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5 年 7-8 月地方特色產業、節慶、文化、觀光、體育等活動彙整表 更新日期：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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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木蘭足球聯賽取代全國女子甲
組足球聯賽成為台灣女子足球最高

1.

層級賽事（半職業），第一、二屆由
台北 SCSC、新竹 FC、台中藍鯨、花
2016 台灣木蘭
蓮台開等四支球隊組成，高雄陽信銀
足球聯賽
行女子足球隊今(2016)年第三屆開
始加入，成為第五支球隊，賽程 4 月
至 10 月進行 15 週，每隊打 12 場次，
全年共計 30 場球賽。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陳建志

7/2
8/27、9/4

高雄國家體育場(高雄市 中 華 民 國 足 球 協
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會

02-2596-1185
競技運動組
姓名:宋慧英
電話:7229449*728

本活動是本市暑期青春專案第一場

2.

活動，亦是本市規模最大、人數最多
2016 高雄市政 的三對三籃球競賽，計有 516 隊、逾
府教育局局長 2000 位選手參賽，旨在推展校園體育 7/1 至 7/3
盃三對三籃球 活動，提升學子體適能，實行暑期青 08：00-17：30
鬥牛賽
春專案紫錐花運動（反吸毒）、反霸
凌、反幫派、反暴力、反援交及防溺
等政策宣導。

教育部體育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體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館
育館及戶外籃球場
局
研究推廣組蔡福榮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07)8034473 轉 206
育館

該協會自創會以來，秉持著推動保齡

3.

球運動的意念，以研究保齡球技藝，
培養國內事業人才為目的。透過辦理
比賽促進國際交流，提升國內保齡球
2016 年第 16
文化水準，將台灣區的各類保齡球賽
屆中華台北國
推向國際化，參賽國家包含馬來西
際保齡球公開
亞、新加坡、菲律賓、關島、香港、
賽
日本、韓國、印度、中國、澳門、美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
會

7/1-7/10

馮佩玉
本市南方保齡球館
中 華 民 國 保 齡 球 02-2741-5522
(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中
協會
山路二段 226 巷 6 號)
競技運動組
姓名:謝雅芳

國、澳洲等參賽選手約 310 人加上領
隊(教練)、裁判及工作人員共計 445
人。

4.

落實推廣社會教育，平衡城鄉社區資
親子共學巡迴 源，營造溫馨和樂社會氛圍之目標。
列 車 ~ 都 會 美 本活動教授利用食材自製蔥油餅，自 7/2
學‧偏鄉行～ 己 做 可 以 控 制 食 材 的 新 鮮 度 及 品 09：00-12：00
手作蔥油餅

5.

電話:7229449-699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鳳山區中崙國小(高雄市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
鳳山區中崙四路 25 號)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質。更重要的是不放任何的添加物，
營養又健康。

為倡導市民婚嫁節約，推動純樸社會
風氣，提倡「樂婚、願生、能養」政
策，本市特別舉辦「高雄市 105 年市
高雄市 105 年
民集團婚禮」，提供 150 對新人報名
市民集團婚禮
參加。現場除了精彩的表演，還有增
添新人濃情蜜意的小遊戲，並在親友
的祝福下，見證人生重要的一刻。

(07)8034473 轉 213

7/2
12：30

高雄巨蛋體育場
（81355 高雄市左營區博
愛 2 路 757 號）

民政局

宗教禮俗科洪沛蓁
07-799-5678#5104

為推廣高雄在地水產，讓一般民眾對

6.

高雄水產品有更多認識，海洋局特舉
日期：7/2
2016 高雄海味 辦「2016 高雄海味-有口碑」活動，
時
間
-有口碑
藉以行銷高雄海味，同時推動產銷透
13:00-19:00
明化，期能增加國人對高雄水產品之
信賴，進而提升水產品之價值。

： 高雄大遠百

海洋局

海洋局吳雅琪
07-7995678#1858

壽山動物園暑期每周六晚上 6 點 30
分推出結合動物與自然、民俗與文
化、藝術與野趣的主題展演，緊接著
7 點還有全國首創的光雕劇場，邀請
小朋友最愛的豆子劇團進行演出，內
容優質豐富且類型多元，絕對適合遊
園的大小朋友們一起來觀賞喔！
『Fantasy
*主題夜間展演時間表 18:30-19:00
Zoo』壽山動物 7/2(六)企鵝娛樂團隊-小丑氣球魔

7.

園 2016 暑期 術秀
夜間主題展演 7/16(六)鈴鐺姐姐-動物童話故事
活動
7/23(六)丁丁家族-高珊峻嶺爵士鼓
7/30(六)虎劇團-溜溜球與手繞鈴
8/6 (六)企鵝娛樂團隊-歡樂魔術互
動表演
8/13(六)鈴鐺姐姐-動物童話故事
8/20(六)舞焰火舞-水晶球特技
8/27(六)企鵝娛樂團隊-特技扯鈴
*16:30 後入園享星光票半價優惠

壽山動物園(高雄市鼓山
7/2~8/27
觀光局
每週六晚間 7:00 區萬壽路 350 號)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擴大成南台灣

8.

最大的兒童藝術活動，呈現多元文化
藝術教育成果、培訓種子教師、融入
2016 高雄兒童
學校藝文課程，並辦理親子工作坊、 7/2-7/31
月
藝術踩街、黑箱劇場、偏鄉巡演、教
育論壇、藝術體驗等活動，深耕本市
藝術教育，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衛武營都會公園(高雄市
鳳山區新強里 15 鄰輜汽
路 281 號)
教育局
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
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教育局王健諭
7995678*3059

今年夏天最熱情、繽紛多元的沙灘主
題活動就在旗津海岸公園！超人氣
廢物代表-蛋黃哥、可愛日本 San-X
人氣卡通人物-拉拉熊、高雄觀光大
使-高雄熊和高雄地標 85 大樓、蓮池
潭等景點都將幻化成不思議的沙雕
作品，假日夜間還有精彩的沙雕光雕
秀喔！
高雄市觀光局邀請您 7/2-9/4 作伙來

9.

2016 旗津黑沙 旗津玩沙趣、看夕陽、呷海產，賞光
7/2-9/4
玩藝節
雕，參加免費的夏日小旅行帶您暢遊

旗津海水浴場

觀光局

觀光局觀光發展科
曾瑋悅
799-5678#1533

高雄~；還有 Under Lover 等知名搖
滾樂團 8/27 和您一起嗨翻夏日夜
晚；歡迎大家上官網報名一同參與周
周精彩多元的鬼斧神工沙雕競賽、沙
灘排球競賽、寵物 ReadyGo、DIY 親
子沙雕趣、攝影比賽和星光沙灘路跑
等

活

動

，

詳

情

請

上

www.2016sandartkh.com.tw 活 動 官

10.

