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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六)19:30

【表演工作坊】《一夫二主》
A Servant of Two Masters

｜600/900/1400/1800/2200/2600/3000 

《一夫二主》是劇作家賴聲川改編自卡羅．高多尼(義大利，1707-1793)

原著。內容常反應社會時事，多描寫處於弱勢的中下階級。【表坊】的創

作向來以關懷、反應社會為出發，賴聲川將劇本進行改編，充分展現他掌

握喜劇結構及表現的能力。由擅長喜劇手法的丁乃箏導演，領銜史上最滑

稽的男僕（唐從聖 飾），總是逢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周旋在兩位主

人（屈，在疫情之下的寒冬，頗能溫暖人心。

3/20、3/21(六、日)09:00起

2021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鋼琴獨奏）
2021 Cheer Taiwan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Solo)

｜自由入場 (請遵守劇場禮儀)

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及臺南市音樂協會合辦的「2021大臺南國際音樂大賽」，相關資訊

請至【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http://www.cheer100music.com & http://www.cheer10

0.com.tw查詢。

3/28(日)14:30

2021新舞季【璀璨的芭蕾】
New Dance Season 2021 : The Glamorous Ballet

｜300/50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舞團」2021年度製作【2021新舞季–璀璨的芭蕾】特別邀請

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授Mary Collins、阿爾巴尼亞芭蕾大師Ilir Kerni、紐西蘭芭蕾

大師Richard Bowman、臺灣旅居美國的張崇富教授及臺灣新生代編舞家黃淑蓮教授為本

系舞團編創，並以各時期的芭蕾為主題。



           原生劇場節目洽詢電話：2692864轉59

         請服裝整齊，勿穿著汗衫、背心、拖鞋入場。演出前30分鐘入場，演出

       開始請勿隨意進、出場，遲到觀眾請遵守館方引導，再行入場。

             For Native Theater’s programs, please call: 2692864-59
          Please dress suitably. Undershirts, tank tops, or slippers are not permitted.
      Take your seat 30 minute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formance. Please don’t 
   enter or leave casually during the performance. Late arrivals will be led to seats 
by ushers until a break or intermission.

臺南文化中心

國際廳原生劇場

Tainan Cultural Center 

Native Theatre of 

International Hall

●兩廳院售票系統      ●免費自由入場

3/6(六)、3/7(日)、3/13(六)、3/14(日)09:00起

2021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2021 Cheer Taiwan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自由入場 (請遵守劇場禮儀)

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及台南市音樂協會合辦的「2021大臺南國際音樂大賽」

，相關資訊請至【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http://www.cheer100music.com &

http://www.cheer100.com.tw查詢。

3/6(六) 管樂獨奏(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

         號(上低音號)、長笛獨奏∕重奏(四人以下)、薩克斯風獨奏∕重

         奏(四人以下)、木管五重奏、銅管五重奏）

3/7(日) 吉他、烏克麗麗獨奏∕重奏(四人以下)、直笛獨奏、直笛重奏(二

        、三、四、五重奏) 

3/13(六) 鋼琴獨奏、鋼琴四手聯彈

3/14(日) 國樂(笛、笙、嗩吶、簫、柳琴、琵琶、揚琴、阮咸、古琴、古箏

          、高胡、南胡、中胡、大提琴、低音提琴)

3/19(五)19:30、3/20(六)14:30/19:30、3/21(日)14:30

台南人劇團《年夜飯》

The Reunion Dinner｜800元

一爐三牲五盤菜

幽靈作祟的圍爐餐桌

沒有護身平安符的驅鬼晚宴

這一家人，究竟是人？還是待宰的雞？

韋家廚房飄出祭祀地基主的線香味，一家三人正準備著年夜飯。他們做菜，

他們重述，他們想像：三柱香燒盡後，如何坐回餐桌？



 

           講座開始前30分鐘入場，演講開始，請勿隨意進、出場，遲到觀眾

         請遵守館方引導，再行入場。

       請服裝整齊，勿穿著汗衫、背心、拖鞋入場。

            Take your seat 30 minute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speech.

         Please don’t enter or leave casually during the speech. Late arrivals 

    will be led to seats by ushers until a break or intermission. 

Please dress suitably. Undershirts, tank tops, or slippers are not permitted.

