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5 年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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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地點（含地址）

更新日期：05/18

主辦機關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高雄市多元運動推

1.

全台首創親子運動賽事"扭蛋路跑"
是一個沒有計時壓力，不以成績比較
2016 香港航空
5/1
誰是第一名的趣味路跑，用孩子最愛
扭蛋路跑
07：30
的卡通扭蛋，鼓勵他們跑向終點，完
成挑戰！

廣協會
世運主場館
莊文娟
高雄市多元運動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0919780972
推廣協會
100 號)
高雄市體育處楊宗
恩
5829000 轉 3002
高雄市體育會橄欖
球委員會

2.

2016 年高雄市
為推廣橄欖球運動之風氣，提昇本市 5/1
七人制橄欖球
各層級橄欖球選手之水準及交流。 08：00
錦標賽

世運主場館
丁志堅
高雄市體育會橄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0938825738
欖球委員會
100 號)
高雄市體育處鄭峰
茂
5829000 轉 3012

3.

105 年高雄市 浴佛、慈母點燈；為媽媽奉茶及浴
美濃區水資源 足；氣球達人表演、藍染 DIY、及各 5/1
教育宣導暨模 項表演節目；模範母親表揚；水資源 08：30
範母親表揚活 教育宣導等，呈現美濃特有客家內 11：40
動
涵。

高雄市美濃區東門國小 高 雄 市 政 府 美 濃
07-6814311-18
禮堂
區公所

因應最近登革熱於南部縣市流行預

4.

防，並顧及環境保護，本活動採用天 5/1
防蚊雙寶 DIY
然香草植物，教導親子防蚊知識及手 09：00-12：00
作蚊蟲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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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杜金碧
雄市鼓山區內惟路 73 號) 育館
8034473 轉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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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清
潔劑課程教學以維護水源永續，加強
民眾正確使用清潔劑觀念及水資源

5.

高雄市茂林區
105 年度水資
源教育宣導暨
「五月心慈暉
情」母親節活
動

6.

教育宣導，如何與大自然共處之道。
二、模範母親楷模表揚：
1.單親媽媽 2.模範母親
三、五月心慈暉情：由區長率領區內
各機關學校來賓，獻上康乃馨給到場
之母親，感念他們為家庭的付出及貢
獻。

5/6
09：00

茂林里多功能活動中心

茂林區公所

民政課
藍馨
6801045#238

四、感恩奉茶洗腳禮
五、紀念閃耀時刻
六、亮麗媽媽齊圍舞
七、母愛傳揚頌讚：邀請轄內國中、
小學童及各協會團體以歌唱或舞蹈
方式呈現對母親的偉大。

以探討愛戀為出發點，規劃「愛比死
「狂戀 x 愛
更冷」
、
「死了都要愛」
、
「愛你等於愛
色」主題影展
5/6-6/5
自己」等三個章節，播映《少女離家
記》、《暗色天堂》等十一部影片。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映演組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7.

為慶祝 51 勞動節，勞工局策劃「逛
51 勞動節系列
勞博，看電影」活動，凡是勞工朋友
活 動 - 逛 勞
參觀勞工博物館，完成集章活動，便
博，看電影
可領取電影票，歡度五一勞動節。

8.

1.為鼓勵全國高中職學生培養運
動習慣，將廣邀全國高中職學生
共襄盛舉，發揮團隊精神完成環
2016 真愛台灣
台接力壯舉，為青春而跑，另為
即刻形動-全
5/7
讓更多民眾響應路跑運動，除學
國高中環台任
06：30
生組（高中環台組）外亦舉辦社
務接力路跑
會組賽事號召市民參與健康環
保休閒運動。
2.路線：5 公里，參加人數 3,500 人

5/1、5/7
9:00

勞工局勞工教育生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前金 勞 工 局 勞 工 教 育
活 中 心 王 瓊 慧
區中正四路 261 號 3 樓) 生活中心
07-2160509
中國時報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盈之
02-23087111 轉
高雄夢時代(時代大道廣
1432
場)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王盈之
02-23087111 轉 1432

義傑集團
義傑集團
吳彥樓
吳彥樓
02-87871669 轉 21 02-87871669 轉 21

感恩的五月天，配合母親節，透過旗
山上水道巡禮、故事繪本導讀、社區

「

劇場、互動問卷抽獎活動等，以寓教

9.

於樂方式灌輸給民眾以河川污染防 活動時間：5 月
寶貝媽咪 寶
治教育宣導、生活污水減量、節約用 7 日〈六〉上午 旗山國小禮堂、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
貝水」
社會課 林靜芳
高雄市旗山區 水愛地球及水污染防治的知識。
8 時至下午 20 武德殿
公所
6616100-122
105 年度水資
並以「感恩、和諧、讚頌」為主題表 時
源教育宣導暨
母親節系列活 揚本區 105 年度 21 里推薦之模範母
動

親，以隆重的頒獎儀式及感懷母恩系
列活動，向 21 里模範母親及家庭表
達祝福及敬意，並提昇家庭倫理孝道

建立祥和社會。

10.

高雄市阿蓮區 藉由邀請民眾一同親山、淨山，走出
公所「愛山、 戶外共同維護環境，來喚起民眾愛
愛水、愛媽咪 山、愛水的環保意識，透過親近山岳 105 年 5 月 7 日
大崗山生態園區
大崗山親子淨 自然資源，享受大自然的洗滌來紓解 上午 8 時至 12 時

高 雄 市 阿 蓮 區 公 民政課吳靜琪
所
6311177*38

山 暨 健 走 活 身心壓力，並提供親子偕同參與活動
動」
的機會，讓家庭更安樂和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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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5/7
09：00

高雄市 105 年 為推廣倫理教育，弘揚孝道，經由各

12.

13.

各級學校慈孝 校初審後決審出三級學校 50 個慈孝 5/7
家庭楷模表揚 家庭楷模進行表揚典禮，預計 500 人 9：00
活動
出席
1. 為提供路竹區民優質的休閒娛樂
活動及歡祝母親節，規畫此次活
2016 路竹藝文
動。
饗宴系列活動
2. 邀 請 台 灣 本 土 音 樂 文 化 工 作 者 5/7
─
「慈母心･台
灣情」
母親節音樂會

「簡上仁」先生及「田園樂府」 19：00~21：00
樂團至本區表演，推廣台灣本土
音樂文化之美，並透過音樂傳達
對母親的感恩情懷。

高雄市立中正技擊館(高
勞工局
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96
訓練就業中心
號)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鳳山行政中心大禮堂（高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
教育局家庭教育
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心徐淑芬 2153918 轉
中心
132 號）
13

高雄市一甲國中
學生活動中心

路竹區公所

民政課洪淑芬
6979219、6979220

1.由高雄市自由車協會統籌設計的

14.

