出節目眾多，以下為重點節目之精選照片 
【藝術節主題節目】 

  
卜卜劇場《下人》 INTW《四氣五味》 

  
褶子劇團《大稻埕在地舞蹈計畫》 《縫 盜 聲 程 遊：稻埕發聲》 

  
《女神我》 《大稻埕遇見吉人聲 X 天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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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天抽空和嬤嬤抽一口煙》 梵體劇場《我歌我城‧河布茶》 

  
《屬於城市的聲音_夜之大稻埕篇》 《外籍攝影師鏡頭下的大稻埕》 

  
《大稻埕荒物展》 駐埕計畫／新加坡 Daniel Kok 裝置展 

  
駐埕計畫／菲律賓 Leeroy New 裝置展 駐埕計畫／菲律賓 Leeroy New 服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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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劇場- 1920 變裝遊行】 

遊行現場 遊行現場 

  
主舞台-泥灘地浪人 主舞台- 

  
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 

  
時空攤販-達康 時空攤販-新生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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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攤販-宗恩 時空攤販-嚎哮 

  
 

【戶外才華市集】 

 
 

Popping Jazz & Breaking | 景文熱舞  弦樂鋼琴 | 韻盒子音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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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搖擺舞 | TIPSY Swing 搖擺小酌 台日樂團 | 八得力樂團 

  
造型氣球 | 璀燦繽紛 古箏 | 萬里仙姑黃媽媽  

  

嘻哈饒舌 | 熊世翔 現代舞 | 反面穿舞蹈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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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搖擺舞 | Cheers Swing  魔術 | 魔術師右拳 

  
捏麵人 | 俊藝手作: 街頭藝人/捏麵人/捏塑接案/教
學活動體驗 

義大利偶戲 | 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 

  
吉他 | 曉光老師 扯鈴 | 方庭良、扯鈴街頭藝人 吳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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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角 | 標點符號 相聲漫才 | 緯為說唱團  

  
爵士鼓 | 盧斯勇 馬戲 |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Formosa Circus Art 

 

 

竹板快書 | QQ 醬 扯鈴 | 華健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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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明哥 | 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 La Gitanita 望春風快閃活ㄉㄨㄥ 

 
其他宣傳照片 

  
綠色和平電台 電台宣傳 協同藝術家 吳文翠 寶島聯播網 寶島少年 電台宣傳 協同藝術家 黃鼎云 

  
蘭州國中校園推廣活動 重慶國中校園推廣講座 

 



頁 47 

 

  
Open House 私密遊 – 參觀李臨秋故居民眾合照 Open House 私密遊 – 阿嬤家女性人權博物館專場導覽  

  

Open House 私密遊 – 參與民眾於「塔可商行」手作皮雕 Open House 私密遊 – 民眾參觀「瓦豆・光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