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8 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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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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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圖總館在今年 11 月 13 日滿五歲
了〈熱情邀約市民朋友一起來慶生
同樂〈
（1）
（1）「人人都有想像力」主題書展〆
「人人都有想像
以「想像力」為題陳列布置主題書展
力」主題書展〆
（2）108 年與書的盲目約會〆將書封
10/29-12/01，
覆蓋，透過小卡他人讀後心得選書閱
10:00 – 22:00
讀。與高雄在地插畫家合作插畫吊卡
高雄市立圖書館
文化局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
（2）
贈讀者外借收藏。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 61 高雄市立圖書館 吳怡嫺
五周年館慶活動
108 年與書的盲目
（3）11/9 生日快樂嘉年華〆邀請與
號
總館
(07)536-0238#8302
約會〆11/9-11/15
總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市民朋友一
（3）
起慶生々快樂鳥故事劇場舞台劇演
生日快樂嘉年華〆
出々胖叔叔說故事的繪本閱讀活動々
11/9（六），
親子律動々周邊還有溫馨有趣的 VR
14:00-17:00
體驗、辦證送好禮、好書籤求好運、
故事達人體驗，和文創市集，歡迎市
民朋友相揪來逗熱鬧〈
展示六大主題
1.健康促進專區(樂齡健身房)。
10/31(四)~
11/2(六)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社會局長青中心
2019 亞洲樂齡智 2.生活輔具(AVR 科技復能區)。
高雄市展覽館南館(高雄
3.安居生活(失智症公益活動)。
10:00-18:00
局 長 青 綜 合 服 務 蔡侑錚
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
慧生活展
4.睡眠科技(亞洲睡眠科技交流會)。 11/3(日)
中心
7710055#3337
5.養生健康食品(養生料理輕鬆做)。 10:00-17:00
6.樂齡幸福生活(樂齡對談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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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城市包羅萬象，虛擬城市亦然。
當虛擬城市「譜普市」與真實高雄相
依，現象更加複雜龐大，名之為「大
大大大〆大文創 譜普市」。本展覽以二種提案，探問 108/11/1-108/11
家＋大林蒲勇者 攸關「大譜普市」生存的一個重要課 /30
高雄市立美術館
文化局(高美館)
地 上 城 @ 大 譜 題，即其知識經濟〆一、假如，文化 週 二 至 週 日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魏鎮中
普市—一座偉大 部 與 經 濟 部 合 作 推 出 「 主 打 藝 術 9:30-17:30( 周 一 80 號
5550331#284
城市的技術指南 家」，開發藝術作為文創產業的可 休館)
能々二、在工業包圍的地上城「大林
蒲」，讓駐地勇者孚城兩個月，以肉
搏的影像紀錄，提議一種地方創生。
結合大學及民間企業以聯展方式結
2019 高雄市永續 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啟動各計畫
駁 二 特 區 蓬 萊 倉 庫 B4
姓名〆黃藍儀
城 鄉 & 綠 能 校 園 學校師生積極投入對環境教育之熱 108/11/1-11/3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教育局/資國科 電話〆
計畫博覽會
誠。讓我們從教育看見高雄的好，也
99 號）
07-7995678-3119
看見未來的希望。
創世基金會於 1986 年 11 月成立，秉
持「救一位植物人，等於救一個家庭」
的理念，陸續在全台設立 17 家植物
人安養院，前後安養二千多位植物
人，幫助許多傷心無助的家庭。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安養植物人是條長遠艱辛的路，靠著
運動發展局
2019 RUN TO LOVE
場)
財團法人創世社
社會善心人士及熱心義工支持，弱勢
11/2
楊宗恩
公益路跑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會福利基金會
才享有這份福澤。今年，創世再度舉
5829000#3001
100 號)
辦「RUN TO LOVE 公益路跑」，五年來
超過兩萬名跑者參與，雖來自各方，
但方向一致地跑向愛，建構一條綿延
的心路線、愛哩程。賽事結餘款作為
植物人安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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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水資源永續利用乃是全球關注重要
108 年度阿公店
議題，為使本區居民凝聚社會對水資 11/2
水庫水質水量保
源議題共識，爰此本所透過辦理水源 7〆30~9〆20 健行 高雄市田寮區阿公店排
護區水源保育與
高雄市田寮區公 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保護教育宣導並輔以健行活動來體 活動
洪道（高雄市田寮區新興
回饋計劃水資源
所
葉素霞 6361475-27
驗大自然生態景觀，使得人們對大自 9〆40~10〆40 水資 里）
教育宣導暨大手
然尊重、珍惜環境給予的資源，進而 源宣導
牽小手健行活動
逹到【人文生態共融】之目標。
位於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神農宮旁
的小小公廨是早期西拉雅族住民留
下的足跡，這幾年來在六龜里神農
宮舉辦的帄埔族夜祭的活動下讓周
邊關山、大田、荖濃、新發等聚落
都能聚在一起尋找及傳承古老文
化。公廨內主要信仰「濾公祖」，
據六龜里耆老口述傳下，神農宮內 108/11/2(星期
六龜神農宮黃叔帄
六龜帄埔族夜祭
六龜帄埔公祖廟(高雄市
李府千歲曾指示:公廨內「阿立祖」 六)
總幹事 0989196900
～濾公祖聖誕活
六龜區六龜里華北街 60 六龜神農宮
姓濾，故六龜里的族人均稱公廨內 (農曆 10/6)
六龜區公所黃寶慧
動
號)
的阿立祖為「濾公祖」並以漢人祭 8:00~20:00
6892100*61
拜祖先方式設立濾公祖牌位供族人
祭拜，是與其他處帄埔族公廨所不
同之處。在每年農曆 10 月 6 日於公
廨舉行濾公祖祭典，廣邀居住附近
聚落之帄埔族人及附近居民前來祭
拜，並於公廨前廣場與會親團體牽
戲歡唱。
邀請美學大師蔣勳蒞臨演講，免費供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演
姓名〆周明威
美學講座〆
「旅行
市民朋友們參加。（本場次由華航公
108/11/2
藝廳(高雄市小港區學府 高雄市社教館
電 話 〆 07-8034473
中做美的功課」
司主辦）
路 115 號)
轉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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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 客家婚禮〆婚禮當天 50 對新人將
穿著創新的藍衫結婚禮服，在客
家八音、彩旗、帶路雞及扛禮等
迎親隊伍引導下熱鬧進場，並遵
循古禮上燈、為長輩插頭花、奉
2019 客庄 12 大
新娘茶，展現客家文化飲水思源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文教發展組李旻臻
節慶～客家婚禮
的感恩與傳承。
11/2 16:00-20:00
客家事務委員會
(三民區同盟二路 217 號)
3165666#36
客家宴
(2) 客家宴〆提供 100 桌「客家辦桌」
宴席讓新人及民眾認桌，並邀請
客家大廚以在地食材結合客家獨
特的料理手法，烹飪出精緻美味
的客家喜筵，呈現客家傳統名菜
融入創意的新美食文化。
(1) 慢速壘球錦標賽〆慢速壘球。
(1) 11/2、3（六、日）
(2) 傳統體育競技〆包含傳統射箭、
慢速壘球
傳統拔河、傳統摔角、傳統路
@迷瑪力慢速壘球場
(1) 慢速壘球
2019 高雄市原住
跑、負重、撒網、擲矛、爬竿、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
11/2、3（六、
民族傳統體育競
鋸木等 9 項。
里一成街 55 號)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林聖瑜
日）
技暨慢速壘球錦 首次將傳統競技及原住民愛好的慢
(2) 11/9 (六)
會
7995678#1718
(2) 傳統體育競
標賽
速壘球運動相結合，賽事規模較以往
傳統體育競技
技 11/9 (六)
盛大，在發揚原住民族傳統競技之
@橋頭區興糖國民小
餘，也提供慢壘球愛好者切磋球技的
學(高雄市橋頭區興
交流帄台。
糖路 19 巷 1 號)
活動主要分為靜態與動態，靜態活動
包括眷村文物展示、眷村美食及眷村
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
2019 高雄市眷村
文化局陳良安
文化創意攤位、眷村及明德班導覽 11/2~11/3
信 所 ( 前 海 軍 明 德 訓 練 文化局
文化節
2225136#8525
等；動態活動包括開幕式、趣味競
班)
賽、眷村懷舊遊戲、金曲繞眷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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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活動開幕(暖場、開場表演、主持
人及長官致詞、登福船灑麻糬等
祈福儀式)。
(2)踩街嘉年華(計有在地社團、學
校、動物布偶隊參與，所有隊伍
在代天宮集結、致詞、開鑼後起
行，途中定點表演，從代天宮出
發-鼓波街-臨海二路-臨海新路蓬萊路-棧貳庫路側廣場)。
(3)福船踩街遊行(模仿早期哈瑪星
當地漁船要下水前，沿街灑麻糬
祈求好運，並喊口號「滿載、滿
載」
，踩街結束到會場時進行登船
敲鐘祈福儀式)。
(4)Cos solo show 表演。
(1)鼓山區棧貳庫路側廣
(5)Hip 哈舞蹈表演。
11/2 14〆00~20〆
場(鼓山區蓬萊路 17
2019 鼓山哈瑪星 (6)濱線音樂會(由表演團體在主舞 00
號)
鼓山區公所
台及副舞台分別辦理)。
11/3 14〆00~18〆
-濱線祭
(2)鼓山區代天宮(鼓山
(7)哈瑪星文化巡禮(由高雄市打狗 30
區鼓波街 27 號)
文史再興會帶領民眾參訪哈瑪星
地方文史特色，事先報名，額滿
為止)。
(8)偉大航路之旅(帶領民眾搭遊艇
參訪高雄港，推廣哈瑪星遊艇產
業，採事先報名，額滿為止)。
(9)哈瑪星文史教室(由高雄市打狗
文史再興會幫民眾上課，使民眾
進一步認識哈瑪星文史特色，事
先報名，額滿為止)。
(10)闖關大挑戰(規劃三處景點，讓
民眾闖關，闖關成功在集點卡蓋
印)。
(11)主場地設置公益宣導攤位及在
地創意品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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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區公所蔡鴻濱
5311191#24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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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劇、音樂會等，放送各
類豐富的表演藝術欣賞資源，深
2019 庄頭藝穗節
入高雄山區、海邊個社區，讓表
庄頭歌仔戲
演藝術深入常民生活。
11/3 19〆30
勝秋戲劇團(魚
(2) 蛇皇意圖爭奪能讓鯉魚以子羽
美人)
化成以的九轉金丹，雙方大打出
手，畫師張珍以觀音畫像拯救鯉
魚以子，為了報恩，鯉魚以子幻
化成人，卻又掀起一池風波……

