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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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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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五)19:30、11/6(六)14:30

你好，我是接體員
All U people theatre《Ballad from Six Feet Under》
｜500/800/1200/1600/2000/2500/3000  OPENTIX售票 

改編自大師兄原著暢銷小說   謝念祖編導、張大春作詞、張瀚中作曲

范逸臣、管罄、林曉培、康茵茵領銜主演  離別伴隨著遺憾、不捨但有時

卻夾雜了一些荒謬情節  7個生死故事串連，22首原創歌曲從黑色喜劇角

度出發，奇幻多變的音樂風格  殯儀館的幽默日常即將展開！

※本演出非親子節目，建議12歲以上觀眾欣賞。

11/7(日)14:00 

2021臺南國際音樂節～曾宇謙 流浪者之歌
2021Taina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On The Road ~ Yu- Chien Tseng》
｜800/1200/1500/1800/2100/2400/2800/3600元  MNA牛耳藝術線上售票

柴可夫斯基大賽、古典大廠DG錄音、巡迴在各個城市間的演出，在每個

事蹟之間，屬於曾宇謙的流浪者之歌，在城市間、在音符和樂章間流露

。從西班牙的薩拉沙泰、法國的蕭頌到波蘭的韋尼奧夫斯基，將每個城

市獨特的樂章帶到流浪的終點和起點-臺灣。

11/13(六)19:30

故事工廠《小兒子》暖心回歸
STORY WORKS《The Long Goodbye》
｜400/500/700/900/1200/1500/1800/2200/2500  TixFun售票

駱以軍的散文 × 黃致凱的劇場 2021 三度巡演 暖心回歸 

當我長大，開始邁向自己的人生 您已步入衰老，當我頻頻回首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像您在我小時候陪伴我般，陪伴您

當記憶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迷路，我們要如何找回遺失的親情和夢想？

「失智的人好像在做時光旅行，他和我們待在同一個空間，只是我們

看到的是現在，他們看到的是過去。」

  ●OPENTIX售票        ●MNA牛耳藝術線上售票      ●TixFun售票



11/14(日)14:30

蘇顯達自法返台35週年巡迴獨奏會
Shien-Ta Su 35th Anniversary Violin Recital｜500/800/1200/1600/2000/2500  OPENTIX售票

自法返國 35 年的小提琴家蘇顯達每5年一次的巡迴獨奏會，每次在曲目上都推陳出新

，這次特別也排上特別的作品與聽眾分享，希望大家會喜歡！依照往例仍然選了國人

作曲家的作品演出，早已是蘇顯達多年來的堅持，這次特別演出錢南章及李欣芸的作品

讓大家品味。

11/17(三)19:00

神劇<東方聖誕 女人的後裔>演唱會
Christmas of the East, the Descendant of the Woman

｜200  OPENTIX售票

恩感神劇今年以神子基督誕生為主題，推出東方風味的聖誕尋道之旅，認識點亮東方天

空的這顆萬世巨星! 三位東方智者長途跋涉造訪伯利恒地，發現童女懷孕生子，即表明

神同在，他降世來擔待人類的痛苦與憂患! 人人都得領受生命力量與新的未來!

11/20(六)19:00  

感謝有你防疫公益演唱會
Thank You! Charity Concert｜另行公告

臺南是愛爾麗醫療集團的大本營，常董事長也是府城子弟，26年前在家鄉白手起家，對

臺南有著濃厚情感。去年為感謝醫護警消人員辛苦防疫，特舉辦公益演唱會邀請謝祖武

、唐從聖主持，主唱黃品源，歌手包偉銘、紀曉君、符瓊音、劉依純、「憲哥」吳宗憲

共襄盛舉。在今年疫情稍緩之際，愛爾麗將再度舉辦公益演唱會，感謝醫護警消人員的

付出及全體國人的配合，又一次為臺灣守住疫情。

11/26(五)19:30、11/27(六)14:30/19:30、11/28(日)14:30

綠光劇團《人間條件七》
Green Ray Theatre《Human Condition Ⅶ》

｜600/800/1200/1500/2000/2500/3000  OPENTIX售票

為實現對觀眾的承諾，綠光劇團由吳念真導演編劇的《人間條件七》

醞釀7年，總算要和觀眾見面了！

曾經，為了堅持劇本品質而暫緩，曾經，因為受到身體狀況、時事變化，讓創作延後

但吳導想完成《人間條件七》的心，卻不曾停止。堅持完成他筆下一貫的真情主人翁

還有觸動人心的那份情感流動，再次以平實的筆調，訴說你我身邊的人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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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六)、11/7(日)15:00

