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月 節 目 簡 介



            70167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開放時間｜週三至週日 9:00-17:00 週一、週二休館

        演藝廳節目洽詢電話｜2692864 # 59

               No. 332, Sec. 3, Jhonghua E. Rd., East District, Tainan City 7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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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closed days will be announced in advance.

For Performance Hall’s programs, please call: 2692864-59 

  ●寬宏售票      ●年代售票      ●免費索票    ●TixFun售票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Tainan Cultural Center 

Performance

Hall

4/4(日)19:30

2021迪士尼卡通電影演唱會
Disney In Concert

｜800/1200/1400/1800/2200/2400/2800/3200

2021迪士尼卡通電影演唱會特別安排4位具豐富百老匯演出經驗的頂尖歌

手，配合國內知名指揮家張櫂玹率領之台中市交響樂團，攜手演出迪士尼

最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演出同時，大螢幕也會播放迪士尼珍貴的原版電

影片段，觀眾將能體驗視聽雙重享受。

4/10(六)19:30

李翊君2021翊如既往 巡迴演唱會
Linda Lee 2021 Tainan Concert

｜1200/1800/2400/3000/3400/3800/4200

你我心中的共同回憶    引頸期盼 —李翊君

無法取代的 國台語經典雙聲帶天后   〈萍聚〉陪你走過學生時代

〈雨蝶〉一起追的瓊瑤戲劇     〈苦海女神龍〉重溫布袋戲風潮

30多年的陪伴   這輩子  一定要看一次的演出

李翊君《翊如既往》演唱會    深情款款真情動人

每首歌都唱進心坎裡



4/14(三)19:30

《感恩～你和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合唱團 聯合音樂會

A Concert of Thanksgiving

｜免費索票入場

此場音樂會特別邀請國家交響樂團首席吳庭毓及南應大音樂系專任副教授林育誠演奏

巴赫d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在跨校聯合展演的交流上，此次邀請台東大學音樂系與台

南神學院合唱團共同演出莫札特《天上母后》等曲目。希望在這充滿「更新」的時候

，帶來「心」的沉澱與能量！

4/17(六)13:30/16:30

日本飛行船劇團-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Theater Company HIKOSEN《The Wolf and Seven Litter Kids》

｜300/400/500/600/800/1000/1200  

深受小朋友喜愛的日本飛行船劇團，以精選世界經典格林童話改編《七隻小羊與大野

狼》，內容淺顯易懂，教育意義深長。由可愛的人偶造型、華麗的舞台特效，結合動

聽的歌曲與演員精緻細膩的動作，帶給孩子們全新的啟發與感受。相信即使是第一次

觀賞，也能夠不知不覺地融入精彩的劇情。一齣雋永的好戲，值得一看再看！

◎真人著偶裝演出，人偶本身不發音，台灣演出全程中文配音、配唱。 

◎演出時間：總計約110分鐘(上、下半場各約45分鐘，中場休息20分鐘)

4/24(六)19:30、4/25(日)14:30

果陀劇場 舞動奇蹟音樂劇《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鐘》
Godot Theatre Company《The Most Beautiful 5 Minutes in My Life》

｜400/700/1000/1500/1800/2200/2500

熱愛音樂的粗心死神誤殺了命不該絕的John，為了彌補疏失，死神答應他「穿越時空

改變錯誤」的願望。當特定的音樂響起，只有短短的五分鐘，John穿梭時空遇見與自

己相像的中學生！人生真的能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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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ti(原兩廳院售票系統)      ●免費自由入場

4/3(六)9:00起 2021台灣-亞洲國際音樂公開比賽
Taiwan-Ais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21｜自由入場 (請遵守劇場禮儀)

