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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雲林縣第三十屆兒童美術比賽

文化觀光處開架式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今（109）年度雲林兒童美術比賽將於3月25日（三）起至109年

北港工藝坊

4月7日（二）受理報名（報名網站：http://www.cges.ylc.edu.tw/），

13

詔安客家文化館

並於4月22日（三）下午分別在本縣公誠國小、水燦林國小及斗南國

墨海生情－邱垂智現代水墨創作展

14

合同廳舍

小三地同時舉辦比賽，比賽作品均由學童在獨立構思的環境中所產

雲林縣攝影學會109年會員聯展

15

布袋戲館

生，並委請各類專家學者進行評選作業；除了競賽的辦理及評審外，

16

雲林故事館

今年度的得獎作品也將於109年6月3日（三）至6月17日（三）在文

北港迎媽祖展

17

二崙故事屋

觀處展覽館2、3樓暨109年7月2日（四）至7月26日（日）在北港文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18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化中心展出，並於6月10日（週三）下午舉行頒獎典禮。

幸福鹿場 夢想啟航－第一屆鹿場兒童畫展

19

雲中街生活聚落

20

68電影館、海口故事屋

賽，今年已經邁入第30屆，每年皆有將近1600名學童參加，競賽項

斗六國中第五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09

雲林縣政府
文化觀光處 FB

本文宣採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公誠國小第三屆美術班成果展

08

雲林縣政府
文化觀光處

「雲林縣兒童美術比賽」是本縣以「兒童」為主角的藝術創作比

10

徵選

11

活動

11

文化觀光處兒童閱覽室

21

講座、其他活動

目包含「繪畫」、「書法」及「電腦繪圖」等三類，讓本縣學童得以

文化觀光處視聽期刊閱覽室

22

草嶺・石壁賞・賞櫻趣

在傳統與現代的藝術媒材中發揮創作並給予表揚及肯定。
年年舉辦的雲林縣兒童美術比賽是本縣美學教育扎根及推廣的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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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活動

雲林縣重要節慶活動時間一覽表

月份

1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2

北港燈會

北港百年藝鎮巡迴展

3

林內紫斑蝶季

4

北港藝鎮文化季、雲林客家桐花祭

5

街頭藝人徵選

（狀）文化祭

雲林文化藝術獎

6

夏至藝術季、褒忠花鼓文化節

7

口湖牽水

雲林海洋音樂祭

8

閱讀起步走、老臺新藝

9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

10

雲林國際偶戲節

11

臺灣國際咖啡節、社造嘉年華

雲林人之夜、臺灣閱讀節

12

要歷程，展現了本縣基礎教育中的美學教育成果，希望在縣府、學校
及家長對孩子們的支持及鼓勵下，能激勵每一個小朋友在藝術創作上
的持續努力及成長，讓雲林藝文的種子在各處萌芽茁壯。

108 年書法類六年級組第一名
公誠國小・林書妍

108 年繪畫類六年級組第一名
公誠國小・李玉婕

108 年電腦繪圖類六年級組第一名
麥寮國小・吳家毅

｜活動內容

｜地點

｜頁碼

｜類別 ｜日期

2/5（三）∼4/30（四）

｜活動內容

｜地點

雲林縣聲泊廳

05

紀錄片講座放映《我家有個開心農場》【報名入場】

雲林縣聲泊廳

06

3/7 、 3/14 、 3/21 、 3/28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週六）11:00∼15:00

3/28（六）19:00

好萊塢PK經典∼弦樂亮點【免票入場】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05

3/8 、 3/15 、 3/22 、 3/29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週日）11:00∼15:00

常設展

北港迎媽祖展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

08

常設展

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1、2樓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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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18:30∼21:30

常態性課程－詔安童謠輕鬆學∕1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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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四18:30∼21:30

常態性課程－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1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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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三）∼3/15（日）
09:00∼18:00

文玉書齋－廖玉姬藝術畫展∕1樓多功能展示室

3/15（日）10:00

假日市集∕1樓迴廊、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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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日）10:00