內門紫竹寺
(內門區中正路 115 巷 18 文化局
號)

文化局陳紹元
2225136#8335

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為中華民國
足球協會 主辦的台灣足球最高層級

14.

賽事。本賽季為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
賽 的第三個賽季，2019 台灣企業甲
級足球聯賽本屆由八支隊伍，北市大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同、高市台電、航源 F.C.、台北紅
運動發展局
2019 台灣企業甲
場)
中華民國足球協
獅 (原台程獅更名)、臺灣體大、台 11/3、11/27、12/1
楊宗恩
級足球聯賽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會
南市台灣鋼鐵(原台南市)，再加上從
5829000#3001
100 號)
資格賽踢上來的銘傳大學與台中
FUTURO，8 支隊伍將爭奪 2019 冠軍獎
盃。今年企甲在賽制上維持三循環的
賽事，賽季自 04 月 14 日開始進行到
12 月。

P.6

15.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宋慧英
(1) 本賽事係亞足聯 U19 亞洲盃資格
07-7229449#308
2020 亞足聯 U19
賽，是亞洲區具指標的 19 歲以
運動發展局
運動發展局設施科
11/6、11/8、11/10 高雄國家體育場(高雄市
足球錦標賽資格
下組賽事，每兩年舉辦一次。
中 華 民 國 足 球 協 楊宗恩
16:00、19:00 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賽
(2) 參賽隊伍係中華、澳洲、寮國及
會
5829000#3001
澳門。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林正倫
02-25961185

路跑全程僅短短 4 公里，路跑初心者
也能輕鬆完賽〈
會場當天將設置大量 LINE FRIENDS
主題拍照區，參加路跑還能見到全新
16.