2021谷方【箏．相見】系列（一）、（二）音樂會
｜400 OPENTIX售票

2021谷方「箏‧相見」系列音樂會，結合各地傑出演藝團隊且標榜「年輕、

創意、新視界」的展演型態，期許在各具特色的團隊交流與觀摩中，達到專

業演奏技術的提升與團隊營運的經驗分享外；更融合豐富多元的箏樂藝術表

演形式，擴展民眾欣賞箏樂表演藝術之視野外，展現台灣箏樂文化多樣性特

色。

11/11(四)14:30∕19:00

興傳奇青年劇場

《少年三岔口》戲曲夢工場巡演計畫

The Youth Party｜免費索票入場

汲取西方現代文學大師作品精神，轉注於京崑戲曲傳統故事，產生當代的新

意義。假借易卜生的「少年黨」、貝克特的「落腳聲」、卡夫卡的「審判」

，對應戲曲經典劇目之「三岔口」、「遊園驚夢」、「鎖五龍」，將中西方

故事與人物，重新拆解、轉換、融合，形成一齣完整的劇情，和風格既特異

又強烈的當代戲曲。

11/13(六)19:30

黃昭堂先生逝世十年紀念音樂會
The Memorial Concert｜免費索票入場

由臺邦獨奏家樂團及音樂家王明哲先生以不同形式樂曲的組合，交會出這場

音樂盛會的樂章，獻給黃昭堂先生及他最愛的台灣。

  ●OPENTIX售票     ●免費索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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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性相近，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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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地價稅開徵囉～11月1日至11月30日開徵，請按時繳納，早繳早安心。

■稅單電子化好處多，減少一張紙，少砍一棵樹，稅單e-mail傳送，環保e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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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六)19:30，11/21(六)14:30 藝姿舞集年度計畫《花敘帖》
A Carnival of the Flower Goddess｜600  OPENTIX售票

《花敘帖》取「花朝節」尊崇大自然的精神，在春天百花齊放之時，感受到

自然更迭的神聖與喜悅，《花敘帖》即是以這份感動轉換成藝術形式表現，

藉由從自然轉化而來的舞蹈、花藝、茶藝、視覺展現出從容優雅又極具現代

美感的藝術展演。

11/27(六)19:30 笛有南北，經典再現 陳中申VS吳宗憲
The Great Songs of Bamboo tlute by Masters｜300 請洽鄉韻民族樂團06-2268209

笛子歷經幾千年來發展，已成為中國音樂代表之一，笛曲風格多樣、技巧絢爛，其中又以

漢族的南派、北派最為豐富。本音樂會由剛獲得國家文藝獎，臺灣笛簫協會理事長陳中申

，偕同副理事長吳宗憲，精選最經典的笛曲，以導聆及示範音樂會方式，講解每一曲的特

殊技巧、地方風格及藝術性，為大家揭開名曲歷久不衰的秘密。也找回吹笛初衷，回味傳

統韻味，堅固發展根基，不在炫技中迷失方向。是一場既感性又知性的音樂饗宴。

11/28(日)14:30 鑼鼓笛噠笙聲響─吹打樂聯合音樂會 

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2021【菁音】獨奏家系列Ⅳ.

