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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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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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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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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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時間】每週一 ( 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

7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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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和月—傳統和當代的月亮情愁！
—台北中央 C 室內樂團

台北中央 C 室內樂團以東西方樂器混合的
形式和現場互動式的音樂導聆，帶您神遊
月亮的古典美韻和現代震撼。

9/5（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線上報名

十年一刻—太日樂集年度音樂會
太日樂集長期深耕雲林，以雲林富饒的歷史文
化作為創作背景。在《十年一刻》節目裡，我

們將帶來太日累積 10 年的創作，從歷年創作作品中
挑選出最受觀眾好評的曲目。藉由劇情、曲目的安排
帶領觀眾們認識不一樣的雲林風貌。

9/12（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線上直播、免票入場

舞蹈
梵羽神遊—梵羽小舞劇坊
默默愛跳舞，從小參加宮廟的陣頭表演，夢

想成為一名時尚流行舞者，長大後找不到方向，漸
漸失去對自己的信心……，在一場又一場似夢似真
的奇幻遭遇中，最後找到自己年幼純真的熱情，展開另一生命樂章。

9/25（六）19：30、9/26（日）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兩廳院售票︱票價：400/60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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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六）19：00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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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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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五）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美麗人聲》
本次音樂會將由天生歌手合唱團，詮釋臺灣新生代作曲

家石青如的歌謠選粹；滿滿的臺灣風情與溫暖，將一一在節目
中為您獻上。 

9/4（六）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2021 新營文化中心音樂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探索音樂廳—木管的繽紛世界
跟著音樂會一起發掘這些木管樂器碰撞出的火花，聆賞

五彩繽紛的木管世界！
9/29（三）19：0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每月 10 日線上報名

2021 螢火蟲電影院
—《無聲》The Silent Forest
天真無邪的學生一起在玩一個不能說的秘密遊

戲，但為什麼不能說…。柯貞年導演大膽敘事探討「愛
與救贖」，現實未能盡如人意，但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值
得被愛。「他們只是在玩」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在無聲
的世界中蔓延，究竟什麼是一起玩卻不能說的遊戲？ 

9/4（六）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2021 台灣海洋文化影展
2021 台灣海洋文化影展由文化部主辦，是台灣
首度以「海洋文化」為主題策劃的影展活動。影

展從海洋職人、海洋文化、漁村部落、產業變遷、生態
環境等各面向，選錄 40 部國內外長短影片，於 9 月至
11 月期間，巡迴各地放映。

9/5（日）14：0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2021 老臺新藝—
電影放映《天字第一號》
  9/12（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電影放映 《揚子江風雲》
  9/19（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2021 老臺新藝—
東華皮影戲團《關子嶺傳奇》
某日，關子嶺出現赤燃火妖，離山巢穴在台南府

城戲弄員外千金小姐，並揚言三日內備花轎來娶親。憂
心忡忡的老員外吩咐家童向當地數十名英雄好漢上山圍
捕妖怪。 豈知火妖武藝高超，竟將數名好漢打得落花流水死傷慘重。幸賴
一名路經此地的高僧了空師父行俠仗義伸出援手，不惜安危上山收妖，不
分高下的戰況，最後為何會形成水火同源相互牽制 ? 

9/26（日）14：30   永成戲院｜自由入場

牧歌音樂工作室《故鄉唸歌》
9/4（六） 16：00   後壁區 泰安宮

牧歌音樂工作室 《民歌之夜》
9/4（六） 19:30    白河區 運動公園旁國泰路

Sirens 守浪人《阿卡貝拉時光列車》
9/12（日）16：00   柳營區 代天院廣場
9/12（日）19：30   麻豆區 代天府廣場

▲線上報名由此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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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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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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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雖多樣，權利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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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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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與色的對話—傅美珠油畫創作展
The Dialogue Between Light and Color
藝術家傅美珠以「光與色的對話」為主軸。
透過「顏色」、「光線」與「圖像」三個要
素，藝術家去觀察、捕捉與紀錄這些細膩的
光影表現，展現世界各地的美麗風光，值得
您入館細細品嘗！