造型的熊大、兔兔和莎莉等人氣角色
LINE FRIENDS 音
華麗登場，根本意圖燒完粉絲的手機
樂路跑
相簿空間〈
賽道中將會設置各種不同的「音樂
站」，全場熱鬧不斷，讓每位粉絲都
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音樂跟 Tempo，一

11/7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運動發展局
場)
博恩事紀有限公
楊宗恩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司
5829000#3001
100 號)

同打造熱鬧的趴踢氣氛〈

17.

本項賽事為亞洲橄欖球總會年度重
亞洲青年橄欖球 要賽事，採升降賽，我國辦理最高級
11/8、11、14
錦標賽
比賽，計有中華台北、香港、韓國、
新加坡共 4 國 120 名選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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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運動發展局
場)
中華民國橄欖球
楊宗恩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協會
5829000#3001
100 號)

18.

中華民國龍舟協會主辦、高雄市體育
會(龍舟委員會)承辦的 2019 年城市
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11 月 8-10 日蓮池
潭熱鬧舉行,預估將有超過 235 隊
6,500 人參賽，其中遠道而來國外選
2019 城市盃國際 手預估將超過 700 人。賽事期間，數
千民眾到左營蓮池潭觀賽，大家熱情
龍舟錦標賽
為參賽選手加油助陣，成為一項典型
全民運動，帶動周邊經濟產值，成功
行銷高雄。另本賽事亦獲選為教育部
體育署「2018 臺灣精選國際運動賽事
-全民參與獎」
，顯示活動辦理績效受
到肯定，已成為龍舟競賽指標賽事。

19.

(1)以台韓演藝界明星及退役球星組
成之球隊，進行棒球表演賽，以
2019 台韓明星公
帶動推展全民棒球精神為宗旨。
(2)本活動之收益，扣除必要開支，
益棒球賽
將全數捐助予弱勢團體，宣揚公
益精神。

20.

21.

11/8-11/10

運發局全民運動科
黃彥璋
7229449 轉 401
蓮池潭水域(環潭路周 高雄市體育會龍
高雄市體育會龍舟
圍)
舟委員會
委員會
朱文祥總幹事
0932235915

11/9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張家羽
高雄市澄清湖棒球場（高
07-7229449#302
中華棒球娛樂推
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13
中華棒球娛樂推廣
廣協會
號）
協會
陳齊祥
0913-225657

為推廣高雄特有的原生茶，以及旗美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客家事務委員會
2019 高雄原生茶 九鄉鎮之農特產品，舉辦豐富的市集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會、農業局、原住 綜 合 規 劃 組 梁 依 帆
活動，包含原生茶試喝展售、農特產 11/9 09:00-16:00
(三民區同盟二路 217 號)
推廣暨創意市集
民事務委員會
3165666#55
品展售、地方特色美食、創意市集及
客家搗麻糬體驗。
2019《打造路竹 (1)邀請高雄市管樂團到區表演
樹人醫護專科學校
高雄市路竹區公
藝文科技城》系 (2)舉辦創意趣味的野餐佈置比賽
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外
民政課洪淑芬
108/11/9
所
列活動一【秋風 (3)辦理野餐音樂派對提供區民多元
大草坪
6979220
15:00 ~20:00
樹人醫護專科學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
0928722008
的休閒娛樂活動增加人文交流
吹有聲】野餐音
校
452號)
與藝術欣賞體驗
樂派對
P.8

22.

23.

24.

2019永安石斑魚節訂於11月9、10日
2019 永安石斑魚 登場，推出一系列精彩熱閙的活動，
有踩街嘉年華、石斑魚饗宴、魚市 11/9-11/10
節
集、景點導覽列車、寫生比賽…，詳
細活動訊息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1.活動宣傳及加強對網路社群的推
廣宣傳。
2 食魚教育(生態養殖)導覽行程
2019 永 安 石 斑 3.設置漁夫市集
11/9-11/10
4..石斑料理創意美食 DIY
10:00-17:00
饗鮮季
5.親子手作坊 DIY 體驗活動
6.海洋音樂暨在地文化表演
7.牽罟活動
8.彩繪拍照區
利用永安區石斑魚文化節活動期
間，結合地方產業設計有趣的 DIY 活 108/11/9~11/10
閱讀地方產業文
動，讓來自全國的民眾透過手作 DIY 上午 9:00~12:00
化活動
方式瞭解在地特色，吸引民眾進入圖 下午 1:00~4:00
書館，認識圖書館各項服務與政策。

25.

本賽事係為例行性橄欖球賽事，對於
高雄市市長盃橄 推廣國民體育、促進身心健康、提昇
欖球錦標賽
橄欖球運動技術以及推動高雄橄欖
球家族，推展高雄運動、觀光產業。

26.

本項賽事為全性橄欖球賽事，共有國
108 年全國橄欖 小、國中、高中、公開組四組，
球 聯 賽 - 公 開 組 為提倡全民運動推展高雄市運動觀
光產業特邀請高雄市共同合辦公開
決賽
組賽事,共計 4 隊 120 名選手參加。

11/13-1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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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區休閒公園、照顯府 高 雄 市 永 安 區 公 民 政 課 蔣 蘭 芬
旁、永安宮廣場
所
6912716#151

高雄市永安區漁會(高雄
市永安區新港里新興路
27-2 號)、永新漁港(新港
海堤/石斑路)

永安分館
研習教室

永安區漁會

黃于青 專員
691-2020

文化局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 蔡英惠
永安分館
(07)691-1601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場)
高雄市體育會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運動發展局
楊宗恩
5829000#3001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運動發展局
場)
中華民國橄欖球
楊宗恩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協會
5829000#3001
100 號)

27.

28.

