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7 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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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藝術踩街：

1.

鳳山國小至捷運衛武營
6/30
站
16:30-18:00
藝術創客體驗市
「2018 高雄瘋藝夏-藝起轉動」
，6 月
集 35 攤：
衛武營中央草坪
30 日即將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6/30
心，展開一系列轉動幸福的夏日兒童
14:30-17:30
2018 高雄瘋藝夏- 藝術節慶，有精采開幕、踩街、藝術
教育局
藝起轉動
創客體驗、創意展覽、劇場、工作坊、環境裝置藝術： 衛武營中央草坪
環境藝術裝置等等，更有遍地開花的 6/30 至 7/29

教育局黃秀蕓
7995678 轉 3047

魔法舞台，整座城市都將是孩子們盡 美 術 班 聯 展 暨 創
情展現創意的舞台。
意徵集展：6/30 至 衛武營 285 展演場
7/29
瘋 藝 夏 開 幕 活 動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6/30 18:00-19:00 心戶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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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勞工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以勞
工為主題之博物館，記錄各行各業勞
工打拼、奮鬥的故事，這次博物館
日，勞工博物館以「將職人的工藝連
接博物館的精神」方式，並以鹽埕在
518 國際博物館日 地作為主要核心，走入現場觀看各行

2.

系 列 活 動 － 鹽 埕 各業的勞動者，認識產業也了解職人 6/15-7/31
職人大競走
的技藝。本次活動透過靜態的展示以
及行動裝置連結的內容，帶大家認識
這些老行業店家與職人，並在期間舉
辦導覽活動，透過導覽人員的解說向
職人們學習，看他們人生的故事以及

勞工博物館、鹽埕在地店
家（天池冬瓜茶、精工繡
補、泰昌西服店、華明磨

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 勞教中心王瓊慧
剪、振義鑰匙、大自由繡
中心
07-2160509
花鞋、藍白旗袍、瑞春機
車行、高鈺鈕扣、萬有全
火腿）

展現深厚的傳統生活文化與技術。

3.

原民好藝市

原住民樂舞展演（每個月之展演主題
皆有不同，6 月份為達悟族，7 月份
6/23-7/28
為排灣族）
、原民 siraw 喜烙市集、傳
11:00-17:00
統技藝體驗、傳統手作 DIY 及街頭藝
人展演。

原住民故事館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390 號)

4.

2018 高雄市市長
活動分為公開組及高雄組（選拔代表
盃原住民慢速壘
隊組別，隊員必須為設籍高雄市之原
球錦標賽暨 108 年
6/30-7/1
住民，以符合 108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
全國原住民族運
08:00-17:00
動會之規定）
，預計將有 20 隊左右報
動會慢壘項目本
名參賽，
市代表隊選拔賽

本市迷瑪力慢速壘球場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一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成街 55 號)

原民會葛書宏
7995678#1717

原民會周湘鵬
7995678#1716

2

5.

本市暑期最大青少年 3 對 3 籃球賽之
一，預計有 504 隊、2000 位選手參賽，
籃球是最普及的校園與社區運動，籃
球鬥牛更是組隊門檻低，最受青少年
飛越高雄．體感智 熱愛的活動。本項比賽分為推廣組及
崴～2018 教育局 公開組，可同時提供校隊選手與籃球 6/30-7/2
長 盃 三 對 三 籃 球 素人的競技舞台，展現自信，提升自 08:00-17:00
鬥牛賽
我體能，培養正當休閒運動習性，並
藉由同儕間揪團參賽，培養正常人際
互動關係，為自己未來人生作準備。
本活動亦為暑期首場青少年籃球競
賽活動。

高雄市立社會教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體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育館蔡福榮
育館及戶外籃球場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07-8034473
轉
(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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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 輕鬆玩～音樂會
安排旗津當地社區表演及高雄
在地表演團體，打造不同音樂文
化。
二、 獨創風車公園特色
1. 結合風車公園獨特之處，規
劃親子 DIY 活動。
2. 製作大型風車裝置藝術，材
質須以長期放置為考量，並
可供民眾拍照打卡，為風車
公園打造新面貌。
三、 獨特風箏展演
將與風箏協會共同辦理，展現風 6/30 14:00-17:00
2018 旗津風車文
箏特色，並安排特技風箏的演 7/1 10:00-17:00
出，讓民眾更了解風箏的魅力。7/7 14:00-17:00
化季
四、 動手做風車活動
7/8 10:00-17:00
邀請當地社區參與製作風車，增
加社區參與性，鼓勵大家用環保
暨多樣化材質創作風車，匯集展
示旗津風車之美。
五、 風之美
現場提供與風相關之趣味科學
遊戲，供民眾體驗風的強大力
量。
六、 粧點旗津區行政大樓
將風車元素點綴在旗津區行政
大樓外觀，營造風車季系列活
動。

