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10/27

高雄市政府 105 年 11-12 月地方特色產業、節慶、文化、觀光、體育等活動彙整表

項次

1.

2.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一)藉由長者的活動參與，提升長者
銀 髮 樂 齡 - 高 對自我的肯定，並增進社會參與，及
雄市 105 年社 人際互動。
11/2(三)
區照顧關懷據 ( 二 ) 結 合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特 色 07:00-15:00
點年度成果展 展，提供各據點彼此交流觀摩的平
台，以提升據點工作人員自我成長。
今年是第 4 屆客家婚禮，招募的對數
也從 10 對新人增加至 52 對，與往年
2016 客庄 12 不同的是除了維持一貫的客家傳統
11/05
大節慶～客家 習 俗 插 頭 花 及 食 新 娘 茶 等 認 親 儀
16:00
婚禮‧客家宴 式，今年特別增加客家美食喜宴 100
桌，提供新人及民眾認桌，讓親朋好
友都能一起參與。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高雄巨蛋(左營區博愛二 社會局長青綜合
路 777 號)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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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號)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長青中心教保課
謝喆維
7710055 轉 3323

文教發展組李旻臻
3165666*36

更新日期：10/27

3.

阿蓮、燕巢、田寮三區地理位置相
似，區內以較具特色之自然地景-惡
地地形名聞遐邇。由三區各規劃一條
「阿燕寮之戀 旅遊路線，讓民眾深入各區以促進觀
11/5~11/6
-2016 相約在 光旅遊；在會場周邊活動有：山城鐵
上午 8：00
田寮」
馬遊、草地音樂會、及農特產品行

月世界風景特定區

田寮區公所

田寮區公所莊碧環
6361475#24

彌陀區公所

彌陀區公所
蔡幸枝
07-6191216#28

觀光局

觀光發展科
張乃尤
7995678 分機 1538

銷、美食品嚐區、社區團體表演、、
等等；以期搭配整體行銷，創造三區
資源共享互蒙其利的目地。

4.

活動內容多采多姿，計有：兒童親子
寫生比賽、虱目魚拍賣、文化列車漯
2016 年虱目魚
11/5~11/6
底山搜秘、紙影戲演出、觀光遊艇、
文化節
9：00~21:00
虱目魚之夜、影歌星表演，每年舉辦

彌陀區南寮漁港
(漁會旁)

都獲得熱烈迴響。

5.

月世界奇幻不思議，打造月世界樂
2016 田寮奇幻
11/5、6
園，藉由光影與月世界地景聯結舉辦
月世界活動
19:00-21:30
2016 田寮奇幻月世界活動。

2016 客庄 12

6.

為有效提升本市客家藝文創新與發
展，今年特別在鳳山大東文化藝術中

心舉辦「客家音樂會」，邀請本市 23 11/06
大節慶～客家
個客家社團演出，不僅提供了客家藝 12:30
音樂會
文表演及觀摩交流的平台，也讓參與
民眾共同體會客家文化之美。

月世界地景公園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戶外
廣場
客家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文教發展組李旻臻
3165666*36

更新日期：10/27

7.

5 種職訓課程結訓學員真人實事，透
職人特攻隊五 過微電影重現當年受訓時的真實場
11/6
台鋁影城 8 廳
力全開
景，以及學員結訓後在專業職場上發
10：00~12：00 前鎮區忠勤路 8 號
首映記者會 光發熱的歷程。藉以鼓勵後進參加職
訓，提升自我價值。(索票入場)
講唱會：正面

8.

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

透過本場講座，學習正、逆面向轉

念，無論碰到成功與挫折，都能獲得
的解讀；逆向
「榮辱不驚、物我兩忘」的平靜，能
的思考
捨能得都很自在。

訓練就業中心
楊郁儀
07-7330823*202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11/06
14：30

社教館演藝廳(高雄市小 高雄市立社會教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館輔導組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影展選映六部精彩電影，六部電影有
如六場美夢，將對社會的批判及對現

9.

高雄市電影館
漫舞黑夜中影 實的反諷隱藏在美麗的夢境中。包括
105/11/08~12/04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展
《 吸 血 鬼 腥 靈 診 療 》、《 非 普 通 型
號
男》
、
《插旗攻城市》
、
《白晝之雨》
、
《天
才柏金斯》、《殿下萬萬稅》等影片。

映演組 鄧心怡
5511211 轉 12

更新日期：10/27

10.

饅頭，是中國傳統麵食的一種，用麵
粉和水發酵後蒸製而成，饅頭是許多
人經常食用的早餐類型，但如果製作
幸福滋味的香 過程中添加含鋁的膨脹劑，長期會有
Ｑ彈饅頭 攝入多量鋁的風險，尤其是發育中的
小朋友。藉由活動操作，讓孩子們手

11/12
09：00

前鎮區佛公國小(高雄市 高雄市立社會教
前鎮區后平路 135 號) 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腦並用學習，了解天然食品的重要性
與安全性。

11.

12.

13.

廣播節實體活動安排在地 14 家電台
攤位參展、透明廣播 SHOW 及廣播明
2016 高雄廣播 日之星選拔等，民眾不但可以天馬行
節
空「玩廣播」，也能看見各電台的精
彩演出，另外，通過現場安排的闖關

11/12
10:00-17:00

遊戲，還可拿到限量精美小禮品。
高雄市社區型 藉由規劃辦理高雄市社區型長青學
苑成果展，展現本市各社區班級展現
長青學苑年度
11/12(六)
學習成果、交流彼此才藝及表揚樂學
成果展─「樂
13:30-17:30
學員，並藉由舉辦成果展向社會展現
活學習力」 高齡學習之活力。
現場約有 20 家事業單位，提供 400
「職訓最夯
個以上職缺供待(失)業及轉職民眾謀
就業發光」職
職，另結合職訓成果展，透過創意競
11/12
訓成果展暨聯
賽，展示本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成果
14：00
合現場徵才活
與績效，提高市民運用職訓及就服資
動
源的頻率。

捷運中央公園站廣站

新聞局

高雄大遠百購物中心戶
社會局長青綜合
外廣場(高雄市苓雅區三
服務中心
多四路 21 號)

高雄廣播電台
孫瑞玲
5317185

長青中心服務課
葉馥寧
7710055#3331
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勞工局
(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1
訓練就業中心
樓)

陳怡伶
7330823#408
趙美絲
07-7330823*205

更新日期：10/27

14.

「玩『劇』總 透過輕鬆、逗趣、寓教於樂的舞台劇
動『廉』暨水 表演方式，巧妙帶出廉潔、誠信、水
源保育」-豬熊 源保育、工安意外及睦鄰等意涵，讓 11/12 19:30
PK 賽兒童劇宣 參 與 民 眾 體 驗 一 場 別 開 生 面 的 宣
導
導，重新認識「廉政」。
2016 路竹藝文

15.

