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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港燈會－光耀北港

吉慶團圓

時間﹕109年2月7日（五）至2月16日（日）共計10天

海口故事屋

地點﹕北港朝天宮前巷弄街區、水道頭文化園區、觀光大橋、北港顏思齊圓環及朝天宮宗聖臺

14

合同廳舍、北港工藝坊

啟燈晚會﹕109年2月7日（五）晚上7點・地點﹕北港朝天宮廟口

踩～美好的回憶、小川窯柴燒研究會聯展

15

布袋戲館

斗六阿信－林麗華70歲國畫展

16

雲林故事館

區、朝天宮宗聖臺、北港顏思齊圓環、北港觀光大橋暨串聯北港共和街老街辦理，以「光耀北港  

17

二崙故事屋

吉慶團圓」為主題，本屆燈會由國內知名燈光造型藝術大師彭力真親自操刀，設計出一系列嶄新

北港迎媽祖展、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18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裝置藝術作品，結合光與藝，形塑北港年節歡樂氣氛，並結合北港在地濃厚節慶信仰之香火鼎盛

雲林縣北港社區大學陶藝班成果展

20

68電影館、他里霧漫畫館

意象，使元宵佳節時刻的北港，充滿光耀的溫暖，如同豐厚樸實的北港鎮長久以來保有美好的傳

09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21

詔安客家文化館

統文化精神，代代相傳，難能可貴！

10

徵選

12

活動

22

其他活動

12

文化觀光處視聽期刊閱覽室

24

2020北港燈會

現出傳統與創新的視覺饗宴，在新春期間交織出新春節慶的浪漫情懷。於北港燈會主展場「水道

文化觀光處開架式閱覽室

28

雲中街生活聚落、講座

頭文化園區」，將展出以「生命洄游」與「吉慶團圓」為主軸的現代裝置藝術設計作品，象徵每

07

丁易章師生花鳥畫展
墨海生情－邱垂智現代水墨創作展
08

「2020北港燈會」配合元宵節及北港朝天宮廟會，規劃於109年元宵節期間在水道頭文化園

「2020北港燈會」將以現代美學裝置作品，搭配高科技現代化光源設備，令美麗的北港呈

一個北港遊子與參訪民眾在新春時節，盡享庚子鼠年的年節歡樂時刻，更如水源凝集，北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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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源源充沛，遊子歸鄉團圓，以光的溫暖，帶來2020年新春祈福的新願景！
同時本屆亦將展現燈區策展的新創意，於北港鎮重要觀光景點朝天宮宗聖台、顏思齊紀念碑
圓環、北港觀光大橋等地，邀請北港燈藝大師林聰賢及雲科大、虎科大、環球科大等三校學生，
共同創作裝置藝術燈藝作品，將令2020北港燈會更加充滿在地人文與創新美學的新期許，點亮
北港的文化光芒，感受溫暖的新春新氣象！
結合老街巷弄，以「童年往事」為主題，邀請北港在地藝師運用不同工藝媒材，創作各種以
「花燈」為主題且融合北港文化、宗教、歷史的各式環境藝術作品，讓遊客以尋寶方式穿梭於街
區巷弄之間，並以傳統鼓仔燈營造老街燈海璀燦氛圍，讓遊客藉由探尋街區內傳統產業店舖、特
色景點、美食小吃之餘，同時享受元宵佳節提燈籠的樂趣，歡迎闔家前來體驗雲林北港元宵節慶
熱鬧氛圍。

表
演

◆ 丁易章師生花鳥畫展
◆ 墨海生情－邱垂智現
代水墨創作展
◆ 北港迎媽祖展
◆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
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
國展的藝術創作
◆ 109 年度「雲林縣作
家作品集」徵選，讓
您的優秀作品出版成
輯！
◆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
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
動
◆ 2020 誠品虎尾店【 6
週年慶】
◆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
盛世．心有所鼠
◆ 北港工藝坊藝師 DIY
互動式教學
◆ 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
列－追五分車 留記
憶
◆ 文玉書齋－廖玉姬藝
術畫展
◆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
的母語》

展
覽

｜頁碼

｜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音樂繪薈會Op.19 最終章【免票入場】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05

12/18（三）∼109/2/9（日） 《逍遙遊：鐘有輝 林雪卿創作展》
1/15（三）∼2/9（日）
鼠來寶∼

2/16（日）15:00

藝。遊－新西遊記之紅孩兒【售票入場】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05

2/8（六）18:00∼20:00

北港迎媽祖展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

08

1/12（日）∼2/2（日） 全國春聯優勝作品暨會員作品聯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6

1/12（日）∼2/2（日） 踩∼美好的回憶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樓

06

1/15（三）∼2/2（日）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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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2/6（四）∼2/19（三） 小川窯柴燒研究會聯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6

2/6（四）∼2/19（三） 斗六阿信－林麗華70歲國畫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3樓

07

2/6（四）∼2/19（三） 雲林縣北港社區大學陶藝班成果展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8

2/22（六）∼3/4（三） 丁易章師生花鳥畫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7

2/22（六）∼3/4（三） 墨海生情－邱垂智現代水墨創作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樓

07

2/22（六）∼3/4（三）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9

雲林縣政府
徵 自即日起∼5/15（五） 109年度「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讓您的優秀作品出版成輯！ 文化觀光處 10
選
2/20（四）
斗六人文城市之美攝影徵選
斗六市公所 11

2月

主題書展「卡通影片特展」

2月

主題書展「春暖花開賞花去」

2月

主題書展「青少年英文新書展」

2月
2/2（日）
10:30∼11:30
2/8（六）
10:30∼11:30
活 2/8（六）
13:30∼16:00
動 2/9
（日）
10:30∼11:30
2/16（日）
10:30∼11:30
2/22（六）
10:30∼11:30
2/23（日）
10:30∼11:30
2/26（三）
13:30∼16:00
2/29（六）
10:30∼11:30

