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獅團活動熱鬧登場

自1月29日至2月28日，每天都有豐富又有趣的活

動，更多活動及詳細兌換資訊，可至博物館或新北

市政府文化局查詢。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水柳角68、甘樂文創、竹圍工作室、吳福洋襪子故

事館、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館、四季紙品手創館、

琉傳天下藝術館、光淙金工藝術館。

新北市政府  http://www.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culture.ntpc.gov.tw/

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e7summer

廣告

    美麗永安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90號2樓 02-29298830　
http://www.yalac.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11:00-19:00

用老的文字，寫新的祝福-鉛字詩
籤蓋印體驗
時間：1月29日-2月5日
新的一年初始，美麗永安生活館以鉛字活版印刷
延續舊時代文字的祝福，走春順便拾一首詩籤，蓋上祝福的印記，
送給自己，或心裡那個想祝福的人。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3號 02-22760182　
http://www.xzcac.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31日起                                                                                                       
開館時間：9:00-17:30

(一)諸羅山木偶劇團（布袋戲文物館）
展期：105年11月18日-106年3月12日
本展呈現30年代至90年代臺灣掌中戲多元的發
展歷程。

(二)走過新莊街-簡文仁油畫個展（藝術廳）
展期：106年1月20日-2月8日
展出簡文仁老師以新莊為主題之油畫寫生創作，運用畫筆記錄老
街區新市鎮的記憶與歷史面貌。

    新板藝廊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6號3樓 02-29506606　
http://www.yalac.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10:00-18:00

「MED#161時光保物特展」
時間：即日起~2月28日
展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百年石膏模製品，以及林本源園邸的百
年木構件，透過探索、體驗、遊戲的方式帶領大家認識文物修護
及歷史美學，並且走進難得一見的文物修護室，近距離接觸百年
石膏模製品的修護過程，一窺文物修護的神秘面紗。

    泰山娃娃產業文化館
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4樓 02-85311406分機101
http://www.taishan.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31日起
開館時間：9:00-17:00

「泰山芭比旗袍禮讚‧重現復古旗袍風華」特展
泰山娃娃產業文化館於2004年成立，主要呈現美寧工廠的歷史與
泰山產業的變遷，並展示芭比娃娃及相關文物，另有娃衣設計師
各時期創作的代表性典藏娃娃。

    世界宗教博物館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236號7樓 02-82316118　
http://www.mwr.org.tw/content/news/news.aspx
春節連假開館日：2月2日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週一

(一)「福祥吉兆」王步青花瓷繪及交趾陶特展
展期：2016年11月9日-2017年2月12日
本館15週年與祥太文化館合作展出王步青花及交趾陶，懷著一顆
感恩的心，透過展品傳遞吉祥如意，感謝15年來伴隨宗博館成長
的每一位參與者。
地點：六樓第一特展區，門票：春節期間半價50元。

(二)「年年有魚-翻糖杯子蛋糕創作」工作坊
時間：2月5日13:00-17:00
主講人：Maestro Studio
材料費用：每份600元
(12歲以下需由家長陪同)
網路報名：https://goo.gl/o6BxrS
現場報名：至本館一樓服務台。

(三)「奇幻精靈劇場」春節後首場
奇幻精靈陪你共度愉快的親子時光
活動時間：2月11日14:00-15:00
參加辦法：當天購買兒童館門票，即可免費參加。

    臺電北部展示館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斗60號 02-24985112　
http://wapp4.taipower.com.tw/nsis/north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8:20-16:20
休館日：週一

電力的奧秘與互動遊戲
本館規劃賞心悅目的視聽感受，輕鬆自然的進
入電力世界，探索電力的奧秘。展示區包含多
元發電、低碳樂活與互動遊戲區、電力補給站、
藝術走廊等數個展覽區，在科技與藝術的輝映之下，參訪北部展
示館會是一趟令人回味的旅程。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新北市平溪區新寮里頂寮子五號 02-24958680　
www.taiwancoal.com.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30-17:00