網查詢。
結合運用黏土、漂流木等素材，讓參
與的學童靈活運用小肌肉，揉塑可愛
漂流木水手鴨
7/3
的水手鴨再加上小陶盆，就可以完成
盆栽收納盒
09：00-12：00
一個收納文具小物的桌上擺飾，並能
激發學童的創作力。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左營區福山里里民活動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榮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總路 201 號)
(07)8034473 轉 213

為向市民宣揚土地開發所帶來之利

11.

益並行銷標售地，邀請「南臺灣交響
「2016 土地開
樂團」展演深度的交響樂、並融入台
發成果暨行銷
105/7/03
灣在地耳熟能詳的流行樂曲，配合邀
標售地音樂
19：00~21:00
請許景淳、林俊逸等著名歌手演出，
會」
展現本局推廣在地文化的形象，並達
成行銷土地開發成果之目的。

原龍華國小舊址西側空
地政局
地（神農路及龍文街口）

地政局陳金卿
3368333#2616

本活動共有 8 個營隊，讓青年能實際

12.

手作和體驗各種職類的技能，增進青
年對各種職類的初步認識，並了解各
職場實境模擬
種技能的實際運用狀況為何。另安排
營隊
一系列的職涯課程和職場觀摩活
動，針對參加不同班別的學子，依據
其職類安排相關的觀摩企業。

7/4 09:00~
7/13 12:00

本中心大寮職訓場域(大 勞工局
寮區捷西路 300 號)
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
黃雅婕
07-7330823*310

一、 為增進南部地區（臺南市、高雄

13.

第三十一屆南
區高中棒球聯
賽

市、屏東縣）高中棒球社團交流
切磋，由南區高中棒球聯會
（South Senior High Baseball
League, SSBL）每年舉辦，參加
對象限定為在校生，且不得為高
中棒球聯賽硬式木棒組或鋁棒
組成員。
二、 本賽事參賽總計 31 隊（校）
，預
估參賽人數總計約 1,209 人。

高雄市體育會棒球
委員會

7/6~7/15

許雍欣副總幹事
岡山棒球場（高雄市岡山
高 雄 市 體 育 會 棒 0960-050719
區國軒路與岡山南路交
球委員會
叉口）
競技運動組
姓名：張簡家宜
電話：722-9449*659

「求職活力旺

14.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中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7/7
09：00

橋頭區公所 2 樓(高雄市 勞工局
橋頭區隆豐路 1 號)
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矗立百年的台灣第一石城 唱頌它的
美麗與哀愁
最深刻的歷史足跡，散發最具韻味的
時代魅力

15.

吹響「重建台灣第一石城計畫」的號
角，恢復貫串古今、族群融合的城池
之祖
三大國家文藝獎得主－李小平導
7/8 19:30
2016KSAF- 見 演、唐美雲、王海玲，及高雄在地歌
7/9 19:30
城
仔戲名角齊聚，在真實史蹟場景上演
繹高雄的成長與更迭。

左營舊城東門（高雄市左
營區東門路與城峰路交 文化局
叉口）

07-2225136#633

集結國內首屈一指製作團隊、300 人
跨劇種的超級演出陣容，近百人現場
演奏之國樂團及文武場，共創魔幻傳
統藝術大秀。
邀請上萬民眾一同走進時代的巨
輪，共同重建左營舊城人文薈萃的歷
史光輝。

16.

透過空白徽章底座、透明膠紙、模型
紙等，與不同色彩運用，在紙片上盡
童軍的榮耀～
7/9
情揮灑出彩色繽紛的圖形，在微妙色
徽章製作
09：00-12：00
彩轉換過程中使作品更具靈巧性，小
朋友也在老師指導創作過程中，更可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中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
庭(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07)8034473 轉 213

培養出自信心和專注力。

17.

18.

19.

為尊重部落族人，因此本活動係以傳
中華五路原住 統排灣族部落搬遷儀式為主，市長贈
予部落耆老傢俱與鎖匙來慶賀新社
民戶拉瓦克部
7/9
鳳山台電五甲國宅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原民會呂吳國強
區的設立。
落搬遷入厝儀
上午 10:30-11:30 鳳山區新富路/凱旋路 會
7406511 轉 607
牧師的祝禱與古謠吟唱者的祝福，期
式
盼新社區的安樂。
會後準備排灣族傳統美食饗宴。
邀請來自世界最大短片影展—法國
克萊蒙費鴻十數部最頂尖作品，並策
高雄市電影館
法國短片親子
鄧心怡
畫一連串驚喜活動，邀請民眾大手拉 7/9 14:00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日
07-5511211 轉 12
小手，走進電影院，度過一個特別的
號
夏日法國親子影像日。
壽山動物園 7 月 9 日晚間 7 點舉行暑
期夜間遊園童樂會，包括有壽山動物
『Fantasy
園「壽 Q 家族」及義大遊樂世界「大
Zoo』壽山動物
義軍團」等吉祥物現場與民眾同樂，
園 2016 暑期
7/9(六)
晚會將呈現光雕劇場精華版，此外，
夜間遊園童樂
16:30-20:30
更安排超人氣 YOYO 家族一同和小朋
會
友唱唱跳跳，為暑期暨夜間遊園活動
掀起另一波高潮。
*當日 16:30 後免費入園唷！

壽山動物園(高雄市鼓山
觀光局
區萬壽路 350 號)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為亞洲排球聯合會（AVC）制式二年

20.

一次正式錦標賽，且為世界錦標賽之
亞洲區資格賽及世界各國排名積分
2016 年台中銀
賽，開辦以來已歷 18 屆 36 年之久，
行盃亞洲青年
我國歷屆皆曾極力爭取申辦皆因諸
（Ｕ20）男子
多因素未能如願。本屆預估約將有亞
排球錦標賽
洲 16 個國家參賽( 依據亞排聯規
定)，中國、日本、韓國、哈薩克、

7/9-7/17

高雄市巨蛋體育館（決賽
地點）、鳳山體育館

高雄市政府、亞洲 競技運動組
排球聯合會、中華 姓名：戴黎玲
民國排球協會
電話：722-9449*676

伊朗等國勢必派隊參加。

21.

近來食安問題層出不窮，飲食用餐食
不安心，以推動家庭採用天然食材自
已料理(如日式涼麵、親子飯糰、涼
健康廚藝‧天 拌菜等)，讓家人吃出天然口感與健 7/10
天有活力
康，簡便的烹調方式大人小孩皆易 09：30-12：00
學，可增進親子間互動內容與用餐的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鹽埕區鹽埕國小大禮堂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路 183 號）
(07)8034473 轉 213

歡樂，讓好的飲食文化流竄於各家庭
中，樹立飲食藝術於社會各階層。

22.

