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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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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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六)14:30

《Re/turn》十周年全新卡司Revival版
Tainan Erensemble 《Re/turn》

｜700/900/1200/1600/2000  OPENTIX售票

蔡柏璋系列作品 撼動人心的經典之作

《Re/turn》十周年全新卡司Revival版

生命中的缺憾，會引領你到你該去的地方……

神祕門把的轉動，開啟時空之門，

串聯起六個心中有所遺憾的人，

展開重返生命情感交叉口的超現實旅程，

卻再次面對一連串親情、愛情和友情的抉擇、質疑與迷惘。

3/10(四)19:30、3/11(五)19:30、3/12(六)14:30/19:30、

3/13(日)12:30/17:30

全本音樂劇《貓》
CATS

｜800/1800/2800/3800/4800/5800  寬宏售票

由真正好集團(The Really Useful Group)監製、GWB娛樂

(GWB Entertainment)及S&CO製作、寬宏藝術主辦，

享譽國際，

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劇之一--《貓》，

第六度重臨台灣。

  ●OPENTIX售票        ●寬宏售票        ●TixFun售票        ●免費入場       



3/17(四)19:3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學系第二十三屆畢業巡迴公演

《吾聲》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Department of Dance,Class of 23th《Our voice》

｜免費索票入場

以藝術學習結果作為此場演出的發想，運用芭蕾、中國舞和現代作為主要藝術元素，在

以所學的編創技巧，由新一代畢業生為演出內容身體實踐及情感詮釋；強調肢體創作開

發，並藉此場演出，計畫邀請國內在線藝術家編創大師作品，以讓畢業生能夠多元接觸

與吸收。

3/19、3/20(六、日)09:00起

2022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鋼琴獨奏）
2022Cheer Taiwan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Solo)

｜免費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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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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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五)19:30、3/26(六)14:30

果陀劇場 機智人性喜劇《ART》2021魅力加演
Godot Theatre Company《ART》

｜500/900/1400/1700/2000/2300/2500  TixFun售票

《ART》跟藝術無關，跟朋友有關。卜學亮、屈中恆、曾國城 超強鐵三角組合‧2021魅

力加演。三位性格各異的好友，因一幅「畫著白色斜線的白色油畫」引發了一場唇槍舌

戰，他們挑戰彼此的價值觀，機智、幽默且諷刺的對白，編織出細緻複雜的人性，充滿

爭辯與歡笑。

3/27(日)15:00

《邁向新世界To the New World》
To the New World

｜500/800/1200  OPENTIX售票

本節目特邀知名鋼琴家葉孟儒先生與TASO共同演繹，曲目包含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

協奏曲及德弗乍克的第九號交響曲(又名新世界交響曲)；兩部鉅作皆屬浪漫主義後期過

渡至現代音樂的作品，本音樂會將以橫跨世紀交替之際的大師作品，展現至高藝術成就

、帶領觀眾邁向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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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五)19:30 2022台南樂集淬鍊系列—

陳宗廷二胡獨奏會「空無」
Erhu Concert｜免費索票入場

演出曲目:任重曲《風華》、江南絲竹民間音樂《行街》

饒鵬程 曲《第二二胡協奏曲-西行》、王建民 曲《第四二胡狂想曲》

黃海懷 移植《江河水》、李博禪 曲《初心》

3/12(六)、13(日)、19(六)、20(日)9:00起

2022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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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音樂協會合辦-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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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四)19:30 2022台南樂集淬鍊系列—

黃丹櫻揚琴獨奏會「珍稀」
Treasures— Huang Danying Yangqin Recital｜免費索票入場

演出曲目｜《春》、《弄火》、《夏蓮》、《金牛座》、《長尾山娘》、

          《平湖秋月》、 《櫻花鉤吻鮭》

3/24(四)19:30 「留聲歲月」演唱會
A Trip Memory Lane｜免費索票入場

音樂在生活中是無所不在，我們將以學院派的古典流行，對應著學習歷程年代

的日常經典歌流行歌。以歌樂回味曾經一起走過充滿歌聲的經典歲月！演出人

員：女高音/吳旭玲、男高音/林健吉、男低音/倪百聰、鋼琴合作/蔡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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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六)10:00 【收納幸福時光電影賞析】說不出的告別  蘇恩平