9/3（五）～ 9/19（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

一場生死榮枯的對話Ⅱ—蔡榮文油畫個展
Blight and Resilience, Decline and Prosperity Ⅱ
—Tsai Jung-Wen’s Oil Paintings Solo Exhibition
地球暖化，許多生物面臨滅絕的危機，因
此我們要坦然面對生死榮枯，珍惜當下，
好好愛護這塊土地。此次蔡老師展出約
四十件油畫作品，均是描寫臺灣近幾年來
的美麗與哀愁。

9/3（五）～ 9/19（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二畫廊

蒔花弄草．瓶盆風華—2021 台灣陶藝學會會員聯展
Shaping the Clay of Our Homeland： 
2021 Joint Exhibition of Tainan Ceramic Art Society and Ceramic Art Festival
台灣陶藝學會創立於 1992 年，目前有 230 位
會員，是由全台各地從事陶藝創作、愛好
陶藝人士共同籌組成立。這次展覽主題以
花藝搭配使用的花瓶盆器為展覽主軸，加
入陶藝家創作創新元素，讓瓶盆花器展現更
獨特風華，值得您親臨觀賞。

9/3（五）～ 9/19（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文物陳列室

山靈水秀油畫聯展
一群喜愛繪畫的學子，凝聚在一起共同促成「山靈水秀」的
展出，透過油畫抒發與傳遞對生命的熱愛及美學的感念，在
都市叢林中用另類的方式親近自然感受慢活，希望與大家一
同探索並宣傳美學，也用藝術的角度欣賞臺灣之美！

 9/24（五）～ 10/10（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三畫廊

鐵焊柔情—林允力鋼鐵雕藝術創作
Iron welding Artistic creation - LIN,YUN-LI
出生臺南將軍農家的林允力，感念先人對土地的尊敬與
保護，以焊槍代筆，廢鋼鐵為媒材，通過火焊、敲打、
磨切、彎曲及鍛接等繁複技法與創意，將臺灣早期農家
生活情景，以鋼鐵雕藝術形式，展現出風格粗獷、形意
內涵細膩及堅韌生命力的鋼鐵雕創作作品。

 9/24（五）～ 10/10（日）    新營文化中心文物陳列室

神紋樣—傳統彩繪 講師：廖慶章（彩繪工藝保存者）
  9/4（六）10：0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意象廳

越南星星燈籠   講師：陳玉幸（越南文化講師）

材料費：新臺幣 200 元整
  9/19（日）13：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報名請掃這！

2021 新營文化中心藝術小學堂活動
須採事先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zeov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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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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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10：00 ～ 17：00

主題書展  9/1（三）～ 10/31（日）

毛起來讀 BAR ！ 
 新營文化中心 3F 開架閱覽室

帶您走進世界名畫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我們一定要相親相愛喔 ?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微型攝影展－永不放棄的愛｜邀請動物保護督導聯盟合作
企畫展出 5 組毛孩領養前後的照片，輔以文字呈現，希望透
過觸動人心的影像讓愛能被看見。

9/1（三）～ 10/31（日）   新營文化中心 3F 開架閱覽室

電影    ▼影展－我們的動物同伴   新營文化中心 3F 視聽區
9/4 （六） 10：00 ～ 12：00 極地守護犬
9/25  （六） 10：00 ～ 12：00 寵物當家 2
10/16（六） 10：00 ～ 12：00 旅貓日記

110 年兒閱推廣活動
中秋月圓～桂圓人缘月餅＆香蕉豆沙棗 DIY
講師：許漢源老師（專業烘培講師）
今年中秋節，我們準備了應景糕餅材料，歡迎大手牽小手，
一起來開心製作、品嘗美味糕點，共創最美好的佳節回憶！