騎乘路線和合格自由車教練及志工
精心安排之活動，讓運動社團成員聯
誼交流，適性發展體育才能，並藉由
鳳山單車快樂 趣味競賽帶動大家運動精神、團隊相
遊
互合作之目的，增加運動社團規律
運動習慣。
2.以騎乘單車方式，認識自己的家鄉

5/8
07：00-12：00

高雄市自由車協會
徐正義教練
0932793230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高
高雄市自由車協
雄市鳳山區新強里 15 鄰
會
輜汽路 281 號)
高雄市體育處
翟光慧

07-7229449*647

之美與文化特色，並藉以凝聚社區居
民情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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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5/13
09：00

阿蓮區公所 2 樓(高雄市 勞工局
阿蓮區民生路 94 號)
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生命沒有任何色彩的兒子與生活暗

16.

17.

淡無光的母親，久未同桌，共聚之時
2016KSAF- 香
5/13 19:30
竟是……最後的晚餐！輕生能否了
港話劇團《最
5/14 19:30
結一切解不開的心結？或許，要割斷
後晚餐》
5/15 19:30
的並不是微弱的生命脈搏，而是他們
痛苦的根源。粵語發音，中文字幕。
慶祝 2016 國
為慶祝母親節及 515 國際家庭日，結
際家庭日「幸
5/14
合本府相關局處、學校、幼兒園辦理
福愛學習」活
16：00
全家闖關活動，約計 1,300 人參加。
動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小
文化局
劇場

文化中心圓形廣場（苓雅 教 育 局 家 庭 教 育
區五福一路 67 號）

中心

07-2225136#633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
心周珮樺 2153918 轉
14

由美國奇幻炫光劇團與哥倫比亞安

18.

斯易舞團聯合製作，創作出精彩的武
術對打場面，《呱呱喵喵大作戰》是
台灣少見利用特殊媒材打造的親子 5/14 14:30
2016KSAF- 呱
劇場，利用炫光的結構創造出許多動 5/14 19:30
呱喵喵大作戰
物角色，通電後在幽暗的劇場發出繽 5/15 14:30
紛的燈光色彩，卡通般造型特殊動物
角色，透過操偶師巧手，一個個變身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文化局

07-2225136#633

成巨大逗趣、肢體豐富的故事角色。

19.

「2016 校園青春祭~社團匯演“藝”
級棒：歌頌青春‧舞動風華‧絕世好
「2016 校園青
琴」
，邀請文藻外語大學 10 大社團精
春祭～社團匯
彩獻藝，讓市民感受青春好 young
演“藝”級
5/14
，發掘音樂的魅力，顛覆對舞蹈的想
棒：歌頌青
14：30-16：30
象，體驗熱情奔放異國文化之旅。
春‧舞動風
觀賞活動還能參加抽獎，獎品有微電
華‧絕世好琴」
腦冰冷扇、電風扇、悶燒罐、精美碗
組及雙層保溫便當盒等眾多好禮。

社教館演藝廳(小港區學 高雄市立社會教
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鄭玉屏
8034473 轉 209

高雄市體育會高智
爾球運動委員會

20.

廖千慧
105 年度活力
高雄市體育會高
提昇高智爾球運動水準，促進校園
5/15
中正體育場（高雄市苓
0956555767
高雄高智爾
智爾球運動委員
高智爾球發展，約 200 人參賽。 09：00-17：00 雅區中正一路 99 號）
球錦標賽
會
高雄市體育處
全民運動組
07-7229446#642

黃建榮

21.

22.

2016KSAF「笑傲江胡」

本場將與兩岸知名的二胡演奏名家
朱霖、當今活躍於台灣樂壇的二胡名
家陳家崑及蔡鎮宇等聯合演出。本場
音樂會由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

會副執行長兼指揮的郭哲誠率領樂 5/15 19:30
高雄市國樂團
團同台演出，藉由音樂，感受豪氣萬
音樂會
千、教人肝腸寸斷的浪漫俠情，暫拋
紅塵俗世，共賞「笑傲江胡。琴動雲
天」。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 文化局

07-2225136#633

變材無礙：當 幾世紀前的藝術在分類上清楚易辨，但 即日起至 105 年 5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203 主辦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陳秀薇
立美術館
5550331 分機 231
代媒材與表現 自 20 世紀初，藝術的疆界逐漸瓦解，無 月 15 日
展覽室
論外在形式或媒材運用皆進入完全解放
高美館商戌菡
之境地。本展探索當代媒材及表現手
5550331 分機 229
法，透過時基新媒體、空間裝置、及多
元媒材表現等作品，呈現當代藝術無限
的創意及可能。

23.

1. 本賽事為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每年
舉辦之全國性賽事。
2. 其比賽項目如下︰(1)團體組：包
含社會男子特別組、社會男子甲
105 年全國柔
組、社會男子乙組、社會女子甲
組 、社會女子乙組、高中男子
道錦標賽
組、高中女子組、國中男生組、
國中女生組、國小男生組、國小
女生組等共 11 組。(2)個人組：
包含男子初段組、男子貳段組及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高雄市鳳山體育館
5/17-5/21
(暫定)

中華民國柔道總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 65
會、
號)
高雄市政府

呂美儀
02-87727788
高雄市體育處
競技運動組
林韻卿

參段以上組、女子初段組、女子
貳段以上組、社會男子甲、乙組、
社會女子甲、乙組、高中男、女
生組、國中男、女生組、國小男
生 A、B 組 、國小女生組 A、B 組
等共 16 組。(3)格式比賽：含包
青年組、成年組等共 2 組。
活動規劃著重於區里特色之展現，藉
由全國鼓陣比賽、皮影戲、南管整

24.

絃、豎琴表演等區特色活動，展現多
元的大社風貌；另透過整合性媒體行
2016 年高雄大
銷管道，將神農豐盛季塑造成觀光話
社戰鼓神農豐
5/20-5/22
題、文化品牌，透過舉辦慶典活動，
盛季采風活動
行銷農特產品，提升當地美食文化及
觀光產業，讓南部地區乃至全國民眾
更進一步認識大社多元的人文風

07-7229449*713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 127 高 雄 市 大 社 區 公
楊佳霖
號(大社青雲宮前廣場) 所
3513309#105

貌，見識大社之美。

25.