在敘述一位罹患運動神經疾病的媽媽，決定安樂死來結束與病魔對抗的痛苦，於是在週末時邀請自己兩位

女兒與多年好友前來，希望他們陪伴自己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片長97分鐘-英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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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Kpk2vm

3/5(六)14:30 繁枝紛落 花蕊細開─談中國古陶瓷中的花草藝術  盧泰康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例舉介紹中國唐宋至元、明、清時期，各類古陶瓷所見花草裝飾，這些花草紋飾的題

材極為多樣，製作技法亦相當多元。

3/6(日)10:00 【111年度國民健康系列】“ 腎 ”利好營養  陳昭君

營養顧得好，腎臟才會好。不知道怎麼吃才可以預防腎臟病嗎?不知道有腎臟病要如何挑選飲食嗎?請大家

一起來聽聽專業營養師怎麼說，讓大家吃得健康又營養喔!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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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演員—孤獨又燦爛的職業  王安琪

她是一個演員，她如果不是角色，就是在成為角色的路上。去年她與大慕可可、四把椅子劇團，共同完成

了自編導演的獨角戲「愛在年老色衰前」，一路上的「演員」身分、工作的種種「角色」，究竟拼出了一

個什麼樣孤獨又燦爛的「她」？

3/27(日)10:00 【環境教育】愛孩子、愛自然、愛自己   大自然媽媽的教養課  林佳儒

大自然媽媽教會我們，把每個孩子當成種子，只管灑水，至於什麼時候發芽和成長，就交給老天爺安排、

孩子就該是  在自然裡恣意奔跑、在草地上盡情翻滾，透過體驗親近荒野、經由陪伴感受五感，擁有同齡

的友伴，一起長大  擁有混齡的夥伴，共同進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大人小孩都將同時經歷這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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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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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20  百卉含英—111年台南市文物協會會員聯展 

Bloom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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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4/10 墨泥柔痕—楊慧華水墨陶藝創作展 
Soft Mark of Ink and Mud-Yang, Hui-hua's Ink and Ceramics Creation Exhibition

本次展覽作品是我十年來在水墨與陶藝兩項領域耕耘的紀錄，藉墨與泥這兩

樣素材表達對大地自然生態的關懷。50多件水墨作品探討生命更迭榮枯，擬

人化的情思植入畫作中傳達對生命的關懷力求畫境內容的營造。陶藝造型是

我在研究所時期的主修領域，以取自於大地的陶土呈現大地被文明侵蝕後生

命的枯槁，作品將女性柔順、溫婉、寬容、慈愛等意象融入造型連結大地之

母的母性意象。此次將有十多件立體作品同場展出。

3/4∼3/20 莊志輝個展-記憶是一種陷阱-2
Cuang Chih-Hui Solo Exhibition-Memory is a Kind of Trap-2 

作品具超現實及獨特造型的莊志輝，此次展出油畫、壓克力畫、多媒材立體

作品。展出作品「我是誰？」探討著：大眾效應影響人們養成從眾的習氣，

成為一種複製的人格特質，所以我們從集體意識中創造了我們。但莊志輝相

信人存在最大的價值是擁有選擇權，不是無限複製過去，重複過著別人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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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藝廊     ●第三藝廊      ●第二、三藝廊    



3/25∼4/10 陳再發筆墨遊戲展
Chen,Zai-fa-Exhibition of Interplay Between Pen and Ink

陳再發老師早年曾請益朱玖瑩先生，從傳統楷書入門，臨摹顏真卿楷書碑帖及顏真卿行書

。這期間涉獵了一些西方藝術大師的作品，深受影響，在創作上產生極大的變異，跳脫傳

統書寫的制式，將結字、怖局、組織重新組合。此次個展「筆墨遊戲」作品呈現出很多「

守黑留白」，及近年接觸到易經，作品呈現許多大自然如：山、水、雲、太陽或是虛空等

，亦有一些禪意。

2/25∼3/20 燒炭窩九號柴燒窯  郭俊成 回顧展

Kilning- Guo, Jun-che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柴燒之美，是未上釉的純粹，經過窯神的鬼斧神工創造出與眾不同的火痕、釉彩、流釉與

