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106/9/8

高雄市政府 106 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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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時間：14：30
★9/3 我的名字

1.

為拉近台灣與新南向國家在社會、文 叫可汗(印度) 保
化上的距離，強化國人與南向新住民 護級/演藝廳
之連結，推展多元文化，9/3-10/1 ★9/10 一路有你
每週日下午 14：30 在本館演藝廳及 (馬來西亞) 普遍
演講廳播映系列東南亞國家影片，精 級/演藝廳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演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遠 近 之 間 - 東 選印度、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新 ★9/17 撞鬼那件
高雄市立社會教
藝廳或演講廳
館鄭玉屏
南亞影展
加坡等國家電影播映。藉由各國電影 小事(泰國) 保護
育館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07-8034473 轉 209
的詮釋，增進民眾對東南亞國家歷 級/演講廳
史、社會、文化上之認識，拉近彼此 ★9/24 西貢保鑣
距離。9/3 及 9/10 活動前 100 名入場 出任務（越南）輔
者贈小禮物乙份，現場拍照打卡還有 導 12 級/演講廳
送好禮喔！
★10/1 我們的故
事 1（新加坡）保
護級/演講廳

更新日期：106/9/8

草衙道-聚客

2.

3.

4.

5.

勞工局協助身障創業(作)設計師共

創「用心良品」,為協助其販售精心
活動系列之
製作的商品，與草衙道大魯閣百貨公 9 月 9 日至 9 月 10
一:
司專案合作於戶外廣場辦理「用心良 日 15:00-22:00 大魯閣戶外舞台區廣場
「用心良品」
品」商品展售及月光電影院活動，身
展售及月光電
障創作設計師將於現場介紹自製商
影院活動。
品。
9/9 16:00~19:00
辦理 Pinuyumayan 故事音樂會及五燈 Pinuyumayan 故事
BulayBulay 高
之星懷舊音樂會，邀請各原住民知名 音樂會
原住民故事館
雄市原住民族
歌手同臺演出，將帶給觀眾最原汁原 9/10 19:00~21:30 (前鎮區翠亨北路 390 號)
藝術節
味的原民饗宴。
五燈之星懷舊音
樂會
運用舊鐵橋生態濕地園區寬闊場
高雄市大樹區舊鐵橋濕
域，辦理水質監測闖關活動，讓民眾
2017「世界水
9/9
了解河川水質保護重要性並推廣水
地(高雄市大樹區竹寮里
質監測日」
08：00 至 12：00
污染防治環境保育觀念，而達共同保
竹寮路 109 號)
護地球珍貴水源之最終目的。
1.提升高雄市原住民族音樂演出品
質，激發原民音樂創意發揮，增加
產業及原民音樂曝光。
2.整合文創產業及產品共同銷售，提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
9/9(六)
草地音樂會
升經營績效，讓產業發展更專業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
16：00
化。
路 390 號）
3.創新音樂市集活動，讓都市原住民
能有定期聚會的場所。
4.透過常態樂舞表演平台及市集經

勞工局

原民會

環保局

原民會

勞 工 局 陳 怡 伶
8124613#539

原民會
吳柏瑋
7995678#1719

環保局 侯遠德
7351500-1317

原民會陳趙祥麟
7406511 轉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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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活動辦理，提升原民產品形
象。

6.

展現高雄市社會局長期關懷與培力
婦女增能成效，並積極發揚女性創業
女力經濟假日 精神，提升婦女或團體在社會上的能 9/16（六）
市集活動
見度。活動內容包含逛市集×看表演× 11：00-19：00
聽講座×Go 購物×送好禮×親子 DIY 等

草衙道-水驛廣場(高雄
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 社會局
號)

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活動中心李偉花
7466900＃269

高雄國家體育場

鄭峰茂
5829000#3012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活動。

7.