幸福煤滿平溪遊
(一)臺日炭礦文化比較暨老礦工懷舊照片特展
展期 ：1月29日-2月11日 

(二) 購票入園者贈送小礦帽LED燈1個，每日200份，送完為止。
活動時間：1月29日-1月31日

    李梅樹紀念館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3巷10號 02-26732333　
http://limeishu.org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10:00-17:00

走春尋梅--李梅樹紀念館抽獎活動
到訪三峽別忘了到李梅樹紀念館走春，
這裏有國寶畫家李梅樹作品，陪伴您度
過春節的歡愉，還可以參加活動得到精
美好禮！

新春賞畫優惠活動                            
(一)與最喜歡的畫作合影，打卡上傳至
FB，寫下「李梅樹紀念館」，即可至櫃臺
參加抽獎活動一次，人人有獎。
(二)凡滿四人以上一同購票入館參觀，均享優待票80元優惠。

    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12號 02-26618162
http://www.atayal.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週一至週五9:30-17:00
週六及週日9:30-18:00

泰雅建築屋常設展
展示泰雅族的歷史及生活區，並傳承部落的歷史文化、祖先的語
言與生活方式、傳統的歌曲舞蹈、泰雅特有的編織藝術，讓舊有
的文化藉由現代的科技，呈現出傳統泰雅歷史文化活力與特色。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239號 02-26729996　
http://www.hakka.ntpc.gov.tw/index.php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00-18:00

好客藝起迎新春
(一)DIY手作體驗活動
時間：1月29日-2月19日，13:30-17:00
客家擂茶、祈福燈、竹燈籠、客家提袋、
桐花相框、桐花/浮水印寶貝盒、大風車、
客家土樓砂畫等，地點：研習教室，材
料費用：150~200元。

(二)禾埕童玩體驗-闖關送精美小禮物
時間：9:30-11:30、14:00-17:00
地點：禾埕廣場(雨天暫停)
闖關：1月29日~2月19日，15:00、16:00

(三)至本園區圓樓服務臺打卡贈新春好禮，送完為止。

    新店文史館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 02-2911-5534
http://www.yalac.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31日起
開放時間：9:00-17:00

夢想幸福~廖飛熊猴雕藝術展
展期：1月12日-4月9日
廖飛熊的創作表現內心感受，在立體作品運用生漆塗裝手法。豐
富的顏色堆疊，色彩表現更加呈現野性浪漫的風格，進而得到抒
發情感的自我完成。藉以猴的行為語言，探討簡樸人性思維，將
人類親情摯愛寄情於創作中。

    朱銘美術館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2號 02-2498-9940
www.juming.org.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8日起
開館時間：10:00-17:00

從心看見「一座藝術桃花源」
(一)「探材‧拓藝」-2017朱銘典藏展
展期：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回顧朱銘多元的創作歷程，從材質創新
出發，以木「雕」、陶「塑」、海綿「
捆」、不銹鋼「捲」與「光澤感應用」、
拼貼「異材質組合」等六種創作方法
下，建構起一條朱銘在探材與拓藝下所
體現的創造性軸線，引領觀眾藉由作品所體現的創作理念，拓展
自身的藝術視野。

(二)兒童藝術中心實驗展場創作DIY
地點：兒童藝術中心1樓
詳情以官網公告為準，憑摺頁享8折優惠。

1月29日
2月28日

(

初
二)

坪林茶業博物館
1月29日(初二)
10:30

府中15
動畫故事館
1月29日(初二)
16:00

國定古蹟
林本源園邸
1月30日(初三)
11:00

空軍三重一村
1月31日(初四)
11:00

連勝彥老師題字



新春新氣象
從新北市文化走春開始！
今年春節新北市博物館家族聯合文創聚落、特色觀光工廠，共同推出豐富又好玩的文化走春活動，除了到

博物館免費體驗DIY課程，各館還有許多迎春接福的活動連番登場，讓大家雞鳴新春，一年初始大展身手

的好活力!

