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8 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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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運
動操場

茂林區公所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1) 提供本區傳統體育一個新的競
技平台，藉以讓傳統文化競技有

1.

高雄市茂林區
更多的傳承機會。
108 年第二屆區
03/01
長盃傳統射箭、 (2) 另藉由射箭活動之辦理，提升區
內運動風氣，強化區民體育知
壘球比賽

秘書室蘇臣逸
6801045#215

能，並培養良好戶外休閒之習
慣。
國外知名搖滾團體至本市國家體育
場辦理演唱會。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文化局
100 號)

2.

Maroon 5 演唱會

3.

響應政府提倡休閒活動，普及羽球運
2019 年滾水聯盟 動，提升競技水準。
盃全國羽球公開
3/1(五)-3/3(日) 高雄市滾水羽球燕巢館
賽

3/1(五)

P.1

運動發展局運動設
施科
楊宗恩
07-5829000 轉 3001
0921258968

滾水羽球推廣協會
高雄市滾水羽球
侯雁睿先生
推廣協會
0937687622

4.

5.

2019 臺灣向陽盃
明星公益棒球賽

2019 第十三屆維
士比盃愛河國際
鐵人三項競賽

(1)首屆向陽盃明星棒球賽選在高雄
市「澄清湖棒球場」舉行，結合公
益與慈善，將運動的正向感染力，
延伸到社會每一處角落。
(2)由臺灣向陽關懷協會、星星兒社
3/2(六)11:30
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市腦麻腦性麻
痺服務協會及藝人澎恰恰等共同
促成活動發起，募集發票兌換入場
券，讓球迷在看球賽事時，亦能投
入公益。
(1)本賽事於 108 年 3 月 3 日假愛河
水域及周邊道路舉辦，結合游泳、
自由車與路跑，今年因適逢 108
全國運動會，故該賽事亦為本市全
運會鐵人三項代表隊選拔指定賽
事。
3/3(日)06:00
(2)此次更加入廠商三洋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冠名贊助，結合政府與
民間的各項資源，有效推廣高雄、
行銷愛河，並提倡全民運動休閒的
健康觀念。

P.2

澄清湖棒球場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13 號)

高雄市體育會、臺
灣向陽關懷協
運動發展局競技運
會、星星兒社會福
動科
利基金會、高雄市
張家羽
腦性麻痺服務協
07-7229449 轉 302
會、高雄市政府運
動發展局

高雄市體育會鐵人
三項委員會
周進達副總幹事
0952969003
愛河及週邊道路

高雄市體育會
運動發展局競技運
動科
陳盈里
07-7229449 轉 303

歌劇是高度綜合性的表演藝術，對許

6.

多人來說充滿了無限的魅力。自古至
今，許多經典之作皆以愛情為主題，
月昇．樂昇－小 真實刻劃描述了人間百態。本場次
周末音樂會
「新古典室內樂團」規劃由知名女高
3/8(五)19:30
「歌劇中的愛與 音張瑞芬及男高音張玉胤，藉由劇場
嫉」
形式及精湛的演出，呈現許多歌劇選
曲中的經典畫面，並帶領大家進入歌

高雄市立美術館
甘佳玄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07-5550331#252
80 號)

劇名角內心，錯綜複雜、愛恨交織的
綺想世界。
一、主題：
女人‧女能—偏鄉女力出擊內涵：
1.多元面貌的農村女性
2.平權意識與社會參與
3.友善永續的在地關懷
4.尊重土地的食農教育

7.

【主要活動】
一、影展：
◎開幕影展：
3/8（五）

2018「高雄婦女 二、內容：
14:00-17:00
節」
（一）影展：開幕影片《回家》、其 【暫訂】
餘 7 部影片搭配主題精神，巡迴於偏 二、講座：
鄉播放，包括閉幕影片《最酷的伴侶》◎講座：
等。
3/16（六）
（二）講座：邀請網路紅人「快樂嬤」14:30-16:30
與孫女進行隔代間的對話，引發女性
在農村的各種議題。

P.3

一、影展：
◎開幕影展：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 7 樓
際會聽(高雄市前鎮區新
光路 61 號)（暫定，洽談
中）
二、講座：
◎講座：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女館演講廳（高雄市
三民區九如一路 777 號）

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社會局

活動中心【婦女館】
王君儀
07-3979672＃11

8.

9.

