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藝遊新視界！



流動饗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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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夏至藝術節
日期：6/22-9/9　
新營文化中心、永成戲院、新營區‧兩廳院售票
費用：視活動收費

移動劇場
6/23斗六→新營
8/11新營→斗六

越域演藝
每一檔都是曾在國
家級劇院演出的明
星級表演

藝間店
在地特色店家，媒合優質團
隊到場演出。本市新營區：
7/7漫步日光、7/14小屋
家、7/21三一宅。

老臺新藝
綜合說書人、戲劇、相聲團
隊到縣市具歷史意義老戲院
演出。本市鹽水區：8/4、
8/12永成戲院。

藝工隊
7/16-7/20《拜訪森林．奇幻的冒
險-兒童創作戲劇工作坊》
8/13-8/15藝工隊《拜訪森林．奇
幻的冒險-師資創作戲劇工作坊》

夏至藝術節網站  http://summertheatrefestival.tnc.gov.tw/ 夏至藝術節-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樂音悠揚2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2發

邁入第4屆的「2018臺南管樂藝術季」自5/27-8/26每逢週末，
25支團隊22場嘉年華系列節目在新化演藝廳接力呈現，演出
前10天開放免費索票入場，座位有限，歡迎各界共襄盛舉。

2018臺南管樂藝術季
日期：5/27-8/26
地點：新化演藝廳　

活動網站網址 http://tnbf.tnc.gov.tw/ 臺南市管樂團

免費．索票

法—世紀之旅Ⅲ
日期：9/1(六)  19:30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演講廳
指揮：菲利浦‧費洛（法國前巴黎共和衛隊軍樂團指揮）
演出：臺南市管樂團（NT100、200、300兩廳院售票）



歸仁玩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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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歸仁文化中心
2018心豐玩藝嘉年華 瘋狂默劇－GABEZ Show

一部不分國籍和年齡都能輕鬆理解的爆笑作品，2018年暑假即將再度登臺！ 
人稱「舞蹈與寂靜的喜劇」－日本人氣組合GABEZ將帶您體驗以默劇為創作基礎的
戲劇作品，以短篇劇情串聯，時而讓您捧腹大笑、時而讓您感動落淚，是一齣適合親
子共賞的精彩演出。

7/28(六)19:30  （NT150，兩廳院售票）

AR教育體驗展

建置AR(擴增實境APP互動學習)科技系統及影音字卡體驗展，讓大小朋友隨著『偶』
認識臺灣諺語及民間故事；另將書籍導入AR技術，透過智慧裝置，投射出短篇布袋
戲影集，增加故事書籍的趣味性。

7/14(六)-7/29(日)09:00-16:30 （每週一休館）

歸仁文化中心

免費



青春看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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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小戲節
日期：7/14-7/29　
臺南文化中心‧兩廳院售票
費用：視活動收費
對象：依活動不同限制

表演
7/14(六)19:30 《歌德金屬 專屬音樂會》（網路索票）
7/28(六)19:30、7/29(日)14:30 《天堂動物園》（NT500，兩廳院售票）
8/17(五)19:30、8/18(六)14:30/19:30 、8/19(日)14:30 青少年劇場《發角Huat-kak》（NT350，兩廳院售票）

《POWER SUMMER》聯合公益表演及舞展
7/21(六)15:30 臺南21校高中職聯合公益表演
7/22(日)15:30 臺南21校高中職聯合舞展

藝術啟蒙講座
7/08(日) 13:00～14:00 翻轉式的人生起跑
7/21(日)15:00～16:00 假扮中的真實人生
260席，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7/10-7/14 (二-六)09:00-17:00  《交響金屬》熱門音樂工作坊　對象：本市國、高中學生
7/14-7/15 (六-日)09:00-16:00  影響・新劇場《暑期教師戲劇工作坊》（NT2500，報名）
7/25(三)10:00-17:00  飛人集社劇團《戲偶結構・解構偶戲工作坊》對象：本市國、高中學生(12歲以上)　費用：材料費:NT300

工作坊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逕連結臺南文化中心官網
http://www.tmcc.gov.tw/project/
2018-16yof-tsmc_ytp/

免費

免費



月老之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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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南七夕愛情嘉年華
日期：8/1-8/20
地點：臺南市全區　

　

臺南七夕-愛情嘉年華

透過「愛情」與「月老」等文化元素的主題，融
合臺南傳統的古味與創新，將展開包括主題展
覽、月老行旅、市集音樂會及愛情總舖師等一系
列豐富多元的活動，歡迎各位民眾一同參加! 



