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Tel：06-6321047   6324116 Fax：06-6351846

No.23, Zhong-Zheng Rd.,Xinying Dist., Tainan City 73049, Taiwan(R.O.C.)

新營文化中心
xinying-culture.tainan.gov.tw 

畫廊展示空間
【開館時間】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 ( 逢民俗節慶日另行公告 )

圖書館 【開館時間】 
■兒童閱覽室／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 
■ 3F 圖書室  ／週二 14：00 ～ 20：30
     週三至週六 08：30 ～ 20：30
     週日 08：30 ～ 17：00
■自修室／週二至週五 08：00 ～ 20：30
   週六 07：00 ～ 20：30
   週日 07：00 ～ 17：00
 【休館時間】週一 ( 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
■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請以中心公告為主。

新營文化中心週三至週日 09：00 ～ 12：00 ／ 13：30 ～ 17：00 於服務台提供
兩廳院售票系統與年代售票系統現場購票與取票服務，歡迎利用！

【售 ( 索 ) 票處   Ticketing Place】
售票時程請至各售票網查詢（14 日前索票）

｜永華市政中心服務台 2991111
│民治市政中心服務台 6322231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台 6321047、6324116
│河合鋼琴 6325069   │山葉欣韻樂器行 6357176
│美樂琴行 6352369    │勝一書局 6351556
│年代售票網 ticket.com.tw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opentix.life 

售票時程請至各售票網查詢（14 日前索票）
▼入場觀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新營藝術季
身體氣象館 X 新營文化中心銀齡工作坊
《新營，快到了 3》 
5/14（五）19：30、5/15（六）19：30、5/16（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250

《新營，快到了》演員，脫胎自「銀齡工作坊」，
逐步進入劇本排練。他們各自在數十年的生命歷程
中，有著各種與新營交會的背景與起點，在當代的
共融視角下，在劇場裡，他們既是新營故事的傳承
者，也可說是面向未來的演繹者！

新營文化中心
X i n y i n g  C u l t u r a l  C e n t e r 5
N E W S L E T T E R
May 2021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藝 文 活 動 表

2021.5 月號

廣告　印製 4,100 份

演藝 Performing Arts 展覽 Exhibition

講座 Discourse

圖書館 Library

活動 Activity 音樂 Music

戲劇 Drama

新營藝術季
TASO 台灣藝術家交響樂團《卑爾根的春天》
5/1（六）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200/300/500

卑爾根，是葛利格一生依戀的所在。由知名鋼琴家盧易之與
TASO Encore 攜手演出著名「鋼琴協奏曲」及「皮爾金組曲」。

新營藝術季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春夏的跳躍》
5/30（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250/350/500

邀請榮獲 2019 日本國際阿卡貝拉大賽冠軍與五次臺灣阿卡貝拉大賽最
佳人聲打擊獎的 Beatbox 黃晁為（魚丸）一起在台南首次呈現兒少阿
卡（即兒童無伴奏人聲表演），以及演唱不同風格、不同時期的中外歌
曲，除了讓大人聽到熟悉的旋律，小朋友也有屬於自己年代的歌。

2021 南區工經創新講座
5/22（六）13：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索票入場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來自異國的消息
5/26（三）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入場方式：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與 TASO 共同推出全新概念音樂
展演。5 月份音樂會安排吉他領域中最細緻優雅的「古
典吉他」經典作品，揭開有別於主流文化的異國想像！

南藝 & 東海管弦樂團交流音樂會
5/28（五）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索票入場

藝如春風走透透─身聲劇場《在大水之中》
5/1 （六）15：00  七股區 龍山里龍山宮
5/1 （六）19：30 學甲區 慈濟宮前廣場
5/2 （日）16：30 六甲區 保安宮

藝如春風走透透─牧歌音樂工作室
《民歌之夜》、《故鄉唸歌》
5/14 （五）19：00  白河區 白河運動公園旁國泰路
5/16 （日）19：00  後壁區 泰安宮

