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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7 年 5-6 月地方特色產業、節慶、文化、觀光、體育等活動彙整表
【本表資料彙整由各機關提供，最新或詳細內容請洽各主辦單位聯絡窗口】

項次

1.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地點（含地址）

遺珠之憾，意指被埋沒的珍貴事
物所造成的遺憾。期望藉由此次
展覽，讓這些遺珠之憾呈現在世
2018 CTA-遺珠
人眼前，並分享設計師在創作背 3/9-5/6
之憾邀請展
後的故事。將具有時代感的倉庫 週 一 至 週 四
“HIDDEN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庫（高雄市
展場與創作發想的過程二者結 10:00-18:00 ； 週
GEM”
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合。在開放式的空間中展示作 五、六、日及國定假
INVITATION
品，彷彿參觀者敞開你的腦袋、日 10:00-20:00
EXHIBITION
心房。一窺創作者的遺珠之憾，
了解作品背後所傳達的概念與
想法。

1

主辦機關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許婷婷
07-52148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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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設計節，一個對於年輕創意
友善的平台
青 春 設 計 節 「青春設計節」是一個屬於青年 4/27-5/6
駁二藝術特區 B3、B4、B6 倉庫（高
Youth
世 代 的 育 成 展 與 創 意 競 賽 平 週 一 至 週 四 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99 號）

2.

Innovative
Design
Festival

2018 五一系列

3.

台，自 2005 年發起以來，匯聚 10:00-18:00 ； 週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P2、
各種創意形式的能量，以策展角 五、六、日及國定假 P3、7 號、自行車倉庫（高雄市鹽
度規劃展區及相關活動，挹注許 日 10:00-20:00
埕區大勇路 1 號）
多官方與民間組織、企業資源，
已成為台灣具有指標性的青年
創意設計聯展。
本次電影主題為「我的電影 你
的人生」－酸甜苦辣的職場人
生，除了於高雄市總圖書館際會
廳、台鋁 MLD 及高雄市電影館 3
樓播放電影外，也與高雄在地大
學如中山大學、高師大、高科大

高雄市總圖際會廳 7-8 樓
台鋁 MLD
高雄市電影館 3 樓
百樂門酒館（高科大場）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勞工局-勞工教 勞工局-勞工教育
中山大學
育生活中心（勞
生活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
工博物館）
王瓊慧 2160509
高師大
(各場次地點請查詢勞工博物館官
網
http://museum_new.kcg.gov.tw/)

及高醫大合作連映 12 場次電
活動─2018 勞
5/1-5/31
影。另外搭配主題，參加活動者
工電影節
還有機會獲得 Hush.Drinker「酸
甜苦辣」客製化調酒－「汗水的
印記」以及其他豐富大獎。活動
均為免費參加並需事先報名，詳
情請至勞工博物館官網或臉書
粉絲專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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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美妝保養課程，藉以傳達盡
5/4
孝理念，讓市民長輩展現活力與
14:00-16:00
笑容，達到延緩老化效果。

4.

歡慶母親節

5.

為感謝母親辛勞付出，規劃高雄
2018 愛你 100市母親節美力媽媽慶祝活動」，
高雄市母親節
5/5
選出共 50 位美「力」媽媽（毅
美力媽媽慶祝
8:00-11:10
力、自力、新力、給力、魔力、
活動頒獎典禮
活力媽媽）接受表揚。

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蔡侑錚
771-0055#3337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武 社會局、社團法

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活動中心李偉花、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高雄市
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號)

昌教會(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38 人高雄市基督
號 3 樓)
教福氣教會

吳采蓉
746-6900#269、206

(1) 由各里推舉傑出模範母
親，透過表揚，彰顯勞苦
慶祝 107 年母

6.