高雄公園(小港區中山四
政風處
路與大業北路口)

政風處余紹榮
3368333#2488

播放寓教娛樂動畫片，鼓勵孩童和家

長在草地席地而坐觀賞電影，除可促
饗宴系列活動
進親子關係外，增加生活回憶，亦讓 11/12(星期六)
-「親子草地電
19：00-21：00
孩童享受如野餐派對的輕鬆歡樂週
影院」
末。

路竹體育園區廣場（路竹 高 雄 市 路 竹 區 公 民政課林玉仙
區大同路 155 號）
所
07-6979219

為使苓雅區更生動美麗，本市苓雅區
公所於 105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3
日假本市中正運動場 (北方室外廣

16.

場)舉辦「苓雅街頭藝術節」活動，
主活動日期：
從事以羚羊(苓雅諧音)為題材之現
11/12(星期六)及 高雄市中正運動場
場街頭藝術創作，活動內容包含羚羊
苓雅區公所
「苓雅街頭藝
11/13(星期日)
(北方室外廣場)
高雄市苓雅區公
裝置藝術、羚羊趣味屋、原創塗鴉創
楊婉玉
術節」活動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 所
作、音樂人文饗宴等，並於 105 年 11
3322351 轉 2509
時間：
中正一路 99 號
月 12 日及 13 日舉行發表會，會中除
13：00~19：00
展現藝術創作成果，並邀請街頭藝術
者(團體)表演及滑板團體辦理滑板
比賽，熱鬧非凡，歡迎各位市民朋友
蒞臨欣賞。

更新日期：10/27

17.

高雄市永安區第十七屆石斑魚活動
即將在11月12、13日盛大舉行，今年
以我們這一斑為主軸，推出九斑系列
2016 永安石斑 活動，有美味的石斑魚饗宴、搭配九
高雄市永安區休閒公園
105 年 11 月 12-13
高雄市永安區公 永安區公所民政課
魚 節 - 我 們 這 斑饗樂會、九斑嘉年華、九斑生態
永安宮廣場及轄區內特
日
所
蔣蘭芬 6912716#151
一斑活動
展、大魚踩街、永安微旅行，還有全
色景點
新特色九斑鱻市集，更推出九斑鱻便
當，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同來永安，
好吃好玩盡在永安。

18.

2016
Teddy 以健康、公益、關懷為主，希望路跑
Bear 泰迪熊- 不只留下路跑公里數的數字，還可以
第 1 屆關懷公 在活動中創造更多與家人朋友感情
益路跑
加溫，笑容加倍，快樂漫延的效果

19.

親子共學巡迴
列車~都會美
學‧偏鄉行～
核桃糕 DIY

20.

藉由親手製作核桃糕的過程，讓親子
體驗自己動手做的樂趣，吃的安心、
玩的開心，讓參與的同學親身體驗製
作過程。

「健康照護」
、
「銀享生活」
、
「服務建
構」三大展覽主題,結合展業趨勢論
第二屆亞洲樂 壇、專業醫學會、體驗行銷活動等，
齡智慧生活展 其中高雄主題館，將展示「樂齡智慧
全齡屋」，結合科技輔具，達到滿足
服務對象與減輕照顧者之壓力。

11/13
06：30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高雄 財 團 法 人 佛 光 山 陽光泰迪熊關懷協
市大樹區統嶺里統嶺路 1 文教基金會、陽光 會張雅惠
號)
泰迪熊關懷協會 06-5933726

11/13
09：00

田寮區崇德國小(高雄巿
高雄市立社會教
田寮區崇德里崇德路 101
育館
號)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無障礙之家 呂孟鴻

11/17(四)11/20(日)

高雄展覽館

社會局、茵康國際 07-8151500#106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 會 議 顧 問 股 份 有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
路 39 號）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07-2131188

更新日期：10/27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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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高雄國際
槌球錦標賽

推廣槌球運動，增進國際槌球交流

應用童軍教育理論，「做中學、學中
聖誕鈴鐺門環
做」，透過繩結編法，落實人人動手
吊飾
作，藉以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11/18
9：00

11/18~20

湖內慈濟宮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
255 號)

高雄市岡山槌球場

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
陳怡伶
7330823#408

中華民國槌球協

林沛君

會

02-27718928

11/19
09：00

社教館中庭(高雄市小港 高雄市立社會教
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11/19
14:00

美濃文創中心開庄廣場
( 高 雄 市 美 濃 區 永 安 路 客家事務委員會
212 號)

文教發展組李旻臻
3165666*36

以創意的方式呈現道地、新世代的客

24.

2016 客庄 12 家音樂文化，除了邀請優質的在地社
大節慶～田園 團演出，還有第 2 張青少年客語創作
音樂會
專輯─《青春个該兜事》發表及高雄
地區青少年歌舞擂台賽。

更新日期：10/27

25.

舉辦全國性三太子競技活動，將原本
電音三太子加入藝陣元素與創意精
神，以傳統文化藝陣表演不斷創新與
演進，另有與民眾互動最熱烈的踩街
幸福嘉年華會，及號召小小三太子大
11/19(六)
2016 三民區地 會串，舉辦小小三太子展演，讓小朋
15:00-21:30
方 特 色 行 銷 - 友有更多發揮空間，同時引入高雄在
幸福三太子活 地瓷藝品牌、具國際知名度的 1300
11/20(日)
動
藝術中心，以藝術公仔創造幸福傳說
10:00-16:30
藝術議題，現場還有可愛壯觀的三太
子充氣人偶，以及闖關領取限量好
禮，期望以三太子文化結合三鳳宮、
在地企業、商圈及社團，帶動都會區

高雄市三鳳宮廣場暨幸
福川水岸(高雄市三民區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公 民政課:馮春榕
河北二路 134 號、河北二 所
07-3228160#230
路自立路至中華路段)

的觀光人潮。
1.邀請全國與國外隊伍參與輪椅籃

26.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體

105 年全國身 球競技比賽。
育館
11/19( 六 )-11/20
心障礙者輪椅 2.市民體驗：參與體驗坐輪椅運球的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籃球錦標賽 困難度；瞭解身障者永不放棄的精 (日)
神。

無障礙之家 呂孟鴻
社會局、社團法人 07-8151500#106
高雄市傷殘服務 社團法人高雄市傷
協會
殘服務協會
07-2368602

更新日期：10/27

27.

28.

29.

30.