晶花。窯主自十年前從零開始堆砌出屬於自己的柴窯，加上歷經百次的窯火鍛鍊出最具〝

燒炭窩九號柴燒窯〞特色的作品。燒炭窩九號柴燒窯擅長生活陶瓷用品，如茶壺、茶杯、

茶倉、花器及香道用器，且獨創堆疊、潑墨彩釉風格，各個作品皆為獨一無二。美的物品

是要融入生活中而不再只是擺飾，陶冶性情亦使生活更加濃、純、香，歡迎各位到現場尋

找生活的確幸。

2/25∼3/20  孤獨是福—林大原西畫個展

Solitude Is Bliss─Lin,Ta Yuan Fine Art Exhibition

英文有句成語”A blessing in disguise”，乍看之下是壞事但實質是祝福。現代社會與

自己獨處的時間不多，但此事因2019年底隨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病毒傳播而

改變，原本人們的近距離互動乃至於國家間人民的商務旅遊隨之瓦解。各國為因應防疫提

出不同的政策，多數學校與公司行號停止實際授課跟辦公，在這波疫情下人們受到傷害但

也增加獨處時間。適當的獨處時間對一個人是重要的，那怕只是發呆放空或思考或自我對

話都是有益的。展覽欣賞也是獨處的方式，多數展覽要求安靜的觀展體驗，就算攜伴前往

也無法在當下與人討論。這時就是觀者精神面獨處與作品對話。本次展覽作品主題平易近

人，不精雕細琢讓人負擔，希望能讓觀賞者在觀展時放鬆心靈，在繁忙的生活中休憩。

3/2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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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覽以「城市‧藝象」為主題，透過藝術記錄城市生活的樣貌，從本土出發進而閱覽

國際，除呈現藝術學習成果外，更讓我們反思如何在城市發展及環境保育下取得平衡及共

榮共存，也希望能透過學生的創意與想像力，讓觀者浸淫在藝術的世界，使美感的種子在

心中持續發芽茁壯，共同營造美麗家園、美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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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六)、3/6(日) 法律扶助女王（保護級，片長103分）

3/12(六)、3/13(日) 世界最長的照片(普遍級，片長102分）

3/19(六)、3/20(日) 夕霧花園 (輔導級，片長120分)

3/26(六)、3/27(日) 說不出的告別（保護級，片長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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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五)19:00【周末夜聚場】

從2G到5G—戲談劇場中的舞台設計  梁若珊

※即日起開放網路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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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音樂廣場
Starlight Music Plaza

週六、週日 16:00 於臺南文化中心正門 中華東路水池橋畔

3/6(日）親愛樂團          3/12(六）起司女孩

3/13(日）漫半拍樂團       3/19(六）牧歌音樂工作室

3/26(六）歡樂之聲         3/27(日）小擎天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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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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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廣場
Holiday Plaza

3/5(六)19:00 鳴馨歌唱音樂坊《臺灣百年金曲演唱會》

3/12(六)14:30 台南市立醫院《暖春定放 健康市醫情》 

3/19(六)19:00 《阿薩德中東舞團冬季大賞》

3/20(日)16:00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青春洋溢勁歌熱舞觀摩表演》

3/26(六)18:30 《好時光樂團一經典音樂會》

3/27(日)14:30 台南市明輝慈善基金會

            《「幼」見「童」心趣味運動會》

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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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通盃「文化沐風」親子寫生比賽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臺南市和通文化藝術基金會

比賽時地》3/26、3/27(六、日)9:00～12:00 假日廣場迴廊

比賽分組》國小(中、低年級)學生、幼稚園小朋友及參賽者家長(直系親屬或監護人)

          ，皆歡迎報名參加。

※採線上報名，請至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tust.edu.tw/hetong報名；

  和通建設公司洽詢電話06-3315558轉133陳先生或轉136徐小姐

3/19(六)14:30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閱書活動

主辦單位》佛光山南台別院

活動地點》假日廣場北側入口處(崇明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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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廊活動
Cloister Activity