(1)為推廣桌球運動，提升少年桌球
技術水準，自 97 年起舉辦迄今邁
2019 全國少年桌
入第 12 屆，為培育基層選手的搖
球菁英賽暨青少
籃。
3/9(六)-11(一)
年桌球獎金賽
(2)108 年比賽項目擴及青少年選手
並邀請外籍選手參賽，增進國際競
爭力。
本市配合教育部高齡教育政策推動
樂齡學習中心，迄今已邁入十週年，
現已設置 39 所樂齡學習中心，180
個學習據點，提供本市 55 歲以上中
高雄市樂齡學習 高齡長者學習，讓高齡者經由學習、
十週年實施成果 增能、改變進而到服務社會，特辦理 3/10
發表會【樂齡十 本活動。活動由教育局主辦，39 所樂 09：00-12：30
載雄厲害】
齡學習中心參展，另邀請社會局、監
理所設攤宣導本市提供長者之服
務。以本市市民為對象，規劃辦理樂

台灣乒乓球總會
彭秀芳
高雄市五甲國小
07-3909432
體育館
台灣乒乓球總會 運動發展局競技運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動科
424 號)
宋慧英
07-7229449 轉 308

高雄市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教育局

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林茵睿
7995678#3096

齡中心成果表演、集點闖關、手作 DIY
攤位與公開說課等活動。

10.

邀請【高雄第一社區大學講師】
張美紅蒞臨演講。
講座：生命是一
禪，是一種生活態度，是身心的 3/10
場創意之旅
自主，是做生命主人的智慧學習，是 14：30～16：30
拿掉想像的面紗，直面人生的當下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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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演講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周明威
115 號）
8034473 轉 212

11.

12.

(1)橋頭糖廠健行:距離約 3.5 公里，
路線沿途有日式宿舍群、防空洞、
紅磚水塔等歷史古蹟，其中黑銅等
身觀音、社宅事務等古蹟為金馬獎
得獎影片「血觀音」拍攝場景。
(2)沿線安排日本浴衣體驗、汽球達
2019 體育季系列
人、泡泡歡樂 Go 活動:在廠長宿舍
活動─橋頭糖廠
3/16(六)07:00
前有日本浴衣體驗；在鐵園迷城規
健行趣
劃汽球達人、泡泡歡樂 Go 的親子
同樂活動。
(3)活動當日提供知名橋頭肉包 1 顆
及摸彩活動，摸彩品有液晶電視、
平板電腦、腳踏車、小米手環等共
超過 100 項的大獎。
在沁涼的春秋季，邀請具有音樂性演
出能力的藝術工作者或街頭藝人現
星光音樂咖啡廣 場表演，並安排行動咖啡車進駐，現 3/16
場
場布置休閒雅座，供民眾聆聽悠揚樂 19：00～21：00
音，品嚐香醇咖啡茶飲，與家人共度
悠閒雅致的週末夜晚。

13.

14.

藉由路跑競技賽、籃球運球上籃、跳
107 學年度「允文 繩、閱讀素養能力檢測、寫作能力產
3/17
允武」閱讀暨運 出測驗（國際組採英文寫作），培養
上午 8 時起
動達人競賽
規律運動習慣落實閱讀成效，增進學
生寫作能力的提昇。
用心陪伴。共同
PLAY-苓雅社區 辦理苓雅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開幕儀 3/19(二)
公共托育家園開 式暨兒童節系列活動開跑儀式
(暫定)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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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興糖國小
(橋頭區興糖路 19 巷 1
號)

運動發展局全民運
高雄市政府運動 動科
發展局
黃伸閔
07-7229449 轉 406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前庭廣場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陳俊學
115 號）

8034473 轉 215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 1 教育局
號）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吳政璁
7995678 轉 3057

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
心(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路 2 號)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
福利科黃亭綺
07-3373384

社會局

(1) 培養學生正確科學觀念及態
度，激發學生科學研究興趣與獨 (1)初賽：3/22～
立研究潛能。

15.

16.

4/10
(2) 提高學生科學思考力、創造力與 (2)複賽：4/25
2019 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技術創新能力，並增進師生科學 (3)公布得獎：
第 59 屆中小學科
4/2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教育局
研究機會，倡導中小學科學研究
學展覽
(4)開幕及頒獎典 720 號)
風氣。
禮：4/27
(3) 改進中小學科學教學法及增進
(5)參觀展覽：
教學效能，促使社會大眾重視科
4/27～5/5
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
學精神，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
由教育局與社會局、衛生局、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等單位共同合作，以本
108 年度高雄囡
3/23
市市民為對象，規劃辦理兒童節表演
仔節活動
09：00-12：00
活動、互動式闖關、親子手作 DIY 攤
位、親子共讀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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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國中教育科
張志遠
7995678 轉 3037

教育局
教育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社會局
幼兒教育科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 王允琦
720 號
物館
7995678#3067

以青少年多元社會參與為主軸，全國
唯一專以認識青年社團為主的嘉年
華活動，匯集南台灣 100 多個社團共

17.