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蘇燦，因被污陷
罪名而遭受抄家橫禍。
頓失所有的他，消沈如行屍走肉。面
2016KSAF- 秀 對無情的追殺與血海深仇，蘇燦會繼 5/20 19:30
琴歌劇團《蘇 續沉淪，還是起身奮鬥？請看秀琴歌 5/21 19:30
乞兒》
劇團－『蘇乞兒』，揭開醉拳宗師蘇 5/22 14:30
燦的神秘面容。
主演:張秀琴/莊金梅/米雪/張心怡/林
佩儀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文化局

07-2225136#633

繼《美味型男》《啞狗男人》後，紅

26.

潮劇集特邀近來相當活躍的兩位劇
場創作暖男，《想像的孩子》編導王
靖惇、《美味型男》編導演詞曲創作
梁允睿及知名音樂人陳建騏聯手打
2016KSAF- 紅 造獨角戲《茱麗葉醒來前十秒》，從 5/20 19:30
潮劇集《茱麗 《羅密歐與茱麗葉》經典服毒殉情場 5/21 14:30
葉 醒 來 前 十 景發想，延伸至都市獵場下，面對成 5/21 19:30
秒》

28.

07-2225136#633

仁武里活動中心管理委
勞工局
員會(高雄市仁武區仁祥
訓練就業中心
街 199 號)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長、挫折乃至死亡、人生目標等議 5/22 14:30
題，赤裸剖白在後青春上撒鹽的自虐
快感，探究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
生存價值的衝突與掙扎。
編導/演出：王靖惇 聯合導演/詞曲
創作：梁允睿 音樂設計：陳建騏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15 家事業單位，提供 200

27.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小
文化局
劇場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
中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5/21
09：00

傳統三大節『端午節』要做甚麼呢？
是不是要吃粽子呢？經由吸管、瓦楞
歡 樂 端 午 節 ~ 紙、棉繩的組合，加上讓小朋友剪色 5/21
猴子愛吃粽 紙拼貼，親身體驗製作過程，也讓小 09：00-12：00
朋友了解平日丟棄不要的吸管，也能
轉換成不同的成品。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社教館中庭(小港區學府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杜金碧
路 115 號)
育館
8034473 轉 213

29.

『趨勢經典文
學劇場 – 屈 眾多專業演員合演之大型舞台劇。
原，遠遊中』

30.

為帶給孩子們藝術創意的啟發，縮短
表演藝術的城鄉差距，「台塑集團暨
紙風車劇團王詹樣公益信託」捐款邀請紙風車劇
魔法森林奇遇
團至鄉鎮演出，期望透過戲劇表演，
記
開啟孩子對藝術的興趣，開啟生命中
不同的視野。

5/21
14：00-16：00
19：00-21：00

105.05.21
PM19:00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社教館演藝廳(小港區學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周明威
府路 115 號)
育館
8034473 轉 212
主辦:台塑公司
協辦:林園區公所
林園國小
林園國小
民政課黃雅絹
(林園區忠孝西路 20 號)
林園分局
6412511 轉 206
林園區清潔
隊
高雄市多元運動推
廣協會

31.

2016(第一屆) 希望能向全民推廣健康休閒的路跑
5/22
大高雄傳愛公 運動，並透過路跑活動，讓社會大眾
05：30
益路跑
能對弱勢族群有更多關注。

世運主場館
莊文娟
高雄市多元運動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0919780972
推廣協會
100 號)
高雄市體育處楊宗
恩
5829000 轉 3002

科學家每年都會發現上千種的新物
種，代表著地球仍有許多我們未知的
生物，不過同時卻有些物種正面臨絕
生物多樣性日 種的危機。然而，當一個物種消失

32.

5/22(日)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政府觀光 徐
川
壽山動物園保 了，影響到的絕不僅是單一物種，而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上午 9 點至 12 點
局
5215187*515
育嘉年華活動 是整個生態系的平衡，這就是生物多
號
樣性的重要之處；為此壽山動物園將
於 5 月 22 日上午邀請相關保育團體
現場設攤一起參與活動，並設計趣味

雅

闖關遊戲，提供親子認識生物多樣性
與學習相關科普知識。

史上最年輕的伊莉莎白女王大賽小
提琴首獎得主列賓(Vadim Repin)，首
度來高雄演出，將於高雄至德堂帶來
蕭士塔高維奇第 1 號小提琴協奏曲，

33.

2016KSAF「天 與熱愛古典樂曲及小提琴演奏的觀
聲王者」-列賓 眾分享，一起浪漫樂遊。
5/22 19:30
與高雄市交響 指揮:楊智欽
樂團音樂會 獨奏家: 列賓(Vadim Repin)
高雄市交響樂團演出曲目：
蕭士塔高維奇: A 小調第 1 號小提琴
協奏曲，作品 77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 文化局

07-2225136#633

彌陀區公所 3 樓(高雄市
勞工局
彌陀區彌仁里中華路 4
訓練就業中心
號)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07-2225136#633

馬勒：D 大調第 1 號交響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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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5/26
09：00

一國因內戰分成兩國，峻法規定不得
往來。信，成了最珍貴的「商機」。

35.

2016KSAF- 明 於是，
「國際魚雁交流中心」開張了！ 5/27 19:30
華園天字戲劇 老闆竟是隘口守將的拜把兄弟，這是 5/28 19:30
團《信》
通 敵 還 是 謀 反 ？ 利 用 非 法 途 徑 送 5/29 14:30
信，卻因為偷看信件而愛上情書的收
信人。冒名頂替的愛情，在信件中爾

文化局

虞我詐。文字的背後，人們的真實面
貌又是如何？
編劇/導演：劉建幗 ， 主演:陳昭香
／陳麗巧／陳進興／孫詩雯／吳奕
萱
2016 最具社會感染力的電影劇場精
緻好戲
每個人都被宣判了死刑，只是無限期

36.

緩刑而已。如果知道是結束在這一
天，面對已然倒數的每分每秒，孤獨
2016KSAF- 褶
5/27 19:30
之中要怎麼跟自己道別？被迫趴
子劇團《死刑
5/28 14:30
下，槍響之後的一切問題就煙消雲散
犯的最後一
5/28 19:30
了嗎？導演張哲龍挑戰電影劇場的
天》
5/29 14:30
概念詮釋，將電影短片結構運用在舞
台上，在現場表演及影像交疊的美學

高雄正港小劇場 駁二正
文化局
港小劇場

07-2225136#633

下，呈現夢境、幻想、記憶與外在世
界的連結， 讓觀眾感受到如同看電
影又是看劇場演出的特殊經驗，
解密科技寶藏展覽內容包括：「主題
實驗室」
、
「環型劇場」
、
「出口卡片列
印」等主題，並將呈現體驗場景、擴 5/27-6/19
增實境技術(AR)、互動閱讀機台、環 週一至週四

37.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P2 倉

解密科技寶藏 型劇場互動設計等內容，展現創新科 10:00-18:00；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技等相關技術之推動成果。並結合科 五、六、日及國定 1 號）
幻與科技主題座談分享、創意分享會 假日 10:00-20:00
等，增進國人對相關技術應用的創意
想像。

財團法人工業技 李亦梅
術研究院
07-2225136#8562

為提升各校校園之運動風氣，強化健

38.