臺南文化中心

會議室講座

Tainan Cultural Center 

Conference Room

Lectures

3/6(六)10:00 【失智照護．每月開講】三動兩高 預防失智  白明奇

傳遞預防失智的概念，包含頭腦要動、休閒活動、有氧運動，及高度學習和高抗氧化飲食。

3/6(六)14:00 【與心靈對話電影賞析】鬱見真愛（片長104分鐘 英語發音）  蘇恩平

一部療癒心靈的感人作品、一個非普通的成長故事；有親情作為後盾，身陷黑暗中的孩子找回生命陽光。

3/7 (日)10:00 【環境教育】與孩子在自然中成長—自然探索與大腦發展  荒野台南分會親子二團團長

透過自然探索引導孩子學習，如何與孩子徜徉在大自然，營造良好的親子關係，邀請你一同感受與經驗。

3/7(日)14:30 【佛法講座】從《華嚴經》談生命中的種種覺悟經驗  郭朝順

生命中的種種小小覺醒，終將匯歸對華藏世界的圓滿覺悟，成佛之道是一步一腳印的實踐功夫。

3/13(六)10:00 【新世紀能量養生文化藝術系列】遇見美好的自己，談靜坐對現代人的意義 張緒析

本次演講主要分享：如何讓靜坐協助我們安定自己、認識自己、提昇生命品質。

3/13(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西方的民眾劇場形式在台灣深根與應用～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發展與應用 高伃貞

3/14(日)10:00 【110年度國民健康系列】小朋友瞇瞇眼，對講話沒反應，怎麼了？ 蔡俊斌∕李京澤

1.3C電子產品對視力有影響嗎？  2.中耳炎未治療好會影響聽力嗎？

3/14(日)14:30 【身心靈健康講座】有錢，更要快樂  周明輝

財富與快樂有成正比嗎？快樂是否有秘訣？快樂的公式：以實際案例，手把手教學，一起領

悟快樂的道理。

3/21(日)13:00 【心靈講座】從深谷底爬起，生命力也隨之而起∕告別憂傷迎向陽光  許以霖∕林嘉發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年心理健康促進【與心靈有約】系列講座，採網路報名https://reurl.cc/o99DxV

或請電洽(06)2679751轉176，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

3/27(六)9:30 【稅福市民】節稅方程式～使用牌照稅∕安心報稅～綜合所得稅簡介  賴怡婷∕林淑敏

詳細解說使用牌照稅免稅、欠稅及繳稅管道等相關規定與綜所稅增修條文、申報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3/27(六)14:30 【110年管樂藝文】藝術節與藝穗節—傳統與創新的激盪  何康國

「藝穗節」起源於愛丁堡藝術節而產生；藝穗節最大的特色之一在於沒有空間限制，只要找到適合空間即

可演出，反而開啟另類藝術節的發展模式。究竟藝術節與藝穗節如何相互激盪，讓何康國教授來分享。

3/28(日)14:30 【經典藝術人生】風土寫實─李梅樹  蕭瓊瑞

一生堅守臺灣三峽故鄉土地，以史詩般的寫實筆法，在激烈變動的當代畫壇中，從西方的美學入手，最終

落實土地，表達出臺灣人樸實、親和的世情溫暖；是臺灣前輩畫家最具畫面思維的一位。

※本講採網路報名https://goo.gl/I8rK7K或請電洽(07) 8033096轉12，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

 

◎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請至https://ecpa.dgpa.gov.tw/ 報名。



   ●文物陳列館一、二樓     ●文物陳列館一樓     ●第一藝廊   ●第二藝廊

●第三藝廊     ●第二、三藝廊

臺南文化中心

展覽

Tainan Cultural Center 

Exhibitions

           開放時間｜週三至週日 09:00-17:00 週一、週二休館

        歡迎團體預約導覽電話:2692864轉303.306

     洽詢電話｜2692864轉39

      Open: WED to SUN 9:00-17:00 Closed: MON, TUE

For a group guided tour, please call: 2692864-303, 306,or 39

2/26∼3/14 樸之華—素人畫家聯展

Lin Li Xieliu, Wang Chen Mingzhu, Guo Wu Fumei Gorgeous of Simple - Amateur 

Artists Group Exhibition

臺南人文薈萃，藝術風氣濃厚，在眾多素人畫家裡，林李榭榴、王陳明珠、

郭吳富美三位女性素人畫家，其藝術風格表現，讓人為之驚艷。我們希望透

過這次展覽，帶給民眾更多的共鳴與感動，鼓舞心中對藝術的愛好與嚮往。

您是否還記得，兒時拿著畫筆塗鴉、捏塑黏土的快樂回憶？希望我們都能憶

起，藝術創作所帶來的純真與喜悅。

3/19∼4/11 陶畫相衣–千杯謙卑：黃怡文．康月足雙個展

"Pottery Painting - A Thousand Cups of Humility" 

