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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黃金博物館

九 份 昇 平 戲 院

‧貳零壹肆年四至六月系列活動‧

廣告

九份昇平戲院
Shengping Theater, Jiufen, New Taipei City

演出
地點
Venue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電影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14:00 / 懷舊國片：天才蠢才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天才蠢才

2 0 1 4 年 4 至 6 月節目總表

　每週一、二、三、四固定播出（特別標註除外）

·�1�4�:�0�0� 山城遇見愛�(有聲版�)

　每週一至週日固定播出（特別標註除外）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定期

維修日

定期

維修日

‧貳零壹肆年四至六月系列活動‧

◆ 金穗獎入圍暨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山城遇見愛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 懷舊電影系列： 天才蠢才

 原鄉人

 真白蛇傳

黑手

心頭肉

双生花

15:30 金穗獎
《狀況排除》、《家》、《釘子戶》

15:30 金穗獎
《小騎士闖通關》、《美好的》

15:30 金穗獎
《心碎秘方》、《閉鎖鍊》、《捕夢網》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電影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14:00 / 懷舊國片：天才蠢才

15:30 金穗獎
《天公伯的攤子位》、《打狗出航》

15:00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15:30 金穗獎
《可愛陌生人》《看不見的村落》《與竹共舞》

15:30 金穗獎
《The kitchen》《公寓》《無可娶代》

15:30 金穗獎
《烏歸》、《為你點首歌》、《清明》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電影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江宗傑導演《黑手》

14:00 / 懷舊國片：天才蠢才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原鄉人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原鄉人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原鄉人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原鄉人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真白蛇傳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真白蛇傳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真白蛇傳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真白蛇傳11:00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 14:00 山城遇見愛

15: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16:00 /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電影

14:00 / 懷舊國片：原鄉人

15:30 金穗獎
《鮮肉餅》、《友情條件》、《泳漾》

15:30 金穗獎
《刪海經》、《尋找木柵女》

15:30 金穗獎
《Nochoice》、《魚在水裏哭》

15:30 金穗獎
《神算》、《安派兒》

15:30 金穗獎
《非常舞者》、《鐵兔子》

                                                            15:30 金穗獎
《夢遊動物園》《幸福路上》《冥天》《鹿角女孩》
《一個時間、一個地點》《氣息》《旋轉木馬之家》
《童樂》《菊花小箱》《點燈人》《血吧！》《莫忘》

婦幼節 清明節

端午節

16:00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14:00 懷舊國片：真白蛇傳











交通資訊

從臺北搭乘東部幹線往宜蘭、花蓮火車，於瑞芳站下車，至火車站前廣場對面搭乘基隆客運前往九份。

�1�.臺北�-金瓜石�:可自臺北捷運忠孝復興站�(�1號出口�)搭乘基隆客運，經瑞芳，到九份「舊道口」站下車。

�2�.基隆�-金瓜石�:可自基隆火車站�(仁祥診所前�)搭乘基隆客運，到九份「舊道口」站下車。

★客運下車後，從基山街步行約�1�5分鐘至豎崎路，往階梯下行約�3分鐘至輕便路即抵達。

火車

公車

一、昇平物語          About Shengping Theater
昇平座� �S�h�e�n�g�p�i�n�g� �S�h�o�w� �H�o�u�s�e

日治昭和年間興建完工之「昇平座」空間規劃，�1樓有玄

關、辦公室、販賣部、觀眾席、放映室、警察官臨監席、

影片儲藏室、浴廁設施、舞台、後台、廚房等。�2樓有休

憩室、接待室、觀眾席、舞台迴廊等。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gping Show House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Showa Period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is 
show house was a two-storey building. The first floor was 
planned with a lobby area, an office, a vending area, audience 
seats, screening room, police seats, film storage, lavatories, 
stage and backstage, and kitchen, and the second floor has a 
recreation room, reception room, audience seats, and stage 
corridors.

昇平戲院� �S�h�e�n�g�p�i�n�g� �T�h�e�a�t�e�r

戰後因故「昇平座」易名為「昇平戲院」，民國�6�0年代，

九份礦業沒落，人口外移，再加上電視普及，戲院於民國

�7�0年代結束營業。

在昇平戲院全盛時期，歌仔戲、電影、新劇、布袋戲等表

演整月滿檔，座無虛席，連走道都站滿觀眾。戲院內廁所

不敷使用，走道上還會放置小便桶應急，盛況可見一斑，

是九份、金瓜石和瑞芳主要的娛樂場所。

After the war, Shengping Show House was renamed Shengping 
Theater. In the 1970’s, the mining industry in Jiufen entered its 
waning days and the population took a dive due to outward 
migration. Shengping Theater finally ended its glorious story in 
the 1980’s after TV became a common fixture in every family.
At its high time, Shengping Theater was often fully scheduled for 
non-stop Taiwanese operas, movies, dramas, and hand puppet 
shows one month at a time and the audiences out-flowed to the 
walkways. The lavatory facilities inside of the theater were often 
not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crowd. Urinals were placed by 
the walk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frenzy was the best 
testimony to the prosperity and thriving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n the Jiufen, Jinguashi, and Ruifang area.