結合縣市政府及企業支持，培訓地區
代表隊成員，提升足球技術水準，強
2017 台灣企業
化足球運動團隊實力，選拔優秀隊伍 9/16
甲級聯賽(第
及球員參加國際比賽，掀起高雄足球 13:00
三循環)
熱潮及帶動運動城市觀光周邊消費
產值。

高雄市體育處

陳
建
-0925699716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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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2017 高雄市風 透過水域活動賽事及水域活動體驗
景區水域遊憩 遊程之辦理，並整合相關水域遊憩資
推廣活動
源，提供遊客多元且優質的觀光服 9/16~10/10
~ 愛 上 水 高 雄 務，加深高雄水岸城市印象及提升觀
WeCan 樂游遊 光產業效益。

提供女子足球選手一個專心訓練的
環境，透過社會聯賽（臺灣木蘭聯
賽），共同成為全面引領女子足球發
2017 台灣木蘭 展讓球隊深耕地方，致力於創造一個
9/17
女子足球聯賽 優質且親切的競賽環境，滲透於地區
13:00
(第三循環) 居民的內心，增加市民企業參與感與

蓮池潭、金獅湖、旗津、
觀光局
愛河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體育處

一體感，建立一個擁有夢想與希望的
聯賽。另搭配小陽信希望種子足球節
活動培養基層觀眾群。

10.

以「珍惜醫療資源，健保服務帶著
走」
、
「電子煙防制知能」
、
「傳染病防
106 年度衛教
治」
、
「食品資訊素養」及「送子鳥資
主軸巡迴宣導
訊服務網」等 5 大議題為主軸，建立 9/17
活動－「守護
民眾正確的健康觀念。當天活動包含 16：00
健康衛你著
闖關遊戲、摸彩活動、社區、學校及
想」
歌手演出，鼓勵民眾參加，讓正確的
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觀念向下紮根。

觀光局王儷儒
7995678-1553

鄭峰茂
5829000#3012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陳
建
志
-0925699716

漢神巨蛋購物廣場
(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

衛生局

衛生局洪瑜禪
7134000#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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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秀出壓箱寶自創造型，華服裝扮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11.

風華再現，分享動人故事，志工陪伴
長青中心 20 紅毯走秀健康律動，身心機能活化，
週年慶-「風華 秀出健康好氣色，增強能量歡慶佳 9/20 (三)
再現 20 年」活 節。活動內容包含金鑽佳偶華服秀、 09：00-10：00
動
懷念金曲歌舞秀、花枝招展才藝秀
等。

務中心(五甲老人
活動中心)謝翠珮
7635569

12.

106 年國民體
提倡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理念，推動友
育日-高雄市
9/23
善城市，展現陽光都市清新形象，並
全民運動嘉年
08:00
華
提升市民體能及提供正當休閒活動。

13.

動物保育員每天都需花很多時間與
「老師真偉 飼 養 的 動 物 相 處 及 作 動 物 行 為 訓
大」
練，為配合九月份主題-紅毛猩猩，
壽 山 動 物 園 壽山動物園特別於 9 月 23 日提前辦
106 年 教師 理教師節活動，讓大家感受教師(保
節教育推廣活 育員)的偉大。當天上午還有一系列
動

精采活動，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參
加。

9 月 23 日
09:00-12:00

五甲社區人文廣場
（高雄市鳳山區國富路 社會局
31 號）

高雄市中正運動場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

高雄市體育處

陳冠瑋
7229449#641
高雄市體育會
謝唯望-7266847-8

觀光局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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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合環保署 106 年秋季擴大淨灘活
106 年秋季淨 動，並結合當地環保人士，公民營機
9/23(暫定)
灘
構，學生及志工團體落實海岸淨灘工
作

林園(暫定)

15.

1.珍惜水資源宣導
106 年珍惜水
2.表揚活動
資源宣導暨表
3.水資源小學堂
揚活動
4.闖關遊戲

阿公店水庳廣場
(燕巢區西燕里工程路 1
號)

16.

1. 網球運動為國際主流運動之一，
高雄海碩盃屬 ATP 挑戰賽系列中
最高等級，比賽等級及總獎金
（12.5 萬美金）均於本市創下台
2017 年高雄海
灣男子網壇史上獎金最高之紀
碩國際男子職
錄。
業網球挑戰賽
2. 本賽事由國際男子職業網球協會
與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主辦。。
3. 高雄海碩盃冠軍可得 125 分，更
勝大滿貫賽 32 強的 90 分積分，

9/30 日 19:00

9/30 至 10/8
賽程及時間尚未
公布，以官網公告
為主，
http://www.oect
ennis.com

高雄巨蛋

環保局

環保局 陳昱穎
07-7351500-2504

燕巢區公所

社會課/詹淑惠
6161411-175

高雄市體育處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郭姿吟
02-2772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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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容小覷。賽制為單打會
內 32 籤會外 32 籤、雙打 32 籤，
本賽事吸引約 60 名世界排名前
200 名之選手參加。於本市舉辦可
全面提升知名度與高度曝光度，
宣傳本市健康、幸福城市形象。
4. 本賽事自 2012 年起於本市首度辦
理，台灣好手齊聚一堂。除讓台
灣網球迷觀賞高強度及水準國際
性職業網球賽。舉辦至今均未銷
售門票，而秉持公益精神採捐贈
發票兌換入場券免費進場觀賽，
所得發票全數捐贈弱勢團體以做
為社會公益用途。

17.