文化觀光處視
12
聽期刊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開
12
架式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雲林
12
分區資源中心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故事志工說故事∕《脫不下來》＋手做：折氣球（限20名）∕ 文化觀光處
快樂阿嬤（蔡綉誼）
兒童閱覽室
故事志工說故事∕《功夫》∕梅子老師（林美智）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芭蕾奇
緣》∕任林基金會志工∕陳佩汝
故事志工說故事∕《多多的生日》∕太陽花阿姨（林滋蘋）
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英語協同教學外師
∕英文故事繪本∕外師 Cristian
故事志工說故事∕《家庭大書》＋手作活動畫圖∕小白兔阿姨
（李宜芳）
故事志工說故事∕《噓！不要吵醒大怪獸！》∕開心爺爺（謝
順義）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五個小孩
的校長》∕任林基金會志工∕林淑玲
故事志工說故事∕《超大一個屁》∕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13

即日起∼3/1（日）
2/16（日）15:00∼16:30
2/23（日）14:30∼16:30
2/1、2/8、2/15、2/22
（週六）11:00∼15:00
2/2、2/9、2/16、2/23、3/1
（週日）11:00∼15:00
2/2、2/9、2/16、2/23、3/1
（週日）13:00
2/5（三）∼4/30（四）
2月
至2/9（日）止
2/12（三）起
2/2（日）、2/16（日）
14:30∼15:00
2/8（六）、2/22（六）
15:00∼16:00
2/9（日）10:30∼11:00
2/23（日）14:30∼15:00
2/28（五）、2/29（六）
14:30∼15:00
2/8（六）∼2/29（六）
2月
2/8（六）10:30
活 2/8（六）11:30
動 2/8（六）15:30
2/8（六）16:30
2/9（日）10:30
2/9（日）11:30
2/9（日）15:30
2/9（日）16:30
2/9（日）10:00∼12:00
2/9（日）14:00∼16:00
2/12（三）08:00∼17:00
2/16（日）13:30∼16:30
2/23（日）13:30∼16:30
2/23（日）15:30∼16:30
2/28（五）15:30∼16:30
2/29（六）13:30∼16:30
2月
2/1（六）∼2/28（五）
2/1（六）15:00∼16:00
2/1、2/8、2/15、2/22、
2/29每週六19:30∼20:30
2/2（日）10:30∼11:30
2/8（六）15:30∼16:30
2/9（日）10:30∼11:30
2/15（六）15:00∼16:00
2/16（日）10:30∼11:30
2/22（六）15:00∼16:00
2/23（日）10:30∼11:30
2/29（六）15:00∼16:00

｜地點

｜頁碼

海口故事屋

13

合同廳舍

14

北港工藝坊

14

看見台西－元宵節提燈踩街∕講故事、搓湯圓、親子燈籠DIY、踩街∕講
師：許美珍老師、梅子姊姊＊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2020誠品虎尾店【6週年慶】
來冊房逗鬧熱－小豬威比見面會
來冊房逗鬧熱－小小店長慶生會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Schedule

延續至3月份活動

｜地點

2/14（五）19:30

常設展

2020・Feb.

｜活動內容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3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免費DIY體驗活動（限20名）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盛世．心有所鼠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布袋戲館

15

雲林故事館

16

二崙故事屋

17

偶藝非凡特展∕1樓特展區
江湖救援團特展∕1樓特展區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今日大型掌中戲《老虎與老鼠》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老虎娶親》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長義閣掌中劇團《12345上山打老虎》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長義閣掌中劇團《12345上山打老虎》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鳳舞奇觀布袋戲團《天竺之戀玉兔情》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西螺藝術兵營李朝倉（詳參官網企畫）
故事無國界－夢想家圓夢計畫
元宵節－故事饗宴∕《故事ㄟ厝》
元宵節－故事饗宴∕《老鼠的滋味》
元宵節－故事饗宴∕許立昌：阿公仔臺語講古－鼠年講鳥鼠
元宵節－故事饗宴∕《大地之歌》
元宵節－故事饗宴∕《濁水溪還是溪嗎？》
元宵節－故事饗宴∕《是你嗎，小黑？》
元宵節－故事饗宴∕《我家的客家醃蘿蔔》
元宵節－故事饗宴∕《移動超市－六七十項》
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人才培育∕庭園樹木花草維護工作坊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課∕程說明會
人才培育∕如何朗讀、說故事？
台語日∕許立昌：阿嬤的碗公
台語日∕許立昌：想起二二八
人才培育∕故事閱讀素材的選擇
主題策展－「異國風情」書群
主題策展－我的BOOK社區繪本創作成果展
來說故事∕李怡靜：走讀地理－東南亞篇
來說故事∕老鼠娶新娘故事紙偶DIY、少年細子講故事
來說故事∕李怡靜：世界的節慶
多元藝文展演∕身聲劇團：老鼠娶新娘故事劇場
來說故事∕李怡靜：貪吃的狐狸
來說故事∕李怡靜：向世界打招呼
來說故事∕葉安琪：世界上的此時此刻
來說故事∕林小佩：鱷魚先生遊巴黎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客語故事饗宴＋DIY
來說故事∕徐麗如：走讀馬來西亞

活動日程表

Schedule

2

活動日程表

活動日程表
2

｜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2/8（六）15:30∼15:00
2/8（六）∼2/9（日）
10:30、14:30
2/8（六）∼2/9（日）、
3/7（六）∼3/8（日）
2/9（日）15:00∼17:00
2/9（日）14:30∼15:00
2/9（日）15:00∼15:20
2/9（日）16:20∼17:00
2/13（四）14:00∼15:00
2/15（六）14:00∼15:00
2/20（四）14:00∼15:00
2/22（六）14:00∼15:00
活 2/27（四）14:00∼15:00
動 2月
2/8（六）14:00∼16:00
2月
每週一18:30∼21:30
每週四18:30∼21:30
1/15（三）∼2/16（日）
09:00∼18:00
2/16（日）10:00
2/16（日）10:00
2/19（三）∼3/15（日）
09:00∼18:00
1/5（日）∼4/5（日）
2/25（二）中午12:00

雲林學達人
雲林記憶cool－創創市集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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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每次10分鐘
雲林奇幻世界∕每次10分鐘∕每日定時繪本導讀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今昔北港∕許士能