社會課

功高的偉大母親。

親節聯歡活動 (2) 為媽媽獻上蘋果(取平安 5/5
暨模範母親表
果實)祝福並由現場音樂 9:00-14:00
揚大會
表演帶動現場氛圍，讓偉

高雄市橋頭區台糖文創園區百世新 高雄市橋頭區
天地物五國際會議廳
公所

承辦人員：林玉琴
6110246*122
課長：郭威麟
6110246*121

大母親縱情的歡樂。

7.

(3) 闔家餐敘細訴濃濃的愛。
高雄市 107 年 為推廣倫理教育弘揚孝道，經由
各級學校全國 各校初審後，決審出三級學校 5/5
慈孝家庭楷模 50 個慈孝家庭楷模進行表揚活 9:00-12:00
表揚活動
動，預計 500 人出席

鳳山行政中心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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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映年
大寮國小/家庭
電話：
教育中心
07-74093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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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溫馨高雄 We Sing 高雄
配合五月母親節辦理，除邀集各
高雄市合唱聯
級學校相關合唱班級及社團共 5/6
盟成立音樂會
襄盛舉外，並透過音樂會模式歌
頌感恩，也讓參與家長有感

小港區社會教育館

姓名：鄭寶猜
中華藝校/社教
電話：
科
07-7995678-3088

1.賽事共分為：
(1)希羅式：社會男子組、高中
男子組、國中男子組 。
(2)自由式：社會男子組、高中

9.

男子組、社會女子組、高中

高雄市體育處

女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

林韻卿

女子組、國小男子組、國小
107 年高雄市
女子組。
5/6
體育會理事長
2.本活動列入「高雄區十二年國 09：00
盃角力錦標賽
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

07-7229449#713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體育會
左營大路 1 號）
高雄市體育會角力
委員會

市體育運動競賽表現採計參

張震球
0919-619448

考項目」。
3.本活動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指導、高雄市體育會主辦、高
雄市體育會角力委員會承辦。
4.預計參賽人數：約 2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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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的籃籗會至今已逾二百餘
年，是具有濃厚鄉土色彩的民俗
市集活動，每年固定三次，都有
特殊的紀念意義，分別在農曆三
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八月十
四日(中秋節前夕)，以及九月十 5/7 12:00
農曆 3 月 23 日
五日(義民爺生日)。籃籗會所販 至
10.
籃籗會
售內容可說是傳統與現代兼容 5/8 18:00
並蓄，民眾可參觀傳統竹製品、
草藥、牛犁、漁網的攤販，同時
還有時下夜市常見的雜貨、特色

岡山區河華路通校路、巨輪路

岡山區公所

經建課 郭庭宏
07-6214193#176

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柯佳瑩
771-0055#3352

小吃、趣味遊戲、服飾等豐富且
多元的選擇。
因失智人口日益增加，邀請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失智症宣導活 院附設高雄市失智症共同照護
5/8 9:30-11:30
11.
動
中心共同辦理失智症研習活
動，以提升社會大眾對失智症的
認識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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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高雄市
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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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
107 年度「母親
藉由母親佳節前夕，辦理「健康
雄鶴‧幸福相
久久樂活人生」講座，教導婦女
5/10 9:30
12. 水 ~ 健 康 久 久
及長輩衛生保健知能及簡易保
樂活人生講座
健操，並表揚區內模範母親。
暨水資源利用
宣導」活動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 20 號

高雄市內門區
公所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
郭健琨
6671211

民政課

民政課藍馨
6801045#238

（一）水資源保育小尖兵：與本
區清潔隊結合透過水資源宣導
列車-透過辦理環境教育專車本次以節約用水的宣導課程教
高雄市茂林
107 年度水資
源教育宣導暨
13.
「五月心慈暉
情」母親節活
動

學並在活動現場架設宣導服務
攤位。
（二）模範母親楷模表揚。
（三）五月心慈暉情：由區長率
5/11 09：00
領區內各機關學校來賓，獻上康
乃馨給到場之母親，感念他們為

