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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化中心

歸仁文化中心

台江文化中心

新化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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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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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Tainan Cultural Center 

Performance

Hall

8/1(日)14:30 節目取消 

【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  

Performance Workshop《The Village》

600/1000/1600/2200/2800/3200  OPENTIX售票

被評為「這個年代話劇舞臺上巔峰之作」的《寶島一村》是賴聲川根據來自

嘉義眷村的著名電視節目製作人王偉忠童年故事編導的作品。《寶島一村》

2008年首演至已十二週年，世界巡迴將近300場，超過40萬觀眾痛笑飆淚，

永誌難忘。因應觀眾熱烈要求，【表演工作坊】今年將再度重現這一段是生

命、更是歷史，既快樂又動人的眷村故事。

8/11(三)19:30  節目延期  

超人力霸王舞台劇In Taiwan 2021  
ULTRAMAN LIVE IN TAIWAN 2021

｜400/500/600/800/1000/1200/1500  年代售票

超人力霸王來到我們的世界，在地球遭遇危機的時候，變身成為超人的模樣

，與邪惡的怪獸對抗！同時阻止人類危害地球的行徑，保護地球不遺餘力。

期許藉由舞台現場演出，隨著劇情的推展，一同參與守護著這個世界，就像

小時候站在電視機前夢想過的一樣，將維護正義與保衛地球的夢想，交棒給

我們的下一代。

◎真人著超人力霸王裝演出，人物本身不發音，台灣演出中文配音。

◎演出時間：總計約75分鐘(上、下半場各約30分鐘，中場休息15分鐘)

◎為尊重大、小觀眾權益，不分身高、年齡，一人一票、憑票入場、對號

  入座。

  ●OPENTIX售票       ●免費索票入場



8/14(六)14:30 

2021客家精緻大戲 《花囤女》
Borrowed Daughters ｜ 免費索票入場

春妹與嬌妹年幼就被父母送到兩戶人家，面對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扛起奉養公婆(養

父母)，背負傳宗接代的重責。時光荏苒，兩姊妹下一代的兒女情緣促成失散姊妹的再

度相遇，他們在感慨萬千中，面對下一代姻緣該干涉阻撓?或玉成其美?再度考驗姊妹的

人生智慧….

8/20(五)19:30 

德岡直樹在臺灣20周年紀念音樂會
Tokuoka Naoki’s music in Tainan , Taiwan (20th Anniversary) ｜ 免費索票入場

名指揮家、作曲家來台灣已滿20年，在南台灣擔任樂團指揮並持續教學與作曲廣受佳評

。本節目全是�岡創作品極受愛樂者喜愛。為紀念在台灣音樂園地的耕耘及發揚，特邀

請國際水準演奏家及在台「未來之星」音樂家來呈現德岡直樹豐富多元樂曲之美，以饗

府城愛樂者。

8/28(六)14:30

《宮崎駿動畫配樂》交響音樂會
Symphonic Concert: Music from the Films of Hayao Miyazaki

｜400/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 OPENTIX、TixFun售票

宮崎駿動畫伴隨許多人成長，而精彩動畫的背後，一首首時而溫馨、時而浪漫、時而詼

諧、時而壯闊的音樂，更賦予動畫色彩與生命。本場音樂會，「狂美」將一次呈現宮崎

駿與久石讓歷年來所合作的九部經典動畫配樂，期待與您重溫初次接觸宮崎駿動畫時的

興奮與感動。

8/29(日)14:30 

2021年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年度音樂會
The concert of TAIN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21 ｜ 免費索票入場

去年的音樂會獲得好評，讓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鼓足了勇氣，繼續努力準備專屬的

2021年度音樂會，雖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充滿不確定性，我們仍會盡力準備，期待以