藝如春風走透透─ Sirens 守浪人《阿卡貝拉時光列車》
5/15 （六）16：00 柳營區 代天院廣場
5/15 （六）19：30 麻豆區 代天府廣場

永成戲院｜臺南市鹽水區過港 21 號｜ 06-6522198
▼入場觀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昇平五洲園《救母小金剛—勇闖黑風洞》
5/15（六）15：00 自由入場

東方設計大學影視藝術系 第十一屆雀躍影展—倒影
5/22（六）14：00 自由入場

蕭建平電視木偶劇團《光雕布袋戲—新耀神魔》
5/23（日）15：00 自由入場

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 偶樂。嬉遊—《新西遊記之紅孩兒》
5/30（日）14：30 自由入場

新營藝術季
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聲聲不息－
范德騰 v.s. 許哲誠雙鋼琴說唱音樂會》
5/2（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UDN 售票 500/700/1000

這是一場旅臺多年的美籍老師，與從小失明的天才
鋼琴家相知相惜的音樂旅程，將古典、流行、爵士、
以及自創作品等各種曲風，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在
談笑間帶領觀眾認識音樂世界的美妙。

2021 國立臺南女中音樂班成果展
National Tainan Girls’Senior High School 2021 Concert

5/6（四）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索票入場

新營藝術季
那個劇團 X 新營文化中心混齡工作坊《幸福，甘安捏》
5/22（六）14：30、5/23（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第二畫廊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250

關於幸福，我們擁有多少虔誠的祈求、美麗
的嚮往﹖沉浸在新營文化中心的角落，有一
群人開始在一起玩表演，重新思考幸福是什
麼？幸福，甘安捏嗎？還是幸福有很多種可
能呢？我們從身體的探索開始，慢慢的連結
到內心的感受，生活、肢體與空間，劇場藝
術的新芽同時也悄悄在新營萌發。



開館時間／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時間／每週一、週二全天
▼展場參觀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唯一—2021 嘉義縣桃城手捏壺學會會員聯展　
  4/16（五）～ 5/2（日）    新營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    

史前動物出遊趣 
  4/16（五）～ 5/2（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

主題書展
大人的繪本－超有梗圖文創作

  5/1（六）～ 6/30（三）   新營文化中心 3F 開架閱覽室
品味 ‧ 玩台南

  5/1（六）～ 6/30（三）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天下的媽媽都不一樣－愛與陪伴
  5/1（六）～ 6/30（三）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親子活動 在圖書館學繪英語（需事先線上報名）
《圖書館尋寶趣》   5/23 （日）14：00 ～ 16：0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費用：免費 （每位小朋友需繳交保證金 200 元，活動結束退還）
人數：20 組親子（1 大 1 小）｜對象：5 ～ 10 歲小朋友與家長

電影 新營藝術季─影展      新營文化中心 3 樓圖書館  

多桑的代辦事項    5/8（六）10：00 ～ 12：00 
劉又瑄 / 音樂治療師（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音樂治療師）
上海老爵士    5/8（六）14：00 ～ 16：00 
黃士豪 / 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搖滾吧！爺奶   5/15（六）10：00 ～ 12：00 
吳瑋卿 / 創辦人（熟齡吧台手計畫創辦人）
明天別再來敲門    5/15（六）14：00 ～ 16：00
 鄭雅雯 / 國立臺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動漫電影院
  14：30 ～ 16：2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5/8（六）小麻煩當家 5/22（六）外星人來了

袋鼠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及第二、第四，週日 10：00 ～ 11：0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5/1（六）主講老師：包綉月
5/8（六）主講老師：吳沛潔、陳偉玲
5/9（日）主講老師：黃碧華
5/15（六）主講老師：陳偉玲、蔡靜宜

