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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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日)14:30 明華園戲劇總團《海賊之王—鄭芝龍傳奇》
Ming Hwa Yuan Arts & Cultural Group

《Zheng ZhiLong, The Pirate King of Formosa》

｜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  OPENTIX售票

《海賊之王—鄭芝龍傳奇》攜手故事工廠黃致凱、王瓊玲，融合傳統戲及現

代劇，以大航海時代為背景，用海洋史觀窺探臺灣，從一座孤懸海外之島成

為戰略要地，躍升世界舞台受到國際矚目，由臺灣傳統戲劇無敵小生孫翠鳳

詮釋鄭芝龍波瀾壯闊的精彩人生。

5/7(六)19:30 故事工廠《一個公務員的意外死亡》
STORY WORKS《The Whistleblower》

｜400/500/700/900/1200/1500/1800/2200/2500  TixFun售票

大家都愛罵公務員V.S大家擠破頭想考上公務員  故事工廠挑戰史上最矛盾

的職人劇  當工作熱情不斷被消磨時 支持你的是薪水，還是信念？！  一

個勇敢站出來吹哨的公務員，他能替政府還給老百姓一個正義，還是淪為國

家機器碾壓下的犧牲者？或許真相不一定要大白…

5/10(二)19:30 還至本處—金剛經關於「衣缽」的故事

Return to the Place - The story of sanghati robe and alms-bowl in Diamond Sutra

｜免費索票入場

「著衣」「持缽」是金剛經第一個功課。回到生活，也就是做好「穿衣」

「吃飯」兩件根本大事吧⋯⋯

兩千年來，「衣」「缽」仍在傳承，大疫蔓延，用一年多的時間畫這張畫，

與眾生一起走在修行的路上，一起「還至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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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三)19:30《氣勢如虹》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110學年度巡演

《unstoppable》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mphonic Band Concert

｜免費索票入場

110學年度由音樂系7個音樂團隊中的管樂團，以「歡慶」疫情漸褪去，珍惜

這「來自天地間的祝福」，即便我們共同經歷了一段「悲慘的世界」，用來

自我們沈著的「氣」奏出「熱情大陸」、「友誼的回憶」…期待您與我們一

同來享受這氣場的能量與滿滿的祝福！

5/14(六)14:30∕19:30 相聲瓦舍《畫虎藍》

Comedians Workshop《A Blue Tiger》｜300/500/800/1000/1200/1500/1800  OPENTIX售票

虎年到！！眾星雲集來唬唬，鋼鐵人化身捕蜂人，拯救魚池美少女，大道公、媽祖婆爭

風吃醋大亂鬥，全台颳風又下雨，虎神、虎爺辦PARTY，眾神卡位齊相聚2022年【相聲

瓦舍】全新製作《畫虎藍》，馮翊綱虎視眈眈、黃士偉羊入虎口？！『虎年』隆重鉅獻

，陪你歡樂一整年！

※本劇非兒童劇，未滿7歲禁止入場。創作者不建議一年級以下學童觀賞本節目。

5/15(日)15:00 張正傑親子音樂會—動物狂歡節-聖桑PK臺灣

Cellist Chang’s Family Concert《Carnival of the Animals》

｜200 (12歲以下)、300  OPENTIX售票

聖桑的動物狂歡節裡，有森林之王獅子，有高大威武的大象，也有小巧玲瓏的布穀鳥

，而臺灣版的動物狂歡節，集合了小朋友們喜愛又熟悉的動物童謠，有小毛驢、兩隻

老虎等等。到底是聖桑的動物比較厲害，還是臺灣的動物更勝一籌，我們在臺南文化

中心演藝廳見分曉！

5/19(四)19:30 2022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50週年

【流•承】半世紀的腳步

TUT Department of Dance《Reminiscent of Our Glorious Fifty Years》

｜300/500  OPENTIX售票

2022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50週年─【流•承】光陰似水流逝，今年2022將邁入第五