配合 2017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10 月
份假哈瑪星辦理觀光市集、尬舞大賽
及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速大賽，並將
9/30-10/1、
哈瑪星地區打造成遊樂園，於街區內
2017 生態交通
10/7-10/8、
設置趣味闖關遊戲，讓親子共同於哈
全球盛典「奔
10/14-10/15、
瑪星街區內輕鬆玩樂、以年輕人最愛
跑吧，哈瑪星」
10/21-10/22、
的密室脫逃遊戲，將哈瑪星文化設計
10/28-10/29
為題目，讓遊客藉由解謎過程，深入
了解在地特色及文化，並安排街頭藝
人表演，豐富哈瑪星。

鼓山區濱海二路、西子灣
觀光局
觀景平台

觀光局周嘉盈
7995678-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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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為國際 NGO 組織 ICLEI 創立之

18.

「生態交通聯盟」一員，為我國第一
也是唯一加入的城市，並由市長陳菊
接任主席，聯盟每兩年舉辦一次生態
交通全球盛典，為國際性的盛大活 10/1-10/31
2017 生態交通 動，包含哈瑪星生態交通示範社區、
全球盛典
生態交通世界大會、在地文史表演活 10/1 15：30
動、低碳運具及環境教育展覽四大活 (盛典開幕嘉年
動主題，將邀集各國城市代表、專 華)
家、學者等共同分享研討推動生態交
通的經驗，推廣宜居、共享、智慧的
城市治理模式。

交通局
駁二蓬萊倉庫群與哈瑪
交通局程耀輝
(本府各局處與交
星
2299825 轉 652
通部、ICLEI 合辦)

今年第三屆「2017 高雄吉祥物 PK
戰 3.0 海外大進擊」，吉祥物將邁向
國際、以「萌」會友。

19.

10 月 1 日結合「生態交通全球盛
2017 高雄吉祥
典」，以綠色運具概念設計闖關遊
物 PK 戰 3.0 海
戲，邀請高雄公私部門及國外吉祥物 10/1 16：30
外大進擊-闖
等「萌友」們同台闖關 PK。
關 PK 戰
無法到場的粉絲，請鎖定「高雄款」
臉書收看活動直播喔~~
詳洽活動官網:

高雄哈瑪星濱海一路

新聞局

新聞局盧怡如
331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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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017pk.tw
或高雄款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bravo.
Kaohsiung/

岡山的籃籗會至今已逾二百餘年，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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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2:00
農曆 8 月 14 日 夕 ) ， 以 及 九 月 十 五 日 ( 義 民 爺 生
至
籃籗會
日)。籃籗會所販售內容可說是傳統
10/3 24:00
與現代兼容並蓄，民眾可參觀傳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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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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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為慶祝長青中心成立 20 週年，特編
長 青 中 心 20
印「我的 3D 時光-長青中心 20 週年
週年特刊發表
10/5（四）特刊」
，完整記錄長青中心 20 年來業
暨長青 20 年
10/24（二)
務推展方案變化，並收集 20 年來各
時光展開幕活
09：00-16：00
項活動照片，規劃『長青 20 年時光
動
展』，以老照片喚起長輩美好回憶。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8 樓黃
金藝廊
社會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
路 51 號）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黃于珩
771005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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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原住

2017 第八屆全 運動會為期兩天，活動內容包含，聯

22.

23.

24.