同展現青少年活力與特色，創造青少
南社嘉-2019 高
年在休閒、公共事務、活動經驗等方 3/23（六）
雄市青年社團嘉
面的多元交流平台，呈現青少年如何 11:00-17:00
年華
從社團參與學習能力與獲得成長，引

高雄捷運鳳山西站出入
口 2 後方草坪(高雄市鳳
山區自由路、青年路一段
口)

社會局

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活動中心周庭鈺
07-7466900＃247

領正向參與活動之風氣。活動免費入
場，歡迎一般家庭親子一起來參與。

18.

大港開唱

「 2019

19.

詳情可上臉書粉絲頁：青瘋俠
大港開唱音樂祭將邁入第十一屆，在
高雄奠定了不可動搖的音樂祭地
位，也因這座城市獨特的海港魅力與
在地特質，成就了獨一無二的音樂祭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019/03/23( 六 )典氛圍；更是全國樂迷每年必參加的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2019/03/24(日)
音樂祭之一。自 2015 年復辦以來逐
號)
年擴大演出場域與演出名單，吸引全
台數萬名觀眾湧入；更有許多遠道而
來的海外樂迷趕赴朝聖。

為喚起民眾節能減碳之意識，訂於 3
月 30 日(六)舉辦「2019 Earth Hour
Earth 地球一小時」響應關燈活動，希望藉

3 月 30 日
Hour 地 球 一 小 由晚上 08:30~09:30 關燈 1 小時的行
17：30~21:00
時」活動
動，呼籲市民將節能減碳精神落實在
生活中，讓自己的一份小力量，化作
翻轉地球暖化的原動力。
P.7

文化局

夢時代百貨-夢想廣場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環保局
789 號)

孫浩鈞
07-5214899#206

綜計科 林凱文
7351500#2518

1. 正面肯定女性勞動者對社會經濟

20.

與家庭的無我付出，導正傳統習
俗對女性潛藏之性別歧視，落實
性別平等、職場安全政策。
108 年度勞動女
旗津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2. 為使年輕一代瞭解事件背後意 108/3/23 下午(暫
性紀念公園春祭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
義，今年特別與社團法人高雄市 定)
活動
路)
女性權益促進會辦理「勿忘影中
人」老照片收集計畫，感念台灣

勞工局

勞工局蔡郁俐
8124613#528

經濟奇蹟背後的無數無名英雌所
作的貢獻。

21.

邀請【傳揚行銷廣告公司 董事
長】雷蜀君蒞臨演講。
一個文武全能的女孩，在即將出
講座：您的影響
國求學之際，面臨家庭經濟驟變，一 3/24
力～黃金人脈關
夕間一無所有。雷蜀君一天打七份 14：30～16：30
係
工，只為協助家庭擺脫貧窮。最終，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演講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周明威
115 號）
8034473 轉 212

她在廣告行銷職場站起，成立公司，
成為廣告行銷達人。

22.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是一場由藝術
起步的教育跨界實驗，透過視覺藝
術、音樂、表演藝術，結合學科領域，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開啟臺灣教育的多元與創新。由全臺
2019/03/27(三)蓬萊區 B6 倉庫
跨領域美感計畫 22 縣市、177 所中等以下合作學校的
2019/03/31(日) (高雄市鹽埕區蓬萊路 99
用心組成，將用 100 堂創新課程、55
號)
部紀錄影片、30 組學生作品，一起建
構出教師、學生、教學場域的無限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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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引導學生透過漆彈比賽遠離 3C 產

23.