音樂繪薈會Op.19 最終章

記憶寫真館

■時

間：

迎春燈籠彩繪∕迎春增色－燈籠彩繪∕費用：DIY手作100元/份

■地

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免票入場】

週四媽媽會∕親子繪本分享∕免費（需低消）＊不限人數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暫停乙次
元宵活動－猜燈謎
元宵活動－猜燈謎∕慶元宵道元宵（猜燈謎由來）
元宵活動－猜燈謎∕由偶的家錄製的影片出題，現場舉手搶答，猜中謎語
的人，可獲得記憶COOL精選福袋一份（限量10份）。
鼠來報吉祥∕國家文化記憶庫趣味遊戲、長知識 & 抽吉祥禮∕各時段一
次，導覽10分鐘∕活動費用：50元/人

■ 演出單位：雲林國中音樂班
聯絡人：曾琬容05-5326071轉024・胡嘉玲主任5326071轉021

2 / 14（五）19:30

雲林國中音樂班是一群愛好音樂、學識與氣質兼具
的孩子，在國中階段以音樂豐富自己人生，也藉由音樂
傳遞喜悅給身邊的聽眾。秉持因材施教精神，努力孕育
各領域傑出優秀人才，今年更將代表雲林縣參加全國學

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追五分車 留記憶

生音樂比賽管弦樂、打擊合奏團體組，期許他們勇奪佳績。由音樂班的學生，利用

元宵活動－舞獅頭
元宵活動－舞獅頭∕報到（逾時將開放給現場候補民眾）
元宵活動－舞獅頭∕體驗舞獅頭
元宵活動－舞獅頭∕舞獅頭DIY親子手作∕活動收費：100元∕紙盤獅頭親
子手作（限報名20組）
週四媽媽會∕手作金屬線編體驗－雅玲 講師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今昔林內∕石錦明
週四媽媽會∕好書分享∕免費（需低消）＊不限人數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今昔台西∕丁仁桐
週四媽媽會∕為自己打造清新春妝－Mei yi講師

課餘時間組團練習，將帶來精彩樂曲，在這成果展音樂會與大家分享音樂的美好。

藝。遊－新西遊記之紅孩兒

電影播放

68電影館

Maker小神手－車製木頭免按自動鉛筆DIY
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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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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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霧漫畫館
詔安客家文化館

20
20
21

2 / 16（日）15:00

■時

間：

■地

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售票入場】

■ 演出單位：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
6歲以下孩童免費入場，全票100元、半票50元（學生、身障人士
及陪同一人、65歲以上耆老）∕售票系統：電話訂購∕售票點連
絡電話：0978-817093陳小姐、0937-200093陳先生

唐僧師徒四人往西方取經，忽然紅光罩頂，唐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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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悟空三人分頭找師父，途中遇見觀音大士，大士指

假日市集∕1樓迴廊、中庭
工藝DIY教學課程∕1樓中庭

示唐僧被紅孩兒抓去……孫悟空是否能順利救出師父？

文玉書齋－廖玉姬藝術畫展∕1樓多功能展示室

過程中又會遇見多少波折？精采有趣的故事內容，結合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的母語》

虎尾鎮水源路27號

住雲林抽汽車－抽獎公佈時間

1/18（六）∼2/9（日）

虎尾亮起Light

1/22（三）∼2/9（日）
2/8（六）
2/8（六）
2/7（五）∼2/16（日）
快閃進駐只到2/9（日）
2/1（六）、2/2（日）
14:30∼16:00
2/1、2/2、2/8、2/9
（六、日）13:30∼17:00

2020年金鼠報喜迎財神 斗六圓環燈會

雲林縣政府
虎尾多功能活動中心旁
「幸福之丘」
斗六圓環

馬鳴山吃飯擔

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

水汴頭崇賢寺「卜米籮占卜問農事」

崙背鄉水汴頭崇賢寺

2/22（六）14:00∼16:00

｜頁碼

Performance

Schedule

每週六15:15∼16:00
每週六、日14:00∼18:00
1/17（五）∼2/9（日）
10:00、14:00、16:00
1/17（五）∼2/9（日）
10:00、14:00、16:00
2/1（六）14:00∼15:00
2/1（六）∼2/2（日）、2/8
（六）∼2/9（日）09:30∼18:00
2/1（六）∼2/9（日）
09:30∼18:00
2/6（四）14:00∼15:00
2/8（六）14:00∼15:00
2/8（六）15:00∼16:00
2/8（六）15:10∼15:20

｜地點

表演

活動日程表
4

｜類別 ｜日期

2020北港燈會

北港朝天宮

誠品－雲夢製造所Ｘ雲中街生活聚落

雲中街生活聚落

22
22

註：為回饋雲林鄉親長期以來的支持，本活動將開放6歲以下小朋友免費入場

23
23
23
23
24
28

雲夢製造所．黑膠點播站∕在雲中，時光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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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觀光處表演廳・休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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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0日止全面休館暫停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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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有趣&具教育意義的課程∕飲料實驗室DIY，自己的飲料自己調
健康老化的優雅人生∕主講：黃勺寧 執行長∕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藝風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舞詩團長

現場鑼鼓音樂演奏，適合全家一同來觀賞，不要錯過唷！

28

• 施工期間，請勿進入施工範圍處，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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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時間：

2 / 6（四）∼ 2 / 19（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3 樓

由雲林縣藝文學會規劃展出，為鼓舞書法界後起之

林麗華從 92 年起在雲林文化

秀，並結合春聯書寫習俗，每年辦理「雲藝盃」全國春聯

中心的國畫班開啟十餘年的藝術創

書法比賽，並將歷屆優勝作品結合會員創作計 100 餘件作

作歷程，以 70 歲的個展為自己不

品，在農曆年節期間展出，除欣賞春聯書藝之美外，更增

虛此行的人生立下一個里程碑；此

添年節濃郁的藝術氣息。

次展出有遊歷世界景點之所見，也
有童年生活情境之回想，以水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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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的方式呈現，別有逸趣。

丁易章師生花鳥畫展
2 / 22（六）∼ 3 / 4（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為照相媒材，對於喜歡旅遊也喜

花鳥是將意境透過花鳥風情傳遞，也深具個人想表達的意

歡攝影的民眾真有莫大的方便，

象，是一種優雅、細緻的藝術創作。由丁易章老師成立於97年

藉由展出互相分享、切磋交流，

的花鳥畫班為底，首次辦理師生聯展，結合各地愛好傳統繪畫

並鼓勵民眾，善用手上的科技產

人士，有著水墨的美學觀及花鳥的愛好，每位學員的作品歷經

品，在旅遊之時，順手拍攝美麗

精雕細琢，發展個人的藝術風貌在其中，美不勝收。

的景物及人文風情分享給家人好
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小川窯柴燒研究會聯展
■ 展出時間：