茂林區多功能活動中心

家庭的付出及貢獻。
（四）感恩奉茶愛擁抱
（五）母親戲歡樂：以各里為單
位，採分組競賽方式進行趣味競
賽。
（六）亮麗媽媽齊圍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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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我國頂級女子足球聯賽，參
加隊伍以企業、縣市、及大專
一級球隊為主，透過比賽強化
我國足球水平，推展我國足球
市場能見度及推展全民足球
熱潮。
2.延續去年亞洲盃資格賽台灣
隊主場 6 連勝氣勢帶動台灣
足球運動觀賞人潮及周邊產
業商機。
2018 台灣木蘭
14.
女子足球聯賽

3.今年度計有高雄陽信、臺北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Play One 新北國際、台中藍 5/12、6/10
鯨、花蓮女子足球隊等 5 隊角
逐冠軍最高榮譽。
*5/12 賽程表*(第一循環)
1400 花蓮女子足球隊 vs 新北
國際
1630 高雄陽信 vs 臺北 Play
One
*6/10 賽程表*(第二循環)
1400 花蓮女子足球隊 vs 臺北
Play One
1630 高雄陽信 vs 台中藍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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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體育處
高雄市體育處

鄭峰茂
5829000#3012

107.5.21 更新

表揚模範母親們不凡、令人敬仰
107 年 模 範母 的美德事蹟，足為眾人典範，並
5/12 10:00
15.
親表揚大會
藉此弘揚孝道，祝福所有的媽媽
們母親節快樂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三樓大禮堂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4 號三樓)

高雄市
彌陀區公所

619-1216 分機 65
社會課吳新美

勞工局條件科

條件科許宏竹
8124613 轉分機 249

高雄市文化中心圓形廣場(高雄市
社會局、教育局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
福利科林儒詣
337-3379

以分組競賽方式(採團體報名方
式)，將參賽者分為社會組、大
專院校以上學生組，針對勞動法
令相關權益議題，透過初賽(每
組得分前三高團體)，決定進入
勞動法令加油
決賽名單，於決賽活動分組現場 5/12 13:00-17:30 大魯閣草衙道草衙劇場
16.
戰
機智問答，選出優勝者即可獲得
本次活動大獎，利用這次活動讓
參賽者更深入瞭解勞動法令相
關知能，並向下扎並向下扎根學
子們對勞動法令的認識。
「孝親‧護
幼‧幸福愛陪 為宣導兒童安全，結合民間單位
伴」高雄市 107 共同辦理，以裱版展示及闖關活
年慶祝母親節 動吸引親子及民眾參與，強化兒 5/12(六)
17.
暨 515 國際家 童、照顧者及社會大眾的認知與 15:00-18:00
庭日與兒童安 重視兒童安全，以降低兒童發生
全日全家闖關 事故的比率。
/園遊/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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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年模範母親表揚典禮：
慶祝母親節並提昇家庭倫理孝
道，建立祥和社會，對於親身教
(1)5/12-10:00~14:00
養子女有所成，其言行堪為子女
「寶貝媽咪
(1)107 年模範母親 107 年模範母親表揚典禮
楷模，關心鄰里、積極奉獻自
寶貝水」高雄
表揚典禮：
@旗山國小禮堂
我、關懷社會參與公益之本區
市 旗 山區 107
5/12 10:00~14:00
21 里模範母親以隆重溫馨的儀
18.
年度水資源教
(2)水資源教育及社 (2)5/12-9:00~15:00
式表揚。
育宣導暨母親
造宣導：
水資源教育及社造宣導
(2)水資源教育及社造宣導：透
節系列活動
5/12 9:00~15:00 @旗山國小禮堂戶外廣場
過親子闖關互動，以寓教於樂的
方式，將愛護水源、水資源重要

高雄市旗山區
公所

社會課楊珮芳
6616100#126

性、節約用水及節能減碳等觀念
透過遊戲方式傳達給居民。
職 人 集 市 造 匯集許多創作及各種特色物品
5/12-5/13
19. 夢者星球《首 的造夢者，打造專屬職人的造夢
11:00-19:00
站
者星球主題市集！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臨輕側廣場(高
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2-2 號）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陳亦婷
07-5214899#516

