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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07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邁入第三年了，今年由雲林縣境內18所地方文化館攜手
合作，將從小年夜到初五，陪伴大家一同度過溫馨、熱鬧的春節假期。
2020年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以「人．情．事．故－館來說故事」為主題，

化館、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二崙故事屋、北港文化中心、北港工藝坊、北港
遊客中心、黃金蝙蝠生態館、菅蓁寮街角文化館、台西海口故事屋以及他里霧
月份

1

主題活動

幸福雲林愛分享｜跨年三部曲

2

雲林地方文化館節

北港元宵燈節

3

神工傳藝｜雲林縣北港藝鎮文化季

林內紫斑蝶

4

雲林客家桐花祭、世界閱讀日

5

雲林縣兒童美展

6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

7

口湖牽水 （狀）文化祭
兒童文學營

8

閱讀起步走、海洋音樂季

9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

10

雲林國際偶戲節

台灣咖啡節、雲林行腳

11

雲林縣社造成果展

臺灣閱讀節

12

雲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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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園區各館，都推出各項精彩的動靜態展演活動及有趣的體驗課程。對於在
地文史有興趣的朋友，千萬別錯過本次推出的12項地方學主題特展；喜歡自己
動手做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來挑戰黃金蝙蝠生態館的新年剪紙、布袋戲館
和二手玩具屋的DIY體驗活動；愛聽故事的朋友們，記得到雲林故事館、二崙故
事屋大啖故事團圓飯。
2020年1月23日（四）至1月29日（三）春節年假期間，歡迎鄉親在返鄉過
節的同時，闔家大小攜手到地方文化館走春，看展覽、看表演、玩遊戲和DIY體
驗，讓館說故事給你聽，認識雲林的人、情、事、故，還有小驚喜等著您來遊
賞玩喔！

｜活動內容

表
1/21（二）19:30
演

｜地點

｜頁碼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05

北港迎媽祖展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

07

翰墨遣興浩氣伸－連勝彥書法詩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
「景陽藝文中心」

08

雲林縣油畫協會第一屆會員聯展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7

雲林縣數位多媒體展覽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2樓

06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6

1/12（日）∼2/2（日） 踩∼美好的回憶

06

◆ 全國春聯優勝作品暨
會員作品聯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樓

1/15（三）∼2/2（日）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7

◆ 踩∼美好的回憶

1/15（三）∼5/8（五）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國展的藝術創作

台灣創價學會
「景陽藝文中心」

08

文化觀光處視
聽期刊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
開架式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雲林
分區資源中心

09

文化觀光處
兒童閱覽室

10

2020・Jan.

常設展

10/2（三）∼
109/1/4（六）
12/19（四）∼
109/1/5（日）
展 12/24（二）∼
109/1/5（日）
覽

延續至2月份活動

1/12（日）∼2/2（日）

全國春聯優勝作品暨會員作品聯展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 北港迎媽祖展
◆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
國展的藝術創作

1月

主題書展「吉祥鼠報樂連年」

1月

主題書展「鼠年開運讀好書」

1月

主題書展「鼠年數錢數不盡」

◆ 纏填陶繪
◆ 《逍遙遊：鐘有輝
林雪卿創作展》

09
09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1/4（六）10:30∼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老虎先生》∕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英語協同教學外師
∕英文故事繪本《Sleepy Mr. Sloth》∕外師Cristian & Hannah
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英語協同教學外師
1/12（日）10:30∼11:30
∕英文故事繪本∕外師Cristian & Hannah
1/15（三）13:30∼16:00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只有大海知道》
新年快樂之閩南語說故事劇場成果發表∕演員：故事志工∕主
1/18（六）10:00∼11:30 持：糖果老師（陳秀春）∕帶領及編導：大開劇團團長劉仲倫

1/5（日）10:30∼11:30

◆ 海口故事書－鼠來
寶∼
◆ 雲夢製造所．黑膠點
播站
◆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
◆ 雲林奇幻世界
◆ 迎春燈籠彩繪
◆ 虎尾亮起light
◆ 2020年雲林縣地方
文化館節－人．情．
事．故－館來說故事

1/19（日）10:30∼11:30
1/1（三）∼2/2（日）
1/4、1/11、1/18、1/25
活 （週六）11:00∼15:00
1/5、1/12、1/19、1/26
動 （週日）11:00∼15:00
1/5 、 1/12 、 1/19 、
1/26（週日）13:00
1/11（六）
15:30∼16:00
1/19（日）15:30∼16:00
即日起至1/19（日）
12/18（三）∼
109/2/9（日）
1/15（三）∼2/9（日）
1月
1月
1/1（三）∼1/5（日）
11:00∼11:20
1/1（三）∼1/5（日）
13:00∼13:30
1/1（三）∼1/5（日）
15:00∼16:00

∕資深團員林立中（採線上報名小朋友名額限制30人）
故事志工說故事∕《財神》＋ DIY 財神爺製作（手作限定 20
人）∕開心爺爺（謝順義）
纏填陶繪

北港工藝坊

10

合同廳舍

11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免費DIY體驗活動（限20名）
維京姐姐說故事《102隻小田鼠》∕2F兒童館
【KIDDY KIDDO諾亞方舟】桌遊Happy Time∕2F兒童館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逍遙遊：鐘有輝 林雪卿創作展》∕開幕茶會：12/28（六）10:00

海口故事屋

11

布袋戲館

12

鼠來寶∼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偶藝非凡特展∕1樓特展區
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操偶教學體驗∕館內
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免費導覽解說∕特展廳
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免費彩繪DIY布袋戲∕DIY教室（每日10名）

｜活動內容

1/1（三）∼1/5（日）
10:00∼18:00
1/1 （三）14:30∼15:00
1/5 （日）15:00∼16:00
1/12（日）、1/23（四）
14:30∼15:00
1/18（六）、1/19（日）
14:30∼15:00
1/25（六）14:30∼15:30
1/26（日）14:30∼15:30
1/27（一）14:30∼15:30
1/28（二）14:30∼15:30
1/12（日）∼2/9（日）
12:00∼19:00
1/18（六）13:00∼17:00
1/27（一）初三∼1/29（三）
初五13:00∼18:00
1/29（三）15:00∼16:00
2/1（六）、2/2（日）
14:30∼16:00
1/3（五）18:00
1/1（三）∼1/29（三）
10:00∼18:00
1/1（三）∼1/29（三）
10:00∼18:00
1/1（三）∼1/3（五）
14:30∼15:00
1/4（六）10:30∼11:00、
14:30∼15:00
1/5（日）10:30∼11:00、
15:00∼15:30
1/5 （日）14:00∼15:00
1/18（六）14:00∼15:00
1/12（日）10:30∼12:30
1/12（日）14:00∼16:00
1/19（日）10:00∼12:00
1/19（日）15:30∼16:30
1/25（六）∼1/29（三）
活 10:00∼10:30
動 1/25（六）10:30∼11:00
1/25（六）∼1/28（二）
11:30∼12:00
1/25（六）∼1/29（三）
12:00∼13:00
1/25（六）13:30∼14:00
1/25（六）14:00∼14:30
1/25（六）15:00∼15:30
1/25（六）15:30∼16:00
1/25（六）16:00∼16:30
1/25（六）17:00∼17:30
1/26（日）10:30∼11:00
1/26（日）10:30∼11:00
1/26（日）∼1/29（三）
13:30∼14:00
1/26（日）15:00∼15:30
1/26（日）16:00∼16:30
1/26（日）17:00∼17:30
1/26（日）15:30∼16:00
1/27（一）10:30∼11:00
1/27（一）14:00∼15:00
1/27（一）15:30∼16:00
1/27（一）16:00∼16:30
1/27（一）17:00∼18:00
1/28（二）10:30∼11:00
1/28（二）10:30∼11:00
1/28（二）15:30∼16:00
1/28（二）15:00∼15:30