本活動為大高雄地區最具指標性的
超級馬拉松賽事之一(已連續辦理第
4 年)，亦為南台灣唯一的 24 小時
2019 高雄 24H 公 賽，賽道為繞主場館園區外圍ㄧ圈
11/16、17
益超級馬拉松賽 (1.75K) ，並獲 IAAF 國際認證之賽
道。組別分為個人 24 小時組、個人
12 小時組、個人 6 小時及接力賽組，
參與人數預計 300 人次。
延續歷年來【趨勢經典文學劇場】為
古代經典尋找現代性的精神，本次戲
劇主軸將以「漢代文學風華」為切入
點，由博物館為戲劇場景，復以文學
作品反映時代社經概況的特性，來到 108/11/16
趨勢經典文學劇 博物館的探索者，因考古的內容間接 日光場〆
串連了漢代人民的苦樂與愛恨，將古 14:00-17:00
場-朝代篇
今曾發生或可能發生的故事交雜排 星光場〆
列，編織出古今文學生命之間可能的 19:00-22:00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黃伸閔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1
場)
大高雄志在必行 大高雄志在必行運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運動關懷協會
動關懷協會
100 號)
吳建忠
0933-324004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高雄市社教館

姓名〆盧南全
電話〆
07-8034473-206

對話與辯駁，也讓漢代經典文學作品
在現代重新被詮釋演繹。本活動僅規
劃於高雄及台北各演出 2 場，機會難
得。

29.

(1) 11/16 14:00 高雄
市立國際游泳池(高
戲獅甲活動以舉辦國際賽事為主，邀 水 上 高 樁 11/16
2019 高雄戲獅
雄市苓雅區中正一
文化局(史博館)
請國內外舞獅冠軍團隊參與獅王大 14:00
高雄市立歷史博
路 94 巷 1 號)
林雨勤
甲—水陸獅王大
物館
賽，及國內傳統藝術團隊參與現場表 陸 上 高 樁 11/17
(2)
11/17
14:00
高雄
5312560 轉 311
賽
14:00
演。
巨蛋(高雄市左營區
博愛二路 7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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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主辦的「2019 第 2
屆高雄國際沙灘手球邀請賽」，11 月
21 至 24 日 4 天在高雄市鳳山沙灘球
2019 第二屆高雄 場隆重登場，來自日本、香港、泰國、
越南、紐西蘭、科索沃及台灣共 7 個
國際沙灘手球邀
11/21-11/24
國家地區參賽。希促進政府新南向政
請賽
策暨泛太帄洋國際沙灘手球運動之
友誼，共同倡導推 展沙灘手球運
動，藉此精進我國沙灘手球運動，躍
進國際舞臺。
(1) 協助中高齡及照顧經濟弱勢婦
女與社福團體提升經濟力，走秀
高雄女力 高飛
方式介紹自己的產品展現 108 年 11/23(六)
09:00-11:30
亮麗
度婦女經濟培力成果
(2) 現場音樂演奏、手作與美食市
集，歡迎親子歡樂過周末。
以「新城古蹟」與「美食」為號召，
透過愛情小巴遊「心」城、漫遊鳳山
2019 戀戀鳳山城 微旅行等活動串連鳳山區的寺廟、古
11/23
- 鳳 邑 心 花 開 活 蹟、美食與特色巷道（打鐵街、傢俱
14〆00-17〆30
街與喜餅街）。現場邀請藝人及社區
動
社團表演、DIY 趣味體驗、有獎徵答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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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沙灘排球場

運發局全民運動科
黃建榮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7229449 轉 404
會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
官賢明理事長
0912577042

婦帅青少年活動中心前
庭廣場(高雄市鳳山區光 社會局
復路 2 段 120 號)

社會局婦帅青少年
活動中心
吳采蓉
7466900#206

曹公圳水岸公園廣場(鳳 高 雄 市 鳳 山 區 公 民政課楊媛娜
山區體育路與立志街口) 所
7422111 轉 439

33.

本賽事於陸軍官校及陸軍步兵訓練
指揮部營區辦理全國鐵人三項及二
項競賽，吸引國內鐵人三項運動愛好
2019 黃埔金湯鐵
者共同發揚奮勇爭先，堅持到底，不
人三項暨鐵人二
怕苦、不怕難的運動精神，並藉此推
項競賽
展體育休閒活動及高雄觀光事業發

11/24

展，有效結合高雄在地軍事學校及營
區特色，行銷國軍精實忠誠的精神。

34.

為阿公店長跑協會主辦，為岡山地區
具歷史之馬拉松賽事，旨在推廣路跑
運動、促進地方觀光發展、宣導愛護
2019 阿 公 店 全
地球、提倡節能減碳等，活動分為馬
國馬拉松賽
拉松組、超半馬組(22 公里)、路跑組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陳盈里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3
陸軍軍官學校、陸軍步兵
高雄市體育會鐵 高雄市體育會鐵人
訓練指揮部及週邊道路
人三項委員會
三項委員會
周進達
0952-969003

11/24(日)

國立岡山農工田徑場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黃伸閔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1
高雄市阿公店長 高雄市阿公店長跑
跑協會
協會

(8 公里)、休閒組(5 公里)，預計有
全國各地跑友計 5,000 人參加。

歐忠炎
0928-379971

35.

頒獎表揚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散
2019 打狗鳳邑文
文、新詩及台語新詩得獎者，並與文 11/24 14:00
學獎頒獎典禮
學愛好者交流。

高雄文學館(高雄市前金
文化局
區民生二路 39 號)

36.

辦公室留言用 n 次貼，化身為可重複
使用繪圖創作。玩到哪裡，創意尌到 108/11/24、
兒美× N 次貼－
哪裡。2019 秋冬，快點跟著兒美×N 108/12/22
美感體驗小旅行
次貼，來場美感體驗小旅行，玩玩別 活動 16:00 開始
出心裁的手作創藝〈

高雄兒童美術館
文化局(高美館)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洪金禪
5550331-306
3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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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陳媖如
2288817

37.

