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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活動

1

110

2021

主題活動

2

年度雲林縣兒童美術比賽、紫斑蝶季

雲林客家桐花祭、世界閱讀日

3

月
份

4

新春遊程、雲林布袋戲日

5

北港燈會、雲林人之夜

6

街頭藝人考證、
雲林藝起幸福亞洲國際藝術交流展 台(灣站 、)
雲林藝術季

400

7

雲林文化藝術獎、夏至藝術節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全國古蹟日

110

8

西螺大橋藝術長廊藝陣文化祭、
口湖牽水 文化祭、雲林閱讀月、
兒童文學營

9

雲林海洋音樂祭、
嬰幼兒閱讀起步走、老臺新藝

10
雲林國際偶戲節、顏思齊開台 週年活動、
雲嘉嘉營視覺藝術平台聯展

雲林縣社區營造嘉年華、台灣閱讀節

11
年度第十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頒獎典禮、
文創週、雲林咖啡半程馬拉松

12

重要節慶活動時間一覽表

※ 表演、展覽、文學、徵選、活動及其他資訊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佈告欄公佈，並以實際現場演出為主。

2021雲林布袋戲日-掌藝薪傳
110年1月2日(六)為布袋戲國寶黃海岱大師121歲冥誕，雲林縣政府自民
國96年起，為表彰黃海岱大師在傳統文化傳承、保存及發揚之卓越貢獻定
黃海岱生日為「雲林布袋戲日」。雲林布袋戲館特規劃「2021雲林布袋戲
日-掌藝薪傳」系列活動，希望藉由傳統布袋戲文化與新世代創新理念的結
合，為布袋戲傳承盡一份心力。
1月2日雲林布袋戲日當天，由虎尾國中進行開場表演，虎尾國中為雲林
縣布袋戲植根學校，由余玉柱藝師傳藝，109年獲頒雲林國際偶戲節第七屆
小金掌獎，學生們使用傳統鑼鼓後場配樂，復興布袋戲後場，展現布袋戲
的傳薪與新活力，也象徵布袋戲文化薪傳綿延不絕、生生不息。
特別安排虎尾國中演出由本縣台語文協會李錦章老師及台灣歌謠大師簡
上仁所創作的「五洲世界布袋戲」一曲，以歌曲來緬懷一代宗師黃海岱對
布袋戲的深遠影響，其中慶生儀式特別準備121碗長壽麵，象徵黃海岱對布
袋戲的影響綿延流長，祝福到場貴賓及民眾共同為黃海岱祝壽，並分享喜
悅。
今年布袋戲日系列活動(1月1日至1月3日)，也串聯虎尾文化三館(雲林
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雲林記憶Cool)共同舉辦，雲林故事館有與作者有
約徐炎卿大師的孫女所創作的《壓箱寶》特展及《壓箱寶》故事箱導覽解
說、刻偶師的座談分享；雲林記憶Cool有戲台體驗、戲偶DIY、畫偶小書
籤、布袋戲猜猜看等活動；布袋戲館則有廣場創意市集、袋袋相傳-街舞大
賽、紀念音樂會、布袋戲小學堂、布袋戲講座等活動，精采可期。

2021・Jan.

延續至2月份活動
◆畫 古 觀 今 - 沈 以 正 水
墨人物藝術
◆全國春聯書法優勝作
品暨雲林縣藝文會員
作品聯展
◆我 愛 書 畫 - 簡 聰 敏 收
藏展
◆雲林縣元長國中美術
班第五屆畢業成果展
◆阿拉伯的故事暨伊斯
蘭特展

俠骨柔情•柯鐵虎

1/26(二)19: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樂隊
第四十六屆寒假巡迴—戰役之聲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8

讓歌聲加上色彩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9

1/1(五)13:00

110年第6屆 雲林關係者-公益街舞活動

斗六市鎮西里
集會所

9

常設展

北港迎媽祖展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

11

盧彩霞老師師生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 1 樓

10

緊追陶漆-李季儒創作展

北港文化中心
一樓展示室

11

七畝田創藝新象聯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 1 樓

10

『掌中工藝•刻劃人生』 徐建彰師生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 2 樓

10

粉紅色的森林

北港文化中心
一樓展示室

12

畫古觀今-沈以正水墨人物藝術

台灣國際創價學會 景陽藝文中心

12

1/22(五)∼
2/7(日)

全國春聯書法優勝作品暨
雲林縣藝文會員作品聯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 1 樓

10

1/22(五)∼
2/7(日)

我愛書畫-簡聰敏收藏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 2 樓

11

1/23(六)∼
2/3(三)

雲林縣元長國中美術班第五屆畢業成果展

北港文化中心
一樓展示室

12

1/30(六)19:30

12/25(五)∼
110/1/5(二)
12/26(六)∼
110/1/6(三)
1/8(五)∼
1/19(二)
1/8(五)∼
1/19(二)
1/9(六)∼
展 1/20(三)
覽 1/20(三)∼
5/7(五)

每週三~週六

YCDC

雲林亮睛晶Brilliant Yunlin

｜活動內容

雲林創意設計中心
(文觀處一樓 )
｜地點

1月

邀請大家到圖書館借書、看書,享受閱讀時光 雲林公共圖書
文化觀光處
館的書籍真的豐富又充實

1月

「台灣雲端書庫@雲林縣」上線囉!

1/9 (六) 13:30 ∼16:00

電影導讀《紅鞋公主與七矮人》

1/10 (日) 10:30 ∼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阿公阿嬤的幸福秘密》

1/16 (六) 10:30 ∼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像不像沒關係》

1/17 (日) 10:30 ∼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巨人爸爸》

8

12
｜頁碼

15

文化觀光處兒童圖書室

16

16
16
17

1/24 (日) 10:30 ∼11:30
活 1/28 (四) 10:30 ∼11:30
1/30 (六) 10:30 ∼11:30
1/31 (日) 10:30 ∼11:30
1月

故事志工說故事《四季》

主題書展「新年讀好書」

文化觀光處開架式閱覽室

動 1月

主題書展「新年新氣象」

文化觀光處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1月

常設展

詔安客家文化館

每週三19:00 ∼21:00

常態性課程-生活創意烙畫班

每週四18:30 ∼21:30

常態性課程-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

11/18(三)∼110/1/3(日)
9:00∼18:00
1/6(三)∼110/1/31(日)
9:00∼18:00
1/16(六)15:00

｜頁碼

1/16(六)15:00

9:00~17:00
｜類別 ｜日期

｜地點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Schedule

活動日程表

1

表
演

｜活動內容

故事志工說故事《English Story Time》
故事志工說故事《啊,怪獸!》
故事志工說故事《門神/水牛與烏秋》

詔安十景藝文競賽作品聯展
水彩班聯展
假日市集

活動日程表

｜類別 ｜日期

5

活動日程表

Schedule
6

｜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1/16(六)15:00

客庄藝文手工藝

1/1(五)∼ 1/17(日)

陳明洲-雕神畫佛

1/17(日)∼ 2/28(日)

春節:牛轉乾坤

｜地點

｜頁碼

北港工藝坊

18

1/ 2( 六 ) 、 1/3( 日 ) 、
1/ 9( 六 ) 、 1/10( 日 ) 、
1/16( 六 ) 、 1/17( 日 ) 、
影片欣賞－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1/23( 六 ) 、 1/24( 日 ) 、
1/30(六)、1/31(日)
11:00∼ 15:00
1/ 3(日)、1/10 (日)、
DIY互動式教學－彩繪燈籠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17 (日)13:00
1/24 (日)13:00

奇妙面具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31 (日)13:00

牛年紅包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月

電影播放

68電影館

1月
11/24起
每週二14:00 ∼17:00
每週六 11:00 ∼12:00

2021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 ∼虎尾甜蜜蜜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19
20

每週六14:00 ∼17:00

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走讀文化資產,「Cool Bike」遊虎尾

1/1(五)~1/3(日)

110布袋戲日系列活動

1/2(六)13:30~15:00

Fun假趣 ∼手作小時光－21點纏填創作

1/7(四)14:00∼15:00

週四媽媽會－ 種子藝術創作 ∼瓶花

1/9(六)14:00 ∼15:30

Fun假趣 ∼手作小時光－羊毛氈親子手作(濕氈) ∼飾品

1/14(四)14:00 ∼15:00

週四媽媽會－沿線閱讀讀書圈

1/16(六) 14:00∼15:00

Fun假趣 ∼手作小時光－摺紙手作課 ∼和服娃娃

1/21(四)14:00 ∼15:00

週四媽媽會－來寫書法吧!