品，避免沉溺於手機遊戲和網路世
界，進而從事健康休閒娛樂活動，鼓
勵多元適性發展，並提升學子體適
能。活動中特別加入親子組競賽，以
期增進家庭生活和樂，健全親子身心
2019 校園暨親子
發展，營造幸福家庭氛圍，建立溫馨 3/30-3/31
神槍手—全國漆
祥和社會，達到陽光高雄、幸福城市 08:00-17:00
彈大作戰
及健康校園理念，同時達成全民運動
目標，將台灣打造成運動樂活島。分
大專組、高中組、國中組、親子組共
4 組，總隊數預計 228 隊，逾 1300
選手參與，是全國最大的漆彈賽事之
一。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多用途草坪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蔡福榮
115 號)

8034473 轉 206

衛武營都會公園榕園廣 運發局
場(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 教育局
449 之 1 號)
三信家商

三信家商
楊惠雅教官
7134057
教育局軍訓室
劉柏宏教官
7995678 轉 3125

為增進高雄市民眾與高雄市學子對
全民運動支持，響應防制藥物濫用及
全民國防政策，以樂活競賽活動方

24.

2019 高雄市體育 式，搭配探索教育活動主題；結合識
季『運動追青春! 圖跑讀城市活動，培養使用地圖和基 3/30
親子定向越野競 本定向技能，以多元、特色活動吸引 08:30-12:00
賽』活動
全民參與，讓運動走進市民日常生
活，藉以培養市民及學子良好運動習
慣遠離毒品，強化保鄉保土意識，增
進全民國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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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求職人多元的就業機會與途徑，
在地就業幸福加 同時為企業提供快速且便捷的徵才

25. 倍 - 中 型 現 場 徵 管道，降低招募成本。建立政府與企
才活動

勞工局訓練中心
108/3/30
9:00-12:30

業合作夥伴關係，促進雙方互動，以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15 勞工局訓練就業 (三民站)
號1樓
中心
黃淑慧
3837191 轉 16

提升大高雄地區之就業率。
(1) 全國創意宋江陣頭大賽: 來自

26.

27.

全台北中南部 8 支隊伍，傳承宋 1. 全 國 創 意 宋 江
陣 頭 大 賽 : 初
江藝陣文化，同時融合在地特
賽:3/30、3/31，
色、展現年輕創意。
2019 高雄內門宋
決賽:4/06。
高雄市內門區內南里菜
觀光局
(2) 豪華總舖師： 大四喜總舖師端
江陣
2. 豪 華 總 舖 園頂 8 之 8 號
出拿手好菜(需事先報名)。
師 :4/4 、 4/5
(3) 宗教藝術嘉年華: 大旗山地區 18:00( 需 事 先 報
中小學民俗文化大集合、三港 名)。
(北港、鹿港、東港)精彩陣頭。
每年 4、5 月螢火蟲點亮一盞盞的微
光穿梭那瑪夏林間，在星光閃閃的夜
2019 那瑪夏賞螢 空下，遊客們跟著專業導覽員探尋可
預計 4 月
季系列推廣活動 愛的火金姑，見證那瑪夏生態維護的
成果，浪漫螢光閃爍的景色將是遊客
一段難忘的旅程。

那瑪夏區

觀光局吳舒恩
07-7995678*1535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
高 雄 市 那 瑪 夏 區 所農觀課柯姿宇
公所
(07)6701001 分 機
133

壽山動物園每年皆辦理兒童/寫生比

28.

2019 壽山童樂繪 賽，4 月 2 日至 7 日，只要自備畫具
108/4/2-4/7
壽山動物園(高雄市鼓山
- 兒 童 寫 生 著 色 入園參加「2019 壽山童樂繪」，以動
觀光局
上午 9 時至 16 時 區萬壽路 350 號)
比賽
物園內的動物或景物為主題，進行創
意寫生比賽，當日繳件即贈送 2019
P.10

動物園管理中心
謝忠麒
07-5215187*513

動物集章冊(限量)。歡迎國小以下學
童踴躍參加，彩繪童年美好回憶。

29.

1.提供市民及學童創新、多元、趣味
的活動，將藝術人文與大眾科學普及
推廣，寓教於樂，使學童從遊戲玩樂
2019《打造路竹
中啟發感受力和創作力，增進對藝術
藝文科技城》系
108/4/4
人文及科學新知的興趣與熱情
列活動－
9：00~16:00
2.科普展示與體驗(20 攤)、兒童戲劇
藝想天開玩科技
與歌舞表演(10 組)、公益跳蚤市場
(10 攤)、美食攤位(20 攤)及大型遊
戲氣墊(9 組)供孩童玩樂。

30.