The sound of the wind an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 Wind and Percussion Joint Concert

｜100  OPENTIX售票

本次音樂會內容兼具傳統與創新的元素，題材涵蓋了臺灣本土音樂素材、中國民間音樂素

材及西洋爵士音樂等，可謂跨越古今，橫貫中西。是難得一見的聯合音樂會，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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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1/7 第69屆南美展暨徵選作品展

The 69th Anniversary of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 Award-Winning 

Artworks Exhibition

成立於民國41年的台灣南美會，見證了台灣一甲子的美術發展。69年來，該

會深刻影響臺南本地和南部美術發展。從創會開始就長期舉辦沒有獎金的公

募徵件藉以吸收優秀的藝術家為會員，成為該會特色之一，每一年的會員和

徵件展成了國內美術界盛事，更在歷任理事長和本屆陳泰元理事長帶領下、

與會員的支持，更奠立它的美術界地位。

11/12∼11/28  第五十八屆「國風書畫展」
The 69th Anniversary of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 Award-Winning 

Artworks Exhibition

今年「第五十八屆國風書畫展」，展覽期間除開幕儀式外，另舉辦導覽、創

作心得分享、專題演講等活動，並出版專刊，讓更多藝文界及社會人士欣賞

我們創作成果，並就教藝術先進，更提升社會藝文風氣及民眾欣賞美的生活

品味。

講座：11/14(日)15：00  古為今用－現代書篆藝術創作經驗談 杜其東老師

   ●文物陳列館一樓、第一、二、三藝廊     ●文物陳列館一、二樓     

●第二藝廊      ●第三藝廊



10/1(五)～11/28 (日)

「森林物語」戶外展覽｜文化中心戶外場域、巴克禮公園

策展人: 張惠蘭 

以親近自然為引，觀察並發覺在地的美好，「森林物語」戶外展邀請王柏霖 、阿部乳坊、

張和民、張惠蘭/翁國凱、謝宏明等國內、外六位藝術家共同參與，展覽主軸環繞著臺南文

化中心戶外空間的溪流到對面的巴克禮公園森林間的想像，表現透過藝術作品述說環境記

憶與自然、人文的故事，並且媒合在地藝術家進行藝術作品與場域的對話與交流。

11/12(五)～12/5(日)漫版—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校友聯展

NKNU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lumni Group Exhibition

「漫版」展覽以版畫的多元豐富形式，展現高師大美術系的校友們除了深耕教育外，持續

進修實務創作研究、一同成長。此次漫版聯展共邀6位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校友:林宜炫

、林信源、高嘉宏、陳衍希、張瀞予、賴慧潔參與，作品各個精彩，希望持續在藝術領域

裡耕耘，與臺南市民以版對話。

 

11/12(五)～12/5(日) 2021聯邦藝術巡迴展

2021 Traveling Exhibition of UNION

創立23年以來，聯邦文教基金會在聯邦銀行的贊助及支持下，長期致力於本土藝術人才的

培養及文化的推廣，挖掘與培育臺灣本土優秀的藝術家並鼓勵本土新生代藝術創作者能持

續傳承藝術創作理念，期望能藉由如「聯邦美術新人獎」、「聯邦美術印象大獎」、「台

灣美術貢獻獎」等獎項及「聯邦藝術巡迴展」的策展舉辦，創造一個讓所有藝術創作者可

以嶄露頭角及相互交流的舞台，幫台灣在地藝術文化的發揚及保存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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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日)14:30【經典藝術人生】腸胃道調理保健  許素貞

腸胃道的健康不僅關係者70%的免疫力，它也是我們第二顆腦，腸胃道不健康頭腦也會不清晰，導致記

憶力減退頭痛等問題，您曾想過腸胃道功能欠佳也會導致睡眠障礙嗎？腸胃道更關係者全身營養素的

輸送，如何提升自己的消化力能夠滋養修護身體，更是重要的議題，有胃食道逆流，消化不良，胃痛

，胃脹氣，腸胃道潰瘍，腸胃功能不彰，牙齦腫脹，痔瘡，便秘⋯，歡迎一起來學習如何提升自己的

消化能力，調理好腸胃道。

※本講座網路報名者優先入場，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網路報名請至https://goo.gl/I8rK7K或請電洽

  (07) 8033096轉12

11/13(六)09:30 【稅福市民】節稅方程式～地價稅∕財產規劃DIY～遺贈稅介紹  游惠麟、莊豐福

有關地價稅相關規定及節稅方法，財產贈與時報繳之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項，將詳細為您解說。

11/13(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且看臺灣外台戲班的美艷柔情  傅裕惠

講談人傅裕惠出身臺灣現代劇場，卻在機緣巧合下被臺灣歌仔戲擁抱，而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多年與臺