旗津風車公園﹝旗津三
路 2 號旗津區行政中心對 旗津區公所
面﹞

民政課林順發
571746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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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OPEN DAY：
左營眷村於 106 年啟動以住代護全民
修屋政策，第一批媒合的新住民，自
106 年底開始點交修繕；為讓市民朋
友體驗以住代護的魅力，並促進新住
戶彼此間情感交流與互動，文化局特
別舉辦 OPEN DAY 活動；新住戶將
於 OPEN DAY 敞開自家院門，熱請
款待來自四方的遊客，分享以住代護
修屋的辛勞，以及修復完成後甜美的
(1)OPEN DAY
成果。
7/1-7/31
(2)老屋勞動營：
利用暑假期間辦理相關科系學生眷 (2)老屋勞動營
村老屋修繕工作營，邀請專家學者及 7/23-7/31
匠師授課，並動手實作。透過相關建
以住代護˙眷村生
築專業課程教授、工程實作、分組討 (3)眷村小講堂
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 文化局
活月
論與成果發表等方式，使學員更了解 7 月份假日
眷村建築史及其構造、型式特色，藉
由動手實作、體驗相關實務經驗。 (4)一日眷村生活
7 月份假日
(3)眷村小講堂：
廣約各界與眷村相關人士開講，流覽
各種不同的面貌的眷村，講座內容多
元。
(4)一日眷村生活：
以左營海軍眷村為基地，串連周邊景
點，並由專業導覽人員全程陪同解
說，景點包含左營海軍眷村、眷村文
化館、海軍故事館、豫劇團等；中午
則請眷村媽媽準備眷村美食的食
材，讓遊客自己作、自己煮、自己吃，
完整體驗眷村的一日生活。

吳佳瑜
07-2225136#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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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海軍陸戰隊合作，規劃「陸戰挑戰
營」讓青年學子進行山訓挑戰，透過
高雄市 107 年成年
7/2
關卡進行挑戰自我，進而學習團隊合
禮
08:00
作精神，學習負責任及國軍忠誠精
神。

壽山信心教練場

民政局

民政局宗教禮俗
科洪沛蓁
07-799-5678#510
4

本期開訓日期為 107 年 3 月 2 日，歷

9.

經 684 小時訓練後，在訓學員學有所
成，即將進入下一個階段:職場的考
107 年第 1 梯次產
驗。本中心特辦理結訓典禮，勉勵表
訓合作職前訓練
7/4
現優秀的學員及辛苦培育學員的老
班結訓典禮
師，鼓勵學員於結訓成果展呈現所
學、相互分享在訓期間的酸甜苦辣，

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
自辦職訓組
號
練就業中心
張怡芬
07-7835011#122

3 增強學員投身職場的信心。

10.

第一梯次:7/5
107 年度高雄市動
高雄市動物保護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09:00- 16:00
物保護教育紮根-營(需先報名)
第二梯次:7/6
種子教師研習營
09:00- 16:00
第十屆 2018 7-ELEVEN 高雄啤酒音

11.

2018
7-ELEVEN
高雄啤酒音樂節

樂節，十萬熱情，十年有你。全台最
大啤酒音樂節，一場 CP 值最高的音
樂節，十七組超強藝人卡司輪番演 7/6-7/8
出，十五家啤酒品牌現場展現，大口 15:00-22:30
品嚐高雄及歐洲下酒美食，7/6、7/7、
7/8 連續三日，用熱血相挺你我的啤
酒紀念日，第十屆，你千萬別錯過。

第一梯次:
壽山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動物保護處
第二梯次:
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動物保護處鄭莉
佳
7462368#158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統一超商/ 李然婷
寬寬整合行銷
0910-745862
高雄夢時代 正對面廣場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
府經發局/高雄市政 協辦單位：新聞
府新聞局
局林小姐
331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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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 樂 福 毛 小 孩 快 犬隻認養、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寵 7/7
樂幸福認養會
物晶片植入與登記
14:00- 18:00

家樂福成功店

動物保護處

動物保護處陳威
智
7462368# 152

1.舞台活動：
(1)MOMO 果凍姊姊
(2)在地社區表演

13.

107 年三民區地方
特色行銷活動三民‧幸福向前行

(3)第二屆三民幸福樣活動
(4)歌手朱海君演唱
(5)九天民俗技藝團及歌手林宗興
攜手開場表演
(6)三太子藝陣表演
(7)明華園天字團演出
2.周邊活動：
(1)第一屆戰鬥陀螺大賽
(2)三塊厝文史導覽微旅行
(3)街口定點表演
(4)童玩節活動
(5)闖關活動

14.

7/7
(星期六)
15:00-21:30
7/8
(星期日)
09:30-16:30

Té 是台語短發音，也與 Day 同音。
高雄市電影館以短片 day by day 鋪展
影像教育，打造兒童友善環境，邀請
長（tn̂g）短（té） 家長與孩子共創美好觀影體驗。
7/8、7/22
腳電影院
七、八月長短腳電影院與台灣國際兒 8 月
童影展合作，選映來自世界各地的影
片，以兒童的角度出發，看他們如何

指導單位：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三鳳宮廣場暨幸
主辦單位：
福川水岸
三民區公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
民政課陳乃嘉
承辦單位：
134 號、河北二路從自立
07-3228160#138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路至中華路段)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
厝興德團(三鳳宮)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高雄市電影館教
育 推 廣 部
5511211#17

面對不同環境的挑戰；面對戰爭造成
7

的流離處境，孩子們如何找到生存的
勇氣。

15.

16.

毛小孩認養會

犬隻認養、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寵 7/8
物晶片植入與登記
08:30- 12:00

107 年度動物保護
7/12
法 暨 動 物 用 藥 品 動物保護法暨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相 08:30- 12:00
管 理 法 相 關 法 規 關法規宣導(需先報名)
7/26
宣導講習會
08:30- 12:00

彌陀區彌陀國小

動物保護處

動物保護處李東
融
5519059

7/12 路竹區公所
動物保護處
7/26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動物保護處林潔
亭
7462368# 115

為使苓雅區更生動美麗，本市苓雅區

17.