2016 年多納黑
以歌舞劇的方式呈現黑米祭一系列
米祭
祭典儀式，傳承文化；透過社區傳統
Tabesengane
競技競賽讓部落團結合作之精神發
文化產業系列
揚光大。
活動

23.

酷夏 A 好康
標章雄麻吉
(暫定)

為推動全民綠色生活及消費之理念，並
使消費者認同標章產品及環保旅
店、餐館，於活動期間內至參與店家
消費滿指定額度即可參與抽獎活動。

7/14-15
10:00

多納國小（茂林區多納里
1 鄰 1 之 2 號）

暫定為
7/15~8/31

本市各參與此活動之環
保旅店、環保餐館、綠色
商店等

民政課

環保局

藍馨
6801045#238

07-7351500#2505
陳孟琪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電影導

24.

演魏斯安德森的作品向來受到許多
台灣觀眾的喜愛，為使台灣觀眾能有
機會於大銀幕觀賞此導演之優秀作
品，規劃辦理「歡迎來到魏斯安德森
歡迎來到魏斯
奇想國度」影展，放映其《脫線沖天
安德森奇想國
7/15-7/31
炮》、《都是愛情惹的禍》、《天才一
度
族》
、
《海海人生》
、
《大吉嶺有限公司》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及《超級狐狸先生》等影片，一方面
提升美國藝術電影於台灣放映之機
會，一方面也造福無緣一睹此導演作
品風采之台灣觀眾。

25.

以益智玩具為主題，使用環保材料製
作，激發益智創意等特色，提供多項
7/16
益智創意挑戰 的玩具挑戰、設計創意性童玩挑戰活
09：00-12：00
動，培養親子手腦並用之默契，牽手
完成闖關。

26.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50 家事業單位，提供 1,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大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7/16
09：00

一、 為 傳 承 宣 揚 臺 灣 棒 球 運 動 歷

27.

台灣棒球名人
堂協會第三屆
名人特展暨表
彰活動

史、彰顯對台灣棒壇耆老之貢
獻，自 2014 首創臺灣棒球名人
遴選，遴選方式和規章參考美國
和日本名人堂設計，名人類別分
為「競技類」與「特別貢獻類」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中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
庭(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中學(高雄市三民區 勞工局
建國三路 50 號)
訓練就業中心

輔導組杜金碧
(07)8034473 轉 213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台灣棒球名人堂協

7/16~9/18

高雄 85 大樓觀景台（高
會
台灣棒球名人堂
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 5
羅勻佑小姐
協會
號）
(02) 8772-8633

二類。

競技運動組

二、 2016 第三屆「競技類」名人為
方水泉先生、吳祥木先生、徐生
明先生；「特別貢獻類」為廖敏
雄先生。

姓名：張簡家宜
電話：722-9449*659

28.

讓參與的親子利用三角形圖卡樣
本，剪裁後鑲嵌組成「立體圓形球
點亮魅力，卡
體」，再加上 LED 燈讓它變成生活中 7/17
住精采～立體
可用的華麗藝術燈飾。親子合作共同 09：00-12：00
圓形球體
創作更重要的是透過創作的過程，增
進親子間的默契和良性互動。

29.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中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30.

7/22
09：00

利用針及線之間微妙的專換過程，產
出具有靈巧性的 KITTY 娃娃，小朋友
手縫 KITTY 娃
7/23
在講師和家長引導和協助下進行作
娃吊飾
09：00-12：00
品創作，也可培養出自信心和專注
力。
該活動為本會首次辦理，本會特聘陳
禾耘撞球國手擔任教練，希望藉由此 7/25-7/30

31.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三民區鼎金國小（高雄市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
三民區鼎山街 375 號）

育館

梓官區梓義社區活動中
勞工局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 57
訓練就業中心
號)

輔導組杜金碧
(07)8034473 轉 213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中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
庭(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07)8034473 轉 213

鳳山光復撞球館
原住民青少年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原民會吳柏瑋
活動著力於原住民青少年健全的身 早上 9：00-下午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
撞球體驗營
會
7406511 轉 506
心發展，養成良好的休閒習慣並豐富 15 ：00
段 91-2 號〉
其生活經驗。

藉由全國環保志(義)工環境知識
競賽，激勵志工榮譽感，凝聚全
國環保志(義)公的向心力，並已
寓教於樂之方式宣傳環保知識，
凡高雄市內對比賽有興趣之志工
隊伍，皆可參加，初賽將選出各
項目之優勝隊伍，並代表高雄市
參加複賽，以爭取優良成績。

32.

105 年度全國
環保志(義)工
環境知識競賽
(初賽)

33.

市府與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每
年皆積極推動「飢餓三十」之教育宣
導活動，促進國人對全球飢餓與災難
之瞭解及體驗，舉辦『飢餓體驗營』
活動號召全民一同身體力行，實踐 7/30 （ 六 ） 中 午
第 27 屆飢餓
「體驗飢餓‧救援飢餓」之精神，期 12:00-7/31（日）
三十~人道救
高雄巨蛋
盼透過民眾的愛心捐款，援助國外天
下午 6:00
援行動
災緊急救援與重建、緊急糧食危機、
兒童營養改善及愛滋遺孤關顧、戰後
重建暨難民援助，以及國內天災緊急
救援、特殊景況，以及急難家庭救助
等，救援範圍遍及全球各地。
第二屆「逗陣

34.

為活化長者腦力及記憶力，並增加不
同世代互動及學習， 特 辦理「 逗 陣

7/30 上 午
9:00~ 下 午
15:30

(桌頂)來七
(桌 頂 )來 七 淘 」 混 齡 桌 遊 比 賽 活 7/30(六)
淘」混齡桌遊
動 ， 參 加 比 賽 分 為 親 子 報 名 及 個 下午 1:30-6:00
比賽
人報名。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F( 高 雄 市 鹽 埕 區 中
正四路 274 號)

環保局

07-7351500#2519
黃雅姿

社會局社工科
社會局&財團法人
謝佩君
台灣世界展望會
3373381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高雄捷運美麗島光之穹 社 會 局 長 青 綜 合 務中心
頂廣場
服務中心
葉馥寧
7710055 轉 3331

為因應父親節到來,以安全無毒的天

35. 創意皂黏土

36.