國原住民大專 誼、文化之夜、主日聯合禮拜，以及 10/7、10/8
學生文化交流 重頭戲─運動賽事諸如籃球、排球、 9:00-17:00
暨運動會
徑賽及拔河等。

2017 高雄左營 迓火獅、功炮城、火獅出巡、廟宇文
萬年季

化體驗、台客舞比賽

民事務委員會、財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
原民會張淵智
團法人台灣基督
學、高雄市中華電信所
799-5678#1717
長老教會原住民
教會

10/7-14
假日 10：30-21：
30
左營區蓮池潭場域
平日 18：30-21：
30

民政局

民政局陳思琪
7995678*5064

從島嶼周圍往復拍岸的潮水為想
像，探討南島語族以海洋為載體的流
徙歷程，如何成就他們自我生命的核
南島當代藝術 心，並藉此觸及全球化的當代經驗。
展

美術館展覽組簡正
指導單位：文化局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1-103
怡
主辦單位：高雄市
106/10/7-107/2/20
展覽預計邀請三組來自紐西蘭、巴布
展覽室
Tel:
立美術館
亞新幾內亞與斐濟的國際藝術家與
07-5550331#238
三組國內原住民當代藝術家展出多
元媒材的創作。

1.透過此活動行銷，強化產業發展及
觀光能量，提升遊憩服務，部落觀
真 愛 玉 見 你 . 光躍升能見度。

25. 萬人喜愛玉促 2.透過原民市集攤位的展售，行銷高
銷計畫

雄市原鄉農特產品與觀光旅遊套
裝遊程，有效發展農特產品採購與
部落觀光。

10/9-10
(一、二)

哈瑪星

原民會

原民會王稏穎
7406511 轉 725

更新日期：106/9/8

歡慶國慶日，壽山動物園於 10 月 10

26.

國慶有禮半票 日推出門票優惠方案，當日入園各票
優惠
種一律半價優待（即全票 20 元、半
遊園趣
票 10 元）
，歡迎民眾闔家趁著秋高氣
爽的好天氣來動物園遊玩！
高雄市辦理中 邀請各界及市民朋友齊聚在漢神巨
華民國 106 年 蛋廣場，一起雙十閃耀、看本市社團

27. 國慶日-「雙十 活力表演歡渡國慶，感受國家生日快
閃耀‧璀璨高 樂的氛圍。
雄」

10 月 10 日
09:00-17:00

10/10（二）
15：00-16：00

28.

「幸福 99-免費遊壽山動物園」：10
壽山動物園
月 11 日至 10 月 15 日，65 歲以上長
106 年
者及其陪伴者一名免費遊動物園。65
重陽節優惠活
歲以上長者於動物園禮品店購物可
動
享 9 折優惠。

29.

106 年長青卡
1.長青卡拉 ok 初賽
拉 ok 歌唱比
2.國民年金宣導
賽初賽

30.

規劃各級學校程式教育，推動邏輯運
前瞻數位‧翻
算人才扎根、實現翻轉教育思維課
轉
程，培育高雄數位科技學子、推動本
城市-2017 智
10/13-10/14
市資訊教育科技，展現資訊融入教學
慧未來校園資
成果、打造高雄智慧城鄉活絡，建立
訊教育園遊會
創新未來科技連結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

觀光局

漢神巨蛋戶外廣場（高雄
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社會局
號）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社會局陳雅欣
3368333#3851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5 日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

觀光局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10/13 日 8:30

民眾活動中心
(燕巢區南燕里中興路
427 號)

燕巢區公所

社會課/詹淑惠
6161411-175

MLD 台鋁（高雄市前鎮區
教育局
忠勤路 8 號）

教育局吳威志校長
7995678#3119

更新日期：106/9/8

為使學習的氛圍更加活絡，中央特別

31.

106 年環境知 結合各縣市政府共同辦理一年一度
識 競 賽 - 高 雄 的「環境知識競賽」，希望能透過寓
市初賽
教於樂的方式，踐履環境保護責任，
以達到本活動宣導環境教育之目的。

10/14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環保局

環保局 黃喬廷
07-7351500-2518

「2017 靚鳳凰 樂重陽 敬老活動」，
安排三位藝人演唱表演、在地社區團
「2017 靚鳳凰 體才藝熱舞節目，憑摸彩券免費兌換

32.

10/14
樂重陽敬老 壽桃乙顆，限量 1 萬個。
活動當日備有冷熱飲品、礦泉水等供 9：00~11：00
活動」
民眾免費取用，提供長輩義剪與舒壓
按摩，並有摸彩活動，提供液晶電
視、冰箱、洗衣機、商品禮券等好禮。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高 雄 市 鳳 山 區 公 鳳山區公所吳聖文
所
7422111#370

一、本活動為「2017 生態交通全球盛
典」藝文活動之一，以展現活動
場地代天宮廟宇(埕)文化與國寶
彩繪大師潘麗水、書法名家蔡元
亨等名家匠師之藝術作品。

33.