公所於 10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至 7
月 14 日(星期六)假「衛武社區(行禮
街與行仁路口)」舉辦「2018 高雄苓
雅國際街頭藝術節」活動，邀請國內
「2018 高雄苓雅 外知名藝術家於該社區進行大型牆 主活動日期：
國際街頭藝術節」 面彩繪、公共物件藝術創作、現場畫 7/14
活動

布彩繪等，並於 7 月 14 日(星期六) 13:30-17:30
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進行街
舞比賽及邀請知名團體表演，搭配復
古餐車各式美食，熱鬧非凡，歡迎各
位市民朋友蒞臨欣賞及享受藝術美
食饗宴。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社區
高雄市苓雅區公所
(行禮街與行仁路口)

苓雅區公所
郭懿潔
3322351 轉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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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1.為我國頂級女子足球聯賽，參加隊伍
以企業、縣市、及大專一級球隊為
主，透過比賽強化我國足球水平，推
展我國足球市場能見度及推展全民
2018 台灣木蘭女
足球熱潮。
子足球聯賽-第三
7/14
2.今年度計有高雄陽信、臺北 Play One
循環
新北國際、台中藍鯨、花蓮女子足球
隊等 5 隊角逐冠軍最高榮譽。
1500 花蓮女子足球隊 vs 新北國際
1700 高雄陽信 vs 臺北 Play One

高雄國家體育場
(世運大道 100 號)

高雄市體育處

(1)精選日本新浪潮「奇幻大師」鈴木
「電影歌舞伎：鈴
清順重要影片，包括奠基異色美學風
木清順的人間戲
采的《東京流浪者》
《肉體之門》
，以
作 」 影 展 ：
及「大正浪漫三部曲」
《流浪者之歌》
「電影歌舞伎：鈴
高雄市電影館
7/14-7/22
《陽炎座》《夢二》。
木清順的人間戲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2)本影展搭配「鈴木清順：異色浮世
作」影展
「鈴木清順：異色 號
繪」場景展覽，影迷除了觀賞難得一
浮世繪」場景展
見的鈴木清順作品，還能體驗以浮世
覽：7/1-7/31
繪為核心的電影場景重現，歡迎拍照

高雄市體育處
鄭峰茂
5829000#3012

高雄市電影館映
演節目部 黃國
愷
5511211#12

打卡。

20.

「關於毛小孩，你
該知道的幾件事」 動保暑期營(需先報名)
動保暑期營

第一梯次:7/14
08:30- 17:00
第二梯次:7/28
08:30- 17:00

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動物保護處

動物保護處鄭莉
佳
746236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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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高雄市茂林區
2018 年多納黑米 遊客體驗勇闖黑米祭部落體驗闖關
祭 Tabesengane
活動、黑米祭儀展演暨傳統技藝競賽 7/14-7/15
文化觀光產業系
及黑米祭之夜-黑米傳情
列活動
市府與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每
年皆積極推動「飢餓三十」之教育宣

多納里

民政課

導活動，促進國人對全球飢餓與災難
之瞭解及體驗，舉辦『飢餓體驗營』
活動號召全民一同身體力行，實踐
高雄巨蛋
第 29 屆飢餓三十~ 「體驗飢餓‧救援飢餓」之精神，期盼 7/14（六）12:00(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社會局
人道救援行動
透過民眾的愛心捐款，援助國外天災 7/15（日）18:00
757 號)
緊急救援與重建、緊急糧食危機、兒

民政課藍馨
6801045#238

社會局社會工作
科
謝佩君
3373381

童營養改善及愛滋遺孤關顧、戰後重
建暨難民援助，以及國內天災緊急救
援、特殊景況，以及急難家庭救助
等，救援範圍遍及全球各地。

23.

24.

1.為推展游泳運動，增加各區域游泳運
107 年全國南區(3)
動人口，提升游泳競技水準。
7/14-7/15
分齡游泳錦標賽
2.建立全國游泳比賽分區賽制度。
1.為我國頂級男子足球聯賽，參加隊伍
以企業、縣市、及大專一級球隊為
2018 台灣企業甲
主，透過比賽強化我國足球水平，推
級足球聯賽-第三
7/15
展我國足球市場能見度及推展全民
循環
足球熱潮。

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
(中正一路 94 巷 1 號)

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大
道 100 號)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高雄市體育會

高雄市體育處

高雄市體育處
陳盈里
7229449#661

高雄市體育處
鄭峰茂
5829000#3012

2.今年度計有高市台電、北市大同、台
10

南市、國家儲訓、台體光磊、皇家蔚
藍、輔大航源、台程獅等 8 隊角逐冠
軍最高榮譽。
1400 台體光磊 VS 台程獅
1600 高市台電 VS 國家儲訓
高雄市立社會教

25.

講座:大願無懼～
邀請喬大地產董事長郭國榮主講。
讓土地變黃金

7/15
14:30-16:30

社教館演藝廳(高雄市小
育館輔導組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一、樹攀、柴山生態與地
心探險：柴山（鼓山高中
門口集合）--高雄市鼓山

26.

結合「探索學習護照」認證，高雄市
山河海豐富自然資源，使學生走出戶
【 FUN 暑 假 囉 !
外、遠離 3C 產品，培養進取精神與
擁抱山海趣】
問題解決能力之目的。
高雄市政府教育
7/16-7/20
一、樹攀、柴山生態與地心探險山
局 107 年度暑假
09:00-16:00
二、獨木舟、龍舟與立式划槳
「探索體驗成長
三、攀岩與飛盤
營」
四、定向越野、樹攀與射箭。

區明德路 2 號
二、獨木舟、龍舟與立式
划槳：蓮池潭風景區（艇
區蓮池潭風景區環潭路 教育局

教育局鄭修如
07-7995678
轉

上

3125

庫前集合）-高雄市左營

三、攀岩與飛盤：壽山國
中（群育樓後方攀岩場集
合）--高雄市鼓山區鼓山
二路 37 巷 108 號
四、定向越野、樹攀與射
箭：中正高中(玄關集合)1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8
號

(1) 藉由活動讓族人親自參與，體認
祖先之生活內涵及精神意義，以
達傳承文化之目標，落實傳統文
化的深耕與傳承。
(2) 過活動以促進本區地方人文、社
區文化之交流，凝聚族群意識，

27.