每年音樂的饗宴與臺南市民有約。



8/29(日)19:30

張正傑親子音樂會—兒童歌劇院二部曲
Cellist Chang’s Family Concert｜200(12歲以下)/300   OPENTIX售票

兒童沒有辦法聽得懂的歌劇，張正傑讓大家聽得懂。8月29日週日晚上7點半，臺南文化

中心演藝廳-【張正傑親子音樂會-兒童歌劇院】，從最經典的「卡門」、「塞維亞理髮

師」、「魔笛」等等，挑出一首首好聽的歌曲，讓小朋友愛上歌劇。邀請到最知名女高

音蔣啟真、次女高音翁若珮、男高音王典、韓國男中音丁一憲與正傑叔叔及小提琴梁茜

雯、張芝庭、中提琴張力文一同聯手演出，讓大小朋友不用花費數十小時，就能領會十

餘部歌劇的魅力。

2021 

Tainan Fine Arts Exhibition

2021臺南美展徵件中

身為臺南人

一生都要挑戰一次的臺南獎

徵件簡章與報名表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http://www.tmcc.gov.tw
歡迎民眾下載使用

亦可至臺南文化中心服務臺索取

或附回郵信封索取

徵件類別》

西方媒材、東方媒材、書法、影像攝影

傳統工藝、立體造型等六類

收件時地》

7/31(六)、8/1(日)

9:30～16:30(中午不休息)

臺南文化中心迴廊戶外收件 

洽詢電話》

臺南文化中心 06-2692864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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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六)19:30

創作芭蕾《風Wind》

Wind｜600 OPENTIX售票 

《風》吹拂著日常裡的情緒與積累，在風的搖動裡，拾起一些，也遺落一些

。風在不同的形成過程裡，增添許多不可掌握的變化，以風的意象形塑出風

在行進時的軌跡，經由編舞家豐富的藝術思維與創意，透過舞者多元的肢體

語彙與紮實的芭蕾技巧，呈現出獨特的風形樣貌。

8/22(日)14:30

《心靈˙音樂˙生活》張中立的排簫音樂講座
Eric Chang’s Pan�ute music lecture ｜免費索票入場 (建議6歲以上)

從原始人的時代開始，音樂一直以來是人類生命中的一部分，從歷史文獻的

記載，排笛從原始人時代就已被發明，排笛的發聲原理來自於大自然，從古

代流傳至今，唯一改變的就只是多了許多音管。歡迎一起來探討音樂、心靈

、生活之間的互動。

8/28(六)14:30

2021 黃郁雯單簧管獨奏會
Huang Yu-wen Clarinet Recital

｜免費索票入場

義大利現代作曲家Mangani富抒情旋律的《浪漫曲》

德國當代作曲家Widmann所寫，充滿現代技巧的《幻想曲》

將民謠X爵士融為一體的Copland單簧管協奏曲

法國新古典主義作曲家Francaix輕鬆活潑卻隱藏大量高難度技巧的單簧管

協奏曲及爵士藍調風格的Grgin單簧管小協奏曲。

  ●OPENTIX售票       ●免費索票入場



●文物陳列館一樓      ●第一藝廊      ●第二藝廊      ●第三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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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8/15
百卉含英—110年台南市文物協會會員聯展  展覽取消 

Bloom - 2021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of Tainan Cultural Relics Association

「百卉含英」出自後漢書•馮衍傳；「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意指春回

大地，花草爭妍。後也用來比喻太平盛世之下，有才識的人顯露才能欲展長

才。人類生活向來與百卉-各式各樣的植物-關係密切，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均

與之相依，從新石器時代便有以花草植物為素材的文物出現，後經歷朝歷代

而不衰。一花一世界，一件收藏也是一世界。植物花卉從自然走入各時代藝

術家的創意世界中，觀賞者可試著感受創作者表達的意涵，更期望觀眾們能

與文物共鳴感受世間萬物的美好，進而思考人與自然共存與和諧的狀態。

7/30∼8/15
騎跡‧化境 2021黃子哲水墨創作展
Riding Track. Transmigration-Huang Tzry-Jer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自從1999年臺南文化中心舉辦書畫個展後，轉眼22年，黃子哲一個人藉由單

車行腳臺灣超過四圈，偶而睡公園涼亭，荒郊野外的山洞，找尋繪畫題材，

悠遊天地間，享受獨行的樂趣，山巔水涯溪流間都有他的足跡，將速寫、拍

照等資料，經長時蘊釀經營轉化成作品。在創作得過程中，不只是寫景造境

，也關心景物背後所蘊含的人文、環保、生態等問題，希望經由作品之傳達

，引發大眾的共鳴與回響，並留給後世子孫一片淨土。



8/20∼9/5 仨！陽光男孩
Weee!!Sunboys

知名藝術家張新丕、梁任宏、張國信為東方工專美術工藝科同班同學，1976年畢業後張新

丕至歐洲留學，梁任宏、張國信至業界工作，二十年後也陸續回歸創作。張新丕以炫麗光

彩表現南部的熱量和對臺灣熾熱的愛；梁任宏以電力或自然動力創作的流動作品聞名；張

國信將平面設計的一些元素拆解、重組、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存在。從年輕一同學習到如

今的年過半百，他們三位代表著對藝術的熱愛，永如三位陽光男孩!