1/28(四)13:00 ∼14:00

週四媽媽會－靜謐時光 ∼慵懶的午後來場手作–布紅包袋

1/31(日)14:00 ∼15:30

Fun假趣 ∼手作小時光－牛年紅包袋

即日起至1/20(三)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合同廳舍

24

1/9(六)15:30 ∼16:00

維京姐姐說故事《大男孩不哭》

1/10(日)15:30 ∼16:00

【KOSMOS髒小豬】桌遊Happy Time

9/16(三)∼1/10(日)
12/16(三)∼1/30(六)
10:00 ∼18:00
1/1(五)∼1/3(日)
10:00 ∼18:00
1/1(五)14:00 ∼15:00

秋樂賞藝系列展覽-「人生嗨嗨:頭路攏了解」職場插畫創作展」

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25

社區繪本成果展

雲林故事館

25

二崙故事屋

26

活 1/2(六)15:00 ∼16:00

永續美學庫 SUSTAINABLE ART’S COOL [品牌與策展]
雲林講古

【布袋戲日】聽偶的故事－壓箱寶特展
【布袋戲日】聽偶的故事－故事說演:壓箱寶
【布袋戲日】聽偶的故事－〈偶的世界〉座談會

1/3(日)11:00 ∼12:00

【布袋戲日】聽偶的故事－〈壓箱寶〉故事箱

1/9(六)11:00 ∼12:00

故事嘉年華－故事啊故事

1/16(六)14:00∼17:00

人才培育－如何說一個好聽的故事

動 1/30(六)14:00∼17:00

1月
1/1(五)15:00 ∼16:00
1/2(六)10:30 ∼11:30
1/2(六)15:00 ∼16:00
1/3(日)10:30 ∼11:30
1/9(六)15:00 ∼16:00

人才培育－日常維護與管理
【主題策展】「顛覆傳統,創新思考」書群
【來說故事】從天空看桃太郎
【來說故事】這是什麼味道
【來說故事】豆腐
【來說故事】這不是好主意
【來說故事】我得了一種自己攻擊自己的病

｜活動內容

1/10(日)10:30 ∼11:30
1/16(六)15:00 ∼16:00
1/17(日)10:30 ∼11:30
1/23(六)15:00 ∼16:00
1/24(日)10:30 ∼11:30
1/30(六)15:00 ∼16:00
1/31(日)10:30 ∼11:30
12/2(三) ∼110/2/28(日)

【來說故事】妹妹的新丁粄
【來說故事】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來說故事】一根羽毛也不能動

每週六11:00、14:00

阿拉伯的故事暨伊斯蘭特展故事分享

1月

服裝設計師林國基.夢幻娃娃特展

常設展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

11/14(六)起
1/1(五)11:00 ∼11:30
1/2(六)10:30 ∼18:00
1/3(日)13:30 ∼15:00
1/3(日)14:30 ∼15:00
1/9(六)14:30 ∼15:00
1/10(日)14:30 ∼15:00
1/16(六)、1/17(日)
14:30 ∼15:00
1/23(六)、1/24(日)
14:30 ∼15:00
1/30(六)、1/31(日)
14:30 ∼15:00
1/3(日)13:00 ∼17:00

妙手巧匠-偶藝達人聯合展

1/16(六)14:00 ∼16:00
1/23(六)、1/24(日)
9:00 ∼17:00

老補修-復屋計劃【活化與保存間的邏輯與實務】

｜地點

｜頁碼

活動日程表

｜類別 ｜日期

【來說故事】好事成雙

阿拉伯的故事暨伊斯蘭特展

Schedule

【來說故事】好與壞是什麼
【來說故事】大野狼才要小心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熱鬧个收冬戲
海口故事屋

27

雲林布袋戲館

28

虎尾建國眷村

29

7

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西遊記之金銀角》

2021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
新興閣布袋戲講座及操偶表演
新興閣掌中劇團《豬八戒的夢中情人》
明星園掌中劇團《聰明反被聰明誤》
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水果三劍客》
新生五洲園人形劇團《西遊記-師徒緣起》
鳳舞奇觀布袋戲團《西遊記之青龍山》
洲明園《哈囉太郎歷險記》
第一屆免廢市集日:全台免廢市集大串聯

攀樹丙級班

防疫公告

1. 入館內務必配戴口罩
2. 單一出入口進出
3. 採實名登記制
重要公告

本館因圖書館廁所改善工程開工，將於

10/5-12/31暫停開放（1-4樓廁所一次整
修），若需使用，請至一樓期刊室後方
或展覽館或流動廁所使用 (廁間數較少
請耐心等候)。

以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表演

Performance
8

地
址：北港鎮公園路66號（北辰國小旁）
電
話：05-7832999
開放時間：每週二∼週日09:00∼17:00開放參觀∕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
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北港文化
中心

俠骨柔情•柯鐵虎
1 / 16（六）15:00

■ 演出時間：

■ 演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售票，票價 100 元】
■ 演出單位：明星園掌中劇團
聯絡人：洪一郎 / 0931-417566
演出場次：

柯鐵虎，為奪有民族精神的黃虎旗、黃虎印，

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66
號）

石川理惠為分擔父親憂慮，夜探鐵國山，被柯鐵

ϭϭϬ年Ϭϭ月ϭϲ日 下午ϭϱ時
ϬϬ分

售票資訊：
於現場購票 或
洽負責人洪先生預購
電話͗
ϬϵϯϭϰϭϳϱϲϲͬϬϵϳϵϱϵϱϵϯϴ
ůŝŶĞ/͗Ϭϵϯϭϰϭϳϱϲϲ

虎的俠氣吸引，兩人情投意合；但奈，山口大將
苦苦追逼柯鐵虎，理惠擔憂鐵虎安危終日憂鬱，

演出單位：明星園掌中劇團

後被斗六門瘋寶仔指引，決心幫助柯鐵虎，以懷
有柯鐵虎後代來說服父親解脫危機，讓台灣英雄
柯鐵虎的抗日志業，再次延續。

協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主辦單位͗國家文化基金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樂隊
第四十六屆寒假巡迴—戰役之聲
1 / 26（二）19:00

■ 演出時間：

■ 演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免票入場】
■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樂隊
聯絡人：郭永儀 / 0921731329

各場演出以音樂會形式呈現 , 預計演出的曲
目主要是由世界的經典交響曲管樂作品與協奏曲
交錯進行 , 並由本團團員擔任協奏曲演出 , 每場演
出時間約為 100 分鐘。

表演

讓歌聲加上色彩
1 / 30（六）19:30

■ 演出時間：

■ 演出單位：台北愛樂少年及兒童合唱團、雲林愛樂室內合唱團
聯絡人：陳玲莉 / 02-27733691#128

110 年特別將我們精彩成果展現給雲
林與嘉義台南的鄉親們，經由我們努力的

Performance

■ 演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售票，票價 200 元，兩廳院售票系統】

排練與不同展演場地的演出來增加孩子們
的成就與能力，演出曲目包羅萬象有虔誠
感人的 Missa 和充滿挑戰的現代作品 , 溫
馨的聖誕歌曲及充滿童趣的台灣民謠，誠
摯的期許這股甜美、清新的歌聲能注入台
灣的每個角落帶來撫慰人心的成效。

其他表演

110年第6屆 雲林關係者-公益街舞活動
1 / 1（五）13:00

■ 演出時間：

■ 演出地點：雲林布袋戲館前廣場【免票】
■ 演出單位：雲林縣街舞暨嘻哈文化推廣協會
聯絡人：陳福來 / 0932692800

提供青少年展現自我的舞台，於互相
競爭交流的過程，傳達街舞活動之正向價
值，透過與公益團體之合作，結合街舞教
學及街舞表演，推廣全民舞蹈運動，活絡
身體舒緩心理壓力、提升心靈成長，導正
社會良善風氣。包含街舞團體表演、個人

battle 競賽、評審示範表演，還會有公益
街舞的教學 , 也邀請虎尾高中、虎尾科技
大學、雲林科技大學的熱舞社獻上的精彩
演出。

※以上表演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網站公布，並以實際現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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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盧彩霞老師師生展
12 / 25（五）∼ 110 / 1 / 5（二）

■ 展出時間：

Exhibition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2 樓

盧彩霞老師為雲林縣書法名師，精研書法 30 餘
年，以培養書法師資為宗旨，桃李滿天下，本展為老
師多年來於書法教學卓然有成的精彩作品與學生創作，歡迎書法愛好者蒞臨欣賞。

10

七畝田創藝新象聯展
1 / 8（五）∼ 1 / 19（二）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團體「七畝田」為七位熱愛藝術人士組成，會員有台師大美
術系畢業之退休教師、藝文空間負責人、美術協會理事、畫會策
展人等身分，本展作品以壓克力彩與複合媒材為主，表現哲學的、
生命的、心境的思想與探討。

『掌中工藝•刻劃人生』 徐建彰師生展
1 / 8（五）∼ 1 / 19（二）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 樓

雲林素有「布袋戲故鄉」美稱，本展展現製偶工
藝師徐建彰老師與學生創作戲偶的精湛手藝，內容囊
括偶頭雕刻、電視金光戲偶、精品偶展出、全中運 Q
版偶等，旨在保留傳統，不斷創新，讓老文化延續新
生命，持續推廣布袋戲製偶工藝。

全國春聯書法優勝作品暨
雲林縣藝文會員作品聯展
1 / 22（五）∼ 2 / 7（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雲林縣藝文學會成立於 95 年，旨在弘揚書畫國粹、推展
民俗技藝社教活動，寓文化教育於生活中。自 103 年起，每年
舉辦「雲藝盃」全國春聯書法比賽與會員作品聯展，會員作品
包含琴藝書畫，期望藉由本展增加過年喜氣，呈現多元的生活
藝術給民眾。