(1) 為推廣市民體育與攀登風氣並從小
培養此一運動，特舉辦本運動比賽， 4/4(四)
賽程中加入親子競賽相關元素，讓大 正 式 比 賽 時 間 與
「108 年度高雄
高雄市攀岩小館攀岩場
朋友、小朋友輕鬆認識攀岩及親身體 隔 離 區 關 閉 時
市第一屆全國兒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 94 高雄市體育會
驗攀岩樂趣，進而逐步提升國人攀登 間，以現場大會公
童抱石推廣賽」
巷 11 號)
能力，促進情感交流以達全民體育為 告為準，目前未公
宗旨，特舉辦本運動攀岩抱石賽。 告
(2) 攀岩親子抱石同樂。
108 年高雄囡仔
節系列活動「用 邀請在地劇團演出，透過戲劇情境對 4/4(四)

1.路竹區公所
南科管理局高雄園區行 2.科技部南部科
路竹區公所民政課
政大樓前前廣場
學工業園區管理
洪淑芬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
局
0928722008
路 23 號）
3.竹東社區發展
協會

兒福中心樹屋廣場（高雄 高雄市政府社會

31. 心陪伴 共同

話引領觀眾省思與認同，呼籲家長重 18:00-20:00
PLAY」兒童劇演 視並陪伴兒童成長。
(暫定)
出(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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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75
號）

運動發展局競技運
動科
戴黎玲
07-7229449 轉 31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局兒童福利服務
活動課王淳嫻
中心
07-3850535 轉 262

音樂、詩歌、舞蹈，長久以來即各自

32.

蘊積深厚內涵的藝術領域，如何將這
三個主體精華共冶一爐，呈現完美的
月昇．樂昇－小
調合實屬不易。新古典室內樂團藝術
周末音樂會
總監陳欣宜本場策劃以國內外詩與
「逐詩．頌樂．
4/12(五)19:30
音樂完美結合並具深度的代表性作
隨舞
品，邀請國內知名聲樂家，佐以舞
」
蹈、肢體及劇場形式呈現，帶領現場

高雄市立美術館
甘佳玄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07-5550331#252
80 號)

觀眾彷佛翻閱一幕幕令人感動的立
體詩篇，千萬別錯過！

33.

知名運動品牌 PUMA 自 2007 年起舉辦
「PUMA 螢光夜跑」，為全國首創並為
知名之夜間賽事，今年邁入第 13 屆，
2019 PUMA 螢光 賽事旨在推廣路跑運動，活動與公益
4/13(六)17:00
夜跑
結合，5 公里報名費捐助公益基金，
活動規劃 21 公里菁英挑戰、10 公里

高雄市夢時代購物
運動發展局全民運
中心時代大道
台灣彪馬股份有 動科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限公司
黃伸閔
789 號)
07-7229449 轉 406

螢光體驗、5 公里公益愛跑等 3 組，
活動參加人數為 7,500 人。

34.

2019 文藻外語
大學校園迷你馬

文藻外語大學舉辦校園路跑活動，希
望全校師生及本市市民在課業及工
作之餘，也能參加優質路跑活動，進
而培養運動習慣，藉由活動宣導「校
園減塑作環保」，達到減塑環保生
4/14(日)05:50
活。賽道規劃沿著河堤自行車道，往
返校區，活動規劃 10 公里挑戰、5
公里休閒、3 公里健走等 3 組別，活
動參加人數為 3,800 人。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文藻外語大學
9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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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發展局全民運
動科
黃伸閔
07-7229449 轉 406

國內知名電腦周邊零售業，也為高雄

35.

36.

37.

本地企業的順發 3C，首次在高雄辦理
路跑活動，活動與公益結合，本次活
Run for future 動結餘將全數捐助教育部教育儲蓄
4/14(日)06:00
順發公益路跑
戶，用來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活
動規劃 21 公里半馬、10 公里挑戰、5
公里休閒等 3 組別，活動參加人數為
3,000 人。
邀請【國學專家】周清河老師蒞
講座：品賞王
臨演講。
4/14
維、孟浩然織染
由周老師引領聽眾欣賞唐朝詩
14：30～16：30
的山水風情
佛王維與山水田園派大詩人孟浩然
的詩文丰采。

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演講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周明威
115 號）
8034473 轉 212

(1)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係專為國民
中學與高級中學學生舉辦的全國
性運動會。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2)為發展中等學校體育活動，促進
青年身心健康，提高中等學校學 4/20-4/25
生運動技術水準。

開幕典禮：高雄市現代化
7995678#3106
本府教育局、運動
綜合體育館（高雄巨蛋，
運動發展局運動設
發展局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施科
757 號）
溫治文
閉幕典禮：高雄捷運美麗
07-5829000 轉 3005
島站光之穹頂
0928727553

在沁涼的春秋季，邀請具有音樂性演

38.