康體魄，舉辦跨校路跑活動，推廣大
2016 大專路跑 專學生健康運動概念，且增進各校學 5/28
賽
生之間的交流，強化未來社會新鮮人 07：00
參與路跑活動的動力，落實全民運動
扎根效益。

世運主場館
高雄市體育處楊宗
中華職業足球聯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恩
盟協會
100 號)
5829000 轉 3002

台灣極限街頭健身
協會

39.

2016 年
近年來風行的國際新興運動，為一種
KENGURU
利用各式戶外設施，結合自身重量而
PRO 街頭健身 進行的活動。本次配合政府推廣體育
世界盃台灣高 政策，鼓勵各式活動辦理，邀請國內
雄站
外約 100 人參賽。

吳子軒
5/28

08:00-17:00

中正技擊館（高雄市苓雅 台 灣 極 限 街 頭 健
區中正一路 96 號）
身協會

0988222713
高雄市體育處
全民運動組

黃建榮
07-7229446#642

40.

農曆 5 月 5 日是端午節，為三大節慶
之ㄧ。故事由來甚多，以屈原的故事
流傳比較廣，端午節正值夏季疾病流
滿溢飄香慶端 行季節，又可追溯為驅邪避惡，以求 5/28
午
心安。藉由活動介紹端午節民俗風 09：00-12：00
情，各地方粽子的食材、烹煮方式與
粽子的差異，也聘請包粽子高手，利
用食材教授親子學習包粽子的方法。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社教館中庭(小港區學府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杜金碧
路 115 號)
育館
8034473 轉 213

「2016 校園青春祭~社團匯演“藝”

41.

級棒：溫馨輔英季~青春、活力“藝”
起來」，邀請輔英科技大學 8 大社團
「2016 校園青 帶來青春活力的競技啦啦隊演出，柔
春祭～社團匯 魅無限的中東肚皮舞孃，悠揚古箏樂
演“藝”級 音較勁磅礡管樂聲，HIP HOP 與熱舞 5/28
棒：溫馨輔英 展現另類舞力美學，吉他社的弦弦之 14：30-16：30
季~青春、活力 音及清新的烏克麗麗風，將青春學子

社教館演藝廳(小港區學 高雄市立社會教
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鄭玉屏
8034473 轉 209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小
文化局
劇場

07-2225136#633

“藝”起來」 的藝術能量，散播到每位市民心中。
觀賞活動還能參加抽獎，獎品有微電
腦冰冷扇、電風扇、悶燒罐、精美碗
組及雙層保溫便當盒等眾多好禮。
他喜歡她，她卻思念著他，她老愛跟
2016KSAF- 臺 他吵架，他們卻覺得他與她超適合
北海鷗劇場： 的，雖然大家都已經八十歲了。在人 5/28 14:30

42.

43.

《暗戀養老院 生的最後一哩路上的戀愛，超熟齡也 5/28 19:30
之 沒 事 找 麻 會 變 幼 稚 ！ 莎 士 比 亞 經 典 喜 劇 改 5/29 14:30
煩》
編，一場場錯縱複雜的戀愛奇想，場
景，卻是在老人院裡？
5/28-5/29、
高雄市市長盃 為推廣足球運動之風氣，提昇本市各
6/4-6/5
足球賽
層級足球選手之水準及交流。
08：00
蛋.生

44.

高雄市體育會足球
世運主場館
高 雄 市 體 育 會 足 委員會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球委員會
耿仕榮
100 號)
0921525178

「蛋」是生命的符碼、萬物的種子，也 即日起至 105 年 5 兒童美術館 101 展覽室 高雄市立美術館
是生命的載體，更可延伸至無窮的想 月 29 日
像，在兒美館屆滿十週年之際，以「蛋．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330 號)

高美館陳嬋娟
5550331 分機 304

生」展做為對生命的讚嘆，傳達生命的
誕生、繁衍與創意的想像，藉由藝術家
的創作，以及對於蛋的各種想像與詮
釋，啟發孩子對於生活中平凡事物的驚
奇、聯想與感動，進而延續更多自身情
感表達、感官體驗與學習的可能性。

高雄市綜合太極拳
協會

45.

曾淑卿
高雄市綜合太
極拳協會 2016
0928151593
弘揚太極拳文化，增進體育交流，約
5/29
五甲國小體育館（高雄市 高 雄 市 綜 合 太 極
年第三屆理事
800 人參賽。
08：00-17：00 鳳山區五甲二路 424 號）拳協會
長盃太極拳錦
高雄市體育處
標賽
全民運動組

黃建榮
07-7229446#642

46.

中華隊將於 6 月 2 日，主場(世運
主場館)迎戰柬埔寨，並於同週的
6 月 7 日客場再次交手贏得此次賽
事，中華隊將進入 2019 亞洲盃資
格賽的最後階段一輪最後一輪賽
亞洲盃足球賽
事，將由 24 國分成 6 組，進行主
第一輪
客場賽制的小組賽，決定 2019 年
的會內賽參賽資格中華男兒將盡
全力，為台灣留下勝利，也請球迷
們，進場支持中華隊台灣，我們一
起加油

6/2
(暫定)

世運主場館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中華民國足球協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陳建志
會
100 號)
0925-699716

【七種靜默】計畫由長期於台灣深耕

47.

創作的馬來西亞籍導演高俊耀發
起，聯合近年屢獲劇本邀約的編劇簡
莉穎，改編備受推崇的香港小說家黃
碧雲作品《七宗罪》，以原作直面黑
暗的勇氣和對生命沉重與艱難的關
懷，透過劇場創作與當代社會對話。 6/3 19:30
2016KSAF- 窮
發展歷時近八年的【七種靜默】系 6/4 14:30
劇場《七種靜
列，已發表《忿怒》
、
《饕餮》以及《懶 6/4 19:30
默：懶惰》
惰》三則篇章。其中《七種靜默：懶 6/5 14:30
惰》於 2012 年首度演出，並獲得劇
場評論高度矚目及當年台新藝術獎
季提名。本次經典重製，將持續導演
高俊耀其特殊的肢體語彙與生猛精
煉的語言風格，直指當代社會的倦怠

高雄正港小劇場 駁二正

文化局

07-2225136#633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 文化局

07-2225136#633

港小劇場

空洞。

48.