1 / 22（五）∼ 2 / 7（日）

展覽

我愛書畫-簡聰敏收藏展
■ 展出時間：

我愛書畫 - 簡聰敏收藏展」自民國 88 年於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展出，歷經 20 年的光陰，分
享收藏書畫作品，本次展出第 74 次展覽，於
迎接春節前雅俗共賞的應景展出。收藏家簡聰
敏民國 47 年生，64 年開始收藏書畫作品，出
版《我愛書畫 - 簡聰敏》畫冊 8 輯。古人談收藏，
一可陶冶性情，二可增長知識，三可祛病延年：
「收藏是個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慢慢進階、慢慢進步 ...」– 張信哲。收藏家跟大家
分享作品，分享自己內在的生命，這也是種社會服務。長期為推廣書畫作品分享欣
賞，充分發揮更大的欣賞和教育的社會功效。
地
址：北港鎮公園路66號（北辰國小旁）
電
話：05-7832999
開放時間：每週二∼週日09:00∼17:00開放參觀∕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
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北港文化
中心

北港迎媽祖展
■ 展出時間：常設展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2樓第二展示室

傳承三百多年的「北港迎媽祖」被列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每年農曆三月
十九、二十日，北港地區萬人空巷、鞭炮聲不斷，更有「北港小過年」之稱，其中
「真人藝閣花車」更是北港特有的遶境隊伍。「北港迎媽祖」特展除針對遶境時藝
陣文物進行展出，亦有五部媽祖遶境相關影片、互動遊戲，以及一組「北港迎媽祖
交趾陶遶境隊伍」，呈現媽祖遶境時的熱鬧場景及威武莊嚴氣勢。

緊追陶漆-李季儒創作展

12 / 26（六）∼110 / 1 / 6（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一樓展示室

李季儒老師創作以「陶、漆」為主題，以手擠坯、
陶板或手捏等陶藝技法，透過柴窯窯燒、瓦斯窯燒或電
窯燒與釉藥來成就一件創作藝品，希冀透過本創作展能
喚起主體的鑑賞判斷。

Exhibition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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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粉紅色的森林
1 / 9（六）∼ 1 / 20（三）

■ 展出時間：

Exhibition
12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一樓展示室

余育佳利用小粉紅來反映自身對於日常的反
思，帶入平日的生活體驗，當中也不乏有著人們
在生活中不敢表達的事件，而小粉紅的帶入，可
以說是一種放肆。

雲林縣元長國中美術班第五屆畢業成果展
1 / 23（六）∼ 2 / 3（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一樓展示室

美術班第五屆畢業成果展，展出有版畫、西畫、漫畫、
書法、水彩、素描、設計、複合媒材及陶藝等多元作品，將
學生三年所學的藝術創作能力藉此畫展呈現出來。

其他展覽

雲林亮睛晶Brilliant Yunlin
■ 展出時間：每週三~週六

9:00~17:00

■ 展出地點：YCDC雲林創意設計中心(文觀處一樓)

日常所見的絲瓜，如何變成一盞盞燈飾 ? 繞境過後的鞭
炮紙，如何轉化成留言貼 ? 婚禮上的頭花，如何透過一絲一
線纏繞，呈現出美麗花朵 ? 來到雲林創意設計中心，這些通
通看的到 !!
雲 林， 擁 有 豐 沛 的 工 藝、 文 化 能 量， 將 累 積 多 年 的
深度底蘊向外傳播，以雲林在地文化特色發展文化創意。《雲林亮睛晶 Brilliant

Yunlin》透過匯聚雲林各處的瑰寶星芒，綻放雲林文創璀璨成果。

畫古觀今-沈以正水墨人物藝術
1 / 20（三）∼5 / 7（五）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台灣國際創價學會-景陽藝文中心(斗六市北平路46巷

11號1.2樓)(電話: 05-534-5711)

布袋戲、美術教育、廟宇工藝、音樂家、文學家、文史工作者
各領域百花齊放 !
今（109）年雲林文化藝術獎邁入
第十六屆，包含貢獻獎及 10 個類別藝
文競賽，分別為文學獎短篇小說類、
報導文學類；表演藝術獎西洋音樂類、
舞蹈類、戲劇類；美術獎水墨類、西
畫類、工藝類、書法類、攝影類等。
其中貢獻獎被譽為雲林縣藝文界
最高殊榮，表揚藝文領域中具有卓越成就及貢獻者，評審一致共識由布袋戲大師林
宗男、廖昭堂、畫家高惠芬、陳玄茂、指揮家許淑媛、文學家宋澤萊、文史工作者
紀雅博、廟宇傳統彩繪藝師洪平順等 8 位獲得，從民國 100 年設立貢獻獎後，本
屆獲獎人數及領域為歷屆最多、最廣。
林宗男大師為五洲園黃海岱的入室弟子，1967
年成立昇平五洲園，劇團在其帶領之下，藉由創新演
出及教學活動傳導民間戲曲藝術，促進布袋戲文化之
提升與傳續，至今推廣傳承已達上千場次，錄製傳統
戲劇逾百小時，2019 年林宗男大師為雲林縣登錄為
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表演藝術保存者，足見林宗男大
師布袋戲傳統技藝之功力。
廖昭堂大師帶領的隆興閣，深具雲林閣派布袋
戲的特色，廖團長本身是詔安客家子弟，2000 年全
國首創以詔安客家母語演出，首開詔安客語布袋戲
之風，20 年來廖團長以布袋戲宣揚詔安客語，默默
耕耘，精神難能可貴。
高惠芬老師在繪
畫的領域耕耘多年，曾旅居美國、
加拿大十多年，在傳統的水墨畫風中揉合西方水彩油
彩油畫技法，勇於創新，不拘一格。雲林出身的高惠
芬老師屢獲國際藝術大獎肯定，卻不忘回饋地方，長
期經營藝術教育推廣，鼓勵雲林藝術人才，足為藝
壇之表率。

報導

第十六屆雲林文化藝術獎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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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14

陳玄茂老師 30 多年來在雲林沿海地區長期深耕、推廣藝
術文化方面更是不遺餘力，教育出非常多的莘莘學子。陳老師
還利用雲林沿海的廢棄牡蠣殼、文蛤殼推廣蚵貝藝術，為社區
打造蚵貝藝術牆，並到各學校、長青食堂教導學生與老人家蚵
貝創作，為雲林沿海偏鄉學校投入藝文養分，經年不懈，精神
令人感動。
許淑媛老師 2005 年創立雲
林 愛 樂 室 內 合 唱 團 後， 擔 任 團
長及指揮，在其領導下，雲林愛樂室內合唱團曾自
2007 至 2020 年間連續 10 年榮獲「雲林縣傑出演
藝團隊」，並與知名劇作家及導演合作，運用雲林
特有文化元素，推出用合唱展現台灣傳統布袋戲的
音樂劇，並曾獲邀參與 2018 維也納國際合唱比賽，榮獲得金質第一等獎，也讓
合唱團的成員以身為雲林人為榮，更讓台灣及世界看見雲林的藝文實力。
宋澤萊老師是二崙鄉人，台灣知名客籍作家，宋老師長期
從事台語文文學的編寫，其作品內容豐富、形式多變具前瞻性，
持續創作四十年，寫作跨越文類，勇於創新、不拘一格，有強
烈社會與人文關懷，曾獲第 17 屆國家文藝獎等殊榮，為推廣
台灣文學與台灣本土意識的重要推手，獲獎實至名歸。
紀雅博老師為土生土長北港
人，年輕時從事教職工作，國小
主任退休後不遺餘力投入地方文
史研究，為北港文史資深導覽員，現任朝天宮古蹟
解說員，協助廟方培訓志工，對古北港人文、歷史
具有深入研究及了解，並常受邀導覽解說、講座、
論壇等活動，並透過口述、投稿、出版、捐贈等實
際行動，成為保存北港文史資料的重要來源。
洪平順藝師，水林鄉人，早期從事電影看板畫師，累積
了深厚的大型彩繪經驗，民國 54 年接下蕃薯厝順天 的委託
開始，正式踏上了廟宇彩繪職業生涯。在臺灣經濟起飛、廟
宇興修與重建的氛圍下，作品逐漸遍及臺灣各地，民國 77
年承接大甲鎮瀾宮彩繪工程，使藝師的彩繪事業達到頂峰。
由於洪老師精通傳統建築各個部位的傳統彩繪藝術，選用富
涵地方特色之繪畫主題，加上中西合璧的個人繪畫風格，
104 年登錄為雲林縣傳統工藝保存者，107 年獲文化部指定
為「人間國寶」，除了接受委託創作外，也代表雲林廟宇彩
繪藝師長期活躍於各式交流、推廣與傳承活動。

活動

文化觀光處－圖書館訊息

※圖書館各館室遇國定假日均休館

邀請大家到圖書館借書、看書，享受閱讀時光
雲林公共圖書館的書籍真的豐富又充實
如果你或你的小孩、親戚朋友沒有本縣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1.只要點進上述網址，點右上角「網路辦證」，填好資料後，按送出。
2.即可至雲林縣20個鄉鎮24個圖書館(含文化觀光處)服務台換實體證。
3.可借閱雲林24個鄉鎮圖書館、國資圖電子書和國圖跨館資源共享平台全台12個分
區資源中心的書(也可寄送至7-11)。
4.每一張借閱證可以借閱15本書籍，悠遊書海，開 知識的那扇窗。
5.公司行號或學校歡迎辦理團體借閱證喔！好用圖書館網址，如果需要可利用。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http://rrcils.ncl.edu.tw/nclrrcc/RRCrq
※也可至『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預約分區資源中心館藏
※您可選擇在7-11或至圖書館取書，可預約五本可借閱10本書籍，重要的是和雲林縣借閱書籍系統分開的唷。