本賽事係經國際超級馬拉松跑者協
2016 IAU 24H
會(IAU)認可，今年首次於國內舉
超級馬拉松亞
辦，賽事組別分為 24 小國際組及
洲盃暨大洋洲
24、12、6 小時公開組，本國將組隊
盃錦標賽暨全
11/19-20
參加 24 小時國際組，預計還有菲律
國 24 小時超
賓、澳洲、外蒙等國家參賽，另開放
級馬拉松錦標
公開組，讓更多跑者與國際選手同場
賽
競技。
規劃旗津路徑邀請全國跑者用雙腳
體驗旗津之美，包括旗津特產、美食
2016 旗津瘋路 與居民熱情，進而推展高雄市觀光， 11/20
跑
活 動 經 費 之 賸 餘 款 將 捐 助 弱 勢 團 06：30
體，除提倡全民路跑，更拋磚引玉為
愛而跑。
「媽祖文化」在台灣凝聚信眾的心
靈，也帶來祝福與平安的力量，媽祖
在大家的心中是一位仁慈、悲憫的天
HOKI RUN 圓
11/20
后，如同母親般的庇佑及看照著眾
夢路跑
06：30
人，帶給我們福氣，期許在壽天宮媽
祖賜予的福氣下，讓我們跑出幸福及
健康的身心靈。
活動已經邁入第 8 年，活動秉持著打
2016 紐崔萊心 造健康優質賽事活動並營造親子活 11/20
騎日
動氛圍，讓每個家庭都能走出戶外， 06：20
在運動過程中更增進親子互動。

高雄國家體育場

中華民國超級馬拉
中華民國超級馬
松跑者協會塗雁菱
拉松跑者協會、高
小姐
雄市政府
02-23832646*10

旗津海水浴場噴水廣場
(旗津區廟前路 1 號)

高雄市雄獅慢跑協
高雄市濟龍慈善
會林保吉
協會
0921-533383

岡山壽天宮、高雄 壽天宮高小姐/
岡山壽天宮
市 岡 山 文 化 藝 術 曾小姐 07-621-2424
(岡 山 區 公 園 路 40 號 ) 發展協會、岡山壽 多聯活動策展簡小
天宮愛心協會
姐 07-552-0838

夢時代時代大道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安麗日用品股份
唐玉潔
有限公司
02-25855659#13

更新日期：10/27

31.

無痕山林活動正式邁入第九屆，活動
秉持著一貫關懷及回饋社會精神，除
11/20
歐都納登山趣 了 持 續 帶 領 好 朋 友 們 一 同 探 索 戶
07：20
外，也要向大家推行保護山林的觀
念。
用輕質土及木板，製作可愛造型凱蒂

32.

哈囉!可愛造
便利夾，使學童能善用創作互動關
型凱蒂便利夾
係。

33.

藉由台灣單車運動熱潮，即將邁入第
15 年的單車環島大串連，鼓勵單車運
第 15 屆 1919 動的愛好者，除了以單車進行休閒、
11/26
愛 走 動 - 單 車 運動、親子活動外，也將單車運動與
7：30
環台大串連 公益結合，響應捐助社會上急需救助
之家庭，幫他們度過生命寒冬、擁抱
希望明天。

34.

11/20
09：00

慶祝 2016 年
國際身心障礙
1.萬人路跑關心身心障礙者大會與
者日萬人紅風
11/26(六)
愛心物資發放加油站
車路跑活動暨
08:30-12:00
2.藝文相關活動
歲末物資加油
站

大崗山如意公園

名衍行銷
歐都納股份有限
樊華先生
公司
0910-96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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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高雄市左營區榮總
育館
路 201 號)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
教救助協會
楠梓自由車場
中 華 基 督 教 救 助 廖素敏
( 高 雄 市 楠 梓 區 旗 楠 路 協會、空中英語教 07-3803755#23
160 號)

高雄市地方法院前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 號)

室

0920-087095
林柏臣 05-5877786
王鼎凱 0921382837
無障礙之家 呂孟鴻

社會局、台灣無障 07-8151500#106
礙協會

台灣無障礙協會
241-1100

更新日期：10/27
為響應金秋環境季，環保局預計於 11
月 26 日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

35.

金秋樂活去
環教逗陣來

「金秋樂活去，環教逗陣來｣活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

黃宇伶

當天將表揚本市勞苦功高的績優環 105/11/26

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環保局

(07)7351500

保志工，並有精彩表演、趣味闖關及

號)

#2519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 B3、B4
倉庫（高雄市鼓山區蓬萊 文化局
路 99 號）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抽獎等豐富內容，邀請市民朋友逗陣
來七桃喔!
南台灣最大同人盛會就在高雄「駁二
動漫祭」!!
即將於 105 年 11 月 26-27 日登場的
駁二動漫祭，每年都吸引大批人潮前
來享受這場熱鬧的祭典！今年也請

36.

大家不要錯過囉～
2016 駁二動漫
駁二動漫祭受到高雄地區的朋友們 11/26、11/27
祭
熱烈支持延續至今，希望這次我們也 10：30-17：00
能為各位帶來熱絡的活力！精彩活
動包含原創微漫畫大賽、驚艷幻想
Cosplay 大賽、動漫音樂大會演、女
僕主題特別演出、主題式場景攝影專
區…等，還有來自日本雙來賓豪華組
合。

更新日期：10/27
白玉蘿蔔是美濃秋冬季節的經濟作
物與田園景觀，有別於其他品種的蘿
(1)11/26 創意踩
街
植，此種「瘦長型蘿蔔」口感獨特、
(2)11/27 美濃田
季節限定，也是客家飲食文化中重要 園鐵人賽
的醃漬食材。
(3)12/03 伙房經
蔔，全台灣至今只有在美濃地區種

37.

2016 美濃白玉 白玉蘿蔔季自 2006 年推廣以來，至 濟活動
美濃客家文物館、及美濃 高 雄 市 美 濃 區 公 民政課 蔡宜娟
蘿蔔季
所
07-6814311*20
今已經堂堂邁入第 10 年，歷經產銷 (4)12/03 開園活 蘿蔔田等
動/蘿蔔開胃美食
平衡的努力以及體驗活動的設計，已
宴
可成功的說為美濃地方上創新推廣
(5)12/03-04 白玉
了新的一項在地產業。今年歡迎大家 蘿蔔展覽會
來美濃，一同參加 2016 年的客庄十
二大節慶「美濃白玉蘿蔔季」喔

38.

為發展鐵人三項運動，增進全民運動
2016 高雄阿公 風氣、鍛練強健體魄，同時結合觀光
11/27
店水庫第五屆 與體育休閒活動，特舉辦此活動，邀
07:00
全國鐵人二項 請國內外選手共同參與，享受陽光、

阿公店水庫及周邊道路

高雄市體育會(鐵 周進達0952969003
人三項委員會)

飽覽水庫風光。

39.

鳳山老人活動 透由成果展，呈現各班長輩學員們動
12/2(五)
中心長青學苑 態表演、靜態展示的學習成果，並能
08:00-12:00
學習成果展 互相觀摩、學習成長。

社會局長青綜合
高雄市鳳山老人活動中
服務中心
心（鳳山區光遠路 222 號）

長青中心鳳山老人
活動中心黃怡馨
7460886

更新日期：10/27

40.