十週年，忙碌向前邁進的同時，也停下腳步回首過往的美好時光，「流•承」是以回憶

過往理念而成的回顧展，選粹於舞蹈系科五十年來巡迥展演的精典之作，再次勾起半個

世紀的回憶。



5/21(六)13:30/18:30 2022《公主百分百》舞蹈音樂劇

《PRINCESS 100%》｜300/500/700/900/1100/1300  OPENTIX售票

精靈女王芙蕾雅在風和日麗的早晨一如往常準備開始美好的一天，此時竟然有一群公主

不小心闖入她的精靈城堡！怕吵的精靈女王發現這些公主一點都～不！優！雅！把城堡

弄得亂七八糟不說，竟然還在這開Party! 氣到七竅生煙的精靈女王要如何應付她們呢?

這次精靈女王和公主們不但要大秀精彩的舞蹈，還要和台上的音樂精靈一同飆戲！各位

喜歡迪士尼經典音樂的小精靈們千萬不要錯過，快來和我們一起看看精靈女王如何被這

群調皮公主氣到血壓飆高吧！

5/22(日)15:00 宮崎駿經典動畫音樂會

Hayao Miyazaki's Classic Animation Music Concert｜500/800/1000/1200/1500   OPENTIX售票

宮崎駿的動畫，烙印在許多人的記憶中，無法忘懷。這次由高雄市管樂團舉辦的宮崎駿

經典動畫音樂會，將帶給大家多首宮崎駿與久石讓合作的經典動畫音樂。

※本場音樂會無搭配動畫影像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特優學校成果發表

｜免費索票入場，索票請洽各學校。

5/26(四)19:00 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2022音樂班年度展演

5/27(五)19:00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弦樂團聯合音樂成果發表會

5/28(六)14:30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2022音樂成果發表會

5/29(日)19:30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國樂團年度音樂會

5/31(二)19:00 飛天-崇學國民小學國樂藝術才能班音樂發表會

各節目主辦單位保留節目資訊最後更動權，內容若有異動，以現場與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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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五)19:30、5/7(六)10:30/14:30、5/8(日)10:30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112級學期製作《星星少年》
NUTN DDCA《Star Boy》｜400   OPENTIX售票

臺灣原創劇作×偶戲×親子劇

墜落至「找無路森林」的星星少年天權，遇上身懷秘密的兔子，為了回到

天上，他們踏上尋找希望之花的旅途--本系為亞洲唯一以戲劇教育、應用

戲劇為核心的系所，致力於發展跨領域應用戲劇與展演，培育兒童青少年

劇場創作人才。

5/14(六)19:30 無垢舞蹈劇場《緩行中的漫舞》
Poetry in Motion｜500/800  OPENTIX售票

無垢舞蹈劇場從發展、實驗而成熟的無垢技巧，在舞蹈領域中已成為獨一

無二的訓練方式。《緩行中的漫舞》，觀眾將藉由近距離觀賞演出，以及

親身體驗無垢藝術總監林麗珍老師獨創發展出的訓練方式，達到動靜皆宜

的內化自在。

5/21(六)14:30、5/22(日)19:30

沙丁龐客劇團《白蛇?!》：小丑們的終局之戰
“White Snake?!” The �nal struggle of the clowns｜800   OPENTIX售票

一群天兵小丑組成的彆腳劇團，面對經營危機，竟異想天開，半路出家挑

戰白蛇傳？！荒唐出包、走鐘落漆、拍案叫絕，爆笑狂喜、好評狂潮、觀

眾激愛讓人上癮的體驗，被評為「開創台灣小丑表演全新境界」的喜劇！

5/28(六)14:30/19:30、5/29(日)14:30

《七體 FIGURE 7》稻草人舞團K式舞蹈x古微琉樂 

FIGURE 7- SCDC Dance Production｜600   OPENTIX售票

稻草人現代舞團K式舞蹈《七體》，靈感來自卡夫卡「被隱形線操控的黑

色木偶」七張素描，編舞家羅文瑾結合古微琉樂音樂家現場演奏以及澳洲

藝術家 Nigel Brown的聲音創作，共同打造出荒誕乖謬的「Kafkaesque卡

夫卡式」舞蹈劇場作品。

  ●OPENTIX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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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1 2022臺南市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自有景-陳志良×楊明迭雙個展
2022 Traveling Exhibition of Excellent Tainan Artists: Splendor Within

