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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COMPILER REMIND

印製：14,800 份 廣告

【讀者服務專線】親愛的讀者，
● 欲索取臺南藝文，請以掛號信件，附 132 元（11 元／期）郵票（111 年 2 月號～ 112 年 1 月號 12 期）註明姓名、
住址、電話，逕寄「財藝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藝文》編輯小組　收（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52
號 9 樓）」，屆時刊物將以平信寄出。
● 若有何疑問、建議、訂閱、退訂等相關事項，請致電 02-25671958 轉 366，《臺南藝文》編輯小組。

・本月刊每期刊登之活動資訊版面有限，如有不及備載，請至各活動單位網頁瀏覽詳細資料，敬請見諒。
如需每月電子版本請逕上文化局網頁→主題活動→出版品→電子刊物→臺南藝文月刊下載 PDF 檔閱覽。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活動請上網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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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撥打臺南市民服務熱線 1999。
＊用心為您服務！諮詢請撥打 1999，外縣市請撥 06-632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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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停車等待請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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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性別，沒有分別！★

1 月 25 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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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展訊

12 戲劇 
 音樂
 舞蹈

17 親子

19 講座
 課程

※ 售票時程請至各售票網
  查詢（14 日前索票）

場館資訊

42 展演館群
43 博物館群
44 展覽館群
45    園區館群
46  其他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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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每期以色彩區分各節目類別，並可依日期先後順序查找節目資訊。
② 跨不同節目類別時，以粗體實線區隔。
③ 重點節目以特殊底色標註。
④ 內容介紹置放於同一區塊，方便閱讀。
⑤ 藝文資訊彙整於同一區塊，清晰明瞭。
⑥ 地點圖片呈現於同一區塊，整齊美觀。

如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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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走春來台江（初三）—奇幻馬戲團
奇幻馬戲秀融合特技與舞蹈加上雜技的
演出，適合全家大小觀看，節目帶來了
小丑互動、特技翻滾、驚險椅子倒立、
酷炫的扯鈴表演，帶給觀眾驚險又刺激
的演出。

▪時間：2/3（四）15：30
▪演出者（團體）：奇幻馬戲團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老虎布偶與書櫃
小朋友設計自己的老虎造型，手縫老
虎布偶與迷你書，說自己的老虎故事。

▪時間：2/3（四）
    時段一 11：00 ～ 13:00
    時段二 13：30 ～ 15：3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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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⑤
④②

③

①

新營文化中心 4、5 樓：
  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06-6321047、6324116  

永華市政中心：
  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13F
06-2991111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埕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23 特展
 常設展
 展覽

36 電影 
 閱讀
 市集

39 其他
 文資心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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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從縫隙間或流淌、或灑落，光影激盪出人
與土地的連結，走至終點迎面而來的菩提樹，
則讓人生多了份開闊的領悟；而「月光紛飛」
是一座位於水面上的作品，透過抽取月津
港的河水並灑落於作品上，在燈光照耀之
下，象徵著月津港的河水養育了鹽水眾
多的在地人，而每一代的人都是過客。

「當初創作時，我們便不斷思考如何
回到地方的文本去進行創作。」陳禹廷指
著兩件作品說道：「我們透過『拾光』，想
討論上天長久以來賜與土地的禮物；透過『月
光紛飛』，想探討回歸於自然的人文概念。這些
作品都是透過竹片堆疊而成的，如同鹽水的歷史文化
年復一年被堆疊起來，構築成種子，萌芽成如今的這
座城鎮。」

當居民成為藝評家 藝術不再是填鴨答案

曾師從國內知名藝術家戴明德、吳孟璋及
王文志的陳禹霖、陳禹廷兩兄弟一路走來十分
感謝老師們給予心靈或技術上的啟發，也感激
最初回到家鄉時前輩們的建議與幫助——本身
即是鹽水人的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葉澤山局長，
不遺餘力協助月津港燈節，以及人稱杜姊的藝術
工作者杜昭賢女士，亦是燈節的重要推手之一。

另一方面，陳禹廷認為月津港燈節得以成功，
在地居民的意見與回饋也相當重要。透過互動，在
地居民成了藝評家，並刺激每一位藝術工作者從不同的視角重新省視作品。「因而作
品本身不再僅是單一性的填鴨式答案。」陳禹廷回憶起與在地居民的互動忍俊不住地
說：「鹽水在地居民都很敢問，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只要細心與他們溝通、說明，
他們也能理解。」

或許月津港燈節之所以能揚名國內外，並曾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展場設計組紅
點獎的主要原因，正是源於藝術家與居民們彼此間共榮永續情誼的相輔相成，進而促
成當地產業的重新再生復甦，創造出每年不同內容與特色主題的地方年度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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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月 津 港 燈 節 作 品
「月光紛飛」。

▲ 2022 月津港燈節作品「拾光」。

用藝術創造與故鄉小鎮共生
禹禹藝術工作室的燈節與鹽水情懷

文／ 許程睿　圖／禹禹藝術工作室

鹽 水月津港燈節自 2010 年
創辦以來，吸引國內外藝

術家及遊客前來參與。2010 年
當時臺南縣政府為慶祝月津港
整治工程完工，舉辦「月津港風
華再現」並與禹禹藝術工作室
合作，開啟第一屆燈節的契機。
此後，經過市府與藝術團體的長
期耕耘，如今帶動起鹽水在地藝
術與文化發展，活絡了藝術家與
在地居民之間的連結，成功將一
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
的往昔次風華再次呈現。

想讓鹽水更好的熱情初衷

時代的變遷，讓臺南鹽水與臺灣其他各地鄉鎮一樣，都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及繁
華褪去的困境。禹禹藝術工作室的陳禹霖、陳禹廷兩兄弟是少數在仍待在鹽水的年輕
人。陳禹廷說自己跟哥哥就只會做藝術，再加上燈節是鹽水自古以來的習俗，「我們
想恢復那舊有的文化並賦予新生命，透過軟體的改造進而去影響城鎮的硬體建設，進
而讓鹽水變得更好。」

而鹽水這些年來的確變得與眾不同。相較於臺灣許多城鎮、老街的轉型困境，鹽
水是臺灣少數透過燈節突破並活絡在地藝術文化與居民關係，成功打響名號、吸引人
潮連年拜訪的城鎮。陳禹廷坦言，當初在構思月津港燈節活動時，便十分注重與在地
關係的連結，這構想，也正是促使鹽水得以成為與其他城鎮或老街不同的最主要原因。

透過燈節作品探討家鄉議題

2022 的月津港藝術燈節，禹禹藝術工作室創作了「拾光」與「月光紛飛」兩件各
自於陸地與水上呈現的燈節作品。「拾光」是禹禹藝術工作室在月津港第一件呈現於
陸地上的作品，造型猶如發芽的種子，當人們走入其中，在走道之中可看見不同時間

▲禹禹工作室團隊們與作品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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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形山公園   臺南市龍崎區

「龍崎光節：空山祭」2021/12/25（六）～ 2022/2/28（一）
平日： 17：30 ～ 21：00，假日： 17：30 ～ 22：00

2022 月津港燈節 YUEJIN LANTERN FESTIVAL   臺南鹽水月津港親水公園
1/22（六）～ 2/28（日） 每天 17：30 ～ 23：00

紅瓦厝春節文化祭—藝文饗宴   歸仁仁壽宮（臺南市歸仁區文化街二段 16 號）
初一至初五 19：30
2/1（二）初一 Jusa Jazz 爵士樂團   2/2（三）初二 快樂先生     2/3（四）初三 奇幻馬戲
2/4（五）初四 飛揚民族舞團           2/5（六）初五 幸韻流行爵士樂團

2022 壬寅年《台灣年文化季活動》  鹿耳門天后宮（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一街 136 號）
初一至初三 09：30
2/1（二）初一 奇幻馬戲  2/2（三）初二 幸韻流行爵士樂團  2/3（四）初三 嬉班子樂團

《2022 年（歲次壬寅）新春嘉年華系列活動》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臺南市安南區城安路 160 號） 五王殿前廣場及土城社區部分境內

2/12（六）13：30 臺南家齊高中海藍天儀隊、臺南海事管樂隊…等表演團隊接力演出
2/12（六）18：00 迓春牛遊行暨國際高空煙火

壬寅年臺南市迎春禮民俗活動暨踩街嘉年華
2/12（六）10：00 ～ 13：00   臺南市東門城、延平郡王祠

2022 年鹽水蜂炮組裝體驗營暨探訪老街文化之旅   鹽水國中等地
2/15（二）元宵節 08：00 ～ 22：00
蜂炮解說介紹、炮城組裝體驗、炮城施放、探訪民俗文化

臺南文化中心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32 號

假日廣場  初三至初六 15：30
2/3（四）初三《虎虎生風》嬉班子樂團  2/4（五）初四《虎虎生風》奇幻馬戲
2/5（六）初五《虎虎生風》臺南 S.F.C 街舞團  2/6（日）初六《虎虎生風》幸韻流行爵士樂團

文物陳列館   09：00 ～ 17：00（週一、週二、初二休館）
1/15（六）～ 2/6（日） 森之茶趣—茶文化特展

台江文化中心   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 205 號

虎年走春來台江—台江埕   初三至初六 15：30
2/3（四）初三  奇幻馬戲
2/4（五）初四  喜悅舞蹈團
2/5（六）初五  大唐民族舞團
2/6（日）初六  花福樂團

新營文化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如虎添藝到倫敦：台灣 × 倫敦線上爆竹工作坊
文化局首度與 Museum of London, Dockland 進行 2022 線上春節協作體驗活動。讓台
南與倫敦的孩童互相交流農曆春節的各項活動。

▪ 2/5（初五） 兩梯次 18：00、19：00 各一場 ，採事先線上報名
▪對象：5 歲以上 ~12 歲，共 2 梯次，每梯次 15 人
▪報名時間： 1/11（二）09：00 開放。
▪第一梯次 2/5（六）18：00，已額滿。  ▪第二梯次 2/5（六）19：00，已額滿。

特展 1/31（除夕）～ 2/2（初二）休館；2/3（初三）～ 2/6 （初六）開館
1/21（五）～ 2/27（日）│第一畫廊、第二畫廊、意象廳
2022 新春特展─萌虎生風 再現方舟
1. 萌虎下山打卡  2. 利人利己傳福氣－萌虎明信片拓印體驗
3. 手手相連沾喜氣版畫集體創作 4. 我的春節我的家丨帶上全家去拍照
5. 自印春聯好手藝 

2021/12/30（四）～ 2022/2/13（日）│第三畫廊、文物陳列室
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劉生容，劉文裕父子聯展

圖書館 1/31（除夕）～ 2/5（初五）休館；2/6 （初六）開館
新春如意虎添藝
1. 借書集點贈好禮 1/5（三） ～ 2/25（五）│ 3F 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方式：凡借閱 5 冊本館書籍或雜誌（不含 DVD），累積點數即可兌換贈品或集滿 50 點參加抽獎 1 次，就

有機會把「虎牌多功能電烤盤火鍋」、「星巴克石虎馬克杯」及「巧虎商品」等多項大獎帶回家 !