107 年茂林區第四
屆區運動會

以培養互助合作之精神。

球類競賽
球類競賽

07/17
(3) 經由提供技能競賽之機會，提倡
田徑、傳統競技
全民運動風氣，提升族群體育水 07/18
準，進而拔擢優秀體育人才，倡

07/17
@多納國小、多納籃球場
田徑、傳統競技

民政課

茂林區民政課
蘇臣逸
07-6801045#236

07/18
@多納運動場

導正常休閒育樂活動。
(4) 藉由一系列文化活動，吸引各族
群民眾與觀光遊客，提供發展文
化觀光產業之機會，活絡地方以

28.

提升在地觀光產值。
分為家庭組、學生組及社會組，以傳
2018 第八屆原住 統 原 住 民 族 語 進 行 戲 劇 展 演 及 競
7/21
民族語戲劇競賽 賽，藉此鼓勵原住民同胞學習及傳承
9:00-17:30
(初賽)
族語，並選出 10 月份參與全國賽之

鳳山行政中心大禮堂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原民會高鳳伸
7995678#1718

參賽隊伍。
12

29.

講座:同病用同
藥，為何沒有效？
邀請中央研究院生醫所教授沈志陽 7/21
認識精準醫療，探
主講。
14:30-16:30
討 21 世紀醫療趨
勢

高雄市立社會教
社教館演講廳(高雄市小
育館輔導組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本次活動邀請本區 1,000 位低收入戶

30.

31.

32.

33.

「珍愛楠梓」關懷 7/21~7/22
高雄市楠梓區 107 民眾共同參與，期藉由環保教育暨登
弱勢節能減碳暨 楠梓區 107 年度「珍愛楠
年度「珍愛楠梓」 革熱衛教宣導，培養其良好衛生習
登革熱衛教宣導 梓」關懷弱勢節能減碳暨
關懷弱勢節能減 慣，改善居住環境，並結合本區行政
楠梓區公所
活動 7/21-7/22 上 登革熱衛教宣導活動
碳暨登革熱
大樓太陽能光電及綠屋頂建置等區
8:30 至 10:00；下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
衛教宣導活動
政治理成果展示，為本區提倡環保節
午 14:30 至 16:00 路 264 號 7 樓大禮堂
能減碳暨登革熱防治，盡一份心力。
犬貓絕育手術(需先禁食禁水，當日
偏鄉犬貓絕育三
7/22
報名)、犬貓狂犬病疫苗施打、寵物
合一活動
08:30- 12:00
晶片植入與登記
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最具創意、超有
想像力的電影嗎？2018 高雄電影節
2018 高雄電影節 國際短片競賽－兒童評審團培訓課
小小評審夏令營

程讓你有機會與不同國家的創作者
面對面，並選出你最心動的雄影短
片！

7/23-7/26

環 保 低 碳 戲 劇 表 由豆子劇團演出，以氣候變遷對環境 7/26
演
生態影響為主題進行表演。
15:00-16:00

林園區 西溪、中芸、鳳
動物保護處
芸里里民聯合活動中心

楠梓區公所何瑞
貞
3517121-100

動物保護處陳祥
鳳
7462368#173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電影館教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高雄市電影館
號

育

推

廣

部

5511211#17

環保局
夢時代 8 樓演藝廳

環保局

王鈴雅
7351500-2505
13

高美館 24 歲了！除了迎接一連串改
造與變革，更帶領大家看見美術館最
7/27 19：00 館慶
重要核心－典藏成果；逢 24 周年館
前夕活動－《海翁
慶之時，特以專室展陳 2017 年美術
繪》：畫家張金發
館轉型後「關鍵典藏」新策略的典藏
獻給台灣的禮物
高美館 24 周年館 成果，以質精亮點展現高美館聚焦關
高雄市立美術館館

34.

慶-走入高美館一 鍵核心價值所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7/28（六）
日生活圈
今日，我們同時也以藝術與用心邀請
80 號)
08:30-20:00
所有市民朋友，來到高美館，從「高
「高美館一日藝
美館一日藝術生活圈」出發，帶領各
術生活圈」系列慶
位再次看見，屬於大高雄的感動與驕
祝活動
傲，成就屬於城市的歷史與記憶圖

甘佳玄
07-55550331-252

像。

35.

(1) 親子 DIY 蛋糕製作：透過在製作
蛋糕互動過程中，拉近親子距
離，讓關係更緊密。
高雄市永安區 107
(2) 手的魔力：藉由親子保健按摩， 7/29
年度爸爸我愛您
感受父親那肩負家人幸福寬厚 08:30-12:15
活動
的肩膀和因歲月而漸駝的背，體

高雄市永安區中正堂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社會課何小姐
6912716-127

認父親的辛勞，用行動表達對父
親感恩和敬愛之意。

36.