孝親護幼幸福 為慶祝母親節暨 515 國際家庭
愛陪伴高雄市 日與兒童安全日，結合市府社會
107 年 慶 祝母 局衛生局、學校、幼兒園、財團
親節暨 515 國 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 5/12
20.
際家庭日與兒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財團 15:00-18:00
童安全日全家 法人功文文教基會等辦理全家
闖關/園遊/音 闖關、園遊及音樂會，約計 2000
樂會

文化中心圓形廣場

人參加
9

姓名：周珮樺
四維國小/家庭
電話：
教育中心
07-74093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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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我國頂級男子足球聯賽，參
加隊伍以企業、縣市、及大專一
級球隊為主，透過比賽強化我國
足球水平，推展我國足球市場能
見度及推展全民足球熱潮。
2.延續去年亞洲盃資格賽台灣
隊主場 6 連勝氣勢帶動台灣足
球運動觀賞人潮及周邊產業商
機。
2018 台灣企業
21.
3.今年度計有高市台電、北市大 5/13、6/9
甲級聯賽
同、台南市、國家儲訓、台體光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磊、皇家蔚藍、輔大航源、台程
獅等 8 隊角逐冠軍最高榮譽。
*5/13 賽程表*(第一循環)
1300 國家儲訓 vs 皇家蔚藍
1500 高市台電 VS 北市大同
*6/9 賽程表*(第二循環)
1400 國家儲訓 vs 北市大同
1600 高市台電 vs 皇家蔚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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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體育處
高雄市體育處

鄭峰茂
582900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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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範母親表揚：活動中播放
當選模範母親自製影片，分
享與親子之間成長點滴或
107 年 度 高雄
如果勇敢實現自己夢想事
5/19
22. 市原住民模範
蹟。
14:00-17:00
母親暨媽媽達 (2) 媽媽達人秀表演：邀請本市
人秀活動
原住民社團歌舞展演，展現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0 號)

原住民事務委

7995678 轉 1723

員會

林琬婷小姐

原民媽媽熱情活力並帶動
現場氣氛。
聯合現場徵才，透過創意攤位，
展示失業者職業訓練成果與績
就愛工作在高 效，提高市民運用職訓及就服資
雄 - 大 型 徵 才 源的頻率。同時為企業提供快速
夢時代購物中心八樓時代會館(高
5/19 14:00~17:00
23.
暨職訓招生活 且便捷的徵才管道，降低招募成
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動
本。建立政府與企業合作夥伴關
係，促進雙方互動，以提升大高
雄地區之就業率。

11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心前鎮就業服務站
勞工局訓練就 陳芳屏 8220790 轉
業中心
319
委外職訓組蔡亞汝
7330823 轉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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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 年海岸清潔維護績優單
位表揚：針對 106 年度參與
海岸認養企業予以表揚，以

24.

107 年春季淨
灘

彰顯其企業責任。
(2) 107 年度春季淨灘活動：尋
寶大作戰-集集樂，以推廣

5/19

梓官蚵子寮

08：30

節能減碳、環境保護等觀
念，加深民眾對於愛護環境
及守護地球責任心。

12

環保局

環保局陳昱穎
735150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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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賽事共分為：
(1)國小組：含國小男子組、國
小女子組、國小迷你男子組、國
小迷你女子組、國小小迷你男子
組、國小小迷你女子組。
(2)國中組：含國中男子組、國
中女子組。
(3)高中組：含高中男子組、高
中女子組。
高雄市

25. 第八屆市長盃
手球錦標賽

高雄市體育處
5/23（三）

戴黎玲

(4)社會組：含社會男子組、社 08：00-16：30
會女子組。

07-7229449#676

高雄市立

5/24（四）

小港國中

2.本活動為在地指標性活動之 09：00-16：10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 185 號)

一，並列入「高雄區十二年國教 5/25（五）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市體 09：00-14：00