家庭日活動
Family Day Activities



歸仁文化中心 2022開幕系列活動 5/14～7/30

歸仁文化中心是大新豐地區提供地區學校、社區接觸及認識藝

文之主要場館，將於5月14日整建後重新開館，以臺南市民族

管絃樂團駐館為基底打造「國樂發展基地」，並規劃「歸仁文

化中心開幕系列活動」，宣告歸仁文化中心定位發展。

開館大戲，以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為主軸的音樂呈現，結合布

袋戲、藝陣、舞蹈、視覺影像…等元素；以戲劇、百人合唱、

戶外展演來創造藝術與人文的美妙連結，重現新豐地區豐沛多

元的經典文化，讓中心與地方扣合，共同完成開館喜事。



演藝廳

5月14日～15日｜歸仁文化中心2022開幕大戲

5月28日｜嚎哮排演《兇兇的宅男》

5月25日｜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躍演劇團《第一街》精華版

第一畫廊

5月21日～6月26日｜第一畫廊開幕特展  

                      陳錦芳＆林智信＆林榮德《紅瓦厝傳奇》

第二畫廊

5月21日～6月26日｜第二畫廊開幕特展

                      邱國峻《神遊-重生之境》

https://gueirencultural.tainan.gov.tw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3/5(六) 19:30 不傳柚子《桔柚～國樂音樂會》
Lucky together Chinese concert｜免費索票入場

我們集合了「挊灶集樂」「半天山人」「不傳柚子素人」三團聯合演出

作息亂了，我們沒荒廢。更作了些調整：識五線譜、吹十孔半音笛、拉三種

胡琴定弦…果不其然：兵慌、馬亂、眼花、髮白、頭殼痛…辛苦過了，效果

自然有（而且還不錯）這場演出以宮崎駿的卡通音樂為主軸，首首親民，老

少咸宜來！勇敢的走進來，一定看的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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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1 週三至五09:00～19:00  週六日09:00～17:00

「全民瘋運動」
強化肌力、改善體態

人魚線、馬甲線  通通都實現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 多功能會議室

3/13(日)10:00、14:00「我的冠軍教練」
（110分鐘）

克里斯提安是極富天分的足球員，但行為難以預測又叛逆，在他又發生一次

脫序行為後，球隊總裁決定要幫他找一名私人家教，來好好管管他的脾氣。

瓦萊里奧是一名靦腆又獨來獨往的老師，與克里斯提安這種大牌球星截然不

同。雖然兩人之間一開始因不合而產生火花，但他們的友誼讓兩人的人生，

都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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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8151 F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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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五 09:00～19:00 週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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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 9:00-19:00,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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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被貼標籤的鱷魚 (小朱)

3/6  老鼠郵差去度假 (蚊子)

3/12 你最愛誰 (河流)

3/13 大鬼小鬼圖書館 (小乖)

3/19 今天天氣是屁股日 (梅子)

3/20 獅子的新家 (其其)

3/26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大白兔)

3/27 布朗克咕嚕嚕 (飛飛)