A Duo Exhibition By Chen Chih-liang & Yang Ming-dye

本展以「自有景」為題，呈現臺南傑出藝術家陳志良與楊明迭長久以來的藝

術創作。自有景」的概念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論述，第一層的概念為，兩位

藝術家皆以台灣風景作為藝術創作描寫的對象，作品多描寫台灣自有的景色

。第二層的概念則是台灣風景的現實景觀，在經過兩位藝術家的詮釋與表現

之後，展現了各自對於台灣景物的心中自有呈現。

5/6∼5/22 2022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年度展
2022 Annual Exhibition of Huatuo Artis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由臺灣各地38位近數年積極向世界連結之資深藝

術家組成，創立於2020年，近兩年間辦理諸多寫生、討論會、市集及國際交

流展，以累積創作能量、砥礪視覺技術、探索藝術本質。2022年的初夏，在

臺南化中心文物陳列館一樓，呈現往心靈之地深度挖掘、廣大世界開闊探索

後，並將精神凝練之畫面。在大量的交流、對話後，回到內在世界，並以視

覺訊息闡述難以言說的概念、思緒及感受。誠摯邀請各位觀賞38個個體心靈

與世界碰撞後的結晶。

5/6∼5/22 許釗滂國家公園攝影展
Chao Pang Hsu National Park Photography Exhibition

一張撼動的作品是時間與毅力所堆積而成的，在寒凍冷冽的玉山，許釗滂佇

立在山巔久久無法觸動快門，只因為前面寒氣逼人的山嵐雪景，讓他感動到

無法忘懷，好的作品必須要先感動自己才能撼動別人。許釗滂歷經了40年的

攝影生涯，一路堅持的心血結晶，讓大家飽覽10個台灣國家公園的美麗與壯

闊，包含了台灣95%的人沒去過的東沙國家環礁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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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6/12 南風高揚
-2022臺南市師美學會.高雄市藝術聯盟畫會交流展

South Wind Blowing-2022 Exchange Exhibition of Tainan Fine Art Association 
and Kaohsiung Union Painting Society
成立已74年的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育了臺灣眾多優秀藝術家，這些藝術家除了創作以

外，在各地教育英才推廣美術，成為臺灣美術發展的重要推手。這些藝術家不忘母校，

在一些地方成立了以該系畢業的上下屆學長姊、學弟妹為會員的畫會，如臺南市師美學

會、高雄藝術聯盟畫會。尤其臺南市師美學會除了每年舉辦會員聯展，並且輪流和母校

臺師大美術系所老師、及高雄藝術聯盟畫會交流展出，今年和後者會員將一同展出近年

得意作品。

4/22∼5/15 臺南風情˙洪榮俊油畫個展
Tainan Style – Hong, Rong-jun Oil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畫家洪榮俊從學生時代進入長榮美工科求學，始正式接觸繪畫，常背著水彩畫袋穿梭在

台南大街小巷、古蹟、公園到處寫生，後來跟隨冉茂芹老師學習素描、油畫，使得畫藝

大幅的精進，之後遠赴俄羅斯皇家美術學院進修，在漫漫人生歷程中的無數個春夏秋冬

，至今四十個年頭。此次以故鄉臺南風情為主題，以寫實的手法，似乎更能傳達出府城

古都在創作者心中留下的那種質樸無華、端莊明麗和靜謐深沉的感受。並期望能將這種

精神體驗和審美情感轉達給大家。

5/20∼6/12 藝遊天地—台南市南陽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Tour of Art World—Tainan Nanyang Art Association Members Group Exhibition

本次展覽，在會員藝術家作品的薰陶下，已深植人心，在此，誠摯的邀請喜愛藝術的朋

友們，在閒暇之餘，走一趟臺南市文化中心第二藝廊，來一場多元精彩且必會讓您回味

無窮、流連忘返的文化藝術饗宴。

4/22∼5/15 亞細亞臺日國際水墨畫展
ACA Taiwan & Japa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此次畫展將展出傳統書畫作品共40件，其中有日本藝術家作品19件，台灣藝術家作品21