(1) 國際遊戲交流論壇：預計邀請國
際知名的獨立遊戲開發團隊，分
GOW(Game on
Weekend) 高雄遊
享成功拓展市場的經驗和關鍵。 8/4-8/5(暫定)
戲週活動
(2) 遊戲開發工作坊：邀請具發行經
驗的業界開發者和具實務教學經

高雄遊戲週活動皆於高
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23 號 3 樓)舉辦。

經濟發展局

經濟發展局林聖
揚
07-3373160
14

驗的講師，分享遊戲開發的技術
與運用。
(3) 獨立遊戲邀請展：邀請 106 年度
優異學生團隊、國內外優秀業界
團隊共 16 組共同展出，學生團隊
將自各大指標性的學生展覽、競
賽成果中挑選。
(4) 規劃 Game Jam 遊戲開發創作營
活動，報名後依個人開發遊戲專
長項目於現場進行分組遊戲開發
活動，進行 36 小時遊戲開發創
作。

37.

(5) 交流媒合會：邀請本次論壇國際
講者與相關產業在地業者、參展
者進行交流與媒合，除了協助國
內業者拓展市場外，同時向外進
行招商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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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高雄山區、海邊 107 年 8-10 月
高雄市各區
2018 庄頭藝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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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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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宛
鴻
07-2225136#8338

15

38.

原住民族日特別
活動

今年原住民主題族群為阿美族，將邀
請阿美族耆老祈福，並請原民舞團及
8/1
原民歌手進行展演，最後以全體大會
09:00-11:00
舞作結，宣揚原住民族日之意函與精
神。

鳳山行政中心中庭廣場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原民會戴世傑
0985847500

(1) 透過多元反毒與防罪及毒害影

39.

像展示活動，提升民眾及學生對
毒品危害的認識，了解其危害與
107 年「藥不藥˙一
陷阱。
念間行動博物館」
8/1
(2) 策展展示新興毒品樣態、實際藥
巡迴策展
10:00-11:00
物濫用社會案例、影片，讓參觀
啟動儀式
者明白濫用所影響的不只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毒品防制局
720 號)

毒品防制局
李資慧
2111311*703

人，連帶家庭與社會都會受到傷
害。

40.

「關於毛小孩，你
動保暑期營(夜宿燕巢園區)
該知道的幾件事」
(需先報名)
動保暑期營

第三梯次:8/2- 8/3
(8/2)08:30-(8/3)17 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動物保護處
:00

為弘揚傳統孝道及家庭倫理，藉由表

41.

42.

107 年模範父親表 揚模範父親給社會各界見賢思齊的
8/4 10:00
揚大會
正面影響，並對建立祥和社會具有示
範作用
家 樂 福 毛 小 孩 快 犬隻認養、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寵 8/4
樂幸福認養會
物晶片植入與登記
14:00- 18:00

動物保護處鄭莉
佳
7462368#158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三樓
大禮堂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4
號三樓)

619-1216 分機 65
社會課 吳新美

動物保護處陳威
家樂福鼎山店

動物保護處

智
7462368# 152
16

43.

毛小孩認養會

犬隻認養、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寵 8/5
物晶片植入與登記
08:30- 12:00

岡山區岡山國小

動物保護處

5519059

今年度結合雲遊甲仙景點集章活
動，讓遊客透過本次活動深入甲仙各
個角落，探索甲仙不同的特色景點，

44.

2018 甲仙芋筍節並邀請外地特色節目表演並結合在 8/5
雲遊甲仙 步步傾
地社團聯合展演，活動中還包含多項 08:00-17:00
心
創意互動遊戲、好食芋筍香、萌貓愛
傳情、農特產品展售及相關政令宣導
等。

高雄市甲仙區公
甲仙大橋旁廣場(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公所
文化路 102 號對面)

46.

高雄市立社會教

情 癡 — 啜 飲 一 盅 2018 宋詞名家系列講座之第四場，邀 8/5
歐 陽 修 逸 趣 遄 飛 請在地國學專家周清河主講。
14:30-16:30
的遣玩意興

社教館演講廳(高雄市小
育館輔導組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107 年度動物保護
8/8
法 暨 動 物 用 藥 品 動物保護法暨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相 08:30-12:00
管 理 法 相 關 法 規 關法規宣導(需先報名)
8/21

8/8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8/21 旗山區公所

宣導講習會

47.

所民政課 王柔
玄
07-6751002*15

講座:人生自是有

45.

動物保護處李東
融

動物保護處

08:30-12:00

1. 邀請各社團領袖一同了解本市推
社 團 領 袖 交 流 共 動身心障礙福利之政策，打造公私
創 身 障 自 立 好 禮 合作協力共同推動各項身心障礙
8/10 10:00
節 -- 饗 愛 團 聚 共 之服務。
融無限
2. 除安排身心障礙福利專題講座，並
於市府一樓中庭展售身心障礙者

四維行政大樓 1 樓中庭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社會局、勞工局
2 號)

動物保護處林潔
亭
7462368# 115
社會局身心障礙
福利科
莊喻清
07-3368333#3943
社會局人民團體
17

參與製作之秋節禮品、身心障礙者
自由創作之工藝品及視障按摩等
推動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之福利
政策措施。

48.

講座:寫作吧！破
解 創 作 天 才 的 心 邀請知名作家蔡淇華主講。
智圖

科
溫己英
07-3373737

8/11

社教館演講廳(高雄市小

14:30-16:30

港區學府路 115 號)

主辦單位
上報

六都電競爭霸戰是台灣目前最大業
餘電競賽事，由來自全台電競玩家組
成隊伍線上報名參賽，各都互相切磋

49.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8/11（六）
13：00-19：00

高雄捷運美麗島站（高雄
市新興區 中 山 一 路 115

2018 六都電競爭 電玩技藝產生冠軍隊伍後，最終將代
（視實際賽況進
霸戰—高雄決賽 表 6 都競逐「六都之最」的王者頭銜
號）
行）
和高達新台幣 100 萬的冠軍獎勵。最

高雄市立社會教
育館輔導組
周明威
8034473 轉 212
主辦單位
陳小姐
02-2395-2180
分機 666

指導單位
高雄市政府（高雄場）指導單位
葉三銘先生

熱血沸騰的電玩競賽就此展開！

07-3317629

由 2017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主場域哈
瑪星生態交通示範社區周邊適宜場

50.

