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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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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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 ( 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
■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請以中心公告為主。

【售（索）票點 Ticketing Place】
※14 日前開始索票
※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台索票時間：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週一、週二及民俗三大節日休館

新營文化中心索票點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台 06-6321047、06-6324116
│民治市政中心服務台 06-6322231
│永華市政中心服務台 06-2991111
│河合鋼琴 06-6325069     
│山葉欣韻樂器行 06-6357176
│美樂琴行 06-6352369

兩廳院售票端點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臺 06-6321047  

年代售票端點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臺 06-6321047
家樂福新營店生活便利站 06-6569435 分機 875

【演藝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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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N E W S L E T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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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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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
6/19（六）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300/400/500/600 ｜ OPENTIX 兩廳院售票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跨越三世紀的悠揚

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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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音樂廳》將以「探
索古典樂的秘密」為主題，每個月邀請不
同領域的音樂家，藉由對談與示範演出，
以深入淺出的角度讓觀眾更了解古典音樂
的內涵與音樂家的演繹技巧。6 月份音樂
會演繹兩位法國代表性作曲家十九世紀的
精彩作品，法國式獨有的優美旋律線與豐
富的情感內涵，悠遠流長。

張昌傑爵士四重奏 "Breakthrough 跨樂 "
6/24（四）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

售票｜票價：300

張昌傑爵士四重奏為臺灣少數以單簧管為主奏樂器的爵士跨界團體，此次
演出將帶來古典樂作品的跨界改
編，也融合了不同樂種的巴西音
樂貫穿整場，除此之外還有團員
們的創作曲；爵士風格的改編手
法及不同於一般的樂器配置及聲
響，令原先的古典樂作品或各國
特有風格音樂帶來新生命，打破
及跨越原先在各自音樂上的既定
框架。

梵羽神遊 Fan Yu Wandering
6/12（六）19：30、6/13（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售票

「梵羽神遊」將以民俗迎神表演隊伍為創作起點，以電影運鏡手法，將舞
蹈劇場融入版畫大師作品中，梵音羽落，舞融畫入，虛實之間，與神共遊！
結合多媒體，將真實表演的光影和虛擬的影像光影，交織搭配，以原本版
畫 2D 平面為視覺前提，進一步創造出五感立體觀賞經驗。

舞蹈

│漫步日光咖啡館 06-6320882
│曬書店 06-6329266
│金石堂書店—新營店 06-6328638

舞蹈Dance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Tel：06-6321047   6324116 Fax：06-6351846Tel：06-6321047   6324116 Fax：06-635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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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鼠媽媽說英語囉！
新營高中英語說故事＆舞台劇期末展演

6/12（六）10：00 ～ 11：00    
 新營文化中心地下一樓兒童閱覽室

演出人員：新營高中高二選修英語舞台劇學生票

還記得袋鼠媽媽攜手與新營高中的學生們精采
的合作演出嗎？
這次我們將選擇臺南在地的歷史繪本故事――
「SIRAYA BOY 西拉雅少年」與孩子們分享囉！
想和孩子們一同觀賞由真人演出的英語舞台
劇，並參與社區學生們的期末作品嗎？
走過、路過、經過，這次千萬不要再錯過囉！
＊英語舞台劇演出前將有中文簡介，因此不用
擔心語言障礙，亦可用欣賞與支持的方式來為
學生們的演出加油、打氣喔！

羊媽媽有著一群天真又可愛的七隻小羊們
〜 DoDo、 ReRe、 MiMi 、FaFa 、 SoSo 
、LaLa 、SiSi，好吃懶惰的大野狼總是趁
著羊媽媽不在家時，誘拐小羊們『不開、
不開、不能開，你是大野狼！』團結一致
的小羊們，運用機智趕走了大野狼，經過
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大野狼真的能吃到豪
華澎派烤全羊大餐嗎？

新營藝術季—右武衛兒童合唱團《春夏的跳躍》
6/27（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

售票｜票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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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跳 躍 」 是 令 人 欣 喜、 傳 遞 愉 悅
的，活潑的歌曲將讓人走出疫情的
煩憂，藉著兒童嘹亮清脆的歌聲，
鼓動人們心中的愛，最後大合唱 A 
Choral Flourish（合唱繁榮）共享
音樂饗宴。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109 學年度「新韻琴鳴」音樂
學習成果發表會

6/4（五）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免票入場

善化高中音『躍』校友管樂團
《善化高中音躍校友管樂團 21 周年音樂會「萬籟」—大和篇」》

6/5（六）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索票入場

「音和月—傳統和當代的月亮情愁！」台北中央 C 室內樂團
6/6（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索票入場

受疫情影響，各項活動與演出將配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時調整。如有異動，
請至各主辦單位官網或臉書查詢。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取消。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延期。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取消。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延期。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取消。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延期。

（原訂 5/30（日）演出，因疫情延期）



三一宅。藝空間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營業時間：三～日 10：00 ～

18：00（週一、二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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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疫情影響，配合店家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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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硯心筆情—陳炎清書法個展
The mentality of a inkstone snd the romance of a calligrapher- CHEN YAN-
CHING Personal calligrapher exhibition 