105 年協會盃
推行全民體育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
拔河運動錦標
養團結合作積極進取的精神，並提昇
賽暨 2017 年
健康體適能。推展八人制拔河運動，
世界運動會國
12/2-12/4
建立拔河競技觀念，提高拔河技術水
手選拔賽、
準。
2016 國際拔河

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
體育館

中華民國拔河協
會

李宛萍
02-87711436

邀請賽
「歷史小劇場」活動規劃以「人權」 1.《夢遊烏托邦》
為主題，闡述人權價值之可貴與真

12/2-3

諦，這是本館首次透過戲劇創作，進 1800、2030

41.

2016 偶戲新樂
行戒嚴時期歷史的教育推廣，讓市民 2.《八田與一》
園－歷史小劇
朋友瞭解如今自由、民主的空氣得來 12/4
場
不易。除本館自製人權劇場外，同時 1030、1430
進行國內團隊邀演，期為市民朋友帶 3.《本事》
來豐富精彩的戲劇及偶戲內容。

42.

德二路 37 號)
2.歷史博物館 2 樓歷史教

高 雄 市 立 歷 史 博 推廣組周璟慧
物館
5312560#309

室
3.圖書館 B1 小劇場

1930

由臺灣全民運動協會主辦及規劃具
2016 第三屆大 高雄特色的城市路跑，五公里入門休
高雄萬人城市 閒 路 線 適 合 全 家 大 小 攜 老 扶 幼 參 12/3
路跑

1.柯旗化故居(新興區八

加，增進親子關係，不僅讓高雄成為
「宜居城市」也能成為「運動城市」。

世運主場館

高雄市體育處
臺灣全民運動協
會

高雄市體育處
楊宗恩
5829000#3002
0921258968
臺灣全民運動協會
游豐安
04-22586109

更新日期：10/27

43.

1.賽事共分為：社會男生組、社會女
生組、高中男生組、高中女生組、國
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國小男生
組、國小女生組。
105 年度高雄 2.本活動列入「高雄市十二年國教免
市體育會理事 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市體育運動 12/3
長盃柔道錦標 競賽表現參考項目」。
08：30
賽
3.活動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指導、高
雄市體育會主辦、高雄市體育處協
辦。
4.活動參與人數約 596 人。

忠孝國中(鳳山區國泰路
高雄市體育會
二段 81 號)

高雄市體育處
林韻卿
07-7229449#713
高雄市體育會柔道
委員會
李政達
0933-631263

更新日期：10/27
本活動整體主軸是藉由靜態的美麗
花田結合動態農閒活動，在花田區特
別設計六大花卉圖騰，分別是「熊愛
橋頭」
、
「夢想起飛」
、
「花田喜事」
、
「鯨
生今世」
、
「愛相隨」
「愛」
，希望讓遊
客在悠遊花田中，人人皆能充滿幸福

44.

喜悅，另在活動內容中除了農特產展
售、小吃市集、舞台表演、闖關遊戲、
「105 年花田
花卉 DIY 等豐富節目外，同時營造一
青青草原(橋頭區隆豐路
喜事‧勁樂橋
暫訂 12/03/10：00
橋頭區公所
個水流庄意象園區，園中仿水流庄農
與樹和路路口空地)
頭」
村景象，有各種雞、鴨、牛、羊與遊
客做第一次接觸，讓遊客能實際體驗
農村自然的田園生活，並經由透過本

區 公 所 林 玉 琴
6110246 轉 135

活動，讓遊客在玩樂之餘，能進一步
深入了解橋頭的風土民情。使勁的體
驗了解橋頭在地美麗的人文風情，將
橋頭動人的回憶，深藏心中，滿意帶
回。
2016 年高雄各 以「高雄志工~飛躍全球~樂齡志工~
界慶祝國際志 歡喜參與」代表本市志願服務與世界

45. 工日暨「第九 接軌，讚揚國際志工日活動之殊勝。
屆南台灣志工 擴大宣導暨促進志工重視「體適能運
運動大會」 動」與「經驗分享」。

12/3(六)
13:00～17:00

社會局、社團法人 社會局社工科
高雄市立體育場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高 雄 市 志 願 服 務 蘇玲巧
99 號)
07-3373381 轉 2455
協會

更新日期：10/27

46.

為了推動本區區民對後勁溪流域文
化及提升環境保護之觀念，規劃舉辦
環境永續珍愛 旨揭千人健走活動。透過後勁溪健走
地球公益系列 活動，同步展示本區行政中心暨里活
12/3、12/4
活 動 - 情 定 後 動中心太陽能光電、綠屋頂設置、後
07：30-11:30
勁溪，千人健 勁溪整治及右昌森林公園建構等成
走

後昌聯合鴿會（楠梓區援
楠梓區公所
中路 2-1 號）

楠梓區公所民政課
陳
逸
珊
07-3517121#208

果，喚起民眾環境保護意識、推廣再
生能源，建構優質綠能生態、幸福宜
居城市。

47.

105 年紅豆節活動主要內容包含
紅豆滋味集章換餐具、紅豆創意舞蹈
12/3 10：00~ 17：
高雄市大寮區 競賽、紅豆大巴遊大寮、限量紅豆妹
00
105 年紅豆節 和阿米哥公益紅豆餅義賣、優質農特
大寮捷運站 1 號出口廣場
12/4 10：00~ 17：
活動
產品展及各項在地活動表演…等，歡
00
迎民眾搭乘捷運前來大寮品嚐美
食，走訪大寮在地特色景點。

48.

105 高雄市市 為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公教員工身心
長盃羽球錦標 健康，期達提升本市競技運動水準及 12/3~12/6
賽
提倡全民運動之目標。

49.

利用紙張摺成模型飛機各組零件，親
遨翔天空～模
子一起摺紙、組裝、黏貼、上色及命
型摺紙戰機
名上架展示，增進家庭親子間互動情
DIY
感，進而達到社教延伸功能。

12/4
09：00

大寮區公所

亞柏會舘（高雄市小港區
高雄市體育會
學府路 113 號）

旗津區中洲國小(高雄市 高雄市立社會教
旗津區旗津二路 275 號) 育館

農業課 曾志偉
7813041 轉 232

吳金池總幹事
0932-733065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更新日期：10/27
「星星王子打擊樂團」是全台第一個
全部由自閉症者組成的打擊樂團，由

無障礙之家 呂孟鴻

八位星星王子組成。得獎無數，還曾
連續蟬聯三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

50.

五線譜上的星
12/4(日)
大賽之團體表演冠軍。至今已在全台
星音樂會
19:30-21:00
累積數百場的演出經驗，足跡片及全

大東藝文中心演藝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台，也遠赴深圳、廈門演出，更於 2012

社會局、財團法人 07-8151500#106
高 雄 市 私 立 星 星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
兒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立星星兒社會福利
會

基金會
07-2165278 轉 13

年獲邀於日本東京大學表演，成績斐
然。
基督教是本區最大之信仰族群，希望
2016那瑪夏區 透過宗教信仰與節慶活動之結合辦
觀光推廣系列 理那瑪夏區聖誕月活動，延續去年聖

51.