「台灣雲端書庫@雲林縣」上線囉！
歡迎下載APP~本縣圖書館已加入下拉選項~~只要您持有雲林縣公共圖書館之
借閱證，線上登入帳號（身份證字號）、密碼（預設為生日的月與日，共4碼）即
可閱讀書庫內所有書籍。
「台灣雲端書庫@雲林縣」 每位讀者每月可有6點借閱點數(不累計)，可借閱6
本電子書或雜誌，歡迎讀者踴躍閱讀！ ※台灣雲端書庫@雲林縣：https://reurl.cc/M7dz2p

Activity

・防疫解禁不鬆懈，請民眾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1月份休館時間 : 每周一休館、1/1 元旦休館、1/29 館室維護日。
■ 大廳服務台、自修室 : 周一至周六 8:00-20:00 週日8:00-17:00
■ 視聽期刊閱覽室、開架式閱覽室
開放時間：週二∼週六 9:00∼20:00 週日9:00-17:00，中午不休館
■ 兒童圖書室、分區資源中心
開放時間統一為：週二∼週日 9:00∼17:00，中午不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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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
兒童
圖書室

地
址：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
電
話：05-5523207
開館時間：週二∼週日 9:00∼17:00∕中午不休息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
1/9 (六) 13：30 ∼16：00《紅鞋公主與七矮人》/任林基金會
※電影賞析約2小時，觀賞完畢會有近1小時的分享及討論，邀請家長們相揪來陪孩子看電影，一起討論延伸。

故事志工說故事
1/10 (日) 10：30 ∼11：30/《阿公阿嬤的幸福秘密》/ 太陽花阿姨(林滋蘋)
1/16 (六) 10：30 ∼11：30/《像不像沒關係》/ 梅子老師(林美智)
1/17 (日) 10：30 ∼11：30/《巨人爸爸》/ 樂樂老師(蔡綉誼)
1/24 (日) 10：30 ∼11：30/《四季》/ 小白兔阿姨(李宜芳)
1/28 (四) 10：30 ∼11：30/《English Story Time》/ Charlene 姊姊(林青樺)
1/30 (六) 10：30 ∼11：30/《啊，怪獸！》/ 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1/31 (日) 10：30 ∼11：30/《門神/水牛與烏秋》/ 開心爺爺(謝順義)
※參與聽故事活動，請於網路填寫報名表單！
※參與活動請準時報到！逾時未到，參與活動機會將自動讓予現場後補參與者；若已報名但不克前往請提前來電告知！
※如不確定參加，切勿報名佔名額！請將機會留給需要的人喔！

(若發現報名三場次以上未到，且未通知本館，往後將不列入報名優先順序。)
※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網站公布，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
※館室最新資訊公布於「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分區資源中心－文化觀光處」臉書粉絲專頁。

文化觀光處
開架式
閱覽室

地
址：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
電
話：05-5523413
開館時間：週二∼週六 9:00∼20:00∕中午不休息∕週日 09:00∼17:0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主題書展「新年讀好書」 ※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網站公布，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

文化觀光處
雲林分區資
源中心

地
址：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3樓
電
話：05-5523354
開館時間：週二∼週日 9:00∼17:0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主題書展「新年新氣象」
※館室最新資訊公布於「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分區資源中心－文化觀光處」臉書粉絲專頁。

常設展 / 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1、2樓展區
常態性課程－生活創意烙畫班
每週三19:00 ∼21:00∕1樓會議室
邀請專業老師教導，創作木頭烙畫，融入詔安客家文化，推廣更多文化特
色。

【備註: 本課程為一學期課程，相關課程內容請洽雲林縣平原社區大學】

常態性課程－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
每週四18:30至21:30∕地點：1樓會議室∕由李秉承老師親自教導，幫助新住民女
性突破語言溝通的障礙，增加事務處理、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能力。
【備註:本課程為一學期課程，相關課程內容請洽雲林縣平原社區大學】

詔安十景藝文競賽作品聯展
11/18（三）∼110/1/3（日）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將針對詔安客庄十景舉行藝文競賽活動，透過民眾來呈現詔
安客庄之美，為詔安客庄留下美好的紀錄。本館將為獲獎作品舉
辦特展，藉由參觀民眾的認知與回饋，再一次詮釋詔安客庄之
美。本館也將為詔安客庄十景規劃特色遊程並進行推廣宣傳，以
旅遊行銷雲林縣詔安客庄的景點與產業。

水彩班聯展
1/6（三）∼110/1/31（日）0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假日市集
1∕16（六）下午15:00∕1樓迴廊、中庭
每月第三個星期六，邀請在地美食、小吃等一同參與，有道地的詔安客家美
食、有機蔬菜，到詔安客家文化館辦理假日市集，並邀請在地表演團體，歡迎大家
一同參與。
【備註：活動詳情可搜尋「詔安客家文化館」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

客庄藝文手工藝
1∕16（六）下午15:00∕1樓迴廊、中庭
傳承詔安客家飲食文化，研發詔安好物系列，活動特辦理客庄手工藝工作坊，
希冀邀請詔安客家文化館志工隊成員教學，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體驗客
家手作的樂趣。
【備註：活動詳情可搜尋「詔安客家文化館」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

Activity

委外
Facebook：詔安客家文化館
館舍
地
址：崙背鄉東明村民生路28之8號
電
話：05-6960140
聯絡信箱：yunlinhakka@gmail.com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 09:00∼18:00、12:00∼13:00 休息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團體預約導覽：如需導覽，請在一週前提出申請，相關規定請參考詔安客家文
化館預約導覽申請。

活動

詔安客家
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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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
工藝坊

委外
Facebook：北港工藝坊
館舍
地
址：北港鎮共和街2號
電
話：05-7834595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 10:00∼16: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陳明洲-雕神畫佛
1/1（五）∼ 1/17（日）
陳明洲老師於2012年登錄為雲林縣無形文化資
產---傳統工藝「粧佛保存者」；更於今年十一月榮
獲「臺灣工藝之家」的殊榮。老師作品堅持傳統古
法，創作以佛像為主，亦有藝品創作，並能巧妙運
用同一木料雕造神像和神椅，兩者嵌合細膩，深受
好評。老師作品融合木雕、泥塑與漆藝，作品展現傳統工藝
厚實底蘊，半世紀浸淫在神佛雕刻世界中，從開立粗胚到上
漆，無一不精。

春節：牛轉乾坤
1/17（日）∼ 2/28（日）
本次牛年生肖工藝，邀請諸多工藝大師前來共襄盛舉，舉凡木雕、彩繪、剪
粘、交趾陶等，以傳統藝術作品迎接新的一年，在後疫情時代期望事事順心，都能
夠「牛」轉乾坤，前往更美好的未來!

影片欣賞
1/ 2（六）、 1/3（日） 11：00∼ 15：00 / 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1/ 9（六）、1/10（日） 11：00∼ 15：00 / 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1/16（六）、1/17（日） 11：00∼ 15：00 / 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1/23（六）、1/24（日） 11：00∼ 15：00 / 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1/30（六）、1/31（日） 11：00∼ 15：00 / 工藝老師影片專訪欣賞

DIY互動式教學
1/ 3 （日）13：00 / 彩繪燈籠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10 （日）13：00 / 彩繪燈籠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17 （日）13：00 / 彩繪燈籠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24 （日）13：00 / 奇妙面具DIY體驗活動（限20名）
1/31 （日）13：00 / 牛年紅包DIY體驗活動（限20名）

電影館

1/1（五）

紀

1/2（六）
1/3（日）

14:00

16:00

少女離家記

巴黎御膳房

南風

歐

薇拉的奇幻人生

鐵獅玉玲瓏

湯姆在農莊

歐

罪人的控訴

動

夢饗米其林

食破天驚

1/8（五）

紀

1/9（六）

我可能不會變瘦

歐

落跑劇團

鐵獅玉玲瓏 2

1/10（日）

相愛的七種設計

歐

菜鳥新編劇

動

飲食革命 : 明日的餐桌 三心一意

1/15（五）
1/16（六）
1/17（日）

貧民百萬富翁

1/22（五）

紀

1/23（六）
1/24（日）

歐

王牌大主廚

食破天驚 2

活

吃粿仔拜樹頭微電影 - 頒獎彩排

活

吃粿仔拜樹頭微電影 - 頒獎活動

海的顏色

歐

只想與你相遇

湯姆在農莊

南風

巴黎御膳房

歐

亡命女毒梟

世界第一麥方

少女離家記

歐

無辜的罪人

動

逐夢上學路

希達的秘密花園

1/29（五）

紀

相愛的七種設計

我可能不會變瘦

1/30（六）

王牌大主廚

歐

光年

我不窮，我只是沒錢

1/31（日）

三心一意

動

笑笑羊大電影

動

我是馬拉拉

打獵季節 狼人不要來

19:00
紀

逐夢上學路
小森食光夏秋篇

世界第一麥方
紀

我是馬拉拉
小森食光冬春篇

我不窮，我只是沒錢

我們全家不太熟
紀

夢饗米其林
蚵豐村

鐵獅玉玲瓏
紀

飲食革命 : 明日的餐桌
太陽的孩子

鐵獅玉玲瓏 2

：熱門影片、動：動畫片、 紀 ：紀錄片、活：活動、講：講座

1/1∼1/31，共計營運15天，放映54場次。
食農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10:00