2 / 6（四）∼ 2 / 19（三）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墨海生情－邱垂智現代水墨創作展
2 / 22（六）∼ 3 / 4（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 樓

本展大抵以現代繪畫元素及特殊技法、觀
念，加上綜合媒材表現半抽象、抽象的意象作品，

集結小川窯共同創作者之作品展出，展出成員來自雲林

也有少數寫生作品。作品中以水墨為基調，加上透

縣內各地獨立創作者，熱愛陶瓷工藝創作，透過共同研究會

明、不透明顏料，也有以寫生作品加以概念化、重

的方式經營柴燒窯，彼此互相學習觀摩，以激發個人獨特的

整、取捨，表現出厚實感、多層次視覺空間，既保

作品風格為目標；藉由此次展出，展示研究會的創作能量，

留中國水墨畫濃淡乾濕及線條的表現，並融合西洋

也呈現雲林陶瓷創作的風氣及熱度。

畫的概念，使此展多樣化、豐富化及現代化。

Exhibi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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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2（日）∼ 2 / 2（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斗六阿信－林麗華70歲國畫展

展覽

展覽

全國春聯優勝作品暨會員作品聯展

7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2 / 22（六）∼ 3 / 4（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藝術是融入技巧、想像力、經驗來創

北港迎媽祖展

作，能與他人分享美的感受、濃厚的情感，

■ 展出時間：常設展

以表達既有的感知且將個人的體驗沉澱與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2 樓第二展示室

展現的過程。南陽國小在三到六年級的藝術

傳 承 三 百 多 年 的「北港迎媽祖」被列

課程中，除了讓孩童學習不同的藝術表演技

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每年農曆三月

巧，發揮多元的創作能力，同時也著重激發

十九、二十日，北港地區萬人空巷、鞭炮聲

學童藝術賞析的視野；北港國中美術班旨在發掘具有美術才能之學生，提供有系統

不斷，更有「北港小過年」之稱，其中「真

之美術教育，以發展其潛能。兩校聯合舉辦畢業聯展，作品內容多元、豐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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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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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足畫家林宥辰個展
■ 展出時間：

1 / 15（三）∼ 2 / 2（日）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人生的境遇，猶如彩繪畫布，幻化得
著力於上，悠悠洋洋無法探知邊涯，也未能
預知其窮盡。本次展覽者─林宥辰，本身是
無臂聽障人士，卻不被命運所擊倒，透過一
枝筆一張紙，畫出高亢生命的火花，以口代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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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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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田鄉。省立屏東師院畢業，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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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北港社區大學陶藝班成果展
■ 展出時間：

2 / 6（四）∼ 2 / 19（三）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之餘，全力推廣版畫藝術，並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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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社區大學北港陶藝班提供學陶、
藝術交流的場所，每位陶友在此學習、進行
創作，沉浸在藝術氛圍中，更嘗試創作出自
己作品的風格。學員的作品以生活陶為主，
有手捏、拉坯、陶板、泥條、壓模…等成型
方法，也以氧化燒、還原燒、柴燒、釉下彩
等方式來完成作品的外貌，風格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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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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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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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文化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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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選

徵選

斗六人文城市之美攝影徵選

徵選日期：自即日起至109年5月15日止，請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實施辦法：雲林縣政府為鼓勵雲林文學創作，訂定「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實施
要點，凡經入選作品，每件由承辦單位贈送稿酬新臺幣1萬元整，經出
版後贈送作者100冊。
歡迎符合以下資格之民眾得報名參加徵選：
（一）本籍：凡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P者。
（二）凡（曾）設籍、就學、就業或服役於本縣者。
（三）父母其中之一為設籍或出生於本縣者。
◎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https://content.yunlin.gov.
tw/News.aspx?n=1437&sms=9779下載，或親至文化觀
光處圖書館服務臺（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索取。洽詢電話：05-5523192
劉小姐
◎報名徵選作品須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 14 號為標準Ａ 4 紙張橫式打
字、列印、左邊裝訂，繳交光碟 1 份或以電子信箱傳送（ ireneliu402@gmail.
com），並繳交書面5份。
（一）徵稿項目：
1.文學創作：作家已經發表或未經發表之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含原
創及改編）、兒童文學等文學作品。（已發表之作品以作家
仍擁有著作權者為限。）
2.文學論述：臺灣文學研究相關論文、文學批評或針對雲林作家之評論。
（二）作品字數：總字數以6萬至9萬字為原則，但兒童文學類總字數以3萬字左
右為原則、詩詞類行數及首數不拘，出版頁數以菊 16 開（約
22公分×15.8公分）150頁以上為原則。
（三）參選作品必須包含作品目錄（含頁數）及作品簡介，來稿所附圖片、照片
不予採用。
（四）外國文學之翻譯作品及古詩、方誌、雜文等項目不列入本徵文範圍。