地做為活動起點，高雄展覽館為活動
終點，並規劃適當路線及串連活動，
8/18
鼓勵民眾以騎乘自行車，捷運、輕
2018 生態交通日
06:00-12:00
軌、共享自行車、電動公車等各種綠
(暫定)
能運具體驗生態交通，串聯起點及終
點，由 2017 盛典主場域哈瑪星再出
發，將生態交通理念及精神向外傳

起點：駁二蓬萊倉庫群
(暫定)
交通局
終點：高雄展覽館(高雄
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

交通局劉伊芸
2299825#715

遞，藉由讓民眾體驗各種生態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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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方式，及終點各式環保低碳體驗
活動，宣揚永續綠色運輸精神，達到
推廣生態交通理念及鼓勵民眾使用
綠色運輸之目的。
主題族群祭儀展演、本市各原住民單
位樂舞展演、原住民傳統文化體驗、

51.

2018 高雄市原住 傳統體技能趣味競賽、傳統體育競賽
8/25
民 族 聯 合 豐 年 祭 (射箭、拔河、摔角)、百攤以上大型
9:00-17:30
儀活動
原民市集，預計參與展演之原民團體
達 40 隊以上，參觀民眾將達 10,000
人次以上。

高雄國際花卉市場
內部大草皮廣場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前鎮區翠亨南路 231 號)

原民會吳柏瑋
7995678#1719

每年 8 月最後一個週日為「祖父母

52.

節」，為鼓勵祖孫經由彼此互動增進
家庭世代情感凝聚，並透過祖父母節
祖 父 母 節 慶 祝 活 活動，展現祖孫的溫馨互動、彼此關
8/25 10:00
動
懷與感恩，以記者會、闖關遊戲、夏
令營活動方式，於祖父母節當天規劃
107 年「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來慶祝

教育局家庭教育
科工館(高雄市三民區九 家 庭 教 育中 心 / 鼎 金
中心陳映年
如一路 720 號)
國小
7409350 轉 26

祖父母節。

53.

(3)
2018 年雄趣味~衛
(4)
生教育嘉年華會
(5)
活動
(6)

衛生教育嘉年華大會師
衛教主軸志工隊創意 PK 大賽
競賽頒獎

8/26
14:30-17:30

本市文化中心廣場(苓雅
區五福一路 67 號)

衛生局

衛生局 陳佳純
7134000-3826

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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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7-8 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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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在此作為一種隱喻(metaphor)，
反映著從愛河流域漫延出的城市土
地紋理及文化歷史記憶，
「靜河流深」
則傳神地刻劃了在地蘊含的沉靜、深
刻、汨汨湧動的文化脈流，也象徵著
人們對過往脈絡的不斷追溯與對未

1.

靜河流深

知領域的持續探尋。
在本展中，「靜河流深」進而發展為
2/10-9/2
從空間維度與時間維度串聯並活化
本館 9:30-17:30
城市文化脈絡的當代城市意象。在時
間性的縱向連結上，係以歷史延續記
憶，連結城市記憶的過去、現在、未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黃培宜
5550331 分機 238

來，挖掘文化脈絡的長度與深度；在
空間性的橫向連結上，則以生活拓展
空間，連結美術館、中都濕地、中都
磚窯廠、史博館、電影館、高市總圖
等文化節點，引導文化潮流的跨域與
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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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覽「掌中的宇宙」，將探討如何從
手作的戲偶到對於文化的傳承，這股
4/12-8/12
掌 中 的 宇 宙 A 傳遞的力量就如同掌中所形塑成的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 C7-1
宇宙，並且以此為基底，使其台灣原
Boundless
10:00-18:00 ； 週 倉庫（高雄市鹽埕區大義 文化局
Universe Within 生文化傳遞到世界各地。
五、六、日及國定 街 2-1 號）
主題單元：【手作與工藝】、【影視布
the Palm
假日 10:00-20:00
袋戲】
、
【學院的力量】
、
【ACG 文化】
、
【藝術跨領域】

張珮瑜
07-521489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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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類文明縮影，社會價值觀體現，美 4/28-108/9/1
學發展的時代見證。
兒童美術館
週 二 至 週 五
本展的目的不在於學習建築語言，認 9:00~12:00
兒童美術館
你好！我的小屋 識流派，而是重新點燃想像火焰，激 13:30~16:30（中午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發好奇與熱情。在展場中，透過建築 休館清潔維護） 330 號)
師與藝術家合作小屋，進行觀察、探 週六、日

洪金禪
07-5550331-306

索與體驗：建築如何傳達訊息。重要 9：30-17：30（中
的是，建築如何表達空間、場所的靈 午不休館）
魂。為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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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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配合 2018 高雄音樂啤酒節，舉辦下
酒菜料理競賽，本次活動已邁入第六
2018 高雄音樂啤 屆，藉由下酒菜料理，發掘巷弄、攤
酒 節 - 下 酒 菜 競 商美食，邀請競賽優勝業者進駐高雄 5/1-8/10
賽活動
音樂啤酒節下酒菜食堂展售，以暢飲
冰啤酒搭配涮嘴的下酒菜宣導，推廣

高雄市

經濟發展局

高雄在地店家。
《曬日子》依據上述無源的方式，應
用太陽能力照射在紙本上，使之自然
成色產生文字的外顯性。
6/2-9/2
高雄晒日子 SUN 無需油墨與化學顯影劑或任何印刷 週 一 至 週 四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 C5 倉
工程，只單純透過自然存在的太陽光 10:00-18:00 ； 週 庫（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文化局
TANNING
照即可取得文字的辨識，不斷地也不 五、六、日及國定 1 號）
PROJECT
特別消耗太陽能源，重複大量曬出 假日 10:00-20:00
《曬日子》，完成無印自然顯影的映
製工法。

經濟發展局黃芝婷
07-3368333#5100

李亦梅
07-5214899#509

出生於高雄並在此走上藝術之途的
許自貴，性格中兼併著高度的理性與

6.

