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2021 弦耕雅韻—新營古琴音樂會
弦耕琴社創社主旨為推廣古琴藝術，致力古琴學

術研究。曾連續舉辦六場大型巡迴古琴音樂會，寫下臺
灣琴史未曾有之紀錄，希望有更多人一起來欣賞古琴藝
術之美。

12/12（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自由入場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藝間店」不可無料劇場 BIU Theatre
《古宅時光—讀劇日嚐》

以少見讀劇形式呈現，挑選不可無料劇場第一號作品《謊
畫—Liars》。劇作家鍾欣怡以謊為主題，在虛實穿插交
錯的故事裡，看見人與人間的關係。

12/12（日）15：00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三段
112 號）｜採預約制，請向店家預約 06-6227168 ｜入場 50 元／每人，全額折
抵畫室咖啡消費

《瀟灑浪子一生傳》大明亮掌中劇團
亂世武林，北洲地界魔教地魔天尊企圖統一天下，
中原群俠為阻禍端紛紛起義，擎天玉柱白劍生率

先挺身而出組立五旗英雄會，究竟五旗會遇到何種劫難，
又該如何抗衡呢？

12/12（日）18：3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自由入場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藝劇場」《馬麻，為什麼房子在飛？》人尹合作社
寶寶劇場為 3 歲以下寶寶創造自在安全的劇場空

間，透過巧思與設計與寶寶一同玩光影、玩聲響、玩觸
感，也讓成人在輕鬆的環境中，從另一角度認識與陪伴
孩子，是一場適合一家人共同參與的互動演出。

12/16（四）10：30、15：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400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售票系統（大人小孩
皆需購票）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張昌傑爵士四重奏 "Breakthrough 跨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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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編外，也融合不同樂種的巴西音樂，打破及跨越音樂
上的既定框架。

12/17（五）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票價：300

《超人力霸王傑特舞台劇》保衛戰 In Taiwan
《Ultraman Z LIVE》The Battle for Justice in Taiwan
地球防衛軍臺灣支部在訓練時，出現強大攻擊力

的怪獸！孩子們，請一同參與訓練及聲援，與〈超人力
霸王〉一起合力擊敗怪獸、共同守護臺灣的和平！

12/18（六）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400/500/600/800/1000/1200

胡志龍 2021 鋼琴獨奏會
胡志龍將帶著聽眾回到閃耀迷人的維也納，在哈布斯
堡王朝華麗的宮廷、在民間活絡的酒館與咖啡館、在

藝文蓬勃發達的氣氛之中，與韃韃馬蹄行在石板路的聲響一
起瀰漫在空氣裡的迷人樂音。

12/25（六）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OPENTIX 兩廳院售票系統

冬季戀歌音樂會 
「冬季戀歌音樂會」邀請多位知名藝人熱力接
唱，讓您在冬季裡聆聽扣人心弦的戀歌，回味經
典好歌。

演出歌手：董育君、郭忠祐、蘇宥蓉、劉沛琪、尤美雪、
林家男

12/4（六）14：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免費索票入場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藝間店」《漫遊絲竹》神奇樂坊
用小編制的樂團，為大家帶來耳熟能詳的經

典樂曲，希望能藉此為大家在冬日裡帶來小清新，
享受音樂放鬆身心。

12/4（六）15：30       臺南柳營太康壹壹參（臺
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 113-1 號）｜採預約制，請向店家預約 06-6221628 ｜入
場 150 ／每人，提供 1 杯飲料與茶點（飲料可選）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看見生命的曙光 II》
台南市愛樂視障合唱團用天籟美聲唱出雅

俗共賞的動人歌曲，搭配樂器演奏中呈現膾炙人
口的好歌。

12/5（六）15：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免費索票入場

2021 台南聖誕燈節—
新營文化中心暨綠川廊道燈區聖誕點燈晚會
幸福、歡樂的聖誕佳節即將到來，歡迎大家

攜朋引伴一起參加，共享溫暖喜悅的佳節氛圍。

2021/12/11（六）
16：30 ～ 20：00 慈善愛心義賣
17：30 ～ 19：45 聖誕點燈晚會（約 18：30 亮燈）

2021/12/4（六）至 2022/1/4（二）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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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110 年 12 月 18 日公投日休館一天
                                            111 年 1 月 1 日元旦休館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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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N E W S L E T T E R
December 2021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藝 文 活 動 表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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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 Bazaar 課程 course