日期

活動

委外
Facebook：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館舍
地
址：斗南鎮南昌路21號
電
話：05-5962507 轉13
開館時間：週三、週四採預約制，週五∼週日依播放場次開放入場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68

19

活動
Activity
20

虎尾登記所
雲林記憶

Cool

Facebook：雲林記憶cool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01號
電
話：05-6327282
開館時間：週二∼週日 9:00∼18:0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四媽媽會~
週四是家中小寶貝們全天上課的日子。
趁這個媽咪們最能偷閒的午后，一起相聚談天！
點一杯咖啡 坐在充滿書香的老建築內
談我們都感興趣的共同話題。
1/7(四)14：00∼15：00 / 種子藝術創作 ∼瓶花 / 講師：廖鴻溱
種子大變身~療癒又有溫度的手作~探尋種子DNA
讓我們一起來體驗一場有溫度的種子手作，一起來尋找種子的DNA吧！
※線上報名 ∼材料費：250/人(滿5人開班、含飲品)

1/14(四)14：00 ∼15：00 / 沿線閱讀讀書圈
悠閒的下午，期待能與妳一起讀書，彼此將視野打開，從書裡
閱讀自己，享受這一刻共同的感動。
※免費 需低消
1/21(四)14：00 ∼15：00 / 來寫書法吧！
咚咚鏘咚咚咚鏘 愈來愈沒有過年的感覺嗎？
過年的氣氛自己來營造 從手寫吉祥語春聯開始吧
藉由書法的習寫，感受筆墨之間細膩的韻味，也能體驗書寫的新樂
趣，磨好墨汁，一起來寫書法吧！
※預計每人帶回2 ∼3張春聯

※提供練習毛邊紙、墨汁、春聯紙（每人2 ∼3張）

※自備工具：大楷毛筆、可裝墨汁的容器（煙灰缸之類的）、舊報紙
※線上報名 ∼材料費：100/人(滿5人開班、需低消)

1/28(四)13：00 ∼14：00
靜謐時光 ∼慵懶的午後來場手作–布紅包袋 / 講師：楊雅慧
牛年即將到來 準備給長輩的紅包袋準備好了嗎？這款紅包袋
cp值真高除了過年當紅包袋使用平常看您是要當錢袋.筆袋.小化粧
包.餐具袋使用，通通都可以喔。
※費用：材料費一份180元(滿5人開班、需低消) ※針線由老師備

Fun假趣 ∼手作小時光
1/2(六)13：30~15：00 / 21點纏填創作 / 講師：李朝雄 老師
畫圖一定要有主題嗎 ? 藝術、療育、自然 開啟藝術與心靈
的對話
小孩子激勵創意。
※對象：國小以上~樂齡

年輕人收心養性。

老年人防止痴呆。

※費用：150元/人(含所有材料工具及飲料一杯)

※FB社團：纏填畫學員專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90294747749782

委外
館舍

※自備：一條乾淨的毛巾※對象：不限（小孩需有大人陪同）※費用：300元/人(含所有材料工具及
飲料一杯、滿5人開班）

1/16(六) 14：00∼15：00 / 摺紙手作課 ∼和服娃娃
※線上報名

21

※授課對象：8歲(含)以上

※每人費用： 150元 (含使用材料及飲品一杯或可折抵消費30元)

※開課人數：滿3人即開課

1/31(日)14：00 ∼15：30 / 牛年紅包袋 / 講師：楊雅慧
午後的悠閒小時光 ∼慵懶的午後來場靜謐的手作時光
牛年即將到來，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做可愛又與眾不同的紅包袋喔，
孩子們肯定很愛(會陸續進其他漂亮的花色) ※費用：一份250元(滿5人開班、需
低消)

※針線由老師備

雲林講古 / 每週六 ∼11：00 ∼12：00 ※免費開放
1/9.社會－以福興宮與廣福宮的重修碑記看西螺街市的復甦
1/16.水利－分水碑與古坑的拓墾
1/23.風俗－示禁碑看雲林舊慣
1/30.信仰－從重修諸羅縣笨港北港天后宮碑記看媽祖信仰

110布袋戲日系列活動 / 1/1(五)~1/3(日)
為紀念布袋戲大師黃海岱先生冥誕，本館雲林記憶COOL藉由配
合雲林布袋戲館舉辦的慶祝與紀念活動，特別以雲林布袋戲為題，介
紹雲林布袋戲團起源、發展以及現況，藉由活動觸發民眾對於布袋戲
的共同記憶，保留跨世代相互認知的社會生活史料。 ※打卡送小禮物
※戲台體驗

※戲偶DIY ※畫偶小書籤

Activity

先從簡單的小東西帶領喜歡羊毛氈的人，進入這神奇的領域，
繽紛細柔的羊毛，可搭配個人喜愛，創作出屬於個人的手作飾品

活動

1/9(六)14：00 ∼15：30羊毛氈親子手作（濕氈） ∼飾品 / 講師：鐘淑惠 老師

※猜猜看

※依館舍訊息為主

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走讀文化資產，「Cool Bike」遊虎尾
每週六14：00 ∼17：00
虎尾，是一個因糖業而生的市鎮，日本人在此設立糖廠，建立聚
落，不但為虎尾帶來大量的人口移民，1920年以後，虎尾更成為附近
聚落的商業和行政中心（虎尾郡），現在，我們仍然可以按圖索驥，窺見許多日
本時代的老房子、舊市場、老齋堂與舊寺院。雲林記憶 Cool邀請您，和我們一塊
「騎」進虎尾，感受虎尾的歷史風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帶路人：李漢鵬 ◎集合地點：雲林記憶Cool
雲林記憶Cool（大正10年（1921）年虎尾登記所，台灣唯二現存登記所） 合同廳舍（昭和14年（1939）
虎尾鐵橋與糖廠 中山路老街（虎珍
虎尾合同廳舍慣稱為「五層樓仔」雲林第一家誠品書局與星巴克）
鐵支路（紅燈戶） 若瑟醫院停車場（看糖廠酒精槽，介紹糖廠） 虎尾寺（重
堂、食堂、街屋）
虎尾自來水廠（重點：水道頭說明） 涌翠閣（外場介紹，重點全國僅剩郡級招
點：日本寺廟、鐘型窗）
雲林布袋戲館（虎尾郡役所，重點牢房） 雲林故事館（虎尾郡守官邸） 雲林記憶Cool
待所）
吃日式鵝絨雪冰1碗。
※人數限制：10人為上限。 ※費用：450元/人，800元/兩人同行
※費用包含：導覽費、旅遊平安險、營業稅、腳踏車租借、冰品及茶水費…等。

活動

※備註：(1)導覽路線以當日現場狀況為準。(2) 因天災（如颱風、豪大雨）或不可抗拒素致活動無法成行，扣除匯款手續費
後， 全額退費。
※報名專線：05/6327282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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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 ∼虎尾甜蜜蜜
追五分車 留記憶 令人期待在空氣中瀰漫蔗糖香的
季節又來了！
全國唯一仍以五分車載運甘蔗只剩下虎尾糖
廠了，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三月是虎尾糖業鐵道
最繁忙的時刻，載著整車甘蔗的小火車「 當！
當！」駛進市區，進到糖廠;乘載多少人多少日子
甜蜜蜜的記憶！
【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虎尾鎮公所、台糖公司虎尾糖廠
【主辦單位】：台灣公益CEO協會
【活動對象】：對台灣糖業以及雲林深度文化有興趣，又能耐操騎單車的夥伴，國
小5年級以上
【活動名額】每一梯次以20人為限
【活動費用】3000元/人，5000元/2人※（含導覽、住宿、保險、兩午餐一早餐、腳踏車租借等費用）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每梯次前5天(含)前額滿即止
【活動流程】
第一天 《走讀虎尾》
10：30~11：00 / 報到： 雲林記憶Cool(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01號)
11：00~12：00 / 雲林講古
12：00~13：00 / 雲林記憶Cool午餐
13：00~14：30（徒步） / 雲林記憶Cool→雲林故事館→雲林布袋戲館→合同廳舍
14：30~17：30（騎車） / 屋頂上的貓 ∼頂溪社區→涌翠閣、虎尾八角水塔→虎
尾小賣市場→虎尾老街屋→虎尾寺→住宿地點
第二天 《追五分車》
06：30~07：00 / 住宿地點集合
07：00~12：00（騎車） / 中山路鐵枝路腳→北溪厝招呼站（剪紙藝術村）→改
良場招呼站 ( 蠟筆工廠 ) →九號裝車場 ( 折返 ) →雙鐵交會
→建國眷村→嘉南大圳
12：00~13：00 / 雲林記憶Cool午餐
13：00~13：15 / 騎車到虎尾驛
13：15~17：15 / 虎尾驛→糖業文物館導覽→觀看移糖車＆成品入倉→酒精槽
遺址 →參觀製糖工場
17：15~17：30 / 騎車到雲林記憶Cool還車
17：30~ / 平安賦歸