一位渴望一份一生一世愛情的女
子；一位尋找永誌不渝戀情的男子；
在傳統的道德觀念下，這段愛情受到
了最嚴苛的考驗和犧牲。改編自法國
作家小仲馬的小說【茶花女】，是威
2016KSAF- 威
6/3 19:30
爾第最受歡迎、上演次數最多的歌劇
爾第：茶花女
6/5 14:30
之一。其通俗、引人入勝的情節，以
及劇中俯拾即是的優美詠嘆調，造就
它不朽歷史地位。2016 高雄春天藝術
節與國家藝術表演中心聯手打造，結
合國內外重量級的演唱家及國內劇

場界菁英，將打造具有濃濃台灣味的
《茶花女》，重新詮釋這不停搬演的
經典歌劇。

49.

原住民是個注重祭典儀式之族群，為
「105 年原愛 使都會區之族人能持續傳承優良文
主辦單位：教育部
聯 合 慶 豐 年 ~ 化，結合了政府、社區、部落資源凝
體育署、高雄市政
日期：6/4
前峰國中(高雄市岡山區
民 政 課 黃 梅 蘭
原住民族傳統 聚族人情感，透過樂舞競賽、傳統休
府
時間：上午 9：30 樹人路 1 號)
6214193 轉 239
運動文化祭」 閒運動競賽及大會舞，將部落優良文
承辦單位：高雄市
活動
化融入表演藝術空間，以達「樂在運
岡山區公所
動、活得健康」之理念。
五甲老人活動中心結合鳳山區慈善
團體等，辦理端午活動，如包粽樂、

50.

6/4(六)
端午節慶活動 變裝秀、闖關遊戲等，及結合志工「溫
9：00-12：00
情宅急便」送物資予獨居長輩及弱勢

五甲社區人文廣場
社會局
（鳳山區國富路 31 號）

家庭。

51.

將大樹三寶「玉荷包荔枝」
、
「金
鑽鳳梨」及「好山好水」推廣於海內
外，擴展國際市場，讓大樹區成為市
大樹區姑山倉庫（高雄市
「2016 高雄鳳
民及外地民眾品果嚐鮮及觀光休閒 105 年 6 月 9 日～6 大樹區大坑路 108 之 18
荔觀光季～美
高雄市
遊憩的好去處，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 日 10 日（共二
號）
、舊鐵橋假日市集（高
荔旺來在大
大樹區公所
宜居城市。
天）。
雄市大樹區竹寮路 109
樹」
規劃大型創意活動，以國際化呈
號）
現結合地方學校社團、社區表演，製
造新聞媒體露出議題，另安排免費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五甲老人活
動中心)
謝翠珮
07-7635569

倪慧婷
6512003*148

DIY 互動體驗，農特產展售區，設計
具有紀念價值文創商品，行銷 2016
鳳荔觀光季，吸引各地遊客到訪。

52.

53.

1. 為打破都市叢林繁忙，在塵囂紛
擾中取得平衡，爰齊聚高雄夢時
「第一屆高雄
代，擺脫累積之壓力，跑出屬於
6/5
城市迷你馬拉
自己的道路，辦理本活動。
05：30
松」
2. 路線：半馬祖 15K、挑戰組 8k、
休閒組 4.5K；參加人數約 4,000
人。
運用粘土、漂流木等素材，可讓參與
漂流木水手鴨 的小朋友活用肌肉，揉塑可愛的水手 6/5
盆栽收納盒 鴨加上小陶盆，就可以完成一個收納 09：00-12：00
文具小物的桌上擺飾。

54.

「105 年運動 為推廣健康親水運動環境，響應環保
i 臺灣-水域活 並鼓勵參賽者自發性創作，以樂活競
6/5
動–自力環保 賽活動方式，結合地方生活及文化，
10：00-11：30
造筏賽端午」 並激發民眾對海洋城市之熱愛，打造
水上活動
愛運動海洋之都

臺灣全民運動協會
陳鈺昕

高雄夢時代(時代大道廣 臺 灣 全 民 運 動 協
場)

0970-697-158

會
高雄市體育處
陳惠錦 07-7229449
轉 711

左營區福山里里民活動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
中心(高雄市左營區榮總
館杜金碧
育館
路 201 號)
8034473 轉 213

高雄市愛河（高雄市音樂
館前碼頭，鹽埕區河西路 教育局
99 號）

教育局胡中中
07-7995678 轉 3125

1. 教育局主辦、體育處及體育會
高雄市體育處蘇怡

承辦，迄今已逾 30 年。

55.

2016 高雄愛河
6/7-6/9
2. 全國端午節唯一與世界接軌結
端午嘉年華龍
14：00-18:00
合競技與傳統龍龍舟賽事，結
舟錦標賽
(暫定)

合愛河之美，營造高雄獨特的
端午佳節盛會。

愛河水域
(中正橋至高雄橋)

高雄市體育處

寧
07-7229446 轉 646

3. 首創結合龍舟拔河、自立環保

造筏、帆船獨木舟水域體驗等
系列活動，除延續傳統，亦以
新玩法翻轉傳統龍舟既定形
象，希望廣大族群玩樂龍舟。
壽山動物園於端午節當日將舉辦第
四屆「創意陸上龍舟大賽」：分為個
「龍孩兒划龍 人組及團體組，歡迎親子發揮創意設

56.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6/9(四)
高雄市政府觀光 徐
川
舟」壽山動物 計製作可在陸上移動的動物造型龍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上午 9 點至 12 點
局
5215187*515
園端午節活動 舟，參賽者需共同裝扮並於舞台上走
號
秀，將各取最佳設計、創意、人氣獎…
等獎項進行頒獎。
依傳統民俗龍舟點睛下水法事，灑淨
河港，祈求漁船滿載，漁民出入港平
安。

57.

6 月 9 日至 6 月 11 日龍舟競賽，共分
為公教組、公開社會男子組、公開社
會女子組、國中學生組、長青組，最
105.06.9-06.11
2016 高雄端午 高獎金 10 萬元。
AM09:00-PM10:00 林園區中芸漁港
中芸漁港傳統 6 月 5 日、6 月 9 日、6 月 10 日、6
(依實際賽程調
龍舟錦標賽 月 11 日下午 4:00，於鳳芸宮前沙灘
整)
舉辦「牽罟」體驗活動。
6 月 9 日下午 3:00-20:00 活動現場另
有包粽比賽、政令宣導攤位及海洋濕
地公園生態解說，晚上 7:00 舉行開
幕典禮，為 105 年中芸漁港傳統龍舟
錦標賽熱鬧揭開幕。

林園區公所

民政課黃雅絹
6412511 轉 206

雅

平和的午後，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蒙

58.

