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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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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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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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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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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春夏的跳躍
Nans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
Talented Class 20th Anniversary Concert

邀請榮獲 2019 日本國際阿卡貝拉大賽冠軍與五
次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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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自由入場

王藝明掌中劇團《大目降十八嬈傳奇》
故事引據清末傳說，大目降（新化）一帶
地理環境形成「八卦蜘蛛穴」，引來蜘蛛

精盤據作怪，蠱惑地方婦女行為放蕩不檢、傷風
敗俗，在正月十八日當天最為嚴重。地方廟宇因
而聯合佈陣，派出各式陣頭消滅蜘蛛精，破解蠱
咒使婦女恢復正常，地方回歸太平。

8/8（日）19：0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自由入場

藝工隊兒童戲劇工作坊《小小才氣冒險王》
講師：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任副教授 陳晞如
引導兒童以「戲劇」的元素，激發其表達力、想

像力及創造力，著重肢體表達、聲音表現及情緒投入的
運用，藉此培養學童自信與勇氣，樂於扮演及參與戲劇
活動。課程涵蓋「默劇的魔奇力量」、「神奇的聲音遊
戲」、「一同來演出」，並於課程結束前辦理小組共演的成果發表會。

8/17（二）～ 8/19（四） 每日 09：00 ～ 16：0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線上報名、現場報名）

TASO 台灣藝術家交響樂團
誰怕虎姑婆—TASO 互動式親子音樂會

好 評 加 演 不 斷 的「TASO 互 動 式 親 子 音 樂
會」又來啦！劇情翻轉兒童熟悉的「虎姑婆
傳奇」，經典跨界創作讓親子共同感受音樂
與故事的渲染力，讓您和寶貝們與音樂「互
動」，並徜徉在想像無限的音樂世界裡！
誤闖時空隧道的虎姑婆 × 可愛又具有音樂天分的七個孩子
打開耳朵，聽聽他們一起譜出的美麗樂章，張大眼睛，看看 Do Re Mi Fa Sol 
La Si 到底誰怕虎姑婆？！握緊小手，趕快藏起你的手指頭！

8/21（六）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 Udn 售票系統｜票價：300/5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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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Dance

市集 Bazaar 課程 course

工作坊 Workshop

受疫情影響，延期至 111 年演出。

受疫情影響，本活動延期。

永成戲院 Yongcheng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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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化 TAVOCAN 管樂團—第七次暑期定期公演
新化 TAVOCAN 管樂團是臺南市新化區的
在地管樂團，於 2014 年正式成團，每年

皆舉辦多場活動，邀請愛樂者們共襄盛舉。繼
2020 年於永成戲院演出後，今年暑假再次回到
永成戲院，為各位獻上一首首經典曲目。

8/14（六）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秋之頌音樂會—Monday 樂團
Monday 樂團「秋之頌音樂會」將帶來大家
耳熟能詳的經典名曲，以臺灣民謠、國語、

西洋及東洋歌曲…等曲風為主。希望悠揚的樂音，
能為您帶來一場與午後音樂美麗的邂逅。

8/21（六）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Seety　台南大小聲
紘瓦樂團將臺灣經典歌曲，以獨特的音樂風格，
將歌聲綻放自我生命的色彩，化為最純粹而誠懇

的音符，更要傳達堅持理想永不放棄，相信一定會實現。
將一路走來堅持的好聲音、好音樂帶給大家。

8/29（日）17：0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自由入場

110 年度勞工星光電影院—偕你來看電影
Labor Starlight Cinema 2021-You are Invited
為提倡勞工朋友正當休閒活動，促進工作與生活
平衡，體驗不一樣的看電影樂趣，播放 3D 奇幻

喜劇動畫影片「1/2 的魔法」，期待大家能透過星光電
影院之播放，喚起感動的美好記憶。

8/31（二）18：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參加民眾請於 17：50 起免費入場，參加者請
上網報名 https://reurl.cc/AgjroQ，連絡電話
6322231#6299 洪小姐。

牧歌音樂工作室《民歌之夜》
8/13（五）19：00 

 白河區 白河運動公園旁國泰路

Sirens 守浪人《阿卡貝拉時光列車》
8/14（六）16：00   柳營區 代天院廣場
8/14（六）19：30   麻豆區 代天府廣場

【休館時間】每週一 ( 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



閱讀    主題書展
大人的繪本─超有梗圖文創作

7/1（四）～ 8/3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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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漫畫家．畫出新色彩
7/1（四）～ 8/31（二）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台灣漫畫人才輩出，看過的、說得出來的漫畫有
多少呢 ? 藉由這次的書展帶領大家進入經典台漫
的世界，也認識台灣新一代的漫畫。

爸爸總是有辦法：爸爸大集合
7/1（四）～ 8/29（日）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在孩子的眼中，父親是偉大、萬能、沒有缺點的。
其實，父親也有與子女嬉戲的渴望及溫柔的一
面。來看看 ! 天下的爸爸們有哪些 18 般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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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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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不分歧，幸福愛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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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01. 創意皮革手作零錢包 DIY
8/14（六）14：30 ～ 16：30   