推廣活動 Promotions 
▼參加活動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4/16（五）～ 5/16（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第二畫廊
摩登時代通常泛指 1930 年代後的臺灣社會景況，在這時期的人們迎來許
多嶄新的生活樣態，例如：百貨公司、電影院、西式點心、跳舞或是自
動車。隨著時代的推移，當年的風神少年與摩登女郎都已成為銀齡長者，
他們跨越的歷程不僅是臺灣茁壯成長的歲月，更是積累出我們共榮的文
化底蘊，銀齡的新意涵不應是老，而是跨越的時代精神─我的摩登年代。

本展覽以「新摩登年代」為出發概念，希望連結每個時代「摩登」精神，
將長者視為每個人生活經驗的老朋友，透過青年與長者的雙向交流，
創造出「樂 ｣ 在跨齡的新社交，「活 ｣ 出創意的新生活，也因此在主

體上屏除了老的標籤，重新定義銀齡的意義，重返每個摩登世
代的價值。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政風室廉政宣導
廉潔文化 幸福首都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廉政服務專線：06-2985039
全民反貪腐 廉能好政府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1999  臺南市民服務熱線
* 市政諮詢、通報、申訴，請撥打台南市民服務熱線 1999。
* 用心為您服務！諮詢請撥打 1999，外縣市請撥 06-6326303。

～尊重性別、包容差異，平等一定行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醒您
( 一 ) 停車不怠速，等待超過 3 分鐘請熄火～健康環保又省油。
( 二 ) 油價高漲，省錢小撇步～車輛停車等待請火。
( 三 ) 停止引擎怠速空轉，為愛車省油，為地球加油。

民眾洽公不送禮，不邀宴、不請託關說、打造清廉市政空間。
「請落實電影、電視及錄影節目帶分級制度，並維護智慧財產權，只觀
賞合法播映及租售合法影片 ( 碟 )。」

嵌喜 ‧ 心迎─羅凡晸詩書創作展  
  4/16（五）～ 5/2（日）      新營文化中心雅藝館    

臺南市 109 學年度大新營區藝術才能美術班聯合展覽
2020 Tainan City Shinying District Joint Exhibition for Artistic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5/28（五）～ 6/13（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
  文物陳列室、雅藝館    
由新進國小、南新國中及月津國小共同策畫的新營區藝術才能美術班聯合
美展，將於新營文化中心展出數年美術班學習創作的淬鍊，多元的媒材與
主題表現及不受拘束的想法，充分展現三校藝才班各異其趣的風格。

墨韻琴聲─翁益男八十歲書法展 
The Rhythm of Calligraphy and cello-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Weng Yih Nan's  Eightieth Birthday

  5/7（五）～ 5/23（日）  開幕式：5/8（六）10：00
     新營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    
翁益男老師在因緣際會下巧遇了書法，於陳茂隆老師諄諄教
導下，成就了此次「墨韻琴聲傘壽書法展」，帶來精選 49
件書法作品，結合開幕式的大提琴演出，藉由本次個展與各
位同好共享「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生活感受。

國立新營高中美術資優班第二十七屆畢業展
拾肆減壹等於零 14-1=0

 5/7（五）～ 5/23（日） 開幕式：5/7（五）14：30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雅藝館    
三年裡彼此參與的青春，同學間的切磋、研討、學習，
影響著作品的呈現風格，假如拾肆人中缺少了一人，作
品的呈現又會是另一種味道。本次展出的作品及風格呈
獻出拾肆人在成長途中所留下的痕跡、缺一不可，表達
這三年的青春年華。

千禧牛嚼─千禧書會 2021 聯展
Thousands of Niujiao-Millennium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2021 
Exhibition

 5/28（五）～ 6/13（日） 開幕式：5/30（日）10：30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第二畫廊    
適逢辛丑牛年，千禧書會會員今年以「千禧牛嚼─千禧書會
2021 聯展」為題分享會員修習成果，「千禧牛嚼」其意為學
習書法，當如牛細嚼慢嚥，或是反芻再三咀嚼，吸取精華為己
用。書會成立至今已 21 年，千禧書會諸君日精月進，雙月一
會，每年必展，疫情期間更是閉門苦練，此番勢將更有可觀。