古兵來襲的謠言傳開了，爆發混亂，
大家驚慌奔逃，面對北方元朝蒙古人
兵強馬壯，不時南侵的戰亂動盪，壟
2016KSAF- 春
6/10 19:30
罩在可能亡國被統治的憂患意識中。
美歌劇團《彼
6/11 19:30
男女主角分屬不同族群文化，卻因戰
時我在等你》
6/12 14:30
亂而結合，又因親情而離散，呈現了
大時代的縮影。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文化局

07-2225136#633

高雄正港小劇場 駁二正
文化局
港小劇場

07-2225136#633

主演：郭春美、簡嘉誼、古翊汎、孫
凱琳、林芸丞

59.

改編自丹麥劇作家,安徒生筆下的”夢
2016KSAF-FO 神“的作品，劇中的奧列是一位能夠 6/10 19:30
CA 福爾摩沙 回朔時光的神奇老人。
6/11 14:30
馬戲團《奧列 劇中沒有台詞,演員藉由肢體以及馬 6/11 19:30
的奇幻旅程》 戲的相關元素,來嘗試呈現劇情內容, 6/12 14:30
希望帶給觀眾更大的想像空間！

明 日 方 舟 ： 伴隨著全球對人類環境的關注及反思， 即日起至 105 年 6 駁二鐵道園區
2015 高雄國際 2001 年起舉辦至今的貨櫃藝術節也通過 月 12 日
貨櫃藝術節 貨櫃作為載體，多元涵納關於城市居
住、空間、城市發展等的多重議題。
「明
日方舟：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展

60.

開對居住與環境的探討，邀請建築師將
貨櫃打造成一艘承載內省 及希望的方
舟，這個以方舟為名的貨櫃聚焦未來人
類之多元生存狀態，從反思人類所居處
的地球出發，到因應各種極端環境之生
活概念表述，直至為創傷後的人們提供

主辦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簡正怡
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高雄市
立美術館

5550331 分機 239

身心安頓的場域，讓我們對賴以為生的
城市有著更多體悟。

2016 年夏，由張曼娟與孫富叡聯手激
盪，國寶藝師「戲狀元」孫榮輝-武
戲編導，現代劇場郎祖筠-導演、京
2016KSAF- 一 崑藝術家溫宇航-戲劇指導，一心雙

61.

6/17 19:30
心戲劇團俠義 台柱-孫詩詠、孫詩珮主演，江湖仇、
6/18 19:30
奇情鉅作《青 恩人義、兒女情、青絲恨，以跌宕起
6/19 14:30
絲劍》
伏的人生為本、鎔鑄人性的嗔癡執
迷，是報復？是寬恕？是斷情？是續
愛？且隨〈青絲劍〉，看「一個無情
之人如何去愛？」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50 家事業單位，提供 1,200

62.

63.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
大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6/18
09：00

透過遊戲化和樂趣化的方式來提升
體適能趣味遊 學生的體適能，除了可以增加抵抗力 6/18
戲樂
和生活適應能力，也能擁有較佳的精 09：00-12：00
神體力來參與學習。
「從心出發． 本次為第 14 屆聯合畢業典禮，由 10

64.

6/18（六）
年度身心障礙 信義獅子會共同參與與舉辦，本屆畢 08:30~11:30
讓愛轉動」105 所早療單位共同策劃並結合高雄市

暨發展遲緩兒 (結)業的學童共有 107 位。活動內容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文化局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

勞工局
學校體育館(高雄市鳳山
訓練就業中心
區文橫路 51 號)

07-2225136#633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社教館中庭(小港區學府 高 雄 市 立 社 會 教
館杜金碧
路 115 號)
育館
8034473 轉 213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
心(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社會局
號)

社會局(無障礙之
家)
陳連嬌
8151500-222

童托育照顧服 包括播放畢業生成長記錄影片；畢業
務聯合畢業典 生上台接受畢業證書與畢業禮物；各
禮

參與團體串場表演等，展現小朋友活
力及早療服務成果。
以祈願娃娃為主題，讓親子間得以保
麗龍球及各式織布等素材集思廣益

65.

隨心所欲，從中尋求設計創作的靈
手創幸福祈願
6/19
感，融合各式素材創作，親情間體驗
娃娃
09：00-12：00
將創意巧思創作出另類的吊飾，無論
懸掛在室內外，無時無刻隨風起舞彷
彿舞者不停跳躍著。

信義國小二樓圖書館（高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
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2
館杜金碧
育館
號）
8034473 轉 213

『彈撥樂器』是西洋管絃樂團中所沒
有的，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居世界之
冠，無論是民間或現代樂團，都被大

66.

量採用，是極富特色的一種絃樂器，
其音色具有曇花一現的特性，卻又以
清脆、明亮的穿透力，襯托著其他聲
2016KSAF「不彈古調」 部。2016 高雄春天藝術節，高雄市國
6/19 19:30
高雄市國樂團 樂團將要以最具代表性的琵琶、柳
音樂會
琴、揚琴等樂器，全新創作，展現彈
撥獨有音色，以華麗新風貌橫掃於傳
統絲竹樂器中。本場特邀請經驗豐
富、勇於創新的中央民族樂團常任指
揮劉沙，自留俄期間即不斷地嘗試將
西方音樂語法融入傳統絲竹樂器音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 文化局

07-2225136#633

色中，透過與新生代作曲家頻繁的研
究、討論，激發出多元的音樂風格創
作，二度攜手，這次~只奏新曲、不
彈古調。

67.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20 家事業單位，提供 3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
中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6/22
09：00

自 2015 年首辦，是一場打破展覽及
博覽會藩籬的活動，以藝術家為單位
的小型個展，串連成大型聯展；而這
同樣也是一場快閃型的藝術博覽
會，不同於其他藝術博覽會的型態，
非以畫廊為單位的博覽會型態，而是
以未有畫廊經紀約之年輕藝術家為 6/24-6/26

68.

高雄漾藝術博
參展對象，跳脫參展限制及門檻，提 週五、六、日
覽會
供藝術家更多更自由的平台展現屬 10:00-20:00
於自己藝術「漾」貌!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的辦理旨在扶
植培育年輕藝術創作者之外，也提供
他們一個更多元的展售平台，以更自
由開放的型態展現自己的舞台，進一

大寮區公所 3 樓(高雄市 勞工局
大寮區鳳林三路 492 號) 訓練就業中心

駁二藝術特區蓬 B3+B4 倉
庫、駁二文創夥伴空間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99 號）

文化局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李亦梅
07-2225136#8562

步落實南部藝術產業的發展。

69.