「雙館合璧‧藝展身手」-免費DIY課程體驗

「雙館報囍‧集章活動」
每年期待新北市的生肖集章活動來嘍，今年各館推出可愛喜氣造型印章，新春期間走訪

各館，組合有趣印章圖案，讓大家新春期間蒐集好運氣。

時間：1月29日(初二)至2月28日。

地點：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世界宗教博物

館、朱銘美術館、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李梅樹紀念館、蘆洲李

宅古蹟、臺電北部展示館、泰山娃娃產業文化館、美麗永安生活館、林本源園邸、板橋

435藝文特區、府中15、新板藝廊、新店文史館、坪林茶業博物館、新莊文藝中心、新平

溪煤礦博物園區。（小提醒：部分館舍需購票入場，詳請可至各館網頁查詢。）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02-26191313轉600
http://www.sshm.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30-17:00

十三行萌雞祥如意
(一)萌雞報喜
時間：1月29日-2月1日
穿著有「雞」圖案的服飾或相關物品，並持本館門票票根1張或
106年1、2月統一發票10張，即可至服務台兌換小禮物，每日限
量66份。

(二)初二招財進寶如意雞
時間：1月29日上午9:30
入館前106位觀眾可獲得十三行萌雞玩偶1隻，每人限領1隻。

(三)尋雞抓寶樂
時間：1月29日-2月1日，每日2場次9:30-12:00、13:00-16:30
使用館內導覽系統APP找到3種十三行神奇寶貝(需包含1隻小雞)，
即可在4樓時光空橋領取小禮物1份。每日限量66份。

(四)大雞大利DIY活動
時間：1月29日-2月1日，每日3場次(10:30、13:30、15:30)
「免縫襪雞寶寶」DIY活動，可當作鑰匙圈、吊飾，讓新年擁有
好心情。每場20人，每份60元(每場開放電話預約10人，預約電
話:2619-1313分機600 張小姐)。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8號 02-24962800 
http://www.gep.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30-18:00

「金雞報喜」-
106年春節系列活動  
(一)雞祥如意喜迎春，打卡拍照送好禮
時間：1月29日-2月1日，9:30-16:00
只要在館內拍攝別出心裁具有春節氣息的照片，並在「新北市立
黃金博物館」粉絲專頁打卡並上傳照片，即可在煉金廣場兌換獲
得精美小禮物一份，送完為止。

(二)尋寶奇雞-有獎徵答活動
時間：1月29日-2月1日，每日4場11:00、13:00、14:00、15:00
以金瓜石自然風景、歷史人文及館內各項展示為主題，邀請大家
在煉金廣場進行機智問答，就有機會獲得限量精美小禮物一份。

(三)金雞金蛋喜豐年，富貴如意事竟成
時間：1月29日-2月1日，9:30-18:00
為了能讓大家分享富貴喜氣，於本館遊客中心發送代表本館意象
的「金玉滿糖」黃金晶梅糖，祝福所有遊客都能心想事成。

(四)金雞喜洋溢-春節懷舊國片系列
時間：1月29日-2月1日，14:00
具有歷史氣息的昇平戲院，播映懷舊國片，邀您闔家共賞，一同
回味美好的往日。

(五)「新春雞好運」 陶博討吉祥
時間：1月29日-2月1日，地點：陶品集。
來陶博，搶「陶」香
每年農曆春節，為祈求一整年的好運，人們總是在大年初一聚集
到各大廟宇，期待搶得頭香，獲得神明的保佑。初二到初五當日
來館第1位消費者，即獲贈「祥雲瑞沏茶具禮盒」1組(市價2,600
元)，讓您在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得好運。

    林本源園邸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9號 02-29653061分機23、43　 
http://www.linfamily.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00-17:00