為提高民眾對斗六市各社區景點的認
識及印象，辦理斗六人文城市之美攝影
徵選，期望透過此活動吸引民眾來斗六觀
光旅遊、促進斗六觀光相關產業，讓民眾
可親自體驗及紀錄斗六景點生態、在地節
慶活動、人文之美，引領各地民眾親近斗
六，看見斗六城市之美。
收件期間：即日起至109年2月20日止
取景地點：斗六市各社區特色景點或各節慶活動現場特色
主辦單位：斗六市公所
參賽資格：不分年齡、國籍，不需繳交報名費，凡攝影愛好者皆可參賽。
攝影主題：以「斗六人文城市之美」為主題，輔以斗六市各社區特色景點或徵選期
間本市各活動照片。
作品規格：（一）報名表暨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一：以 A4紙列印後請親筆簽名或
蓋章。※未滿20歲者需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件二。
（二）照片：彩色或黑白照片均可。輸出尺寸為6Ｘ8吋。作品不可留白邊。
（三）光碟：請將以下參賽資料燒入至光碟中
1. 參賽作品電子檔：參賽作品拍攝時間須為2019年1月20日至2020
年 2 月 20 日一年內的作品，為配合放大輸出之需求，數位檔案應
具備1,000萬畫素以上之品質，解析度須達300dpi以上，原始影像
大小約為2048dpiＸ1536dpi以上規格之jpg或tiff檔，不得插點擴
檔，品質設定為高解析。所有檔案大小必須在 10 MB 以內，長邊
至少2,048畫素。檔案命名規則：姓名_作品名稱_（順序1-5），
例：王小明_斗六人文市集年節之美_3.jpg。（若作品為傳統底片
相機拍攝之正片、負片或照片者，須掃描1,200萬畫數以上之jpeg
檔，並需保留檔案之原始 EXIF 可交換圖像文件資料。）
2. 報名表電子檔：即附件一（檔案命名規則：姓名_作品名稱，
例：王小明_斗六人文市集年節之美.doc）
收件截止日期：109年2月20日下午5時止。郵遞送件者，以郵戳為憑；親自送件者，
應於上班時間內送至收件地點，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
收件地點：640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8 號，斗六市公所民政課收（以書面報名為
主，不接受電子郵件報名）
洽詢方式：（一）活動網址：http://www.dl.gov.tw/
（二）簡章索取：請上「斗六市公所」活動網站下載
聯絡窗口：斗六市公所民政課（05）5332000#1102，黃立至先生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AM08:00∼12:00；PM01:30∼05:30
活動相關公告請至本活動網站http://www.dl.gov.tw/查詢
※以上徵選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觀光處網站公布，並以實際現場為主。

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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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讓您的優秀作品出版成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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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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卡通影片特展」
文化觀光處
開架式
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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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賞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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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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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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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志工說故事
2/2 （日）10:30∼11:30∕《脫不下來》＋手做：折氣球（限20名）∕快樂阿嬤（蔡綉誼）
2/8 （六）10:30∼11:30∕《功夫》∕梅子老師（林美智）
2/9 （日）10:30∼11:30∕《多多的生日》∕太陽花阿姨（林滋蘋）
2/22（六）10:30∼11:30∕《家庭大書》＋手作活動畫圖∕小白兔阿姨（李宜芳）
2/23 （日）10:30∼11:30∕《噓！不要吵醒大怪獸！》∕開心爺爺（謝順義）
2/29 （六）10:30∼11:30∕《超大一個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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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日）10:30∼11:30∕英文故事繪本∕外師 C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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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
2/8 （六）13:30∼16:00∕《芭蕾奇緣》∕任林基金會志工∕陳佩汝
2/26（三）13:30∼16:00∕《五個小孩的校長》∕任林基金會志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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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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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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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英文新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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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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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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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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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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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台西－元宵節提燈踩街
2/8（六）18:00∼20:00∕講故事、搓湯圓、親子燈籠DIY、
踩街∕講師：許美珍老師、梅子姊姊＊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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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8（五）和平紀念日，全面休館
＊圖書館各館室遇國定假日均休館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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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圖書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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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誠品虎尾店【6週年慶】

掌中風雲

即日起∼3/1（日）
當日單筆消費滿— 888 元，享【虎好禮轉轉樂】乙次
（有機會獲得誠品書店虎尾店 50 元抵用券、 OMORY 鮮
萃瓶、幾米野餐墊、螢火蟲提燈、柏靈頓熊野餐盒等好
禮！）1,500元，贈【臻品植萃茶皂禮盒】乙盒。

來冊房逗鬧熱－小豬威比見面會
2/16（日）15:00∼16:30

呼叫小小店長們，收到請回答！全員請到誠品書店虎尾店集
合！讓小朋友們親身體驗書店的工作，由小小店長帶領大家一起
歡慶虎尾店6週年吧∼
活動名額：10人（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150元（含小小虎店長體驗活動及虎冊房寶物組）
報名方式：誠品書店虎尾店門市臨櫃報名，限5∼8歲小朋友參加。

江湖救援團特展∕1樓特展區∕2/12（三）開展

※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書店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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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盛世．心有所鼠
2/5（三）∼4/30（四）

《江湖救援團》是臺灣新創布袋戲團隊－北少流映畫工
作室2017年起於網路平台推出之原創網路單元劇，以動漫節
奏、輕鬆劇情、國語配音模式，抓住年輕世代口味，讓觀眾
無壓力地收看布袋戲作品，戲偶採用知名雕刻師之作品，為
了本次特展主要角色慕容捷、夏彩等全數出動，展現台灣新
創布袋戲的實力。

2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
2/2 （日）、2/16（日）14:30∼15:00∕今日大型掌中戲《老虎與老鼠》
2/8 （六）、2/22（六）15:00∼16:00∕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老虎娶親》
2/9 （日）10:30∼11:00∕長義閣掌中劇團《12345上山打老虎》
2/23（日）14:30∼15:00∕長義閣掌中劇團《12345上山打老虎》
2/28（五）、2/29（六）14:30∼15:00∕鳳舞奇觀布袋戲團《天竺之戀玉兔情》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2/1、2/8、2/15、2/22（週六）11:00∼15:00
2/2、2/9、2/16、2/23、3/1（週日）11:00∼15:00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
2/2、2/9、2/16、2/2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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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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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冊房逗鬧熱－小小店長慶生會
2/23（日）14:30∼16:30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偶藝非凡特展∕1樓特展區（展期至2/9（日）止）

可愛的小豬威比來啦！一年一度的NICI家族見面會千萬別錯
過∼邀請大家一起到誠品書店雲林虎尾店，同樂歡慶六週年！

北港
工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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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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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贈品恕不累贈∕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書店
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

◆欲知活動詳情請洽詢誠品書店虎尾店05-7003566分機11

布袋
戲館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誠品虎尾店】

委外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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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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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廳舍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

2/8（六）∼2/29（六）∕西螺藝術兵營李朝倉（詳參官網企畫）

故事無國界－夢想家圓夢計畫
圓夢計畫須以故事為主軸，歡迎各項對社會有正面影響之提案，例如：藝文創作、影音敘
事、一趟有任務的旅行（與文化教育、生態保育、社會議題等議題有關）。
即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止，上網填妥報名表，連同圓夢計畫寄至story@ylstoryteller.org.
tw，信件主旨請註記「夢想家圓夢計畫申請（姓名）」。須包含：一、計畫內容：提案構想、
執行內容與方式、計畫期程、預期成果。二、計畫摘要：Powerpoint簡報一份（20頁以內）