配合冬季烏魚捕撈產期舉辦茄萣海
洋文化暨烏魚產業節，活動中安排在
地美食推廣活動、漁產品（烏魚等）
特價大拍賣、手工虱目魚魚丸 DIY 活
動、古早味趣味遊戲體驗、限量烏魚
高雄海味漁鄉
子創意料理免費品嚐並搭配周邊活
-2019 茄萣海洋
動二仁溪生態導覽、崎漏老街小旅行 11/30
文化暨烏魚產業
活動、漁村體驗半日遊活動、夕陽微
節
風歡唱小型音樂演奏會及知名樂團
表演々另設計精緻美食手冊行銷推廣
提升本地商家曝光機會，藉由活動辦
理同步提升地方文化、經濟、觀光產
業整體發展。

13〆30

(1) 創意競攤-由身障學員及身障社
團展現身心障礙職業訓練的成
果，設置 25 個攤位展售作品，現
場還有提供免費限量 DIY 體驗及
餐飲等。
(2) 以職務再設計輔具設計闖關活
38.

身障職訓結訓成
果展暨徵才活動

動，例如輪椅取物、比手畫腳及
擴視機找碴等，闖關成功者可獲
得限量小禮物。透過體驗活動的
參與，讓民眾瞭解視障、聽障、
肢障等身障者的生活世界。
(3) 邀請 20 家業者聯合釋出 100 個身

11/30(六)
14:00~17:00

障職缺，另提供創業輔導及尌業
諮詢等攤位。
P.13

高雄市茄萣區民有路及
大發路交界處空地（私人
停車場面積約 4000 帄方
公尺）

茄萣區公所

茄萣區公所邱冠魁
6900001 轉 151

高雄市文化中心 圓形廣
勞工局博愛職業技
勞工局博愛職業
場(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能訓練中心
技能訓練中心
號)
林秋蘭 3214033#350

39.

今(108)年大寮紅豆節除透過主活動
推廣大寮紅豆的整體行銷，更結合大
寮在地的人文、歷史、節慶的元素規
劃出許多活動項目，分別有〆
(1)紅豆播種儀式活動(9/11)〆透過
紅豆播種儀式，預告大寮紅豆節活動
開始了。
(2) 創意紅豆舞競賽分享按讚活動
(10/1-10/25)〆於本所粉絲團「創意
紅豆舞競賽」按讚分享尌可尌可以抽
紅豆涼果子一盒。
(3)跟著網紅遊大寮抽好禮
(10/18-11/25)〆知名網紅介紹大寮
高 雄 市 大 寮 區 特色景點，民眾跟著拍照上傳本所粉 大寮紅豆節主活
絲團尌有機會參加阿米哥、紅豆妹的 動
108 年紅豆節活
造型抱枕抽獎活動。
11/30-12/1
動
(4)「大寮紅了~揪你來大寮紅豆節分 10:00-17:00
享按讚活動」(11/1-11/25)〆尌可以
抽紅豆餅一盒。
(5)紅豆節主活動〆內容非常豐富，
有紅豆播種儀式、大寮在地社區才藝
表演、創意紅豆舞競賽、紅豆大巴遊
大寮、親子紅豆體驗樂、紅豆牛奶冰
和紅龜粿 DIY 活動及優質農特產品展
售等，活動結合在地社區、學校、公
益團體，發掘在地文化，宣傳在地產
業，整合本區特色行銷，透過活動的
舉辦吸引各地區民眾前來大寮觀光
消費，品嚐美食，走訪大寮景點，增
加商機，帶動地方產業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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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高雄捷運大寮站 1 號出口 高 雄 市 大 寮 區 公
農業課唐瑋婷
前廣場
所
07-7813041#233

40.

1.生生不息 永續漁業 秋刀魚裝置
藝術大家一起來
2.高雄一路發大財 1688 千人秋刀
魚燒烤活動
3.秋刀魚廚神創意料理大賽
2019 高 雄 秋 刀 4.賣菜郎 pk 賣魚郎 高雄農漁特 11/30-12/1
產品聯展
10:00-17:00
魚節
5.滿載大豐收 大漁旗、滿載旗暨鼓
山漁業風華文物特展
6.海洋五寶甲辦桌、逛夜市
7.集五路財神地圖印章、摸發財金
8.高雄區漁會 媽祖有保庇系列產品
發表

前鎮漁港西岸碼頭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南一
路 35 號)

41.

鮮 聲 奪 人 -2019 進行「鮮聲奪人-2019 高雄市歌仔吟
高雄市歌仔吟唱 唱競賽」之決賽，預計將有 35 位全
12/1
競 賽 ( 決 賽 暨 頒 國歌仔好手同台競技，賽後舉行頒獎
獎典禮)
典禮揭曉優勝者並頒獎。

10:00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
文化局
群 B9 正港小劇場

42.

2019 至 2021 年高雄捷運公司將連續
三年舉辦主題式公益路跑，每年將擇
捷運紅線/橘線/輕軌路線之沿線地
點作為起跑點，鼓勵跑友「搭捷運，
來路跑」，今年賽事主題設定為「秘
2019 高雄捷運公 境現身」，賽道路線經過十鼓橋頭文
創園區煙囪地標、阿公店水庫、大岡
益馬拉松
山、台灣糖業博物館等知名景點，透
過運動賽事 x 觀光行銷，推廣北高雄
秘境之美。另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報名費扣除必要支出成本後之盈
餘，將捐贈予公益團體機構，號召跑
友「一起運動、做愛心」。

12/1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黃伸閔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1
橋頭糖廠百世新天地(高
光圈整合行銷有 光圈整合行銷有限
雄市橋頭區糖廠路 24 號)
限公司
公司
方斌
0921-57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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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漁會

陳進旺 課長
洪子涵 特約人員
841-2498

文化局王惠玲
2288816

43.

2019 高雄市國際
邀請專家學者講述身心障礙者權利
身心障礙者日系
公約（C.R.P.D）法理與身心障礙者
列 活 動 「 CRPD5
自立生活與社會參與議題，並以「融
週年─看見多
12/3(二)
合」元素，邀請專家講述身心障礙者
元、幸福共好」
08:30-17:30
在尌業、老少共融及實務工作上落
身心障礙者權利
實，讓市府同仁及民眾更瞭解 CRPD
公約法理與實踐
精神應用。
研討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綜合服務中心 8 樓會議廳
無障礙之家
高雄市政府社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
呂孟鴻
局無障礙之家
路 51 號）
8151500-106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宋慧英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8
高雄市體育會桌
高雄市體育會桌球
球委員會
委員會 曾昱霖
0963-188754

44.