然環保皂黏土,讓小朋友可以自己親
7/31
手製造送給禮的心意,進而訓練其創
09：00-12：00
“皂”及感恩心，增進親子間互動情
感，進而達到社教延伸功能。

邀請民眾帶著輕食，一起來高雄市新
做客雨豆樹下
7/31
客家文化園區參加一場悠閒的草地
-草地音樂會
15:00~18:00
野餐音樂饗宴。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鼓山區內惟國小川堂（高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雄市高雄市鼓山區內惟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路 73 號）
(07)8034473 轉 213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客家事務委員會

客家事務委員會
李任環

217 號)

3165666*35

邊界敘譜：光 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的生命，經歷了其 即日起至 105 年 7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4 展覽 指 導 單 位 ： 文 化 高美館曾媚珍
的記憶－撒古 家鄉達瓦蘭部落從傳統使用火跨越到使 月 31 日
室
部、高雄市政府文 5550331 分機 267
流個展
用電的過程。生活與各種儀式祭典裡如
化局
高美館林佳禾
何使用火，以及電力進入部落後，帶來
主辦單位：高雄市 5550331 分機 249
的照明與生活型態改變之景象，都一一
立美術館
烙印在撒古流的內心深處，成為其創作

37.

的養分。其藉著一系列關於「火」和「光」
的素描畫作與延伸之裝置，以「遠古的
火‧石板屋」、「光的記憶」、「部落外的
樹蔭」三部曲，娓娓道出從火的光跨越
到電的光，在這 20 多年的時光裡，達瓦
蘭部落的生活軌跡與其所處之邊界境
況。

38.

書名：遷移打狗〈高雄市〉的阿美族
生活史
原住民族日8/1
敘述原生活在花東原住民-阿美族人
新書發表會
上午 10：00
輾轉遷移至高雄市後面臨生活困境
及如何從信仰中尋求慰藉，進而在本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原民會蔡承道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
會
7406511 轉 502
61 號〉

市落地深根。

39.

40.

41.

北野武導演專
題(暫定)

擬針對日本知名導演北野武導演辦
理專題影展，播映七部作品包括《凶
暴的男人》
、
《奏鳴曲》
、
《3-4x10 月》
、
《花火》
、
《菊次郎的夏天》
、
《極道老

高雄市電影館

男孩》及《女人沉睡時》等， 使台 8/1-8/31
灣觀眾有機會同時於大銀幕重溫、觀
賞此導演之經典舊作與新作，一方面
也提升日本藝術電影於台灣放映之
機會。

105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暨運

1.球類競賽：各年齡組籃球、排
球及龍球

動知識擴增專
案-原住民族
運動樂活專案
-茂林區綜合
運動會

2.選手之夜
3.父親節表揚活動
4.傳統技藝競賽
5.後備軍人手榴彈投準及 500 障
礙

暫定 8/4-5
09：00

協助本市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
高雄市身障團
及庇護工場促銷自行生產之秋節禮
體秋節禮品推
預計 8 月上旬
品及認證產品，活動安排產品走秀、
廣記者會
認購表揚、月餅試吃等。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暫定
茂林多功能活動中心

暫定高雄捷運美麗島站
光之穹頂

民政課

社會局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孫志強
6801045#236

社會局障福科
陳嬋娟 3373060

42.

本活動為配合全民體育運動增加慢
2016 市長盃原
8/6
速壘球人口，促進原住民正當休閒活
住民慢速壘球
上午 8：00
動，希藉由此活動培養原住民團隊互
季賽總決賽
下午 17：00
助合作精神，打造健康城市。
(一)透過本區模範父親表揚活動與
會之模範代表及家庭，以及一同參與
105 年水資源 之民眾，配合推展水資源教育活動，
教育宣導暨模 使民眾瞭解水資源之重要性，透過家

43. 範父親表揚活 庭教育功能，於生活中潛移默化培養 8/6 08:30
動

珍惜水資源觀念。
(二)透過活動進行水資源教育講座
宣導，持續宣導民眾培養水資源保護
觀念及節約用水好習慣。

高雄市迷瑪力球場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原民會吳柏瑋
〈高雄市鳳山區一成街
會
7406511 轉 506
55 號〉

美濃區公所 3F 禮堂(高雄
美濃區公所
美濃區美中路 260 號)

社會課 濮凡
6814311#13

壽山動物園(高雄市鼓山
觀光局
區萬壽路 350 號)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為慶祝父親節，壽山動物園於 8 月 6
日當天推出與「爸比抱一抱」親子免

44.

2016 父親節教 費入園優惠，並舉辦最像動物父子檔
育推廣活動暨 保育員票選活動。此外，為感謝光陽 8/6(六)
光陽機車捐贈 機車捐贈 30 臺電動機車，協助園區 09:00-12:00
儀式
成為低碳環保暨親子共遊的安全友
善場域，特邀請光陽機車代表蒞園獲
贈感謝狀。
透過綠豆椪成果發表會，集結第五屆

45.

高雄綠豆椪烘焙競賽獲獎業者，於現
2016 年高雄綠
大魯閣草衙道 1F 草衙劇
場展售和推廣，以達到綠豆椪成為高
高 雄 市 政 府 經 濟 產業服務科陳建廷
豆椪成果發表
8 月 6 日 13:00 場(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
雄最佳伴手禮目的，型塑「高雄綠豆
發展局
07-3373159
會
路 100 號)
椪」之品牌魅力及印象，創造產業價
值，讓綠豆椪成為代表高雄的地方特

產。

愛情龍成‧鳳 以情歌對唱比賽為主軸，結合周邊遊
46.

凰 于 飛 -2016 戲活動及社區表演，營造浪漫溫馨的 8/6
七夕情人節活 氛圍，讓有情人留下美好回憶，也宣 13:00
動

47.

48.

導民眾重視婚姻與家庭。

2016 第三屆台 為推廣國人對武術運動認知、彰顯我
灣國際武術文 國武術實力、行銷高雄辦理國際賽事
化節、第三屆 能見度，本賽事係第三年度舉辦並將
全球洪門國際 邀請東南亞、歐洲、美國、中國及我
武術邀請賽 國武術愛好者，預計 1,000 人參加。
自 2010 年起舉行，將邁入第 7 屆，
從第 1 屆 1,700 人次報名，至第 6 屆
已突破 3,000 名選手參賽，除台灣六
2016 年第七屆 大球團台電、合庫、土銀、亞柏、義
高雄港都盃全 果、極限不缺席外，還有日本、法國、
國羽球錦標賽 馬來西亞、香港、美國等海外羽壇高
手共襄盛舉。本活動列入「高雄市十
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
市體育運動競賽表現參考項目」。

8/6~8/7

鳳山區五甲龍成宮(高雄

鳳山區公所

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730 巷 鳳山區公所

民政課張純菁

6 號)

7422111*425

高雄市鳳山體育館（高雄 中 華 洪 門 武 術 聯
市鳳山區體育路 65 號） 盟

中華洪門武術聯盟
姚佩慈
0971258736
競技運動組
姓名：張簡家宜
電話：722-9449*659
高雄市體育會羽球
委員會
吳矜持總幹事

8/6-8/12
(暫定)

亞柏會館(高雄市學府路 高 雄 市 體 育 會 羽 07-7450023
113 號)
球委員會
競技運動組
姓名：陳雅琪
電話：722-9449*683

情人節前夕，電影館向戀人們致敬，

49.