講師： 彭毓珍老師（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講師）
材料費 150 元 ｜名額 :30 人

02. 更年期～愛自己「更」好
8/21（六）9：30 ～ 11：30  

講師：蔡永杰醫師（奇美醫院婦產部）

03. 環保防疫 - 茶樹精油隨手皂 DIY
8/21（六）14：30 ～ 16：30   

講師：李春蘭老師（環保課程專業講師）
材料費 80 元 名額 :30 人

04. 人道救援之充滿絕望到重拾希望的歷程
　 ～知足～珍愛生命

8/29（日）09：30 ～ 11：30   
講師：許以霖局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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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神秘主義與宇宙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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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音樂
會安排了俄國代表作曲家—史克里亞賓的作品，由受俄國音樂教育的鋼
琴家葉孟儒先生，為觀眾們帶來超越管弦樂團的聽覺饗宴。 

8/25（三）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入場方式：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2021 瀛風飄藝美展」新營文化中心再次
搭建與藝術對話的平台！邀請陳茂隆老師
擔綱策展人，為故鄉擘畫全國卓越藝術交
流的展覽，邀約國內高質量、有張力的藝
術家作品，讓大師齊聚新營，為溪北的藝
術重鎮營造永續的視覺饗宴！更希望帶給

溪北民眾飽滿藝術能量與創作心意，讓豐沛的藝術群走入台南在地。

「瀛風飄藝美展」已建立起溪北藝文的在地品牌及獨特的藝術風格，多
元精緻的創作再次交會於新營文化中心。自 2018 年起策辦，匯集全國
精英之作，今年來自國內 35 位精英藝術家仍不畏疫情、應邀共襄盛舉，
為當今憂心疫情瀰漫的民眾開啟一扇滿溢陽光的窗，展品含括油畫、水
彩、水墨、蠟染畫、書法、膠彩、粉彩、炭精、版畫等多元藝術類型與
創作風格，期待今年再次以最新的風貌、無限的風采、提供民眾名家視
野，看見當代臺灣繽紛多元、燦然綻放的藝術樣貌

2021 瀛風飄藝美展 
Joint Exhibition：2021 

Art Breeze in XinYing

參展藝術家 ：
王俊盛、王毓麒、王福田、吳又予、吳蓮珠、李國聰、李瑞榮、沈政乾、
林玉怜、林亮吟、林進忠、林隆達、唐敏達、張文暐、張穆希、郭汶鈞、
陳守在、陳芃宇、陳明德、陳茂隆、曾     清、黃子哲、黃宗義、黃昌惠、
黃景煌、葉敏瑞、蔡介騰、蔡      友、蔡永明、蔡典成、盧毓騏、蕭元朴、
蕭世瓊、鍾奕華、釋如范

8/1（日）～ 8/29（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 、第二畫廊、第三畫廊、文物陳列室、雅藝館

線上展覽先賭為快：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rtbreeze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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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劉啟祥 @ 巴黎—1932 ～ 1935 的劉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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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館平日週三至週日 10：00 ～ 17：00

線上展覽先賭為快！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cs1932-1935

20 世紀初的藝術之都—巴黎，對於
當時藝術家，是靈光閃閃的所在；投
身藝術，誰不想親身感受下巴黎印象
派的空氣與光線呢？

出身臺南第一世家的劉啟祥，是當年
臺灣少數有機會前往巴黎，浸淫其中
的前輩藝術家之一。少年時期即前往
東京就學的劉啟祥，在前衛的文化學
院受到巴黎留學歸國的師長們影響，
畢業後即計畫前往法國。22 歲的劉
啟祥與楊三郎一同搭乘日本郵輪「照
國丸號」船，從神戶出發，歷經 55 
天的航程抵達法國，開啟巴黎藝術之
都的四年時光。

本展以劉啟祥 1932 年至 1935 年遊
學階段為中心，帶領觀眾回首作家年
少的巴黎，體驗藝術那份對創作者永
不停息的騷動。 邀請您一同啟航！
前往以下四個單元：靈光閃閃的巴
黎、搭郵輪前往巴黎、劉啟祥在巴黎
的創作、複製時代之前的臨摹。

花漾花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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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宅。藝空間

夏語藝術美學系列講座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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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季 DIY 現場報名時間 8/1（日）09：00 起一樓服務台（額滿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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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六）玩具總動員 TOY STORY4
8/21（六）航海王：奪寶爭霸戰　開戰

親子    ◎袋鼠媽媽說故事
 每週六及第二、第四週日上午 10：00 ～ 11：0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8/7  （六）主講老師：蔡玉媚、陳偉玲 
 8/14（六）主講老師：陳淑琴、許瓊妃 
 8/15（日）主講老師：包綉月、葉金芳
 8/21（六）主講老師：劉秀香、陳天媛
 8/29（日）主講老師：陳偉玲、黃月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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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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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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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五）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活動
神紋樣—金工吊飾　講師：蘇小夢

  8/14（六）13：30 ～ 15：30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8/1（日）開始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zeov67 ▲報名請掃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