6/18（五）～ 7/4（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

陳炎清是臺南下營人，書
法 承 嘉 義 師 專 校 長 耿 相
曾、嘉義書法大師陳丁奇
校長啟蒙。四十餘年的歲
月浸在筆硯之中，此次展
出作品約 30 件，內容包
含楷書、篆書、隸書、行
書、草書…等字體，歡迎
前來欣賞書法藝術之美。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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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很久沒讀繪本的失意大人，推出一系列溫暖好笑又療癒的
圖文創作書籍，透過圖畫與文字的力量，讓每個大人與內在小
孩和解，也與心裡的自己相遇，成為更堅強勇敢的大人！

品味．玩臺南
5/1（六）～ 6/30（三）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南瀛、府城合併迄今已十年了！對臺南這一片土地了解有多少
呢 ? 藉由這次的書展讓您更加了解臺南的過去與現在，成為一
位臺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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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媽媽是完美無敵超人、還是超強的八爪章魚….? 時而溫
柔、時而強壯、時而脆弱…? 此次書展特地推薦書寫母親形像、
親子教養等主題圖書，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天下的媽媽們是如何
施展魔力吧！

親子活動 自然之美與多元文化創意行工作坊—
南國鄉情會
融合多元文化、自然生態文本，透過肢體律動、說故事、詩歌
唱遊、影片欣賞、多元媒材創意手作等活動，認識多元文化和
關於島嶼的大家園，進而創造難忘的親子共學體驗。
時間｜ 6/20（日）13：30 〜 16：3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方式｜需事先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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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組親子（2 〜 10 歲小朋友１位 + 家長１位）

親子活動 在圖書館學繪英語工作坊—認識生態
讓孩子藉由兩個小時圍繞著英文相關的活動，不管是唱跳、團
康，或是英文繪本的說故事，從玩樂中學習英文，從閱讀延伸
到聽力、口說甚至書寫，接著愛上英文 !
時間｜ 6/27（日）14：00 〜 16：0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方式｜需事先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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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 歲小朋友１位 + 家長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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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六）變身特務

親子活動 袋鼠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及第二、第四週日上午 10：00 〜 11：0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 6/12（六）主講老師：新營高中英文舞台劇 + 吳沛潔（戲劇表演）
                                                   戲碼：SIRAYA BOY（少年西拉雅）
★ 6/13（日）主講老師：吳沛潔　★ 6/19 主講老師：黃月貞、郭光明
★ 6/26（六）主講老師：黃碧華、蔡玉媚★ 6/27 主講老師：劉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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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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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尊重多關懷，性別歧視別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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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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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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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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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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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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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清孝油畫創作展—無限的獨特
YEH CHINGHSIAO Unlimited uniqueness of oil 
painting creation exhibition

6/18（五）～ 7/4（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二畫廊

現今臺灣的藝術風潮，在一片現代或前衛的衝擊下，
出生於臺南市灣裡的藝術家葉清孝表示不再用照片
作畫，以古典印象的不同詮釋與表現手法來創作人
生百態，本次還特別展出油畫觀音，版畫大士像等，
以及 33 幅新作，歡迎喜愛藝術的朋友蒞臨參觀。

藝起風華 翰墨緣——
臺南市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6/18（五）～ 7/4（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文物陳列室、

    雅藝館 

臺南市藝術家協會邁入第八屆，會員多達
200 多名，在會員齊心努力下，協會發展
為多元化的藝術團體，涵蓋二十多種類別
的東、西方藝術。藝術可以自娛娛人，更
可修身養性，今年協會會員的成果作品將
在新營文化中心展出，希望能與觀者分享
創作的喜悅，並促進當地藝文交流。

 NLP 心靈芳療舒壓
6/26（六）09：30 ～ 11：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講師：魏怡婷講師（IAA 中華芳香精油全球發展協會）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
▼參加活動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泰國鬼面具
講師：陳怡璇（朝富藝術講師）

6/12（六）13：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自製織框 & 梭織體驗
講師：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團隊

7/24 （六）自製織框 09：00 ～ 12：00、梭織體驗
13：00 ～ 16：00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報名時間：6/28（一）09：00 起，
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20 名
材料費：800 元
｜報名網： reurl.cc/WEzk5L

110 年在圖書館
學繪英語

自然之美與多元
文化創意行

★〈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工作坊〉神紋樣——
廖慶章傳統彩繪臨摹—臺中大墩場
講師：廖慶章
傳統廟繪大師廖慶章老師教您使用簡單的媒材畫出臺灣廟宇特色的精緻作
品，透過各式傳統繪畫技法體會廟畫美術與傳統紋樣的迷人之處 !

6/20（日）10：00   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第二教室（地下室 B1）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20 名

歡慶端午—創意有
趣—親子包粽樂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LIU CHI SHIANG MEMORIAL HALL

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劉啟祥 @ 巴黎——
1932 ～ 1935 的劉啟祥

 開館｜平日週三至週日 10：00 ～ 17：00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三段 112 號

歡慶端午—
創意有趣—親子包粽樂

6/12（六） 09：3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跟隨劉啓祥迎向靈光閃閃的巴黎
6/26 10：00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畫室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取消。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取消。

受疫情影響，即日起閉館。
（開館時間將另行公告）

受疫情影響，即日起閉館。
（開館時間將另行公告）

受疫情影響，本展覽取消。

受疫情影響，本展覽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