舞樂哈瑪星藝 二、活動內容結合異元舞樂表演，有
文活動
民俗技藝:八家將、獨輪車；樂器
表演:喜憨兒打擊樂、Balakan 非
洲鼓樂，還安排異元的肚皮舞、
氣球及歌曲演唱等。
三、現場備有童趣爆米花及棉花糖免
費提供。

10/14(六)
16:00~18:00

哈瑪星代天宮廟埕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 27 鼓山區公所
號

鼓山區公所黃怡菁
531-1191 轉 24

更新日期：106/9/8

34.

106 年長青卡
1.長青卡拉 ok 決賽
拉 ok 歌唱比
2.衛教及國民年金宣導
賽決賽

35.

「琴音悠揚‧ 為慶祝長青中心成立 20 週年，辦理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1 樓大
午後小曲」傳 「琴音悠揚‧午後小曲」傳承大使黃
10/20（五)
廳（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 社會局
承大使黃義森 義森小提琴演奏會，展現技藝薪傳成 14：00-16：00
路 51 號）
小提琴演奏會 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陳昱赬
7710055#3335

36.

辦理旗津區重陽節敬老活動，弘揚敬老尊長
美德，鼓勵老人走出戶外參加活動，提倡老
106 年旗津區 人育樂休閒，並宣導「3 心 5 老~共同打造照
顧無虞的年老生活」，活動中邀請社區社團
重陽節敬老聯 及旗津老人活動中心長者，進行精彩節目表 10/21
歡會活動
演，另穿插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並結合區
內各機關、團體及慈善機構一起參與，讓敬
老佳節更顯活潑歡樂。

蘇勝吉
5712500 轉 229

10/20 日 8:30

民眾活動中心
(燕巢區南燕里中興路
427 號)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旗津
校區體育館

燕巢區公所

社經課

社會課/詹淑惠
6161411-175

彩虹小馬(My Little Pony)是全球廣

37.

為人知最有名的萌系列卡通。彩虹小
馬們所居住的小馬國，由宇宙公主和
月亮公主一起統治,一般的小馬分成
三種種族，分別是陸馬，獨角獸和飛
2017
My
馬，除了這三種外，還有十分罕見的
Little Pony
10/22
天角獸 ! 繽紛可愛的 彩虹小馬 (My
Run 彩虹小馬
07:30
Little Pony)延續「Friendship is
歡樂跑高雄場
Magic」的主題精神，結合健康運動
與歡樂休閒的氛圍元素，將在 2017
年帶給台灣最不一樣的萌卡通主題
路跑，並將繼續成為風靡全球的精神
象徵。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體育處

楊宗恩
5829000#3002；
高雄市多元運動推
廣協會-莊文娟
0919780972

更新日期：106/9/8

活動邀請擅長東南亞國家語言演奏

38.

39.

40.

用心聽就會懂 之樂團，以音樂的型式及自己的母
10/25
- 東 南 亞 草 地 語，訴說來自故鄉的美麗樂章;同時
17:30-19:30。
音樂會
邀請東南亞美食店家前來設攤，讓參
與民眾進行一場全然的異國體驗。

輔英科技大學大草皮
國中教育科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
輔英科技大學
號

教育局黃俊傑
7995648#3034

以結婚滿 50 年以上佳偶及家屬為
10/26（四)
主，穿插表演及走秀、致贈婚紗照、
銀髮婚頌活動
14：00-16：30
禮品等方式，重溫結婚時的喜悅。

漢來飯店(巨蛋會館)9 樓
國際宴會廳（高雄市左營 社會局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蔡侑錚

區博愛二路 767 號）

7710055#3337

2017 愛在一起

藉由健康站、關懷站及部落食堂之原
106 年度原住
住民長輩共同聚會，以原住民傳統歌 10/27
民重陽敬老活
謠吟唱方式互相學習，並增進原住民 10：00
動
長輩自我肯定及認同。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以西子灣海域既有的環境資源，結合

41.

