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臺南藝術節     
《小人國》身體氣象館
人民在晨曦中凝視巨人身影消失的海平面，這一幅

完美國度的群像，表露他們正站在新的命運轉捩點，在舞
台上重返「小人國」與「大人國」的異域，一連串匪夷所
思的遭遇和觀察上演著！

11/6（六）14：30、11/7（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票價：400 元｜ OPENTIX 兩廳院售票

2021 臺南藝術節    
《土地的歌》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土地的歌》從臺灣廣為傳唱的民謠與流行歌曲

出發，結合臺灣意象，用傳統雜技與當代馬戲呈現臺灣
的多元面貌。以「土地」與「時代」牽引出：「看見臺灣」、
「臺灣巨人」、「翻轉臺灣」、「擁抱臺灣」四大段落。

11/13（六）16：0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

2021 亞太管樂節—開幕音樂會
2021 亞太管樂節由國內極為活躍的臺南市管
樂團為此年度盛事揭開序幕，呈現精緻且雅

俗共賞的樂曲！
11/13（六）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2021 亞太管樂節—「臺灣管樂」主題
音樂會
廣邀全國知名管樂團與大專院校所屬管樂團

隊會師臺南，展現風格獨具的臺灣管樂特色，帶您
感受管樂的磅薄氣勢與音樂魅力！

11/14 ～ 11/28 每週六、日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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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音樂會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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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三）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入場方式：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藝術交陪．開幕大戲」
《古劍今光 ‧ 拚台戲夢》
臺南市—古都掌中劇團、嘉義市—義興閣掌中劇

團、嘉義縣—琅琊布袋戲團、雲林縣—雲林五洲小桃源
掌中劇團
本次演出以「古冊戲」、「劍俠戲」、「金光戲」、「當代新創戲」的時序演
繹各劇團經典劇目，穿插戲臺後藝師的生命故事，藉由台前台後的故事，帶給
觀眾更多思考空間，創造視覺與心靈加乘的效果。

11/20（六）16：0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自由入場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兒童戲劇表演
《在新營玩戲劇的那些事》
果陀劇場｜謝華容老師

課程從表演、遊戲、肢體、模仿等面向，激發學員的創
意思考，刺激思辨能力，使其面對未來生涯的興趣專長
選擇能更有想法。

11/13 ～ 11/14（六、日）、11/20 ～ 11/21（六、日）
  新營文化中心 2 樓雅藝館、4 樓演講室

｜週六 08：30 ～ 17：30，週日 08：30 ～ 16：30 ｜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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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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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N E W S L E T T E R
November 2021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藝 文 活 動 表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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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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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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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您喜愛的法式饗宴
本場音樂會由小提琴家陳沁紅女士與鋼琴家嚴俊傑

先生，一齊帶領觀眾進入無法自拔的迷人饗宴。
11/24（三）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入場方式：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系列活動「藝間店」
繆斯三重奏《2021「繆斯舞時光」—
Muse Trio 繆斯三重奏音樂會》

以豎琴、長笛、中提琴及打擊樂所織出精緻獨特的音樂
紋理，歐美古典音樂與臺灣民謠在咖啡香中舞出音樂的
綺麗世界。

11/27（六）14：30      娜咖啡（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620 巷 61 弄 38 號）
｜聯繫電話：0939150160 ｜採預約制，入場 200 元，提供觀眾每人一份皇家伯
爵茶與手工餅乾組合。

2021 寶島歌人會    
永成再相逢　方怡萍 × 高向鵬
由臺南囡仔方怡萍與閩南語歌王高向鵬，以講唱會的演

出形式，與觀眾分享藝壇趣事，重現經典歌曲演出。
11/6（六）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偶樂。嬉遊—《新西遊記之紅孩兒》雲林五
洲小桃源掌中劇團
唐僧師徒四人往西方取經，忽然紅光罩頂，唐僧不見，

悟空三人分頭找師父，途中遇見觀音大士，大士指示唐僧被紅孩
兒抓去……孫悟空是否能順利救出師父？過程中又會遇見多少波
折？精采有趣的故事內容，適合全家一同來觀賞，不要錯過唷！     