2. 主題書展 1/5（三）～ 2/27（日）
《吼～不要再當虎爸虎媽了 !》3F 開架閱覽室 《懂吃懂吃》3F 期刊室 《快樂做自己》B1 兒童閱覽室

三一宅。藝空間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1/30（小年夜）、1/31（除夕）休館；2/1 ～ 2/6 （初六）開館
1/1（六）～ 2/28（五） 華陶窯－相思木柴燒作品收藏展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三段 112 號
展覽  1/31（除夕）休館；2/1 ～ 2/6 （初六）開館
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劉啟祥 @ 巴黎 -1932~1935 的劉啟祥│每日 10：00 ～ 17：00
活動 2/3（初三）、2/4（初四）13：00 ～ 16：00
新春如意虎添藝，骰出你的好運氣
逛市集、街頭藝人快樂先生定時表演、迎春爆竹 DIY 工作坊（免費）
凡至劉啟祥美術紀念館及吳晉淮音樂紀念館兩地打卡，骰出你的好運氣， 成功者可獲得麥芽餅（送完為止）

吳晉淮音樂紀念館   臺南市柳營區界和路 158 號 
2/3（四）初三、2/4（五）初四 13：00 ～ 16：00
新春如意虎添藝，骰出你的好運氣
加點老歌吧 ! 新的一年來點一首台語老歌賀新春，還有歌詞小春聯、版印紅包袋等你來描繪春節時光
凡至劉啟祥美術紀念館及吳晉淮音樂紀念館兩地打卡，骰出你的好運氣， 成功者可獲得麥芽餅（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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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 PLUS 臺南創意中心（愛國婦人會館）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197 號
1/31（除夕）休館
百女圖—當代女子一百貌  每週一～日 09：00 ～ 17：00

西竹圍之丘文創園區   臺南市東區育樂街 197 巷 2 號
1/31（除夕）至 2/2（初二）休園；2/3（初三）～ 2/6 （初六）開園
2/3（初三） ～ 2/6（初六）11：00 ～ 18：00
園區店家浮生圖像所於初四至初五在園區 AB 棟之間推出「竹林七閒－浮生若夢．手作人生」小市集，
各店家有許多新春相關手作活動，歡迎民眾報名參加，詳情請搜尋「西竹圍之丘文創園區」粉絲專頁。

藍晒圖文創園區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689 巷
1/31（除夕）至 2/1（初一）休園；2/2（初二）～ 2/6 （初六）開園
2/2（三）初二～ 2/6（日）初六 13：00 ～ 20：00

藍晒圖文創園區 TANE 植物市集
植選市集／植人講座／手作體驗，約有 30 多個文創攤位參與，加上園區的 24 間文創品牌，以植栽、
手作、餐車、體驗課程以及街頭表演，豐富市民朋友新年假期。

總爺藝文中心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總爺 5 號
1/31（除夕）、2/1（初一）休館，2/2（初二）～ 2/6（初六）開館
2022 總爺蜜風藝術節 14：30 大舞臺｜免費
2/2（三） 初二 好玩的劇團 2/3（四） 初三 蘇俊穎掌中木偶劇團
2/4（五） 初四 牧歌音樂工作室 2/5（六） 初五 韋瓦迪室內樂團

絹印新春紅包工作坊、手作紀念燈籠、遊戲小火車、幸運五分車留影存念區。館室特展、常設展、親
子市集、蜜風套餐。

蕭壠文化園區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 130 號 

1/31（除夕）休館、2/2（初二）～ 2/6（初六）開館
FOCA 虎嘯蕭壠 14 倉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潘朵拉的盒子》
2/2（三） 初二 13：30 街頭表演｜ A10 廣場
              16：00 潘朵拉的盒子｜戶外劇場

2/3（四） 初三 13：30 街頭表演｜ A10 廣場
              16：00 潘朵拉的盒子｜戶外劇場
街頭藝人表演
 2/2（三）初二～ 2/6（三）初六 每日 10：00 ～ 17：00  

水交社文化園區   臺南市南區興中街 118 號
1/31（除夕）休館；2/2 ～ 2/6 （初六）開館
虎虎生風迎新春活動  2/2（三）初二～ 2/5（六）初五
互動雜耍、精彩特技、魔術表演街藝表演
親子彩繪燈籠、主題書展、新春市集，陪您一起過新年～

臺南市吳園藝文中心－臺南公會堂   地點：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悅樂吳園│吳園戶外劇場
2/3（四）初三 15：15 ～ 17：00 電提琴教父秀 & 長笛薩斯美女
2/4（五）初四 15：00 ～ 16：30 佛朗明哥吉他 & 舞蹈
2/5（六）初五 15：00 ～ 16：30 箏胡世界經典老歌音樂會
2/6（日）初六 15：00 ～ 17：00 魔術與泡泡秀 & 薩克斯風
2/3（四）、2/5（六）、2/13（日）、2/20（日）、2/27（日）14：00 ～ 15：00
吳園軼事－戲劇導覽與解說及有獎徵答 吳園涼亭下方（13：40 集合）

2/3（四）～ 2/28（一） 10：00 ～ 17：00
張櫻覺的唐風藝術與寶飾－詠花春賦│公會堂地下展覽室│
梵華樓印象：檜木浮雕唐卡藝術展│公會堂 1 樓表演廳│免費

2/3（四）初三～ 2/6（日）初六 13：00 － 20：00 │十八卯茶屋前
新春市集（文創手作／文創商品／茶器／茶相關／陶藝／ DIY 體驗／植栽）

臺南左鎮化石園區   臺南市左鎮區榮和里 61-23 號
1/31（除夕）休館；2/1（初一）～ 2/6 （初六）開館
賀新年迎新年，特別推出新春套組活動  （口罩 + 彩繪套組 +3D 電影單人票），陪您渡過新的一年！
園區吉祥物 KOKO 也會在新春時段陪您一同迎接新年！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8-3 號
1/31（除夕）休館；2/1（初一）～ 2/6 （初六）開館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臺南市玉井區樹糖街 22 號
1/31（除夕）休館；2/1（初一）～ 2/6（初六）開館
〈食虎甜甜好過年〉春節特別活動 
特展開幕、胖卡市集、闖關、尋寶、DIY 及集章抽好禮等活動內容

王育德紀念館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吳園公會堂後方排屋）
1/31（除夕）休館；2/2（初二）～ 2/6（初六）開館

2022 臺南古蹟行春「福虎生風」 1/31（除夕）休館，2/1 ～ 2/6 （初六）

邀您一訪古蹟，臺南古蹟將成為走春最佳去處，古蹟運用傳統年節氛圍喜慶妝點，走春不可不遊！濃
濃的年節氣氛，結合最精彩的「福虎生風—古蹟賀歲新馬戲」，由 10 組馬戲特技團隊輪番帶來過年特
殊橋段演出！還有特展讓您長知識，虎納百福—虎爺新春特展、「蕨」好調—安平樹屋蕨類植物特展。
金城虎將—春節祈福射箭漢服特別活動，邀請民眾在億載金城體驗傳統射箭及穿漢服留念。行春大吉—
古蹟新春導覽由古蹟達人帶路，購票還有大吉大利新年禮贈送喔！

08：30 ～ 21：30 赤崁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212 號
08：30 ～ 17：30 安平古堡 臺南市安平區國勝路 82 號
08：30 ～ 17：30 安平樹屋 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 108 號
08：30 ～ 17：30 億載金城 臺南市安平區光州路 3 號
10：00 ～ 18：00 1661 臺灣船園區 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 139 號
09：30 ～ 17：30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山上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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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走春來台江（初三）—奇幻馬戲團
奇幻馬戲秀融合特技與舞蹈加上雜技的演出，
適合全家大小觀看，節目帶來了小丑互動、
特技翻滾、驚險椅子倒立、酷炫的扯鈴表演，
帶給觀眾驚險又刺激的演出。

▪時間：2/3（四）15：30
▪演出者（團體）：奇幻馬戲團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埕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吳園軼事—戲劇／吳園導覽／有獎徵答
1993 年成立於臺南，是我國目前唯一的老人
劇團—魅登峰劇團，作品從在地出發，呈現
臺南土地的故事，本次以吳園為故事發展核
心創作，藉由戲劇融入環境，引領觀眾認識
吳園過往。演出結束後，由十八卯茶屋葉東
泰先生導覽，以吳園為題材創作一首詩，藉
由詩的意境認識吳園。

▪時間：2/4   （五）、2/5   （六）
    2/6   （日）、2/12（六）
    2/13（日）、2/19（六）
    2/26（六）、2/27（日）
    14：00 ～ 15：00
   （13：40 集合）

 吳園涼亭下方

2021 冬季巧虎大型舞臺劇《勇闖冒險島》 
2021 Shimajiro Winter Play

水手嘉年華揚帆出海去，尋找冒險島寶藏真
稀奇。夢想海盜幫搗亂真調皮，搶奪食物地
圖毫不客氣！冒險島的居民破壞土地，守護
神生氣引起大危機！快和我們一起勇敢前進，
幫美麗冒險島解決難題！互相鼓勵，互相幫
助，一起努力。一定要永遠在一起！

▪時間：2/12（六）10：30、14：30
▪售票方式：年代售票

 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

《關鍵熱搜：大笑時代》—笑林豪傑
此次演出有真實生活的人生經驗，令人莞爾
一笑，還有談古論今針貶世俗的經典橋段，
用彼此最貼近的語言，以傳統藝文幽默豐厚
之內涵，與觀眾的笑聲相映成趣。請輸入關
鍵熱搜—大笑時代，一起領略「笑林豪傑」
搞笑之能事，有高血壓及心臟病史的觀眾，
請先服藥再進場，以保萬一。

▪時間：2/19（六）14：30
▪售票方式：OPENTIX 兩廳院售票

職男人生 5—引卿入關
面白大丈夫劇團，職男人生系列是以日式搞
笑風格為主的表演，內容包含漫才和短劇兩
種形式，主要由 4 位演員阿量、耿賢、西追、
董軒自編自導自演。於 2019 年創團，2020
年全台達成將近 5 萬人票房。接下來職男人
生將開啟全台的巡迴演出，邀請各位觀眾一
同進入捧腹大笑的世界。

▪時間：2/25（五）19：30
    2/26（六）15：30、19：30 
    2/27（日）15：30、19：30
▪售票方式：OPENTIX 兩廳院售票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悅樂吳園—電提琴教父秀 & 長笛薩斯美女
由電提琴大師黃興真先生提琴魔法秀團隊將
進行提琴特技演出。演出內容包括：1. 三人
同時演奏一把小提琴；2. 現場挑戰拉小提琴
速度的金氏世界紀錄；3. 與觀眾現場互動，
隨機邀觀眾上台，立刻讓觀眾會拉小提琴；
4. 展示各類提琴出神入化演奏技巧。

▪時間：2/3（四）15：00 ～ 17：00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悅樂吳園—佛朗明哥吉他 & 舞蹈
「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La Gitanita）」為
臺灣佛朗明哥音樂舞蹈表演團體，近年演出
版圖逐漸擴展至新加坡、日本、韓國、西班
牙等。此次演出由吉他手劉雲平、歌手陳柏
因、舞者李律與舞者洪瑋儷組成，呈現傳統
佛朗明哥充滿節奏感與張力的演出。

▪時間：2/4（五）15：00 ～ 16：30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悅樂吳園—箏胡世界～鄧麗君經典老歌音樂會
由享譽南臺灣的「101star 爵士樂團」演出。
中視大樂團薩克斯風首席鄧吉慶老師領軍，
與主唱徐岳彤、二胡王文隆、鍵盤嚴亞斌、
古箏佘淑慧帶來經典老歌演奏，將演唱鄧麗
君多種語言經典懷舊老歌。

▪時間：2/5（六）15：00 ～ 16：30      吳園戶外劇場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魔術與泡泡秀遇上薩克斯風
成立於 2009 年，擁有千場活動經歷，以用心、
專業、創意、精彩的表演為生活帶來歡笑的
街頭藝術家「兆群表演團隊」帶來魔術與泡
泡歡樂秀；另外還有由曾團長薩克斯風爵士
樂隊帶來歡樂熱鬧的樂曲。

▪時間：2/6（日）15：00 ～ 17：00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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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園戶外劇場

 吳園戶外劇場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潘朵拉的盒子》
▪ 2/2（三） 初二 13：30 ｜街頭表演         蕭壠文化園區 A10 廣場
         16：00 ｜潘朵拉的盒子     蕭壠文化園區戶外劇場

▪ 2/3（四） 初三 13：30 ｜街頭表演       蕭壠文化園區 A10 廣場
         16：00 ｜潘朵拉的盒子     蕭壠文化園區戶外劇場

 新營文化中心
演藝廳

 吳園戶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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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走春來台江（初六）—花福樂團
以熱情活潑與悅耳音樂著名的花福樂團，出
演全台商演活動近千場記錄。擁有出色的現
場氣氛帶動力、主打時下熱門流行音樂和經
典歌曲改編表演，引導聽眾與音樂零距離，
「欣賞花福，人人幸福」。

▪時間：2/6（日）15：30
▪演出者（團體）：花福樂團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臺南一中百年校慶系列音樂會暨校友管樂團
第五十二次竹園留聲音樂會《百年築緣》
The 52nd Concert of Tainan Alumni Band

本場音樂會將傳遞創校百年的光輝與傳承，
結合作曲、燈光等不同藝術領域，讓樂音更
加昇華！同時透過《這殘忍月光》與《不死
鳥之重生》傳達光陰的飛逝與信念傳承，讓
曲目串聯成故事，講述從學生時代至在社會
中闖蕩，最後將精神傳承給後代的人生故事。

▪時間：2/9（三）19：30
▪售票方式：OPENTIX 兩廳院售票

太日樂集年度音樂會—《十年一刻》
一個從雲林而生，演繹山水人文風貌的新式
打擊樂團。在《十年一刻》裡將文史與自然
融合創作，藉由擊樂傳遞，延伸詮釋原創作
品；將「鼓、心、神」合而為一，扣住心弦，
激發生命力，帶來感動和震撼。

▪時間：2/12（六）19：30
▪售票方式：TixFun 售票系統
▪售票價格：100 元

安和大地聯合音樂會 Peaceful Land Chorus Concert

合唱音樂能撫慰人心，為人們帶來心靈上的
平靜。疫情期間，在遵循防疫規範的同時，
我們仍不放棄練唱，藉由藝術總監劉育真老
師的精心安排與帶領，我們將獻上國內外知
名或新銳作曲家的傑作，期盼藉由動人的合
唱作品，為生活上飽受疫情干擾的人們帶來
平安與喜樂。