搬演世代經典，由當時年方 22、耀眼
奪目的影帝李奧納多狄卡布里歐與
克萊兒丹妮絲，擔綱演出以華麗歌舞
《羅密歐與茱 劇見長的巴茲魯曼所導《羅密歐與茱
麗葉》莎翁經 麗葉》，世仇之兩家所誕生的一見鍾 8/7 14:30
典愛情現場 情，與宿命的淒美終局。目不暇給、
瘋狂不羈的鏡頭佐以快速剪接和絢

高雄市總圖際會廳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 61 高雄市電影館
號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麗的歌舞鏡頭，搬演成現代版的《羅
密歐與茱麗葉》1996 年，邀民眾隨著
電影感受經典愛情故事的永恆瞬間。

50.

柔力球係揉合太極拳、網球、羽毛球
2016 第一屆海 及舞蹈之新興球類運動，本賽事係首
峽兩岸柔力球 度舉辦並將邀請東南亞、歐洲、美
交流大會

51.

52.

8/9~8/10

國、中國及我國柔力球隊，預計 1,000
人參加。

高雄市洪門國武術
協會
姚佩慈
高雄市鳳山體育館（高雄 高 雄 市 洪 門 國 武
0971258736
市鳳山區體育路 65 號） 術協會
競技運動組
姓名：張簡家宜
電話：722-9449*659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中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8/11
09：00

岡山區協和里活動中心
勞工局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街 64
訓練就業中心
號)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50 家事業單位，提供 1,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大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8/13
09：00

鳳山體育場(高雄市鳳山 勞工局
區體育路 65 號)
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2016 年賽事選高雄續辦：邀請法國、

53.

54.

55.

2016 年佛光盃 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韓國、菲
國際大學籃球 律賓、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大學球隊，
邀請賽
包含男子、女子組各 8 隊，共計 16
支隊伍，齊聚高雄巨蛋爭冠。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中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8/16~8/21

高雄巨蛋(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政府、
博愛二路 757 號)
佛光大學

8/18
09：00

林園區幸福公園(高雄市
勞工局
林園區沿海路二段 250
訓練就業中心
號)

跨機關結合教育局、社教館及家庭教
育中心，共同舉辦「親子飆戲劇工作
坊」營隊，免費培訓 120 名國小學童
105 年「親子
及 30 名家長，其中更包含 30 名新住
飆戲劇工作
8/21
民二代及原住民學童，呈現多元族群
坊」大型成果
14：00-17：00
參與。並於結訓後假本館演藝廳舉行
發表會
大型成果發表會，讓 150 名親子學員
將為期兩週的上課成果，用戲劇演出
的方式呈現給 1100 位市民朋友。

高雄市體育處
姓名：林韻卿
電話：722-9449#713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高雄市立社會教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演 育館
館
藝廳
高
研究推廣組鄭玉屏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07)8034473 轉 209
家庭教育中心

高雄市體育會棒球

2016 北中南桃

56. 四聯明星對抗
賽

委員會

為促進各區青棒交流，總計 4 隊含北
區高中職棒球聯會明星隊、中部高中
職棒球聯會明星隊、南區高中職棒球
聯會明星隊與桃園縣高中職棒球社
聯盟聯會明星隊參賽，預估參加人數
總計約 136 人。

許雍欣副總幹事
8/22~8/23

立德棒球場（高雄市前金 高 雄 市 體 育 會 棒 0960050719
區市中一路 217 號）
球委員會
競技運動組
姓名：張簡家宜
電話：722-9449*659

「求職活力旺

57.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中型現場徵才
職。
活動

8/26
09：00

茄萣區公所大禮堂(高雄
勞工局
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 27
訓練就業中心
號)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當年傳唱大街小巷的《魯冰花》1989
年，上映時創下萬人空巷的紀錄。8
月 26 日，正是這部台灣甚具代表性
的電影誕生 27 週年的日子！多次被

58.

改編成電影與電視劇的《魯冰花》，
《魯冰花》與
唯有這部 1989 年由吳念真編劇的版 8/26 19:00、
爸媽一起復刻
本最令人低吟不已。電影館誠摯邀請 8/27 14:00
－特映場
民眾透過影像，越過時光走廊，飲水
思源，感受深刻人文情感的底蘊，也
歡迎一起牽上爸媽的手，陪陪父母親
看場電影，感受這場最柔韌的生命能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量。

59.

2016 甲仙芋筍節已邁入第 16 屆，今
年度規劃結合生態環境、農特產品、
社區人文、藝術美學等面向，以路跑
2016 甲仙芋筍 活動為主軸，響應提倡全民運動、健
節~芋魅力 康樂活，帶領參與者深入體會甲仙風 8/28
Coming 筍活動 土人情，感受甲仙堅毅不拔、穩健發 06：30~17：00
展的力量；此外也規劃農特產行銷展
售、水資源宣導、社區旅行等，期待
吸引遊客駐足停留，飽覽山林之美、
體驗斯土之情。

甲仙區（包括：區內重要
景點、省道台 29 線沿
途）。

甲仙區公所

民政課：陳桂瑛
6751002＃15

落實館方推廣社會教育，平衡城鄉社

60.

區資源，營造溫馨和樂之社會氛圍之
親子共學巡迴 目標。本次活動規劃運用陶土、鹽
列 車 ~ 都 會 美 巴、彩色粉筆、塑膠收納盒等材料由
8/28
學‧偏鄉行～ 專業老師教導參與活動家長及兒童
09：00-12：00
蛋榚模型黏土 製作你奶油蛋糕模型，一方面可訓練
創作
兒童手工藝的創作技巧，另一方面增
進親子間互動情感，進而達到社教延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仁武區八卦國小(高雄市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仁武區八卦里永仁街 555
育館
輔導組杜金碧
號)
(07)8034473 轉 213

伸功能。

61.