※對象：適合場域、品牌及個人形象經營者，以及生活美學愛好者 ※人數：10人
※費用：本課程為每期四堂連續課程NT. 5,400，單堂NT. 1,500，兩人同行每期四堂連續課程NT. 10,000
※學員特惠：餐飲、自製商品、旅遊、空間租借，另詳會員辦法。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A8zzrZ(課程洽詢請留言)
※官網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Yunlin.memorycool/
※洽詢電話：台灣公益CEO協會 ∼雲林記憶Cool 05 ∼6327282

[建立策展系統（入門）]
□12/29(二) 國際在地策展導論、策展人基礎認知
□01/05(二) 策展的一開始、從情緒版及主視覺出發
□01/12(二) 策展社交與溝通、困難排解
□01/19(二) 策展人形象、如何經營自我風格

Activity

如果你想學習當代策展與企劃、建立品牌形象、或是更深尋求內在生活，邀請
你進入不一樣的學習環境。重視國際趨勢也深耕在地的概念，將全球創作工作思
維、畫室、沙龍等形式融合私塾體驗，講師與學員親密互動，每次思考永續的旅程
皆無法預期，超乎想像。
[引導師]王信智 Kiefer Wang / 主辦單位：台灣公益CEO協會
11/24起每週二14：00 ∼17：00

活動

永續美學庫 SUSTAINABLE ART’S COOL [品牌與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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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廳舍
【誠品虎尾店】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1號
電
話：05-7003566
傳
真：05-6338846
開館時間：11:00∼21:00∕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星巴克虎尾店營業時間：7:00∼21:30

維京姐姐說故事《大男孩不哭》
1∕9（六）15：30 ∼16：00 / 2F兒童館
里維到新學校的第一天，他和他的父親都
很害怕緊張。他的父親試圖想安慰里維，對他
說：「大男孩不哭。」而里維在往學校的路
上，遇見了許多「大男孩」，這些「大男孩」
表達了自己的悲傷和難過。這和里維的爸爸說
的不一樣……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KOSMOS髒小豬】桌遊Happy Time
1∕10（日）15：30 ∼16：00∕2F兒童館
小豬最喜歡玩泥巴了，大家快來想辦法，讓自己
的小豬成為最可愛的髒小豬。小心！有人的小豬快要
變成髒小豬了，快出牌把其他人的小豬洗乾淨。
適合年齡│7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
拜三來買冊│即日起至1/20（三）
於活動期間的每週三，持誠品人會員卡（實體
/ 電子）及雲林縣身分證（或學生證）於書店當日
單筆消費不限金額享9折；滿1,000元，贈「紅布朗
3色堅果」乙包（100g）；滿1,500元，贈「HARIO
玻璃把手咖啡保鮮罐」乙只。
※注意事項：會員與特價品恕無重複折扣。活動依現場公告為主，誠品書店
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

委外
館舍

秋樂賞藝系列展覽-「人生嗨嗨：頭路攏了解」職場插畫創作展」
9/16（三）∼1/10（日）
秋轉冬初，草木盡凋零，凌晨的他里霧，水蒸氣遇冷而凝結
成露珠，轉涼之際，惦記著在外奮鬥的遊子是否順利？他里霧文
化園區推出全新主題「秋樂賞藝」，於他里霧生活美學館展出職
場系列插畫創作，展覽主軸為青年遊子豐厚的工作經驗分享，以
繽紛的視覺效果呈現富有內容的資訊圖表設計，與大家一探職場
百態，人生或許不能重開機，但人生絕對沒有太遲的時候！

雲林
故事館

委外
館舍
Facebook：雲林故事館
網
址：www.ylstoryhouse.org.tw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28號
電
話：05-6311436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國定假日10:00∼18:00
例行休館：週一∼週二休館∕1/6（三）元旦補休
參訪須知：入園區每人酌收50元整。預約參訪：凡達10人以上團體，需於1週前完
成網路預約。免費入館：設籍雲林縣之縣民、 12 歲以下兒童、持有志
工護照、身心障礙手冊。（請主動出示證件）
例行服務：老屋巡禮：週三∼週五（客製化服務）
館舍導覽：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0:30、15:30
故事饗宴：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1:00、14:00
故事大家說：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1:30、16:30
台語日：每月第四週週日全日臺語服務

社區繪本成果展
12/16（三）∼1/30（六）10：00 ∼18：00 / 雲林故事館 / 沈欣儒、李偉婷、高慧敏
【布袋戲日】聽偶的故事
1/1（五）∼1/3（日）10：00 ∼18：00 / 壓箱寶特展
1/1（五）14：00 ∼15：00 / 故事說演：壓箱寶 / 徐沛螢
1/2（六）15：00 ∼16：00 /〈偶的世界〉座談會 / 徐建彰、唐麗芳
1/3（日）11：00 ∼12：00 /〈壓箱寶〉故事箱 / 唐麗芳
故事嘉年華 / 1/9（六）11:00 ∼12:00 / 故事啊故事 / 唐麗芳
人才培育
1/16（六）14:00∼17:00 / 人才培育：如何說一個好聽的故事
1/30（六）14:00∼17:00 / 人才培育：日常維護與管理
台語日
1/24（日）15：30 ∼16：30 / 用台語講繪本〈我被親了好幾下〉、〈這是誰的腳
踏車〉、〈驢小弟變石頭〉 / 許立昌

Activity

委外
Facebook：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館舍
地
址：斗南鎮南昌路27號
電
話：05-5962507 轉11 王小姐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 09:00∼18: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活動

他里霧
生活
美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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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崙
故事屋

委外
址：erlunstoryhouse.ylstoryteller.org.tw/
館舍
Facebook：二崙故事屋
地
址：二崙鄉崙西村中山路102號
電
話：05-5989490∕0986-142-000
聯絡信箱：erlunstoryhouse@ylstoryteller.org.tw
開館時間：週三、四、五、日/國定假日 9：00 17：00∕週六 13:00 21:00

網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1/2(六)9:00~17:00、1/6(三)補休元旦
團體預約導覽：開放學校、機關團體預約導覽、故事說演、共讀，故事工作坊
收費另計。凡10人以上團體，均需於一週前提出申請（每時段/
每梯次限40人）

【主題策展】「顛覆傳統，創新思考」書群
配合節慶及主題式閱讀，在館舍展出相關書群，同時邀請工作團隊與故事志
工、社區繪本作者，來為故事屋說演故事，分享一個有溫度的故事。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
1/31(日)10：30 ∼11：30 / 李怡靜：熱鬧个收冬戲
※【客語日】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日，全館客語服務。

【來說故事】
1/1(五)15：00 ∼16：00 / 林佩君：從天空看桃太郎
1/2(六)10：30 ∼11：30 / 李怡靜：這是什麼味道
15：00 ∼16：00 / 李怡靜：豆腐
每週六15：00 ∼16：00
1/9 / 李怡靜：我得了一種自己攻擊自己的病 1/16 / 李怡靜：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1/23 / 陳素蓮：好事成雙
1/30 / 徐麗如：大野狼才要小心
每週六19：30 ∼20：30
1/16、1/23、1/30 少年細子講故事
每週日10：30 ∼11：30
1/10 / 吳毓珍：妹妹的新丁粄
1/03 / 李怡靜：這不是好主意
1/17 / 李怡靜：一根羽毛也不能動 1/24 / 李怡靜：好與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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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覽為台西丁氏由來及阿拉伯丁的關係，祖先的文
物或傳統服飾、樂器等。展覽中也提供一般民眾各式伊斯蘭
文物知識，例如伊斯蘭教傳入東亞、藝術、風俗習慣、基礎
概念，提供伊斯蘭服試穿拍照、體驗3D影像。
展覽日期：109/12/2(三) ∼110/2/28(日)

阿拉伯的故事暨伊斯蘭特展故事分享
1月每週六11：00、14：00
老師：慕哈德、馬爾焉、苑默文、張瑋茹、詹蕎瑋、張麒昇、陳琬晴
展覽期間每週六Mehndi手繪體驗DIY(免費)

服裝設計師林國基．夢幻娃娃特展
台西海口庄派出所邀請國際知名服裝設計師林國基老師策展，希望藉由林國基
老師的智慧引導出孩子豐富的創造力及藝術力，林國基老師於此次活動不僅引進聖
誕點燈，並帶來夢幻的娃娃玩具特展，另外利用樂高積木的特色題材讓大人小孩一
起銜接夢想，也讓孩子的想像力透過多元化的主題學習，激盪出更多的新思維，讓
海口庄派出所的展覽獨創新意。
展覽地點：海口庄派出所(雲林縣臺西鄉中山路108號)前

Activity

阿拉伯的故事暨伊斯蘭特展

活動

海口故事屋

委外
Facebook：台西海口故事屋
館舍
地
址：台西鄉民權路24號
電
話：05-6981703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 10:00∼17: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歡迎預約導覽