▪時間：2/13（日）14：30
▪售票方式：購票請洽 0910677496
      劉先生或 OPENTIX 售票

【製琴聖殿．名琴競演】奇美提琴音樂饗宴
‘The Greatest String Collections’—Salon Concert

來自義大利「克里蒙納」、「布雷西亞」兩
大製琴重鎮、包括阿瑪蒂與馬吉尼等 8 把合
計逾 3000 年的絕世名琴，將於 2/19 在奇美
博物館進行前所未有的頂尖對決！由提琴專
家鍾岱廷導聆名琴，灣聲樂團首席梁茜雯等
名提琴家演繹，搭配頂級沙龍午茶，打造一
場結合聽覺、視覺與味覺的極致饗宴。全球
限定場，邀您共賞！

▪時間：2/19（六）14：00 ～ 17：00
▪售票方式：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售價：4500 元／席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新營文化中心
演藝廳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埕

 奇美博物館
奇美廳 & 布雷西亞廳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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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異國風情樂舞嘉年華會～水月舞坊
水月舞坊致力於推廣中東風情樂舞
已有十五年之久，更於 2013 年開始
在大臺南地區辦理國際東方舞錦標
賽與國際名師經典晚會，促成世界
各地精英舞者到大臺南地區進行交
流。水月舞坊本次更特邀全國相關
教室與團體一同展演，讓所有觀眾
大飽眼福，不用出國就能一次看到
各式風格的肚皮舞展演。

國際東方舞錦標賽 International Oriental Dance Championship
▪時間：2/26（六）10：00 ～ 21：0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300 元｜無劃位

台灣肚皮舞狂潮國際名師晚會 Taiwan Belly Dance Fever 
▪時間：2/27（日）18：30 ～ 21：0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300 ～ 1200 元｜劃位

舞蹈小市集 Dance bazaar
▪時間：2/26 ～ 2/27（六、日）13：00 ～ 18：00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廣場

▪購票方式：請洽水月舞坊 0982-236-136

沈老師學生春天音樂會
希望藉由公開演出能激勵學生在舞台上精彩
的展現發揮。

▪時間：2/20 （日）14：30
▪主辦單位：沈老師古典音樂教室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注意事項：入場敬請配合場館防疫

措施，採實聯制、全程配戴口罩。

打開生命的窗口學習不斷電—2022 扶輪社慈善音樂會
「Open the window of life & Continuous learing」 
2022 Rotary Charity Concert

臺灣社會貧富及生活所得差距，教育資源分
配呈現嚴重傾斜現象，多元學習成為學童減
輕弱勢經濟負擔。本慈善音樂會支助各項學
習經費。節目涵蓋多元，內容：中西音樂交融、
器樂人聲層疊、學子成人同台、大師同好聯
袂，凝聚各界菁英與社會資源，共同帶來一
場別具風格的音樂饗宴。

▪時間：2/20（日）15：30
▪售票方式： OPENTIX 兩廳院售票

虎年走春來台江（初四）—喜悅舞蹈團
喜悅舞春三部曲
第一部：笑傲東方 悅舞飛揚
第二部：喜悅娃娃遊台江
第三部：台江風情 擔水人家

▪時間：2/4（五）15：30
▪演出者（團體）：喜悅舞蹈團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虎年走春來台江（初五）—大唐民族舞團
大唐民族舞團除了有民族舞蹈的特色演出，
這次更特別規劃有現代芭蕾、國術、武功以
及兒童肚皮舞，還有比賽的參賽作品，多元
的展演形態，為一場格具特色的舞蹈饗宴。

▪時間：2/5（六）15：30
▪演出者（團體）：大唐民族舞團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埕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埕

2022 春節連假系列活動
虎年即將到來，還在考慮去哪走春嗎？還有各項應
景手作 DIY、科學小遊戲和精彩魔術泡泡秀等豐富
活動，快來南瀛天文館一起迎新春、過好年！

▪時間：2/1（二）～ 2/6（日）
    10：00 ～ 16：00

 南瀛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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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虎」甜甜好過年〉春節活動
今年十二生肖輪班來到了虎年，活動將由長久守護
玉井糖廠的「糖博虎」賦予特殊任務，帶領大家一覽
全新特展、踏訪糖廠遺址及挑戰闖關遊戲等好玩內
容，還有集章兌換限量好禮，讓整個園區就是認識歷
史的遊樂場，與您一起「食“虎”甜甜好過年」！

   ▪時間：2/1（二）～ 2/5（六）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涴莎永華館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台江故事屋—繪本說故事
2/6    （日）  你很特別（林淑琴）
2/12（六）  這是什麼店？（檸檬姐姐）
2/13（日）  我的火星探險（OPEN 姐姐）
2/19（六）  誰把我的蠟燭吹熄了（小乖姐姐）
2/20（日）  完美小孩（余境萱）
2/26（六）  The very cranky bear（JOJO 姐姐）
2/27（日）  我永遠愛你（維尼姐姐）

▪時間：每週六、日 10：30 ～ 11：00 
▪報名方式：自由入場

 台江文化中心
B1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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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觀園—親子活動 Science Activities for Families

2 月主題「動物與樹的平衡」，認識重力與摩
擦力，跟孩子們一起動手玩科學！

▪時間：2/26（六）14：00 ～ 16：00
▪報名網址：tcsm.tn.edu.tw/kids

科學古玩具—親子活動 Science Activities for Families

來玩鎖吧，我們一起研究機械鎖的原理。2 月
主題「透視密碼鎖」，趕快來報名，跟孩子
一起動手做吧！

▪時間：2/27（日）14：00 ～ 16：00
▪報名網址：tcsm.tn.edu.tw/kids

小葫蘆唱遊故事
 永康區圖書館 1F
 兒童室木板區▪時間：2/9（三）、2/16（三）、2/23（三）10：00

新營袋鼠媽媽說故事
2/12（六）主講老師：黃月貞、高寶珍
2/13（日）主講老師：蔡玉媚 
2/19（六）主講老師：陳偉玲、郭光明
2/26（六）主講老師：黃碧華、許瓊妃
2/27（日）主講老師：葉金芳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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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萌！蔦松家元宵湯圓 DIY
元宵節來臨！一起來作大人、小孩都愛的蔦
松家造型湯圓。

▪時間：2/12（六）14：00 ～ 16：00
▪活動資訊：詳見南科考古館臉書

 南科考古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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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藝享人生」系列講座第一季

生態飲食的私房食材
講師：曾彥翔老師（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副會長） 
時間：2/12（六）14：30 ～ 16：30

C 型肝炎防治與治療
講師：董宏達主任（柳營奇美醫院 肝膽科）  
時間：2/19（六）09：30 ～ 11：30 

綠色療癒～天然植萃左手香膏 DIY（已額滿）

講師：黃冠雅老師 （社區大學講師）    
時間：2/19（六）14：30 ～ 16：30

蕭壠兒童圖書館 Siao-Long Children Library

故事媽媽說故事
每週日 15：30 
蕭壠兒童圖書館木板區準時開講。

▪時間：每週三～日 09：00 ～ 17：00  蕭壠兒童圖書館

111 年法扶學堂講座
智慧財產權概說
主講：林泓帆律師
※ 本系列講座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歡迎前來了解更多司法知識！

▪時間：2/20（日） 15：00 ～ 16：00

  國定古蹟
臺南地方法院奉安所

 兒童科學館方棟
4F 科學教室

 兒童科學館方棟
4F 科學教室 臺南文化中心會議室講座 Lectures at Conference Room

【稅福市民】
節稅方程～使用牌照稅／
安心報稅～綜合所得稅簡介（含手機報稅）

▪主講：頼怡婷、林淑敏
▪時間：2/12（六）09：30

【110 年度國民健康系列】
營養顧好健康老 ▪主講：李季樺

▪時間：2/13（日）10：00

【身心靈健康講座】
醍醐灌頂的藝術饗宴

▪主講：周明輝
▪時間：2/13（日）14：30

【新世紀能量養生文化藝術系列】
在匆忙的年代中培養寧靜與敏捷的心

▪主講：張緒析
▪時間：2/20（日）14：00

 臺南文化中心
國際廳地下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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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粋水引—幸虎御守水引工作坊
▪時間：2/3（四）14：00 ～ 17：00
▪報名：浮生圖像所臉書
▪費用：800 元

草顏針黹
▪時間：2/5（六）11：00 ～ 18：00
▪報名：浮生圖像所臉書

旺牧齋郁香茶行—春風茶席
▪時間：2/3（四）～ 2/5（六）
    11：00 ～ 18：00
▪報名：浮生圖像所臉書
▪費用：500 元

印活動—臺南風景、木活字春條
▪時間：2/3（四）～ 2/5（六）
    14：00 ～ 16：00
▪報名：浮生圖像所現場報名 
▪費用：100 元

染色—少婦染蛋
▪時間：2/3（四）～ 2/5（六） 
    11：00 ～ 18：00
▪報名：浮生圖像所臉書

20

如虎添藝到倫敦：台灣 × 倫敦線上爆竹工作坊
文化局首度與
Museum of London, Dockland 進 行 2022 
線上春節協作體驗活動。讓臺南與倫敦的孩
童互相交流農曆春節的各項活動。

▪時間：2/5（六）
▪對象：5 歲以上～ 12 歲，共 2 梯次，每梯

次 15 人。
▪ 2/5（初五） 兩梯次 18：00、19：00 各一

場，採事先線上報名
▪報名時間： 1/11（二）09：00 開放。
▪第一梯次 2/5（六）18：00，已額滿。
▪第二梯次 2/5（六）19：00，已額滿。

虎年生日月曆
壓克力彩畫老虎，使用數字印章將自己生日
月份，蓋印在作品上。

▪時間：2/2（三）初二、2/4（五）初四
    時段一 11：00 ～ 12：30
    時段二 13：00 ～ 14：3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老虎布偶與書櫃
小朋友設計自己的老虎造型，手縫老虎布偶
與迷你書，說自己的老虎故事。

▪時間：2/3（四）
    時段一 11：00 ～ 13：00
    時段二 13：30 ～ 15：3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聽故事縫袋子
幼兒聽故事，手縫自己的袋子。 ▪時間：2/6（日）11：00 ～ 12：0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西竹圍油畫寫生
散步在古蹟，尋找西竹圍園區日常
風景，以自己眼睛畫下手可以做得
到事情。

▪時間：2/6（日）14：00 ～ 16：0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老虎小書與老虎紙漿玩偶
四天課程，說自己的老虎故事，在
腦海裡編織老虎的樣子，手捏老虎
偶與繪本創作。

▪時間：2/8（二）、2/9（三）、 2/10（四）、
    2/13（日）13：00 ～ 17：00
▪報名：沒有名字的繪本臉書

 沒有名字的繪本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浮生圖像所
（西竹圍之丘）

紙糊老虎—喵嗚工作坊
▪時間：2/6（日）14：00 ～ 16：30
▪報名：浮生圖像所臉書
▪費用：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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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陀劇場《祖孫牽手．玩美城鄉》新營長者故事班

請您一起來說故事！和朋友們共同回憶那些
年的點點滴滴，並在故事班課後與國小孩童
分享生命經驗。透過聽故事和說故事，讓彼
此的心意更靠近。

▪時間：2/14（一）～ 3/14（一）
 每週一、四 14：00 ～ 16：00，共 8 堂課
▪線上報名，免費參加，額滿為止！ 
▪果陀劇場馮小姐 02-8772-1867#121
▪對象：優先錄取年滿 60 歲以上的長者。

Comedy power 2022 臺南喜劇工作坊  Comedy power
你想克服那個害羞的自己嗎？你想讓大家對
你印象深刻嗎？你想要幽默變成你的標籤
嗎？奇點劇團 Comedy power 2022 臺南喜
劇工作坊招生囉！課程內容從表演基礎到喜
劇入門，再分別體驗 stand up comedy、漫
才、即興喜劇等不同的喜劇表演形式，來吧 !
一起收穫一個嶄新而有趣的自己！

▪ 2/19（六）、2/20（日）10：00
▪報名方式：請洽 0912537095
      奇點劇團報名

【魯班學堂】2021 魯班學堂正規班春季班／招生
魯班學堂開課了 ! 對榫接木工有興趣的朋友，
新年新朋友兩人同行享好康喔 ! 從磨刀、鋸
切、鉋削、鑿孔、銼型、砂磨 ~ 再帶入現代
木作機械的輔助加工從無到有 !! 良善基礎的
木作設施、有冷氣的木工教室，在上木工學
習的路上，能夠快樂安全的完成作品，提供
優質的上課內容與環境，享受木工的樂趣與
成就感。趕快手刀報名囉！

▪時間：2 月開課
▪報名網址：
 www.fmmit.com.tw/luban.
 php?act=course

【手作“寶貝”振心好康】～ DIY 創意杯墊 + 百寶盒
五倍券、藝 FUN 券怎麼用最划算？來家博館
送給自己一個美妙的生活提案吧！配合政府
振興方案推出手作“寶貝”振心好康，DIY 百
寶盒搭配造型杯墊的優惠組合，原價 780 元
憑五倍券或藝 FUN 券就可以 600 元開心帶回
家囉！超划算價格錯過機會不在，歡迎拿券
來玩喔！