106 年臺灣盃 中山大學和高雄風帆團隊，啟發全民
全國帆船錦標 共推校園學子，和社青民眾的水域遊 10/27 至 29
賽
憩類風帆船運動，引領帶動風潮以符
前瞻思維。

原民會

原民會陳孟寧
7995678 轉 1726

高雄市體育會帆船
高雄市西子灣海域

中 華 民 國 帆 船 協 委員會
會、高雄市體育會 高素時
0912-112965

開漳聖王廟(鳳山區忠義
街 132 號)
電影院，「相揪來廟埕、觀賞電影、 10/27(週五)18： 北辰宮(鳳山區北辰街 1
為推廣本區廟宇文化，規劃舉辦廟口

42.

鳳邑露天電影 古早味攤位體驗」讓民眾親身體驗 60
30~21：30
號)
高 雄 市 鳳 山 區 公 鳳山區公所楊媛娜
文化季
7422111#439
年代廟口露天電影院的復古風情。利 11/4-11/25(每週 鳳山代天府(鳳山區中山 所
六)18：30~21：30 東路 229 巷 22 之 1 號)
用悠閒的假日，與朋友或家人享受難
五甲龍成宮(鳳山區五甲
得團聚時光，打造親子同樂氛圍。
二路 730 巷 6 號)

更新日期：106/9/8

飛鳳寺(鳳山區紅毛港路
27 號)

本活動以原住民傳統服飾為主題，並
配合茂管處紫斑蝶季共同舉辦的路
跑活動，讓來自全國喜愛路跑的朋友

43.

感受專屬於原住民式的路跑風情，進
交通部觀光局茂
而將原住民的文化和活力以及茂林
林國家風景區管
「2017 裙起舞
活動會場：多納國小(851
獨有的山海美景和紫斑蝶的翩翩舞 10/28 上午 6：30
理處、高雄市政府 原民會張淵智
動‧紫蝶馬拉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巷 1-2
姿烙在心底，活動當天也舉辦原住民 起跑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799-5678#1717
松」路跑活動
號)
產業商品促銷以及紫斑蝶周邊商品
會、高雄市政府農
行銷活動，更讓市民朋友將這份欣喜
業局、茂林區公所
和美好回憶分享給更多親朋好友，期
許未來有更多的市民能認識茂林的
美麗及原住民特有的藝術文化。

44.

【2017 大高雄萬聖節貓吉瘋趴歡樂
跑】以萬聖節主題為出發點，邀請"
貓吉"營造瘋趴歡樂氣氛，結合健康
2017 大高雄萬 運動、休閒樂活、親子互動、全民同
10/28
聖節瘋趴歡樂 樂的元素，是適合大、小朋友共同參
19:00
跑
加的嘉年華路跑活動！我們規劃了
豐富有趣的闖關遊戲、不分年齡的創
意變裝造型比賽及精采多樣的園遊
會。

高雄國家體育場

高雄市體育處

楊宗恩
5829000#3002；
高雄市多元運動推
廣協會-莊文娟
0919780972

更新日期：106/9/8

本賽事由高雄市漆彈推廣協會主

45.

辦，屬亞洲盃賽事，預計 5 國，230
名選手參賽，該協會為台灣地區唯一
國際對口單位，為亞洲漆彈聯盟會員
2017 臺灣國際
10/28-10/29
國及國際漆彈裁判團台灣團隊，受亞
漆彈公開賽
08:00
洲漆彈聯盟授權及國際漆彈裁判團
認可，具辦理國際級競賽能力，並已
籌辦超過 250 場以上的賽事及講習，
規劃執行力佳。

46.

以本市前鎮區地方特色為基底的戲
獅甲活動，自 2010 年以陣頭及獅王
兩大活動主軸進軍高雄巨蛋後，在高
2017 高雄水陸 規格獅隊陣容及符合國際賽事標準 10/28 14:00
戲獅甲
的加持下，成為世界三大舞獅賽事之 10/29 14:00
一。今年仍維持歷年辦理精神，持續
邀請各國獅王及本地特色陣頭為主
辦理活動。

47.