工作坊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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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

活動

小紅帽在探望外婆的路上遇見鐵
扇公主、守護神及邪惡的大野狼，
在這個奇異的歷險中，貪玩的小
紅 帽 如 何 能 安 全 地 到 達 外 婆 家
呢？和我們一起來看個究竟。

2021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藝劇場」《小紅帽狂想曲》藝姿舞集

12/11（六）15：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小紅帽狂想曲》

線上報名掃這裡！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神紋樣—金工吊飾
講師：蘇小夢（國家級金工大師，正修科技大學副教授）

12/4（六）13：30 ～ 15：30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 名額已滿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
藝術沙雕創作
講師：林均翰（環保雕塑達人）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20 名
材料費：200 元

12/19（日）13：30 ～ 16：30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推廣活動
110 年兒閱推廣活動
歡樂聖誕〜聖誕造型親子胸針 DIY
講師： 黃淑琍老師（造型藝術資深講師）

12/19（日）09：3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現場報名請至 1F 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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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閱讀起步走—聽講座拿禮袋活動
繪本挑選講座：繪本花園裡，親子
共讀好好玩！
講師：許玉蘭老師︱人數：50 人︱方式：
11/16（二）09：00 開放線上報名    

12/5（日）10：0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親子共讀工作坊—自然之美與多元文化創
意行
人數：15 組親子︱費用：免費︱方式：11/24（三）
開放線上報名

12/12（日）13：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在圖書館學繪英語工作坊—歡慶過聖誕
人數：15 組親子︱費用：免費︱方式：11/30（二）
09：00 開放線上報名    12/19（日）14：00 〜
16：0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動漫
新營動漫電影院
◎ 12/11（六）玩具總動員 TOY STORY4
◎ 12/25（六）航海王：奪寶爭霸戰 開戰

14：30 〜 16：2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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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  （六）主講老師：陳素惠、蔡玉媚
12/11（六）主講老師：包綉月、黃月貞
12/12（日）主講老師：陳淑琴、黃碧華

談生命究竟─如何圓滿人生
講師：翁明珠老師（崑山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12/4（六）09：30 ～ 11：30    

茶之饗宴〜普洱茶的品茗與品嚐
講師：蘇清標老師（中華世界楊太亟武藝總會創會長）

12/4（六）14：30 ～ 16：30（請自帶品嚐杯）

營養小達人─三高也可以這樣吃
講師：杜詠馨營養師（永德康內科診所）

12/11（六）09：30 ～ 11：30 

消費生活面面觀
講師：馮祺雯主任消保官（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12/11（六）14：30 ～ 16：30

紓壓─做個快樂的主人
講師：陳立人藥師（博登人安藥局）

12/25（六）14：3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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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Discourse】

三一宅。藝空間 Sanpint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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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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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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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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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 E起來，歧視快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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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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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加賀市友好城市交流紀念─
小學生原畫．九谷燒繪皿展—幻想中的生物
臺南市與日本石川縣加賀市自為促進兩地的小學生交
流，自 2016 年 5 月起共同舉辦燒繪皿藝術徵選展，今
年兩市選出佳作作品共 220 件，經由九谷燒職人評選
後由本市新進國小陳彥彤同學獲得臺南市長獎殊榮，
其作品「色彩協奏鳥」，以其鮮豔的色彩及創造力，
獲得評審青睞。邀請您至現場體會小朋友的美好純真
及奇幻創意。

2021/12/10（五）～ 12/26（日）      新營文化中心雅藝館

印象之美─鍾方個展
生長在南臺灣屏東的鍾方老師自有記憶以來就在塗塗抹抹中
度過。感動於大自然美景，一一成為鍾方老師的作畫題材，鮮
明的色彩、加上始終如一追於陽光的那股生命力，是她內心嚮
往的，期待此次個展能讓大家一同感受「印象之美」。