▪時間：2021/11/10（三）～
    2022/ 4/30（六）
    10：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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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新春特展—萌虎生風 再現方舟 
Exitng the Ark into a New Era with the Courage of the Tiger

虎年來臨之際，如何迎接後疫情時代的新生
活？一個安心生存的世界，不應只在隔離之
內的防疫範圍，也在我們各自必須守護的心
靈方舟。虎在傳統文化中，被視為吉祥之物，
代表巨大力量、活力、勇敢與權威的象徵，
也具有驅邪祈福意涵。2022 新春特展—「萌
虎生風、再現方舟」，策展人王怡文從結合
年俗、心靈防疫與藝術能量出發，邀請鄭善
禧、蕭勤、王午、沐冉等重量級藝術家，帶
來豐沛的美感體驗，企求團圓圓滿之際，整
備自己心靈方舟，也陪伴大家喜迎新春。

▪時間：
 1/21（五）～ 2/27（日）

1. 萌虎下山拍照打卡片
2. 利人利己傳福氣—萌虎明信片拓印體驗
3. 手手相連沾喜氣版畫集體創作
4. 我的春節我的家丨帶上全家去拍照
5. 自印春聯好手藝 

 新營文化中心
第一畫廊、第二畫廊

 臺南・家具產業
博物館／魯班學堂

 新營文化中心
四樓演講室

報名 QRCODE 遺址前彎身．當代後凝視—在南科遺址上現考現學
特展以「考現學」的視角開啟大家的觀察之眼，
一同走進現在的遺址環境中，從考「現」到考
「古」，從「現在」眺望「過去」，探索其背後
所曾經歷的不凡考古歷程與其豐富的史前文化，
從習以為常的現代事物中跳脫，再次看見南科與
眾不同的當代史前風景。

▪時間：
 1/25（二）～ 5/22（日）
 09：00 ～ 17：00

墨楮留韻—陳牧雨書畫展
臺南鹽分地帶旅外藝術家陳牧雨的創作，著重書
法式線條，與墨韻、色彩的交融。多元題材中寫
實與寫意並重，氣韻表現中蘊藏著濃烈的詩意，
並以創新手法呈現傳統。透過本次展出之自然景
致、花鳥動物、詩詞曲賦等書畫作品，邀請觀眾
前來感受墨楮留韻之美。

▪時間：
 1/26（三）～ 3/27（日）
 09：00 ～ 12：00； 
 13：00 ～ 17：00

〈玉井甜蜜生活指南〉玉井糖廠特展
「玉井糖廠」曾是臺南山城最繁榮的地方之一，
並帶動著當地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樣態，雖然已經
關廠超過 20 年，但許多地貌、建物仍佇立於此，
彷彿還想訴說些什麼。「玉井甜蜜生活指南」特
展將以「精神」、「知識」及「記憶」三面向解
答為何在地人對於糖廠還在營運的那個風華年代
如此留戀。

▪時間：
 1/29（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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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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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1/12/30（四）～ 2022/2/13（日）

 國立臺南大學
香雨書院

 南科考古館特展廳

 臺南文化中心
原生劇場

 臺南・家具產業
博物館工藝廣場

 新營文化中心
第三畫廊、
文物陳列室

 噍吧哖事件
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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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命：歐洲與臺灣的占卜特展
以德國國立日耳曼博物館展出之「此命當何？
歐亞的卜術、數術與神術特展的展示架構為基
礎，針對臺灣觀眾調整展示內容與展品，藉由
歐洲與東亞世界預測未來的方法、技術、工具，
比較二者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以及占卜所呈現
的世界觀。藉由不同文化之間的對照，讓臺灣
觀眾更了解自身的文化，進而邀請觀眾思考占
卜在當代的文化意涵。

▪時間：2021/12/22（三）～ 2022/5/29（日）
     09：00 ～ 17：00，週一休館
▪合辦單位：德國國立日耳曼博物館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 IKGF

臺史博開館 10 週年特展
本特展從觀眾熱門提問出發，透過檔案、影像、
相關出版品、宣傳品、教具及文字紀錄等展示
方式，呈現本館 10 年間的發展與累積。此外，
過去 10 年間，博物館發生的趣事、意想不到
的超級熱門景點、最特別的藏品，都將透過本
特展一一揭曉。

▪時間：2021/11/17（三）～ 2022/3/20（日）
     09：00 ～ 17：00，
     週一休館

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 Vax Border: The Science of Vaccines

「疫苗」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儼然成為
時下的熱門話題。不過你對「疫苗」的了解又
有多少呢？本展覽藉由說明疫苗的歷史發展、
科學知識與技術、社會倫理與溝通等多元議
題，突破「疫苗」既有的思考邊界，重新省視
疫苗與生活日常的關係。

▪時間：2021/11/23（二）～ 2022/6/30（四）
    10：00 ～ 17：00（週一休館）

臺灣駐村藝術家宋祥婷、饒禹辰個展《織質址製》
「Matter Matters as a Matter of Fact」

宋祥婷和饒禹辰為陶藝家及織品藝術家，兩人擅長以材質
紋理為研究主軸。於駐村期間，拜訪臺南當地許多傳統產
業的製造廠及工匠，蒐集許多製造過程剩下的邊角料。本
次展覽的主要創作元素便為這些產業的製造剩料。過程中，
發現石膏在過去為鹽業的副產品，而鹽工眷屬則常以竹器
編織為主要副業，進而選用石膏和平織作為傳達作品結構
和形式的媒介。

▪時間：即日起

臺灣駐村藝術家陳家翊個展《風吹過才感受你的存在》
「Feel Your Presence In The Breeze」
藝術家陳家翊以人文的角度切入，重組並融合了人造、自
然及時間的影像，還原樹葉茂密的樣貌，搖晃的樹蔭是風
吹過的痕跡，乘載著記憶的重量。以沉浸式的手法呈現空
間感知與記憶，彷彿將風引入了室內，呼應著佳里糖廠它
的重建歷史、土地記憶及生命存在的軌跡，與在地不同的
想像面貌相互交織著。

▪時間：即日起

 展示教育大樓
4 樓第 3 特展室

 蕭壠文化園區 A2 館

 蕭壠文化園區
A4-1 館

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Ni ĝoje fariĝas mondcivitanoj：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100th

臺灣文化協會，是 1921 年至 31 年間眾多社
會運動組織中的一個，這群人懷抱現代世界的
新知，更有著實踐的勇氣與熱情。在 2021 年
文化協會創立百年的這個特殊時刻，臺史博邀
請您一同回顧 100 年前臺灣社會的時代氛圍，
瞭解這群人實際想訴求什麼、達成了什麼？又
在熱忱參與的過程裡，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 

▪時間：2021/10/13（三）～ 2022/7/24（日）
    09：00 ～ 17：00
    週一休館

木河流—永興家具經典展
時代的巨輪不斷的牽引著我們，從工藝到設
計，從時代趨勢到風格呈現，一路追尋探索，
六十餘年來的投入，工藝傳承是不曾改變的初
衷，而真正的工藝不在展場裡，而是內化在生
活日常裡，永興家具融入東方人文的氣韻，以
精緻的木工藝之美，為現代家居空間重新詮
釋，且讓我們一起在木河流的今昔裡穿梭。

▪時間：2021/8/28（六）～ 2022/3/31（四）

 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 展示教育大樓

4 樓第 1 特展室

臺南．家具產業博
物館工藝美術館

 左鎮化石園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展示教育大樓 4 樓

第 2 特展室

 國立成功大學
博物館 1W2 展間

龍飛鳳舞—恐龍與鳥的演化故事
遠古的翅膀展開一連串探索生命的故事。 ▪時間：即日起至 5/9（一）

    每日 09：00 ～ 17：00

臺灣駐村藝術家紀凱淵個展《灰藍公路》「Blue-Grey Highway」

「流水漫過那個地方而洗去它們的痕跡」——蕭壠城記。這是
一段 1623 年的描述，關於一趟走訪，或更像是個旅程。在將
近 400 年後的 2021，旅程依然在人們的行徑中持續。我以佳
里為中心向外探訪，於灰藍公路上窮繞，只為某個目的或不為
某個目的，在前往和通過的位移中，與思路相逢。頂著鹽分地
帶的曝曬，望向稀疏的植披景觀，時間在遼闊的風景前變緩了，
事物正在自然運行中汰換，而我本要找尋的肪片龜，竟已成為
不再合時宜之物。

▪時間：即日起

匈牙利駐村藝術家 Tamas Szvet 湯明煦個展《全景》 「PANORAMA」

在歷史遺跡的現場，無論是可見或不可見的存在皆有其重要性，
像是過去支持蕭壠糖廠運作的工作，現在只能透過故事或文物
來模擬想像。這件雕塑作品描繪當時幕後工作的辛勞、企圖重現
消失的景色。當你步入其中被作品完全包圍，360 度的全景視角
將在你眼前重現那些現地消失已久的事物。

▪時間：即日起  蕭壠文化園區
戶外鐵道區

 蕭壠文化園區 A5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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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壠兒童美術館「星星兒帶你看世界
—臺韓自閉症畫家聯展《The Bridge of The World》
暨韓國藝術家安允模個展《Hope Fishing》」
韓國藝術家安允模（Yun Mo Ahn）由韓國推動 YAP 自閉症藝
術創作計畫至世界各地，2 年前來臺交流，而後促成去年首場
臺韓自閉症畫家聯展《The Bridge of The World》於韓國首爾
展出，蕭壠兒童美術館為海外巡迴首站。本展鼓勵星星兒勇於
展現自身的獨特及藝術創作能力，期望引導孩童不帶偏見，跨
越族群、障礙、國界、語言認識世界。

▪時間：即日起

水交社文化園區常設展
飛行親子館《童年．遊戲．話眷村》
水交社歷史館《地景眺望－水交社中的南郊視野》
水交社展演館《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 
AIR 臺南館《美軍在臺南》

▪時間：即日起

「神諭義戰」噍吧哖事件常設展
噍吧哖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
為讓社會大眾更深入了解其脈絡，「神諭義戰」展覽透過看
漫畫的角度，將事件的人物、場景等內容，賦予全新靈魂，
無論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能輕鬆理解故事情節，閱讀那個劇
烈動盪年代所發生的歷史。

▪時間：即日起
▪入場方式：
 免費入場

蕭壠藝文紮根《藝兒時》成果展
蕭壠文化園區辦理藝文扎根文化體驗教育計畫邁入第三年，由
8 位藝術家帶領臺南轄內國小師生體驗藝術創作，今年暑期更
推出線上藝術課程，將藝術課程延伸至全臺灣，「藝兒時」展
覽集結全臺灣小朋友的藝術創作，歡迎大家一起來觀賞小朋友
眼中的藝術世界。

▪時間：即日起

《窗光》燈光裝飾展
集結來自不同地區的窗景，以繽紛的色彩將地方窗意象的特色
彰顯出來，並以燈光裝飾的形式，點亮夜晚，白天至晚上裝置
以不同姿態將印象中的美好窗景化為一個個有趣的光影空間，
隨環境變化與不同地方建築、地景結合，與觀者產生觀看上的
互動與連結。

▪時間：即日起

臺灣近代女性司法官特展 
The Exhibition of the Modern Female Judicial Officers in Taiwan

你能想像臺灣曾經不准女性當法官嗎？法官請假規則裡沒有產
假？當事人甚至想不到法官可能是女人。本次展覽以臺灣近代
女性司法官為主題，透過介紹不同發展階段、指標性人物，以
及發人深省的小故事，見證臺灣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女法官居多
數的今天。

▪時間：即日起
    09：00 ～ 17：00

內海仔的船家寶—館藏單桅手撐船的生命史展
走近臺史博重要的館藏品「單桅手撐船」，從船體上的各種線
索，閱讀它曾經在臺南與安平的水面上，悠揚晃蕩超過一甲子，
曲折卻豐富的船生故事；並回顧一段可能早已遺忘的人—水緊密
互動關係。

▪時間：即日起
    09：00 ～ 17：00

蕭壠兒童美術館《幻影阿哥拉》「Phantoms Agora」裝置藝術展
來自日本的藝術家鈴木悠哉（Yuya Suzuki），遊走臺灣、日本、
韓國等亞洲城市，以獨特觀察角度將城市中不起眼的角落幻化
為景色，繪製手繪圖畫，再利用不同創作媒材將手繪圖實體化真
實呈現，透過極富童趣的造型及鮮明色彩，帶領大小朋友一同走
入藝術家眼中的幻影異想世界。

▪時間：即日起～ 2/6（日）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 Our Land,Our People-The Story of Taiwan

展覽以「時代」作為單元，分為「臺灣，交會之島」、「最
初的抵岸」、「倚海而生的島與人」、「山海之間的共存與
競逐」、「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邁向民主這條路」、
「大家的博物館」7 大單元；從史前到當代，相異的時空情
境中，是否喚起你似曾相似的共鳴？