為慶祝重陽節，提供社區長輩育樂休
閒活動，鼓勵長輩走出戶外拓展生活
高雄市左營區
空間，增進互動與提升情感交流，以 預定
公所 106 年度
聯歡同樂方式，讓長輩歡度佳節。將 10/28/15：00
重陽節敬老聯
結合各政府單位、里辦公處、社區發 10/29/15：00
歡會活動
展協會提供豐富表演及民間團體並
穿插摸彩活動。

高雄市立社教館漆彈場

黃建榮
7229449#646
中華漆彈推廣協
高雄市漆彈推廣協
會、高雄市漆彈推
會
廣協會
莊
明
樺
-0952131393

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
路 94 巷 1 號(中正交流道
下)〉捷運橘線技擊館站 4
行 政 法 人 高 雄 市 史博館林雨勤
號出口
立歷史博物館
07-5312560#311
高雄巨蛋體育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
路 757 號〉捷運紅線巨蛋
站 5 號出口
10/28 體育處左營活動中
心(高雄市左營區海景街
左營區公所社會課
55 號)
高雄市左營區公
郭
育
齊
10/29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 所
07-5831111 轉 63
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三路 1 號)

更新日期：106/9/8

一、於菱角田畔辦理菱香饗
宴、農村生態溼地體驗，
行銷展售本區菱角、農特產
品並結合仁武在地社區、社
106 年「仁武
106 年 10 月 29
團展現才藝表演發揚在
五和里五和路
悠遊埤塘~
日
48. 秋之紅菱饗
地文化。
菱角田畔
宴」特色活 二、台塑關係企業配合活動辦 09：00-14：00
動
理菱香愛心餐會關懷本
區弱勢居民暨長庚中西
醫義診、愛心捐血、學童
寫生活動。

仁武區公所

仁武區公所許麗霞
3727900-200

為增添萬聖節搞鬼歡樂氣氛，凡 29
「大家來搞怪 日當日上午 12 點前搞怪變裝即享免

49.

50.

搗蛋」
費入園優惠。歡迎爸爸媽媽帶著家中
壽山動物園 寶貝一同來壽山動物園參加闖關活
106 年 萬聖節 動，趣味的應景遊戲及精美獎品，絕
推廣活動
對讓大家有個難忘的萬聖節假期
唷！

10 月 29 日
09:00-12:00

環保集點擴大 宣示本市自 9 月份起結合 C-bick 與
辦理起跑記者 ARM 擴大環保集點範圍，宣告環保集 暫定 9 月辦理
會（暫定）

點加倍送之活動記者會。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

捷運站（暫定）

觀光局

動物園管理中心
徐川雅
5215187 轉 515

環保局

環保局 王玲雅
07-7351500-2505

更新日期：106/9/8

※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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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新加坡藝術家 Juls，創造宇宙之
丘最重要的，是整體的創作過程—一 6/24-9/17

1.

宇 宙 之 丘 Eh 再反覆地塗鴉再塗鴉，看似沉悶的動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9 倉
Vlly’n Ths 作之中，透過不同階段精神及身體上 10:00-18:00 ； 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Uunevrs
的挑戰，試圖宣傳抽象概念的多樣 五、六、日及國定 2-1 號）
性。呈現了宇宙中的一個山谷，但在 假日 10:00-20:00
哪呢…

文化局

李沅真
07-5214899#513

文化局

張珮瑜
07-5214899#508

『駁二動漫祭』創於 2011 年，每年
11 月為南部動漫迷的年度盛會，舊式

2.

動漫倉庫

倉庫不僅是角色扮演愛好者的絕佳
拍攝場景，多棟主題之經營方式創造
同人販售活動新風貌。每年『駁二當
代館』亦搭配『駁二動漫祭』，規劃 8/25-2018/7/13
獨 具 特 色 之 動 漫 議 題 的 當 代 藝 術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7 倉
展，探討動漫中的次文化，從新一代 10:00-18:00 ； 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動漫創作者的作品觀看社會現象，成 五、六、日及國定 2-1 號）
為『駁二動漫祭』極具特色的一環。 假日 10:00-20:00
一次次帶狀展覽與活動孕育駁二的
動漫能量，逐漸建構出駁二的獨特動
漫紋理，因此籌設此常設性之展館—
「動漫倉庫」，希望打造動漫族群的
專屬基地。

更新日期：106/9/8

於高雄市地區辦理一日、二日單車遊

3.

程及夜騎活動，藉由單車遊程結合地
2017 乘風而騎
方特色活動，行銷高雄市特色景點區 8/26-10/28
~健康玩高雄
並推廣本市自行車道，以吸引國內外
遊客造訪，活絡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高雄市區

觀光局

觀光局張淑芬
7995678-1532

展覽「白日夢遊記-時空旅人的回憶」
為藝術家於駁二「插畫村」駐村 3 個

4.