｜地點

｜頁碼

布袋戲館

12

雲中街生活聚落

13

《享和你彈吉他》

文化觀光處咖啡館

13

雲林社區繪本∕繪本成果展

雲林故事館

14

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影音紀念展－戲說海岱伯∕影音室

1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洲明園《豬頭超人歷險記之決戰20惡靈》
1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風采輪布袋戲音樂班成果展
1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掌藝社掌中劇團《偶是傳說》

Schedule

第四十五屆寒假巡迴公演【免票入場】

｜類別 ｜日期

活動日程表

Schedule

1

活動日程表

活動日程表
2

｜類別 ｜日期

1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隆興閣第八掌中團《五爪金鷹一生傳》
初一至初四－新春布袋戲演出∕廣場∕五隆園掌中劇團《2020新媽祖外傳》
初一至初四－新春布袋戲演出∕廣場∕黃世志電視木偶團《老鼠娶親》
初一至初四－新春布袋戲演出∕廣場∕金宇園掌中劇團《偶戲迎春》
初一至初四－新春布袋戲演出∕廣場∕真雲林閣掌中團《年獸傳說》
誠品「雲夢製造所」快閃店進駐
誠品書店─夢遊雲中系列活動∕雲中記憶夢．寫生繪畫活動
雲中私古意祭－黑膠音樂Ｘ復古市集Ｘ美學體驗Ｘ生活攝影
雲中街年節說故事－鼠年故事∕鼠來寶輕黏土手作
雲夢製造所．黑膠點播站∕在雲中，時光倒轉！

故事無國界－故事嘉年華展覽∕十二生肖展覽
布袋戲節特別企劃－來，來去雲林故事館，聽布袋戲的故事！∕黃海岱的
布袋戲故事箱
布袋戲節特別企劃－來，來去雲林故事館，聽布袋戲的故事！∕黃海岱的
布袋戲故事箱
布袋戲節特別企劃－來，來去雲林故事館，聽布袋戲的故事！∕黃海岱的
布袋戲故事箱
故事無國界－故事創作∕故講畫
故事無國界－故事創作∕故講畫
幸福學∕印尼文化節
幸福學∕《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幸福學∕《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台語日∕許立昌：台語故事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館舍導覽∕老房子的故事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唐麗芳《故事ㄟ厝》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故事365∕故事365（故事時間）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張真輔－故事牆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幸福情夜婆夢》《著年》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那些年，這些事》《土豆糖》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黃雅琪《橘子地瓜球》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張骨廖皮》《茶山阿公》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走讀雲林》《移動超市六十七項》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林玉芬《移動超市－六十七項》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李香吟《吹糖人》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故事大家講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黃秀香《那些年，這些事》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故事回娘家∕唐麗芳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蘇乙紋《金老爺的開心農場》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林梓萱《濁水溪還是溪嗎？》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洪人傑《此地與彼地，一種
思考文化的方式》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李庚霖《石話拾說，關於生
命中的那棵石頭》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丁于真《是你嗎，小黑！》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唐麗芳《故事啊故事》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李偉婷《糖果雨》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劉佩儀《那些年，這些事》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李新婕《我家的客家醃蘿蔔》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顏千惠《故事照相館》

3

｜活動內容

1/28（二）16:00∼18:00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故事一牛車∕唐麗芳、張真輔

1/29（三）10:30∼11:00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水黃皮》《阿督仔病院》

1/12（日）09:30∼10:30
1/15（三）∼2/16（日）
09:00∼18:00
1/25（六）
1/26（日）

｜頁碼

雲林故事館

14

二崙故事屋

16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是你嗎，小黑！》《濁水溪還是溪嗎？》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不能說的秘密》《用不完的嫁妝》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嬤的教育》《阿舅講古》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茶 話 畫∕蔡麗秀、張真輔
主題策展－「面對挑戰」書群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二崙故事屋是二崙人的文化客廳展
來說故事∕林佩君：青蛙大俠江河湖
來說故事∕細子細子講故事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客語故事饗宴＋DIY
來說故事∕葉安琪：綠笛
跨界結盟－平原社區大學∕平原社區大學：歌仔戲戲劇營＋成果展
來說故事∕李怡靜：外公的海－我的造船夢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我們的文化客廳－二崙故事屋常民故事展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一）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玩∼客家鼠來寶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二）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老鼠書籤DIY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故事團圓飯－濁水溪還是溪嗎？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玩∼詔安大風吹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三）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幸運鼠（彈珠老鼠）DIY（材料費50元）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故事團圓飯－是你嗎，小黑？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來說故事－大地之歌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故事團圓飯－糖果雨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來說故事－老鼠的滋味

■地

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免票入場】

莫爾納：日本民謠幻想曲、葉加瀨太郎：情熱大
陸、真島俊夫：鳳凰之舞、伊藤康英：琉球幻想
曲、以及多首協奏曲。

電影播放

68電影館

常設展∕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1、2樓展區

詔安客家文化館

常態性課程－詔安童謠輕鬆學∕1樓會議室
常態性課程－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1樓會議室
常態性課程－樵雨水墨畫班－楊友農老師∕1樓會議室
詔安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詔安鼠來寶」－名家春聯揮毫暨詔安有藝
寶開幕茶會∕1樓中庭
詔安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詔安鼠來寶」－詔安有藝寶－港尾巷弄長
照站長青作品聯展∕1樓多功能展示室
詔安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詔安鼠來寶」－詔安來尋寶：春節初一∕
客館展覽知識猜謎尋答活動∕1樓迴廊、中庭
詔安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詔安鼠來寶」－詔安童趣寶：春節初二∕
古早味童玩過關學客語∕1樓迴廊、中庭
住雲林抽汽車

雲林縣
虎尾多功能活動中心旁「幸福之丘」

每週六15:15∼16:00

雲林學達人 免費開放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每週六、日14:00∼18:00
1/2 （四）14:00∼15:00
1/9 （四）14:00∼15:00
1/4 （六）14:00∼15:00
1/11（六）14:00∼15:00

雲林記憶cool－創創市集 免費開放
週四媽媽會∕文字的秘密∼談測字－智玲（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週四媽媽會∕親子繪本分享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古坑咖啡的前世今生∕黃璟翔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選舉暫停
週四媽媽會∕療癒的色鉛筆畫－繐鎂 講師∕花與蝶明信片100元（體驗

10/1（二）∼2/9 （日）

間：

主要演出曲目：伊藤康英：榮耀頌、須摩洋

虎尾亮起light

1/18（六）14:00∼16:00

1 / 21（二）19:30

■時

朔：行進曲「大空」、滝廉太郎：花、約瑟夫・

即日起∼109/1/31（五）止

1/17（五）∼2/9（日）
09:00∼18:00
1/17（五）∼2/9（日）
09:00∼18:00
1/17（五）∼2/9（日）
09:30∼18:00
1/17（五）∼1/29（三）
09:30∼18:00
1/18（六）14:00∼15:00
1/25（六）14:00∼15:00
1/30（四）14:00∼15:00

第四十五屆寒假巡迴公演
■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樂隊
聯絡人：陳馨晴・0988-178426

1/18（六）∼2/9（日）

1/16（四）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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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Schedule