穿越百年6

日期：8/12-8/31
地點：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臺南市玉井區
費用：視活動收費　
對象：依活動不同限制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6發

2018噍吧哖文化生活節

1.噍吧哖古戰場路跑(8/12)
2.小鎮探險：歷史遊戲設計營(8/28-8/31)
3.在地文化小旅行(8/19、8/26)
4.舊玉井糖廠解謎小遊戲(8/13-8/31)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官網  http://tapanipark.culture.tainan.gov.tw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好書同樂7

日期：7/15
地點：全市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不含臺南文化中心、蕭壠兒童圖書館）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7發

107年全市好書交換×古早味同樂會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https://goo.gl/EuvwFL
活動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 榕樹廣場

好書交換

於6/16-7/13將欲交換之圖書
送至收書地點，由館員發給換
書卡，一本書蓋一點，7/15當
天以換書卡點數換書。

換好書抽好禮

凡參加好書交換，於活動當
天將換書卡投入各區圖書館
摸彩箱，即可抽100元圖書禮
券，全市共200份。

古早味同樂會

憑 臺 南 市 公 共 圖 書 館 借 閱
證 ， 可 免 費 體 驗 古 早 味 童
玩，如抽糖果、打彈珠、釣
酒瓶、踢毽子等。

捐發票送好書

憑10張107年5-7月發票，可
兌換新書一本，數量有限。

7/15(日)10:00-16:00 7/15(日)16:00 7/15(日)10:00-16:00 7/15(日)15:00-16:00

免費



老派青年8

日期：7/10-8/25　對象：依活動不同限制
地點：許石音樂圖書館 黑盒子劇場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8發

2018新世代青音樂

老歌新唱音樂比賽
對象：高中（職）、大專院校之在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7月31日止。
比賽時間： 8/25日(六)10：30

或洽詢臺南市立圖書館 蔡小姐evaa403@tnml.tn.edu.tw，或電06-2255146 #122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逕連結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網「活動報名」https://www.tnml.tn.edu.tw/

工作坊
7/10(二)14:00 歌唱技巧　7/13(五)14:00 舞台魅力
7/17(二)10:00 詞曲創作　7/24(二)10:00 數位編曲
8/17(五)14:00 吉他彈唱

講座
7/15(日)14:00不同時代的流行音樂故事
8/11(六)14:00以文會歌
8/19(日)10:00漫談古典西洋音樂

免費．報名



輪轉臺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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踅街seh-ke—臺語生活散步
日期：7/1-7/14
對象：親子，兒童以小學以上為佳
費用：NT50
人數限制：25人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活動前一週至市圖5F推廣組繳交

詳情及報名請逕連結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網「活動報名」https://www.tnml.tn.edu.tw/

7/01(日)09:00-12:00 菜市場散步
7/07(六)09:00-12:00 走訪民間故事
7/14(六)09:00-12:00 民俗文化之旅



人文焦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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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8/1-8/3   09：00~17：45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佳里北頭洋、新化、左鎮等。
費用：NT300
課程主題：史前到當代西拉雅
對象：年滿18歲以上對臺灣文化歷史抱有興趣之民眾

2018年臺灣文化大學
夏季學校

時間：8/11   13：00~15：30
地點：文資局B1國際會議廳
講座主題：現代姜子牙：談鄭成功封神
對象：年滿18歲以上對臺灣文化歷史抱有興趣之民眾

週末文化講座

臺灣文化大學官網 http://twcu.culture.tainan.gov.tw/

免費



繽紛綠園11

時間：8/15-8/16   09:10-16:10
地點：總爺藝文中心研習教室
費用：NT1000，低收入戶NT200
對象：本市國小一二年級
報名時間：7/4-7/25（額滿提前截止）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11發