感性，讓他在創作、展覽、藝評、教
學、行政與畫廊經營等領域游刃有
左腦右腦：許 餘。豐富的職場閱歷與對人生易感但 6/30-9/30
自貴的混世哲學 超強的信念，讓他持續地自我探索並 本館 9:30-17:30
累積出令人咋舌的藝術質量。美術館
的時空環境僅容許我們看到他一部
分的精彩，但本展將首次呈現其「變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羅潔尹
5550331 分機 289

色龍群遷徙」大場景以及各重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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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作，包括反映獨特女性美的
「美的心醉」、笑看社會百態的「假
面」與「禽牲時代」、鏈結動物與人
類慾望基因的「十二生肖」，以及帶
著愛的手勢現身的「守護神」等系
列；超過兩百件的豐富展品，將帶我
們探看阿貴 45 年來所創造出的奇異
世界。
1.藉由棒球名人遴選與表彰推廣棒球文
化，同時規劃棒球名人特展活動，提
升我國棒球文化素養，推廣全民認識
我國重要的棒球歷史，並將棒球文化

7.

推展全面化。
台灣棒球名人堂
2.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五屆入選名人競技
第五屆名人特展
7/14-8/14
類代表為蕭長滾(歿，高雄人)、林信
暨表彰活動
彰(台北人)；終身奉獻獎為吳昌征
(歿，高雄人)、許漢水(歿，高雄人)、
簡永昌(歿，新竹人)。本屆入選名人
有三位為高雄子弟，因此南下至高雄

立德棒球場(市中一路
217 號)

台灣棒球名人堂
協會

高雄市體育處
宋慧英
07-7229449#728

舉辦，讓高雄市民看見在地驕傲。
活動規劃結合陸、海、空三大場域主

8.

軸，讓遊客在享受仲夏時分，體驗沙
2018 旗津黑沙玩
灘、海岸氛圍，配合水上活動、大型 7/14-8/26
藝節
風箏展演與週遭景點及產業串連，提

旗津海水浴場(高雄市旗
觀光局
津區)

觀 光 局 趙 千 代
077995678#1531

高遊客互動，同時設計夜間沙雕，讓
23

遊客體驗旗津的日夜之美。

《裸：泰德美術館典藏大展》為高雄
市立美術館與倫敦泰德美術館合
作，以「裸」為主題，展出泰德美術
館典藏之油畫、雕塑、攝影與紙上作
品等逾 120 件經典名作，回顧 18 世
紀末至今，裸體如何居藝術創作軸
心，並且持續不斷受到藝術家、評論
家與觀者的挑戰與重新演繹，從歷史
神話的裸體到現代主義形式實驗，再

9.

裸：泰德美術館
演進成為當代政治行動與身分認同 7/14-10/28
典藏大展
本館 9:30-17:30
之表述場域。
本展揭開泰德美術館與臺灣美術機
構首度合作的新頁，同時也是泰德美
術館典藏品首度來臺，高美館更是在
臺灣展出的唯一一站。本展作為高美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許亞琦
5550331 分機 292
黃培宜
5550331 分機 238

館改制法人週年後，第一檔由美術館
自主規劃之大型國際藝術特展，值此
之際，本展的推出除展現藝術機構專
業能量之外，更具法人美術館的前瞻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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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泰德美術館典藏大展》為高雄
市立美術館與倫敦泰德美術館合
作，以「裸」為主題，展出泰德美術
館典藏之油畫、雕塑、攝影與紙上作
品等逾 120 件經典名作，回顧 18 世
紀末至今，裸體如何居藝術創作軸

10.

心，並且持續不斷受到藝術家、評論
家與觀者的挑戰與重新演繹，從歷史
神話的裸體到現代主義形式實驗，再
裸：泰德美術館
演進成為當代政治行動與身分認同 7/14-10/28
典藏大展
本館 9:30-17:30
之表述場域。
本展揭開泰德美術館與臺灣美術機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許亞琦
5550331 分機 292
黃培宜
5550331 分機 238

高雄市立美術館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盧妙芳
07-55550331-245

構首度合作的新頁，同時也是泰德美
術館典藏品首度來臺，高美館更是在
臺灣展出的唯一一站。本展作為高美
館改制法人週年後，第一檔由美術館
自主規劃之大型國際藝術特展，值此
之際，本展的推出除展現藝術機構專
業能量之外，更具法人美術館的前瞻
意義。
教師研習
裸—泰德美術館 活動時間：7/8 週日上午 9:40 至下午

11.