1/29（三）11:30∼12:00
1/29（三）14:00∼14:30
1/29（三）15:00∼15:30
1/29（三）15:30∼16:00
1/29（三）16:00∼18:00
1月
1/2 （四）∼1/31（五）
1/4（六）15:00∼16:00
1/4（六）19:30∼20:30
1/5（日）10:30∼11:30
1/12（日）10:30∼11:30
1/18（六）14:00∼16:00
1/19（日）10:30∼11:30
1/25（六）∼1/29（三）
1/25（六）09:00∼10:00
1/25（六）10:00∼11:00
1/25（六）14:30∼15:30
1/26（日）09:00∼10:00
1/26（日）10:00∼11:00
1/26（日）14:30∼15:30
1/26（日）15:30∼16:00
1/27（一）09:00∼10:00
1/27（一）10:00∼11:00
1/27（一）14:30∼15:30
1/28（二）09:00∼10:00
1/28（二）10:00∼11:00
1/28（二）14:30∼15:30
1/29（三）09:00∼10:00
1/29（三）10:00∼11:00
活 1月
1月
動 每週一18:30∼21:30
每週四18:30∼21:30
隔週星期六14:00∼16:00

｜地點

表演

活動日程表
4

｜類別 ｜日期

17
18

19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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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需低銷任一飲品或冰品，滿5人開班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 免費開放

文化觀光處表演廳・休館公告

雲林奇幻世界 免費∕每日定時繪本導讀
迎春燈籠彩繪∕迎春增色－燈籠彩繪∕費用：DIY手作100元/份－春節限定活動

表演廳為進行「表演廳基礎設施及專業設備更新與整建工程 」，

記憶寫真館 免費開放

預定於108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0日止全面休館暫停開放。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北港花燈∕蔡享潤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正月初一春節暫停
週四媽媽會∕芒果樹下的約會－讀書分享（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憂鬱症家屬之間的互動與身心安頓之道∕主講：湯華盛 醫師∕財團法人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心禾診所主治醫師

21

2020年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人．情．事．故－館來說故事 雲林縣

22

雲林縣

• 重新開館日期及表演廳演出甄選案，將視工程進度，另行公告周知。
• 施工期間，請勿進入施工範圍處，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5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2 樓

雲林本地的藝文創作，長年以來都是以傳統畫
作或是書法為主，但隨著時代演進，現代的藝術創

北港迎媽祖展

作開始依靠數位科技作為媒介，諸多著重聲光影音

■ 展出時間：常設展

效果的現代藝術作品不斷發展，故現代藝術不再單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2 樓第二展示室

純依靠傳統書畫進行創作。本展覽透過縣內三所大

傳承三百多 年 的「 北 港 迎 媽 祖 」 被 列

學的多媒體系所的創作展出，增加縣內多媒體藝術

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每年農曆三月

創作的能見度，讓多媒體系所師生校友能有更多藝

十九、二十日，北港地區萬人空巷、鞭炮聲

術創作參與之機會，同時相互切磋琢磨，並讓觀展

不斷，更有「北港小過年」之稱，其中「真

民眾體驗多媒體藝術創作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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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春聯優勝作品暨會員作品聯展
■ 展出時間：

1 / 12（日）∼ 2 / 2（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由雲林縣藝文學會規劃展出，為鼓舞書法界後起之秀，
並結合春聯書寫習俗，每年辦理「雲藝盃」全國春聯書法比

雲林縣油畫協會第一屆會員聯展
12 / 19（四）∼ 109 / 1 / 5（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賽，並將歷屆優勝作品結合會員創作計100餘件作品，在農曆

雲林縣油畫協會是由一群熱愛油畫創作同好所組

年節期間展出，除欣賞春聯書藝之美外，更增添年節濃郁的

成的畫會，會員們利用閒暇之餘創作，互相交流切磋畫

藝術氣息。

藝，不斷求新求變，提升多元創作的動力。本次展覽作
品皆由雲林縣油畫協會會員創作，透過會員聯展，提高
油畫創作人才的能見度，推廣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

踩∼美好的回憶
■ 展出時間：

1 / 12（日）∼ 2 / 2（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 樓

由彰化縣大自然風景手機攝
影交流協會策劃展出，以手機做為

化。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1 / 15（三）∼ 2 / 2（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照相媒材，對於喜歡旅遊也喜歡攝

人生的境遇，猶如彩繪畫布，幻化得著

影的民眾真有莫大的方便，藉由展

力於上，悠悠洋洋無法探知邊涯，也未能預

出互相分享、切磋交流，並鼓勵民

知其窮盡。本次展覽者─林宥辰，本身無臂

眾，善用手上的科技產品，在旅遊

聽障人士，卻不被命運所擊倒，透過一枝筆

之時，順手拍攝美麗的景物及人文

一張紙，畫出高亢生命的火花，以口代手，

風情分享給家人好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揮毫寫字突破了形體束縛，藉由精神力量，
印證人生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Exhibition

Exhibition
6

12 / 24（二）∼ 109 / 1 /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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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展覽

雲林縣數位多媒體展覽

7

活動

展覽

翰墨遣興浩氣伸－連勝彥書法詩作展
10 / 2（三）∼ 109 / 1 / 4（六）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景陽藝文中心」
斗六市北平路 46 巷 11 號 1、2 樓

連勝彥字慕豪，號傑閣，1938年生於三重。1967
年師事澹廬曹秋圃先生，研習八法，兼讀詩文。自

1973 年獲得臺北市第五屆美展書法第二名，陸續於大

■ 兒童閱覽室、視聽期刊閱覽室、開架式閱覽室、分區資源中心
台灣文史專區（位於文化觀光處圖書館2F，該區書籍請讀者至1F流通服務台借還）
開放時間統一為：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館
■ 開架式閱覽室、視聽期刊閱覽室 夜間開放時間：週二∼週六 17:00∼20:00
■ 自修室 開放時間：週一∼週六 08:00∼20:00．週日 08:00∼17:00
■ 1/1（三）元旦，全面休館
1/11（六）選舉日，全面休館
1/24（五）∼1/29（三）除夕至初五，全面休館
1/31（五）館室維護日，休館
＊圖書館各館室遇國定假日均休館

小比賽獲獎。
勤於研讀有關書學理論典籍，充實內蘊，以養書
風。而其創作歷程，早年以楷、行奠基，中年以行、
隸、草聞名藝壇，晚年學篆，並從事各體創作，總觀其

文化觀光處
視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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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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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作端莊俊秀、嚴謹有度；骨力渾厚、蒼勁挺拔，盡得
曹秋圃老師精髓神韻；楷書典雅清麗，透過每日練習，

主題書展「吉祥鼠報樂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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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臨摹古人的名帖，扎下深厚的基礎；行書順暢自然；
隸書骨力渾厚、蒼勁挺拔，草書則可見連勝彥作品中少
見的奔放。退休後，連勝彥開始遊覽大陸各地，並開始
研究甲骨文、金文及篆書，亦有所成；連勝彥並長於詩
作，以詩自運成書，別具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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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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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開運讀好書」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國展的藝術創作
1 / 15（三）∼ 5 / 8（五）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景陽藝文中心」斗六市北平路 46 巷 11 號 1、2 樓

陳國展（ 1937 ）出生於屏東

文化觀光處
雲林分區資
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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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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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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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數錢數不盡」

竹田鄉。省立屏東師院畢業，師大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一、至本處圖書館資源中心（ 3 樓）每次借閱圖書冊數達 5 冊
（含）以上者，即可於閱讀集點卡蓋章1次。（1天最多蓋2個章喔！）
二、1張借書證1張集點卡（集滿後可再領取），非同1人不合併計算。凡集滿6個
章（1張集點卡）即可向本分區資源中心兌換獎品。
（A4資料夾、筆記本、磁鐵書籤等擇一，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三、另集滿3張集點卡（18個章）即可兌換圖書乙本（詳分區資源中心展示架）

美術系國訓班結業。1968年開始創
作版畫，其蝕刻凹版技法細緻，意
涵豐富，在台灣版畫界佔有一席之
地。1980年起，連續三度獲台灣省
展首獎、永久免審榮譽，及畫學會
金爵獎、版畫學會金璽獎等。創作
之餘，全力推廣版畫藝術，並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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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凹版教學於中小學，培育許多人才。曾在新加坡及都柏林舉辦版畫個展。也專長
油畫及水彩創作，設色明朗，用筆豪健，在優雅氣質中兼有本土人文特質。
※以上展覽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網站公布，並以實際現場為主。