Double Solo Exhibition of Huang Yiwen and Kang Yuezu

前臺南市陶藝學會理事長黃怡文沈醉於各種釉色的研究，以三年光陰燒了數

以萬計的陶杯，終於成就「千杯．謙卑」陶藝展。展覽以杯子這種最簡單的

造形來呈現最豐富又獨特的色釉，猶如藝術家本人的中心思想「謙謙君子之

道，在於登高必自卑」，故以「謙卑」為千杯陶藝展的主題，希望踏踏實實

的做好每件作品，透過不斷的自我挑戰，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陶藝展。

3/19∼4/11 通往抽象之門—楊永本的「府城意象」

To the Gate of Abstraction-Yang,Yong-ben`s Image of Tainan 

府城臺南是一個質感細膩、底蘊深厚的城市，對於藝術家來說，也許正是源

源不絕的靈感來源。這次楊永本以「府城意象」作為展覽主題，延續以往對

臺南老街、古厝系列的關注，並且進一步展現對肌理、線條、色彩、質感等

繪畫元素的掌握，介乎具象與抽象之間，簡單俐落，又充滿許多趣味，讓人

看到臺南這座城市不一樣的美。



2/26∼3/21
花以禮佛—林永盛紙雕個展

Buddha Worship with Flowers-Lin Yung Sheng Paper Carving Art Solo Exhibition

林永盛高中時期開始接觸、學習紙雕創作，第一幅作品就是敦煌天女像中的＂飛天＂，至

今十多年的時間，作品多以參考廟宇裝飾將其轉化為紙雕呈現、仕女圖及佛像居多。供養

人，以供養物奉獻於佛。而其供養物包含了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

每種各有其不同的功德，同時具有十種不同的象徵意義。花，為十供養之一，功德：處世

如花，見者歡喜；身常香潔，歡喜真理；意義：微妙萬行，開花結果。以代表十二個月份

不凋謝的花來供佛，表達一整年不間斷的禮敬之心，象徵其諸事皆可開花結果。

2/26∼3/21
王泰景色鉛筆世界風景畫

Raymond Wang’s World Landscape by Color Pencils

高齡八十的王泰景自幼有繪畫天份，少年時曾畫過漫畫，但生活的壓力迫使他不得不從事

和畫畫無關的行業。年輕時勤學英文的結果，讓他可以在50年代的臺北一流觀光飯店工作

，每天和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接觸，讓他的世界觀深植心中。2000年退休後將世界各地

的風景，以家中現有的色鉛筆將各國的風景照用不同的筆觸來呈現，別有一番特殊的韻味

。十幾年來已經完成將近100幅的畫作， 每一輻都是經過他長時間的細細雕琢而成，最大

的願望是與更多的人分享畫作，進而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為藝術貢獻一分心力。

3/26∼4/18
向陽美展—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民德國中美術班聯合畢業美展

XiangYang Art Exhibition - Joint Exhibition of Arts Talented Students

本次展覽作品均為兩校畢業班學生精心創作的學習成果，展覽會場由學校美術班老師及同

學共同用心籌備、規劃、設計、佈置，期望呈現美展精緻的水準及藝術氣氛。孩子以純真

的眼光闡釋繽紛多彩的世界，風格多元，展現十足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藉由作品創作，呈

現他們對藝術、對生命的體驗與情感，以另類思考描繪出不同的想像空間。從傳統技法到

創意設計，表現對藝術的滿滿感動，是一場豐富精采的藝術饗宴，歡迎大家前往觀賞指導

！



藝文沙龍
Art Salon

影片欣賞  每週六、週日 9:30 各一場 每場限15人

3/6(六)、3/7(日) 丹麥女孩（輔導級，片長120分）

3/13(六)、3/14(日) 七月與安生（普遍級，片長110分）

3/20(六)、3/21(日) 翠絲（輔導級，片長119分）

3/27(六)、3/28(日) 芭蕾王者尤利（保護級，片長1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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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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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9 (五)19:00