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走讀學！走出“ 疫鬱 ”】

來大廟，公民學習的好所在！為人生找到冒險、圓夢、做功德的學習機會！保境護生的台江流域學習，倡

議台灣山海圳國家綠道走路運動，營造健康的生活環境；持續發展開放空間學習、學習自主導向學習、線

上與實體的融合式教學，以在地學習的力量，厚植社區防疫素養及數位參與能力，彼此關懷互助，實現生

命意義，在Covid-19風險社會中，共同建構社區支持體系。

3/7(一)起，晚7:00 個性書法綜合應用篇

                 融合風肚皮舞基礎班

3/7(一)起，晚7:30 藝起動起來–水墨畫

3/8(二)起，午2:00 台江限定作曲課

3/8(二)起，晚7:00 色鉛筆與油性粉彩的插畫教室4

                 陶藝之釉藥

                 柴燒研究–周二班

3/9(三)起，午1:30 生活美感、藝想舞台妝–社群養成班

3/9(三)起，午2:00 輕鬆活骨與拉筋伸展

3/9(三)起，晚7:00 輕鬆開麥拉–手機微電影

                 小精靈肚皮舞班

3/10(四)起，晚7:00 生活日語實用篇

3/10(四)起，晚7:30 陶藝之釉藥、柴燒研究–周四班

                  跟著河流去旅行–台江流域生態環境追蹤及認識

3/11(五)起，午2:00 生活花藝

                  粉彩生活繪畫班

                  輕鬆開口說日語

3/11(五)起，晚7:30 經絡拳瑜珈

3/19(六)起，早9:00 植物藍晒圖



台江文化中心為推動地方藝文深耕，提供場館空間及資源執行「藝術家駐

台江創作計畫」。台江文化中心以公開甄選方式，徵求藝術工作者進駐，

入選者將獲得本場館經費支付、行政支援及協助安排場館內場地，於駐台

江期間最大化地促進藝術工作者發展研究、創作，進而發表與推廣。創作

內容希望能結合台江周遭環境、在地歷史人文、自然生態進行創作展演，

藝術家與地方共生，一同成長。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3月5日17:00止（臺灣時間）

審查時間：3月

進駐時間：5月1日至10月31日

相關資訊：報名表請至台江文化中心官網https://tkcc.tnc.gov.tw/

         「表單下載」專區下載或洽詢06-255-8136轉103林小姐。

藝術家駐台江

2022 賴翠霜舞創劇場

舞蹈劇場地方深耕計畫—

素人舞蹈工作坊123
舞蹈劇場Ｘ地方深耕Ｘ免費長期工作坊

2022～2024 為期三年免費工作坊培育課程，第一年

招募對象分為週六「初階班」與週日「進階班」，將

於3/27甄選，4/9開課，為期5個月。採免費報名，適

合對於戲劇、肢體表演、舞蹈有興趣，卻一直找不到

契機實現的你來加入。報名資訊請至台江文化中心官

網與臉書查詢。

上課地點  台江文化中心舞蹈教室



2022臺南市管樂團 團員招考報名開始囉！

即日起至3月5日截止報名(當日17:00截止)，歡迎對管樂有興趣的朋友一起

加入臺南市管樂團的行列！

考試日期：3月20日(星期日)下午1時30分

考試地點：新化演藝廳(臺南市新化區信義路142-1號)

招考項目：長笛(亦可兼考短笛)；豎笛；雙簧管；巴松管；中音、次中音、

          上低音薩克斯風；長號；小號；法國號、上低音號；低音號；低

          音大提琴；打擊；豎琴。

結果公布：3月25日前於本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以E-mail及電話個別通知。          

※初試錄取人員本團保有三個月試用期，並遵守本團規定，期滿發給聘書。

※其他報名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附件【臺南市管樂團招考團員簡章】

※如有最新重大消息更動，將一併修正，公告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並加重

  標註於最上方。

※報名簡章請至https://reurl.cc/l9vnd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下載。      





藝如春風走透透
3/5(六)16:00 安定區 安定壘球場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3/12(六)18:00 南區 喜樹萬皇宮廟埕廣場 偶偶偶劇團

3/13(日)19:00 楠西區 北極殿廣場 偶偶偶劇團

4/8(五)19:00 安南區 布袋嘴寮代天府 銀河谷音劇團

4/9(六)15:00 永康區 西灣里滯洪池旁空地 銀河谷音劇團

4/9(六)19:00 仁德區 仁德運動公園 銀河谷音劇團

4/29(五)19:00 善化區 文康育樂中心 身聲劇場

4/30(六)16:00 左鎮區 北極殿廣場  身聲劇場

5/13(五)19:30 關廟區 山西宮廣場 蘋果劇團

5/14(六)16:00 龍崎區 區民活動中心前廣場 蘋果劇團

5/14(六)19:00 大內區 青果集貨場 蘋果劇團

5/20(五)19:00 南化區 南化天后宮 偶偶偶劇團

5/21(六)16:00 新化區 大目降廣場 身聲劇場

5/21(六)19:00 玉井區 玉井圖書館旁廣場 狗屎運爵士大樂團

6/10(五)19:00 歸仁區 仁壽宮 創造焦點

6/11(六)16:00 山上區 明和里朝天宮 創造焦點

6/12(日)10:00 新市區 新和里新市風雨球場 創造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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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家庭暴力  促進家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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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超商繳稅最高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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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和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