件。作品包含水墨畫與彩墨畫，題材囊括花鳥、山水和人物，豐富多元。亞細亞文化藝

術聯盟會員大多來自東京、京都、大阪，而2015年於臺灣成立駐臺辦事處，除了在臺灣

募集優良作品至日本參展，也於南投、新竹、雲林、臺中、彰化、台東及花蓮等地舉辦

「臺日國際水墨畫展」，促進水墨畫之臺日交流。

5/20∼6/12 水韻悠然 蔡蓮梅創作展
Tsai Lian-mei Solo Exhibition - Leisurely in Watercolor 
記錄旅行所見，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旅行﹔旅遊創作，在旅程中才能認真面對世界。旅行

自然，創作自然的客觀和主觀的意識，早期創作只求美的感覺和一種圖像而已。現今客

觀景物的追求，主觀意識形態，轉成意境，打破以往的形態而更有意境美。在旅途中發

現與創造，在創作的過程，內心的衝突，撞擊、困、惑、迷、網、內心的色彩溫度，給

予一種新的思考、詮釋，能夠展現新的繪畫語言。展出作品48件，運用水性媒介(墨水，

水彩 ，複合媒材)將墨韻呈現在西方的繪畫語彙上，打破一般傳統的技藝，結合西方的

藝術繪畫，呈現新的東方繪畫語言。 



在地創作者的舞台2022臺南美展 徵件啟動
收件時間：5/21-5/22 09:30-16:30  收件地點：臺南文化中心文物陳列館

徵件項目計有：西方媒材、東方媒材、書法、攝影、傳統工藝、立體造型等六類。

邀請熱愛藝術的臺南創作者一同參與本地藝術創作者的年度盛事，用藝術成就想像與夢想，

報名一生都要挑戰一次的臺南獎！

美展之徵件簡章可於臺南文化中心各服務臺索取，或上網至臺南文化中心網站：

【網址http://www.tmcc.gov.tw】

【最新消息】中自行下載亦可。各類參賽者如有疑問，可撥查詢電話：06-2692864分機300林小姐。

蔣勳｜                        Return to the Place |畫展

4/29~6/12  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2F 週三至週日 09:00～17:00

「還至本處」展覽，是一個

面向社會大眾的展覽，由兩

件大尺幅油畫與兩件書法組

成，其中包含「還至本處」

四字的書法作品，以及描繪

「還至本處」僧人托缽畫面

的油畫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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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六)14:00 【收納幸福時光電影賞析】星星知我心  蘇恩平

夢想登上太空的科學家莎拉，終於獲選進入夢寐以求的國際太空總站計畫。作為唯一的單親女性成員，莎

拉將進行長期培訓，這也意味著她將與女兒分離。在男性主義的同儕壓力之下，莎拉在訓練中力求表現，

但同時要兼顧女強人及母親的兩個角色，卻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當生命進入到更加遼闊的未知世界，親情

的連結能否克服一切困難呢？（片長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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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日)10:00【111年度國民健康系列】更年期的預防保健 吳銘斌

認識身體性荷爾蒙的變化，學習調適更年期身心理的變化。

5/14(六)14:30 【劇場ART報馬仔系列】玩具物語~親密小故事  薛美華

從扮家家酒到表演藝術，運用玩具及生活周遭的物件說故事，啟發你我感知細膩觀察，重新發掘生活中逐

漸被遺忘的微小觸動，以小窺大能創造出精緻而細膩的新視野。

※本講座需事先網路報名https://tixfun.com/UTK0101，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

5/21(六)14:00 【藝文講座】劇場發展與文化政策：九〇年代台南市劇場發展  許瑋婷 、吳思鋒

九〇年代台南劇場在什麼樣的文化資源下開始形塑自身？本講座將聚焦於台南劇場發展與文化政策之間的

互動關係。

※本講座需事先網路報名https://forms.gle/HADXcpKJgLzVo67y8，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

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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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佈施  四、智慧與慈悲-法佈施  五、結語