月的成果展，駐村期間藝術家以高雄
駁二為基地，將自己浪漫的日夢幻想
與城市探索之生活記憶連結，編織成 8/26-10/29
白 日 夢 遊 記 - 一場奇幻的白日夢式探險遊記。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9 倉
時空旅人的回
10:00-18:00 ； 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憶
藝術家駐村期間的幻想創作就像似 五、六、日及國定 2-1 號）
宇宙平行空間，有著與現實的聯繫， 假日 10:00-20:00

文化局

陳品菡
07-5214899#507

卻有著天馬行空、異想天開的邏輯，
而藝術家自由穿梭現實與虛構，成為
時空旅人，引領觀者走入他的記憶，
進入幻想的平行時空。
全國首創運用 Hololens 技術的城市
主題展！搭配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與 預計 106/09/08 起
「造一個亞灣 光雕投影，以多樣化的視覺體驗，呈 至 106/12/11

5.

集盒．KUBIC 貨櫃聚落
夢想」虛擬實 現亞洲新灣區的動態虛實；以互動方
都發局
（前鎮區復興三路 5 號）
境展
式邀請市民參與灣區建設、體驗城市 每日上午 10 時至
建構的過程，共同造一個屬於高雄的 下午 6 時
亞洲新灣區夢想。

都發局 林相伯
3368333#3234

更新日期：106/9/8

童年的回憶往往都是單純美好，那些

6.

7.

童年的逆襲

曾 經 把 玩 在 手 裡 的 玩 具 和 睡 前 故 9/9-11/26
事，是記憶裡最安慰人心的小城堡。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
公主和英雄是每個人從小到大最喜 10:00-18:00 ； 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歡做的夢，然而，21 世紀的今天，這 五、六、日及國定 1 號）
些童年玩伴究竟還是不是你心目中 假日 10:00-20:00
的模樣?

辦理第 17 屆高雄電影節，邀請世界
各國優秀影片至高雄映演，加強與國
2017 高雄電影 際影展合作交流，邀請國內外重要影
106/10/20~11/5
節
人出席高雄電影節，建立影視交流平
台，並辦理 2017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
片競賽。

文化局

1.高雄市電影館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
河西路 10 號
2.高雄市立圖書總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
光路 61 號
3.MLD 台鋁
高雄市電影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忠
勤路 8 號
4.光點華山電影館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八
德路一段 1 號

陳思韻
07-5214899#521

映演節目部 林雨靜
5511211 轉分機 11

更新日期：106/9/8

駁二漾藝廊登場! 為扶植與鼓勵年

8.

漾藝廊

輕藝術家及設計師創作發表、發掘新
秀，駁二今年特地在大義倉庫打造兩
週 一 至 週 四
間正式的展覽空間，提供 40 歲以下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10:00-18:00 ； 週
創作者申請展出，作品包含美術創
C8-2、C8-3 倉庫（高雄市
五、六、日及國定
作、攝影、商設、時尚、空間裝置、
鹽埕區大義街 2-1 號）
假日 10:00-20:00
表演等藝術範疇，每月更新檔期，匯

文化局

陳思韻
07-5214899#521

文化局

駁二服務台
07-5214899

聚當代多元、跨域、有潛力的創作漾
能量。
憑駁二護照手環暢遊駁二境內四大
藝術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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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使用，哈瑪星駁二線限乘一次，其 週一至週四
餘展覽不限進場次數。12 歲以下或 10:00-18:00；週
駁二護照手環
駁二藝術特區
150 公分以下之幼童，與持身心障礙 五、六、日及國定
手冊及陪同者，可免購買手環參觀駁 假日 10:00-20:00
二場館，如欲搭乘哈瑪星駁二線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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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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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10.

序幕，帶我們回到三百年前的福爾摩
沙小漁村，在海底洋流的空間氛圍 週一至週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7 倉
中，打狗的發展一幕幕以新舊交融的 10:00-18:00；週
駁二舊事倉庫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影像出現眼前。走上夾層，駁二藝術 五、六、日及國定
2-1 號）
特區自 2002 年成立以來的各種文
假 10:00-20:00
物，打破時空限制，匯集一堂，第一
張駁二邀請卡、第一件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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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李亦梅
07-5214899#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