為持續良好的音樂交流活動，讓喜好音樂者在具有相當規格的比賽中精進琴藝並與國際接軌，另邀請國內

外一流音樂家齊聚舞臺表演。

4/11(六)14:30 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2021菁音—獨奏家系列Ⅰ

《雙闕》 劉于菁．林永源 胡琴／揚琴 聯合音樂會｜100  

Poem in two parts ─ Liu Yu-Ching‧Lin Yong-yuan ─ Erhu& Yangqin Recital

本場音樂會透過不同風格的胡琴曲及揚琴曲，重新翻轉聽眾對傳統樂曲的印象。

4/17(六)14:30 親愛的魔神仔 Dear Moo-Sin-A｜600

峻嵃班上的同學可樂一直沒有來學校，班上的安喬和小莫被老師罰站，卻消失在操場；峻嵃和弟弟吵了一

架，弟弟卻沒有回家…他們是不是被傳說中的魔神仔抓走了？為找回弟弟和同學們，峻嵃帶著同學肉丸一

起闖進魔神樂園，和被綁架的孩子們組成特攻隊，挑戰魔神仔！

4/23(五)19:30、4/24(六)14:30/19:30、4/25(日)14:30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與應用學系110級展演組畢業製作《前進吧！方舟》 ARK47｜400

在宇宙中漂泊的「方舟47號」承載著地球上所有生物的靈魂，和四位角色們。一次的電擊中，阿凱被AI們

喚醒，卻失去了記憶。尋找記憶的過程中，影子的出現給予阿凱關於記憶的線索。當阿凱發現自己的過往

，他決定……？

4/30(五)19:30 《巡遊之境》黃愉軒古箏演奏會
｜免費索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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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六)10:00 【生態講座】詩詞記自然 范力中

在一次閑靜的湖濱慢跑中，突然有股念頭，何不以之前所拍下照片搭配與其有關的文字在網路裡與人分

享？於是，詩詞記自然的動力就這樣開始。記《野生蘭》「深林蘭容增山色，山色也在蘭容中。」…

4/10(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以劇場作為改變的力量—從巴西到台灣的劇場觀察 黃馨儀

以應用劇場工作者黃馨儀由台灣出發，再從巴西回到台灣的經驗為主，邀請大家一起思考，劇場，可以

帶來什麼改變？

4/11(日)10:00【110年度國民健康系列】漫談青春與性 彭中堯

1.青少年生殖健康。2.家長與子女談性技巧。3.性福e學園及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等資源管道介紹。

4.家長予以女談性-技巧實作。

4/17(六)14:30 【110年管樂藝文】鋼琴化的現代木琴技巧 鍾耀光

介紹如何把木琴演奏技巧鋼琴化，需要練習什麼樣的基本功；還有談論把鋼琴作品改編給木琴時可能遇

到的困難，因此，所有希望把木琴獨奏曲目擴展到另一個高度的木琴家都不要錯過這場講座。

4/18(日)10:00 如何“在逆境中成就自己” 丹增給燈仁波切

您“希望”自己在高挑戰的生活與工作中，可以自在應對，還能同時擁有提升自己生命價值的機會？！

能“相信”自己可以有這個本能，也“擁有”這個本能嗎？事實～我們真的可以﹗

4/18(日)14:30 【經典藝術人生】做自己最好的醫師 許素貞

曾在醫院工作30年，曾患高血壓、類風濕性關節炎、高血糖、多處腫瘤⋯⋯，並服藥多年，她透過自然醫

學法讓自己恢復健康，更幫助多數病患恢復健康，讓我們一起聽聽她如何當自己的醫師。

4/24(六)10:00 【失智照護．每月開講】失智症病程變化與照顧方法  王靜枝

大家知道失智症病程有那些變化嗎？ 失智症的特別照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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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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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2｜春響—鄧廉懷現代雕塑展
Spring to Life-Deng Lianhuai Modern Sculpture Exhibition