※本講座需事先網路報名https://goo.gl/I8rK7K，或請電洽(07)8033096轉20，現場報名須排隊補位。

5/29(日)10:00 【環境教育】餐桌上的氣候變遷 莊富琪

「今天早餐／午餐／晚餐要吃什麼？」每天都在提出的問句，將轉變為因應氣候變遷的祈使句。從「吃」

拆解氣候變遷這個全球熱烈討論的議題，從宏觀到微觀，看見食物與生活的前世今生與世代恩怨；把科學

數據或專家才懂的知識，化為每一餐都可以實踐的行動力。

  ◎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020年配合大臺南場館整建改善計畫進行整建，在今年

5月14日重新開館使用。歸仁文化中心可以提供展覽、

演藝、終身教育等藝文活動使用，並融合駐館團隊臺南

市民族管絃樂團的國樂推廣，實現成為臺南市國樂基地

及藝文體驗劇場之核心場館。

5/14(六)14:00-14:30 

暖場演出

5/14(六)14:30 

開幕儀式

5/14(六)、5/15(日)11:00-18:00

文化籮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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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廳  Perfomance Hall

5/14(六)15:30、5/15(日)14:30

《竹夢歸人》歸仁文化中心開幕鉅獻｜免費索票入場

以長期駐館的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為演出主軸，融入新豐地區的文化藝術元素，並邀請

在地深耕多年的藝術團隊共同演出，製作團隊由擅長將傳統戲曲跨界現代戲劇的劉建幗

導演親自操刀，同時也邀請知名劇作家陸昕慈撰寫劇本、作曲家蘇文慶創作譜曲，並由

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陳錦誠擔任製作顧問，編製成一齣專屬於大新豐地區的人

文故事。

《竹夢歸人》製作團隊
製作人｜葉澤山

製作統籌｜方敏華

行政統籌｜吳文偉

製作顧問｜陳錦誠

導演｜劉建幗

編劇｜陸昕慈

音樂顧問｜劉文祥

樂團指揮｜黃光佑

委創作曲｜簡上仁《歸仁釋迦》、《歸仁是一個好所在》合唱曲

          蘇文慶《歸仁印象》

舞台設計｜謝均安

燈光設計｜黃國鋒

服裝設計｜黃稚揚

髮妝設計｜柯捷妤

影像設計｜張博智

影像拍攝｜韓政宏

舞台監督｜林惠兒

執行製作｜邱郁雯

導演助理｜廖珮宇

燈光技術指導｜許俞苓

舞台技術指導｜王文明

舞台監督助理｜李佳璘、盧鈺婷

藝術行政｜王貞君、翁靜儀、謝美玲、顏慈萱

百人大合唱｜文化國小、紅瓦厝國小、歸仁國小、歸南國小

演出團隊｜八方傳統藝陣創新藝團、王藝明掌中劇團、飛揚民族舞團、藝姿舞集、臺南市民族管絃樂團

藝    陣｜新厝里檳榔園仔翰林院草鞋公陣、辜厝里崁仔頭清水宮拍面宋江陣

藝陣妝髮｜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演　　員｜葉登源（飾演阿公）、陳盈達（飾演兒子）、朱怡文（飾演媳婦）、莊鵬玄（飾演孫子）

佈景製作｜李維企業社

技術統籌製作｜圓點聯合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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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日) 我的母親手記(普遍級，片長118分)

5/7(六)、5/8(日) 非常母親(保護級，片長128分)

5/14(六)、5/15(日) 我的美麗爸爸(輔導級，片長97分）

5/21(六)、5/22(日) 落葉歸根(普遍級，片長110分）

5/28(六)、5/29(日) 幸福路上(普遍級，片長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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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五)19:00【周末夜聚場】

在幕後  林靖偉 

※即日起，請至https://tixfun.com/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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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日) 曾大展台灣歌謠文化協會

5/7(六) 《母親節活動》小橘子樂團

5/8(日) 《母親節活動》幸韻爵士樂團

5/15(日) 台南曼陀林樂團

5/21(六) 山儷樂團

5/22(日) 好時光樂團

5/28(六) 星光輕音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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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日)14:30 《111年議長盃溫馨五月秀出你自己才藝競賽》