活動
聖誕月暨水資
源宣導農特產
品行銷推廣活
動

誕月活動之成效，促進經濟及增加宗
12/3(六) 16:00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星哈 高 雄 市 那 瑪 夏 區 07-6701001#133
教藝文能見度，並結合原住民歷史文
12/10(六) 16:00 蘭部落(民生二村)
公所
農觀課 遊芳怡課員
化套裝遊程，點燈活動、聖誕晚會、’
原味家屋街景燈飾營造及觀光市集
等觀光產業元素，以呈現具有原民風
之聖誕活動。
ART KAOHSIUNG 2016 高雄藝術博覽

52.

ART
KAOHSIUNG
2016 高雄藝
術博覽會

12/9-12/11
會邁入第四年，今年將於 12 月 9-11
11:00-19:00
日在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與高雄
(12/11
城市商旅熱烈開展！其中「東南亞及
11:00-18:00)
東北亞藝術的交會平台」有來自韓國
10 家畫廊菲律賓 7 家畫廊參與較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文化局、大苑藝術
李亦梅
99 號）
、城市商旅-高雄真 會展有限公司
07-5214899#509
愛館(高雄市鹽埕區大義
街 1 號)

更新日期：10/27
勁 。 高藝博並與高雄藝術論壇聯誼
會 14 家本土畫廊合作,規劃展開藝術
公車的藝術之旅,一窺南部在地蓬勃
發展的藝術產業展覽。
高雄藝博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與策劃執行單位大苑藝術(原新苑
藝術)，以突破性的策略、豐富的會
展執行經驗、三年來穩固紮實的經
營，至今已與駁二藝術特區蓬勃共
生，成為中南部最重要的藝術平台與
基地。由四年前第一屆的 60 間成長
至今穩健於 100 間畫廊參與，在去年
底亞洲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吸引了
北中南頂尖藏家傾巢而出參與這場
南部最大藝術盛會,創下一億兩千萬
元的成交額，一萬兩千的參觀人次，
今年預計更將突破以往,由本土走向
國際邁向更高峰。
客家完福，又稱還福，是客家族群極
為重視的傳統儀式，主要是酬謝土地

53. 客家還福祭典 伯公過去一年庇佑的感恩習俗，於 12
月歲末舉行還福祭典，邀請客家鄉親
及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民眾參與，同

12/10(暫定)
09:00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文物館
客家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215 號)

綜合規劃組尤瑞君
3165666*25

更新日期：10/27
來祭祀感謝天地庇佑，並藉此傳承客
家祭祀禮俗，保存客家族群敬天尊土
美德，讓市民了解客家傳統禮俗文
化。
益智玩具為主題，環保材料製作，益
智創意等特色，提供多項的玩具挑

54.

55.

創意探索體驗 戰、設計創意性童玩挑戰活動，培養
親子手腦並用之默契，牽手完成闖
關，也享受親子一同的快樂時光。
想要改變在關係中的僵局和不
安，得要先改變我們固著的想法，想
講座：親密關 法改變情緒改變了，關係自然而然地
係好修行-破 如行船於湖面上，得享平靜自在喜

12/10
09：00

12/11

14：30
悅，讓賽斯教育基金會的許添盛醫師
為大家解開親密闗係為何是最好的
修行法門的秘密！
為展現長青學苑長輩學習成果，提升
自信心並鼓勵其學習意願，除成果表
高雄市長青學 演外並新增表揚班代服務奬項，透過
苑 105 年第 37 鼓勵讓高齡者產生榮譽感，提升長輩 12/15(四)
期公費班結業 投入及服務意願，期許透過活動的辦 09:30-11:30
典禮暨成果展 理，讓市民們感受到高齡長輩積極的
學習力與活力，綻放生命不同的光
彩。
執與改變

56.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社教館中庭(高雄市小港 高雄市立社會教
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社教館演藝廳(高雄市小 高雄市立社會教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
社會局長青綜合
綜合服務中心(9 樓演藝
服務中心
廳)(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二路 51 號)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長青中心服務課
葉馥寧
7710055#3331

更新日期：10/27

57.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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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
105 年高雄市
組 、社會女子組、高中女子組、國 12/16~17
主委盃角力錦
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國小男子 09：00
標賽
組 、國小女子組。
2.活動由高雄市體育會主辦、高雄市
體育處協辦。
3.活動參與人數約 210 人。

海青工商(左營區左營大
高雄市體育會
路 1 號)

由數十顆可愛大氣球搭配各式特製
花車、各界表演團隊組成盛大遊行隊
2016 大氣球遊
伍，參與民眾能隨可愛大氣球一同歡
行
樂遊行，並和現場的大、小朋友沉浸
在歡樂的氛圍之中，歡笑無所不在。

主辦單位：
統一超商 楊鎮豪
高雄時代大道/統一夢時
統 一 超 商 股 份 有 02-2747-8711
代
限公司
分機 3583

使用身邊日常生活用品，設計成趣味
科學動手做實驗與遊戲，讓民眾經由
卡哇伊科學玩 實做培養科學興趣，並且引導其進一
具
步思考，體驗科學探究的精髓，啟發
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創意思考特質等

12/17

12/17
09：00

高雄市體育處
林韻卿
07-7229449#713
高雄市體育會角力
委員會
張震球
0919-619448

社教館中庭(高雄市小港 高雄市立社會教
區學府路 115 號)
育館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潛能。

60.

一、 全台最具特色歡樂路跑，除了
2016 OPEN ！
可以大手牽小手與 OPEN 家族
RUN 氣球路跑
開心 RUN 3K、11K，沿途還有
OPEN 家族玩偶及 OPEN 大氣

12/18
6:30-10:30

集合地點&起終點:
主辦單位：
統一超商 楊鎮豪
高雄時代大道/統一夢時 統 一 超 商 股 份 有 02-2747-8711
代時代廣場
限公司
分機 3583

更新日期：10/27
球，與你驚喜相遇。
二、 路跑路線：
(一) 11 公里趴趴 GO 組路線：
夢時代(起點)→直行時代
大道→右轉中華五路→右
轉凱旋四路→右轉成功二
路至一路→左轉直行海邊
路→直行河東路→右轉七
賢二路→右轉中華三路至
五路→右轉時代大道→夢
時代(終點)
(二) 3 公里親子組路線：
夢時代(起點)→直行時代
大道→右轉中山三路→右
轉凱旋四路→右轉成功二
路→右轉時代大道→夢時
代(終點)
台灣超級鐵人運動發展協會對於鐵
人三項運動推廣不遺餘力，此次更與
2016 tst 台灣 高雄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共同

61.