高雄市體育會

高雄市體育會手球
委員會
洪淑芳小姐

育運動競賽表現採計參考項

07-821-5929#350

目」。
3.本活動由高雄市政府及教育
局列名指導、高雄市體育會主
辦、高雄市體育會手球委員會承
辦。
4.預計參賽人數：約 1,000 人
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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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活動內容：
1. 第六屆全國鼓陣錦標賽。
2018 年高雄大
2. 藝音豎琴演奏。
26. 社戰鼓神農豐
5/25-5/27
3. 東華皮影戲表演。
盛季采風活動
4. 南管整絃。
5.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 127 號(青雲
宮廟埕)

大社區公所

大社區公所楊佳霖
3513309#105

社區之夜。

一、建構及活化傳統社會組織運
作機制，凝聚部落共識，復振及
傳承傳統文化祭典祭儀。
二、引導青少年走進部落吸取傳
統的智慧，透過本次活動激發青
少年對於傳統知識與文化之認
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民小學(高 高雄市那瑪夏
民政課陳珍輝
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 區公所、那瑪夏
07-6701001#159
159 號)
文物館

知，並藉此學習族人過去如何與
2018
5/26
27.
大自然和平共處，提升永續使用
那瑪夏射耳祭
08:00~21:00
大自然的概念，尤其是珍視水資
源的重要性。
三、激發族群珍視文化傳統，讓
代表族群精神的祭典文化得以
繼續傳承。
四、透過傳統技能競賽建立族群
榮譽感，並帶動全區運動風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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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母親節活動，辦理婦女
動態與靜態展，並邀請義大
高雄市原住民
大昌醫院張基昌院長舉辦婦
5/26
28. 族部落大學成
女講座。
10:00-17:00
果展
(2) 邀集部落大學學員、講師共

本市原住民故事館(高雄市前鎮區
翠亨北路 390 號)

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

7995678 轉 1716
周湘鵬先生

原住民事務委

7995678 轉 1719

員會

吳柏瑋先生

同策展，呈現學年度的學習
成果。
(1) 於 2018 年度每個月第四個
禮拜六舉行。
5/26
(2) 為了宣揚各原住民族不同
11:00-17:00(布農
文化，每個月皆以不同族群
2018 原民好藝
族)
本市原住民故事館(高雄市前鎮區
29.
為主題呈現。
市活動
翠亨北路 390 號)
(3) 活動內容包含原民 siraw
6/23
市集、原民歌舞展演、素人歌手
11:00-17:00(達悟
及街頭藝人演出、原民手作
族)
DIY、傳統原民技藝體驗等。
30.

高雄市 107 年
語文競賽區賽

高雄市 107 年語文競賽分區初

橋頭國小/新甲國小/鼓山國小/莊

5/26

賽，競賽項目為國閩客原住民語
5/27
演說及朗讀

敬國小/民權國小/旗山國小

15

姓名：林承鴻
社會教育科

電話：
07-7995678-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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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雄曬日子

32.

《曬日子》依據上述無源的方
式，應用太陽能力照射在紙本
上，使之自然成色產生文字的外
6/1-8/31
顯性。
週 一 至 週 四
無需油墨與化學顯影劑或任何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庫（高雄市
10:00-18:00 ； 週
印刷工程，只單純透過自然存在
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五、六、日及國定假
的太陽光照即可取得文字的辨
日 10:00-20:00
識，不斷地也不特別消耗太陽能
源，重複大量曬出《曬日子》，
完成無印自然顯影的映製工法。
衛武營 281 展演場

高雄瘋藝夏記 高雄瘋藝活動介紹及宣布活動 6/4
者會

時間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 449 之 1 號)