每年 8 月最後一個週日為「祖父母
節」，為鼓勵孫子女和祖父母增加彼
此互動與交流，凝聚祖孫之間的情
105 年「祖父
感，培養孩子對於親情、孝道之家庭
科工館(高雄市三民區九 教 育 局 家 庭 教 育 徐淑芬組長
母節慶祝活
8/28(日)10:00
倫理觀念，家庭教育中心特規劃於祖
如一路 720 號)
中心
7409350 分機 13
動」
父母節當天辦理 105 年「祖父母節慶
祝活動」，透過記者會、闖關遊戲、
夏令營活動宣導暨慶祝祖父母節。

※跨 7-8 月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沉默風景：藝 「風景」一直是美術館相當重要的典藏主題，從傳統油 105 年 4 月 2 日術視界的
畫、水彩或水墨，到近年來大宗出現的地景創作與藝術人 105 年 11 月 6 日
人文觀想
文景觀等，意謂了這個主題為各時代的藝術家所偏好。本
1.

展彙集近百件精彩、難得的風景作品，包括繪畫或攝影、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高雄市立美術 主辦單位： 高美館羅潔尹
館 301-304 展 高雄市立美 5550331 分機 289
覽室
術館
高美館應廣勤
5550331 分機 230

影片或裝置等表現模式，為大家講述跨世代藝術家私藏的
風景故事，並帶領我們探索他們如何創意無限地翻轉著大
眾眼中平凡的世界。

邊界敘譜 II： 「邊界敘譜 II—都蘭印象」接續著敘說身為排灣族藝術家 105 年 4 月 23 日- 高雄市立美術 主辦單位： 高美館曾媚珍
都蘭印象
的撒古流，流浪至以阿美族群為主的都蘭部落，在新東糖 105 年 7 月 31 日 館 105 展覽室 高雄市立美 5550331 分機 267
廠落腳創作，並速寫一系列「都蘭印象」的手稿，這些手
術館
2.

稿紀錄了撒古流當時客居他族的生活印象。新東糖廠閒置
多年後，陸續有許多外地來的藝術家於此駐地創作，並與
當地的藝術家互動頻繁，這些藝術家們刻意與台灣主流藝
術潮流劃清界線，守著一份對藝術的純真愛戀。

3.

為推廣高雄道地的下酒菜料理，2016 高雄下酒菜料理
競賽，已邁入第四屆，賽制分為【一般店家組】
、
【YES
海味組】及【YES 燒燴組】
，前兩組更需使用「高雄 5
2016 高雄下酒 寶」
（石斑魚、魷魚、鮪魚、秋刀魚、虱目魚）入菜，
5 月底至 8 月 31 日
菜料理競賽 料理方式不限，參賽者更有機會進駐 2016 高雄啤酒
節大會食堂。今年將前往日本沖繩舉行海外推廣，邀
請沖繩店家進駐 2016 高雄啤酒節進行美食交流，體
驗高雄下酒菜美食文化。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商業行政科黃芝婷
經濟發展局 07-3368333#5097

石頭是組成大地的重要元素。本展以一顆沿著固定軌

4.

道運行的石頭為主角，以 3D 動畫影片陳述著石頭所
Follow Path - 經歷的旅程，如同藝術家 Jonathan Pêpe 目前旅行至
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藝術特區 異國的狀態。旅途中他脫離日常軌道，一路上經歷了 5/28-7/15
大義 C9-20 倉
駐村藝術家 許多奇妙的邂逅。
週一至週四
庫（高雄市鹽
Jonathan Pê 本展呈現現實與虛幻的內外轉換、2D 與 3D 的空間轉 10:00-18:00；週
埕區大義街
pe 個展
換。這系列創作呈現的是心理空間中的投射，而此空 五、六、日及國定
2-3
http://goo.g 間擷取自現實，由各種迥異的奇異片段組成。他用手 假日 10:00-20:00
號）
l/9ckV4z
稿、2D 輸出及 3D 列印雕塑等跨越空間角度的方式將
現實的片段變成虛擬，再經過咀嚼轉化，創作一部涵
義多重又荒誕的作品。
時代的位移： 「高雄獎」從早期地方性的高雄市美術展覽會，經歷二十 105 年 6 月 4 日高雄獎 20 年 年的規劃與變革，早已成為全國矚目藝術新秀進入藝術世 105 年 10 月 9 日

5.

界的重要舞台之一。展覽中將取樣與彙聚二十年來近百位
最高榮譽「高雄獎」得主當年的得獎作品，提供觀者一覽
二十年作品流變的軌跡，也讓觀者共同經歷這風起雲湧、
創意過招，競爭激烈的「高雄獎」二十年！

文化局

林羿妏
07-2225136#8932

高
美
館 主辦單位： 高美館魏鎮中
201-203 展 覽 高雄市立美 高美館張淵舜
室
術館
5550331 分機 243
5550331 分機 272

「影像入侵：一種寄生於腦海記憶中的病毒，隨著生

6.

活經歷成長，被此病毒寄宿的人，對於媒體資訊、影
像有著異常的敏銳性。」
相信大多數人都曾經歷過，看著某個場景的瞬間，在
腦中閃過某部電影裡的片段；像是聽到鐵達尼號，腦
中即刻浮現男女主角在甲板上的浪漫場景。這些我們
曾用眼睛「觀看」且悄悄紀錄在腦中的虛擬視覺經
6/8-7/17
影像入侵實驗 驗，反覆穿梭於我們的生活與記憶中，影響著我們的
駁二藝術特區
週一至週四
室
視覺經驗。
C5 倉庫（高雄
10:00-18:00；週
http://goo.g
市鹽埕區大勇
五、六、日及國定
l/dcEJxn
「影像入侵」孳生於當代的高科技環境中，科技的應
路 1 號）
假日 10:00-20:00
用使合成訊息在生活中發酵，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蔓延。本次展覽將研究病毒形成的過程，並分為起源
「取材室」
、過程「應用室」及成果「研究室」
。參展
的 9 位藝術家採取真實卻曖昧的媒體資訊，運用這些
資訊創造更多的想像，在他們的作品中皆能觀察到源
自於媒體影像的元素與經驗，反映當代由網路、媒體
所構成的視覺文化現象。

文化局

陳品菡
07-2225136#8364

【 minions 小小兵 】由環球影業以及 llumination

7.

娛樂公司出品。故事起源於盤古開天時期，剛開始只
是一個黃色有機體，隨著時間漸漸演化成小小兵團。
他們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服侍當代最兇惡的主人。然而 6/18-9/19
小小兵瘋狂世
從 T.Rex 恐龍、埃及法老王、拿破崙甚至是德古拉，週一至週日 10:00
界展銷會
小小兵總是不停的失敗了，直到最後小小兵們發現已 至 18:00 (最後購
http://goo.g
經沒有可以服侍的主人了。從此他們開始鬱鬱寡歡， 票入場時間為
l/pj3e9I
甚至逐漸的凋零。這時，其中的一隻小小兵-凱文， 17:30)

駁二藝術特區
大勇 P3 倉庫 衣皓實業有 張珮瑜
（高雄市鹽埕
限公司 07-2225136#8569
區大勇路 1 號）

想到一個偉大的計畫，就是帶著他的麻吉-史都華，
還有可愛的-蘿蔔，挺身而出，踏上尋找新主人的冒
險旅程…
為讓有機會欣賞世界三大影展得獎作品，擬辦理「金

8.