工藝DIY教學課程∕1樓迴廊、中庭

◆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
國展的藝術創作

3/7（六）∼3/18（三） 雲林縣攝影學會109年會員聯展

文化觀光處展
覽館1樓

07

3/18（三）∼4/19（日）
09:00∼18:00

長青樂活園：社團法人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成果展∕1樓多功能展示室

◆ 109 年度「雲林縣作
家作品集」徵選，讓
您的優秀作品出版成
輯！

3/7（六）∼3/15（日） 幸福鹿場 夢想啟航－第一屆鹿場兒童畫展

北港文化中心
1樓展示室

09

即日起至3/31（二）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3/14（六）15:30∼16:00

3/21（六）∼4/5（日） 公誠國小第三屆美術班成果展

文化觀光處展
覽館1樓

08

維京姐姐說故事《充滿情感的生命樂章－鋼琴發明家克里斯多佛里的故
事》∕2F兒童館

◆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
盛世．心有所鼠

3/21（六）∼4/5（日） 斗六國中第五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文化觀光處展
覽館2、3樓

08

◆ 長青樂活園：社團法
人雲林縣崙背鄉老人
會成果展

3/8 （日）
10:30∼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親愛的動物園》∕小白兔阿姨（李宜芳） 兒童閱覽室

文化觀光處

11

◆ 掌中風雲
展

3/14（六）
13:30∼16:00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小飛象》
∕任林基金會志工∕陳佩汝

3/15（日）
13:30∼16:40

遞心力影－電影分享會（與「台灣心境探索協會」合作）∕
《阿甘正傳》∕台灣心境探索協會∕講師

3/22（日）
10:30∼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金老爺的開心農場》∕美術王老師（王淑美）

3/25（三）
13:30∼16:00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 ∕《放牛班的
提琴手》∕任林基金會志工∕林淑玲

3/28（六）
動 10:30∼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我認識一隻熊》∕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3/29（日）
10:30∼11:30

故事志工說故事∕《噓！不要吵醒大怪獸！》∕開心爺爺（謝順義）

3月

主題書展「文化教育影片展」

文化觀光處
視聽期刊閱覽室

11

主題書展「歷史的長流 」

文化觀光處
開架式閱覽室

12

表
3/15（日）14:30
演

2020・Mar.
延續至4月份活動
◆ 公誠國小第三屆美術
班成果展
◆ 北港迎媽祖展

展
覽

◆ 江湖救援團特展
◆ 盂蘭勝會－李慧嫻陶
塑展
◆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
的母語》

活

3月
3月

主題書展「聰明保健救健康」

3月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文化觀光處雲林
分區資源中心

12

北港工藝坊

12

詔安客家文化館

13

3/8 、 3/15 、 3/22 、 3/29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免費DIY體驗活動
（週日）13:00

活 3/15（日）15:30∼16:00

3月
動 3月

叱吒武林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盛世．心有所鼠

Schedule

【零距•凝聚】2.0室內樂系列
－跟著音樂去旅行：拉丁樂旅【售票入場】

3/14（六）14:30

｜頁碼

合同廳舍

14

布袋戲館

15

雲林故事館

16

【新天鵝堡桌遊∕閃靈快手魔法帽】桌遊Happy Time∕2F兒童館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江湖救援團特展∕1樓特展區

3/1（日）14:30∼15:00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隆興閣第八掌中劇團《五爪金鷹一生傳》

3/7（六）、3/8（日）
14:30∼15:00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老虎報恩》

3/14（六）、3/15（日）
14:30∼15:00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廖嘉德掌中劇團《觀音收紅孩兒》

3/21（六）、3/22（日）
14:30∼15:00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洲明園《哈囉太郎歷險記》

3/28（六）、3/29（日）
14:30∼15:00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吳萬響掌中劇團《新武松打虎》

3月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詹姆士的木工坊：有秘密空間的盒子

即日起∼6/30（二）

故事無國界－夢想家圓夢計畫

3/1 （日）09:00∼12:00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張素
卿：圖畫書結構與類型，版面與易讀性