10:30-11:30

於端午節結合本市著名南北貨
三鳳慶端午綁 市場且最具傳統氛圍的三鳳中
33.
6/9
粽活動
街舉辦封街綁粽活動，辦理街區
行銷活動活絡商機。

建國路與自立路口

16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李亦梅
07-5214899#509

彌陀國小/國小
科

姓名：王健諭
電話：
07-7995678-3056

三鳳中街商店
經發局王玉芬
街區管理委員
3368333-510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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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規劃農村體驗一日
遊、大型創意活動，結合地方學
校社團、社區、表演，運用新聞
媒體揭露活動訊息，會場另安排
免費 DIY 互動體驗、農特產品展
售區，並設計具有紀念價值文創
107 年 高 雄鳳 商品。
5/26 9:30~17:00
34.
荔季
藉由透過結合產業、觀光、藝 5/27 9:30~17:00
術、與文化交織型塑鳳荔季新意
象，以多元行銷策略，吸引各地
遊客到訪，藉此增加農民收益並

大樹區姑山倉庫(高雄市大樹區大
坑路 108 之 18 號)

大樹區公所

民政課吳宜庭
6512003 轉 128

讓大樹區成為市民及外地民眾
品果嚐鮮及觀光休閒遊憩的好
去處。
新世代跨域創 新世代「跨域創新、國際連結」6/6 9:00-17:00
35.
6/7 9:10-16:00
新人才培養
藝術與美感國際教育論壇

左創健康生活文化園區

全國軍訓人員 教育部 107 年軍訓人員暑期工
36.
6/7 10:20-11:00
暑期工作研習 作研習

17

壽山國中

督學室

姓名：劉熾慧
電話：
07-3590116-131

軍訓室

姓名：曾聖斌
電話：
07-799567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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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節將至，為了讓轄區內弱
勢家庭也能享用充滿關懷的粽
子，感受端午佳節的歡樂氣氛，
特別於 6 月 9 日端午節前夕號召
燕巢區 107 年 區內各里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
37. 粽葉飄香慶端 會及老人會的志工們在民眾活 6/9 08:00-17:00
午送愛心活動 動中心一起包粽子，並於當日將
愛心粽分送給本區轄內之低收
入戶、獨居老人及邊缘戶等弱勢
家庭，讓他們歡渡一個溫情滿
滿、「粽情粽義」的端午節。
辦理相關活動與市民長輩共同
38. 歡慶端午節

6/12
歡慶端午佳節，以弘揚傳統文
10:00-11:00
化。

燕巢民眾活動中心
燕巢區南燕里中興路 427 號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高雄市
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號)

18

燕巢區公所

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

社會課詹淑惠
6161411-175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蔡侑錚
771-005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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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 社區社團表演：為於端午節
前夕炒熱活動氣氛，由在地
社區、團體、幼兒園組隊表
(1) 社區社團表
演，呈現整體賽事歡樂氛
演：107 年 6 月
圍。
15 日
(1) 社區社團表：中芸漁港公園(高
(2) 粽藝飄香包粽比賽：開放大
19:00-21:00。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占岸路旁)。
眾報名參加包粽比賽，婆婆
(2) 粽藝飄香包粽 (2) 粽藝飄香包粽比賽、新住民美
媽媽大顯身手，會場粽香四
比賽及新住民
食文化展示及農漁特產市集：
溢，展現各式粽藝文化。
美食文化展
高雄市林園區鳳芸里漁港路
(3) 新住民美食文化展示：為推
2018 高雄端午
示：107 年 6 月
旁。
廣米食文化活動，邀請新移
中芸漁港傳統
16 日
(3) 龍舟競賽及竹筏競賽：中芸漁
民媽媽展現各國美食文
林園區公所
龍舟錦標賽系
15:00-20:00。
港。(中芸橋前至林園區漁會大
化，讓活動呈現更多元文化
列活動
(3) 龍舟競賽及竹
樓前)
特色。
筏競賽：107 年 (4) 牽罟活動：鳳芸宮(高雄市林園
(4) 龍舟競賽及竹筏競賽：除了
6 月 16 日及 17
區鳳芸路 78 號 )前沙灘。
熱力的日間賽程，更有徐徐
日 8:00-22:00。(5) 濕地公園生態導覽：林園濕地
微風與 LED 燈光交織的夜
(4) 牽罟活動體
公園(高雄市林園區半廓路
間競渡，從白天至夜晚呈現
驗：107 年 6 月
旁)。
截然不同的漁港風貌，隆隆
16 日及 17 日
的戰鼓聲、選手奮力的吶喊
16:00。
及加油聲此起彼落毫不間
斷，展現林園地區活力與朝
氣。