Activity

Exhibition
8

文化觀光處－圖書館訊息

其 他

9

合同
廳舍
【誠品虎尾店】

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英語協同教學外師
1/5 （日）10:30∼11:30∕英文故事繪本《 Sleepy Mr. Sloth 》 / 外師 Cristian
Mercado、Hannah Sommerlad
1/12（日）10:30∼11:30∕英文故事繪本/外師 Cristian Mercado、
Hannah Sommerlad
故事志工說故事
1/4 （六）10:30∼11:30∕《老虎先生》∕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1/19（日）10:30∼11:30∕《財神》＋ DIY 財神爺製作 （手作限定 20 人） ∕開心爺爺
（謝順義）
※參與活動手作依報名順序為優先名額，聽故事則不限名額喔！請準時報到，逾時未到將手作機會給現場後補全程參與者；
若已報名但不克前往也請提前來電告知！
※如不確定參加，請勿報名佔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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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之閩南語說故事劇場成果發表
1/18（六）10:00∼11:30∕演員：故事志工 主持：糖果老師（陳秀春）
帶領及編導：大開劇團團長劉仲倫∕資深團員林立中
（採線上報名小朋友名額限制30人）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
1/15（三）13:30∼16:00∕《只有大海知道》∕任林基金會－林淑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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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討論延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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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
工藝坊

纏填陶繪

Facebook：北港工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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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外
館舍

1/1（三）∼2/2（日）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1/4、1/11、1/18、1/25（週六）11:00∼15:00
1/5、1/12、1/19、1/26（週日）11:00∼15:00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
1/5、1/12、1/19、1/26（週日）13:00∕免費DIY體驗活動（限20名）
※活動詳情、異動請上「北港工藝坊」FB粉絲團查詢。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1號
電
話：05-7003566
傳
真：05-6338846
開館時間：平日11:00∼21:00∕假日10: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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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21:30

委外
館舍

維京姐姐說故事《102隻小田鼠》
1/11（六）15:30∼16:00∕2F兒童館
沒錯，100個孩子，這個大樹底下的大家庭總共有102
隻小田鼠。有一天，家裡的草莓果醬吃光了，田鼠家族決
定要一起外出摘草莓，但這對沒離開過家們的小田鼠來
說，是令他們期待又興奮的大冒險……
適合年齡│3歲以上

【KIDDY KIDDO諾亞方舟】桌遊Happy Time
1/19（日）15:30∼16:00∕2F兒童館
透過遊戲認識動物，並提供空間與重量平衡
能力訓練與提昇手部的靈活反應，是全家共同玩
樂增進親子關係的趣味遊戲。
適合年齡│４歲以上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即日起至1/19（日）
於活動期間的每週三，持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及雲林縣身分證
（或學生證）於書店當日單筆消費不限金額消費享 9 折；滿 1,000
元，贈「誠品虎尾店50元抵用券」乙張；滿1,500元，可參加「暖
心扭樂趣」乙次。
※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書店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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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遙遊：鐘有輝・林雪卿創作展》
12/18（三）∼109/2/9（日）
開幕茶會：12/28（六）10:00
鼠來寶∼
1/15（三）∼2/9（日）
春節期間初一到初五正常開屋，在台西海口故事屋粉絲
專頁按讚，送鼠年明信片一張，版畫DIY體驗一張。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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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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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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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
兒童
閱覽室

11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雲中街
生活
聚落

Facebook：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
地
址：斗六市雲中街12-18號
電
話： 05-5336521
開館時間：場地為開放場所，可自由參觀（場域商家營業
時間請參考各店家資訊）
休館時間：其他休館日依臉書最新公告為準

委外
館舍

Activity

Activi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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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1/25（日）初一∼1/29（三）初五特別開館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1/11（六）選舉日休館、1/24（五）除夕休館∕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13

誠品「雲夢製造所」快閃店進駐
1/12（日）∼2/9（日）週一至週日（無休）12:00∼19:00

雲林縣為臺灣布袋戲的重要發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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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書店─夢遊雲中系列活動
1/18（六）13:00∼17:00∕雲中記憶夢．寫生繪畫活動∕報名人數 20 組∕報名費
用 150 元 （含SAKURA KOi水性軟頭水彩筆乙支、素
描本乙本）SAKURA品牌活動期間單筆消費
滿666元贈筆格邁藝術筆乙組（市價120元∕3支）

偶藝非凡特展∕1樓特展區

拿起畫筆，將美麗的雲中街景—繪進畫裡、畫在心裡，製造屬
於你的雲中記憶夢。

本次特展由木藝堂策劃，分神佛系列、三國系列、日式藝伎
系列三大主題，神佛系列以千手觀音、伽藍神、韋馱尊者為主；
三國系列以赤壁之戰主要角色曹操、諸葛亮及連環計之董卓、呂
布、貂蟬為主要展示角色，由赤壁之戰的壯觀到連環計的愛恨情
仇，讓民眾觀展時感受到歷史故事的韻味，藉由主題布景搭設，
透過展示讓更多人看見布袋戲文化的可能性。

1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
1/1 （三）14:30∼15:00∕洲明園《豬頭超人歷險記之決戰20惡靈》
1/5 （日）15:00∼16:00∕風采輪布袋戲音樂班成果展
1/12（日）、1/23（四）14:30∼15:00∕掌藝社掌中劇團《偶是傳說》
1/18（六）、1/19（日）14:30∼15:00∕隆興閣第八掌中團《五爪金鷹一生傳》
初一至初四－新春布袋戲演出∕廣場
1/25（六）14:30∼15:30∕五隆園掌中劇團－金掌獎104.107.108年最佳口白藝術獎
《2020新媽祖外傳》
1/26（日）14:30∼15:30∕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金掌獎107年最佳劇本創作獎《老鼠娶親》
1/27（一）14:30∼15:30∕金宇園掌中劇團－金掌獎103.108年最佳劇本創作獎《偶戲迎春》
1/28（二）14:30∼15:30∕真雲林閣掌中劇團－金掌獎第 1 位大滿貫得主（最佳口白
藝術獎、最佳劇本創作獎、最佳視覺藝術獎、最佳配樂音
效獎、最佳操偶技術獎、最佳表演團隊獎）《年獸傳說》

雲林布袋戲日系列活動－1/1（三）∼1/5（日）
11:00∼11:20∕操偶教學體驗∕館內
13:00∼13:30∕免費導覽解說∕特展廳
15:00∼16:00∕免費彩繪DIY布袋戲∕DIY教室（每日10名）
10:00∼18:00∕影音紀念展－戲說海岱伯∕影音室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雲中私古意祭－黑膠音樂Ｘ復古市集Ｘ美學體驗Ｘ生活攝影
1/27（一）初三∼1/29（三）初五13:00∼18:00
我們總因為一首歌，一個裝扮，一抹畫面，記住一個時代。

雲中街年節說故事－鼠年故事
1/29（三）15:00∼16:00∕鼠來寶輕黏土手作
雲夢製造所．黑膠點播站
2/1（六）、2/2（日）14:30∼16:00∕在雲中，時光倒轉！
雲中街是個古色古香的小聚落，在重新整修後，發散歲月靜好的氛圍，如同黑
膠唱片復刻出的美好，藉著音符旋律，穿越古今的魔幻場域。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文化觀光處
咖啡館
【芒果咖啡】

地
址：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
電
話：05-5371355
開館時間：週二∼週日 12:00∼21:0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活動