春之意象可以說是一個新聲音、一種新氣象、一個新的開始，或者可表達為

新的復原，新的回復，如同反璞歸真、回到初心，也可是百花齊放、眾鳥齊

鳴。這次展出作品有嶄新的、有意象表達的、有鄉村古典風的，整體方向為

大自然春天意象創作，創作元素包含氣象、山水意象、精神勢能、動植物寫

實、寫意等創作。作品材質分為銅雕與石雕，主要以硬度高的黑色花崗岩為

主，其色彩黝黑、質地堅硬，使整體表現上更為雄渾。整體視覺感受上具有

安定、沉穩與省思的作用，在欣賞、思考和沉澱時，能不斷的探索與體會，

讓自我的內在向上昇華，衍生出理性與感性並存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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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2
引・2021鄭宏章個展

Preface・Cheng Hung-Chang Creation Exhibition

活躍於南部畫壇的鄭宏章，二十年來常參與國際藝術家交流活動，創作也從寫實轉向抽象

，他將繪畫視為一場持續自我與自我對話（耳語般地）的未知冒險。在畫面上他的大筆線

條揮灑在塊面沉穩的底色上，拉開了畫面的空間感，也極為符合他豪邁適意的個性，這些

近年來的油畫作品即將展現於眾人面前，值得前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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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3∼5/16
2021疼惜臺灣‧林榮‧油畫創作展
2021 Cherish Taiwan．Lin Rong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1966年出生在桃園農村鄉下的林榮，從小在鄉村成長對於這蕃薯島的真情與人文自我期許

希望盡所能，全力的用心畫下來，回憶、深植在心中試著去捕捉過往流逝地歲月，那片黃

金稻田、許多的草垺情懷、田埂間來回、美麗的油菜花田、蒼翠的青山、瓊樓舊街、老厝

的牆角、繁忙的小港，每每冥想總是在心中揮之不去的台灣式望春風，只想把臺灣的鄉情

舊世藉由畫筆，畫出那原屬於咱臺灣在地人的人文本味，這真是唯美之最呀。

4/23∼5/16
長榮大學110級美術系畢業展—岐行末代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10 Fine Arts Department Graduation Exhibition-Weird of Generation

長榮大學110級美術系畢業展覽—岐行末代，將於2021年4月23日至5月16日於臺南文化中

心第三藝廊舉行，歡迎各位蒞臨參觀。本屆畢業展的主題「岐行末代」，每個人的樣貌與

性格、想法都皆然不同，所以稱之為「岐行」。而「末代」在辭典上的意思是一個朝代的

最後一代，意指110級的各位皆出生1998、1999年，90年代末出生的我們將在畢業後，各

自在人生的道路上前進。從平面油畫到立體陶藝雕塑的作品中，在面對未來的種種迷茫裡

，慢慢的尋找自己的出路，展現110級畢業生在自我認識與藝術領域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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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六)、4/4(日) 未來的未來 （普遍級，片長98分）

4/10(六)、4/11(日) 花之武者(普遍級，片長127分）

4/17(六)、4/18(日) 馬拉松武士 (輔導級，片長105分)

4/24(六)、4/25(日) 兔嘲男孩 (輔導級，片長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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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五)19:00

【周末夜聚場】音樂之路，窄？還是寬？--洪綺鎂 豎琴之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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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納米豎琴樂團　http://www.monamis.com.tw/

※3/10 (三)9:00起開放網路報名https://forms.gle/iCrF5ivwp1xkVnpB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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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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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六)19:00 《舞動起來吧》圓音中西現代樂團

4/17(六)15:00《大FUN藝彩  魅力崇學》

                 崇學國小假日廣場社團暨國樂聯合發表會

4/24(六)19:00《經典音樂會》好時光樂團

4/25(日)16:30《南方繪韻～客藝之美》靈龍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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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六)  皇尚樂團

4/10(六)  鳴馨歌唱協會

4/11(日)  小橘子樂團

4/17(六)  鳴凰管弦樂團

4/18(日)  台南曼陀林

4/24(六)  曼陀林流行樂坊

4/25(日)  小白瘋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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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廊活動
Cloister Activity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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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日)14:00～16:30 西側迴廊 