5/21(六)16:30 《擊玉雅音崑山國小特優團隊聯合音樂會》

迴廊活動
Cloister Activity

家庭日活動
Family Day Activities

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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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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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廳  Perfomance Hall

5/28(六)19:30、5/29(日)14:30 嚎哮排演《兇兇的宅男：終菊之戰》

Angry Nerds｜400/450/500  OPENTIX售票系統

窮鬼住兇宅，妖魔一直來，臺灣六人行，笑到你不行。吸血鬼大戰狼一族，窮鬼魯蛇救世界，「腥」型態

本土情境喜劇，自稱媲美《六人行》，絕對笑破你肚皮！

展覽  Exhibition
畫廊開館時間：每週三～週日 9:00～17:00 休館：每週一～週二

5/14∼6/26 紅瓦厝傳奇歸鄉展-臺南當代藝術三傑：陳錦芳、林智信、林榮德聯展

The Homecoming Exhibition of the Legend of Hongwacuo｜第一畫廊

「紅瓦厝傳奇歸鄉展」是三位臺南鄉下囡仔在2021年全臺巡迴展後，回到故鄉歸仁的再度合體，分別為具

聯合國「文化大使」身份的陳錦芳、以木刻民俗版畫知名國際的林智信、以及橫跨音樂與藝術領域的林榮

德，這場展出也是迎接歸仁文化中心場館整建後的亮眼展現。

5/14∼6/26 重生之境—邱國峻<神遊仙境>系列創作展

Land of Regeneration｜第二畫廊

<重生之境>是<神遊仙境>中的最終系列，針對歸仁紅瓦厝聚落與關廟玉泉閣布袋戲的創作，企圖重現逐漸

為人所淡忘的在地文化，賦予新的意象與風華轉現之祝願。展覽連結<流金魅影>演出，以慶祝歸仁重啟地

方榮耀，也作為對地方的提醒與反省，讓在地精神被長久記憶。

講座  Lectures 

5/28(六)10:00 從鄉野到國際—紅瓦厝傳奇 ｜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臺灣囡仔趣味館 Taiwan Kids’ Fun Room

免費入場，入內請穿著襪子。

影片播映！週六 10:00

5/21 天外奇蹟  5/28 腦筋急轉彎

臺灣囡仔快樂屋—玩繪本！週日 10:00

5/15 阿南西的搖帽舞     5/22 尋找黃金島     5/29 黃金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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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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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日)15:00 港明高中60週年校慶系列讓愛傳承感恩音樂會
KMSH 6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Concert~Passing Love Forward
｜免費索票入場

樂團成立於2015年，是為升旗樂隊而成立。平時除了升旗音樂演奏外，並

擔學校及社區重大節慶活動演出，頗受好評。

5/21(六)18:00 童年享樂—新化國小管樂團音樂會
Xinhua Elementary School Band Concert｜免費索票入場

管樂團至今已邁入第20年，目前人數約90人。歷年音樂比賽屢獲全國冠軍

成果輝煌，更常邀請香港、新加坡樂團到校交流，拓展學生的國際觀。

新化演藝廳索票處  Ticketing Place

新化演藝廳5907609、新化區公所5905009、楊逵文學紀念館5908865

新化武德殿5902192、新化區圖書館5902685、新化老街咖啡5909800

新化康寧書局598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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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愛是健康的兩性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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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稅5月開徵，受疫情影響者可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金融資產查詢一站式服務，可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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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劇場  Taikang Theater