兒童藝術學苑-創藝遊樂園營
總爺藝文中心

總爺藝文中心官網   https://tyart.tnc.gov.tw/ 總爺藝文中心

展覽
《鹽約—歲月的身影II》奧地利薩爾斯堡交流計畫—駐村藝術家王霽昕成果展　時間：7/14-8/30　 展館：紅磚工藝館
《遷徙與再生—消逝地景的採集與創造》　時間：2017/12/1-2019/3/31　展館：紅樓
《迴返》總爺計畫—陳敬寶駐村成果展　　時間：4/1-9/30　展館：廠長宿舍

週未下午茶音樂會
7/28  15:30-16:30  SWAY樂坊
8/25  15:30-16:30  育音絲竹樂團
每週日15:20-17:00  長雲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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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壠文化園區

蕭壠兒童美術特展：色彩實驗室
時間：即日起至10/28  09:00-17:00
展館：A10特展館

以兒童對色彩的感知與能力發展為基
礎，規劃五個單元：色彩認知、排列、
混色、體驗與聯想，希望讓孩子練習將
色彩感知應用在生活中，創造更多的色
彩記憶與體驗。

韓國光州美術館交換藝術家―李世鉉特展
時間：6/15-7/15   9:00-17:00　  展館：A4-2館
韓國市立光州美術館首次薦送來臺的韓國藝術家李世鉉是一位另類的紀實攝影家，在記錄歷史場
所的同時，再以丟擲石頭介入自己的拍攝畫面，呈現出「這既是歷史，也是當下」的視覺震撼。

「身體萬花筒」說故事劇場 
時間：7/10-7/14   09:30-16:30　展館：A14排練場、戶外劇場
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學童　　費用：免費參加，僅需繳交保證金NT2000與餐費NT400/人

「阿伯樂戲工場」兒童戲劇表演
時間：8/18-8/19   14:00-15:00
展館：蕭壠文化園區 戶外劇場

時間：常設展   09:00-17:00　展館：A3館
為呈現臺南府城的發展軌跡，今年11月市府將首度於蕭壠文化園區，以雙年展的形式舉辦「臺南
國際攝影節/TiFF」。其中TiFF的系列主題之一「焦點攝影家」，今日由許淵富老師的作品打頭
陣，率先揭開序幕。

2018臺南國際攝影節:焦點攝影家―許淵富

蕭壠文化園區官網   http://soulangh.tnc.gov.tw/
TiFF臺南國際攝影節 活動網站   http://tiff.tnc.gov.tw/

免費

免費

免費



藝術雙享13

臺南在地藝術家莫嘉賓與文化局古蹟景點攜手創作。
以莊周夢蝶之雅致為觀點，為臺南安平樹屋量身打造50隻大小不等的鏡面不鏽鋼蝴蝶，透過光影，打造虛實穿透美學。

夏日夢蝶藝術裝置展
日期：6/12-9/30　地點：安平樹屋園區（倉庫群內）　費用：入園費

硯臺墨灣-臺灣象形概念展
日期：6/1-8/31　地點：安平樹屋園區（朱玖瑩故居2樓）　費用：入園費　
臺灣象形品牌研發者高一民，以轉化十二生肖、島國生物多樣性，已深入淺出雙語彙意涵透，過習字體驗與平面海報、
金工展品及創意商品，帶給民眾耳目一新的東方視覺藝術感受。

藝遊臺南 臺灣象形TaiwanLIKE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13發



古蹟限定14

【憑門票優惠購換冰品】

日期：6/1-7/31
購換之門票限制：赤崁樓、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億載金城之入園票
憑門票購換優惠：1.購買冰品9折優惠　2.五元購換善化農會冰棒1支

日期：7/1-12/31
使用景點：赤崁樓、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億載金城
憑券優惠購：1.購買十鼓仁糖文創園區門票75折優惠　2.購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門票5折優惠

臺南藝文夏日強檔第14發

冰友COOL一夏！

【憑劵優惠購十鼓、台史博門票】古蹟漫遊劵

「成功啤酒」
即將上市！敬請鎖定！
以臺南市著名歷史人物─鄭成功為設計
發想，以「成功」二字的吉祥寓意合作
開發「成功啤酒」，主打「一定要成
功」的正能量口號，將於 7月中旬上
市，民眾將可在赤崁樓、安平古堡、安
平樹屋、億載金城、延平郡王祠、愛國
婦人會館購買，敬請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