古蹟咕雞好運到
(一)雞鳴東風春菊現
展期：1月29日-2月28日
重現初建時，香玉簃前廣場和花圃內菊花盛開錦簇之美景，以近
七百多盆，象徵吉利發財的菊花園藝設置，結合園邸古蹟建築特
色和漏窗意象，感受古代文人、仕紳名流賞花怡情之風雅。

(二)雀鳥開屏福雞至
展期：1月29日-2月28日
以林園孔雀及雞年象徵吉祥鳥的意象，製作傳統燈籠藝術裝置，
並加入現代性風格，邀請巴黎工藝設計師週大放異彩的張徐沛及
其女兒張宛瑩同臺合作，展現新舊時代融合的創意美學。

(三)孔雀GO-林園抓寶活動
時間：1月29日-2月5日，10:00-15:00
第一重：尋找孔雀燈籠藝術裝置，並拍照打卡上傳林園FB粉絲頁  
            後，可獲得文創商品1份，每日限量20份。
第二重：尋找孔雀寶貝球，可兌換驚喜小卡，每日限量30張。
第三重：封侯(鳳猴)骰子樂
            1月29-31日尋找孔雀王，比賽擲骰子，贏家可獲得林園 
            文創商品1份，每日限量30份。

    坪林茶業博物館
新北市坪林區水德里水聳淒坑19-1號 02-26656035
http://www.tea.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7:00、週六至週日9:00-17:30

金雞賀喜，茶香渡新年!
(一)茶博尋金雞
時間：1月29日-2月1日
金雞拜新年，新春迎好運!茶博館在園區
藏有數顆金雞蛋，只要集滿5顆，並拍
照打卡上傳，即可兌換限量精美小禮
品，每日限量100份，金雞迎新年，快
來茶博找雞趣!

(二)金雞賀喜求保庇
時間：1月29日-2月1日
只要於活動期間，至展示館一樓保坪宮求籤區，求一支屬於你的
新年籤詩，並拍照上傳打卡，即可兌換限量茶香福袋，每日限量
100份。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段6巷32之2號 
02-26212830、02-26231001
http://www.tshs.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週一至週五9:30-17:00、週六及週日9:30-18:00
藝術工坊：週一至週五11:00-21:00、週六及週日10:00-21:00
滬水一方：週一至週五10:30-17:00、週六及週日10:30-18:00

淡水古蹟迎春吉
(一) 金雞行大運─聞雞起舞福氣袋
時間：1月29日，10:00
提供古蹟福氣袋，內有精美小禮物、紅
包袋及一元小卡，送上一元復始萬象更
新的福氣，限量106份，送完為止，地
點：紅毛城驗票入口內。

(二) 古蹟尋寶樂—古蹟大搜查
時間：1月29日-2月1日，9:30-17:00
蒐集可愛的雞年新春印章，前500名集滿章的民眾可至紅毛城紅
城小舖或海關碼頭A棟紀念品店，兌換養身元氣茶1杯與駐村藝術
家劉裕芳的限量版畫年畫1份。集章處：紅毛城、小白宮、淡水
藝術工坊、得忌利士洋行、海關碼頭、滬尾礮臺、滬水一方、多
田榮吉故居。

(三) 金雞賀歲吉祥話—FB粉絲頁活動
時間：1月27日-2月1日
加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FB粉絲頁後，於指定文章中留
下雞年吉祥話，過年後將抽出幸運兒贈送精美禮品，限量20份。

(四) 紅城金雞大禮包
時間：1月29日-2月1日，9:30-17:00
新春開館推出新春特價大禮包，綜合數種暢銷有趣的文創紀念品，
限期限量106份，歡迎搶購，地點：紅城小舖。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02-86772727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30-18:00

陶然奇「雞」過好年
(一)尋蹤覓「雞」  
時間：1月29-2月1日，13:30-17:00 
蝕刻或陶板雕刻各種雞或鳥類相關圖案，以紙與鉛筆拓印，請大
家幫小雞一家團聚，地點：大廳。