▪時間：2021/1/8（五）開始
 09：00 ～ 17：00，週一休館

松鼠的尾巴：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之獵人帶路
2022Mattauw 大地藝術季為期三年的策展計畫，這次將要
呈現 2020 年策展團隊們在曾文溪上游的踏查成果。鄒族人
的智慧孕育河流的神話與名字，以「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
為主題，跟著獵人們走進森林溪畔，跟著曾文溪流域的孩子
們體驗生活。

▪時間：即日起

臺南藝陣館《雲端香路．數位陣法：陣頭與他們的產地》
「On-cloud Pilgrimage．Digital Formation: fantastic temples troupe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本展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龔卓軍副教授全新策畫，透過當代
視覺藝術詮釋傳統民俗身體技藝與文化藝術的豐富能量，展
現臺南重要香科陣頭的獨特魅力與精神性；沉浸式影像展演
與信仰氛圍、傳統信仰與陣頭文物再加上嶄新視覺設計，新
舊文化相互交融，邀請大小朋友們一同進入陣頭世界，探訪
陣頭與他們的產地。

▪時間：即日起

 蕭壠文化園區南廊道
 總爺藝文中心

紅樓 D、E 展間

 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
院特展（一）～（三）  蕭壠文化園區 A11 館

 蕭壠文化園區 A14 館

百年家具典藏展
一級古蹟台南大天宮鎮殿的媽祖座椅，原鄉工藝之美一路傳
唱了近兩百年的工藝，有著莊嚴神聖的信仰及歷史的評價，
永興家具與蔡舜任修復師共同修復，微觀古風華再現。另展
出一系列的海南黃花梨的家具，其在拍賣會上一直受到藏家
追捧，落槌後總能賣出天價，歡迎預約參觀，一睹世界最名
貴的木材，遙想古人的風雅生活喔！

▪時間：1/1（六）～ 6/30（四）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展示教育大樓 1F

 蕭壠文化園區
A9 館

 臺南・家具產業
博物館工藝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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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交社文化園區

 噍吧哖事件紀
念園區常設展館

 蕭壠文化園區 A10 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展示教育大樓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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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清孝油畫創作展—無限的獨特
YEH CHINGHSIAO Unlimited uniqueness of oil painting creation exhibition
現今臺灣的藝術風潮，在一片現代或前衛的衝擊下，1945 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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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約 44 幅作品，
歡迎喜愛藝術的朋友蒞臨參觀。

▪時間：
 2/18（五）～ 3/6（日）

「藝起風華—翰墨緣」台南市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本次台南市藝術家協會「藝起風華—翰墨緣」會員聯展將透過藝
術創作傳達「真、善、美」的蘊涵，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
術化」的美學目標，歡迎各界蒞臨共襄盛舉。

▪時間：
 2/18（五）～ 3/6（日）

周基山書法個展：翰墨人生路．一筆終身情 
Calligraphy Exhibition by Jou Ji-shan
書法是舉世獨特的文字藝術，不僅體現書藝美學，更是靜心養性
食糧。周基山校長因幼年書作被張貼表揚，從此勤耕翰墨逾一甲
子，墨寶遍布鄉里與廟宇石柱。此次個展，凡行草隸篆楷及甲骨
文諸體具備，書詞內容則多優美古詩與詠讚故鄉，邀您前來共賞
周基山校長筆墨終身情的書法展。

▪時間：
 2/7（一）～ 2/25（五）

妍開蝶舞—曾肅良彩墨與書法創作展 
Flower Blossom with Butterfly Dancing
－ Solo exhibition of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y Tseng, Suliang
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寫在「妍開蝶舞」彩墨與書法創作
展前夕。原本一向以山水為主要創作題材，在 2010 年以後陸續加
入了花卉的題材，將庭園之中的花草一一留影紙絹之上，如今以
「妍開蝶舞」為名舉辦個展，發表我對自然、花草與生命的體會。

▪時間：
 2/11（五）～ 2/27（日）

詠化—陳詠中創作個展 Pupation-Chen,Yung-jung Creation Solo Exhibition
具高超寫實功力的年輕畫家陳詠中，本次展覽分為前期「關照自
身的心境」，以山石、花卉為主，從厚重的油畫形塑石頭的紋理
及意涵，及對於多肉植物的描繪，以不同色系去表達其受到日照
的變化；後期畫室轉型後的創作改變後以書寫性線條去寫景，亦
是從關照自身心境到觀察外界事物的開始。

▪時間：
 2/11（五）～ 2/27（日）

線上 Podcast 頻道

南薰藝韻—陳澄波、郭柏川、許武勇、沈哲哉專室
Paintings in the Southern Breeze -
The Artist Room of Chen Cheng-Po, Kuo Po-Chuan, Hsu Wu-Yung and Shen Che-Tsai

為了譜寫在地藝術發展脈絡、純煉臺灣美學特色，本館開
館以來所成立的「藝術家專室」延續去年度展示的精彩作
品，邀請民眾欣賞畫家筆下各種鮮明、活潑的色彩變化以
及大膽創新的藝術實踐，由此體驗作品中饒有情味的風景
人文，領略藝術家們於地方斯土之重要性。

▪時間：即日起 10：00 ～ 18：00
▪藝術家：陳澄波、郭柏川
     許武勇、沈哲哉

 臺南市美術館 
2 館展覽室 I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張櫻覺的唐風藝術與寶飾—詠花春賦
Helen’s Art & Jewelry- Praise The Flower Ode to Spring

張櫻覺自幼習水墨、西畫，亦隨日系池坊名師習插花，並赴日學
習整體造型設計。1987 年成立禪蒲設計工作室，以唐風與禪風
之藝術風格設計珠寶等。本次展出作品擷取最興盛的唐朝文化、
人文生活藝術、浪漫詩詞意境；獨具唐朝風韻、東方性、藝術性、
個性感，取材大膽特殊且鑲工精緻，每件創作皆獨具魅力。

▪時間：
 2/3（四）～ 2/28（一）
 10：00 ～ 17：00
▪免費入場

▲白河攬勝已數程 /
 周基山．行書

 吳園公會堂
地下展覽室

 民治市政中心一樓大廳

  臺南文化中心
文物陳列館一樓

 臺南文化中心
第一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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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即日起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解密—梵華印象：檜木浮雕唐卡藝術展
Demystification: The Impression of Fanhua

梵華樓，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專屬佛閣，三百年後的今日臺灣，洛
本天津仁波切生起重新以檜木刻畫梵華樓通壁唐卡的構思；2012
年起，先禮請不丹資深老畫師袞桑旺秋繪製素描，而後，府城佛
教藝術雕刻師王瑞泓先生團隊，以臺灣檜木製作淺浮雕，2014
年主體木雕完成；接續箔金，由臺灣彩繪師郭佳琳彩繪；題記刻
文，由永興祥木業公司製作花梨木框座；2018 年大功告成。每
一佛屏圖像高 200 公分、寬 133 公分，屏座總高 281 公分，共
二十六座。

▪時間：
 2/1（二）～ 3/13（日）
 10：00 ～ 17：00
▪免費入場

 吳園公會堂
1 樓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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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營文化中心
文物陳列室

  新營文化中心
第三畫廊、雅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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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風—舒法字在 ▪時間：
 1/15 日（六）～ 2/23（三）
 週二至日 08：00 ～ 17：00
▪聯絡電話：06-5711466#11

實驗．複合．異質的空間—郭清治雕塑展
Experiments, Composites/Compounds, and Heterogenous Spaces: 
Sculptures by Kuo Ching-Chih
郭清治（1939-） 出生於臺中大甲，中華民國雕塑學會第
一、二屆理事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榮譽教授。於國立藝
專在學期間，即獲得全省美展、全國美展、台陽美展等首
獎，之後更獲中山文藝獎、吳三連藝術獎等大獎肯定。
亞洲現代雕塑會會長石川信二教授盛讚郭氏作品深具表現
力、獨創性和東方精神；日本朝日新聞亦讚譽有加。歐盟
藝術顧問 Serge Fauchereau 評論其作品氣勢磅礴、具成
熟鮮明的東方氣質，並收編於二十世紀世界雕塑回顧專書
之中，足見郭氏所獲得的國際肯定與讚揚。

▪時間：
 1/12（三）～ 5/6（五）
 09：30 ～ 17：00

大巧不工—黎志文、陳世明雙個展
Rustic Truth-Exhibition of Lai Chi Man & Chen Shu-Ming
80 年代是臺灣轉型的關鍵年代，藝術文化重要轉化期。黎志文的
國際級雕塑質樸自然、沉著簡練、圓潤優雅且有高級時尚感。陳
世明使用精確的形式表達生命體驗。《大巧不工》經巧與拙的辯
證關係，展現順應自然規律，自然而然得到靈巧優美的藝術實踐，
深刻體現東方思維。兩位藝術家在這年代靈性傳達的部分，扮演
著重要的地位。

▪時間：
 1/11（二）～ 4/10（日）
 週二至週日
 10：00 ～ 18：00
▪週一休館

多重副本—可讀取的複數存在景觀 Multiple Copies - Readable Multiplex Landscape
本展討論人類意識延續在網路平台留下的複數足跡，邀請藝術家
徐文愷、博爾納 ‧ 薩馬克（Borna Sammak）、張般源、鄭先
喻、伊娃與佛朗哥．馬特斯（Eva & Franco Mattes）、謝佑承、
黃贊倫、洪韵婷，透過作品嘗試提出在擁有多重存在及身體延伸
的當下，我們對於生活的態度與思考是什麼？在這個過程中，主
體性將如何定義？當科技跟網路不再作為強勢主流的主宰工具，
回歸到實體自身，我們是否完整？

▪時間：
 1/6（四）～ 5/15（日）
 10：00 ～ 18：00

「肉身計畫—異植」張辰申個展
Incarnation Project- Xenotransplantation by Chen-Shen Chang

肉身計畫這個名稱概念比較像是超越精神回歸的一種生命
本質狀態。這一系列作品從討論人類行為科學、嘗試仿科
學的方法去進行創作、身體的邊緣性、BDSM 人體改造、
人類情慾解構、解剖劇場、醫學運用在美學及應用上這些
概念。

▪時間：
 1/15（六）～ 2/27（日）
 12：00 ～ 20：00、
 14：00 ～ 20：00

燒炭窩九號柴燒窯—郭俊成回顧展 
Kilning- Guo, Jun-che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柴燒之美，是未上釉的純粹，經過窯神的鬼斧神工創造出與眾不同
的火痕、釉彩、流釉與晶花。窯主擅長生活陶瓷用品，如茶壺、茶
杯、茶倉、花器及香道用器，且獨創堆疊、潑墨彩釉風格，各個作
品皆為獨一無二。美的物品是要融入生活中而不再只是擺飾，陶冶
性情亦使生活更加濃、純、香，歡迎各位到現場尋找生活的確幸。

▪時間：
 2/25（五）～ 3/20（日）

 absoluteart.space
絕對空間

孤獨是福—林大原西畫個展
Solitude Is Bliss - Lin,Ta Yuan Fine Art Exhibition
展覽欣賞也是獨處的方式，多數展覽要求安靜的觀展體驗，就算攜
伴前往也無法在當下與人討論。這時就是觀者精神面獨處與作品對
話。本次展覽作品主題平易近人，不精雕細琢讓人負擔，希望能讓
觀賞者在觀展時放鬆心靈，在繁忙的生活中休憩。

▪時間：
 2/25（五）～ 3/20（日）

 耘非凡美術館

  臺南文化中心
第二藝廊

 臺南文化中心
第三藝廊

蝶蝶不休（多媒材拼貼）作品展
多媒材拼貼作品，充分展現作者多元豐富的意境，增長觀賞者不
同的生活經驗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

藝文走廊

▪時間：
 1/3（一）～ 3/31（四）
 週一至週五 08：00 ～ 17：00
▪創作者：陳淑雅老師

 麻豆文化館 AB 館

 台灣創價學會
 安南藝文中心

幻．畫：繪本的奇異世界 ImageNation: The Promised Land of Picture Books
好的繪本作品不但是沒有國界，更是沒有年齡限制的。英國作家
與兒童文學插畫家約翰 ‧ 伯寧罕（John Burningham，1936-
2019）就認為：「在這大人小孩閱讀界線漸次消失的時代，繪本
的讀者已無年齡的限制。」 英國 Walker Books 出版社的宗旨則
是 “Working with the best authors and illustrators , and create 
books for all ages”。廣邀世界各地的繪本精品，藉由此次展覽
深化大眾對於繪本之美的欣賞，帶領觀眾遨遊在世界繪本之中。

▪時間：
 2/24（四）～ 4/24（日）
 10：00 ～ 18：00

 臺南市美術館 1 館
展覽室 B、I、J

 臺南市美術館 2 館
展覽室 O-P、藝術走廊

森之茶趣—茶文化特展 Special Exhibition of Tea Culture

臺灣茶文化協於臺南文化中心文物陳列館辦理「森之茶
趣—茶文化特展」，一樓展出創作或收藏茶具作品；二樓
展出茶席。此次活動係配合臺南文化中心新春系列活動，
同時也呈現臺南地區近年來推展茶文化的成果，是一場十
分值得參與、欣賞的展出活動。