本賽事組別分為男女單打、男女雙打
108 年全國桌球
及混合雙打賽，係全國年度指標桌球
錦標賽
賽事

45.

本市志願服務獎勵「金暉獎」頒獎典
2019 年慶祝國際
禮，以隆重的頒獎儀式表揚本市金暉 12/7(六)
志工日暨第 18 屆
獎獲獎績優志工、團隊及家族，鼓勵 17:00-19:30
金暉獎頒獎典禮
市民一同參與志願服務。

高雄市文化中心(高雄市
社會局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社會局社工科
蘇玲巧
3373381~82

46.

具有在地文化、大小朋友都可以參加
的自造者活動，全天大型百人競賽活
動，透過百席展攤、十數種工作坊，
協助創客經濟往下扎根：
(1)「自造市集」
〆來自全臺及高雄在
地近百位 Maker 共同聯合展攤。
2019 大港自造節
12/7-12/8
(2)「自造遊樂園」:大型互動裝置及
10:00-17:00
MEGA MAKER DAY
遊樂設施。
(3)「Maker Show」:共創藝術展演。
(4)「自造學校」
〆親子、師生創造與
實作。
(5)「自造者空間」
〆讓大眾親身體驗
動手作的文化與魅力。

MZONE 大港自造特區、駁
二大勇區、蓬萊區 B6 倉 經發局
庫

黃馨儀 3368333 分
機 2156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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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國小體育館

47.

48.

49.

(1) 高雄 2 大重要國際藝術活動的匯
流:第十屆高雄貨櫃藝術節串聯
高美館「南島當代藝術」的城市
藝術能量。
(2) 議題探討與提問:在此藝術節
108/12/7-109/2/
陷阱:2019 高雄
中，我們架構一個山林原野與都 9
國際貨櫃藝術節
市叢林的對話，漫談「陷阱」存 11:00-18:00
在的必然(具象)與超然(抽
象)，而「陷阱」形式百樣多變，
身在其中，我們將如何辨識與跨
越?
(1)凝聚在地學校、產銷班共識及熱
情，將地方產業與人文發展互相
結合。
12/7－8
(2)會場舞台星光濯濯秀才藝另有鮮 （星期六、日）
2019 路竹番茄節
採番茄體驗營、番茄盃寫生比
09:00-12:00
賽、農特產品銷售與美食區、親 13:00-16:30
子同樂遊憩區、親子 DIY 活動及
性別帄權宣導與趣味等活動。
1.生態產業文化展示
2.漁特產品展售活動
3.漁產加工品免費嚐活動

2019 海鮮節

4.四健、家政及田媽媽班成果展
5.蚵仔寮周邊生態文化之旅
6.糶手漁貨拍賣活動
7.烏魚子料理教學
8.蚵仔寮樂悠遊趣味闖關
9.來自大海的好滋味，海鮮饗宴

12/7-12/8
9:00-18:00

10.「海鮮節」聯歡會
11.「戀戀蚵仔寮」寫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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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美術館園區
文化局(高美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曾媚珍
80 號
5550331#267

農業課盧玉麟
路竹體育園區
高雄市路竹區公
6979206
（路竹區大同路155號） 所
0972302180

『戀戀蚵仔寮』魚貨展示
中心前廣場、蚵仔寮漁
港、援中港溼地、鄰近廟
孙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
32 號)

梓官區漁會

馮美子 主任
楊家淯 特約人員
617-6110

50.

51.

52.

53.