活動
布袋
戲館

委外
館舍

《享和你彈吉他》
1/3（五）18:00∕票價：低消入場（每人飲料或點心1份）
吉他屬於彈撥樂器。通常有六條弦，形狀與提琴相似。吉他在流行音樂、搖滾
音樂、藍調、民歌、佛朗明哥中，常被視為主要樂器。而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裡，吉
他常以獨奏或二重奏的型式演出；在室內樂和管弦樂中，吉他亦扮演著相當程度的
陪襯角色。
這次的木吉他演出，也將與大家分享多元曲風下，木吉他所呈現的不同樣貌，
喜歡音樂的芒果好朋友千萬別錯過這場由雲科吉他社、香菇老師、謝孟錡、廖子
翔、陳聖凱等多位專業木吉他演奏者帶來的純木吉他音樂饗宴！※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雲林社區繪本
1/1（三）∼1/29（三）10:00∼18:00∕繪本成果展
故事無國界－故事嘉年華展覽
1/1（三）∼1/29（三）10:00∼18:00∕十二生肖展覽
布袋戲節特別企劃－來，來去雲林故事館，聽布袋戲的故事！
1/1（三）∼1/3（五）14:30∼15:00∕黃海岱的布袋戲故事箱
1/4（六）10:30∼11:00、14:30∼15:00∕黃海岱的布袋戲故事箱
1/5（日）10:30∼11:00、15:00∼15:30∕黃海岱的布袋戲故事箱
故事無國界－故事創作

1/5 （日）14:00∼15:00∕故講畫
1/18（六）14:00∼15:00∕故講畫

幸福學
1/12（日）10:30∼12:30∕印尼文化節
1/12（日）14:00∼16:00∕《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1/19（日）10:00∼12:00∕《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台語日
1/19（日）15:30∼16:30∕許立昌：台語故事
過年特別節目－特別企劃
1/25（六）∼1/29（三）10:00∼10:30∕館舍導覽∕老房子的故事
1/25（六）∼1/28（二）11:30∼12:00∕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1/25（六）∼1/29（三）12:00∼13:00∕故事365∕故事365（故事時間）
1/26（日）∼1/29（三）13:30∼14:00∕故事大家講
1/26（日）16:00∼16:30∕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1/26（日）17:00∼17:30∕故事回娘家∕唐麗芳
1/28（二）16:00∼18:00∕故事一牛車∕唐麗芳、張真輔

1/29（三）15:30∼16:00∕魔法書屋（互動式體驗）
1/29（三）16:00∼18:00∕茶・話・畫∕蔡麗秀、張真輔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饗宴－故事團圓飯】
1/25（六）10:30∼11:00∕唐麗芳《故事ㄟ厝》
15:30∼16:00∕黃雅琪《橘子地瓜球》
1/26（日）10:30∼11:00∕林玉芬《移動超市－六十七項》
15:30∼16:00∕蘇乙紋《金老爺的開心農場》
1/27（一）10:30∼11:00∕林梓萱《濁水溪還是溪嗎？》
14:00∼15:00∕洪人傑《此地與彼地，一種思考文化的方式》
15:30∼16:00∕李庚霖《石話拾說，關於生命中的那棵石頭》
16:00∼16:30∕丁于真《是你嗎，小黑！》
1/28（二）10:30∼11:00∕李偉婷《糖果雨》
15:30∼16:00∕李新婕《我家的客家醃蘿蔔》
過年特別節目－【故事百寶箱】
1/25（六）13:30∼14:00∕張真輔－故事牆
1/26（日）10:30∼11:00∕李香吟《吹糖人》
15:00∼15:30∕黃秀香《那些年，這些事》
1/27（一）17:00∼18:00∕唐麗芳《故事啊故事》
1/28（二）10:30∼11:00∕劉佩儀《那些年，這些事》
15:00∼15:30∕顏千惠《故事照相館》
阿公講古－台語文－【許立昌居士】
1/25（六）14:00∼14:30∕《幸福情夜婆夢》《著年》
15:00∼15:30∕《那些年，這些事》《土豆糖》
16:00∼16:30∕《張骨廖皮》《茶山阿公》
17:00∼17:30∕《走讀雲林》《移動超市六十七項》
1/29（三）10:30∼11:00∕《水黃皮》《阿督仔病院》
11:30∼12:00∕《是你嗎，小黑！》《濁水溪還是溪嗎？》
14:00∼14:30∕《不能說的秘密》《用不完的嫁妝》
15:00∼15:30∕《嬤的教育》《阿舅講古》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委外
Facebook：雲林故事館
網
址：www.ylstoryhouse.org.tw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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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六）∼1/29（三）初一到初五開館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1/11總統大選休館，1/24（五）除夕休館，1/30
（四）∼1/31（五）休館（補休初一、初二）∕其它休館日依最新
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參訪須知：入園區每人酌收50元整。預約參訪：凡達10人以上者，需於1週前完成
網路預約。可享免費入館者，請主動出示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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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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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00、14:00、15:00、16:00
故事饗宴：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0:30、11:30、14:30、15:30、16:30
歐巴桑小市集：每月第二個星期日14:00∼16:00（自然、健康、手作）
台語日：每月最後一個週日（全日臺語服務）
兒童讀書會：每週三15:00∼16:00

活動

活動
14

雲林
故事館

15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它休假日以最新公告為準
1/2（四）補休元旦、1/11（六）選舉日休館
1/24（五）除夕休館、1/30（四）、1/31（五）補休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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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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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10:30∼11:30∕客語故事饗宴＋DIY※【客語日】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日，全館客語服務。
主題活動－過年特別企劃
1/25（六）∼1/29（三）∕我們的文化客廳－二崙故事屋常民故事展
1/2 （四）∼1/31（五）∕二崙故事屋是二崙人的文化客廳展
「二崙故事屋是二崙人的文化客廳」展，透過看的見的二崙故事、實體物件、
影音等，展出六年來的活化經營一步一腳印的故事、三本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社區繪
本故事故事旅行箱等。
1/25（六）初一 09:00∼10:00∕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10:00∼11:00∕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一）
14:30∼15:30∕玩∼客家鼠來寶
1/26（日）初二 09:00∼10:00∕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二）
10:00∼11:00∕老鼠書籤DIY
14:30∼15:30∕故事團圓飯－濁水溪還是溪嗎？
15:30∼16:00∕玩∼詔安大風吹
1/27（一）初三 09:00∼10:00∕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三）
10:00∼11:00∕幸運鼠（彈珠老鼠）DIY（材料費50元）
14:30∼15:30∕故事團圓飯－是你嗎，小黑？
1/28（二）初四 09:00∼10:00∕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10:00∼11:00∕來說故事－大地之歌
14:30∼15:30∕故事團圓飯－糖果雨
1/29（三）初五 09:00∼10:00∕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10:00∼11:00∕來說故事－老鼠的滋味

跨界結盟－平原社區大學
1/18（六）14:00∼16:00∕平原社區大學：歌仔戲戲劇營＋成果展

來說故事
1/4 （六）15:00∼16:00∕林佩君：青蛙大俠江河湖
1/4 （六）19:30∼20:30∕細子細子講故事
1/12（日）10:30∼11:30∕葉安琪：綠笛
1/19（日）10:30∼11:30∕李怡靜：外公的海－我的造船夢

68
電影館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委外
館舍

Facebook：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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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播放
10:00