元宵節－故事饗宴

2/8（六）10:30∕《故事ㄟ厝》
11:30∕《老鼠的滋味》
15:30∕許立昌：阿公仔臺語講古－鼠年講鳥鼠
16:30∕《大地之歌》
2/9（日）10:30∕《濁水溪還是溪嗎？》
11:30∕《是你嗎，小黑？》
15:30∕《我家的客家醃蘿蔔》
16:30∕《移動超市－六七十項》

抓周收涎

2/9（日）10:00∼12:00∕乖寶寶來抓周

歐巴桑小市集

2/9（日）14:00∼16:00∕自然、健康、手作

雲林社區繪本

2/16（日）13:30∼16:30∕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
創作研習課程課∕程說明會

2/23（日）15:30∼16:30∕許立昌：阿嬤的碗公
2/28（五）15:30∼16:30∕許立昌：想起二二八

台語日
人才培育

2/12（三）08:00∼17:00∕庭園樹木花草維護工作坊
2/23（日）13:30∼16:30∕如何朗讀、說故事？
2/29（六）13:30∼16:30∕故事閱讀素材的選擇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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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其它休假日以最新公告為準
2/5（三）∼2/7（五）補休年假∕2/13（四）∼2/14（五）見學活
動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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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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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策展－我的BOOK社區繪本創作成果展
2/1（六）∼2/28（五）
來說故事
2/1 （六）15:00∼16:00∕李怡靜：走讀地理－東南亞篇
2/1、2/8、2/15、2/22、2/29每週六19:30∼20:30∕老鼠娶新娘故事紙偶DIY、少
年細子講故事

2/2 （日）10:30∼11:30∕李怡靜：世界的節慶
2/9 （日）10:30∼11:30∕李怡靜：貪吃的狐狸
2/15（六）15:00∼16:00∕李怡靜：向世界打招呼
2/16（日）10:30∼11:30∕葉安琪：世界上的此時此刻
2/22（六）15:00∼16:00∕林小佩：鱷魚先生遊巴黎
2/29（六）15:00∼16:00∕徐麗如：走讀馬來西亞
多元藝文展演
2/8（六）15:30∼16:30∕身聲劇團：老鼠娶新娘故事劇場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
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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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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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崙
故事屋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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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2/5（三）∼2/7（五）休館（補休初三∼初五）∕2/12
（三）庭園樹木修剪工作坊 ( 館舍施工不對外開放 ) ∕ 2/13 （四）∼ 2/14
（五）館舍見學行程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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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
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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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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奇幻世界－特展 免費開放
1/17（五）∼2/9（日）10:00、14:00、16:00∕每次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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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4:00、16:00∕每次10分鐘∕每日定時繪本導讀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 免費開放
2/1 （六）14:00∼15:00∕今昔北港∕許士能
2/8 （六）14:00∼15:00∕暫停乙次
2/15（六）14:00∼15:00∕今昔林內∕石錦明
2/22（六）14:00∼15:00∕今昔台西∕丁仁桐
記憶寫真館 免費開放
2/1（六）∼2/2（日）、2/8（六）∼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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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春燈籠彩繪
2/1（六）∼2/9（日）09:30∼18:00∕迎春增色－燈籠彩繪∕費用：DIY手作100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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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媽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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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四）14:00∼15:00∕親子繪本分享∕免費（需低消）＊不限人數
2/13（四）14:00∼15:00∕手作金屬線編體驗－雅玲 講師
在情人節前夕讓我們親手製作心愛飾品，親自完成的手作就是多了一份自信美
＋成就感，亦可加入個人創意增加獨特性，送人自用兩相宜，在即將到來的佳節讓
“金屬線編之美”來豐富妳及情人。線編吊飾－捷克水晶珠＋銅線，100元（體驗價）需低銷任一飲
品或冰品＊滿10人開班

2/20（四）14:00∼15:00∕好書分享∕免費（需低消）＊不限人數

2/27（四）14:00∼15:00∕為自己打造清新春妝－Mei yi講師
選用以礦物質為基底（敏感肌適用）的彩妝品，讓媽媽們體驗基礎彩妝，學習
簡易上妝技巧。附註：會提供刷具，也可自備。100元（體驗價）需低銷任一飲品或冰品

元宵活動－猜燈謎 免費開放
2/8（六）15:00∼16:00
「猜燈謎」又叫「打燈謎」，每逢農曆正月十五，各家各戶都要掛起彩燈，把
謎語寫在紙條上，貼在五光十色的彩燈上供人猜。
15:10∼15:20∕慶元宵道元宵（猜燈謎由來）
15:30∼15:00∕由偶的家錄製的影片出題，現場舉手搶答，猜中謎語的人，可獲得
記憶COOL精選福袋一份（限量10份）。

鼠來報吉祥
2/8（六）∼2/9（日）10:30、14:30∕國家文化記憶庫趣味遊戲、長知識&抽吉祥禮∕
各時段一次，導覽10分鐘∕活動費用：50元/人
雲林深度文化之旅系列－追五分車

留記憶

第一梯次2/8（六）∼2/9（日）、第二梯次3/7（六）∼3/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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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糖業鐵道最繁忙的時刻，載著整車甘蔗小火「哐當！」駛進市區，進到糖廠。沒有
追過五分車就落伍！2天1夜的「追火車 留記憶」，將在鐵道專家許乃懿以及文
史工作者李漢鵬的陪伴下，認識這個百年前最進步的城市，探訪虎尾古蹟與歷史建
築，親身震撼在甘蔗糖香之中，在糖廠穿梭百年的記憶。
活動費用：2500元（2天1夜）∕限30人10歲以上∕2/3（一）前額滿即止

元宵活動－舞獅頭 線上報名－官網訊息
2/9（日）15:00∼17:00
舞龍舞獅乃為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技藝之一，藏身於偌大獅頭後，雙手抓住裡
頭的支架，旋即進入了表演模式，躍動的手腳將獅頭舞得活靈活現。想體驗舞獅頭
嗎？想作屬於自己的獅頭嗎？來記憶COOL就對了。
14:30∼15:00∕報到（逾時將開放給現場候補民眾）
15:00∼15:20∕體驗舞獅頭
16:20∼17:00∕舞獅頭DIY親子手作∕活動收費：100元∕紙盤獅頭親子手作（限報名20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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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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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Facebook：雲林記憶cool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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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登記所
雲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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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館