鐵人三項暨鐵 合作主辦此活動。活動特色從興達港 12/18
人二項錦標賽 風情的俯瞰，到高雄市民的好客，美 07:00
(高雄站)
麗、特別又有豐富生態資源的路線，
藉此推廣全民運動，吸引更多人享受
運動和旅遊的樂趣，並促進高雄觀光

興達港及周邊道路

台 灣 超 級 鐵 人 運 龔家龍、賴如芬
02-25236905
動發展協會

更新日期：10/27
經濟與體育相結合，讓台灣及全球各
地選手更認識高雄美景。

62.

63.

運用輕質土及鉛筆，製作可愛動物的
貓、鼠一家親 筆套，使學童能善用創作互動關係，
動物造型筆套 並增進親子育樂目的，也達到社教功
能。
歡度聖誕節教導小朋友運用保麗龍
球製作成雪人外型，用白色泡泡土灑
於保麗龍球上塑造成白雪組成的雪
人，最後貼上動動眼，再用緞帶，凸
雪人造型燈
凸筆及 LED 球裝飾於雪人身上，成為

12/18
09：00

12/25
09：00

左營區福山里里民活動
高雄市立社會教
中心(高雄市左營區榮總
育館
路 201 號)

楠梓區油廠國小（高雄市 高雄市立社會教
楠梓區左楠路 4 號） 育館

美麗的 LED 燈聖誕小雪人，活動不但
可以讓小朋友發揮創造力亦可營造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
館輔導組
杜金碧
8034473 轉 213

節慶氣氛。
2017高雄夢時代跨年很不一樣！

64.

除了流行歌手們拿出自己的看家本
2017 高雄夢時 領High翻全場，還有最炫的跨年倒數
代跨年晚會 3D光雕投影秀，讓鯨魚躍出水面、跳
躍在藍鯨館上驚豔觀眾，進入新年的
第一秒，人們將在視覺及聽覺的感官
震撼中，享受前所未有的歡樂時刻！

12/3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8：30

789 號

高雄夢時代

973-3888 轉 8399
羅先生

更新日期：10/27

65.

全台施放時間最長的煙火秀，以最吸
2017 義大跨年
睛的煙火演出，和您一起倒數迎接
煙火秀
2017 好運幸福。

12/3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
義大世界
段 10 號

義联集團 江惠頌
615-1111 轉
2831~2835

更新日期：10/27
※跨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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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顛倒新視界 歡迎光臨比爾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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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轉後的比爾家到底會發生什麼稀 7/6-105/2/28
反轉世界 駁 奇古怪的事呢？
週一至週日 10:00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 B10 倉
時 藝 多 媒 體 傳 播 范國洋
二顛倒屋
高雄造反了！時藝多媒體顛倒屋製 至 18:00 (最後購 庫旁（高雄市鼓山區蓬萊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4899#522
作團隊經過長時間的籌劃，於今年暑 票入場時間為
路 99 號）
假南下至高雄打造屬於港都海洋風 17:30，除夕休館)
情的實體顛倒屋，駁二顛倒屋不只是
高雄第一棟透天顛倒雙層洋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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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10/27
心樹．新靈— 出生台灣新竹尖石鄉泰雅族梅花部 105 年 8 月 27 日- 高美館 104-105 展覽室
安力．給怒的 落的安力．給怒(1958-)不只是一位 105 年 11 月 27 日
藝術世界
藝術創作者，還是一位專職的原住民
牧師；因此，藝術創作對他而言，不
只是個人生命的問題，也是整個族群
社會安定與存續的問題。透過藝術創

2.

作，他試圖為族群的傳統信仰與當代
社會秩序，尋找到一套既符合基督信
仰，又合乎傳統文化思維邏輯的型式
與圖像語彙。他如此信仰，也如此創
作，更如此傳揚道理。
本展彙集安力．給怒近 30 年來最重
要的創作成果，以及專為此次展出創
作的新作，分成「心樹」、「新靈」
兩大單元，呈顯這位泰雅族原住民牧
師藝術家多重身份的思維、探討、創
作與建構，對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與
走向，也包括原住民藝術的發展，是
一次極好的反思與借鑑。

主辦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謝宛真
立美術館
5550331 分機 237

更新日期：10/27

3.

4.

「庄頭藝穗節」，規劃從傳統在地文
化出發，舉辦系列庄頭歌仔戲、囝仔
戲、音樂會等，放送各類豐富的表演
藝術欣賞資源，深入高雄山區、海邊 105 年 8-11 月
高雄市各區
2016 庄頭藝穗
各社區，讓表演藝術深入常民生活， (演出場次請上文 (演出場次請上文化局官 文化局
節
建立高雄居民文化休閒新品牌。同 化局官網查詢)
網查詢)
時，藉以全面培養藝文觀賞人口，並
促進在地演藝團隊產業發展，打造高
雄優質表演藝術環境。
地獄為死者的世界，活人無法跨越邊
界前往的場所，但世界各處仍流傳不
少活人往來人世和陰間的故事。展覽
10/1-11/28
猶如走入文學中的地獄書寫，將透過
下地獄
週一至週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
當代藝術結合紙紮工藝、VR 虛擬實境
UNDERGROUND
10:00-18:00；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文化局
展示，來一趟當代地獄旅行，以審判
ADVENTURE
五、六、日及國定 1 號）
者的角度觀看藝術所提出的人性、社
假日 10:00-20:00
會議題，進而思考個人與當代社會的
道德及生命價值，飽覽另類的當代地
獄風景。

07-2225136#633
如附總表

張珮瑜
07-5214899#508

更新日期：10/27
創作論壇
關於城市，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視野與 105 年 10 月 8 日- 高美館 401-402 展覽室
維 ‧ 身 — 高 想像，當身體跳脫日常經驗中的情 106 年 1 月 1 日
雄：特定空間 境，這種視野與想像才能被突顯、被
╳身體軌跡計 反思甚至被顛覆。
畫
擔任稻草人現代舞蹈團製作人的羅
文君，基於數年來讓舞團足跡進入各

5.

種特殊空間場域的策畫與製作經
驗，將人對空間的感知推展為對城市
的想像，並進而將城市的運行與人體
的維生系統交互模擬，以此概念組織
成本次跨領域展演計畫。簡豪江、羅
文瑾、角八惠、王連晟，四位來自視
覺藝術、舞蹈、服裝、新媒體等不同
專業領域的藝術家與表演者，以身體
知覺為觸角、以維生網絡為想像、以
城市高雄為場域，以創作展演為表
現，來探究人與城市空間的關係，並
藉由多元媒材的紀錄、轉化與演繹，
在本次展覽中鋪陳出人們生息與城
市脈動相互激盪而呈現的生命軌跡。

主辦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黃培宜
分機 238
立美術館

更新日期：10/27

6.