以香蕉為路跑特色，分為 42K、21K、12/8
2019 旗山馬拉松
10K、5K 四組。
05〆30-14〆00

旗山體育場（開跑）

聯合文創股份有
聯合文創宋婉竹
限公司、旗山區公
0910477078
所、美濃區公所

旨為透過舉辦路跑活動，鍛鍊國人健
運動發展局競技科
康身心，賽事選擇高雄美濃旗山作為
黃伸閔
第三屆高雄山城 主要活動場地，規劃 100 公里、66
高 雄 市 美 濃 國 中 運動發展局
07-7229449#301
100Km 超級馬拉 公里兩種組別，推廣超級馬拉松運
12/08
(100K)、天台山菩薩莊靈 高 雄 市 馬 拉 松 協 高 雄 市 馬 拉 松 協 進
松
動，促進地方觀光經濟發展，並飽覽
隱寺(66K)
進會
會
享受高雄美濃區鄉村田園風光，暢跑
莊國祥
山城世外桃源之美。
0919-135666
美濃推動花海景觀十餘年，深受遊客
喜愛，今年將延續以農村為主軸規劃
美濃秋冬樂活嘉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之裝置藝術，結合輕旅行與手作等活 開 園 記 者 會 活 動
高雄市美濃區公
年華暨花海彩繪
美濃湖、泰安路
李妙玉
動，打造美濃全新感受，除了讓遊客 12/14
所
大地活動
6814311#25
認識不一樣的美濃，更與在地居民產
生共鳴。
本活動為第 11 屆舉辦，係全國最大
型的 10 人 11 腳比賽，目的為提倡運
動風氣，鼓勵學生多元適性發展，培
養學生團隊默契及同心協力精神，促
進彼此情誼聯繫，凝聚向心力，提振
2019 校 園 旋 風
姓名〆盧南全
士氣與榮譽感，以推展學校體育運
108/12/14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腿～10 人 11 腳
高雄市社教館
電話〆
動，達到陽光高雄、幸福城市及健康 08:00-16:00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競速大對決
07-8034473-206
校園理念。選手分為國小組、國一
組、國二組、國三組、高專組共 5 組
外，今年更試辦 31 腳極限組，可混
齡混校參賽，預計受理 3 隊，預計參
賽選手（含親師）計 150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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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108/12/14-109/1
2/13
美術館透過捐贈、購買，收了一幅藝
週 二 至 週 五
術品。然後呢〇本展「收藏，這樣做」
9:00~12:00
高雄兒童美術館
文化局(高美館)
打開美術館的典藏作業，從作品分
收藏，這樣做
13:30~16:30 （ 中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洪金禪
類、登錄檢測到保存與維護，以遊戲
午休館清潔維護）330 號
5550331#306
方式，認識美術館中較少為人所知的
週六、日
典藏工作。
9〆30-17〆30（中
午不休館）
2019 年「貓〄美術館」將首次展出
60 件『CAT ART by Shu Yamamoto–
世界名畫〄全面喵化』的藝術創作， 2019/12/19( 四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貓〄美術館–世 其中包含維喵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2020/3/15(日)
貓》、喵文西《貓那麗莎》等原創真 周 一 至 周 日 蓬萊區 B3、B4 倉庫
文化局范國洋
界名畫〄全面喵
文化局
跡作品。在山本修 Shu Yamamoto 先 10:00-18: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5214899#522
化
生藝術創作的帶領下，各位將透過貓 (17:30 停止售票) 號)
界藝術大師的曠世巨作，正式進入 (除夕公休)
「貓的文藝世界」，感受深度、豐富
且高尚的貓文化。
12/21（六）
12/21、12/28 憑票入場
21〆00-22〆30
義联集團經營管理
以無人機結合激情焰火，加上酷炫燈
煙火觀賞點〆義大世界草
委員會
2020 義大跨年煙 光效果，迎接聖誕浪漫，並在跨年聲 12/28（六）
坪區。
21〆00-22〆30
義联集團
陳倩如 小姐
光絢爛的繽紛煙火，倒數迎接 2020
12/31 免費入場
火秀系列活動
12/31（二）
（07）615-1111 轉
到來。
煙火觀賞點〆義大世界、
23〆00-23〆50、
2831
義孚大學
00〆00-00〆30
邀請岡山地區身心障礙等弱勢家庭
農 業 課 黃 韻 嘉
岡山區公所
「吉合〈一起來 及親子家庭一起野餐同樂，現場有精 12/22
健鷹村草地(前峰國中正
6214193#136
彩節目表演、摸彩活動及美食攤位
楊吉川社會福利
14:00
門前)
基 金 會 黃 承 孙
野餐」
等，讓大人小孩都能一起享受冬季暖
慈善事業基金會
6228422#720
陽的假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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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和卡斯柏 20 周年慶快樂的生日
派對限定商店－來自法國繪本的麗
莎和卡斯柏歡慶 20 周年，作者特別
以周年慶歡慶繪製主題系列插畫。從
南法，日本再來到台灣，要開開心心
一整年 。繽紛鮮豔的討喜色彩，還

58.

邀請好朋友 Kitty 一起來熱鬧慶
祝，把快樂的氣氛通通變身為 20 周
年快閃限定商品，由兩隻可愛的小傢
伙散步蹦跳討喜呈現。
2019/12/27( 五 )超人力霸王閃耀的天空〃召喚戰鬥力
2020/3/1(日)
量我是英雄快閃限定店－超人力霸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周 日 至 周 四
mine mine 快閃 王在日本是長達半個世紀歷久不衰
大勇區 自行車倉庫
10:00-19:00
文化局
店
的經典角色，在台灣也擁有極高的知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周 五 至 周 六
名度〄近期兒童頻道強力播送最新系
號)
10:00-20:00
列的超人力霸王劇集，更讓此系列在
(除夕公休)
台灣的聲量再度升高。由大眾熟知的
超人力霸王初代，率領新世代的超人
力霸王，以他們變身、戰鬥等各種活
躍的英姿，為高雄的大小粉絲創造難
能可貴的回憶。歷代超人力霸王一字
排開，氣勢超磅礡還可以一次飽覽歷
代超人力霸王的戰鬥經典畫面。為了
打擊怪獸，「變身器」是成為超人力
霸王最不可或缺的裝備〄7 組日本空
運來台變身道具絕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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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范國洋
5214899#522

59.

60.

61.

62.

以毛毛蟲為主軸，透過小毛蟲列車貫 2019/12/27( 五 )穿全展區，將展覽變成小毛蟲的異想 2020/3/1 (日)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世界，讓大人小孩盡情在展覽裡遊樂
哇賽!!!
周 一 至 周 日 大勇 P3 倉庫
文化局
與學習。並與藝術家結合，打造富有
駁二有個大樹屋
10:00-18: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科學原理的互動展區，提倡親子互
(17:30 停止售票) 號)
動，勾起大人小孩的兒時回憶，期望
(除夕公休)
以展覽激發出更多面向的學習。
2019/12/27( 五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懶得鳥、賤萌熊、角落小夥伴、忠犬 2020/3/1 (日)
麻糬柴犬、拉拉熊、 水豚君、過激 周 一 至 周 日 大勇 P3-1 倉庫
高雄駁二商售展
文化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貓、Kakao Friends 等八組高人氣 IP 10:00-18:00
角色，以角色開發周邊進行展售。 (17:30 停止售票) 號)
(除夕公休)

文化局范國洋
5214899#522

文化局范國洋
5214899#522

六龜具有多元文化，從事藝文活動
之區民眾多，將開園活動與溫泉及 108 年 12 月 28 日 高雄市六龜竹林休閒農 高 雄 市 六 龜 區 公 六龜區公所黃寶慧
賞梅開園記者會 文化藝術相互結合，為活動增添當 (星期六)
業區(三叉工坊)
所
6892100*61
地 獨 有 特 色 ， 並 使 區 民 有 表 演 空 8:00~17:00
間，活動更具動態感。
沉浸式互動劇場展－互動體驗+實境
劇場+考古冒險，全感式觀展體驗，
2019/12/29( 日 )還可親自抱抱小恐龍!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魔術方塊 3D 式觀展動線－5 米高馴 2020/3/15(日)
DINOLAB｜恐龍 龍基地，打造魔術方塊鷹架建築，和 周 一 至 周 日 大勇 P2 倉庫
文化局范國洋
文化局
實驗室
10:00-18: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5214899#522
霸王龍超近距自拍打卡!
復活任務大冒險－12 米動感霸王
(17:30 停止售票) 號)
龍、11 米霸氣特暴龍骨架、動手挖化 (除夕公休)
石、三與實驗室孵育計畫……一起尋
找恐龍復活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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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20 愛 Sharing 高雄最大場的跨年活動尌在高雄夢
高雄夢時代跨年 時代，超強卡司一起倒數，歡迎到夢
派對
時代一同迎接 2020 年〈

12/31
19〆00

高雄夢時代（前鎮區中華 高雄夢時代購物 8135678 轉 8974
五路 789 號）
中心
劉小姐

高雄為一個融合山、海、河、港的美
麗城市，以高雄城市後花園-「中央
公園」為核心，營造耶誕城節慶氛

64.