典 藏 大 展 藝 術 5:20
對象：高中以下在職教師
體驗攻略

7/14-10/28

裸—素描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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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工坊、動工坊
活 動 時 間 ： 7-10 月

週六下午

2:30-5:00(場次官網查詢)
活動費用：1,000 元
對象：開放年滿 18 歲以上民眾預約
報名參加。
全裸模特兒素描課程，邀請洪根深等
知名藝術家教學，帶領您與線條共
舞！
版印體驗工坊
憑泰德特展門票體驗，一票一次，每
次 150 元。未持泰德門票者體驗價每
次 250 元。限量 DIY 印製額滿即止。
活動時間：7/17 起週二至週六上午場
10:30 與下午場 2:30
活動地點：美術資源教室
以身觀身＠KMFA
唐幼馨瑜珈提斯、雲門律動工坊
活動時間：7-10 月 週日 10:00-11:30
活動費用：預約報名，套裝價 899 元
特別設計「雲門身體律動工坊」成人
與樂齡課程以及「台灣瑜珈女王」唐
幼馨親自示範「唐幼馨獨門瑜珈提
26

斯」！以身觀身一起在高美館獨一無
二藝術大廳體驗最特別的藝術與身
體探索！
跨域講座
活動時間：7-10 月
活動費用：100 元∕場
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從多方面
向分享，以「身體與文化」為主題，
和電影、建築、藝術史、當代藝術、
電影、美學、劇場、政治等各種領域
的對話。
月昇．樂昇 x 泰德 —小周末音樂會
活動時間：8/3、9/7、10/5 晚間 7:30
活動地點：一樓雕塑大廳

導覽服務
語音導覽/
每次費用新臺幣 100 元整（台）。每
張預售票，可享一次語音導覽 8 折優
惠。
團體導覽/
週二-週五上午場 9:30-11:00 及下午
場 1:40-4:00 人數 30 人以上團體預
27

約。
視聽導覽/
週二-週五上午場 10:00、下午場 1:50
採預約制，限 100 人以上團體預約(須
持票入場)，預約專線 07-5550331 轉
241。

以上詳細活動內容請上官網查詢，本
館保有活動變更權利，如有異動依館
方最新公告或現場說明為主，不另行

12.

個別通知。
tate.kmfa.gov.tw
「沙」與「石」是周珠旺近十幾年創
作歷程中不曾中斷的繪畫主題，形貌
樸素簡單的描繪對象，表現手法上仍
堅持一貫的寫實摹寫，形式上從追求
極致的擬真技法，發展為一套涵蓋整
創作論壇
體自然觀以致宇宙觀的哲思。
7/25-11/4
石 海 之 渡 ─ 周珠 《石海之渡》展，將周珠旺作品分為
本館 9:30-17:30
旺個展
六個類型：1.「點沙」2.「塵沙」3.
一個「石頭」4.「石碓」5.「石嶼」
6.「石敢當」
，以採集自然物的六種樣
式，呈現無華至簡卻遼廣繽紛的石頭
博物誌。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張艾茹
5550331 分機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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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合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104 年 7 月 25
日遷移至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61
「織人織面也織 號重新開幕，使更多民眾認識勞工博 周 年 慶 及 開 展 活
心—台灣南部時 物館，特定於每年 7 月或 8 月辦理週 動 7/28（六）
勞工博物館 3 樓（高雄市
勞 工 局 勞 工 教 育 勞教中心王瓊慧
尚紡織產業勞動 年慶活動。今年，並結合「織人織面 特展展期
前金區中正四路 261 號 3
生活中心
07-2160509
特展」開展暨遷 也織心—台灣南部時尚紡織產業勞 107/7/28~107/12/3 樓）
館 3 週年慶活動 動特展」開展，展出包括新銳設計師 1(暫訂)
服裝以及時尚產業勞動從業者及發
展歷史，並推出相關推廣活動。
高美館值年度館慶大典，特闢專室展
陳 2017 年美術館轉型後「關鍵典藏」
新策略的典藏成果。以聚焦關鍵，力

14.

15.

關鍵：2017
新進典藏

求質精為重要典藏指標。此展不僅為
美術館高度重視典藏核心價值之具 7/28-10/21
體表現，也藉此向所有捐贈者致上最 本館 9:30-17:30

高謝忱；同時，再次強調了法人後美
術館所需擔負的社會責任，讓藝術資
產普及大眾，成為城市的文化記憶圖
像。
身體作為存有的最後疆界，與最後所
能擁有的「現成物」，同時也作為靈
魂的軀囊，映現歷史、文化與意識型
靈魂的墓穴、神
廟、機器與自我 態等面向的複雜產物，更是差異化東 7/28-10/21
西方世界之間在公衛、教育、科學、 本館 9:30-17:30
律法、倫理、治理乃及宇宙觀等方面
的核心。西洋藝術史裡不斷湧現、自
成系譜，並漸趨僵化，從而成為某種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陳秀薇
5550331 分機 231
彭健安
5550331 分機 229
張艾茹
5550331 分機 290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高雄市立美術館
80 號)

柯念璞
5550331 分機 293

29

視覺霸權的身形軀體—繪畫的、雕塑
的、攝影的人體樣貌學，以及由此而
生，逐步延伸的各類模仿、挪用或變
體。
「 靈魂的墓穴、神廟、機器與自
我」透過高美館所蒐藏之作品，以現
代至當代最 具 代 表 性 陳澄波、邱潤
銀、郎靜山、楊英風、陳夏雨、顧福
生、張照堂、陳界仁與許淑真等藝術
家回溯多重歷史時空的敘事角度及
其背景，以及當代文化與政治對身體
的觀看的影響，展覽以身為題，將之
作為思辨相關現當代文化史、宗教史
及精神史等面向的觸媒，展示自 1930
年代為始的視覺現代性的身體想像
轉譯，藝術家們如何闡釋、剝離、並
將之轉化至當代藝術中，鋪展不斷挫
敗與反覆的過程為藝術史精神樣態
的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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