網路盛行的當下，漫畫已經是大眾每
天都會接觸的媒體，其透過社群網站
轉貼傳播的速度，也讓漫畫變成評論
【駁二動漫倉 熱門議題的一種方式，今年高雄動漫 10/15-11/27
庫前奏展】 節的藝術主題展，駁二藝術特區邀請 週一至週四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 B6 倉
「當漫畫介入 知名策展人羅禾淋，以「當漫畫介入 10:00-18:00；週 庫（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文化局
社會」當代藝 社會」為策展主軸，用跨領域的方式 五、六、日及國定 99 號）
術特展
邀請漫畫家與藝術家展出對社會發 假日 10:00-20:00
聲的可能性，探討漫畫家用漫畫執行
公民意識的過程，與當代藝術家如何
用漫畫的手法，述說社會的觀察。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更新日期：10/27
「2016 乘風而騎」活動，配合高雄完
善自行車路網，帶領遊客造訪大高雄
在地特色景觀資源，及每一場充滿趣
味的 DIY 體驗活動。
計推出 6 條路線，並安排專業導覽人
員做深入的在地介紹，及規劃特色體
驗活動，包括有林園「洋蔥手工紙」、
三和瓦窯「砌磚體驗」及「手作鳳梨
「2016 乘風而 發糕」，還有「乘舢舨」認識河流生
105 年 10 月 15 日
騎」單車旅遊 態，玩「蘆竹笛」和「彈塗魚紙雕」
高雄市
至 11 月 13 日
活動
及全台首創「自力造舟體驗」…等多
元有趣的活動。
行程路線有~愛河蓮池潭舊城騎翔/
林園濕地懷舊騎騁/美濃客庄美麗騎
遇/高屏水鳥群飛騎騁/茄萣烏金海
風騎跡/旗山溪州古寶尋騎，
更 多 詳 情 請 上 活 動 官 網
http://2016khbike.digogi.com.tw
/、高雄旅遊網

觀光局

觀光發展科
張淑芬
7995678 分機 1532

更新日期：10/27
高雄市茄萣區
公所 105 年秋
季晚風～茄萣
廟埕星光音樂
會

7.

8.

為持續推動藝化茄萣政令宣導活動， 10/14 19：00～
特邀請樂團在區內廟埕進行表演，讓 21：00賜福宮
民眾在日常生活場域中即可接觸各 10/21 19：00～
種
21：00金鑾宮
文藝活動，以提高生活品質，隨著悠 10/28 19：00～
美的歌曲，優雅的旋律塑造茄萣成為 21：00正順廟

賜福宮(茄萣區嘉泰里茄 高雄市茄萣區公
萣路二段 57 號)
所
金鑾宮(茄萣區保定里港
東街 111 號)
正順廟(茄萣區崎漏里崎
漏路 68 號)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陳涵妮 6900001-121

具有藝術氣息地區，並藉由音樂會舉 11/4 19：00～21：萬福宮(茄萣區萬福里白
行推動及宣導各項政令，讓各項政策 00
萬福宮
砂路 237 號)
能夠真正落實於民眾日常生活當中，
以增加政務推行之成效，期能建立良
好的公共形象達到民眾滿意，全面提
升政府整體績效。
辦理第 16 屆高雄電影節，今年更將
場地擴展至台北。邀請世界各國優秀
2016 高雄電影 影片至高雄映演，加強與國際影展合
105/10/21~11/6
節
作交流，邀請國內外重要影人出席高
雄電影節，建立影視交流平台，並辦
理 2016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

1.高雄市電影館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
河西路 10 號
高雄市電影館
2.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
光路 61 號

映演組 鄧心怡
5511211 轉 12

那瑪夏區為一多元族群共存共榮
高雄市那瑪 之地方，內有布農族、卡那卡那富

9.

10/22(六)夏區文物館 族、拉阿魯哇、泰雅族及排灣族，
12/31(六)
並有少數漢人居住，那瑪夏區屬布
2016 年布農族
09:00-16:00

農族人數最多，卡那卡那富族則次

暨卡那卡那富 之，那瑪夏區其他族群身受布農族

高雄市那瑪夏區文物館
高 雄 市 那 瑪 夏 區 07-6701001#153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
公所
民政課 邱明輝課員
平和巷 170 號)

更新日期：10/27
族文物特展

及卡那卡那富族文化影響深厚，並
以該兩族為那瑪夏區代表性之原
住民族群。
本次活動以那瑪夏區最具代表性
之族群－布農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為策展之主題，期望藉由該兩族之
文物、頭(帽)飾及服飾，將那瑪夏
區多元之文化推展出去，特辦理本
次文物特展。
拿起畫筆時的力道大小，影響了圖案
的形體;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取決
了瞬間的永恆。而這個數位化的世界
中，透過指尖就可以分享、溝通，甚

11/5-106/1/8
至是串起無限的可能…
指尖的重量
週一至週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6-7
本展彙集了在社群媒體及相關領域
10:00-18:00；週 倉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 文化局
10. Through the
中的網路紅人，透過他們的自我觀
fingers…
五、六、日及國定 街 2 號）
察，來欣賞這不一樣的世界。從象徵
假日 10:00-20:00
個人思維的插畫及建築紋理，到觀察
社會環境的城市角落，再進一步地，
透過分享及交換，串連起社會，甚至

柯奕祺
07-5214899#506

是全世界。
O loma no
「2016 Pulima 藝術獎」旨在體現台 105 年 11 月 5 日- 高美館 201、202、203 展 指導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曾媚珍
adingo 靈魂的 灣原住民族主體精神之創作，並藉展 106 年 2 月 5 日 覽室
政府文化局
分機 267
11. 所在-2016
主辦單位：財團法 甘佳玄
Pulima 藝術 覽呈現原住民藝術的時代面貌。本展
覽關注當今原住民創作者如何理解
人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分機 252
獎

更新日期：10/27
與感知現世處境，面對全球化與殖民
現代性的侵襲，原住民議題如何以更
廣泛且多元的方式來討論?我們將透
過中青輩藝術家的創作來重新省視
個人與文化的連結，同時溯源與創造
當下，開創傳統及未來之間的詮釋和

事業基金會、高雄
市立美術館

想像，也為下一世代展開建構主體歷
史的道路。
萬曆萬象—多 明代萬曆年間，是個人才輩出的朝 105 年 11 月 19 日- 高美館 101、102、103 展 指導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吳慧芳
元．開放．創 代，文治武功鼎盛，朝野中不乏風雲 106 年 3 月 12 日 覽室
政府文化局
分機 239
意的晚明文化
人物及流傳後世的文化遺產，文藝與
主辦單位：何創時 應廣勤
生活美學更臻於極盛；百花齊放的精
書 法 藝 術 基 金 分機 230
彩與多元，媲美西方的文藝復興。本

12.