▪時間：
 1/15（六）～ 2/6（日）

壬寅年—丈量何以為據？ 陳建北駐村個展
年滿六十六歲的我，回想開始學畫時所受的美術養成教
育，不外乎三角構圖、黃金比例…。在西方構圖學裏，尺
寸的確是很有趣的學問。但經過五十年之後，腦海中卻浮
現另一個疑問：我們祖先在日常生活中，關於尺寸他們曾
面臨了什麼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現今各行各業中仍存
在嗎？還是它雖遙遠又模糊，但卻早已潛藏在我們的細胞
中，成為世代相傳緊密相扣且揮之不去的印記？

▪時間：
 1/28（五）～ 5/1（日）

 臺南文化中心文物
陳列館一、二樓

 總爺藝文中心紅磚
工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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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長青油畫學會【長青藝饗】會員聯展 
Evergreen Art Feast - 2022 Member Joint Exhibition of Evergreen Oil Painting Society

【長青藝饗】—臺南市長青油畫學會自 2007 年創立，
2020 年 7 月正式在臺南市政府立案。立案後今年 2022
年首次在臺南文化中心舉辦會員聯展。藉此次展出響應
政府對美的概念，將藝術之美落實在全民的生活中，以
提昇人們美感素養，深耕藝文環境，讓喜愛藝術的社會
團體可以在無遠弗界的資訊時代中隨時可以享受藝術作
品美感。

▪時間：
 1/28（五）～ 2/20（日）

做伙七陶人 總爺雙跨年陶藝聯展
由臺南著名陶藝家許清全，號召陶藝家丁紀言，陳茂松、
連炳龍、鍾金宏、蕭克昌，及吳建輝等七個不同創作風
格的陶人擔綱演出，新春跨年前後，是一個值得全家共
賞的絕佳選項。

▪時間：
 2021/12/19（日）～
 2022/2/28（一）

黑水鉤：清代書畫展 
Gōu of Formosa Strait: Exhibition of Qing Perio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黑水鉤：清代書畫展」命名的雙重意涵其一在於清代
移民冒險犯難橫渡黑水溝的豪情壯志；其二在於書畫藝
術運筆頓挫、耐人尋味的鉤趯技法，那無所畏懼的氣勢
形塑了筆鋒燦爛的放逸在地風格。本地出生的藝術家部
分受到旅臺文人的影響，部分靠著臨摹自學成家。本次
以清代知名的藝術家林朝英、林覺、謝琯樵為展覽主軸，
他們作為乾隆至咸豐年間活躍於臺南的藝術家，除了留
下為數頗豐的精美作品之外，同時亦可以將之視為臺灣
清代書畫風格的代表。

▪時間：
 2021/12/2（四）～
 2022/3/20（日）
 10：00 ～ 18：00

 臺南市美術館 1 館
展覽室 H

海從天上滾下來—太認真個展
藝術家太認真（郭柏俞、佘文瑛），他們將「山」與「海」
二個看似反差極大的景致做緊密的關連，將展場視為一
河床地景，用大量的溪石物件、溪岸的聲音，打造擬自
然的場景，邀請觀者融入曾文溪流踏察的感性身體知
覺，體驗一場知識性的地質、環境教育。

▪時間：
 2021/12/17（五）～
 2022/4/24（日）

百女圖—當代女子一百貌
以插畫風格規劃十個系列主題，包含國民女子、厚片女
子、單身女子、輕熟女子、熟齡女子、職業女子、（偽）
單親女子、個性女子、都會女子、粉紅女子（乳癌）、
每件作品從生活事件切入、以幽默圖文的方式增加性別
議題與民眾對話的親近性，共十系列計百種現代女子的
樣貌，藉此看見不同身分別、不同生命階段女性對自我
力量的形塑與認同。

▪時間：
 2021/12/24（五）～
 2022/3/13（日）

《夜祭》西拉雅族祭儀主題特展
本展於今年度在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帶領
下，由臺南市原民三館（ 臺南市西拉雅文化會館 、臺
南市原住民文物館及臺南市札哈木會館 ）共同策劃執行
的「夜祭·西拉雅族祭儀主題特展」。
除獨特之語言外，祖靈信仰、夜祭、孝海祭、公廨祀壺、
牽曲等亦是 Siraya 傳統文化與信仰重要一環。雖然，過
去曾面臨外來文化衝擊，造成傳統儀式漸漸式微並一度
中斷，但 1990 年代開始，當代聚落意識覺醒，祭典活
動於各聚落恢復舉辦，祀壺信仰亦普遍保存於各聚落，
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夜祭」儀式過程。

▪時間：
 2021/12/28（二）～
 2022/2/28（一）
※ 備註：詳情請查詢本館 FB 粉

絲專頁臺南市西拉雅文化會
館、臺南市原住民文物館、臺
南市札哈木會館。

 臺南市
西拉雅文化會館

鴻飛處處—王仲桓水彩個展
Fly Away for Some Great Undertakings- Wang, Zhong-huan Solo Exhibition

王仲桓畫風屬東洋風格，與日本畫師鹽月桃甫與石川欽
一郎脈系相承，結合日、歐與中國工筆、水彩、膠彩之
西畫技法。習慣把速寫作品加入思考，成為自己的繪畫
語言，頭前溪菅芒、野薑花、故宮的月曆、讀者文摘的
封面，皆是創作靈感來源。

▪時間：
 1/28（五）～ 2/20（日）

廖修平：跨越疆界的最前線  LIAO: Frontline/ Frontier  A Retrospevtive of Liao Shiou-ping

本次藝術家廖修平個展，將以時間軌跡（chronicle）為
主要軸線，將藝術家自學生時期至今各個創作階段的面
貌，以 150 餘件精選之作進行完整呈現，並將各個展題
以地理座標點作為命名錨定，以此暗示藝術家身處在戰
後世界體系的劇烈震盪下，在故土與其他城市之間流轉
的地理移動足跡（path），也得以作為伴隨觀者的另一
條展覽路徑。

▪時間：
 2021/10/14（四）～
 2022/02/27（日）
 10：00 ～ 18：00

 臺南市美術館 2 館
展覽室 A-D

 總爺藝文中心
紅樓 C 展間

 文創 PLUS
臺南創意中心 2 樓和室

 臺南文化中心
第三藝廊

 總爺藝文中心
紅樓 A、B 展間

 臺南文化中心
第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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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即日起～ 2/28（一）

新進典藏展 New Collection
對立體作品的觀賞，民眾親臨體驗非常重要。邀請您感
受布料、絲線、陶瓷、青銅、玻璃纖維等不同質感的創
作。本展近期更新展品，展出由本館修復師完成的全系
列侯金水〈難民系列〉雕塑作品。民眾除了可以欣賞典
藏之外，也可以看到本館藝術品修復的成果與能量。

▪時間：
 即日起至 5/15（日）

 三一宅。藝空間

 臺南市美術館 2 館
展覽室 J



36 37

電
影
／M

O
V

IE

電
影
／M

O
V

IE

▼主題書展
吼～不要再當虎爸虎媽了！
▪時間：1/5（三）～ 2/27（日）

 新營文化中心 3F 開架閱覽室

懂吃懂吃
▪ 1/5（三）～ 2/27（日）

 新營文化中心 3F 期刊室

快樂做自己
▪ 1/5（三）～ 2/27（日）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36

台江週末電影院—週末電影院「笑笑羊大電影—外星人來了」
※ 註：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及取消

本活動之權利
▪時間：2/13（日）10：00、14：00
    （1 日 2 場次，分別為 10：00
    及 14：00 播放）

▪報名方式：自由入場，額滿為止，
      入場前請遵循防疫措施。

宇宙兄弟
童年目擊 UFO 的經歷（其實是太空船登陸月
球），改變了南波兄弟的一生，兩人約定好了
將來要「一同登上月球」…。

▪時間：2/16（三）14：00 ～ 16：00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1 樓視聽室

阿卡的冒險：光子秘密
本片故事牽涉到人性的貪臠、感人的親情、善
惡的衝突，另也藉由一群小動物的互動思考生
命的意義，旁及環保議題等。「同步輻射」在
本片扮演提供解藥的角色，巧妙的將光的主題
與治病的機制融入故事當中。

▪時間：2/19（六）14：00 ～ 15：10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1 樓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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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Tainan City Labor Recreation Center
2/4   （五）、2/5  （六） 我的雙面童年
2/11（五）、2/12（六） 內布拉斯加
2/18（五）、2/19（六） 愛在深秋
2/25（五）、2/26（六） 月滿軒尼詩

▪時間：每週五及週六
    19：30 ～ 21：30

 臺南市南門
勞工育樂中心

藝文沙龍 Art Salon 影片欣賞
2/12（六）、2/13（日）
指揮巨星亞尼克 Ensemble
（普遍級，片長 92 分）

2/19（六）、2/20（日）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Me and My Condemned Son
（保護級，片長 74 分）

2/26（六）、2/27（日）
永生戰 Seobok  （輔導級，片長 115 分）

▪時間：每週六、週日 09：30 
▪叮嚀事項：
 1. 憑身分證件或市立圖書館借閱證

於開演前半小時領取入場券（每
場限 15 人）。

 2. 影片開演十分鐘後不開放入場。
 3. 國中以下學童請由家長全程陪同

觀賞。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地下室
原音樂圖書室

多人放映室

▼借書集點贈好禮
凡借閱 5 冊本館書籍或雜誌（不含 DVD），累
積點數即可兌換贈品或集滿 50 點參加抽獎 1
次，就有機會把「虎牌多功能電烤盤火鍋」、
「星巴克石虎馬克杯」及「巧虎商品」等多項
大獎帶回家！

▪時間：1/5（三）～ 2/25（五）

「節慶文化」主題書展
帶孩子認識臺灣的各種民俗節慶。 ▪時間：

 每週三至週五 09：00 ～ 19：00；
 週六、週日 09：00 ～ 17：00

▪報名方式：自由入場，入場前請遵循
防疫措施

※ 註：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
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台江文化中心
B1 多功能會議室

 台江文化中心
B1 圖書館

 新營文化中心
3F 圖書館、

B1 兒童閱覽室

閱
讀
／R

EA
D

時令│ 年節影展
2/4  （五） 14：00 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
2/5  （六） 14：00 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
2/6  （日） 14：00 賽德克。巴萊 特別收錄  
2/11（五） 14：00 大稻埕
2/12（六） 14：00 大稻埕（特別收錄）
2/13（日） 14：00 雞排英雄
2/18（五） 14：00 海角七號
2/19（六） 14：00 翻滾吧阿信
2/20（日） 14：00 莎拉波莉家庭詩篇
2/25（五） 14：00 臥虎藏龍
2/26（六） 14：00 停車
2/27（日） 14：00 台北星期天

【購票資訊】
▪本書院活動均不需要購票，免費

參與。
▪惟因放映室座位有限，電影放映

前 30 分鐘開放索取號碼牌，1 人
1 票，共 24 座位，發完為止。放
映後 10 分鐘禁止進場。

 臺南市
南門電影書院

▼新營電影院

衝鋒戰士—恐龍世代 ▪時間：2/12（六）14：30 ～ 16：20
湯姆貓與傑利鼠   ▪時間：2/25（六）14：30 ～ 16：20

 新營文化中心 B1 兒童閱覽室

蕭壠假日電影院 Siao-Long Family Theater
▪時間：過年期間：每日 10：00、14：00 播放 ｜蕭壠文化園區 A5 電影館
2/2（初二，週三） 功夫熊貓（普）（10：00）、湯姆貓與傑利鼠（普）（14：00）
2/3（初三，週四） 功夫熊貓 2（普）（10：00）、屁屁偵探電影版（普）（14：00）
2/4（初四，週五） 功夫熊貓 3（普）（10：00）、恐龍當家（普）（14：00）
2/5（初五，週六） 天外奇蹟（普）（10：00）、白日夢冒險王（保）（14：00）
2/6（初六，週日） 腦筋急轉彎（普）（10：00）、小小兵（保）（14：00）

▪時間：週六、日 14：00 播放 ｜蕭壠文化園區 A5 電影館
2/12 （六） 神偷奶爸（普）  96 分       2/13 （日） 神偷奶爸 2（普）  92 分 
2/19 （六） 神偷奶爸 3（普）  89 分   2/20 （日） 我們這一家（普）  95 分 
2/26 （六） 超人特攻隊（普）  116 分   2/27 （日） 超人特攻隊 2（普）  126 分 

※ 依疫情狀況滾
動式調整辦理
狀況；執行單
位保有最終內
容及時間異動
之權利。

蕭壠兒童圖書館 Siao-Long Children Library
兒圖瘋電影
每週日 10：00 蕭壠兒童圖書館 1F 木板區放映，歡迎自
由入場觀賞。

▪時間：每週三～日
     09：00 ～ 17：00

 蕭壠兒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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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化中心假日廣場活動  Holiday Plaza  臺南文化中心
崇明路戶外廣場