日期
1/1（三）
1/3（五）
1/4（六）
1/5（日）

好萊塢的黑名單
紀 飛躍騎跡

萬能鑑定士 Q：
蒙娜麗莎之瞳
崩壞人生

1/10（五）

紀 無米樂

1/11（六）

咿比拇指精靈

1/12（日）

圖書館戰爭

14:00

16:00

動 亞瑟的奇幻王國 3

跨界對決

清須會議
紀 小騎士闖通關之

來自天國的喝采

美夢成真

賭城大丈夫

動 星際大戰－複製人之戰

外交達人出任務

紀 數學冏很大

熱戀年代

萬能鑑定士 Q：
蒙娜麗莎之瞳
動 藍色小精靈 2

動 正義聯盟大戰

跳躍國界

反正義聯盟

紀 阿爸

咿比拇指精靈

紀 飛躍騎跡

動 星際大戰－複製人之戰

賭城大丈夫

外交達人出任務

1/26（日）

尋找第三顆星

1/27（一）

紀 小騎士闖通關之

1/28（二）
1/29（三）

1/31（五）

阿嬤的夢中情人

亮演人生

犀利小媽

1/25（六）

尋找第三顆星

藍色大門

1/18（六）

告密者

鄭南榕與他的時代

動 藍色小精靈

1/17（五）

1/19（日）

19:00
紀 自由時代－

推銷員之戀

天鵝公主 皇室傳說

動 正義聯盟大戰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
來自天國的喝采
崩壞人生
神力女超人
萬能鑑定士 Q：
蒙娜麗莎之瞳

健忘村

跳躍國界

藍色大門

花甲大人轉男孩

藍色小精靈

犀利小媽

蜘蛛人：新宇宙

咿比拇指精靈

來自天國的喝采

動 天鵝公主－皇室傳說

鋼鐵人

熱戀年代

亮演人生

沙讚

美夢成真

反正義聯盟

海街日記
藍色小精靈 2

年假補休

：熱門影片、動：動畫片、 紀 ：紀錄片、活：活動、講：講座

超級英雄迎新春－大年初一到初五，好片不斷，精彩連連！
健忘村：年初一迎鼠年！過去不好的都留在健忘村吧！
花甲大人轉男孩：年初二就是要跟著花甲轉男孩！義無反顧地玩下去！
蜘蛛人－新宇宙：年初三來走春！蜘蛛人的分身全現身！
神力女超人：年初四迎財神！迎到超有錢的鋼鐵人！
沙讚：年初五看沙讚！有如神助開工去！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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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週日、國定假日 09:00∼17:00∕週六 13:00∼21:00
1/1（三）正常開館、1/25（六）∼1/29（三）過年正常開館

網

活動

活動
16

二崙
故事屋

17

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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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設展

過年節慶活動，可向工作人員索取題目卡，並填入正確的答案，答對一定的比
例，即可獲得免費DIY課程。

詔安童趣寶：春節初二／古早味童玩過關學客語
1/26（日）∕1樓迴廊、中庭
過年節慶活動，可向工作人員闖關，並闖關過者，即可獲得免費DIY課程。
※活動詳情可搜尋「詔安客家文化館」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其他活動

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1、2樓展區

常態性課程－詔安童謠輕鬆學
每週一18:30∼21:30∕1樓會議室
邀請在地客語老師廖俊龍指導，讓學員認識詔安客家童
謠的在地特色，對臺灣語言文化有更寬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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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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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態性課程－樵雨水墨畫班－楊友農老師
隔週星期六14:00∼16:00∕1樓會議室

住雲林抽汽車－參加辦法步驟
活動日期：即日起∼109/1/31（五）止
抽獎時間：2/19（三）
登錄時間：即日起開放登錄∼2/1（六）中午12:00止
公佈時間：2/25（二）中午12:00
Step1. 入住雲林合法旅宿業，申請交通部觀光局「擴大國旅秋冬遊自由行」補助優惠。
Step2. 至 「住雲林抽汽車」秋冬遊抽獎活動網站登錄「住宿日期」、「旅宿業者
名稱」、「旅客姓名」、「手機號碼」、「email」及「身分證字號」等資
訊，即完成登錄程序。※每一申請補助之身分證字號限登錄1次

Step3. 抽獎活動於雲林縣政府指定處所，由律師見證進行抽獎，於2月25日活動官
網公佈得獎名單。

邀請楊友農老師指導學員水墨畫，學員多數為詔安地區的學員，相互交流與學習。
備註：本課程為為10堂課，相關課程內容詳情可搜尋「詔安客家文化館」聯絡窗口、官方臉書

詔安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詔安鼠來寶」
詔安有藝寶－港尾巷弄長照站長青作品聯展
1/15（三）∼2/16（日）0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暫定1月12日（日）上午9時30分開幕活動，本次展覽邀請崙背鄉港尾社區巷
弄長照站展出近期藝術創作成果，展出者多為長青長輩，藉由農作休息時間學習、
創作，體現花漾的年華，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從寫字、繪畫、勞作主題均有，國
寶級的創作，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觀賞國寶級的藝術。

名家春聯揮毫暨詔安有藝寶開幕茶會
1/12（日）09:30∼10:30∕1樓中庭
於1月12日（日）上午9時30分舉辦名家春聯揮毫暨詔安有藝寶開幕活動，本
次邀請在地楊友農老師帶領其團隊於客館春聯揮毫，現場參與民眾均可免費索取號
碼牌，當日亦有開幕茶會活動，邀請各位民眾到客館參與活動∼

詔安來尋寶：春節初一／客館展覽知識猜謎尋答活動
1/25（六）∕1樓迴廊、中庭

虎尾亮起 light
活動日期：1/18（六）∼2/9（日）
活動地點：虎尾多功能活動中心旁「幸福之丘」
2020年虎尾燈會藝術節，將在「幸福之丘」舉辦為期
23天的燈會展演，以虎尾市區為背景，多樣、圖案與五彩
繽紛之平面及立體燈飾豐富虎尾，而虎尾亮起light（同：
來），以取諧音的方
式，象徵虎尾 2020 年
會更好。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18

Facebook：詔安客家文化館

活動

活動

詔安客家
文化館

19

週四媽媽會

委外
館舍

地
址：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01號
電
話：05-6327282
開館時間：週二∼週日 09:00∼18:00
休館時間：週一休館∕1/24（五）除夕、1/25（六）初一休息∕其他休館日依
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請預先報名，以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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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四）14:00∼15:00∕文字的秘密∼談測字－智玲（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為什麼文字會有這麼多秘密，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從文字裡面抽絲剝繭
地透析？讓我們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在智玲老師的帶領下來認識測字。
1/9 （四）14:00∼15:00∕親子繪本分享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1/16（四）14:00∼15:00∕療癒的色鉛筆畫－繐鎂 講師∕花與蝶明信片 100 元
（體驗價）需低銷任一飲品或冰品，滿5人開班

透過色鉛筆的筆觸進入畫畫的世界，初學者也可輕易上手，畫出屬於自己的風
格 記得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喔！
1/30（四）14:00∼15:00∕芒果樹下的約會－讀書分享（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
1/4 （六）14:00∼15:00∕古坑咖啡的前世今生∕黃璟翔
1/11（六）14:00∼15:00∕選舉暫停
1/18（六）14:00∼15:00∕北港花燈∕蔡享潤
1/25（六）14:00∼15:00∕正月初一春節暫停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 免費開放
1/17（五）∼2/9（日）09:00∼18:00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用電腦繪圖帶領您進入雲林豐富而多元
性的世界，從山川海洋到大地，帶給您奇幻的美麗世界。

雲林奇幻世界 免費
1/17（五）∼2/9（日）09:00∼18:00∕每日定時繪本導讀
迎春燈籠彩繪
1/17（五）∼2/9（日）09:30∼18:00∕迎春增色－燈籠彩繪
邀請大家假期來到雲林記憶cool，自己動動手畫出雲林特色，人人都可以是藝
術家。親身體驗手作的樂趣，也能夠藉此提升生活美學，新春歡迎一起彩繪獨一無
二的燈籠。
費用：DIY手作100元/份－春節限定活動