10:00

14:00

16:00

19:00

日期
2/1（六）

貧民百萬富翁

初戀那件小事

愛情未來

2/2（日）

下一站，幸福

媽媽要我愛男人

動 胡桃鉗

紀 逐夢上學路

2/7（五）

紀 海上情書

動 尖叫旅社

初戀那件小事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2/8（六）

天賦異手

下一站，幸福

候鳥來的季節

2/9（日）

同學會

明天記得愛上我

動 地獄新娘

紀 我是馬拉拉

2/14（五）

紀 對岸異鄉人

動 尖叫旅社 2

下一站，幸福

搖滾青春練習曲

2/15（六）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同學會

媽媽要我愛男人

聽說

2/16（日）

跨越世紀的情書

愛情未來

動 尖叫旅社

紀 海上情書

2/21（五）

紀 逐夢上學路

動 胡桃鉗

同學會

貧民百萬富翁

2/22（六）

搖滾青春練習曲

跨越世紀的情書

明天記得愛上我

2/23（日）

初戀那件小事

候鳥來的季節

動 尖叫旅社 2

紀 對岸異鄉人

2/28（五）

紀 我是馬拉拉

動 地獄新娘

跨越世紀的情書

天賦異手

2/29（六）

熱戀年代

動 送子鳥

愛上變身情人

我想要你記得 _

瘋狂亞洲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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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特的幸福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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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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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影片、動：動畫片、 紀 ：紀錄片、活：活動、講：講座

浪漫上元節
滿月、燈火與元宵∼浪漫溢出的二月，週週都是情人節∼
2/1 （六）∕我想要你記得：台灣與法國合作電影，誕生於港都高雄的浪漫愛情。
2/8 （六）∕瘋狂亞洲富豪：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所造成的情感疙瘩，似乎有錢不
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2/22（六）∕派特的幸福劇本：不善常與人相處不代表不能擁有愛情，相信吸引
力法則吧！
2/29（六）∕返校：電影美術與特效的用心，讓你重返台灣50年代的校園。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他里霧
漫畫館

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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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
地
址：斗南鎮南昌路19號
電
話：05-5962507 轉14
開館時間：週三、週五∼週日 10:00∼18:00

委外
館舍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週四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Maker小神手－車製木頭免按自動鉛筆DIY
使用專利迷你車床並學習使用及操作，動手車製原木作品－
木頭免按自動鉛筆，將自己喜愛的造型紋路刻在原木筆桿上，打造
專屬於自己的免按自動鉛筆，結合創意與實作的樂趣，體驗優質木
作課的饗宴！
2/8（六）14:00∼16:00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假日市集
2/16（日）10:00∕1樓迴廊、中庭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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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DIY教學課程
2/16（日）10:00∕1樓中庭
邀請詔安客家文化館志工隊成員前來教學，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體
驗手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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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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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玉書齋－廖玉姬藝術畫展
2/19（三）∼3/15（日）0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暫定2月29日（六）上午10時開幕活動，邀請到在地藝術家來至客館展覽，想
要視覺上的衝擊嗎？那就要來詔安客家文化館參觀這美麗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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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Activity
20

詔安客家
文化館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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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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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虎尾亮起Light
活動日期：1/18（六）∼2/9（日）

聽得懂，但說不出口－母語。為了溝
通、為了接軌國際，母語只能在家學；如果
忘了母語，要如何在下一代面前形塑自己的
樣貌，要用什麼紀錄自己存在過的痕跡？
《悲傷的母語》以兩位藝術家的鐵雕與裝置
作品之名，邀請觀眾感受母語逝去的過往，
悲傷你的不曾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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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雲林抽汽車－抽獎公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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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金鼠報喜迎財神 斗六圓環燈會
1/22（三）∼2/9（日）∕地點：斗六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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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鳴山吃飯擔
2/8（六）元宵節∕地點：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
「吃飯擔」是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春祭
繞境的一環，也是本縣縣定民俗，包括王爺神轎的繞
境祈福、在地陣頭的熱情演出，還有重頭戲萬人吃飯
擔，讓民眾吃得平安、吃得開心之餘，還能體會在地
豐富的文化底蘊，歡迎大家共同參與雲林縣一年一度
的元宵盛事「馬鳴山五年千歲吃飯擔文化節」。

水汴頭崇賢寺「卜米籮占卜問農事」
2/8（六）元宵節∕地點：崙背鄉水汴頭崇賢寺
「卜米籮」活動蘊含著人們對於觀音信仰
的虔誠與專屬於水汴頭的地方記憶，十分罕見
的問農事祭典儀式，亦為水汴頭社區傳承百年
的民俗，歡迎大家前往參與。

Activity

Activity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的母語》
1/5（日）∼4/5（日）∕虎尾鎮水源路27號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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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港燈會
雲林縣北港鎮是花燈的故鄉，到北港看花燈，是許多人最懷念的兒時記憶，
為了傳承傳統花燈文化，將於 2/7 至 2/16 在北港朝天宮前老街、觀光大橋暨水道
頭文化園區舉辦「2020 北港燈會」，2 月 7 日 ( 農曆元月 14 日 ) 晚間 7 點，在北
港朝天宮廟口舉行啟燈晚會，揭開為期 10 天的新春賞花燈祈福活動。

啟燈晚會
晚會時間：2/7( 五 ) 晚上 7 點

北港五行－金木水火土
金：五行謂之白，以金碧輝煌、
香火鼎盛的朝天宮為代表意象。木：五
行謂之綠，以水道頭園區內荷花碧玉及
磐陸聳天之北港大橋為代表意象。水：

晚會地點：北港朝天宮廟口

裝置藝術作品設計意涵
水滴仙子－花燈組
北港水道頭文化園區為日治時期的自來水
廠，現規劃為休憩公園，延伸設計 6 座水滴形
狀造型，象徵水道頭文化園區「水」的意象，