11/07（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臺灣「歹」
電影巡迴放映
《跑道終點》11/5（五）14：30
《風流的胡老爺》11/12（五）14：30

《天字第一號》11/14（日）14：00（映後座談）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被胡太郎推入海裡的卓岳峰，隨著海水漂流到了
妙島，他被高人所救，並受其指點開始訓練武功。

而胡太郎受到了青城派幫道公的煽動，決定反教，殺回自
己的門派，神州崑崙派頓時陷入危機……。

11/21（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2021 寶島歌人會    
永成再相逢　喬幼 × 陳隨意
由臺南囡仔喬幼與總舖師歌手陳隨意，以

講唱會的演出形式，與觀眾分享藝壇趣事，重現
經典歌曲演出。

11/27（六）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光雕布袋戲—新耀神魔》蕭建平電視
木偶劇團
透過光雕動畫投影與戲偶互動演出的模式為本劇

最大的特色。打破人力操作的限制，戲偶在動畫的輔助與
縝密的排練下可飛天可遁地，更可無限延伸。

11/28（日）15：00     永成戲院 市集 Bazaar 課程 course

工作坊 Workshop

永成戲院 Yongcheng Theater   臺南市鹽水區過港 21 號    06 ～ 6522198

戲劇

課程

戲劇

電影

馬戲

《怪俠雙流星—反教》真雲林閣掌中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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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主題書展
感動吶！是手作的：人人都是手作達人

11/2（二）～ 12/31（五）    
 新營文化中心 3F 開架閱覽室

動物星球大探險
11/2（二）～ 12/31（五）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歡樂耶誕頌：溫馨慶佳節
11/3（三）～ 12/31（五）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親子

親子共讀技巧講座：親子共讀動ㄘ動 （第一梯次）
11/21（日）10：00 ～ 11：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活動講師：張育菁老師︱報名人數：25 人
11/2（二）09：00 開始線上報名

親子共讀技巧講座：親子共讀動ㄘ動 （第二梯次）
11/21（日）11：0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活動講師：張育菁老師︱報名人數：25 人
11/2（二）09：00 開始線上報名

繪本挑選講座：繪本花園裡，親子共讀好好玩！
12/5（日）10：0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活動講師：許玉蘭老師︱報名人數：50 人
11/16（二）09：00 開始線上報名

在圖書館學繪英語工作坊
場次｜ 11/28（日）10：00 ～ 12：00—做自己最酷
               11/28（日）14：00 ～ 16：00—童年夢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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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Discourse】

跟隨劉啓祥迎向靈光閃閃的巴黎跟隨劉啓祥迎向靈光閃閃的巴黎
11/28（日）14：00 ～ 16：001/28（日）14：00 ～ 16：00 ｜ 講師：王怡文｜ 講師：王怡文

劉啟祥美術館秋之美樂集寫生活動劉啟祥美術館秋之美樂集寫生活動
11/14（日）10：00 ～ 17：0011/14（日）10：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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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陶窯—相思木柴燒作品收藏展
相思樹開著黃色的花，用相思木柴燒出來
的陶藝作品，會帶著黃黃的落灰
那黃色落灰是相思樹以不同形式開在陶藝
作品上的花
經過高溫開出來的花，還藏著灰色，每朵
花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些花的故事不被訴說，也不消被訴說，
只待人靜靜享受其芬芳

10/01（五）～ 12/30（四）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LIU CHI SHIANG MEMORIAL HALL

移動聚落—
2021 雲嘉嘉營藝術連線
Mobile Village - 2021 Yun-Chia-Chia-
Ying Visual Art Link

2021 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作為國內
唯一跨越四個行政區（臺南市、嘉義
市、嘉義縣、雲林縣）的聯盟式藝術節
慶，本屆策展人邱俊達以「移動聚落」
為主題，「平原的秋天」、「神話地理」、
「雲端電幻物語」為子題，邀請 33 位
／組國內外知名藝術家與文化機構一同
探索與呈現「移動」作為參與世界、閱
讀風景、連結情感和深化體驗的意涵。