展係本館與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合作之大型明代書畫展，展出何創時
書法藝術基金會收藏之百餘位明代
重量級文化大師共 111 件明代書畫珍
品，內容分為「影響日韓的文化巨
人」、「治國能臣」、「軍事」、「科
學大師」、「思想大師」、「高僧」、
「文藝」、「書法」、「繪畫」、「生
活」十大類，以呈現萬曆萬象晚明文
化的歷史生態性。

會、高雄市立美術
館

更新日期：10/27
旅新萬里情－ 黃光男的藝術創作，經由傳統與創新 105 年 11 月 26 日- 高美館 301、302、303、 指導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林佳禾
分機 249
黃光男的文人 的反覆激盪、交融，而繁衍出新的水 106 年 3 月 5 日 304 展覽室
政府文化局
藝術
墨藝術風貌，作為一位 20 世紀跨越
主辦單位：高雄市 曾芳玲
分機 240
21 世紀的當代藝術家，黃光男踏出中
立美術館
國文人的步伐，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滋養自傳統文化，把對自己生長
13.
土地的愛與社會關懷，具體實踐水墨
創新觀點，創造世界性的藝術符碼，
表現當代文人藝術的多元面向，亦呼
應本展「清流無間斷，旅新萬里情」
的策展核心。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係麗寶建設基
於社會公民責任於 2003 年成立之基
金會，旨在推行藝術教育、培育藝術
人才，並落實社區發展、生活品質提
升，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麗寶雕
12/3-106/1/2
塑雙年獎」之舉辦係為鼓勵青年藝術
第三屆麗寶國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家並提供他們一個新的創作平台，為
李亦梅
10:00-18:00 ； 週 C9-8、C9-20 倉庫(高雄市 文化局、麗寶文化
14. 際雕塑雙年展
實現「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目
07-5214899#509
藝術基金會
巡迴展
五、六、日及國定 鹽埕區大義街 2-3 號)
標，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得獎作
假日 10:00-20:00
品巡迴展。第三屆麗寶國際雕塑雙年
展將透過巡迴展方式，將得獎作品巡
迴至高雄，期望藉由雕塑展覽，結合
國際與在地文化思維，再次震撼民眾
視野。

更新日期：10/27
2017 高雄過好年，透過手機及行動導
購功能，整個高雄都是您的 shopping
mall，從 12 月開始到明年春節年假，
2017 高雄過好
105/12/9-106/2/
本市
15.
都讓您玩透透、好好購。
年
1
此外更提供各種線上互動遊戲，其中
您一定不能錯過的就是發票線上登

16 呷飽未

經濟發展局

錄抽汽車，增添您購物時的樂趣。
當呷飽未變成一句習以為常的親切
問候，我們的飲食文化之於人也不再
只是維持生理的必須，更是傳遞情感
及感官記憶的重要對象； 每逢重要
12/17-106/3/12
節慶或人生大事也總是藉由團聚盛
週一至週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
宴作為重要的分享媒介，而辦桌正是
10:00-18:00；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文化局
飲食文化與情感連結的集大成。
五、六、日及國定 1 號）
呷飽未將溫故知新我們的辦桌情
假日 10:00-20:00
感，除了回味古早刀煮師傅一道道手
路菜蘊藏的意涵，也邀請各界創作者
端上一桌桌精心烹調的視覺饗宴，呷
飽未？快來大飽眼福一頓吧！
「插畫界諾貝爾獎─世界插畫大展」

韓嘉浤
3368333#2189

許婷婷
07-5214899#523

12/17-106/3/12
官方首度授權海外巡展，完整呈現橫
插畫界諾貝爾
週一至週日 10:00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P3 倉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 范國洋
跨 50 年，25 位歷屆得主，350 件經
至 18:00 (最後購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7 獎─世界插畫
公司
典插畫創作，透過世界級頂尖插畫大
07-5214899#522
大展
票入場時間為
1 號）
師，帶領你我進入一個充滿愛、智慧
17:30，除夕休館)
與夢想的世界，細緻精巧的美麗繪

更新日期：10/27
圖，生動有趣的故事場景，為經典添
上羽翼，完美呈現你我眼前，錯過台
北站的朋友，千萬不能再錯過高雄
站，這個最後的機會！就讓你我跟隨
著大師的腳印，一同進入插畫的最高
殿堂，展開一場心靈與視覺雙重饗宴
吧！
快拍慢想：編 「快」與「慢」是形容速度的相對詞。105 年 12 月 24 日- 高美館 104、105 展覽室
導式攝影的社 「快拍慢想」的「快拍」，指的是影 106 年 4 月 9 日
會光譜
像內容的成像速度，而「慢想」指的
是編導式攝影創作背後緩慢、細膩而
複雜的準備工作。透過快與慢的對
照，本展希望突顯編導式攝影影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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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高雄市 高美館余青勳
政府文化局
分機 233
主辦單位：高雄市 李學佳
分機 290
立美術館

象下所欲呈現的社會觀察，而這些觀
念呈現好比光譜般，反映了今日社會
的種種現象與本質。本展藉由十位藝
術家──高媛、游本寬、陳敬寶、彭
怡平、楊順發、周慶輝、吳孟真、何
孟娟、王建揚等人的攝影創作，討論
種種社會議題與現象，並藉此呈現當
代社會多元、異質的社會光譜。

本年度將結合聖誕節活動，在體育園
「2016 路竹番 區舉辦一場番茄聖誕嘉年華，現場除
19
茄節」
了有各產銷班展售當季最新鮮的農
特產及美食攤位外，更於園區設置創

106/1/15
9:00

路竹體育園區(高雄市路 高雄市路竹區公
竹區大同路 155 號)
所

路竹區公所
農業課謝明修
6979205

更新日期：10/27
意綠雕裝置藝術及安排各種聖誕親
子活動，讓遊客度過一個歡樂的聖誕
假期。
愛寫字，玩書 本展策畫四個單元，探索漢字及其書 即日起至 106 年 2 兒童美術館 201 展覽室 高雄市立美術館
法
寫藝術。所有古老的文字起源於圖 月 26 日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畫，因而最早的漢字甲骨文，距今三
330 號)
千多年還能一點就通，在於造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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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轉因其書寫者個性見其變化；而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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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新樂園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藝術 即日起至 106 年 5 兒童美術館 202 展覽室 高雄市立美術館
家的眼中，自然萬物都是他們創作的 月 31 日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靈感來源，本展以生命教育為主軸，
330 號)
21
透過自然觀察與藝術教育，藉由植物
的生命歷程、造形與色彩變化，從自
然美學、材質探索、美感啟發到環境

高美館洪金禪
5550331 分機 306

高美館陳嬋娟
5550331 分機 304

更新日期：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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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咔滋咔 民以食為天，人人仰賴其維持生命機 即日起至 106 年 兒童美術館 101 展覽室 高雄市立美術館
滋
能。但食物可不只存在餐桌和唇齒 11 日 4 日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Art, Yummy！
330 號)
間，它蘊含信仰、欲望、文化、認同
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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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館洪金禪
5550331 分機 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