五行謂之藍，以北港具有悠久水源歷史
文化之十角水塔為代表意象。火：五行
謂之紅，以北港迎春賀歲與搭配北港燈會主視覺之香火裊繞為代表意象。土：五行
謂之黃，以北港泥土富饒物產花生蒜頭等農作物與在地美食為代表意象。外部投光
打量每件主題圓柱，律動光效，營造活潑動態感。繞圓環內擺設 20 組。

薪傳光耀
以八卦造型為主體，呼應主視覺

水滴仙子花燈塑造輕柔感，底部環狀漣漪光效
增加動感，利用燈飾營造滴落的瞬間，泛起的
漣漪如幻境一般。

中北港朝天宮之香火袋八卦平安符造
型。中心吊掛北港著名燈藝大師林聰賢
製作之燈籠一對，使光源與燈籠反射、

生命洄游－藝術鏡面魚形燈
鏡面魚形燈採內骨架成形，以不銹鋼索懸
吊於四周桁架內，象徵漂浮魚形洄游故鄉。整
座裝置藝術作品採反射光源，以頂部桁架光源
投射、反射，增加作品迷炫感。以光效搭配音
樂律動換色，於魚身鏡面板反射光束律動，增
加作品動感，營造充滿未來感的裝置藝術。

折射，形塑如萬花筒之視覺，以期將現
代與傳統元素結合，並使新春節慶氛圍
融入作品之裝置，展現在地文化美學精神。

泳進
於北港觀光大橋橋頭兩側裝點燈
飾及三色小魚群輪廓板掛飾，小魚造型
板以彈性鋼線裝設吊掛，將隨風呈現游

穿越－光之廊道

動搖擺狀，民眾輕微碰觸，小魚即會輕

主體廊道結合地景起伏，裝

輕跳躍。燈飾在夜間光點閃爍，透光魚

設佈置成民眾可於廊道內穿梭之

形板穿梭其中，展現出活潑、熱鬧、豐

裝置藝術作品，作品管架上紅色

富之氣氛，象徵北港觀光大橋的民眾宛如被魚群擁抱在其中。

漆，與主視覺主色呼應。上方吊掛水滴型燈組，象徵穿越生命的泉源，並與水道頭
文化園區之主題相互呼應。以律動變換光效，象徵生命穿越的脈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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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老街巷弄燈區

27

結合共和街及安和街老街巷弄，以「童年往事」為主題，邀請北港在地藝師
運用不同工藝媒材，創作各種以「花燈」為主題且融合北港文化、宗教、歷史的各
式環境藝術作品，讓遊客以尋寶方式穿梭於街區巷弄之間，並以傳統鼓仔燈營造老
街燈海璀燦氛圍，讓遊客藉由探尋街區內傳統產業店舖、特色景點、美食小吃之餘，
同時享受元宵佳節提燈籠的樂趣，歡迎闔家前來體驗雲林北港元宵節慶熱鬧氛圍。

換小提燈
兌換地點：服務台 ( 水道頭文化園區 )
兌換時間：2/7（五）至 2/16（日）18:00 ～ 21:30
兌換方式：尋找隱藏於水道頭燈區、巷弄燈區、北港顏思齊圓環、朝天宮宗聖臺、
北港觀光大橋上方等 ( 在各燈區間 ( 最少二處 ) 拍照打卡後 )，將照片
上傳至 FB 或 IG，留言「我在 2020 北港燈會」並設定公開分享，給予
服務台工作人員確認後兌換。
★每人每日限換 1 份，每日限量 100 份，換完為止。

表演團體表演時間
2/8  （六）18:00 ～ 18:40 ／老塗獅－白鶴獅陣
               18:40 ～ 19:20 ／北港大飛龍
               19:20 ～ 20:00 ／麵包合唱團
2/9  （日）18:00 ～ 18:40 ／彩色樂團

獅頭DIY繪製
2/8（六）、2/9（日）、2/15（六）、2/16（日）
每場次 50 份材料，於燈會展出期間安排獅頭面具彩體驗課程，於水道頭文化
園區現場搭攤位空間供民眾體驗獅頭面具彩繪。
並透過現工作人員的導覽解說，使來訪民眾了解北港傳統工藝的脈絡及內涵。
獅頭除了可以於新春期間玩耍外，也可以做為家中掛飾做為紀念。

               18:40 ～ 19:20 ／威宇音樂團隊
               19:20 ～ 20:00 ／格瑞斯樂團
2/15（六）18:00 ～ 18:40 ／電音三太子
               18:40 ～ 19:20 ／格瑞斯樂團
               19:20 ～ 20:00 ／木棉道樂團
2/16（日）18:00 ～ 18:40 ／彩色樂團
               18:40 ～ 19:20 ／格瑞斯樂團
               19:20 ～ 20:00 ／木棉道樂團

照片提供∕黃天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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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雲中街
生活
聚落

兒童閱覽室

委外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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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觀
光
處
圖
書
館

誠品－雲夢製造所Ｘ雲中街生活聚落
快閃進駐只到2/9（日），進駐期間活動好禮贈：
・當日消費不限金額贈【國語作業簿】乙本
・當日單筆消費滿600元享好禮2擇1（恕不挑款）
【臺灣100座山峰筆記本】乙本（市價360元）【雲中夢想金存錢筒】乙個（市價250元）
・購買黑膠商品當日單筆消費滿600元贈【SPINBOX貓型針壓器】乙只（市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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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12:00∼19:00∕地址：斗六市雲林路一段75巷7號

開
放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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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有趣&具教育意義的課程
2/1、2/2、2/8、2/9（六、日）13:30∼17:00∕飲料實驗室DIY，自己的飲料自己
調∕地點：雲中街生活聚落18號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講 座

健康老化的優雅人生
2/22（六）14:00∼16:00

索
票
處

主
講：黃勺寧 執行長∕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藝風舞詩團長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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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後16:00∼17:00，由黃勺寧執行長帶領成長團體，歡迎一起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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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絡
電
話

休館時間

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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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五）和平紀念日，全面休館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2/28（五）和平紀念日，全面休館

北港文化中心

展覽館・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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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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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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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三）∼2/7（五）休館（補休初三∼初五）
2/12（三）庭園樹木修剪工作坊(館舍施工不對外開放)
2/13（四）∼2/14（五）館舍見學行程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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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三）∼2/7（五）補休年假週一、週二休館
2/13（四）∼2/14（五）見學活動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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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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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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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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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33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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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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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