二、昇平再起          Resurgence of Shengping

紀念性建築物Architecture of Special Historic Value
民國�8�3年（�1�9�9�4），颱風吹毀昇平戲院屋頂。經年閒置後，

昇平戲院僅存正立面牆、四邊牆體，以及二樓圓弧樓板和

山牆。民國�9�8年（�2�0�0�9）捐贈予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並於民國�9�9年（�2�0�1�0）�6月�2�8日核定為紀念性建築物。

民國�9�9年（�2�0�1�0）�1�0月，以修復及補強的模式，進行戲院

整修工程，重現民國�5�0年代的空間場景，恢復其「多功能

展演場域」功能。民國�1�0�0年（�2�0�1�1）�8月重新啟用。

In 1994, a typhoon blew off the roof of Shengping Theater. After 
years of idleness, only parts of the structure remained, including 
the façade, the four walls, and the floor and gable of the second 
floor. In 2009, the family donated the structure to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structure was certified as architecture 
of special historic value on June 28th 2010.
In October 2010, restoration of Shengping Theater commenced. 
Reinforcements were implemented to revive the memories of 
the 1960’s. In August 2011, this original multifunctional 
performance space was reopened to the public.

三、參觀資訊          Visitor Information

開館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五�� 上午�9�:�3�0�-下午�5�:�0�0

9:30am to 5:00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週六及週日�� 上午�9�:�3�0�-下午�6�:�0�0

9:30am to 6:00pm Saturday and Sunday

定期維修日 Closed on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若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農曆除夕、

年初一、選舉日為定期維修日

First Monday every month (will be opened if the Monday is 

National Holiday), Chinese New Year Eve, Chinese New Year 
Day, and Election Day. Other closed days will be announced in 
advance.

定時導覽� �F�i�x�e�d� �h�o�u�r�s

週六、週日提供定時導覽，導覽時間依現場公告為主。

Guided tours are available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on fixed 
hours. Please see the on-site announcement for the updated 

 

山城遇見愛(有聲版)
週一�~週四� �/� �1�4�:�0�0

來自台灣南部的少女，偶然

邂逅了金瓜石的青年與因緣

際會下來到此地的日本男子

。透過外地人與當地人不同

的視角，共同譜出了蘊含記

憶與情感的篇章。

樂活創意家紀錄片
週一�~週日� �/� �1�1�:�0�0

黃金博物館內日式宿舍群周邊，以

生活藝術創作為途徑，進行空間活

化；以「換工體驗」概念，徵選出

來自國內外、各種創作領域的「樂

活創意家」，進駐體驗礦山的舊時

代氛圍，與在地藝術家對話交流，

成為水金九地區的文化種子。

金穗獎為「培育電影人才、鼓

勵新銳創作」之影像創作競賽

；電影短片輔導金則是培育國

內新興影像創作人才的機制，

此影展呈現出新世代導演豐碩

的影像創作成果。

金穗獎入圍暨電影
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4/1~4/23
週一至週四，�1�5�:�3�0

本片屬最經典的「許不了

－朱延平」合作模式，片

中盡展許不了渾然天成的

表演能力，觀眾不用透過

劇情與對白，無論任何國

籍、年齡層都可以直覺地

從他滑稽誇張的造型和身

體語言中得到歡樂。被稱

為「台灣卓別林」，當之

無愧。

4月懷舊國片：
天才蠢才
4/4~4/27
週五�~週日，�1�4�:�0�0

李行導演作品，秦漢與林鳳嬌主演。根據知名作家鍾

理和一生坎坷的遭遇，奮鬥的事蹟，對原鄉故土中國

的懷念，及其寫作的歷程拍攝而成，藉以表達對這位

台灣文壇先驅，由衷的敬意及追思。

4月江宗傑導演《黑手》
週一�~週四，�1�5�:�0�0；週五�~週日，�1�6�:�0�0

黑手學徒阿昆夢想著在他居住的小鎮，開一間機車行，

和可愛的女友小雯一起過著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直到那天，在冷冰冰

的濱海公路上，小雯的一句話，讓阿昆從此失去對生活的熱情與追求

理想的動力，甚至忘記了他最初的夢想……。

媽媽的臨時到來，讓原本就無所適從的嘉雯，更加不知所措。

長期疏離的關係，讓很多想表示的關心，出了口卻帶點責難；

更不想因為自己的狀況而影響彼此，讓對方擔心。家，應該是

最赤裸，也最讓人受到保護的地方；而家人，是最不願意傷害

，也是最可能傷害到的人。

時值日治，被遺棄的龍鳳胎妹妹姚雨從小因病隔

離，哥哥姚宇每晚惡夢纏身，青梅竹馬的表哥自

日本歸國，青春的波紋搖擺盪漾。然而，湖中的

迷霧逐漸散開，夢的盡頭有著一朵竭盡生命綻放

的──「双生花」。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等你來�S�H�O�W大戲院系列

為培育國內電影人才，鼓勵新銳創作，本館特別規劃

「等你來SHOW大戲院――影像創意新人徵件計畫」，

提供優秀人才作品發表園地，期望透過昇平戲院獨特

的場域，營造優秀影片作品發光發熱的平台。

5月蘇文慧製片《心頭肉》
週一�~週四，�1�5�:�0�0；週五�~週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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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翁語彤導演《双生花》
週一�~週四，�1�5�:�0�0；週五�~週日，�1�6�:�0�0

5月懷舊國片：原鄉人5/2~5/31 週五�~週日，�1�4�:�0�0

�6月時值端陽佳節，關於端午節，除了憤時憂國的屈原歷史外

，最為浪漫淒婉的，應數白蛇傳中，許仙聽信法海之言，於端

午節之際用雄黃酒灌醉白娘子，使之顯示出原形，而許仙也因

此而被驚嚇致死的故事了。因此，本週特別推出林青霞與秦祥

林主演的《真白蛇傳》以饗觀眾。

6/1~6/29 6月懷舊國片：真白蛇傳

週五�~週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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