記憶寫真館 免費開放
1/17（五）∼1/29（三）09:30∼18:00
2020年來到了！送舊迎新，新年新希望。無論是吃團圓飯、放鞭炮、拜年…
等珍藏的老相片，都是最珍貴的記憶。雲林記憶 Cool強力募集老相片，一起將老
相片，妥善珍藏，用心保存。送上一張祈福卡片，掛上新年新希望。即可摸彩得到
精美小禮物喔！
募集方式：歡迎帶著老相片，來到雲林記憶Cool，數位化後，將會歸還。

雲林學達人 免費開放
每週六15:15∼16:00
將依據閱讀雲林說書人的內容，每週定期於雲林記憶 Cool粉絲頁發布與雲林
在地相關的人文地產景問答，開放民眾搶答。

雲林記憶cool－創創市集 免費開放
每週六、日14:00∼18:00
屬於記憶cool的夏天，放慢你的腳步，來到記憶cool創創市集，分享您背後的
故事、精神與感動。換換樂換換愛∼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講 座

憂鬱症家屬之間的互動與身心安頓之道
1/18（六）14:00∼16:00
主
地

講：湯華盛 醫師∕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心禾診所主治醫師
點：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田納西書店3樓演講室
活動洽詢：05-5327966、02-23279938#13、05-537-0885（雲林縣衛生局）
講座後有成長團體，由湯華盛醫師帶領，歡迎參與朋友留下來分享與交流，時
間16:00∼17:00。

備註：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mhf_yunlin 可登錄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

Activity

Activity

Cool

Facebook：雲林記憶cool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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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事．故－館來說故事

地方學主題特展
10/1 （二）∼ 6/30（二）∕黃金蝙蝠生態館 ∕蘇秦村蝙蝠相紙浮雕特展
10/5 （六）∼ 2/9 （日）∕雲林布袋戲館 ∕偶藝非凡－雲林布袋戲館特展
11/7 （四）∼ 2/2 （日）∕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六房媽－逗陣五股來過爐」國家重
要民俗雲林六房媽過爐特展
▲ 蘇秦村蝙蝠相紙浮雕特展
12/15（日）∼ 1/29（三）∕詔安客家文化館 ∕詔安客庄十景藝文競賽作品聯展
12/25（三）∼ 6/30（二）∕菅蓁寮街角文化館（蘇秦社區活動中心前） ∕蘇秦農村文物展
1/1 （三） ∼ 1/29（三）∕雲林故事館 ∕雲林社區繪本－繪本創作成果展
1/2 （四） ∼ 1/31（五）∕二崙故事屋 ∕我們的文化客廳－二崙故事屋常民故事展
1/16（四） ∼ 2/29（六）∕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鄉村 意境－張晉霖創作個展
1/17（五） ∼ 2/9 （日）∕雲林記憶 COOL ∕雲林的奇幻世界展
1/25（六） ∼ 2/9 （日）∕雲林官邸兒童館 ∕雲林斗六樹知識特展－樹的醫生趴趴走
1/25（六） ∼ 1/31（五）∕雲林布袋戲館 ∕大手牽小手・陪偶過新年－親子布袋戲特展
1/24（五） ∼ 3/31（二）∕北港遊客中心 ∕笨港風華藝陣老照片展

一般主題特展
1/1 （三）∼ 1/29（三）∕雲林故事館 ∕十二生肖展覽
1/1 （三）∼ 2/2 （日）∕北港工藝坊 ∕巧雕之美特展
1/15（三）∼ 2/2 （日）∕北港文化中心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1/15（三）∼ 2/16（日）∕詔安客家文化館 ∕詔安「有」藝寶－港尾巷弄長照站長青作品聯展
12/18（三）∼ 2/9 （日）∕台西海口故事屋 ∕《逍遙遊：鐘有輝・林雪卿創作展》

各館活動
1/23（四）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 / 操偶體驗
1000 元）∕ 10:00 ∼ 18: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雲林記憶 COOL ∕雲林奇幻世界導讀∕ 09:00 ∼ 18:00
迎春燈籠彩繪 DIY（材料費 100 元）∕ 09:30 ∼ 18:00
記憶寫真館－募集老照片∕ 09:30 ∼ 18:00
週四媽媽會：芒果樹下的約會－讀書分享（需低銷）∕ 14:00 ∼ 15: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1/24（除夕）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北港工藝坊 ∕ DIY 體驗活動∕ 10:30、14:00
1/25（初一） 詔安客家文化館 ∕詔安來尋寶：大年初一－客館展覽知識猜謎尋答活動∕ 09:00 ∼ 18:00
雲林官邸兒童館 ∕樂不思鼠－春節限定活動∕ 09:00 ∼ 18:00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 / 操偶體驗
1000 元）∕ 10:00 ∼ 18:00
二手玩具屋 ∕春節創意手作 DIY ∕ 10:00 ∼ 12: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新春爆漫教室∕ 14:00 ∼ 16: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雲林故事館 ∕故事饗宴 • 故事團圓飯
《故事ㄟ厝》∕ 10:30 ∼ 11:00、《橘子地瓜球》∕ 15:30 ∼ 16:00
用台語講－雲林的故事 / 許立昌居士
1. 幸福情夜婆夢 2. 著年 3. 那些年，這些事 4. 土豆糖 5. 張骨廖皮 6. 茶山阿公
7. 走讀雲林 8. 移動超市六十七項∕ 14:00 ∼ 14:30、15:00 ∼ 15:30、16:00 ∼

16:30、17:00 ∼ 17:30
二崙故事屋 ∕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09:00 ∼ 10:00
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一）∕ 10:00 ∼ 11:00
玩∼客家鼠來寶∕ 14:30 ∼ 15:30
雲林布袋戲館 ∕新春布袋戲表演∕ 14:30 ∼ 15:30
北港工藝坊 ∕ DIY 體驗活動∕ 10:30、14:00
1/26（初二） 詔安客家文化館 ∕詔安童趣寶：大年初二－古早味童玩過關學客語∕ 09:00 ∼ 18:00
雲林官邸兒童館 ∕樂不思鼠－春節限定活動∕ 09:00 ∼ 18:00
雲林記憶 COOL ∕雲林奇幻世界導讀∕ 09:00 ∼ 18:00
迎春燈籠彩繪 DIY（材料費 100 元）∕ 09:30 ∼ 18:00
記憶寫真館 - 募集老照片∕ 09:30 ∼ 18:00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操偶體驗
1000 元）∕ 10:00 ∼ 18:00
二手玩具屋 ∕春節創意手作 DIY ∕ 10:00 ∼ 12: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超級英雄來過年∕ 14:00 ∼ 16:00
雲林故事館 ∕故事饗宴 • 故事團圓飯
《移動超市－六七十項》10:30 ∼ 11:00
《金老爺的開心農場》15:30 ∼ 16:00
二崙故事屋 ∕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09:00 ∼ 17:00
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二）∕ 09:00 ∼ 10:00
故事團圓飯－濁水溪還是溪嗎？∕ 14:30 ∼ 15:30
老鼠書籤 DIY ∕ 10:00 ∼ 11:00
玩∼詔安大風吹∕ 15:30 ∼ 16:00
北港工藝坊 ∕藝師 DIY 互動體驗活動∕ 13:00 ∼ 15:00
雲林布袋戲館 ∕新春布袋戲表演∕ 14:30 ∼ 15:30
北港工藝坊 ∕ DIY 體驗活動∕ 10:30、14:00
1/27（初三） 雲林官邸兒童館 ∕樂不思鼠－春節限定活動∕ 09:00 ∼ 18:00
雲林記憶 COOL ∕雲林奇幻世界導讀∕ 09:00 ∼ 18:00
迎春燈籠彩繪 DIY（材料費 100 元）∕ 09:30 ∼ 18:00
記憶寫真館－募集老照片∕ 09:30 ∼ 18:00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 ∼ 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 / 操偶
體驗 1000 元）∕ 10:00 ∼ 18:00
二手玩具屋 ∕春節創意手作 DIY ∕ 10:00 ∼ 12: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看動畫玩過年∕ 14:00 ∼ 16:00
雲林故事館 ∕故事饗宴 • 故事團圓飯
《濁水溪還是溪嗎？》10:30 ∼ 11:00
《此地與彼地，一種思考文化的方式》14:00 ∼ 15:00
《是你嗎，小黑！》15:30 ∼ 16:00
二崙故事屋 ∕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09:00 ∼ 17:00
扭轉乾坤故事工作坊（三）∕ 09:00 ∼ 10:00
幸運鼠（彈珠老鼠）DIY（材料費 50 元）∕ 10:00 ∼ 11:00
故事團圓飯－是你嗎，小黑？∕ 14:30 ∼ 15:30
雲林布袋戲館 ∕新春布袋戲表演∕ 14:30 ∼ 15:30
1/28（初四） 雲林官邸兒童館 ∕樂不思鼠－春節限定活動∕ 09:00 ∼ 18:00
雲林記憶 COOL ∕雲林奇幻世界導讀∕ 09:00 ∼ 18:00
迎春燈籠彩繪 DIY（材料費 100 元）∕ 09:30 ∼ 18:00
記憶寫真館－募集老照片∕ 09:30 ∼ 18:00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 / 操偶體驗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2020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2020
22