「求職活力旺 現場約有 20 家事業單位，提供 300
就業你最棒」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
中型現場徵才 謀職。
活動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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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就業中心
高增月
7330823#408

與日本交流協會合作，以與日本黑澤

70.

明導演齊名之經典大導今村昌平導
高雄市電影館
今村昌平導演
6 月份(確切日期
演為主題，邀請 11 部珍稀拷貝至本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專題影展
未定)
館播映，預計播映《黑雨》
、
《日本昆
號)
蟲記》等經典影片。
為宏揚端午傳統文化，藉由節目表演

71.

72.

105 年度端午 及趣味競賽活動與本市長者共同歡 6/6 (一)10：00
節慶祝活動 慶端午佳節，特於節慶前夕辦理本項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
心(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社會局
號)

映演組 鄧心怡
07-5511211 轉 12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
蔡侑錚
07-7710055#3337

活動。
全球首創「光雕劇場」於壽山動物園
2016 壽山動物 暑期夜間童樂會隆重登場，並邀請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7/9(六)
高雄市政府觀光 徐
川
園暑期夜間童 YOYO 家族現下最受小朋友喜愛的哥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上午 9 點至 12 點
局
5215187*515
樂會
哥姐姐們與小朋友一同歡樂，氣氛渲
號
染全場，精彩表演為暑期夜間遊園。

雅

◎跨 5-6 月份

項次

活動名稱
2016 高雄獎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2016 高雄獎」共有近六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藝術家送件參加， 105 年 3 月 19 高 美 館 401 、 指導單位：高 高美館林宜秋
經過嚴謹遴選後，遴選出高雄獎 5 名、優選 8 名、觀察員獎 3 名以 日-

1

24 道線索

2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402、403
雄市政府
5550331 分機 247
及入選若干名。在財團法人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下，105 年 5 月 28 及多目的室 403 主辦單位：高
從 2015 年起增設「何創時書法篆刻類特別獎」乙名。由於歷年獲 日
雄市政府文
獎參展者後來都能活躍於藝術界，甚至進一步在國內外藝壇嶄露頭
化局
角，成績斐然，因此，熱愛創作的藝術家們，莫不將贏得這項榮譽
承辦單位：高
視為個人藝術創作生涯的重要象徵，廣納各路創作能手同場競技，
雄市立美術
讓一年一度的展覽會精采可期，成為海內外藝術界人士矚目的焦
館
點。
贊助單位：財
團法人何創
時書法藝術
文教基金會
呼應國際世界以人為本，崇尚自然與維護生態的潮流，「24 道線 105 年 3 月 26 高雄市立美術館 指導單位：文 高美館曾芳玲
索」呈現 24 位藝術家透過纖維材質的多元展現，線索象徵循線而 日101-103 展覽室 化部、高雄市 5550331 分機 240
105
年
6
月
26
入探索生命軌跡與故事，亦為人類的生命宇宙觀提供 24 種觀察的
政府文化局 高美館簡正怡
日
路徑，數字取借 24 個節氣亦為一日的時光，除反映材質與天象大
主 辦 策 劃 單 5550331 分機 239
地脈動緊密關聯也凸顯作品的手作時光感。藝術家以纖維材質特有
位：高雄市立
溫柔而細膩敦厚的語調，表現充滿現實感的土地倫理，並在社會議
美術館
題上呈現藝術家面對生活處境與全球變局的生命觀點，其間故事來
自日常民間與個人的經驗，有現實的積極性亦有避世的浪漫，有濃
厚的幻想，也有深刻的矛盾，呈現出迷人的節奏感。

1980 年代興起一股新的科幻小說體裁「蒸汽龐克」
，其風格的 3/31/-5/15

3

4

5

創作往往跳脫現實的科技文明，運用齒輪與蒸汽機械等創造 週一至週四
蒸汽龐克藝
駁二藝術特區 C5
超現實的顛覆性作品。現今當代藝術創作亦利用金屬工藝、 10:00-18:00
術: 進入過去
倉庫（高雄市鹽
齒輪機械作為媒材，此展覽將結合當代藝術與工藝的展示詮 ；週五、六、
的未來世界
埕區大勇路 1 號）
釋「蒸氣龐克」
，帶領觀眾重返懷舊金屬機械時代，猶如漫遊 日及國定假日
於 19 世紀科幻小說中的奇幻未來世界。
10:00-20:00

高捷鳳山西站內-「跟著查理布朗旅行趣」主題展示區，以全
「跟著查理布 視點空間設計，自出入口、穿堂層、月台層、無障礙電梯均
105.4.1
朗旅行趣」主 可覓尋查理．布朗及史努比的萌樣圖像，進入車站上、中、
至 105.8.31
題展示區
下層內，恰同查理．布朗及史努比伴隨同行。展示區於 4 月 1
日起正式對外開放，免費參觀。

文化局

張珮瑜
07-222513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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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高
雄市議會、高
雄市政府觀
高雄捷運橘線鳳 光局
觀光局柯靜芬
山西站內
主辦單位:高 7409810
雄 捷 運 公
司、傑迪斯整
合行銷公司

沉默風景：藝 「風景」一直是美術館相當重要的典藏主題，從傳統油畫、水彩或 105 年 4 月 2 高雄市立美術館 主辦單位：高 高美館羅潔尹
術視界的
水墨，到近年來大宗出現的地景創作與藝術人文景觀等，意謂了這 日301-304 展覽室 雄 市 立 美 術 5550331 分機 289
人文觀想
個主題為各時代的藝術家所偏好。本展彙集近百件精彩、難得的風 105 年 11 月 6
館
高美館應廣勤
景作品，包括繪畫或攝影、影片或裝置等表現模式，為大家講述跨 日
5550331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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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翻轉著大眾眼中平凡的世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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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撒古 105 年 4 月 23 高雄市立美術館 主辦單位：高 高美館曾媚珍
都蘭印象
流，流浪至以阿美族群為主的都蘭部落，在新東糖廠落腳創作，並 日105 展覽室
雄 市 立 美 術 5550331 分機 267
速寫一系列「都蘭印象」的手稿，這些手稿紀錄了撒古流當時客居 105 年 7 月 31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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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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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設計節』是一個屬於青年學子的育成展與創意競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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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本展以策展角度規劃展區及相關活動，匯聚各種創意形
式的能量，強化產官學三方資源合作，並以視覺傳達、數位
2016 青春設計 科技與遊戲、立體造型及產品設計、影音媒體創作、空間設
節
計等五大類項打造創意擂台。是的，用倔強當風帆，尷尬練
就勇氣，在這裡書寫青春，咱的未來咱設計！