19

民政課黃婉琪
6412511 轉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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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牽罟活動體驗：在鳳芸宮前
沙灘，大家一同合力撈網捕
魚，讓民眾重新回憶及小朋
友體驗傳統捕魚方式。
(5) 濕地公園生態
(6) 濕地公園生態導覽：於海洋
導覽：107 年 6
濕地公園舉辦生態教育宣
月 16 日 15:00。
導活動，讓民眾認識林園濕
(6) 農漁特產市
地公園特有的倒立水母及
集：107 年 6 月
豐富自然生態。
17 日
(7) 農漁特產市集：廣邀各地區
10:00-17:00。
農漁會及林園在地社區社
團設攤展售農漁特產，讓民
眾得以認識、購買各地區農
漁特產。
40.

自力造筏暨親
探索教育 2 周年--自力造筏暨
子定向越野競
6/16 10:00-11:30 愛河音樂館前舞臺
親子定向越野競賽活動
賽

20

軍訓室

姓名：鄭修如
電話：
07-799567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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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一度結合端午節慶及水
域運動的愛河龍舟賽將於端午
連假熱鬧展開，除援例舉辦競速
龍舟賽(競技龍舟及傳統龍舟)
外，龍舟拔河升級為 3.0 版，亦
首度推出「賽事專屬 APP」，提
供參賽選手、親友可利用手機即

41.

時查詢賽程和成績。
2018 高雄愛河
2.5/5、5/6、5/12、5/13、5/19、
端午龍舟嘉年
5/20 於蓮池潭辦理龍舟體驗活
華
動，提供市民提前體驗划龍舟之

高雄市體育處
6/16 至 6/18

樂趣。
3.活動期間，愛河兩岸也有街頭
藝人表演、美食攤位、親子遊戲
區、寫生比賽等周邊活動，適合
全家大小到高雄愛河一遊，感受
高雄兼具民俗運動、創新趣味競
賽、文創市集等多元的端午節
慶。

21

愛河水域(中正橋-五福橋間)

高雄市體育處

黃彥璋
07-722944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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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小火車即將帶你來到反轉
世界！全新體驗「玩」顛倒，結
合藝術、玩樂、音樂、體適能及 6/15-9/2
小火車 x 顛倒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P3（高雄市鹽埕
42.
無限想像力。
10:00-18:00(17:30
屋 2.0 特展
區大勇路 1 號）
五大體驗主題：
【歡樂小火車】、停止售票及入場)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雙層顛倒屋】、【巨型地道】、
【森林之網】、【破銅亂打】
(8) 提供視障表演者舞台演出
機會，由 8 位視障表演者擔
任主角演出，經一年培訓
後，演出實力更為精進的他
星光閃耀音樂
43.
會

們，將讓大眾了解他們的職
業實力。
6/16 18:30
(9) 活 動 另 邀 知 名 藝 人 荒 山
亮、王俊傑、林宗興 3 位藝
人站台演出，與視障表演者
同台飆歌，為公益發聲，一

夢時代幸福廣場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連串熱力演唱，精彩可期。

22

勞工局

勞工局蔡鴻文
8124613 轉分機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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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比賽達到各隊及族群城
鄉聯誼、以球會友及相互觀
摩之效果。
(2) 藉此項柔性的壘球比賽活
動，以提升合併後大高雄原

44.