金熊 x 金獅 x
熊 x 金獅 x 金棕櫚特映」，選映《遠方禁戀》、《流離 6/21-7/14
金棕櫚特映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電影 鄧心怡
高雄市鹽埕區
館
07-5511211 轉 12
河西路 10 號

引進亞洲現正流行的「SUP 立式單槳」水域划行運動，
及「充氣式 Blob Jump」水上彈跳活動，打造親水設
2016 新式水上
施。期民眾藉由參與水上娛樂課程，能親近水域、欣 6/25-9/25
娛樂推廣活動
賞自然美景及提升水域知識，帶動本市水域活動之發
展，體現高雄港都精神。

蓮池潭(左營
區蓮池潭艇庫 觀 光 局 ( 協 觀光局黃詩媛
旁 陸 域 及 水 辦單位)
7995678#1551
域)

者之歌》
、
《計程人生》三部影片，預計放映 16 場次。

9.

「哈囉，你好嗎？衷心感謝～珍重再見～期待再相逢
～」「我們這一家」於台北展出大受歡迎，今年暑假
7/2-9/18
即將前往高雄與大家相見歡囉！在「新我們這一家特
週一至週日 10:00
展」中以「花媽的一天」為概念，原汁原味地建構動
至 18:00 (最後購
畫中的經典場景，結合大型角色公仔，將完整公開花
票入場時間為
媽與一家人趣味橫生的故事，不僅有好玩又好拍的互
17:30)
動拍照及互動體驗區，帶領觀眾走進「花媽」的一日
生活，感受花媽帶來滿滿的歡樂！

10.

百變花媽 新
我們這一家特
展
http://goo.g
l/hlX9rZ

11.

-顛倒新視界 歡迎光臨比爾家駁二顛倒屋住著比爾家四口和他們忠實的小狗阿
財。熱愛戶外活動的爸爸，還有喜好藝文創作的媽
媽，加上兩個調皮可愛的寶貝兒女，一陣天旋地轉後 7/6-106/2/28
駁二藝術特區
反轉世界 駁
的比爾家到底會發生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呢？
週一至週日 10:00 蓬萊 B10 倉庫 時藝多媒體
二顛倒屋
范國洋
高雄造反了！時藝多媒體顛倒屋製作團隊經過長時 至 18:00 (最後購 旁（高雄市鼓 傳播股份有
http://goo.g
07-2225136#8566
間的籌劃，於今年暑假南下至高雄打造屬於港都海洋 票入場時間為
山區蓬萊路 99 限公司
l/sgDnZZ
風情的實體顛倒屋，駁二顛倒屋不只是高雄第一棟透 17:30，除夕休館) 號）
天顛倒雙層洋房，內裝更加入高雄在地元素，駁二顛
倒屋要帶給南部的觀眾們如大海襲捲般的視覺衝
擊！

駁二藝術特區
自行車倉庫
愛貝克思股 范國洋
（高雄市鹽埕 份有限公司 07-2225136#8566
區大勇路 1 號）

日本大師加藤真治超人氣小紅帽 10 歲囉！7 款全新

12.

小紅帽，大型公仔首度曝光，驚喜高雄在地款卡哇依
小紅帽火車糖 登場，快來拍照收集！跟著小紅帽搭乘探險小火車， 7/8-9/25
果屋之旅—加 停靠在五彩繽紛的童話森林玩捉迷藏；在迷人的歐洲 週一至週日 10:00
藤真治 45th 城市裡悠閒騎單車；在奇幻城堡展開大冒險；在幸福 至 18:00 (最後購
http://goo.g 糖果屋互動舉辦盛大 Party； 還有吃喝玩樂的夏季慶 票入場時間為
l/78cRmz
典等你來熱鬧參與！日本團隊打造南台灣第一大
17:30)
展，跟著小紅帽與大野狼和她的朋友們，一起搭乘小

好妙文創有
駁二藝術特區
限公司、日
大勇 P2 倉庫
蔡玉庭
商創周有限
（高雄市鹽埕
07-2225136#8565
公司台灣分
區大勇路 1 號）
公司

火車去尋找幸福糖果屋！

13.

夏令營活動富有教育意義，讓學童觀察蝴蝶生態，並
2016「蝶。舞
了解蝴蝶一生的成長過程，進而共同愛護蝴蝶且珍惜 7/12~7/15
之樂」夏令
金獅湖蝴蝶園 觀光局
環境資源，藉此推廣本市金獅湖蝴蝶園，增加遊客參 08：30 至 16：00
營活動
觀人數。

14.

看穿
此展由法國攝影史學者米榭勒．費佐(Michel FRIZOT) 105 年 7 月 16 日- 高
美
館 主辦單位： 高美館黃培宜
每張照片都是 以其長年收藏的照片與研究成果為基礎，仔細策劃而 105 年 10 月 30 日 101-103 展 覽 高雄市立美 5550331 分機 238
一個謎
成，是從照片中的影像著眼，進而探討攝影本質、美
室
術館
學與史觀之攝影專題研究展。展出的 160 餘幅照片大
多出自佚名攝影者：被遺忘的攝影家或更多是業餘攝
影愛好者，作品年代涵蓋的時期逾百年之久。這些從
暗房出品的、見證著攝影術進展歷程的古董照片或老
照片，呈現了相紙經時光洗禮後特有的質感，也烘托
著照片中影像映照出的各種抽象訊息，如眼神、姿
態、關係、象徵、時空氛圍，使觀看照片成為一種近
似解謎的心智探索。

觀光局蔡佳紋
7995678#1558

高雄為水岸之都，為增加高雄市水域觀光人口，提升
15.

2016 高雄市風 市民親水觀念，本局預定於 8 月 13 日至 10 月 9 日之
8/13~10/9 期間之
景區水域遊憩 放假日假愛河、蓮池潭、金獅湖等本市水域辦理獨木
周休日或放假日
活動
舟、立式划槳等水域遊憩活動，以提供暑期優質休閒
娛樂，營造高雄水上活動觀光品牌。

愛河、蓮池
潭、金獅
觀光局
湖等本市
水域

觀光局方國良
7995678 轉 1554

愛寫字，玩書 本展策畫四個單元，探索漢字及其書寫藝術。所有古老的 即日起至 105 年 11 兒 童 美 術 館 高雄市立美 高美館洪金禪
法
文字起源於圖畫，因而最早的漢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 月 20 日
201 展覽室(高 術館
5550331 分機 306
還能一點就通，在於造字的原初概念源自觀萬事萬物象形
雄市鼓山區馬
而成。「字怎麼來」引領進入漢字的世界，考驗想像力。
卡道路 330 號)
常說字如其人，線條的流轉因其書寫者個性見其變化；而

16.