8/20∼9/5 陶．生活-許清全天目創作展
Pottery．Life-Hsu,Ching-Chuan Tenmoku Creation Exhibition

愛喝茶也愛玩陶的許清全，無師自學而成。近年來喜做天目，把每件作品都當做嘗試，不

會重複，再大件的作品都是以拉坯而成，而鐵釉充滿了各種發色的可能，所以就在陶土和

鐵釉中，讓釉自由流動呈現多變的色彩和構圖。總算努力有了好成果，近年參加海峽工藝

精品展獲得多次獎項，並舉辦數次個展，今年又接手了台灣陶藝學會理事長職位，不僅在

陶藝創作走上巔峰，更能為陶藝界貢獻一己之力。

7/9∼8/1 2021年桃楓畫會會員聯展——話畫  展覽取消 

2021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of Tao-Feng Art Association—Talking About Painting

台南市桃楓畫會創立於1992年，是純西畫創作的藝術團體，在洪啟元老師多年的指導下，

畫會的成員雖忙碌於各行各業，但熱愛繪畫的心卻是ㄧ致。會員各個風格迥異，創作或迅

速瀟灑，或經年累月細細琢磨，都嘗試藉著色彩、筆觸、光影與構圖等元素描繪身邊的人

事物，將畫者形而上的感情作具體的呈現，畫者內藏的豐富感情雖然無色無味卻足以讓人

醺醺然。無論寧靜的風景或筆觸強烈的動態人體，畫面或幸福明快，或深沉壓抑，都有畫

者的感情與意圖在其中。

8/6∼8/29 「古風起藝」

古風書藝學會 辛丑年會員聯展
Gufeng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2021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古風書藝學會是以古文字為底蘊之書會，由探討甲骨文及文字學入手，了解字源，得其意

涵，為往後學習奠定良好根基；之後循序漸進的認識、學習歷代書體，並鼓勵會員自行創

作。在老實臨帖中融匯眾長，自由創作中呈現獨具書風，為學習增添樂趣。期望在學習進

程中，由「與古為徒」走向「時代創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此次以「

古風起藝」為主題，期能在書藝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表現出內涵傳統，外師造化，中

得心源之書藝，在傳統與現代中將漢字文化發揚光大。



7/9∼8/1 風景‧心景–西拉雅藝術學會會員聯展 展覽取消 

Scenery of Nature and Mind–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of Silaya Art Association 

西拉雅藝術學始於2003年台南基督長老巴克禮紀念教會的美術課程，後有台南善牧堂、懷

雅文房等的水墨書畫課程。會員來自社會各階層人士，喜好文藝繪畫，拾筆作畫，是為了

回到小時候喜歡畫圖的願望。「風景•心景」之創作主題，是經由戶外寫生，觀察思考土

地與文化情感的關係，從外在的風景轉化成內在的心景。藉由繪畫與書寫來記錄，觀照出

土地與人文的記憶，進而構築出屬於個人獨特的藝術語彙。藝術是自由且多元的，各會員

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藉著此次的展覽，來敘述自己的故事與想法，並透過作品與人群對

話。

8/6∼8/29 柯怡綸、劉耀文 光影之歌雙個展
Songs of Light and Shadows-Ke,Yi-lun and Liu . Yaowen Double Solo Exhibition

藝術家柯怡綸的創作透過隨手可得的題材，都可以使她暫時脫離繁瑣墜入繪畫世界，植物

在有限的時間哩，展現最美的姿態，其強大力量令人懾服，就像光與影之間的張力，有身

影伴隨的光線強烈而璀璨。藝術家劉耀文的創作以城市、土地的探討，藉由抽象創作試圖

透過色彩簡單的造形，去表達土地、城市生生不息的隱形力量。在他的創作裡，對於城市

之美與外觀存在的現實性並非他的創作目的，他所探究的是人與環境在不同心境下所凝聚

的力量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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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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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自我，接納別人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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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