110創意童玩親子大會師   財團法人趙炳土文教基金會

活動分為：遊戲闖關、童玩DIY、DIY童玩比賽和愛心獎勵四大區；開放學童和家長自

由組隊參加，採現場報名，前100名報到，有大餐盒獎勵；完成所有闖關遊戲，主辨單

位提供獎品和獎狀，鼓勵優勝學童。



奇美博物館、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要說《仁東藝棧》地圖中，從半世紀以前偌大的蔗園光景，隨著社會的開發，蛻變成為

台南知名的藝文地標，位於台南都會公會內的奇美博物館就是最好的案例。

這塊區域，原本是屬於仁德糖廠自營的虎山農場，後來由台南縣政府與台糖合作開發，

闢為都會公園，再經奇美集團斥資興建博物館，分享集團創辦人許文龍的收藏，包含西

洋藝術、樂器、兵器、動物標本及化石等；不僅

整個館飄散著濃厚的西洋美學風格，就連戶外也

猶如是一處雕塑美術館，從阿波羅噴泉廣場到奧

林帕斯橋，與公園景觀融為一體，漫步其間，不

用到歐洲，就能感受到滿滿的歐式庭園氛圍。

《仁東藝棧》系列

文/黃微芬

專題報導



至於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則是由閒置廠房改造而成，裡頭除了仍保有木製家具的生產

廠房，傳承卯榫工藝之外，並規劃有產業、體驗及典藏三個不同的主題專館，帶領民眾

一窺台灣木工家具的歷史脈絡、認識木材，並能欣賞到館方所收藏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

的骨董家具，各式鑲嵌著貝殼或石雕的家具，精美而華麗，甚至還有木製手推嬰兒車，

平時也可以當一般嬰兒座椅，讓人彷若走進木工家具的大觀園，大開眼界。

此外，館方也會不定期推出展覽，呈現

家具工藝與裝置藝術結合的另一面，若

想自己動手DIY，手作家具或生活小物

品，這裡也有推廣課程可供學習；在卯

榫家具已經式微的現在，台南•家具產

業博物館至今仍維繫著這項傳統工藝技

法的命脈，相當可貴。



台江文化季開幕 ｜台江埕 戶外廣場

4/10(六)19:00 福爾摩沙馬戲團

《潘朵拉的盒子》
Formosa Circus Art--- Pandora's Box

某天，一位探險家來到了魔幻森林尋找潘朵拉的盒子，路途中遇見了一群調皮可愛

的小精靈，為這趟冒險旅程增添刺激又難忘的回憶。潘朵拉開啟盒子後將災禍釋放

出來，但盒內還保留了希望。寶藏箱代表著盒子，FOCA將歡樂、驚奇放入寶藏箱中

，期望帶給大眾歡笑與驚喜。

siong-tián創意市集 ｜台江埕 戶外廣場

4/10(六)14:00～21:00、4/11(日)14:00～20:00

集結職人手作美食、文創商品販售，歡迎大家蒞臨。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4/2(五)19:30  鳴想・2021呂承祐長笛獨奏會
2021 York LU Flute Recital

｜350  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

「鳥，是地球上最偉大的音樂家。」長期觀察鳥類的法國作曲家梅湘曾如此說。以長

笛演譯鳥兒由來已久，當代作曲家更是以各式新穎演奏法，甚至應用beatbox口技，

將鳥類姿態和鳴啼寫入曲中。「鳴想」將演出包含梅湘、國人作曲家侯志正等作曲家

各式各樣與鳥有關作品。

台江文化季

2021/4-6 月



4/24(六)19:30 2021蘋果劇團兒童教養歌舞劇《魔法故事外送員》
Apple Theater 《The deliveryman of magic story》