灣職業戲班工作的過程裡，她結識了這些戲班忠實地戲迷與民間戲曲專業工作者，從而對臺灣現代劇

場界裡搬演的新編原創歌仔戲，有了不太一樣的觀察與思考。

11/14(日)10:00【110年度國民健康系列】預防衰弱肌不可失  林麗娟

手腳無力、坐下去爬不起來、連開罐頭也困難…老了不中用？其實你的問題是肌少症！

11/14(日)14:30 【新世紀能量養生文化藝術系列】增強免疫力的養生方法  鍾程奕

後疫情時代，分享可實作的方法，讓你關注自己的內在，使得身心減壓，增強免

疫力，面對多變的環境，創造自己的最佳狀態。

11/27(六)14:30【經典藝術人生】人生經營哲學—生活禪  吳順勝

一.概論、二.財富-財佈施、三.健康-身(無畏)佈施、四.智慧-法佈施

※本講座網路報名者優先入場，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網路報名請至https://goo.gl/I8rK7K或請電洽

  (07) 8033096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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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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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六)、11/7(日) 無聲（輔導級，片長104分）

11/13(六)、11/14(日) 消失的情人節(普遍級，片長119分）

11/20(六)、11/21(日) 親愛的房客(輔導級，片長106分)

11/27(六)、11/28(日) 初心 (普遍級，片長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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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名，採線上報名，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11/12(五)19:00 當擊樂遇上＿＿＿？！擊樂PLUS ＋ ～

第二堂：當古典擊樂無法再滿足作曲家，歡迎來到打擊樂的七十二變 變變變!!!

主講｜孫名箴（不二擊打擊樂團）    協演｜薛詠之

1. 當音樂界掀起跨界

2. 擊樂家的眼睛到底有多忙？各種特殊記譜法一次看完

3. 擊樂家的手筆眼睛更忙！那些常人完全看不出差異的棒子們

※即日起開放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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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音樂廣場
Starlight Music Plaza

週六、週日 17:00 於臺南文化中心正門 中華東路水池橋畔

本月份主題─爵士樂

11/6(六) SJ樂團

11/7(日) 小橘子樂團

11/13(六) EthanWang薩克斯風

11/14(日) 擎天樂團

11/21(日) 融合薩克斯樂團（配合館慶活動演出時間18:00）

11/27(六) 管樂小集

11/28(日) 爵士午后─牧歌音樂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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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可期。



今年館慶以「聽森林在說話」為主題，透過藝文活動，以臺南文化中心、巴克禮公園中心，

串聯十鼓文化園區、奇美博物館、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等9個藝文據點。

策劃：戶外展覽、作品導覽、大型偶劇、文創市集、現場Podcast演出，環境舞蹈劇場、

樹下音樂會、生態採集工作坊，3條城市導覽路線、地景音樂會，集章兌禮。

導覽活動

11/14(日)14:00

巴克禮自然拓印行｜巴克禮公園、自然採集工作坊

請至俠客行文創官網報名，名額30名，費用150元。

11/28(日)14:30

樹下音樂會Enjoy！森林間的音樂盛會｜巴克禮公園

引樹人：王浩一    演出單位：Cellissimo高師樂苑

集章兌禮

集章期間：9/24(五)-11/30(二)各活動場域

贈品兌換：10/15(五)起，三～日9:00-17:00文化中心國際廳服務臺，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

活動資訊 https://rendongart.tnc.gov.tw/





假日廣場
Holiday Plaza

11/6(六)19:00 鳴馨歌唱音樂坊《臺灣百年金曲演唱會》

11/13(六)10:00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110年年度動保宣導活動

11/14(日)16:00 采琪工作室《舞之美 善之宴》系列三

11/20(六)10:00 《2021年防疫益智猜謎趣議長盃》

11/27(六)19:00《110年臺南市議長盃 群星飛耀 舞動古都 

             創作舞蹈比賽》

迴廊活動
Cloister Activity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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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藝人
Street Performers

每週六、日靜態展演時間10:00～17:00（迴廊–創意工藝類遇有活動則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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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日至

臺南市街頭藝人場地申請https://reurl.cc/r1L3D1

家庭日活動
Family Day Activities

11/20(六)14:30

雲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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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仁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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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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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境遊社系列工作坊