「藝術開門」系列講座第二季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免費入場，限 80 人，滿座為止）
  ※ 公務人員：請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報名，或現場報名。
▼參加以下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創齡療癒學：音樂帶你譜出第三人生
  5/1（六）10：00 ～ 12：00

講師：劉又瑄老師（成大醫院音樂治療師）

藝術家帶路：我與新營的聲音─地方聲音採集
  5/1（六）14：00 ～ 16：00 

講師： 鄭琬蒨老師（聆聽老靈魂長者藝術創作聚落計畫主持人）

在簡單的靜心中，找到內心的平靜與自由
  5/15（六）09：30 ～ 11：30 

講師：張緒析老師（科技公司研發及美國發明專利發表約 340 篇）

找出亮點秀出好本領
  5/15（六）14：30 ～ 16：30

講師：鐘禕哲老師（高雄市正忠文教協會 執行長）  
戰勝關節退化與骨質疏鬆：筋強骨勇的秘訣 

  5/22（六）09：30 ～ 11：30  
講師：劉宣志醫師（柳營奇美醫院）

妳可以健康活力一輩子
  5/22（六）14：30 ～ 16：30

講師：王幸惠老師（高雄醫學大學進修部兼任講師）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LIU CHI SHIANG MEMORIAL HALL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三段 112 號 

特展─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開館平日週三～週日 10：00 ～ 17：00

三一宅。藝空間   三～日 10：00 ～ 18：00（週一、二公休）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 如遇國定假日，營業時間將有所調整，請依三一宅 Facebook、Instagram 公告為準）
聯絡方式：06-6350521 或上粉絲專頁『三一宅藝空間』
( 三一宅屬於營業空間，不分年齡，每人最低消費為一份飲品或一份甜點 )

花漾花器展
4/1（四）～ 6/30（三）
花器，日常空間裡的配件，插著一
枝一葉，亦或是一葉一花，依循自
己的直覺，自然點綴、融入生活。

110 年東南亞藝術工作坊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採網路及現場報名，每場 30 人，額滿截止）

越南民族風情—捲出南向風味：越南幸福捲 & 越式鳳梨涼麵 DIY
  5/2（日）09：30 ～ 12：30  ｜講師：童氏容老師 （社大推廣教育專業講師）

緬甸民族風情—緬甸風味美食 DIY
  5/2（日）13：30 ～ 16：30 ｜講師：楊清瑞老師（柳營衛生所通譯員推廣師）

醃製料理文化—超人氣黃金泡菜 DIY
  5/8（六）09：30～12：30｜講師：郭明達老師（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烘培藝術文化—古早味鹹蛋糕 DIY
  5/8（六）13：30 ～ 16：30

講師：陳冠傑老師（專業創意美食推廣師）

2021 藝術小學堂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印尼 Ketupat 編織  5/2（日）13：30 ～ 16：30
講師：陳凱蒂（印尼新住民文化講師）
報名時間：4/12（一） 09：00 起，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20 名
材料費：100 元｜報名網址：https：//reurl.cc/mqz9eA

 『版畫珍珠』藏書票  5/16（日）
上半堂 9：00 ～ 12：00 ; 下半堂 13：30 ～ 16：30
講師：郭乃文（版條線花園負責人）
報名時間：4/19（一） 09：00 起，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20 名
材料費：450 元｜報名網址：https：//reurl.cc/MZWZG3

在圖書館學繪英
語，報名掃這裡

藝術小學堂，
報名掃這裡

5/22（六）主講老師：郭光明、高寶珍
5/23（日）主講老師：郭光明、蔡玉媚
5/29（六）主講老師：陳素惠、郭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