【周末夜聚場】｜洪綺鎂

用講演敘述藝文，用美學激發創意，述說藝術家們的文化記憶。

※2/21(五)9:00起開放網路報名https://goo.gl/QBGo1R，名額50名，額滿為止。

※每月最後一週五為清潔日，該日閉館。

家庭日活動
Family Day Activities

3/6.20(六)14:30

雲書坊行動圖書館閱書活動

活動地點》假日廣場北側入口處(崇明路段)

主辦單位》佛光山南台別院

閱讀，讓我們幸福。

「讀做一個人，讀明一點理，讀悟一些緣，讀懂一顆心」。

街頭藝人
Street Performers

每週六、日展演時間：靜態 10:00～17:00，動態 14:30～17:30（迴廊-創意工藝類

第三週日或遇有活動則暫停）歡迎持有本市文化局製發之街頭藝人證照的朋友前來

表演，意者於一個月前1～5日受理申請。臺南文化中心網站下載申請表填寫，可洽

承辦人王小姐2692864轉606。



假日廣場
Holiday Plaza

3/13(六)19:00 《臺灣百年金曲演唱會》鳴馨歌唱音樂坊

3/14(日)16:00《陽春白雪落，絲竹情韻揚》臺南市歸南國小

3/20(六)16:00 110年臺南市慶祝青年節系列活動

            「青春洋溢-勁歌熱舞」觀摩表演  

3/27(六)19:00《春暖花開–大地回春》皇尚樂團感恩音樂會

星光音樂廣場
Starlight Music Plaza

週六 19:30 週日 16:30 於臺南文化中心正門 中華東路水池橋畔

3/13(六) 好時光樂團

3/14(日) LDS樂團

3/27(六) 山儷輕音樂團

3/28(日) 藍調樂團

演出節目如有異動，以當日演出節目為主。(如遇雨天、颱風，演出暫停)

2021台南茶聯春日茶會暨30週年紀念活動
3/19(五)10:00 市集 18:30 茶詩伴樂

3/20(六)10:00 市集 14:00 開幕 15:20 春日茶席 19:30 府城茶藝館

3/21(日)10:00 市集 10:00 品茗連連看 14:00 創意茶飲展演

迴廊活動
Cloister Activity

3/13(六)12:00～15:30 東側迴廊 

創世『舊愛變新歡』跳蚤市場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報名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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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藝術，書寫仁東新風貌
如果有一道「任意門」可以穿越時空，回到半世紀以前的南臺南，從現今的臺南文化中心

以南至臺南都會公園這一帶，大抵上除了臺灣糖業研究所、仁德糖廠及牛稠仔、竹篙厝聚

落以外，幾乎都是農田和蔗園，邊垂的處境，甚至可以用「荒涼」來形容，但物換星移，

50年後的現在，因為藝文空間的進駐，讓這一帶有了不同的歷史轉折；臺南文化中心2021

年全新「仁東藝棧」活動，就是要帶大家看見不一樣的仁東新風貌。

先從臺南文化中心說起。民國69年興建時，文化中心周遭都還是一片甘蔗田，如今隨著開

館30多年來的耕耘，早已成為臺南重要的藝文地標；從中心往南，來到近崇德路的崇德21

街，是藝術家劉蓉鶯的居所，三個女兒繼承她和丈夫周振東的藝術衣缽，也都從事藝術工

作，老房子正好可以轉型為全家人的展覽兼文創空間；從這裡往東來到舊時竹篙厝庄的仁

和路，則有「米馬羊咖啡藝術空間」在此開設。

若是順著崇德路筆直南下，「黃步青80藝術空間  」就位在鄰近二空眷村的牛稠仔老聚落

裡；到了崇德路底左轉，「左邊Art.p」和「102當代藝術空間」分別位在保生路及成功三

街上；附近的「微笑虎山藝文咖啡館」，隱身在原仁德糖廠的員工宿舍區內，糖廠的舊廠

房及倉庫則早已化身為「臺南十鼓仁糖文創園區」；與「十鼓」一路之隔的臺南都會公會

內還有「奇美博物館」；至於「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則是從「奇美」沿著臺 1 線南下