不同書體，形態相異，各有風情，「字的表情」思考書體
如何搭配空間建築功能。歷史上，書法經典不少，為何某
些名帖令人回味再三，一讀再讀？「不老的字」訴說名作
的故事。如何看待脫離實用功能的書寫，視為單純線條，
或結合繪畫，詮釋「書畫同源」說？「字的形狀千變萬化」
提出多元樣貌回應。

憑駁二護照手環暢遊駁二境內四大藝術核心！

17.

哈瑪星駁二線、駁二塔、駁二當代館、舊事倉庫等四
大特定展區，限憑護照手環進場與搭乘。
單人手環 149 元，一人一環，限同一人單日使用，哈 週一至週四
瑪星駁二線限乘一次，其餘展覽不限進場次數。12 10:00-18:00；週
駁二護照手環
駁二藝術特區
歲以下或 150 公分以下之幼童，與持身心障礙手冊及 五、六、日及國定
陪同者，可免購買手環參觀駁二場館，如欲搭乘哈瑪 假日 10:00-20:00
星駁二線蒸汽復刻列車者，另需憑證至蓬萊區 B8 倉
庫哈瑪星駁二線購買優惠票 149 元。購票請洽 C5、
C7-2、B8、駁二哨船頭售票點

文化局

駁二服務台
07-5214899

集結舊事鑑往知來──欲知駁二故事，必到「舊事倉

18.

庫」。
從福爾摩沙、打狗、鹽埕到駁二，自漁鹽、製糖、工
業到藝文，將這一塊濱海地帶的人文歷史與核心價
值，以各種創意手法濃縮在駁二「舊事倉庫」裡。以
地洞影片為駁二歷史揭開序幕，帶我們回到三百年前
駁二藝術特區
週一至週四
的福爾摩沙小漁村，在海底洋流的空間氛圍中，打狗
大義 C7 倉庫
10:00-18:00；週
駁二舊事倉庫 的發展一幕幕以新舊交融的影像出現眼前。走上夾
（高雄市鹽埕
五、六、日及國定
層，駁二藝術特區自 2002 年成立以來的各種文物，
區大義街 2-1
假 10:00-20:00
打破時空限制，匯集一堂，第一張駁二邀請卡、第一
號）
件駁二 T 恤、在工作日報表上以正字統計人數等光
景，全都凝聚在此，縮小尺寸的駁二公共藝術群也登
上伸展台，迴轉展示著十年累積醞釀的公共藝
術……。舊事倉庫，說的是一段煙火過後從兩棟半倉
庫起家的故事。
植物新樂園

李亦梅
07-2225136#8562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藝術家的眼中，自然萬物 即日起至 106 年 5 兒 童 美 術 館 高雄市立美 高美館陳嬋娟
都是他們創作的靈感來源，本展以生命教育為主軸，透過 月 31 日
自然觀察與藝術教育，藉由植物的生命歷程、造形與色彩

19.

文化局

變化，從自然美學、材質探索、美感啟發到環境保護等面
向，以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與動手操作體驗，提供孩子用
更多元的視野看待周遭的自然景物，感受人與自然和諧共
處的關係，並學習尊重不同的生命個體。

202 展覽室(高 術館
雄市鼓山區馬
卡道路 330 號)

5550331 分機 304

活動內容：
1.以「創新視界--文化傳遞」為規劃主軸，達到紅毛
港文化資產的精神傳達與歷史延續。

20.

2.將真人密室逃脫的遊戲，由室內搬到紅毛港文化園
區，增加真實體驗元素與 APP 互動系統。在特定場域
7/1 起開始售票
中佈置設計，營造切合的場景，而後賦予玩家不同任
週一、二、四、五
務和故事劇情，要求玩家在規定時間內，通過尋找線
紅毛港文化園
15:00-18:30；
紅毛港文化園
索、團隊合作、層層解謎，最終完成任務。
區「戶外逃脫
週六、日及國定假
區
活動特色：
擴增實境遊戲
日 10:00-19:30
（高雄市小港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在
105
年委託桃樂趣實境遊戲
(AR)」
區南星路 2808
團隊打造虛實交錯的實境解謎遊戲導覽，除將文化資 ※活動詳細開放時
號）
產完整與民眾產生互動外，透過積極的新型態實境逃 間請以紅毛港官網
脫活動，加深對文化資產保存之態度。
公告為主
目的就是要展現原有的紅毛港聚落意象記憶。對
紅毛港居民來說，聚落意象展現是一種安慰，對其他
未曾身在其中的民眾來說，則是認識紅毛港人生活與
文化的方式。對高雄港市發展而言，也提供了一種歷
史文化視窗。

文化局

陳嘉昇
07-2225136#8541

藝術~咔滋咔滋 民以食為天，人人仰賴其維持生命機能。但食物可不 105 年 7 月 3 日至 兒 童 美 術 館 高雄市立美 高美館洪金禪
Art, Yummy！ 只存在餐桌和唇齒間，它蘊含信仰、欲望、文化、認 106 年 11 日 4 日 101 展覽室(高 術館
5550331 分機 306

同與記憶。

21.

22.

本展探索食物在不同範疇中角色。「食物的盛宴」利
用色彩概念認識食物密碼；從世界美食了解餐盤上歷
史與地理特色。「食物的軌跡」爬梳全球食物交流的
故事，同時認識在地特色食材。藝術家以食物為創作
靈感象徵寓意已有很長歷史，當代藝術如何想像、實
踐食物與社會、生活關係？「食物的藝世界」反映另
類觀看角度。「食物好好看」藉由動手操作，體會色
彩變化、物品位置更換對構圖影響。
為提升高雄市旅館及民宿服務品質及市場競爭力，輔
報名至 105 年 7 月
105 年度高雄 導旅宿業營造在地或文創特色，特辦理本活動，期藉
13 日
市旅館民宿創 由大專院校師生之創意能量，發展具在地特色與文創
評比：105 年 10 月
意房型比賽 理念的旅館與民宿，提升本市旅宿業經營體質與競爭
5日
力。

雄市鼓山區馬
卡道路 330 號)

-

觀光局

觀光局觀光產業科
林小姐
7995678#1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