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演主題 日期 時間 類型 表演團體

金色浪漫

2月 15日 六

09:00-09:30 開幕式

09:30-10:30 客家金曲入圍歌手 葉鈺渟

11:00-12:00 客家木箱鼓團 MR.ONE CAJON
13:00-14:00 樂團表演 Corner Style 街角風情
14:00-14:20 Beatbox 人聲口技 張德欽（芝麻）、黃柏翔（d1sh）
14:20-15:00 日式太鼓 JF太鼓團

2月 16日 日

10:00-10:40 客家金曲入圍歌手 黃于娟

10:40-11:20 客家歌手 馮士鈞

11:20-12:00 吉他歌手 方治權

13:00-14:00 吉他樂團 小手隊長

14:00-15:00 客家金曲入圍歌手 青鳥合唱團

靚靚時光

2月 22日 六

10:00-11:00 客家金曲入圍歌手 曾仲瑋

11:00-11:30 在地社區 /烏克麗麗 蔡皓怡與大小巴拉樂團

11:30-12:00 在地社區舞蹈表演 仁善社區百歲樂團

13:00-14:00 吉他表演 桃園育達高中吉他社

14:00-15:00 首創小學生搖滾創作樂團 孩在搖滾

2月 23日 日

10:00-10:40 在地社區 三和社區手鼓團

10:40-11:20 在地社區 /古典民族舞 桃園社區大學—中華舞韻

11:20-12:00 客家歌手 劉慧卿

13:00-14:00 客家歌手 雙組合 曾止妤 、陳鈺羲
14:00-15:00 桃園在地 /木箱鼓樂團 JJ原木樂團

花間對話

2月 26日 三

11:00-12:00 客家樂團 紅如樂團 Hung Ru Music Group
13:00-14:00 客家樂團 /吉他人聲 彼得潘

14:00-14:30 人聲 /口技 北科大口技社

14:30-15:00 客家傳統 /在地 野草二胡集社

2月 27日 四

11:00-12:00 吉他小王子 羅立辰

13:00-14:00 吉他人聲 李軍

14:00-15:00 專輯歌手 黃茵琪

15:00-15:30 客家創作樂團 Chumikiller Band — 啾咪殺手

花漾盛宴

2月 28日 五

10:00-11:00 中東鼓樂團 微漫樂隊

11:00-11:30 客家傳統 橡棋林藝術弦樂團—山歌．小調

11:30-12:00 多元藝術表演 /親子表演 大頭泡泡哥哥—泡泡秀表演演員

13:00-13:30 KB+VOCAL 陳伊仁 YiRen & Flower
13:30-14:30 桃園在地 /吉他音樂 謝旻諺、陳永謙

14:30-15:00 客家 /親子表演 享樂 10弦樂團
15:00-16:00 專輯歌手 游騰霖

2月 29日 六

10:00-11:00 桃園在地樂團 3JAM客
11:00-12:00 客家流行山歌 朱鵬鈞、詹騄明

13:00-13:30 客家 /舞蹈 洗衫坑舞團

13:30-14:00 桃園在地 /肚皮舞 迷舞融合風舞團

14:00-14:30 多元藝術表演 舞台魔術表演

14:30-15:00 多元藝術表演 泡泡秀

15:00-15:30 在地青年 中原吉他社

3月 1日 日

10:00-10:30 客家樂團 炒米粉絲團

10:30-11:00 文青樂團 綠繡眼

11:00-12:00 人氣樂團 塔貝瑪斯 TBMS
12:00-12:30 客家傳統 碧霞鄉土客家民謠劇團

13:00-13:40 爵士音樂 Dai's Jazz Studio ｜ Vic 與鄭勳爵士二重奏
13:40-14:10 多元藝術表演 /親子表演 魔術表演

14:10-14:40 多元藝術表演 /親子表演 小丑雜耍

14:40-15:00 寫生比賽頒獎

15:00-15:30 吉他人聲 過敏兒粉粉

大北坑展區 

綻放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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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音樂會

活動海報表演主題 日期 時間 類型 表演團體

大地之韻

2月 15日 六

10:00-11:00 古典樂團 義大利曼羅鈴—陳碧蓮、陳勝航

11:00-12:00 木箱鼓樂團 浪跡樂團

13:00-14:00 國樂 古典樂團表演

14:00-15:00 客家歌手 演唱歌手—龍潭小龍女

2月 16日 日

10:00-11:00 客家歌手 客家一姊演唱歌手—陳淑姬

11:00-12:00 古典樂團 笛獨奏 /古典樂團表演
13:00-14:00 古典音樂 迷幻薩克斯風—張狂瀾

14:00-15:00 吉他音樂 溫康雨 

時光慢旅

2月 22日 六

10:00-11:00 古典吉他 古典吉他演奏—黃政魁

11:00-12:00 吉他音樂 沈筱卿 Ching
13:00-14:00 古典樂團 cello獨奏 /古典樂團表演
14:00-15:00 客家歌手 演唱歌手—龍潭小龍女

2月 23日 日

10:00-11:00 古典樂團 義大利曼羅鈴—陳碧蓮、陳勝航

11:00-12:00 古典樂團 打擊樂 /古典樂團表演
13:00-14:00 清新小歌手 羅立辰 CHEN
14:00-15:00 古典音樂 迷幻薩克斯風—張狂瀾

花浪茶香

2月 26日 三

11:00-12:00 客家歌手 演唱歌手—龍潭小龍女

13:00-14:00 客家歌手 蕭圓

14:00-15:00 古典音樂 曼陀鈴樂團—陳碧蓮、陳勝航

2月 27日 四

11:00-12:00 日本古典音樂 尺八老師—吳家榮

13:00-13:30 日本古典音樂 尺八老師—吳家榮

14:00-15:00 客家歌手 陳淑姬

茶間悠遊

2月 28日 五

10:00-11:00 日本古典音樂 日本尺八演奏—吳家榮

11:00-12:00 國樂 古典樂團

13:00-14:00 古典音樂 迷幻薩克斯風—張狂瀾

14:00-15:00 溫情男聲 吉他之聲 阿彼
15:00-16:00 創作樂團 模糊邏輯 Fuzzy Logic

2月 29日 六

10:00-11:00 古典音樂 古典吉他演奏—黃政魁

11:00-12:00 金曲客家歌后 王鳳珠

13:00-14:00 人聲口技 張德欽（芝麻）、黃柏翔（d1sh）
14:00-15:00 客家歌手 演唱歌手—龍潭小龍女

15:00-16:00 魅力男聲 吉他男孩—陳豊緣

3月 1日 日

10:00-10:30 客家傳統藝術 客家八音演奏

10:30-11:00 客家傳統藝術 山歌小調、山歌三大調

11:00-11:30 客家傳統藝術 男女對唱

11:30-12:00 客家傳統藝術 客家三腳採茶戲

13:00-13:30 客家傳統藝術 客家八音演奏

13:30-14:00 客家傳統藝術 山歌小調、三大調

14:00-14:30 客家傳統藝術 男女對唱

14:30-14:45 客家傳統藝術 客家三腳採茶戲

14:45-15:00 客家傳統藝術 二胡 /即興表演
15:00-16:00 溫情男聲 廖克晉 Harbor L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