，過了三爺宮溪沒多久就到了。

這麼多的藝文空間，有畫廊、藝術家美術館、博物館、文創園區，也有兼具美食與藝術的

園地；過去曾是蔗田密布的「仁東」，如今已成了南臺南新興的藝文廊道，值得大家來探

索。

文/黃微芬

專題報導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3/20(六)14:30 臺邦獨奏家樂團《帕莎三重奏》
Taipung- La Pausa Trio Op. 1｜500/300元  兩廳院售票

直到相遇，才明白旅程的意義。三位音樂家各自在不同的人生軌

跡上追尋音樂的足跡，回到臺灣後，共享了彼此對於室內樂的熱

情，2017年開始以不同的組合，與臺南的觀眾分享她們對於音樂

的感悟。此次音樂會，以莫札特在人生最後階段譜寫的鋼琴三重

奏開頭，用最純粹的音符分享這位墜入凡間的天使，返樸歸真的

樂章。用葛令卡的鋼琴三重奏《悲愴》，深刻體會在痛苦中所見

，愛情的樣貌。最後以德弗札克的鋼琴三重奏《悲歌》，一同體

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台江文化中心圖書館 Taikang Library

主題書展｜台江文化中心B1圖書館

3/3(三)～3/31(三)09:00～17:00「恐龍特展」
暴龍、劍龍、圓頂龍、迅猛龍…哇～小朋友你認識哪些恐龍呢？

快來了解恐龍的世界吧！

台江文化中心

Taikang Cultural Center

            70953 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207號 

           Tel：06-2558136(代表號）、2558135、2558151Fax：06-2558339

         台江劇場、台江社區大學、台江埕／配合活動時間開放

       台江圖書館／每週三～日 09:00～17:00
              No.207, Sec. 1, Anji Rd., Annan Dist., Tainan City 70953, Taiwan (R.O.C.)  Tel:06-2558136
          Theater Opening Hours: Cooperate with activities
      Library Opening Hours:WED to SUN 9:00-17:00
 Other closed days will be announced in advance.



台江故事屋｜台江文化中心B1台江圖書館兒童區

繪本說故事 每週六日10:30～11:00

3/6 長髮公主  維尼姐姐

3/7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兔兔姐姐

3/13 小怪獸上班去  大白兔哥哥

3/14 被貼標籤的鱷魚  妙妙姐姐

3/20 杯杯英雄  小朱姐姐

3/21 巫婆的掃帚  小熊姐姐

3/27 我才不想洗澡呢  飛飛姐姐

3/28 胡利安是隻美人魚  林寶媽咪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多功能會議室

3/7(日)10:00/14:00  

X戰警：黑鳳凰

（保護級，動作 劇情，片長114分）

在《X戰警》系列全新章節《X戰警：黑鳳凰》中，X戰警們將面對有史

以來最強勁的對手—而那個人，竟是他們自己的隊員，琴葛雷（蘇菲

特納飾）。在一次外太空救援事件中，琴遭受了宇宙間一股神秘且猛

烈的力量所攻擊，傷勢嚴重讓她也差點賠上了自己的性命。然而，當

她返回家中時，

她卻發現這股神秘之力竟將她體內的力量以驚人的倍數無限擴大，甚

至遠遠超過了自己所能控制的範圍。在她努力與之對抗，並試圖發揮

所能時，她卻漸漸發現自己既無法理解更沒有方法去內化體內無限膨

脹的超然力量。



台江文化季

2021/4-6 月
台江文化中心  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207號

4/10  開幕式 福爾摩沙馬戲團《潘朵拉的盒子》

4/10~4/11 創意市集

4/13~4/18 海江湧系列工作坊-青年限定「演員工作坊」、「樂齡工作坊」、
            「親子工作坊」

4/24  2021蘋果劇團兒童教養歌舞劇《魔法故事外送員》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

5/8、5/9  明日和合製作所《小路決定要去遠方》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

5/29、5/30  2021豆子劇團豆豆小家系列第15集-愛的煩惱年代售票

6/19 達康．COM 《三口組》

6/26、27 安琪藝術舞蹈團《藝遊台江》



             711歸仁區信義南路78號   Tel：06－3306505   Fax：06－3307512

          【中心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六8:00～17:30 

       【美術館開館時間】每週二至週日9:00～17:00  

                 No.78, Xinyi South Rd., Gueiren District 711  Tel:06-3306505
            Fax:06-3307512

     Gallery Opening Hours: TUE to SUN 9:00-17:00
Other closed days will be announced in advance.