運動發展局全民運
高雄國家體育場
順發電腦股份有 動科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限公司
黃伸閔
100 號)
07-7229449 轉 406

出能力的藝術工作者或街頭藝人現
4/20
草地野餐音樂會 場表演，並安排行動咖啡車進駐，供
15：00～17：00
民眾聆聽悠揚樂音、品嚐咖啡及草地
野餐，與家人共度悠閒雅致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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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體育及運動
保健科
王德正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野餐區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陳俊學
115 號）
8034473 轉 215

邀請【知名作家】苦苓蒞臨演講。

39.

40.

說的是愛情，其實講的是人性，在愛
講座：愛情的三
4/21
情的世界裡，無法分享，只能獨占，
不一沒有
14：30～16：00
所以在愛情裡，每個人都顯得不堪。
且看苦苓大師如何解說愛情!
(1)仿古春季開學祭祀至聖先師，傳
承「尊師重道」精神，培養學子
謙卑求學、感恩惜福的學習態
高雄市旗山區水
度，同時透過祈願，提升考生信
4/23(暫定)
資源宣導暨祭孔
心以便專心應試獲得佳績。
09:00~12:10
祈願活動
(2)宣導正確節水的理念與傳達水源
保育知識給學子及民眾，養成節
水愛水的生活習慣。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演藝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育館
周明威
115 號）
8034473 轉 212

高雄市旗山孔廟
(高雄市旗山區公園 1 號)

旗山區公所

旗山孔廟唐殷章
07-661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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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籃籗會

意義，分別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 農曆 3 月 23 日場
祖生日)、八月十四日(中秋節前
次
夕)，以及九月十五日(義民爺生
岡山區河華路巨輪路
4/26 18:00
日)。籃籗會所販售內容可說是傳統
(河華路-巨輪路)
與現代兼容並蓄，民眾可參觀傳統竹
4/27 24:00
製品、草藥、牛犁、漁網的攤販，同
時還有時下夜市常見的雜貨、特色小
吃、趣味遊戲、服飾等豐富且多元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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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區公所

經建課 郭庭宏
07-6214193#176

為促進族群融合及鼓勵新住民朋友

42.

43.

參與多元休閒活動，提供展現歌藝平
台，以培養音樂美學素養，營造家庭
異國風華．台灣
和樂生活。比賽分新住民組 36 名， 4/27
加油—2019 新住
演唱國語或台語歌唱，及新二代親子 13:30-17:30
民歌唱比賽
組 15 組，演唱母國歌曲。預計參賽
選手 66 位、觀眾 500 名，為國內少
有的新住民大型歌唱比賽。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演藝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 館
( 高 雄 市 小 港 區 學 府 路 育館
蔡福榮
115 號)
8034473 轉 206

建築是什麼？簡單講，解決基本「住」
的問題，遮風擋雨庇護所。但建築從
來不只是棲身，更指涉政治權力、宗
教精神、文化思惟及記憶裝載。它是 2018/4/28-2019/
人類文明縮影，社會價值觀體現，美 9/1
學發展的時代見證。
兒童美術館
本展的目的不在於學習建築語言，認 週 二 至 週 五
兒童美術館
識流派，而是重新點燃想像火焰，激 9:00~12:00
洪金禪
你好！我的小屋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07-5550331-306
發好奇與熱情。在展場中，透過建築 13:30~16:30 （ 中
330 號)
師與藝術家合作小屋，進行觀察、探 午休館清潔維護）
索與體驗：建築如何傳達訊息。重要 週六、日
的是，建築如何表達空間、場所的靈 9：30-17：30（中
魂。為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領略 午不休館）
「建築會説話」的原因；以及，在資
訊科技發達、環境危機年代，我們究
竟想要什麼樣的建築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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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3-4 月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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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由 2008 鼠年起
至 2019 豬年進行為期十二年的「感
動生肖藝術家彩繪」助學活動，每年
以「生肖」為題，廣邀國內外藝術家
參與彩繪，將「感動生肖藝術品」推
薦給台灣社會各界天使們收藏，募款
所得全數投入基金會在全國各縣市
的台灣文化色彩教育課程。自 2013
年起基金會發展「小感動生肖學童彩

2018/12/27-2019
台灣色・感動生
高雄市立美術館
/4/7
學」計畫，培訓全國藝術師資，透過
高雄市立美術 柯念璞
肖—學學地方色
本館 9:30-17:3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07-5550331-293
各地學校的積極參與，截至 2018 年
館
彩教育特展
號)
繪活動」
，與教育部合作「藝起來學

1.