｜300/600/800/1000  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

蘋果劇團將化身魔法故事外送員！一張票就可獲得二齣小戲的啟發，上半場《低頭族小

龍女》，小龍女忘卻現實沉迷在手機世界，龍王獻出珍寶給女巫來拯救女兒…下半場《

愛道歉的小狐狸》，如何為森林動物們化解獵人危機，並且學習真誠的道歉與責任心？

4/25(日)14:30 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2021菁音—獨奏家系列Ⅱ

葳蕤─陳筱喬作品音樂會
Flourish ─ Hsiao-Chiao Chen Composition Recital

｜100  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

葳蕤，草木繁盛之意。藝術，如草木般既深且廣。這場音樂會將演出陳筱喬多年累積之作

品。創作題材包含豐富多樣的主題，多元的音樂風格、多樣的創作手法及不同的樂器編制

，使整場音樂會跳脫一般國樂演奏會的框架，期望透過作品發表來推廣國樂之美。                                 

工作坊   Workshop

2021《海江湧》系列工作坊

青年限定之「演員工作坊」｜分三梯次，採線上報名，活動免費，需繳交保證金2000元

4/13(二)～4/15(四)、4/16(五)～4/18(日)、4/13(二)～4/18(日)10:00～17:00 排練室

為青年演員打造「全額免費」演員工作坊，從演員肢體與聲音運用、台詞練習、角色創造、文本發展、群體即興等面向

，讓有機會體驗《海江湧》創作理念、工作方法與共同創作之工作氛圍。

樂齡工作坊｜採線上報名，活動免費

4/18(日)09:30～10:30 B1舞蹈教室

邀請50歲以上對表演有興趣的大朋友，與我們一起動動身體玩遊戲，用開心的

心情合作一《海江湧》主題曲「阮尚肖念ㄟ味」！

親子工作坊｜採線上報名，活動免費

4/18(日)11:00～12:00 B1舞蹈教室

邀請大朋友帶小朋友一起動動身體玩遊戲，用開心的心情合作一小段《海江湧》主題曲「阮尚肖念ㄟ味」！

台江文化中心圖書館 Taikang Library

主題書展｜

4/1(四)～4/29(四)09:00～17:00  50後的美好人生

老年之後的生活，成為每個人必須提前面對的挑戰。有人將之比作「人生下半場」「退休不是結束，是另一個開始。」

提早準備讓你的人生下半場更豐富精采！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多功能會議室

4/11 (日)10:00/14:00  

冰雪奇緣2（普遍級，動作 冒險，片長103分）

席捲全球票房的《冰雪奇緣》又回來了！電影故事設定在前作的3年後，在艾莎聽到

來自北方神秘的呼喚聲後，艾倫戴爾王國因為開始受到不明強風吹襲而變得不再安全

。為了拯救王國、拯救家鄉，艾莎與妹妹安娜、阿克、雪寶和小斯，再度踏上全新的

冒險之旅，而這次的旅程，也將揭露艾莎冰雪魔力的起源。在神秘強風的背後隱藏了

甚麼秘密？艾莎與安娜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挑戰和困難？艾倫戴爾王國的未來掌握在

他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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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小荳子  (維尼姐姐)

4/10 蛀牙蟲家族大搬家  (蚊子姐姐)

4/11 藍色小洋裝  (梅子姐姐) 

4/17 不會寫字的獅子  (河流姐姐)

4/18 天天星期三 ( 元元姐姐) 

4/24 如果今天太陽不見了  (大白兔哥哥)

4/25 神奇的毛線  (阿香)

推廣活動｜台江文化中心B1多功能會議室、舞蹈教室

4/24(六)10:00

親子教養講座：會玩的孩子，其實更聰明｜陳傑華

※採線上報名，限額60人，入場前請遵循防疫措施。

4/25(日)10:00/14:00

親子律動High翻天｜嚴羚榕

※採線上報名，限額15組親子，入場前請遵循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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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鹹蘋果的滋味 

（地點：歸仁區圖書館）

4/25 壞壞大野狼  

（地點：龍崎區圖書館）

取神明遶境的涵義，以藝文與民眾交陪，

將藝文帶進新豐區各角落，為歸仁文化中

心開幕前做行動式宣傳，並帶動新豐區藝

文氣息，豐富新豐人文素養。

4~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