10/15（五）～ 11/14（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第二畫廊、

    意象廳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
泰國水燈
講師：陳怡璇（朝富藝術講師）

11/20（六）13：30 ～ 16：30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報名時間：10/30（六）09：00 起
材料費：100 元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r1Qxe1

課程

「銀齡忘憂」系列講座第四季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免費入場，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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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培文化—
黑糖蘋果肉桂捲＆生乳捲 DIY
講師：陳映宇老師（創意烘培師）

11/27（六）09：30~12：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110 年東南亞藝術工作坊—
米食文化—黑糖麻糬米蛋塔 & 綜
合堅果米香 DIY
講師：陳冠傑老師（專業創意美食推廣師）

11/27（六）13：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本季 DIY 現場報名時間 10/6（三）09：00 起一樓服務臺（額滿截止）

【課程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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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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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3（六）小麻煩當家    
◎ 11/27（六）外星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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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 11/6（六）主講老師：高寶珍、郭光明
★ 11/13（六）主講老師：黃碧華、郭光明
★ 11/14（日）主講老師：陳偉玲

★ 11/20（六）主講老師：黃靖玉
★ 11/27（六）主講老師：劉秀香
★ 11/28（日）主講老師：包綉月、陳天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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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關懷多一步，增值愛的存款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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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線上報名
請掃這！

▲

線上報名請掃這！

110 年閱讀起步走—聽講座拿禮袋活動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臺灣銀行藝術祭—青年繪畫季特展
本展將展出第五屆『臺灣銀行藝術祭～青年繪畫季』得獎青年
藝術家之優秀作品，包含鄭至軒、李屏宜、林姿吟……等一系
列新銳藝術家，帶來油畫、水彩及壓克力彩等各式多元獨特、
別具匠心的精美作品，歡迎民眾踴躍前往欣賞。

11/5（五）～ 11/14（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

微．身．物—2020 南瀛獎得主特展
Micro-Bodies-Materials—Exhibition of 2020Nanying Award Winners

2020 南瀛獎三位得主帶來他們
最新的創作面貌。三位得主分
別為西方媒材類的徐睿甫、東
方媒材類的陳文立、以及書法
篆刻類的劉俊男。用細膩的手
法，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見微
知著，小中見大，透過敏銳的
觀察力，詮釋出豐富的藝術樣
貌。這場展覽，以「微．身．物」
為名，寓意三位創作者，在日
常生活的題材裡，觀察事物萌
發之初的徵兆，將人與自然、
世界的物我關係，巧妙轉化，
構築出藝術家的身體觀、物質
觀、乃至世界觀。 

11/19（五）～ 12/26（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二、三

     畫廊、文物陳列室

華麗轉身─黃天虎創作展
Gorgeous transformation - Huang Tianhu
鹽分地帶臺南七股農家的黃天虎，利用水庫枯水期間，將堆
積的淤泥及紙廠廢棄的纖維、高分子樹脂做為複合媒材創作
的基材，用西畫手法呈現畫面，華麗轉身擁有新生命。本次
共展出 46 件作品，其創作的發想多來自於鹽分地帶的風景、
土地、人文與產物。

11/5（五）～ 11/14（日）      新營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

▲ 110 年在圖
書館學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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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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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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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養—從看懂孩子行為背後的目的開始
講師：劉人豪心理師（臺南市禾心心理諮商所）

11/6（六）09：30 ～ 11：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樂齡生活—高齡社會樂齡家族自主學習成長
講師：劉文端老師（台灣首府大學講師）

11/6（六）14：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音樂饗宴—笛與琴的對話
講師：盧彥賓團長（山芙蓉樂團）

11/19（五）10：00 ～ 12：00    
  三一宅。藝空間

性別平等與醫療人權
講師：江承曉老師（性別平等專業講師）

11/20（六）09：30 ～ 11：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銀齡養生—冬令進補 明年打虎
講師：洪毓嬬老師（社區大學講師）

11/20（六）14：30~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Sanpintaku

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劉啟祥 @ 巴黎—1932 ～ 1935 的劉啟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