歸仁文化中心

Guiren Cultural Center

【公告】

歸仁文化中心自109年1月起至110年12月止，將進行整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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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草人故事列車！  週日10:00

Scarecrow story train

3/7  好想吃冰淇淋喔！
       （地點：歸仁區圖書館）

3/14 我要吃零食
       （地點：關廟區圖書館）

廉潔文化 幸福首都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廉政服務專線：2985039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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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平等觀念》宣導

查甫查某，嚨嘛同款

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稅務廣宣  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   財政部私、劣菸酒檢舉專線0800-867890

■四大超商繳稅限額提高至3萬元，除了現金外也可使用●信用卡●電子票證●行動支付等非現金支付工具繳稅。(以臨

  櫃收取項目為準)

■地方稅網路申報、申辦真方便，辦稅免出門，節能省碳，好實用。

■本活動表免費索取，如須郵寄，請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十二份，詳填姓名、住址，以免遺失，逕寄本中心楊小姐收。 

憑截角來店可享9折優惠

 感謝     和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



   【公告】

 一、新化演藝廳自108年9月起至110年6月中旬，將進行「演藝廳後臺整修暨全館防漏」等改善

     工程，工程期間活動暫停，如有變動，以文化中心網站公告為主。

 二、2020第21屆亞太管樂節暨第6屆臺南市管樂藝術季，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活動延至2021年辦

     理，敬請見諒。

          新化演藝廳地址：臺南市新化區信義路142-1號   電話：06-5907609

                     http://www.tmcc.gov.tw

             Xinhua performance hall: No. 142-1, Xinyi Rd., Xinhua District,

        Tainan City. Tel: 06-5907609

新化演藝廳

Xinhua 

Performance

Hall

2021新化春風悅樂季 系列活動
「春風悅樂季」，以管樂(wind music)與歌曲在春季裡，音符隨風歡悅交織飛舞

的意象為題，邀請您在3至6月、每月第2及第4個禮拜六，來新化武德殿前廣場聆

賞美妙的藝文饗宴。本次特邀8組地方演藝團體與管樂團共同輪番演出，歡迎大

家與親朋好友們一起來散步迎風、至新化老街駐足遊賞，欣賞輕鬆愉悅的美妙演

出。

5/8  好時光樂團

5/22 大目降鼓樂醬玩樂團

6/12 薩克斯風重奏團

6/26 管樂銅管五重奏

3/13  藍調樂團

3/27 老狼薩克斯風樂團 

4/10 皇尚樂團

4/24 新化大目降管樂團

地點：新化武德殿前廣場

時間：3至6月每月第2及第4個禮拜六15:30（如遇大雨將取消演出）





主辦：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合辦：影響‧新劇場

贊助：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FB粉絲團：www.facebook.com/nvnvtheatre

青少年劇場《倒彈Tò-Tuānn》
將地方宗教節慶加以轉化，創造出具有府城「十六歲成年禮」特色和象徵意義的青少年劇場成年禮讚，鼓勵引導青少

年以生命經驗和故事出發進行創作。

招生對象

歡迎16-18歲青少年，或高中生(在學或自學) 對表演藝術之舞臺劇臺前幕後工作有興趣，可全程參與者為優先錄取。

即日起採線上報名，活動全程免費，但需交教材保險費用2,000元整。

相關資訊請洽影響‧新劇場06-2140097或16@nvnvtheatre.com。

培訓內容  3-8月

基礎養成(必修)：認識多元表演藝術，了解潛能增進實力，創作分組。

進階實務(分組進行)：透過分組徵選、啟蒙講座及分組實務練習，實際體會藝術團隊如何創作、製作和分工

                         合作。

實戰演出：排練期進行表演、編導、製作、宣傳、行政等工作；打破唯有演員是演出重心的迷思，製作今年8月

             13至15日《倒彈》四場售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