■房屋新、增、改建，應於建造完成之日起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房屋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

  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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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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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截角來店可享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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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日)14:30 【身心靈健康講座】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開打後的下一步  鄭元瑜

1.COVID19病毒與疫情綜述。2.台灣的防疫與國際的疫情概況。3.疫苗的介紹與比較。4.疫苗施打後台灣

與國際的疫情變化。

8/7(六)10:00 【樂活享健康】與毒為伍—認識生活中的毒物  曾碩平

食衣住行樣樣都可能因為不當的化學添加物，導致人體慢性中毒，中醫師曾碩平從藥材談起為大家解析生

活中的毒物及如何防護。

8/7(六)14:30 如何做孩子的激勵父母  張國賓(蛙蛋)

講者將從自己的生命故事出發，談到夢想帶給講者的轉變並說明夢想的力量，以及分享在新竹高商推動夢

想與改造課程時許多學生的故事。在最後，會談到我們身為家長，其實不用羨慕這些孩子可以如此積極改

造自己。

8/8(日)10:00 【110年度國民健康系列】寶寶1000天養成記  楊淑蕙

母乳豐富之營養亦是上天賜給寶寶最美好之食物，但您知道要如何在1000天內輕鬆順利哺育母乳嗎？本

講座邀請您前來聆聽專業講師如何教導吧！

8/14(六)10:00 【樂活享健康】低碳飲食享健康  黃裕文

由健康餐飲美食達人黃教授教導民眾從日常飲食與烹煮方式達到降低碳排放量，兼顧環保和健康。

8/14(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舞蹈劇場(歐洲篇)：以假逼真—身體書寫的人生寓言  魏淑美  

舞台上日常生活姿勢與風格化舞句並置，歡唱與嬉戲，呢喃細語與遠方凝視，高強度肢體動作直至精力耗

竭，動作的重複與變異。有限時空內建構一幕幕似曾相識的人生風景，引領觀眾穿越舞台幻象，探勘生命

的詭譎與綺麗。

8/15(日)14:00 【2021樂器鑑賞系列】如何做出人生第一首歌  王人頡

此次講座特別由我們流行音樂專業製作人的王人頡老師，講解有關於音樂製作的獨特之處，到底音樂製作

是什麼樣的形成，就讓王人頡老師替大家解惑吧！

8/21(六)10:00 【樂活享健康】趣味音樂療法紓壓樂  陳美珠

藉由音樂療法結合肢體律動達到身心靈舒暢，促進健康。

8/28(六)10:00 【樂活享健康】女人花—婦科疾病預防與治療  蔡士偉

帶大家認識女性從青少女發育期初經來臨到更年期、老人期的疾病預防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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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蓉鶯美術館、米馬羊藝術空間

從「黃步青80藝術空間」走出來，經保華路轉進崇德路，往北直走，就可以來到「劉蓉

鶯美術館」（暫訂）所在的崇德21街了。這裡是劉蓉鶯早年的住家，專攻水墨花鳥的她

，「人間國寶」陳啟村2016年為總統辦公桌雕刻的「生根桌」前飾版，其中的百合花圖

稿，便是出自劉蓉鶯之手。

劉蓉鶯和同為藝術家的丈夫周振東育有三名子女，老大周芳聿也是從事藝術創作，老二

及老三則分別專長於平面及服裝設計，一家人全都投入藝術相關的工作，且各有專精，

因此計畫將此舊宅重新裝潢整修，打造一處美術園地，和外界分享他們的創意及創作成

果，包括作品展覽、藝術講座及文創商品展售等，推廣藝術生活化，美化生活。

《仁東藝之森》系列

文/黃微芬

專題報導



和劉蓉鶯同樣改建自宅為藝術空間的，還有位在仁和路上的「米馬羊藝術空間」，負責

人李坤德是美術老師退休，本身也從事藝術創作，原本他只是想為自己的作品找一個展

覽空間，因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地點，於是便將自己的老房子整理起來，成為一小而美的