(二)面授「雞」宜雕雞趣
時間：1月29日-2月1日，14:00-16:00
陶藝家現場示範捏雞、塑雞，地點：大廳。

(三)雞年來「起家」
時間：1月29日-2月1日，9:30-18:00
用陶瓷素燒骨牌疊磚屋、疊積木遊戲，全家動手一起蓋自己的
「起家厝」，又象徵步步高升，地點：月門廣場簷廊。

(四)陶然「旺雞」一路發
時間：1月29日9:30，送完為止。
大年初二入館前168位民眾，將可獲得特製小陶雞1隻，祝您整年
一路發，地點：大廳。

(三)嘣出好運，金雞開工一鳴驚人!
時間：2月1日
雞年迎新春，嘣出好運來!
邀請爆米香師傅，於館舍中現場製作爆米香，搭配免費奉茶，邀
請大家在雞年開工日爆出好運、一鳴驚人迎新春!

    板橋435藝文特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5號 02-29690366
http://www.435.culture.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9:00-18:00

聞雞起藝—435走春趣
(一)新春奇幻電影院
時間：1月29日-2月1日 
內容：日日免費強檔電影，邀您闔家共賞好戲！

(二)未來明信片
時間：1月29日-2月1日 
內容：歡迎民眾寫下對自己、親友的祝福，當
107年來臨時，板橋435藝文特區將替您免費寄出，帶給您穿越時
空的意外驚喜。

(三)「靈雞一動」手創體驗工作坊
結合傳統工藝、古早味童玩以及創意手作體驗等多元課程，還有
神秘加碼活動，讓大小朋友春節有藝思！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號 02-29683600　
http://www.fuzhong15.ntpc.gov.tw/
春節連假開館日：1月29日起
開館時間：2-5樓展覽室 9:00-18:00、8樓影音閱讀館 9:00-21:00
休館日：2月6日

雞飛狗跳闖關趣，1哥5弟送金幣！
(一)1哥5弟送金幣
時間：1月29日-2月12日
活動期間來府中15參觀展覽兼闖關，只要闖關成功就可至2樓服
務台兌換限量金幣巧克力1枚，讓你新年金光閃閃好運到。

(二)假日動畫DIY課程
時間：1月29日-2月12日
活動期間每週六、日，可愛「幻影風車」及「旋轉木馬」陪你過
新年！

(三)二十四分之一的殘影特展
時間：即日起至2月5日
展覽集結4位來自臺灣與日本的藝術家，以動畫
基本原理每秒24張照片的概念為主軸，藝術家
以當代藝術創作的手法透過平面、錄像與裝置
呈現，給觀眾不同的視覺享受及哲思。

水柳角68
手工精油茶皂DIY
2場，每場20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坪林茶業博物館/茶憩樓

甘樂文創
機器人鑰匙圈
2場，每場30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十三行博物館/教室A

竹圍
工作室
丁酉年雞力充沛
輕鬆做盆栽
2場，每場30人，現場報名

14:30-15:30、15:30-16:30

地點：鶯歌陶瓷博物館/陽光前廳

吳福洋襪子
故事館
小襪兵娃娃抱枕
2場，每場30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府中15動畫故事館/6F

*8歲以下需家長陪同。

手信坊創意
和菓子文化館
手信坊和菓子DIY
2場，每場25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林本源園邸/定靜堂

四季紙品
手創館
夢想熱氣球卡片DIY
2場，每場20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435藝文特區/小學堂

*6歲以下需家長陪同。

琉傳天下
藝術館
旋轉音樂鈴 
2場，每場20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淡水古蹟博物館/

         紅毛城DIY教室

光淙金工
藝術館
一起看雲去
鑰匙DIY
2場，每場25人，現場報名

14:00-15:00、15:30-16:30

地點：黃金博物館/郵局2F

（小提醒：部分館舍需購票入場，詳請可至各館網頁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