5/22(日)14:30 韋瓦迪室內樂團

《時間的斷面—鍾筱萱、呂承祐和好朋友們》

Viva Flauti Chamber Recital｜400/600  OPENTIX售票

本場將以優雅的莫札特作品為起始，轉入追求各種音樂的二十世紀作品，鮮明有趣的對

比為悠閒午後增添一抹色彩。

台江埕  戶外廣場

5/18(三)～6/5(日) 「藝術家駐台江」計畫—妳太甜《果菜寫真館》展覽

駐台江藝術家蔡欣穎「果菜寫真館」，由駐地場域拉回台江埕廣場，將兩年多來的田調

資料與影像素材整合，以最「市場」的方法重新展示，讓大家看

見果菜市場的能量，前場與後場的工作時光。

5/21(六)、5/22(日)15:00 

台江午後時光～親子野餐趣｜親子野餐需網路報名

舒適野餐 享受網美野餐氣氛 主體拍照打卡牆 慵懶音樂表演 文化體驗 台江故事屋 

手作工作坊 親子遊戲闖關 親子野餐 在地多元創作

廟口演藝

5/6(五)19:30 蘇俊穎掌中木偶劇團｜海尾代天宮

5/8(日)19:30 鶯藝歌劇團｜溪頂寮代天宮

推廣活動

走入劇中場景《咱的故事咱來演》演出延伸導覽

5/28(六)14:00 改變台江歷史的北線尾戰役：赤腳門神「拔鬼仔」

              ｜府城天險、北線尾古戰場

5/29(日)14:00 溪南傳說：扛茨走溪流｜溪南寮興安宮、竹籠茨聚落巡禮

※採事先報名http://www.chivalrytainan.com/Travel.php，費用200元，名額20名。

2022 台江文化季

【共融–共創】 4–6月



台江建庄200年《藝起祝福》音樂會

台江有夢音樂會│台江劇場｜免費入場

5/6(五)19:30 《Hi，海！》-台江四校聯合音樂會│海佃、鎮海、長安、顯宮國小團隊

5/11(三)19:30 戀楝台江舞│台江親子肚皮舞、藝像舞台妝走秀

5/13(五)19:30 聯合音樂會│陳卿寮保山宮國樂班、溪頂里國樂班

5/15(日)14:30 《十年磨一劍，樂音伴行》音樂會│海東國小國樂團

夏夜音樂會｜台江埕戶外廣場

5/5(四)19:30 廟口吉他│烏克麗麗彈唱初階&進階班

5/17(二)19:30 大廟興學《一起來吹單簧管》

《記憶開箱—台江氰春物語》工遊坊｜採網路報名

5/28、6/11、6/25(六)14:00 海東、溪心、原佃里活動中心

今天不上課，咱們開箱去！打開時空膠囊，帶著最有故事的紀念小物，

藉由藍晒將珍藏的回憶傾倒而出，轉出永恆的深藍印記。

台江文化中心圖書館 Taikang Library 

每週三～五 09:00～19:00 週日、六 09:00～17:00 

主題書展｜台江文化中心 B1圖書館 

5/1∼5/29 「超人媽咪」

面對不同個性的孩子，我都有辦法應付！教養手冊在手，每人都是超人媽咪！

週末電影院｜台江文化中心 多功能會議室

5/8(日)10:00/14:00 「她們玩到掛」普遍級/喜劇/片長103分

聚焦於三個不同年齡層、不同處境的女性之間，在面臨癌症疾病、

感情受挫後，攜手走出舒適圈的友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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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好無聊啊！好無聊(林寶媽咪)

5/7  ELMER (JoJo)

5/8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羊羊)

5/14 離你最近的一顆星(美美)

5/15 怪獸媽媽(OPEN媽媽)

5/21 什麼！(小乖)

5/22 牙齒小精靈(梅子)  

5/28 香蕉從哪裡來(河流)   

5/29 阿文的媽媽噴火了(其其)



蘋果劇團《巧克力奇緣》

5/13(五)19:30 關廟區關廟山西宮廣場 正義街37號

5/14(六)16:00 龍崎區文衡殿 中坑里中坑3-2號

5/14(六)19:00 大內區青果集貨場 大內里2-4號

偶偶偶劇團《野狼、兔子、Amigo》

5/20(五)19:00 南化區南化天后宮 南化里120號

身聲劇場《老鼠娶親》

5/21(六)16:00 新化大目降廣場 中正路與和平街交叉口

狗屎運爵士大樂團《爵士上車啦！》

5/21(六)19:00 玉井圖書館旁廣場 民族路21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