畫廊。

從2016年9月開幕至今，「米馬羊藝術空間」在李坤德的積極投入下，近五年來展覽不

斷，相當活躍，他也把這裡當作是一處藝術交流平台，邀請藝術家來此展出作品，並透

過藝術講座分享他們的創作心得，以藝會友；此外，「米馬羊」還將畫廊與咖啡廳結合

，提供民眾邊喝咖啡、邊輕鬆品藝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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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六)、8/8(日) 朝聖之旅：保羅科爾賀（輔導級，片長112分）

8/14(六)、8/15(日) 碧娜鮑許之青春交際場(普遍級，片長93分）

8/21(六)、8/22(日) 最美的相遇 (輔導級，片長107分)

8/28(六)、8/29(日) 絕世名伶 (輔導級，片長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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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夜聚場—樂讀本事｜50名，採線上報名，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8/13(五)19:00 攜手小提琴&大提琴漫遊歐洲｜陳姿穎、陳廷瑋

熟悉的樂器，陌生的對話，一場小提琴與大提琴於音樂古都維也納；名琴搖籃義大

利及戰後重生捷克、法國的邂逅，小提琴與大提琴跨時空的邂逅。

※每月最後一週五為清潔日，該日閉館。

星光音樂廣場
Starlight Music Plaza

週六、週日 16:30 於臺南文化中心正門 中華東路水池橋畔

8/1(日）拉拉&天心

8/7(日）羅立辰CHEN

8/21(六）好心情樂團

8/22(日）300SS音樂劇場

8/29(日）想破頭音樂創作團體

演出節目如有異動，以當日演出節目為主﹔如遇雨天或颱風，將取消演出。



假日廣場
Holiday Plaza

8/14(六)19:00《芳華如舞》

               2021年蘭陵芭蕾舞團培訓計畫成果展

8/21(六)19:00 《臺灣百年金曲演唱會》

             鳴馨歌唱音樂坊

線上藝文活動

2021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

影響‧新劇場青少年劇場《倒彈Tò-Tuānn》

8/15(日)、8/21(六)、8/28(六)20:00

報名 https://www.facebook.com/sixteenfestival/

獻給府城青少年的成年禮。十六歲的青春軌跡，轉大人的蛻變時期，

在影響‧新劇場專業的指導下，藉由戲劇，打破疫情的侷限，

讓世界看見青少年的生命故事。

臺南DNA—臺南市110年度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

2021 未來的評論人——

南臺灣劇場評論與觀察養成工作坊

8/20(五)09:00 南臺灣現代劇場發展脈絡  楊美英

         13:00 劇場評論與詮釋的準備：歐陸表演分析方法

            初介及其實踐  林偉瑜

8/21(六)09:00 舞蹈評論與寫作  魏琬容

         13:00 戲曲評論與寫作  張啟豐

8/28(六)09:00 表演藝術評論演出對照分析  陳正熙

        13:00 當代戲劇的觀看與寫作  陳正熙

活動資訊shorturl.at/jwH07

主辦｜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那個劇團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8/15(日)19:30 台南市愛樂合唱團

《島國旋律—陳文成逝世40周年音樂會》

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演唱會
｜索票入場(請洽黃老師 0932866671、王老師 0392870079)

陳文成博士逝世40周年紀念音樂會由台南愛樂合唱團承辦，用余文欽與黃

南海博士創作「千年之敬-悼陳文成博士」，走出白色恐怖的傷痕，朝人

權的正義前進，全場音樂會安排歌謠、宗教音樂與莊柏林律師的歌詩作品

，願此音樂會不僅撫慰家屬的心，讓犧牲成為眾人的祝福。

小品。是一場東、西舞蹈藝術的嘉年華。

8/22(日)15:00 迪迪舞蹈劇場《魔法繪本》
｜索票入場(請洽3317912迪迪舞蹈劇場)

《魔法繪本》希望藉由時下最夯的動漫角色”角落生物”及”鬼滅之刃”

用最拿手的舞蹈詮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魔法繪本，留下更多的精采回

憶。

展覽  Exhibition

8/24(二)～9/22(三)09:00～17:00(週一休館)