2021/12/30（四）～ 2022/1/16（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二畫廊

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劉生容，劉文裕父子聯展
Art Talks Beyond Time&Space–Exhibition of LIU Sheng-Rong & his son 
LIU Wen Yu
▼開幕式：2022/1/8（六）14：00
被譽為臺灣畫壇鬼才的劉生容曾長年旅居日本，在 1970 年代
與次子劉文裕多次舉辦聯展，備受各界肯定和推崇。劉生容的
作品中蘊藏著臺灣民俗裡的燒金、甲骨文和幾何元素，而劉文
裕的畫作早期以畫刀、具象厚塗的鮮明筆觸展現青春少年的活
力，爾後轉為東方寫意之水墨抽象風格。時隔 50 年父子倆獨
特的創作將穿越時空，栩栩如生的呈現在故鄉新營的聯展。

2021/12/30（四）～ 2022/2/13（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文物陳列室

2022 來去〜深山野林
《來去～深山野林》是藝術家徐美月陶藝創作《山風》
系列的再一次進化，以直覺內化的抽象方式詮釋巡走
於山景林間小路間感受雲霧繚繞的體驗，表達現實生
活中，面對各種不可預期的事件時「讓未知成為冒險，
讓平凡變得驚豔」的另類心境感受。

2022/1/2（日）～ 2022/1/16（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

▲親子共讀工
作坊線上報名

掃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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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週三～週日 10：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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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寶島音月祭—轟調語順
臺語歌年年在聽，卻年年愈漸稀微。當下
流年不順我們祈求風調雨順，話講不順就

來個轟調語順，讓這些重量級臺語獨立樂團帶頭
祝告，報出臺語歌的當代氣象。

12/4（六）13：00 ～ 17：00 百合花、牧歌音樂工作室、福爾摩沙淡水走唱團
     12/5（日）13：00 ～ 17：00 麵包車樂團、農村武裝青年、美秀集團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2021 鑼聲若響—歌仔戲練功坊成果展演
折子戲《薛丁山與樊梨花》
「鑼聲若響—歌仔戲練功坊」今年續辦第三年。這次
展演將演出精典好戲「薛丁山與樊梨花」等折子戲，

內容精采感人，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歌仔戲之美！     
12/11（六）下午 14：30（14：00 開放自由入場）    

 永成戲院

2021 寶島歌人會    
永成再相逢　曹雅雯 × 許富凱
邀請愛唱歌的臺南囡仔回鄉，臺南囡仔曹

雅雯與百萬王子許富凱，以講唱會的演出形式，
與觀眾分享藝壇趣事與歌曲〈心軟〉、〈今生的
願望〉…等，重現經典演出。

12/12（日）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南遊記─揚州水劫》清華閣周祐名掌中劇團
龍王兒子—鐵頭太子赴會路途中，醉酒鬧
事，三眼靈耀懲治鐵頭太子，鐵頭太子掉

入揚子江化成大鯉魚，民眾紛紛割下鯉魚身上肉
帶回去，東海龍王大怒之下水淹揚州……。

12/19（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昇平五洲園《救母小金剛─勇闖黑風洞》
沉香從師父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必須有楊
戩的開山神斧，才能劈開黑風洞救出母親

（天上仙女三聖母）。豈料楊戩不肯借開山神斧予
沉香，進而展開一場對決……。

12/26（日）15：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Yongcheng Theater
 臺南市鹽水區過港 21 號    06-6522198

▲線上報名由此掃！

永成戲院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線上報名
請掃這！

12/18（六）主講老師：黃月貞、陳偉玲
12/25（六）主講老師：黃碧華
12/26（日）主講老師：郭光明、葉金芳

▼入場觀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閱讀起步走線
上報名請掃這！

▲在圖書館學
繪英語報名請

掃這！

工作坊

110 年 12 月 18 日公投日休館一天、111 年 1 月 1 日元旦休
館一天。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10/01
12/30

華陶窯—
相思木柴燒作品收藏展

五

四

～

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