參加對象：親子（以家庭為單位，家長及國小學童為一組） 
名額：30 組｜材料費用：每組 /100 元。
  1. 報名時間：8 月 20 日（五）09：00 起額滿截止。
  2. 方式：採線上報名 10 名、現場報名 20 名。（請上網查詢）

9/18（六）09：3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報名請掃這！

課程 ▼毛起來愛工作坊－手作造型筆筒
10/2（六）上午場 09：00 ～ 12：00，下午場 14：00 ～ 17：00

 新營文化中心 1F 意象廳｜需事先線上報名｜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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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毛起來讀 BAR! 多元閱讀推廣講座
9/4（六） 14：00 ～ 16：00 逆風人蔘

 （李榮峰 / EMT 生命急難救助團隊負責人）
9/25（六） 14：00 ～ 16：00 讓我陪你等家 

（劉憲宗 / 浪浪別哭中途咖啡館創辦人）
10/16（六） 14：00 ～ 16：00 喵星人的翻譯蒟蒻

 （林子軒 /IAABC 貓咪行為諮詢師）
 新營文化中心 3F 視聽區

自然之美與多元文化創意行工作坊－來去海龍宮
「海洋世界」立體黏貼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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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日）13：30 ～ 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免費，需事先線上報名 

動漫 ▼新營動漫電影院 

9/18（六）曼羅奇遇記 9/25（六） 鼠來寶 2
14：30 ～ 16：2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親子 ▼袋鼠媽媽說故事 
9/ 4  （六）主講老師：黃靖玉、葉金芳 9/11（六）主講老師：黃碧華、許瓊妃   
9/12（日）主講老師：劉秀香、蔡玉媚 9/18（六）主講老師：劉秀香、黃月貞  
9/25（六）主講老師：高寶珍、蔡玉媚 9/26（日）主講老師：葉金芳、黃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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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線上報名
掃這裡！

01. 攝護腺肥大與泌尿道感染
9/4（六）09：30 ～ 11：30 講師：陳建升主任（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02. 性別平等～讓兩性加分相處的藝術
9/4（六）14：30 ～ 16：30 講師：王良玉老師（高雄張老師心理學苑講師）

03. 常見酸痛病症的自我調理方法
9/25（六）09：30 ～ 11：30 講師：郭俊佑醫師（新營醫院中醫部）

04. 新生活新商機
9/25（六）14：30 ～ 16：30 講師：蔡孟杰襄理（第一金投信高雄分公司）

▼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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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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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漢珍藝師「起廟」特展
本市人間國寶傳統工藝「大木作」與「結網」保
存者許漢珍，自 2011 年起至 2018 年有系統性地
傳授大木作及結網的技藝，本展集結許漢珍藝師
畢生的作品與傳習成果展出，藉此呈現及傳遞他
一生的技藝知識內涵及職人的精神。

9/8（三）～ 9/30（四）   新營文化中心一樓大廳、意象廳

墨遊心生－ 2021 松雲畫會第 33 屆書畫聯展
LET INK FLY-33rd Joint Exhibition by Song-Yun Arts 
Association, 2021
松雲畫會創立 33 年，多年來在水墨名家蔡茂松老師悉心指
導下，相互觀摩切磋，並融入個人的人生體驗，嘗試建立 "
臺灣水墨 " 的風格與面貌。此次聯展由王文仁、陳美莉、郭
美淳、郭龍咸、林棣華、羅慶德等六位主展，透過水墨創作
來訴說對於人生與自然的領悟與感動。歡迎大家蒞臨觀賞，透過松雲畫會會
員們的藝術創作，感受 " 臺灣風格 " 的特有水墨語言。

9/24（五）～ 10/10（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第二畫廊

▲工作坊線上報名
掃這裡！

親子 ▼在圖書館學繪英語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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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6（日）10：00 ～ 12：00 認識生態
9/26（日）14：00 ～ 16：00 英文韻腳趣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需事先線上報名｜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