台江文化中心劇場棟3樓

技術劇場人攝影展 Staff Only, Not Only Staff

自由入場，入場前請遵循防疫措施

劇院透過後台導覽等打開劇場的方式，邀請觀眾走進後台窺看觀眾席另一

邊的風景。《NOS 攝影展》以人物誌出發，將焦點聚集在這一群「職人」

身上，透過身經百戰且富藏專業技能與知識的第一線實作人員「獻身說法

」，與大眾分享劇場是由眾人組成、集群手之力而成的魔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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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疫情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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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日)～8/29(日)09:00～17:00 兒童英語繪本

學好英文之前，要先讓孩子對英文感興趣！開啟孩子對英文有興趣的鑰匙，透過接觸英文繪本

，維持閱讀的習慣，就能培養孩子對英文的好感度。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多功能會議室

8/8(日)10:00/14:00 

紅鞋公主與七矮人

(普遍級，溫馨家庭、動畫，片長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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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穿巴蕾舞裙的女孩(其其姐姐)

8/7 狐狸愛上圖書館(河流姐姐)

8/8 不想被大野狼吃掉的綿羊(大白兔哥哥)

8/14 卡夫卡變蟲記(蚊子姐姐)

8/15 馬鈴薯家族(飛飛姐姐)

8/21 壞脾氣的星星(JoJo姐姐)

8/22 粉紅樹(妙妙姐姐)

8/28 再一遍(維尼姐姐)

8/29 能源魔法師(小豬姐姐+元元姐姐)

工作坊  Workshop

童趣手作工作坊｜台江文化中心B1多功能會議室 

8/14(六)14:00 森林照相館  (榛果媽媽)

8/15(日)14:00 蔬菜運動員  (梅子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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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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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疫情滾動式調整

藝境遊社～2021心豐藝術節

廟口看戲

8/14(六)19:30 藝起愛台灣 藝姿舞集

演出地點》保西代天府前廟埕(臺南市歸仁區大廟五街31號)

演出舞碼》一、臺灣新故鄉

              離鄉/渡海、落戶/度日、豐收/渡節、教化/度人

          二、臺灣鄉土味

              迎春賀、一蕊花、將巡、節慶

藝境遊社系列工作坊

8/14 、21、 28、 9/4、18、25、10/2 (六)13:30

竹夢～竹編藝術創作工作坊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南竹會

指導老師》張永旺、蔡惠婷老師

活動地點》歸仁農會舊倉庫教室

「三腳砧」遊社文化踏查

8/14(六)09:00(請於9點前完成報到)

歸仁仁壽宮 保西代天府 王醮暨遊社文化踏查
協辦單位》仁壽宮、保西代天府

指導老師》許耿肇、黃文皇老師

活動內容》上午文化講座、下午社區及遊社

報名方式》請上南關社大首頁"最新消息"點選表單報名，名額25位，額滿

          截止，報名費100元請活動當天報到時繳交。



   【公告】新化演藝廳自108年9月起至11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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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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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亞太管樂節

亞太管樂節由亞太管樂協會所舉辦，每2年由各協會輪流舉辦亞太管樂節，透過活動辦理

，促進國際音樂交流活動。第21屆亞太管樂節由臺南市與台灣管樂協會共同主辦。

原定2020年7月舉辦，延期至2021年7月，因疫情影響，再延期至2021年10月底、11月份

每周六、日，以臺灣管樂為主軸，邀請國內菁英樂團團隊共襄盛舉。

10/30、31、11/27、28 交流音樂會｜台江文化中心

11/6 新化演藝廳落成開幕音樂會

11/13 開幕活動｜新營文化中心

11/13、14、20、21、27 戶外音樂會｜新光三越廣場、南紡廣場

11/13、14、20、21、27 古蹟音樂會｜孔廟文化園區、安平古堡

11/14、20、21、27 管樂馬拉松｜新營文化中心

11/28 閉幕-臺南市管樂團｜新營文化中心

12/18、19 臺灣管樂大賽(全天) ｜新化演藝廳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銀河谷音劇團《花花森林我們的家》

8/7(六)19:00 歸仁仁壽宮

              歸仁區文化街二段16號

8/8(日)15:00 南區灣裡萬年殿前廣場

              南區灣裡路64號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小丑與公主》

8/20(五)19:00 大內區青果集貨場

                大內區大內里2-4號

8/21(六)10:00 新市區風雨球場

                新市區富中街456號

8/21(六)19:00 玉井區圖書館旁廣場

                玉井區民族路21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