駁二藝術特區大
4/29-5/8
週一至週四
10:00-18:00
；週五、六、
日及國定假日
10:00-20:00

1.雲端影展
4/2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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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青春影展每年提供全國影視及設計科系學生，一個重要
的短片競賽平台；實體放映將於 4/30、5/1、5/6、5/7，共四
2.戲院放映
「2016 青春設 天，於 in89 駁二電影院放映；還有青春影展雲端影展，民眾
(1)觀摩單元
計 節 - 青 春 影 可於 4/29~5/15 期間至 2016 青春影展官網影音平台觀賞所有
4/30 及 5/1
展」
入圍競賽作品。今年度增加影展觀摩單元，邀請潛力新導演
16:00~22:00
趙德胤及廖克發及實力派演員鄭宜農、莊凱勛短片專題，並
(2)競賽單元
請群星蒞臨映後座談與觀眾面對面互動。
5/6 及 5/7
10:00~22:00

勇 P2、P3、自行
車倉庫、7 號倉
庫；蓬萊 B3、B4、
B6 倉庫（高雄市
鹽埕區大勇路 1
號、高雄市鼓山
區蓬萊路 99 號）

文化局

柯奕祺
07-2225136#836
2

1. 雲 端 影 展 ：
2016 青春影展官
網線上放映
(www.yff.org.t
w)
高 雄 市 電 影 推廣組 李巧麟
2.戲院放映：
in89 駁二電影院
( 高雄市鹽埕區
大勇路 5 之 1 號)

館

07-5511211 轉 17

植物新樂園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藝術家的眼中，自然萬物都是他們 即日起至 106 兒童美術館 202 高 雄 市 立 美 高美館陳嬋娟
創作的靈感來源，本展以生命教育為主軸，透過自然觀察與藝術教 年 5 月 31 日
育，藉由植物的生命歷程、造形與色彩變化，從自然美學、材質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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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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覽 室 ( 高 雄 市 術館
鼓山區馬卡道路
330 號)

5550331 分機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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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時代的位移： 「高雄獎」從早期地方性的高雄市美術展覽會，經歷二十年的規劃 105 年 6 月 4 高 美 館 201-203 主辦單位：高 高美館魏鎮中
高雄獎 20 年 與變革，早已成為全國矚目藝術新秀進入藝術世界的重要舞台之 日展覽室
雄 市 立 美 術 高美館張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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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 月 9
館
5550331 分機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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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5550331 分機 272
共同經歷這風起雲湧、創意過招，競爭激烈的「高雄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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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舞台放映室

由於網路、媒體的成熟發展，我們處於一個隨時都接收外在
訊息的狀態，影像大量湧入我們的腦海，訊息像似「災難」 6/8-7/24
般大舉侵佔我們的記憶，影響著我們的視覺經驗。
「小舞台放 週一至週四
映室」邀請了 8 位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能觀察到某些源 10:00-18:00

駁二藝術特區 C5
倉庫（高雄市鹽

自媒體影像的元素結合個人經驗的想像，反映了當代被網
；週五、六、
埕區大勇路 1 號）
路、媒體包圍的資訊社會景象，每一件作品就像是一場奇觀、日及國定假日
電影。本展覽以一個電影放映室呈現，邀請大家來看「藝術 10:00-20:00
電影」。

文化局

陳品菡
07-2225136#836
4

憑駁二護照手環暢遊駁二境內四大藝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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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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四
單人手環 149 元，一人一環，限同一人單日使用，哈瑪星駁 10:00-18:00
駁二護照手環 二線限乘一次，其餘展覽不限進場次數。12 歲以下或 150 公 ；週五、六、 駁二藝術特區
分以下之幼童，與持身心障礙手冊及陪同者，可免購買手環 日及國定假日
參觀駁二場館，如欲搭乘哈瑪星駁二線蒸汽復刻列車者，另 10:00-20:00
需憑證至蓬萊區 B8 倉庫哈瑪星駁二線購買優惠票 149 元。購

文化局

駁二服務台
07-5214899

票請洽 C5、C7-2、B8、駁二哨船頭售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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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舊事鑑往知來──欲知駁二故事，必到「舊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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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四
開序幕，帶我們回到三百年前的福爾摩沙小漁村，在海底洋
10:00-18:00
流的空間氛圍中，打狗的發展一幕幕以新舊交融的影像出現
駁二舊事倉庫
；週五、六、
眼前。走上夾層，駁二藝術特區自 2002 年成立以來的各種文
日及國定假
物，打破時空限制，匯集一堂，第一張駁二邀請卡、第一件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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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二藝術特區大
義 C7 倉庫（高雄
市鹽埕區大義街
2-1 號）

李亦梅
文化局

07-2225136#856
2

1.週一至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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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8:00
為了保存百年倉庫的歷史場景和昔日鐵道運輸榮景，在百年 (17:00 停止售
駁二特區蓬萊 B8
蓬萊倉庫現場鋪設可載人的全國首創第一條固定式五英吋鐵 票)
高雄市立歷史博
哈瑪星駁二線
倉庫(高雄市鼓 高雄市立歷
道，呈現台灣近代電車，並在 B8 倉庫月台形塑車站大廳，讓 2.週五至週日
物館林雨勤
火車體驗之旅
山 區 蓬 萊 路 99 史博物館
民眾候車之餘，在大廳內聆聽哈瑪星百年鐵道故事，觀賞火 及國定假日
5312560#311
號)
車影片。
10:00-20:00
(19:00 停止售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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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敘譜：光 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的生命，經歷了其家鄉達瓦蘭部落從傳統使用 即日起至 105 高雄市立美術館 指導單位：文 高美館曾媚珍
的記憶－撒古 火跨越到使用電的過程。生活與各種儀式祭典裡如何使用火，以及 年 7 月 31 日 104 展覽室
化部、高雄市 5550331 分機 267
流個展
電力進入部落後，帶來的照明與生活型態改變之景象，都一一烙印
政府文化局 高美館林佳禾
在撒古流的內心深處，成為其創作的養分。其藉著一系列關於「火」
主辦單位：高 5550331 分機 249
和「光」的素描畫作與延伸之裝置，以「遠古的火‧石板屋」
、
「光
雄市立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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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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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寫字，玩書 本展策畫四個單元，探索漢字及其書寫藝術。所有古老的文字起源 即日起至 105 兒童美術館 201 高 雄 市 立 美 高美館洪金禪
法
於圖畫，因而最早的漢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還能一點就通，在 年 11 月 20 日 展 覽 室 ( 高 雄 市 術館
5550331 分機 306
於造字的原初概念源自觀萬事萬物象形而成。「字怎麼來」引領進
鼓山區馬卡道路
入漢字的世界，考驗想像力。常說字如其人，線條的流轉因其書寫
3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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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個性見其變化；而不同書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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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