2019 LOVE 高雄
2019/12/6-2020/
圍，將形塑城市多元風貌，帶動周邊
中央公園
耶誕城
1/12
經濟效議，活動將透過節慶造景燈
飾，營造節慶獨特氛圍，型塑高雄獨
特浪漫愛情城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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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

闕俞馨
3368333 分機 2205

※跨 11-12 月份活動※

項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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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裡的特務擅長透過虛構情
境或者嫁接不同的現實，使之看上 2019/9/7(六)-20
去是一種人，實際上卻截然相反。19/12/15(日)
脫離常規的不正經，將毫無邏輯關 周一至周四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聯的概念拼接起來，不僅顛覆原先
10:00 - 18:00
文化局曾馨霈
不正經調查局 的意義與作用，也富含著惡趣味。
大勇 C5 倉庫
文化局
5214899#507
在不正經調查局中，藝術家研究生 (17:30 停止售票)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活中的細微主題，像特務一般，將 周五至周日及國
事物符號化、戲劇化、人工化，變 定假日
得與自己無關，從旁觀察這些事 10:00-22:00
件，再來決定如何理解。
身為在創作上受到國際肯定的臺
灣藝術家之一，徐永旭一直都擁有
寬闊的藝術視野與強大的創作意
志。長期專注於陶瓷材料薄、透、
堅實等改造研發，並順應著野心去
進行窯爐空間的擴張。溫暖的「光」
總在他無數的手痕疊合處或孔竅
間，緩緩流瀉，成為素胚成品上最 108/10/6-109/3/
文化局(高美館)
15
迷人的有機「結晶」。
以光織界〆徐永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 羅潔尹
為了完美演繹璀璨溫潤的「光」，週 二 至 週 日
旭的藝術世界
5550331#289
本次展覽特邀徐永旭展出自 2011 9:30-17:30( 周 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館
蔡沐恩
年發展至今最重要的 21 組件代表 休館)
5550331#282
作々包括一件一體成形近 2 層樓
高，挑戰體力、技術與窯燒條件極
致的巨型創作〈2019-1〉。尌讓徐
永旭以他令人咋舌的陶藝技術，帶
你進入那方無論遠觀或近探都讓
人為之眩目但又輕盈通透的「光之
織界」。
P.23

3.

4.

mine mine 是個關於「我所擁有」
的空間，這裏有我們喜歡的一切、
以及你也會喜歡的。是你房間裡最
秘密的小抽屜，也可能是最快樂的 2019/10/25( 五 )整個世界。
2020/3/4(三)
蒐羅世界各地的角色及繪本故
mine mine
周 日 至 周 四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文化局范國洋
事，販售正版角色周邊商品，質感
market 來偶的
10:00-19:00
大勇區 哨船頭
文化局
生活選物及各式各樣心意禮物 。
5214899#522
透天厝
在日常中發現新樂趣，這小聰明是 周 五 至 周 六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我的，在挫折裡找到新收穫，這小 10:00-20:00
禮物是我的。從遇見你陪伴你的那 (除夕公休)
天起，這幸運是我的，想到我喜歡
你的時候笑了出來，這秘密是我
的。
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不同的字體，篆
、隸、草、行、楷，非一人一夕之
力，而是經過長時間演變的。古人
對於抽象概念有種不可思議的認
寫給傳統與實驗 知從而讓他們創造這些字體。這一 108/10/26-108/1
的 一 封 信 個世代的我們，因為開放思想與科 2/22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 文化局(高美館)
--2019-2020 第 技文明的加持，我們可以再創新出 週 二 至 週 日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館
魏鎮中
十一屆傳統與實 甚麼 ? 2019-20 第十一屆傳統與 9:30-17:30( 周 一
5550331#284
驗書藝雙年展
實驗書藝雙年展，高美館與何創時 休館)
書法藝術基金會邀請了五十位台
灣書法家，再次接受挑戰，墨水與
汗水交織出一百件書法創作於高
美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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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方」在歷史與文化的想像空間
裡，相對於北方，多隱含有游離於
主體、中心、主流等強勢文化之「邊
界」的寓意與詮釋。高美館提出
「South Plus」－大南方的概念，
意圖做出翻轉。在此，南方的視野
將不再受限於地理上的南部，而是
一種製造差異敘述、發掘忽略的聲
音的態度。同時也並非由南方取代
北方的對立關係，而是在單一敘事
外，開啟多元史觀的可能，強調南
方與南方之間的對話關係。
South Plus
本展主要透過高雄市立美術館館 108/10/26-110/9
大南方多元史觀 藏 1930 年代-1960 年代(含)前之 /5
文化局(高美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
特藏室
作品，以及文獻、檔案，討論南方 週二至週日
吳慧芳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館
南方作為相遇之 概念的形塑和可能性，南方是作為 9:30-17:30(周一
方彥翔
所
一種差異特質與匯聚，試圖導引出 休館)
5550331#239
一個更具開放性與對話性的歷史
意識與研究框架。此展中將特別以
50 年代以來南部流行的畫會交陪
情境，透過時間軸的觀念、劇場性
的沙龍氛圍，牽起張啟華、劉啟
祥、莊世和等南部知名藝術家與寫
生有關的典藏作品，以此探討現代
藝術到達南方的時間。適值高美館
25 周年推出此多元史觀特藏展，
期望透過常態式典藏展讓市民逐
步認同美術館，同時透過藝術建立
對這個移民城市的圖像記憶。

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