已累計 2 千多位國小教師參與，甄選
出 509 校文化色彩種子教師，帶領逾
3 萬名學生參與彩繪創作，展現出台
灣多元的文化色彩及豐沛的創作能

量。因應未來全台各校參與「藝起來
學學」計畫的需求殷切，基金會今年
匯集十二年感動生肖藝術品，並以色
彩教育結合高美館精選典藏作品及
生態園區攝影作品，展出高美館匯聚
的地方及藝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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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首座重現「當代恐怖漫畫大師 2018/12/29（六）

2.

伊藤潤二
恐怖體驗展
絕命逃走中

-伊藤潤二世界觀」的恐怖體驗展 -2019/03/03（日）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驚典篇章重啟新頁，再現高雄駁 (除夕休館)
大勇倉庫群自行車倉庫
二！
10:00-18: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2018 年底、跨年度，挑戰你最不 （17:30 最後入
場）
想面對的感官體驗！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文化局

黃筱婷
07-5214899#502

讓創意發泡 顛覆想像的泡泡樂園
全台首創以泡泡為主題的情境式

3.

2018/12/29（六）
展覽，甩掉課本丟掉書包！科學原
-2019/04/07（日）
理簡單說！泡泡藝術超好玩！瘋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除夕休館)
瘋狂泡泡實驗室 狂泡泡實驗室打造大人與小孩同
大勇 P2 倉庫
10:00-18:00
樂的科學藝術空間，從童趣好玩的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 17:30 最 後 入
泡泡延伸至背後的科學知識，除了
場）
擁有超好拍的夢幻打卡場景外，還
有顛覆想像的泡泡樂園。
本次展覽透過臺灣原創動畫、漫

4.

懷舊記憶

畫、插畫作品勾勒出懷舊的記憶，
藉由不同的故事背景喚醒記憶中 2019/01/05(六)對過去的憧憬，憶起溫暖的童年回 2019/04/28(日)
憶，也呈現不同創作者對於記憶中
的家鄉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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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動漫倉庫

5.

藝術，在這裡

「城市如果沒有美術館，那就是貧窮
的」
，有人如是說。美術館的存在，
增添了城市的魅力；而有美術館的城
市則是幸福的。它是一處擁有與眾不
同的視覺之地，人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藝術家千奇百怪的點子，創造性的展
覽。它張開雙手，歡迎所有的人。
只是，走進美術館除了賞畫，還能做
什麼？歷經千百年的推移演進，美術 2019/01/12館從私人貴族收藏到開放公眾參
2020/05/31
觀；從珍奇屋到白盒子，早已不只是
研究、保存、展示與教育的單一場 兒童美術館
所。隨著時代發展，亦集聚休閒娛 (高雄市鼓山區馬
樂、時尚社交與討論社會議題的多元 卡道路 330 號)
洪金禪
空間，同時也是進步城市發展的指 週 二 至 週 五 兒童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
07-5550331-306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330
標。嚴肅的藝術美學/沉浸式的美感
9:00~12:00
館
體驗；深度的知識形塑/輕鬆的參與
號)
學習，在新世代的美術館交織上演。 13:30~16:30 （ 中
但時代無論如何變遷，藝術品依然是 午休館清潔維護）
美術館的靈魂，城市的文化圖像。蒐 週六、日
羅藝術家心血結晶，實為核心價值。 9：30-17：30（中
那麼，美術館如何收藏藝術品？藝術
午不休館）
品到了美術館後，放在哪裡？如何進
行藏品管理？藝術有沒有賞味期？
本展「藝術，在這裡」顛覆你對美術
館的想像，揭開神祕的典藏作業，和
大眾分享高美館豐富的館藏。此外，
邀請你從藝術作品中，探索藝術實踐
精神，發現材料與物件的關係，體驗
創作樂趣，並從各項教育活動中，發
掘美術館多樣面貌與多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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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時序豬年，邀請藝術大師莊

6.

