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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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六）元旦休館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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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年節　過年開館時間】
■文化中心畫廊展示空間：
1/29（六）～ 1/30（日）、2/3（四）大年初三開館
1/31（一）除夕～ 2/2（三）大年初二休館
■ 圖   書       館：
1/29（六）～ 30（日）、2/6（日）大年初六開館
1/31（一）除夕～ 2/5（六）大年初五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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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W S L E T T E R
January 2022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藝 文 活 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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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 Bazaar 課程 course

工作坊 Workshop

2022 臺南新年音樂會
演出：臺南市民族管弦樂團

每座偉大的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的聲音！
T.C.T.O. 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已經邁向第三個十年，
在這重新出發的時刻，我們和廣大市民一同打造屬
於臺南的「新年音樂會」，團長暨指揮黃光佑率領
T.C.T.O. 音樂家們和您一同享受音樂的新年、美麗的
新年。

 1/8（六）14：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 OPENTIX 兩廳院售票｜票價：800、500、300 元

「悠揚樂海」2022 金成愛樂團定期音樂會
演出：金成愛樂團

本場演出由詠采基金會及新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
辦一系列於音樂廳與校園的音樂會，演出曲目多元，
希望能呈現給聽眾國樂優雅風貌及視覺聽覺的感受。

 1/9（日）19：30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索票入場

1
2022.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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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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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南瀛好聲音】歌唱比賽
藉由歌唱比賽培養音樂歌唱藝術人才，鼓勵在地鄉親藉由美聲傳唱，打
造社區熱情活力的生活，提供民眾良好休閒活動。

初賽
 1/15（六）上午 08：30 起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南瀛綠都心公園少年街廣場／景觀台

決賽
 1/16（日）上午 08：30 起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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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2022/1/23（日）10：30

■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請以中心公告為主。

五福臨門　體驗活動
1. 1/23（日）11：00 我的春節我的家｜帶上全家去拍照，採線上報名
2. 1/23（日）11：00 自印春聯好手藝 ，採現場報名
3. 萌虎下山拍照，打卡送明信片（展期間）
4. 利人利己傳福氣—萌虎明信片拓印體驗（展期間）
5. 手手相連沾喜氣版畫集體創作（展期間）



閱讀    主題書展
吼～不要再當虎爸虎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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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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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三）～ 2/25（五）
  新營文化中心 3F 圖書館、B1 兒童閱覽室

課程
羊毛氈春聯工作坊

 1/16（日）09：00 ～ 12：00
  新營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
人數：20 人（12 歲以下需大人陪同）
材料費：200 元
方式：1/4（二）09：00 開放線上報名

動漫
新營動漫電影院
◎ 1/15（六）菲利斯之永夜島歷險記 
◎ 1/29（六）屁屁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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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六）主講老師：郭光明、葉金芳
1/9    （日）主講老師：陳偉玲
1/15（六）主講老師：許瓊妃、陳淑琴 
1/22（六）主講老師：陳淑琴、黃靖玉
1/23（日）主講老師：黃碧華
1/29（六）主講老師：劉秀香

文創空間─名畫臨摹袋著走 DIY
講師：趙雅玲老師（斜槓插畫 / 圖文漫畫創作）

1/8（六）09：30 ～ 11：30

文創空間─剪剪貼貼拼出一片天地 DIY
講師：柯詠馨老師（台南市圖書館及市集手作指導 ）

1/8（六）14：30 ～ 16：30

好孕一把罩～健康來報到
講師：潘慧萍老師（成大醫附設醫學院遺傳諮詢師）

1/15（六）09：30 ～ 11：30 

環保喜悅～種子項鍊 DIY
講師：林玉玲老師（永康社區大學講師）

1/15（六）14：30 ～ 16：30 

迎春紓壓花藝 DIY
講師：吳月琴老師（池坊流插花教授）

1/29（六）14：30 ～ 16：30

【講座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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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1/1（六）元旦休館一日。
【農曆年節 過年開館時間】
■圖書館：1/29（六）～ 30（日）、2/6（日）大年初六開館
     1/31（一）除夕～ 2/5（六）大年初五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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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非口號，你我全力來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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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季 DIY 採現場報名，請至新營文化中心一樓服務臺報名繳費。（額滿截止）
▲參加講座的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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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週三～週日 10：00 ～ 17：00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三段 112 號

期頤之樓　百年之春
劉啟祥 @ 巴黎—1932 ～ 1935 的劉啟祥

印象之美─鍾方油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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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享人生」系列講座第一季

▲線上報名請掃這！華陶窯—相思木柴燒作品收藏展

營業時間：
週三～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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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9 號

開館時間／週三至週日 09：00 ～ 17：00 休館時間／每週一、週二全天。 公告：1/1（六）元旦休館一日。
【農曆年節　過年開館時間】1/29（六）～ 30（日）、2/3（四）大年初三開館、1/31（一）除夕～ 2/2（三）大年初二休館
▼展場參觀民眾請配戴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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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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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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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2022/1/8（六）14：00

2022/1/2（日）～ 2022/1/16（日）
 新營文化中心第一畫廊

即日起 ～

虎虎生風贈春聯，藝術精靈迎新春
讓我們透過寫春聯、贈春聯的行動，將年怪趕走，把疫情清零，
迎來虎虎生風的一年。前 50 名除有春聯免費拿取，外加一枚
虎年紀念金幣。

1/8（六） 10：00 ～ 12：00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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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