活動

布袋
戲館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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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中風雲

委外
Facebook：雲林布袋戲館
館舍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8號
電
話：05-6313080
聯絡信箱：palm.puppet@gmail.com
開館時間：週三∼週日 10:00∼18: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雲林縣為臺灣布袋戲的重要發祥地，同時擁有全台數量最
多布袋戲團與世代傳承的脈絡，被譽為「布袋戲的故鄉」。雲
林縣為保存及推廣布袋戲文化，精心策劃「掌中風雲，叱吒武
林展」，以布袋戲的源起、布袋戲的演變與發展、布袋戲角色
與藝術及布袋戲在雲林等四大主題，帶領大家進入臺灣
布袋戲的世界。

妙手巧匠-偶藝達人聯合展/1樓特展
展期：11/14（六）起
特邀團隊：研作展藝X紅豆工作室X偶衣成果展
『研作展藝』是由宋家欽先生及許慶輝先生於2007年創立
『研作』品牌後開始經營，由宋家欽先生整體設計創作，許慶
輝先生協助經營，經歷四年的創業草期。 2011 年正式定名為
『研作展藝型偶社』。

1月劇場 /二樓戲院
1/1（五）11：00 ∼11：30 / 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西遊記之金銀角》
1/3（日）14：30 ∼15：00 / 新興閣掌中劇團《豬八戒的夢中情人》
1/9（六）14：30 ∼15：00 / 明星園掌中劇團《聰明反被聰明誤》
1/10（日）14：30 ∼15：00 / 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水果三劍客》
1/16（六）14：30 ∼15：00 / 新生五洲園人形劇團《西遊記-師徒緣起》
1/17（日）14：30 ∼15：00 / 新生五洲園人形劇團《西遊記-師徒緣起》
1/23（六）14：30 ∼15：00 / 鳳舞奇觀布袋戲團《西遊記之青龍山》
1/24（日）14：30 ∼15：00 / 鳳舞奇觀布袋戲團《西遊記之青龍山》
1/30（六）14：30 ∼15：00 / 洲明園《哈囉太郎歷險記》
1/31（日）14：30 ∼15：00 / 洲明園《哈囉太郎歷險記》

2021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
1/2（六）10：30 ∼18：00 / 雲林布袋戲館廣場
11：00 ∼11：30 / 薪火相傳－賀壽長壽麵121碗發放
10：00 ∼18：00 / 產業嘉年華－創意市集
13：00 ∼14：30 / 紀念音樂會－樂果天真劇團音樂成果發表
14：30 ∼16：30 / 布袋戲小學堂
二樓戲院

1月3日（日）13：30 ∼15：00 / 新興閣布袋戲講座及操偶表演
※最新活動資訊，以館舍FB專頁公佈為準

眷村大防空洞
開館：週二∼周日9:00-17:00
休館：週一(另依最新公告)
信箱：nlife632@gmail.com
參訪須知：防空洞新媒體裝置體驗活動 ( 沈浸式劇
場、 VR 體驗 ) ，體驗時間約 30 分鐘，
每日 7 梯次 (09:30 、 10:30 、 11:30 、
13:30、14:30、15:00、16:30)，每梯次
上限 10 人；僅供現場報名；沈浸式劇
場無年齡限制，VR體驗需12歲以上

委外
館舍

文化駐地工作站(一村里長宅)
Facebook：虎尾建國眷村文化駐地工作站
地
址：雲林縣虎尾鎮建國一村1號
聯絡信箱：hjva1943@gmail.com
參訪須知：因 駐 地 田 調 研 究 工 作 ， 所 以 開 館 時 間 不 確
定，參訪與導覽服務採預約制，部分活動有
材料籌備問題須提前三天預約，敬請見諒。

預約方式：
1.至臉書「虎尾建國眷村文化駐地工作站」
進行預約
2.電話聯絡：理事長魯紜湘/0938645756、
李依倪/0905631669

＃第一屆免廢市集日：全台免廢市集大串聯（不用金錢，不用交換）
1/3（日）13：00 ∼17：00（視拿取情況可提早收攤） /
建國一村活動中心後方草皮區（全國串連場）
費用：0元，除消費型的攤位之外，供民眾自行擺攤。
男女老少皆可在市集的時間，將家裡不需要的物品，供想要該物品的人自由拿
取，讓需要的人繼續使用該物品，本次全台大串連，讓資源循環再利用，減少浪費
環保愛地球。

＃老補修-復屋計劃【活化與保存間的邏輯與實務】
1/16（六）14：00 ∼16：00 / 建國一村活動中心
費用：免費，一場次限定25人
鐵窗牢籠不再禁錮靈魂，嘉義舊監獄宿舍群，在陳正哲老師的率領下，開始談
起木頭與嘉義的老故事。

＃攀樹丙級班
1/23（六）、1/24（日）9：00 ∼17：00 / 建國一村活動中心
費用：6000/人（含保險及考照費用）
攀樹活動引進台灣已有 10 多年的時間，國外更是已發展有數十
載，從樹上工作、樹上研究到休閒攀樹，皆已行之有年。建國眷村與台灣樹藝暨攀
樹運動發展協會合辦，台灣之丙級攀樹教練課程，是台灣首張丙級攀樹教練證照，
期能在台灣落實攀樹運動的教練制度，更將攀樹運動的種子播種深耕在台。
其餘活動詳情請上虎尾建國眷村網站或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jian.guo.village

Activity

青年駐地工作站(一村活動中心/己棟)
Facebook：虎尾建國眷村
地
址：雲林縣虎尾鎮建國一村55號
聯絡信箱：nlife632@gmail.com
開館時間：週三∼週五14:00-17:00 周六∼周日10:00-17: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

活動

虎尾
建國眷村

29

活動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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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110年1月份講座
腦力充沛，人生飛躍~活到老學到老~
1/16（六）14：00 ∼16：00
講師：胡海國 教授/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榮譽教授
地點：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田納西書店3樓藝術人文空間演講室
報名：05-532-7966(田納西書店)、05- 533-0885(衛生局)、02-2327-9938#13、
brain013@mhf.org. tw
其他活動

北港工藝大師系列紀錄片《匠新匠心》播出資訊
公視主頻：109/12/5起，每週六上午10：00播出
公視3頻：109/12/13起，每週日上午9：30播出
公視+：109/12/5起，每週六上午11：00播出
《匠新匠心》結合不同領域的新世代藝術家，與
工藝大師的合作與交流，賦予傳統工藝一個新的觀看
的方式。讓我們看看現代藝術的「新」視界，與傳統
工藝的「心」價值，產生了什麼樣精彩的創作撞擊。
1.《擊響一生開路鼓》李春生 x 太日樂集
2.《昂揚青春哨角號》魏幼謙 x 蔦松藝術高中音樂班
3.《燈上時裝伸展台》林聰賢 x 江奕勳
4.《一抹木色見初心》蘇純亮 x 廖偉立
5.《快門下慢刻哲學》張旭輝 x 林予晞

開放時間

兒童圖書室
文
化
觀
光
處
圖
書
館

開架式閱覽室

週二∼週六 09:00∼20:00（中午不休息）．週日 09:00∼17:00

視聽期刊
閱覽室

週二∼週六 09:00∼20:00（中午不休息）．週日 09:00∼17:00

雲林分區
資源中心
（含參考室）

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展覽館

週二∼週日 09:00∼17:00
週一∼週六 08:00∼20:00．週日 08:00∼17:00

週一正常開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北港文化中心

展覽館・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北港工藝坊

週三∼週日 10:00∼16: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北港遊客中心

週一∼週日 09:00∼17:00

全年無休∕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雲林布袋戲館

週三∼週日 10:00∼18: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雲林故事館

週三∼週日．國定假日 10:00∼18: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二崙故事屋

週三、四、五、日、國定假日 09:00∼17:00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合同廳舍
【誠品虎尾店】

11:00∼21:00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三∼週日 09:00∼12:00．13:00∼18: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二∼週日 10:30∼19:00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四∼週日 10:00∼18:00

週一∼週三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他里霧漫畫館

週三、週五∼週日 10:00∼18:00

週一、週二、週四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68電影館

週三、週四採預約制，週五∼週日依播放場次開放入場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環境教育館

週三∼週四 10:00∼18:00、週六∼週日 10:00∼18:00

週一、週二、週五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週三∼週日 10:00∼18: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虎尾登記所－
雲林記憶Cool

週二∼週日 09:00∼18:00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海口故事屋

週三∼週日 10:00∼17: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斗六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週一∼週五 09:00∼18:00．週六∼週日 09:00∼19:00

全年無休∕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高鐵雲林站
旅遊服務中心

週一∼週日 09:00∼17:00

全年無休∕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草嶺旅遊資訊
服務中心

週三∼週五 09:00∼17:30．週六∼週日 08:00∼19:00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虎尾建國眷村

週三∼周五14:00-17:00 周六∼周日10:00-17:00(青年駐地工作站)
週二∼週日09:00-17:00(眷村大防空洞)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青年駐地工作站)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