11/6(六)13:30

讚炭～炭筆畫藝術創作工作坊
授課單位》長榮大學美術系

指導老師》朱紋皆老師

上課地點》歸仁農會舊倉庫教室

備    註》本活動將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以官網公告為主。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11/6(六)14:30、19:00  清華閣周祐名掌中劇團

《南海蝴蝶夢》｜300  OPENTIX售票

武林上，蝶派與蜂派交好，為守護武林至寶「蜜花珠」。今日蝶派召開，千

年一度萬蝶盛會，蝶后廣發花帖，邀請萬教前來共襄盛舉新任蝶后繼承大典

。然而萬教前來神仙蝴蝶門，蝶派卻已離奇滅門，而蜂派消失無蹤，終南派

萬里遊俠負責調查武林懸案。

11/13(六)14:30/19:30、11/14(日)14:30 

2021臺南藝術節-賴翠霜舞創劇場《他們的故事》II

素人演出雙年計畫
｜700  OPENTIX售票

本次的作品延續過去一年素人能量，繼續以「人」為主軸，「在地」為核心

，用不同的時空背景連結南台灣素人的故事，刻畫出既有的台江印象挖掘即

將被遺忘的數魚苗歌融入臺語詩人對故鄉的情感。人與過去、現在、未來以

及探討自我的旅程，他們的故事將試圖勾勒出你我熟悉的線條。

11/21(日)14:30  韋瓦笛室內樂團

《Kira-Kira！Do Re Mi珠寶盒》
｜550  OPENTIX售票

《韋瓦笛室內樂團》由旅居奧地利、法國、美國等地學成返台的青年長笛家

們組成。精選歐美亞 7 位作曲家展現長笛重奏的有機組合，透過三重奏、

四重奏、六重奏的變換，呈現技巧絢麗的當代作品及著重敘述與抒情的音色

表現，就像美麗的樂音珠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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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文化中心圖書館 Taikang Library

主題書展｜台江文化中心B1圖書館 

11/3(五)～11/28(日)09:00～17:00

「我的私房美味」
今晚  妳想點哪一道呢?韓國歐巴的泡菜料理?

歐洲地中海的高代謝料理?法國主廚的鑄鐵鍋料理?

還是簡單樸實的日式風味?最愛還是傳統經典的台菜?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多功能會議室

11/14(日)10:00、14:00

小麻煩當家
(普遍級，動畫，片長90分鐘)

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狗狗「小麻煩」從小過著皇帝般的幸福生活。

不料女主人突然過世，牠被迫流落街頭，忍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某天牠意外找到了一位新主人：一位立志當歌手的年輕女孩，

人狗之間一拍即合，從此相依為命，一同面對各種逆境，朝夢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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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怪獸媽媽 (JoJo姐姐)

11/7 吼～我生氣了 (小朱姐姐)

11/13 夜晚會發生什麼事 (妙妙姐姐)

11/14 大怪獸來了 (檸檬姐姐)

11/20 走鏢台江 (美美姐姐)

11/21 戰爭來的那一天 (阿香)

11/27 AQ愛哭也沒關係 (元元姐姐)

11/28 玩具診所開門了 (梅子姐姐)







9/5-11/27

11/5(五) 19:00

臺灣豫劇團《聽說，年獸來了》

下營夜市廣場(下營國小旁)-

下營區中山路二段72號

11/6(六) 19:00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馬戲派對》

新市區南科臺南園區迎曦湖南側草坪-

環東路一段靠近民生路

11/13(六) 19:00

偶偶偶劇團《花花森林的大麻煩》

大內區青果市場-

大內區大內里大內67-1號對面

11/14(日) 14:00

偶偶偶劇團《花花森林的大麻煩》

龍崎區民活動中心前廣場-

龍崎區崎頂里新市子41號

11/20(六) 19:00

豆子劇團《偵探豆媽》

二鎮森林公園-官田區工社南街8號

11/21(日) 16:00

古都掌中劇團《臺灣風雲錄──女豪傑》

南化天后宮-南化區南化里120號

11/27(六) 18:30

紙風車劇團《紙風車的魔法書》

曾文農工操場-麻豆區南勢里 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