2/3（四）15：30《虎虎生風》嬉班子樂團
2/4（五）15：30《虎虎生風》奇幻馬戲
2/5（六）15：30《虎虎生風》臺南 S.F.C 街舞團
2/6（日）15：30《虎虎生風》幸韻流行爵士樂團
2/13（日）15：30 台南市謎學研究會《牛轉新運猜燈謎慶元宵》
2/19（六）14：30 佛光山南台別院《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閱書活動》

街頭藝人表演
以雜耍特技、魔術、親子互動類型為主，著重吸引
觀眾目光與親子互動為主，促進園區親子互動氛
圍與熱鬧氣氛。

▪時間：2/2（三）初二～ 2/6（三）
初六每日 10：00 ～ 17：00

 ▪免費觀賞

 蕭壠文化園區

臺南文化中心星光音樂廣場活動  Starlight Music Plaza

2/12（六）H2 樂團
2/13（日）融合薩克斯樂團
2/19（六）Ethan Wang 薩克斯風
2/20（日）小白瘋薩司
2/26（六）校長樂團
2/27（日）好心情樂團

▪時間：週六、日 16：00
▪節目如有異動，以當日演出節目

為主
▪如遇雨天或颱風，演出取消。

攝影／許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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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連假文創市集】藍晒圖文創園區 TANE 植物市集
春節假期由園區品牌凹凸植制所聯手好朋友市集，
擴大舉辦 2021 年年初快閃的植物市集，讓園區一角
的春意擴展為城市中的綠洲。
植選市集／植人講座／植栽手作體驗，約有 30 多個
文創攤位參與，加上園區的 24 間文創品牌，以植栽、
手作、餐車、體驗課程以及街頭表演，豐富市民朋友
新年假期與 2022 年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詳情請見藍
晒圖文創園區粉專訊息。

 ▪時間：2/2（三）～ 2/6（日）
    13：00 ～ 20：00

 藍晒圖文創園區

【2022 吳園新春玩藝趣】新春市集
文創手作／文創商品／茶器／茶相關／陶藝／ DIY
體驗／植栽。

 ▪時間：2/3（四）～ 2/6（日）
    13：00 ～ 20：00

 吳園十八卯茶屋前

新春推廣活動——新春如意虎添藝，骰出你的好運氣
▪吳晉淮音樂紀念館
加點老歌吧！新的一年來點一首台語老歌賀新春，
還有歌詞小春聯、版印紅包袋等你來描繪春節時光。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歡迎柳營名人故居來走春，一起逛市集、街頭藝人快
樂先生定時表演、迎春爆竹 DIY 工作坊等活動，陪伴
大家熱鬧過年趣。 

▪時間：2/3（初三）、2/4（初四）
每日 13：00 ～ 16：00

▪凡至劉啟祥美術紀念館及吳晉淮
音樂紀念館兩地打卡，骰出你的
好 運 氣， 成 功 者 可 獲 得 麥 芽 餅
（送完為止）。

虎虎生風迎新春活動
互動雜耍、精彩特技、魔術表演街藝表演、親子
彩繪燈籠、主題書展、新春市集。

▪時間：2/2（三）初二～ 2/5（四）初五  水交社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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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晉淮音樂紀念館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西竹圍之丘文創園區
A 棟及 B 棟中間廣場

▪時間：2/4（五）～ 2/5（六）
    11：00 ～ 18：00   

攝影／許培鴻

臺南文化中心迴廊活動：創世『舊愛變新歡』跳蚤市場
歡 迎 有 愛 心 團 體 及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踴 躍 認 養
攤 位， 報 名 請 洽 創 世 基 金 會 台 南 分 會 電 話
2601655 轉 17；當日所得全數捐贈創世基金
會作為公益項目。

   ▪時間：2/12（六）
      12：00 ～ 15：30

竹林七閒—浮生若夢．手作人生文化局出版品 每月好書選讀

《2021 臺南新藝獎專刊：象形不會意》
《2021 臺南新藝獎》延續自 2013 年「臺南新藝
獎」開辦以來，以「下一個藝術新星」為發想，
透過「藝企媒合」扶持更多的新生代藝術家。
本屆以《象形不會意》為策展主題，意味著大自
然看似無序雜陳，有如《楞嚴》佛云「若無所明」，
人們因而需要憑藉造型（文字）、造象（圖像）、
造物（容器）及造聲（樂音），來推敲其巧妙井然。

▪策展人：吳介祥
▪出版者：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定價：NT ＄600 元
▪ ISBN：978-986-5487-32-4（精裝）

《臺南美展 2021》
臺南美展辦理邁入第 39 年，此屆臺南美展得獎作
品，無論是西方媒材、東方媒材、攝影影像、書
法、傳統工藝或立體造型，六類項目皆大放異彩，
各有千秋，無論是寫實或寫意表現皆有精妙之處，
橫跨經典及當代。本書收錄本屆藝術創作作品，
讓讀者們從書中飽覽獲獎作品之風采。

▪主編：方敏華
▪出版者：臺南市政府
▪定價：NT ＄1000 元
▪ ISBN：978-986-5487-57-7（精裝）

■購買 / 洽詢請洽：文化局文創發展科、本局各合作展售單位。
■文創發展科電話：(06)214-9510、214-6694、214-6138
■至本局購書一律定價八折優惠（部分除外）；出版品詳細資訊及合作展售單位請上「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品資

訊網」https://publications.culture.tainan.gov.tw/ 查詢。

 臺南文化中心正門
中華東路水池橋畔

 臺南文化中心
東側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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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名稱：新化大坑尾擔飯擔
▪保存團體：大坑聖母宮　▪文資類別：民俗　▪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　▪公告日：2016/09/26

「新化大坑尾擔飯擔」為臺南新化地區傳承已久的民俗活動，最初起源於大坑尾聖母宮元宵遶境慶典，
新化大坑因位處山區，遶境幅員廣闊，地方居民協調分中午、黃昏二場「食飯擔」，各家戶多以竹筍、
放山雞等在地食材，大灶烹煮，將備妥的料理以扁擔肩挑到廟埕，供遶境陣頭、香客食用。

在現代社會形態快速改變下，新化大坑地區仍保有「新化大坑尾擔飯擔」傳統祭典相關飲食文化，由
社區居民自主性參與製備飲食供遶境陣頭及香客食用，交織出屬於山區在地人、飲食與民俗祭典的質
樸文化，實屬可貴。

嘉南大圳主題實境遊戲《雙生果的秘密》
扮演新手考古學家、走訪園區拼湊出關
鍵線索，找到上古傳說的秘密！

▪時間：1/22（六）起每日 09：00 ～ 17：00
▪活動對象：9 歲以上兒童或成人
▪備註：
1. 實境遊戲自 1/22（六）起常設開放，至現場

掃描 QR code 即可遊玩。
2. 隆田園區每週二公休，八田園區每週三公休，

請記得避開以免向隅。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
x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居民大灶烹煮食材 - 黃文博提供▲居民擔飯擔 - 黃文博提供

漫步綠川。慢步生活
為慶祝新營美術園區竣工落成，舉辦綠
川巡禮導覽、寫生活動、綠川市集、舞
動綠川及摸彩活動。

▪時間：2/19（六）09：30 ～ 17：00
▪自由入場

 新營文化中心廣場、
綠川廊道

蕭壠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實境遊戲《契約之地》
邀請知名遊戲設計者—螺旋工作室，以園區今年的當代
藝術展覽為主題，設計適宜親子共同參與的實境遊戲，於
即日起至 2/6（日）限定推出。遊戲中透過逗趣可愛的四
大陣營—不說鹿、看風狗、務實牛和擺盪猴，邀請您一同
組隊前來蕭壠挑戰你的觀察力，只要準備一支可上網的
手機，掃描 QR Code 即可輕鬆參與，過關者還能兌換的
精美小禮物哦 ! 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時間：即日起至 2/6（日）
 蕭壠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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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 PLUS 臺南創意中心 ( 愛國婦人會館 ) 
Tainan Creativity Center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197 號｜ 06-2149510
開館｜週一～週日 09：00 ～ 17：00
休館｜小年度、除夕休館二天｜本中心免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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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區社教中心
 Yongkang District Social Education Center
www.yongkangcity.gov.tw/index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二路 88 號
開館時間｜週二至週五 08：30 ～ 21：00
　　　　　週六、週日 09：00 ～ 17：00
服務時間｜辦公室週一至週五 08：00 ～ 12：00
　　　　　　　　　　　　　 13：30 ～ 17：30
休館時間｜週一
永康區公所人文課辦公室
總機：06-2029666　傳真：06-2032267
永康區圖書館
總機：06-2336216　傳真：06-2032322
FB：臺南市永康區公所、FB：永康區圖書館

台江文化中心 Taikang Cultural Center
tkcc.tnc.gov.tw
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 207 號｜ 06-2558136

劇場棟 開館｜配合藝文活動開放    
台江圖書館
開館｜每週三至週五 09：00 ～ 19：00
　　　週六、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週二休館；每月最後一週五為清潔日，該

日閉館。逢民俗節慶、國定假日是否休館依規定
提前公告週知

教學棟
開館｜配合臺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課程時間與藝文活動
FB：台江文化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雅音樓音樂廳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Ya-Yin Concert Hall
concerthall.nutn.edu.tw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 段 33 號
06 – 2133111 轉 437 或 438
開放｜週一～週五 09：00 ～ 12：00 ；13：30 ～ 17：00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資訊最後更動權，各項節目內容若有
更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National Tainan Living Art Center
www.tncsec.gov.tw
臺南市中華西路 2 段 34 號｜ 06-2984990
開館｜ 09：00 ～ 17：00
FB：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展演館群 ※ 館群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
WanSh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www.wsa.com.tw/index.php ｜ 06-2996528
藝術館 ArtHall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 59 號
永華館 YongHua Hall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 75 號
醉美空間 Aglow Art Space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 83 號

開館｜週二～週日 11：00 ～ 18：00，休館｜週一

藝術館 / 永華館開館時間：
參觀請預約，或依活動時間調整。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依官網公告為主。
FB：涴莎藝術展演中心、醉美空間

新營文化中心   Xinying Cultural Center
xinying-culture.tainan.gov.tw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 號｜ 06 - 6321047 、6324116

畫廊展示空間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每週一、二全天 ( 逢民俗節慶日另行公告 )
圖書館
兒童閱覽室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3 F 圖 書 室 開 館｜週二 14：00 ～ 20：30
 　    ｜週三～週六 08：30 ～ 20：30
  　   ｜週日 08：30 ～ 17：00
自 修 室 開 館｜週二～週五 08：00 ～ 20：30
　　　　　　      ｜週六 07：00 ～ 20：30
           ｜週日 07：00 ～ 17：00
休　　　　　館｜週一 ( 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
FB：新營文化中心

　　　

新化演藝廳 Xinhua Performance Hall
www.tmcc.gov.tw
臺南市新化區信義路 142-1 號｜ 06-5907609

臺南文化中心  Tainan Cultural Center
tmcc.gov.tw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32 號｜ 06-2692864 轉 9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週二（逢民俗節慶日另行公告）

藝文沙龍、親子藝術空間：每月最後一週五為清
潔日，該日閉館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資訊最後更動權，各項節目內容若有
異動，以現場與網站公告為主。

【農曆年節 新營文化中心過年開館時間】
■文化中心畫廊展示空間：
1/31（一）除夕～ 2/2（三）大年初二休館

■ 圖書館、自修室： 
1/31（一）除夕～ 2/5（六）大年初五休館

王育德紀念館 Ong Iok-tek Memorial Museum
oitmm.tnc.gov.tw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吳園公會堂後方排屋）
06-2219682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活動洽談、團體導覽或特殊時段請來電預約
FB：王育德紀念館

吳晉淮音樂紀念館 Wu JIN-Huai Memorial Hall
臺南市柳營區界和路 158 號
開館｜每週三～日 10：00 ～ 17：00

奇美博物館 CHIMEI MUSEUM
www.chimeimuseum.org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 66 號｜ 06-2660808
開館｜每日 09：30 ～ 17：30；休館｜除夕、週三
FB：奇美博物館 chimei museum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useum
museum.ncku.edu.tw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06-2757575 轉 63020
開館｜週二至週日 10：00 ～ 17：00 ；休館｜週一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17：00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網站公告為主。
FB：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臺南市吳園藝文中心－臺南公會堂
Wu Yuan Cultural Center － Tainan Public Metting Hall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 06-2289250
開館｜史料室於疫情警戒完全降級前不開放
表演廳及展覽室則依活動性質及防疫相關規定有限度開放。
公會堂辦公室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09：00 ～ 12：00
  14：00 ～ 18：00
公會堂表演廳及展覽室、吳園戶外廣場租借。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公告為主。
吳園藝文中心內其他單位：
十八卯茶屋（原吳園柳屋）｜ 06- 2211218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 10：00 ～ 18：00（或電話洽詢）