普創作「感動豬」素胚，以圓渾飽
滿的大小球體，象徵「福」與「富」
，
搭配圓柱形的鼻子與半圓形的耳
「感動豬」兒童 朵，期盼迎接福氣富貴的新年，並
鼓勵國中小優秀藝術種子教師帶 2019/1/24高雄市立美術館
暨青少年彩繪
高雄市立美術 盧妙芳
領學生找尋代表各校的五個家鄉 2019/4/7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高雄特展
館
07-5550331-245
文化色彩，透過創作建立孩童在地 本館 9:30-17:30 號)
情感與認同。本展將展出高雄市、
台南市、嘉義縣、南投縣、雲林縣、
屏東縣逾千件兒童彩繪「小感動
豬」作品，展現出各校多元的色彩
觀察及豐沛的創作能量。
展覽採一個線性時光回溯的內容
規劃設計，從霹靂核心主角素還真
作為第一人稱起始，回視整個霹靂

7.

霹靂藝術科幻特 三十年的豪情萬丈與武林俠義，透
展
過直觀式的手法，帶大家勇闖霹靂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Pili Fantasy 的時空與故事，在墜入霹靂異空間 2019/02/01( 五 )蓬萊區 B4 倉庫
World of Puppet 的同時，感受到霹靂布袋戲的傳承 2019/04/07(日)
(高雄市鹽埕區蓬萊路 97 號)
Art
使命與創新精神。結合本土科技團
隊、新銳設計師、與跨界台灣品牌
產業，希望透過更大維度的合作與
對話，帶出台灣傳統藝術的更多重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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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8.

2019 高雄獎

「2019 高雄獎」經過指標性的大
規格翻新，從擴大參賽資格，將徵
件類項轉型為五大類，高雄獎獎金
更提高至 50 萬，另將參賽件數從
3 件改為 1（組）件。本屆「高雄
獎」的重大變革，反映了高美館始
終致力於思考如何在當代藝術脈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 魏振中
絡紛陳的創作環境下，藉由徵件機 2019/2/2–2019/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制的逐步轉型，提供藝術家一個能 3/30
07-5550331-284
館
號)
夠完整實踐創作理念的平台。未
來，「高雄獎」除了持續關注、回
應當代藝術的多樣性發展，更期望
所有得獎藝術家在「高雄獎」的榮
譽加值中，於日後創作的道路能夠
持續不輟，將「高雄獎」的榮耀予
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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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造就了人類的歷史。為何人類

9.

選擇遷徙，背後又是什麼樣的動
力？延續 2018 年於臺東史前博物
館及台北植物園所發生的駐地創
作及展覽，本計畫把展覽化為行動
來到了高雄市立美術館。將聚焦在
討論區域間移動與遷徙的過程及
移動與遷徙--從
2019/2/23-2019/ 高雄市立美術館
相互的影響，從時間、空間、地理、
高雄市立美術 吳慧芳
地方到他方的故
5/19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07-5550331-239
植物、生活方式、文化及科技的任
館
本館 9:30-17:30 號)
事
何一個角度揭露我們不熟悉，甚至
不曾看見、聽見的景象、聲音、故
事，也同時反映各族群在現今社會
及環境所面對的問題，探究藝術家
又是如何看待歷史，並從自己所屬
的社會與族群找出被遮蔽的內容
及真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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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人與生俱來天性本能，因

10.

愛老虎油

為愛的情感既濃烈又矛盾，靈感與
想像從中激發，因此成為藝術創作
中普遍的主題。從不同身份 -單
身、情侶、夫妻、同志、親子等的
心境或雙人相處的經驗出發，以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019/02/28( 四 )「愛」為題，為「愛」發聲，透過
大勇 C5 倉庫
2019/04/14(日)
藝術創作回應我們生活裡各種不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文化局

吳梅希
07-5214899#512

同的愛的面貌，呼應社會倫理、婚
姻、兩性關係、慾望、自我認同乃
至多元性別平權現況的討論，以反
思愛的定義「愛是什麼？為何相
愛」。
各檔節目演出地點詳參
文化局官網節目總表
(https://reurl.cc/MXlzW)

每年三到七月，以「國際.在地.
創新.多元」塑造出城市形象，匯
聚國內外傑出表演藝術家與技術
團隊，在高雄創造出令人難忘、充
滿感動地欣賞體驗，獨具魅力的生
11.

2019 高雄春天藝 活氛圍。
3 月~7 月
術節
節目總表及詳細節目介紹詳參文
化局官網
(https://reurl.cc/MXlzW)及臉
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ao
hsiung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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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表演產業
中心】
文化局、高雄
07-2225136#633
市愛樂文化藝
高雄市愛樂文化藝
術基金會
術基金會
07-7436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