2020年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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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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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 10:00 ∼ 18:00
新春布袋戲表演∕ 14:30 ∼ 15:30
二手玩具屋 ∕春節創意手作 DIY ∕ 10:00 ∼ 12: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他里霧 cos 新年趴∕ 13:00 ∼ 17:00
雲林故事館 ∕故事饗宴 • 故事團圓飯
《糖果雨》10:30 ∼ 11:00
《我家的客家醃蘿蔔》15:30 ∼ 16:00
二崙故事屋 ∕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09:00 ∼ 17:00
來說故事－大地之歌∕ 10:00 ∼ 11:00
故事團圓飯－糖果雨∕ 14:30 ∼ 15:30
黃金蝙蝠生態館 ∕新年剪紙∕ 10:00 ∼ 12:00、13:00 ∼ 15:00
新年迎蝠－蝙蝠屋 DIY（限量 / 自費）∕ 10:00 ∼ 12:00、13:00 ∼ 15:00
北港文化中心 ∕ 2020 雲林縣北港藝鎮文化季－工藝體驗 DIY ∕ 14:00 ∼ 16:00
1/29（初五） 雲林官邸兒童館 ∕樂不思鼠－春節限定活動∕ 09:00 ∼ 18:00
雲林記憶 COOL ∕雲林奇幻世界導讀∕ 09:00 ∼ 18:00
迎春燈籠彩繪 DIY（材料費 100 元）∕ 09:30 ∼ 18:00
記憶寫真館－募集老照片∕ 09:30 ∼ 18:00
黃金蝙蝠生態館∕新年剪紙∕ 10:00 ∼ 12:00、13:00 ∼ 15:00
新年迎蝠－蝙蝠屋 DIY（限量 / 自費）∕ 10:00 ∼ 12:00、13:00 ∼ 15:00
雲林故事館 ∕用台語講－雲林的故事 / 許立昌居士
1. 水黃皮、2. 阿督仔病院∕ 10:30 ∼ 11:00
3. 是你嗎，小黑！、4. 濁水溪還是溪嗎？∕ 11:30 ∼ 12:00
5. 不能說的秘密、6. 用不完的嫁妝∕ 14:00 ∼ 14:30
7. 婚的教育、8. 阿舅講古∕ 15:00 ∼ 15:30
二崙故事屋 ∕常民故事導覽解說、說故事活動∕ 09:00 ∼ 17:00
來說故事－老鼠的滋味∕ 10:00 ∼ 11:00
台西海口故事屋 ∕海口故事屋∼鼠來寶∼（打卡送明信片）∕ 10:00 ∼ 17:00
雲林布袋戲館 ∕ DIY 體驗（彩繪 300-500 元 / 拼豆 150-200 元 / 工藝課程 500-1000 元 / 操偶體驗
1000 元）∕ 10:00 ∼ 18:00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西螺歷史文化導覽∕ 10:00 ∼ 12:00、14:00 ∼ 16:00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歡喜樂桌遊∕ 13:00 ∼ 17:00
二手玩具屋 ∕春節創意手作 DIY ∕ 10:00 ∼ 12:00
北港文化中心 ∕ 2020 雲林縣北港藝鎮文化季－工藝體驗 DIY ∕ 14:00 ∼ 16:00
北港工藝坊 ∕ DIY 體驗活動∕ 10:30、14:00

兒童閱覽室
文
化
觀
光
處
圖
書
館

索
票
處

雲林地方文化館舍資訊
北港文化中心 ・651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 66 號∕ 05-7832999 ∕休館日 1/24（五）∼ 1/27（一）
雲林布袋戲館 ・632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98 號∕ 05-6313080 ∕休館日 1/24（五）
雲林故事館 ・632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528 號∕ 05-6311436 ∕休館日 1/24（五）
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648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92 號∕ 05-5861444 ∕休館日 1/24（五）
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630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 27 號∕ 05-5962507 ∕休館日 1/24（五）
二手玩具屋 ・640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 191 號∕ 05-5338951 ∕休館日 1/24（五）
二崙故事屋 ・649 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 102 號∕ 05-5989490 ∕休館日 1/24（五）
雲林記憶 COOL ・632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501 號∕ 05-6327282 ∕休館日 1/24（五）、1/25（六）
黃金蝙蝠生態館 ・652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路 1 號∕ 05-7921097 ∕休館日 1/24（五）∼ 1/27（一）
詔安客家文化館 ・637 雲林縣崙背鄉民生路 28-8 號∕ 05-6960140 ∕新春期間不休館
台西海口故事屋 ・636 雲林縣台西鄉民權路 24 號∕ 05-6981703 ∕新春期間不休館
北港遊客中心 ・651 雲林縣北港鎮民生路 1 號∕ 05-7837427 ∕新春期間不休館
北港工藝坊 ・651 雲林縣北港鎮共和街 2 號∕ 05-7834595 ∕休館日 1/27、1/28
雲林官邸兒童館 ・640 雲林縣斗六市公正街 212 號∕ 05-5345951 ∕休館日 1/24（五）
＊開館時間及活動內容以各館官網公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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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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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史專區

週二∼週日 09:00∼17:00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展覽館・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1/24（五）∼1/27（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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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放
時
間

聯
絡
電
話

休館時間

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1/1（三）元旦全面休館
1/11（六）選舉日全面休館
1/24（五）∼1/29（三）除夕至初五全面休館
1/31（五）館室維護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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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觀光處咖啡館
【芒果咖啡】

週二∼週日 12:00∼21:00

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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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1/25（日）初一∼1/29（三）初五特別開館

1/11（六）選舉日休館、1/24（五）除夕休館

雲林故事館

週三∼週日．國定假日 10:00∼18:00

1/2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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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三）正常開館、1/25（六）∼1/29（三）過年正常開館

1/2（四）補休元旦、1/11（六）選舉日休館
1/24（五）除夕休館、1/30（四）、1/31（五）補休年假
週一、週二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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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 11:00∼21:00．假日 10:30∼21:30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詔安客家文化館

週三∼週日 09:00∼12:00．13:00∼18:00・新春期間不休館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雲中街生活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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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霧繪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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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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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8:00

1/2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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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故事屋

週三∼週日 10:00∼17:00・新春期間不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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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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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五）、1/25（六）、週一休館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1/24（五）、週一、週二休屋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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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337695
柚子館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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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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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開演前10日開放索票

文化觀光處咖啡館（芒果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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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37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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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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