2018 高雄市市
住民多元豐富的體育活
長盃原住民慢
動，宣導健康體能與運動安
速壘球錦標賽
全概念，鼓勵民眾踴躍參與 6/17-6/18
暨 108 年全國
各種休閒運動。
08:00-17:00
原住民族運動
會本市代表隊 (3) 配合中央推行『健康、快
樂、活力』的新氣象，建立
選拔賽
全民健康、活潑、祥和的社
會。
(4) 選拔本市菁英球員組成本
市代表隊，為本市爭取榮
譽。

迷瑪力壘球場(高雄市鳳山區南成
里一成街 55 號)

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

7995678 轉 1716
周湘鵬先生

於學生陳俊志醫師的指揮教導
下，七校學生共同於文化中心演
七校聯合音樂
45.
出，相互觀摩學習並融入不同族 6/20
會
群的語言，展現出高雄市多元族
群的特色

田寮國中/寶來國中/圓富國中/龍
姓名：鄭寶猜
田寮國中/社教
興國小/屏山國小/荖濃國小/建山
電話：
科
國小
07-7995678-3088

提供台日教育夥伴分享、溝通、
台日幼兒教育
6/22
46.
交流、創新知識與經驗的平台，
國際論壇
9:00-18:00
以激盪與傳播創新教育理念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幼教科

姓名：李堂立
電話：
07-7995678-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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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蟬聯日本超
人氣貼圖王的「卡娜赫拉」首座
6/22-9/2
卡娜赫拉的愜 大型個展，萌萌的 P 助與可愛的
駁二藝術特區 B3、B4 倉庫（高雄市
47.
10:00-18:00(17:30
意小鎮特展
粉紅兔兔邀請大家漫遊於愜意
鼓山區蓬萊路 99 號）
停止售票及入場)
小鎮中，來趟最療癒的魔法旅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程！
提供求職人多元的就業機會與
途徑，同時為企業提供快速且便
就愛工作在高
捷的徵才管道，降低招募成本。
48. 雄 - 中 型 徵 才
6/23
建立政府與企業合作夥伴關
活動
係，促進雙方互動，以提升大高

龍華國中(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雄地區之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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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勞工局訓練就 心左營就業服務站
業中心
黃藝菁 5509848 轉
217

107.5.21 更新

跨 5-6 月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每年二到七月，努力以「國際‧
在地‧創新‧多元」塑造出城市

1.

2.

形象，匯聚國內外傑出表演藝術
2018 高雄春天 家與技術團隊，在高雄創造出令
2 月-7 月
藝術節
人難忘、充滿感動的欣賞體驗，
獨具魅力的生活氛圍。詳細節目
介 紹 可 詳 參 官 網
(http://www.ksaf.com.tw/)

各檔節目演出地點詳參官網
(http://www.ksaf.com.tw/)

展覽「掌中的宇宙」，將探討如
何從手作的戲偶到對於文化的
掌中的宇宙 A 傳承，這股傳遞的力量就如同掌 4/12-8/12
Boundless
中所形塑成的宇宙，並且以此為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7-1 倉庫（高
Universe
基底，使其台灣原生文化傳遞到 10:00-18:00 ； 週
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2-1 號）
Within
the 世界各地。
五、六、日及國定假
Palm

主題單元：【手作與工藝】、【影 日 10:00-20:00
視布袋戲】
、
【學院的力量】
、
【ACG
文化】、【藝術跨領域】

25

文化局

文化局表演產業中
心 2225136#633

【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張珮瑜
07-5214899#508

107.5.21 更新

與白共存/孫郁琇個展，對孫郁
琇來說繪畫的創作過程，並非是
在掩蓋光明，而是與光，與白共
處。

3.

漾藝廊

5/3-5/30、6/5-6/29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8-2、C8-3 倉
週一至週日及國定
不可言說的曖昧/葉進杰個展，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2-2 號）
假日 12:00-18:00
畫家與被畫對象嘗試從感官出
發，探索那不可言說的曖昧。把
這曖昧記載在畫上，然後用觀眾
的眼光去「再審視」兩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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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

黃筱婷
07-5214899#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