歸仁文化中心 Gueiren Cultural Center
臺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 78 號｜ 06-3306505
演藝廳 服務時間｜每週二～週六 08：00 ～ 17：30
美術館 開館｜週二～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
歸仁文化中心自 109 年 1 月起至 111 年 3 月止，進行整
建工程，工程內容包括：廣場空間改善、內部空間整合、
建物防漏及劇場設備更新等。工程期間活動暫停，造成
不便，尚祈見諒。暫停開放時間若有異動，以文化中心
網站公告為準。

博物館群 ※ 館群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www.nmtl.gov.tw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06-2217201 
開館｜週二至週日 09：00 ～ 18：00
FB：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nmth.gov.tw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 250 號　06-3568889
開館｜週二～週日 09：00 ～ 17：00（最後入館 16：30）
休館｜週一（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翌日休館）、農曆

除夕及大年初一、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日、本館另行公告之必要休館日

FB：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
Museum of Archaeology, Tainan Branch of NMP
www.nmp.gov.tw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0 號｜ 06-5050905
開館｜星期二至星期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遇國定假日、補假日、選舉日則照常開

放）、農曆除夕、年初一
FB：南科考古館

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 National Historical
Monument Tainan District Court
tnd1.judicial.gov.tw/HS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307 號｜ 06-2147173
開館｜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農曆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秋節等國

定民俗節日暫停開放，其餘因其他因素暫停開放

楊逵文學紀念館
Yang Kui Memorial Literature Museum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488 號｜ 06-5908865
開館｜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農曆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秋節等國

定民俗節日暫停開放，其餘因其他因素暫停開放
則另行公告。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市定古蹟原山林事務所）
Yeh-Shyr-Tau Literary Memorial Museum
ystlmm-culture.tainan.gov.tw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8 ～ 3 號｜ 06-2215065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活動洽談、團體導覽或特殊時段請來電預約
FB：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臺南市南瀛天文館
Tainan Astronomical Education Area
www.taea.tn.edu.tw
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 34-2 號｜ 06-5761076 轉 25
開館｜週二～週日 09：00 ～ 17：00 
　　　週六：天文觀測館延長開放至 21：00
休館｜週一　FB：南瀛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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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科學館
Tainan Children's Science Museum
tcsm.tn.edu.tw/kids
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5 號｜ 06-2224583
開館｜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週二、農曆春節
FB：臺南市兒童科學館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ECO˙MUSEUM IN TAINAN
www.fmmit.com.tw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321 號｜ 06-2661193
開館｜週二～週日 10：00 ～ 17：00
導覽時段｜
平日｜產業館、體驗館 10：00　工藝美術館 13：30
假日｜產業館、體驗館 10：00、13：30
　　　工藝美術館 11：00、15：30
團體參觀請事先網路或來電預約。
參觀訊息｜有免費服務空間、收費空間及僅接受團體預

約 DIY 活動，詳情請關注官網及粉專。
FB：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臺南市原住民文物館 
The Indigenous Cultural relic Museum of Tainan City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二路 88 號 3F  ｜ 06-2017422
FB：臺南市原住民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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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227168
開館｜週三～週日 10：00 ～ 17：00

鄭成功文物館 Koxinga Museum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152 號｜ 06-2136207 
開館｜週二～週日 09：00 ～ 17：00
預約導覽｜週一～週五 09：00 ～ 17：00
FB：鄭成功文物館
全館整修中，暫不開放參觀。

展覽館群 ※ 館群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102 當代藝術空間  102Art Gallery
102art-tw.com
臺南市仁德區成功三街 102 號｜ 06-2609627
開館｜週三～週日 10：30 ～ 17：30 
FB：102 當代藝術空間 102Art Gallery

大新美術館 Daxin Art Museum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 110 巷 6 號｜ 06-2514301
開館｜週二 10：00 ～ 17：00；
　　　週三至週日 08：00 ～ 17：00
休館｜週一
FB：大新美術館

三一宅。藝空間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06-6350521 
營業｜週三～週日 10：00 ～ 18：00
公休｜週一、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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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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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圓美術館 FANG-YUAN Art Museum
www.fy-mofa.org.tw

臺南市將軍區西甲里西華 1 號｜ 06-7944351
開館｜週三 僅接受 10 人以上團體預約參觀
　　　週四～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每週一及每週二全天休館

水色藝術工坊 Mizuiro Workshop
www.facebook.com/mizuiro1214

臺南市中西區環河街 129 巷 31 號｜ 06-2216806
開館｜週四～ 週日 13：30 ～ 19：00
FB：水色藝術工坊 Mizuiro Workshop

正藝美學空間台南館 Artrue Tainan Space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 189 號｜ 06-2141212
開館｜週一至週五 14：00 ～ 18：00 本館採預約參觀，
　　　歡迎來電或於粉絲專頁留言預約。
FB：Artrue Tainan 正藝美學空間 - 台南館

台灣創價學會    安南藝文中心
Taiwan Soka Association  Annan Art Center
www.twsgi.org.tw

臺南市安南區郡安路四段 66 號 2 樓、3 樓
｜ 06-2814683
開館｜週二～週日 09：30 ～ 17：00 （免費參觀）
休館｜每週一、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
FB：創價藝文

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Art Center , NCKU
artcenter.ncku.edu.tw/index.php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06-2757575 轉 50014
辦公｜週一～週五 08：30 ～ 17：30
展覽｜週一～週六 09：30 ～ 17：00
FB：成大藝術中心

東門美術館 Licence Art Gallery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203 號 1 樓
06-2131897
開館｜週二～週六 13：00 ～ 18：00
休館｜週日、一
FB：東門美術館 Licence  Art Gallery

耘非凡美術館
Remarkable Cultivation Art Museum
耘非凡美術館：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 370 號
06-2600605
開館｜週二～週日 10：00 ～ 18：00　休館｜週一
FB：耘非凡美術館

海馬迴光畫館 Fotoaura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www.fotoaura.com.tw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 83 號 2 樓｜ 06-2223495
開館｜週三至週日 13：00~20：00，休館｜週一、週二
FB：海馬迴光畫館    IG：海馬迴光畫館

索卡藝術 SOKA ART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446 號｜ 06-2973957
開館｜週二至週日 10：00 ～ 19：00
FB：台南索卡藝術中心

梵藝術私人美術館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00 號｜ 06-2993065
開館｜週二至週日 11：00 ～ 19：00
休館｜週一
FB：梵藝術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香雨書院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Shiang Yu Museum
lib-museum.nutn.edu.tw
臺南市將軍區長榮里 182 號｜ 06–7944823
開放時間｜週三～週日 09：00 ～ 12：00 
  13：00 ～ 17：00

絕對空間 absoluteart.space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 205 巷 11 號｜ 06-2233508
開館｜週二預約制；週三至週五 12：00 ～ 20：00；週

六至週日 14：00 ～ 20：00
休館 | 週一
FB：絕對空間 Absolute Space for the Arts

新心生活藝術館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 67 號｜ 06-2753957
開館｜週二至週六 12：00~20：00
休館｜週日、一
FB：新心生活藝術館

臺南市政府雙市政中心空中藝廊
民治市政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06-632231
開館｜週一～週五 08：00 ～ 17：30
休館｜週六、日

永華市政中心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06-2991111
開館｜週一～週五 08：00 ～ 17：30
休館｜週六、日

臺南市美術館 TAINAN ART MUSEUM
www.tnam.museum ｜ 06-2218881
1 館：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37 號
2 館：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 號
開館｜ 10：00 ～ 18：00；週六延長開放至 21：00
休館｜週一
FB：臺南市美術館 Tainan Art Museum

德鴻畫廊 Der-Horng Art Gallery
www.derhorng.com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 號｜ 06-2271125
開館｜週一至週六 11：00 ～ 19：00
休館｜週日
FB：德鴻畫廊 Der-Horng Art Gallery

離塵 Soka Art Innermost
臺南市東區府東街 21 巷 2 號｜ 06-2380029
開館｜週三至週日 10：00 ～ 18：00
休館｜週一、週二
FB：離塵

園區館群 ※ 館群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水交社文化園區 SHUEI JIAO SHE Cultural Park
shueijiaoshe.tainan.gov.tw
臺南市南區興中街 118 號｜ 06-2633467 
開館 | 週三～週日 09：00 ～ 17：00
休館 | 週一、週二
FB：Shueijiaoshe

西竹圍之丘文創園區（原廳長官邸）
XIZHUWEI HILLS Cultural & Creative Park
臺南市東區育樂街 197 巷 2 號

隆田 CHA CHA 文化資產教育園區
Longtian CHA CHA Cultural Heritage Area
chacha.tainan.gov.tw
臺南市官田區新生街 43 號 
開館｜週三～週一 09：00 ～ 17：00
休館｜每週二、除夕
FB：longtianchacha

臺南左鎮化石園區 Tainan City Zuojhen Fossil Park
fossil.tnc.gov.tw
臺南市左鎮區榮和里 61-23 號｜ 06-5731174
開放時間｜週三～週一 09：00 ～ 17：00
售票時間｜週三～週一 08：50 ～ 16：00
截止入場時間｜ 16：30
休館｜每週二、除夕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Tapani Incident Memorial Park
tapanipark.culture.tainan.gov.tw
臺南市玉井區樹糖街 22 號｜ 06-5741025
開館｜週一、週三～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二
FB：tainantapani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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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化館
madou.tainan.gov.tw/cp.aspx?n=25336
臺南市麻豆區興國路 11 號 1 樓｜ 06-5729007#13
開館｜週二～週日 08：00 ～ 17：00
休館｜週一及國定假日民俗節日當日休館

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 
Shin Kong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Tainan Place
www.skm.com.tw/BranchPages/
BranchPagesHome?UUID=03870b7b-1e3e-4264-bb1f-
ea00b8b051d7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 號｜ 06-3030999
開館｜週一～週日：11：00 ～ 22：00
FB：新光三越 台南西門店、新光三越 台南小西門

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臺南市永康區康橋大道 255 號｜ 06-3035855
開館｜週二至週六：08：30 ～ 21：00 
　　　週日 ：08：30 ～ 17：30
休館｜週一及國定假日

臺南市札哈木會館暨札哈木原住民公園
CaHaMu Museum of Tainan City and 
CaHaMu Indigenous Park

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 472 號｜ 06-2995826
開館｜週二～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FB：臺南市札哈木會館

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labor2.tainan.gov.tw/recreation
臺南市南門路 261 號｜ 06-2150174、2150175、
　　　　　　　　　　  2150176

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  Tainan Film Center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38 號 ( 原放送局 ) ｜ 06-2150851
開館｜週二～週日 10：00 ～ 12：30；13：30 ～ 17：3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
購票資訊｜本書院活動均不需要購票，免費參與
惟因放映室座位有限，電影放映前 30 分鐘開放索取號
碼牌，1 人 1 票，共 24 座位，發完為止。
放映後 10 分鐘禁止進場。
FB：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Southern Region Weather Center, C.W.B.
south.cwb.gov.tw
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21 號｜ 06-3459200、06-3459218
開館｜週一～週五及每月第三個週六 09：00 ～ 17：00
預約導覽｜週一～週五及每月第三個週六
 09：00 ～ 17：00（12：30 ～ 13：30 休息）
定時解說｜週一～週五 10：00、15：00
FB：Good Weather 古都好天氣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蕭壠文化園區 Siao-Long Cultural Park
soulangh.tnc.gov.tw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 130 號｜ 06-7228488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免費入園
休館｜每週一、二休館及農曆年小年夜、除夕、初一

總爺藝文中心
Tsung-Yeh Arts and Cultural Center
tyart.tnc.gov.tw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總爺 5 號｜ 06-5718123
開館｜週三～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週二、小年夜、除夕、初一
顏水龍紀念館   Yen Shui-Long Museum
開館｜週三～週日 09：30 ～ 16：30
倒風內海故事館   Daofong Lagoon Museum
06-5717391
開館｜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週一、週二、小年夜、除夕、初一

藍晒圖文創園區 
BLUEPRINT CULTURAL & CREATIVE PARK
bcp.culture.tainan.gov.tw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689 巷｜ 06-2227195

其他館群 ※ 館群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 妙心寺
Chinese Buddhist Literary Foundation
www.mst.org.tw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街 11 巷 10 號｜ 06-3115713
開館｜週一～週五 09：00 ～ 12：00，14：00 ～ 17：00
休館｜週六、週日　FB：小東山妙心寺

台南老爺行旅 The Place Tainan
www.hotelroyal.com.tw/tainan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8 號｜ 06-2366168
開放時間｜每日 11：00 ～ 21：00
FB：The Place Tainan 台南老爺行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
Sinhua Office，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of the 
Southern Area，M.O.F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588 號｜ 06-5978211
開館｜週一～週五 08：00 ～ 17：00
休館｜週六、日，國定假日當日休館

安平鄉土文化館 Anping Local Cultural Center
臺南市安平區觀音街 64 號｜ 06-2295948
開館｜週二至週五 10：00 ～ 12：00
　　　　　　　　  14：00 ～ 18：00
　　　週六至週日 10：00 ～ 18：00
休館｜週一

十六歲正青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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