週三∼週六09:00~17:00

週日∼週二、國定假日/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YCDC
雲林創意設計中心

聯
絡
電
話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自修室

開
放 詔安客家文化館
時 雲中街生活聚落
間 他里霧繪本館

索
票
處

休館時間

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斗六及北港場次
雲林縣政府服務中心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服務台
西螺鎮金玉堂書店
虎尾鎮建中書局
北港文化中心
台西藝術協會
二崙故事屋
土庫鎮公所
北港場次
北港鎮振興戲院
北港鎮公所
北港工藝坊
新人類書城北辰門市

05-5523002
05-5523130
05-5867979
05-6313536
05-7832999
05-6983947
05-5989490
05-6623211
05-7823798
05-7836102
05-7834595
05-7732611

斗六場次
明傳影印企業行斗六店
田納西書店二樓
斗六市繪本圖書館
斗六市陽光棕梠
斗六市立圖書館中山分館
斗六市雲院書城
西螺鎮螺陽文教基金會
虎尾鎮誠品書店
虎尾鎮布袋戲館
斗南鎮成功書局

05-5523130
文化觀光處
05-5523133．傳真 05-5374061
處長室
05-5523132．傳真 05-5340915
副處長室
05-5523211、05-5523137
服務台
05-5523202、05-5523203
還書專線
05-5523207
兒童閱覽室
視聽期刊閱覽室 05-5523413
開架式閱覽室 05-5523202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05-5523354
05-5523178．傳真 05-5338524
展覽藝術科
05-5523160．傳真 05-5347101
表演藝術科
05-5523146．傳真 05-5330895
藝文推廣科
05-5523196．傳真 05-5353790
圖書資訊科
05-5523159．傳真 05-5360681
文化資產科
05-5523181．傳真 05-5342463
觀光行銷科
05-5343693
財團法人雲林縣文化基金會
05-6313080
雲林布袋戲館
05-6311436
雲林故事館
05-5989490
二崙故事屋

05-5336786
05-5327966
05-5321992
05-5333128
05-5339158
05-5324959
05-5861444
05-7003566
05-6313080
05-5974757

售票場次
詳情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02)3393-9888
兩廳院售票點：田納西書店二樓

05-5327966
全宏體育用品社

05-5339323
詳情請洽年代售票系統 （02)2341-9898
年代售票點：田納西書店二樓

＊活動開演前10日開放索票

凹凸咖啡館
斗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高鐵雲林站旅遊服務中心
草嶺旅遊資訊服務中心
北港故事館
北港工藝坊
北港文化中心
北港遊客中心
合同廳舍（誠品虎尾店）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詔安客家文化館
雲中街生活聚落
他里霧漫畫館
他里霧繪本館
68電影館
環境教育館
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海口故事屋

05-5327966
家樂福斗六生活便利店
05-5375500分機732
家樂福虎尾生活便利店

05-6331089

05-5339610
05-5346806
05-7005288
05-5831456
05-7839599
05-7834595
05-7832999
05-7837427
05-7003566
05-5861444
05-6960140
05-5336521
05-5962507 轉15
05-5962507 轉14
05-5962507 轉13
05-5962507 轉12
05-5962507 轉11
05-6327282
05-6981703

輕旅慢步行
古坑 ‧ 草嶺二日遊：
峭壁雄風→四面佛→蓬萊瀑布→石
壁賞櫻→九芎神木→雲嶺之丘→五
元兩角→夜宿草嶺→劍湖山主題世
界→福祿壽觀光酒廠→綠色隧道。

莿桐 ‧ 西螺：
莿桐花海→丸莊醬油→冰上冰→西
螺延平老街及東市場文創聚落→西
螺大橋→佛美神仙故事館→千巧谷
牛樂園牧場。

虎尾：
虎尾驛→虎尾糖廠→虎尾鐵橋→雲
林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合同廳
舍→雲林記憶 Cool →北溪里剪紙
藝術村→興隆毛巾觀光工廠→屋頂上的貓。

口湖 ‧ 麥寮 ‧ 台西：
馬蹄蛤主題館→椬梧滯洪池→晁陽
綠能園區→台西海口故事屋。

斗六：
玩咖職人 TGC →劍湖山遊樂園→住宿→褔祿壽觀光
酒廠→朝露魚舖→大同醬油→塔吉特觀光工廠。

神氣祈福行
元長 ‧ 北港：
元長崙仔 145 甲 ( 媽祖大道彩繪牆 ) →水道頭文化園區 ( 遊客中心 ) →北港朝天宮→北港巷弄
美食→北港義民廟→北港工藝坊→女兒橋→武德宮。

水林 ‧ 口湖 ‧ 四湖：
黃金蝙蝠館→四湖參天宮 / 海清宮 / 普天宮→萡子寮夢幻漁村 3D 彩繪村→海產美食小吃→成龍濕地。

麥寮 ‧ 台西：
麥寮拱範宮→晁陽綠能園區→台西安西府→海產美食小吃→台西海口生活館。

褒忠 ‧ 土庫：
馬鳴山鎮安宮→鄧麗君幼年故居→土庫老街美食小吃→土庫順天宮→源順芝麻觀光油廠。

斗南 ‧ 大埤：
斗南他里霧文化園區→斗南圓環美食小吃→斗南順安宮 ( 菜脯媽 )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大埤酸菜館。

西螺 ‧ 二崙 ‧ 崙背：
西螺福興宮 / 廣福宮→西螺延平老街及東市場文創聚落→丸莊醬油觀光工廠→西螺老街美食小
吃→二崙故事屋 / 湳仔社區鐵道文化 3D 彩繪→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虎尾：
北溪里剪紙藝術村→農博生態園區→持法媽祖宮→興隆毛巾觀光工廠→雲林布袋戲館→雲林
記憶 cool →雲林故事館→合同廳舍→虎尾糖廠。

經典小鎮遊
虎尾 ‧ 北港一日遊：
雲林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合同廳舍→雲林記憶 Cool →興隆毛巾觀光工廠→北港工藝坊→北港水道頭文化
園區→北港女兒橋。

口湖：
馬蹄蛤主題館→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口湖遊客中心 ( 用膳 ) →沐藝堂 ( 彩繪 DIY) →椬梧滯洪池→好蝦冏男社
→成龍濕地。

北港 ‧ 口湖二日遊：
水道頭文化園區 ( 遊客中心 ) →北港老街巷弄→北港義民廟→北港工藝坊→北港朝天宮→北港美食小吃→武德
宮→女兒橋→夜宿北港→北港限定早餐→北港春生活博物館→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好蝦冏男社→口湖遊客中
心→椬梧滯洪池→成龍濕地。

古坑：
綠色隧道→蘿莎玫瑰莊園→劍湖山世界幸福摩天輪→華山文學步道→情人橋→華山小天梯→
華山咖啡大街

古坑：
幽情谷步道→青蛙石 / 水濂洞→清溪步道→峭壁雄風步道 ( 小天梯 ) →夜宿→雲嶺之丘→杉林步道→五元兩角
→遊龍湖步道

古坑 ‧ 斗六：
華山遊客中心咖啡烘焙體驗 ( 需預約 ) →華山小天梯→情人橋→古坑綠色隧道→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雲中
街文創聚落→太平老街及周邊美食小吃。

斗六：
行啟記念館→三小市集→太平老街巡禮 ( 用膳 ) →雲中街文創聚落→朝露魚鋪觀光工廠→石榴車站 ( 榴中社區 /
新德豐碾米廠 / 張氏宗祠 / 石榴居 / 童玩館 / 星空電影院 )。

斗六：
雲中街文創聚落→行啟記念館→老街巡禮 ( 太平老街 / 享用美食小吃 ) →圖南咖啡故事館→大同醬油黑金釀造
館 / 朝露魚舖觀光工廠 / 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

浪漫樂活遊
斗六 ‧ 林內：
雲中街文創聚落→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 / 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湖山水庫 ( 湖山光色 ) →林內農田水利文
化園區 ( 落羽松步道 )。

莿桐 ‧ 西螺 ‧ 崙背
莿桐孩沙里花海→西螺延平老街及東市場文創聚落→農博生態園區 ( 美人樹 ) →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莿桐 ‧ 林內 ‧ 斗六：
莿桐孩沙里花海→林內農田水利文化園區 ( 落羽松步道 ) →林內火車站前美食小吃→大同醬油黑金釀造館 / 朝
露魚舖觀光工廠→斗六新興宮 / 受天宮→雲中街文創聚落→太平老街及周邊美食小吃。

古坑：
萬年峽谷→品嚐咖啡→小天梯步道→情人步道→文學步道→咖啡莊園。

斗六 ‧ 古坑 ‧ 西螺二日遊：
斗六 ( 雲中街文創聚落、行啟記念館 ) →古坑 ( 文學步道、情人橋、咖啡品嚐 ) →斗南 ( 他里霧
文化園區、偶的家 ) →住宿→西螺 ( 延平老街、西螺大橋、冰上冰、丸莊醬油、佛美神仙故事
館 ) →虎尾 ( 虎尾四館、糖廠、鐵穚 ) →虎珍堂。

雲林郵局許可證．雲林字第407號．無法投遞免退回

印 刷 品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05-5523211、5523137

國
內
郵資已付
中華郵政雲林雜字第0015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雲林縣政府
文化觀光處

雲林縣政府
文化觀光處 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