3/8 （日）09:00∼12:00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張素
卿：作品－目標、核心價值與特色、人物－表面與內心

3/8 （日）14:00∼16:00

幸福學∕《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3/8 （日）14:00∼16:00

幸福學∕《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3/11（三）15:00∼16:00

幸福學∕《兒童讀書會》∕蔡繐鎂：誰是大明星（日文）

3/15（日）09:00∼12:00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張素
卿：經歷－事件、環境與觀點

3/21（六）10:00∼12:00

人才培育∕認識幼兒的成長階段與需求

活動日程表

Schedule

3

活動日程表

活動日程表
2

｜類別 ｜日期

3

｜活動內容

｜地點

3/22（日）15:30∼16:30

台語日∕許立昌：台語故事

3/29（日）09:00∼12:00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張素
卿：用耳朵改稿－檢視、修改與堅持

3/28（六）10:00∼12:00

人才培育∕入門篇－如何為嬰幼兒（0-6歲）說故事？

3月

主題策展－「社區繪本布庫（BOOK）」書群

3/1 （日）10:30∼11:30

來說故事∕林佩君：阿督仔病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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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萊塢PK經典∼弦樂亮點
二崙故事屋

17

3 / 28（六）19:00

■時

間：

■地

點：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免票入場】

Performance

Schedule

3/22（日）09:00∼12:00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張素
雲林故事館
卿：練習－視角轉換與加大籌碼

｜頁碼

表演

活動日程表
4

｜類別 ｜日期

■ 演出單位：六弦吉他室內樂團
聯絡人：黃修禮・0937-501081

3/7 （六）15:00∼16:00

來說故事∕陳素蓮：快樂農村

3/7 （六）19:30∼20:30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玩∼詔安大風吹

3/8 （日）10:30∼11:30

來說故事∕李怡靜：報馬仔

3/14（六）15:00∼16:00

來說故事∕吳毓珍：移動超市六七十項

3/14（六）19:30∼20:30

來說故事∕李信億：糖果雨

磨追求更高的演奏藝術境界。“ PK 經

3/15（日）10:30∼11:30

來說故事∕李怡靜：糖果雨

典”顧名思義，是以上下半場不同曲風

3/21（六）19:30∼20:30

來說故事∕少年細子講故事

呈現對比做“PK”，上半場曲目為舒伯

3/21（六）15:00∼16:00

來說故事∕廖宜德：塞車

特與鮑羅定著名弦樂四重奏經典作品，

3/22（日）10:30∼11:30

來說故事∕李怡靜：是你嗎，小黑？

代表浪漫樂派與民族樂派的相互輝映；下半場泰德斯可：吉他與弦樂四重奏的五重

3/28（六）15:00∼16:00

來說故事∕徐麗如：濁水溪還是溪嗎？

奏，為相對較罕見的弦樂組合，是最能表現弦樂魅力的亮點曲目。

活 3/28（六）19:30∼20:30

3/28（六）19:30∼20:30
動 3/29（日）10:30∼11:30

室內樂團被稱為「朋友音樂」，音
樂家與友人一同練習室內樂曲，相互琢

來說故事∕少年細子講故事
主題活動－故事創意工坊∕跳動的心DIY

防疫公告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客語故事饗宴＋DIY

每週六15:15∼16:00

雲林學達人

每週六、日14:00∼18:00

雲林記憶cool－創創市集

3/5 （四）14:00∼15:00

週四媽媽會∕親子繪本分享＊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3/7 （六）14:00∼15:00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辦理追五分車留記憶活動暫停一次

3/7（六）14:00∼16:00

就是Cool親子野餐趣活動∕就是Cool親子野餐趣

3/12（四）14:00∼15:00

週四媽媽會∕精微能量體活化修復∕講師：許睿慈 教育師

3/14（六）14:00∼15:00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今昔元長∕蔡鴻儒老師（元長山內國小退休主任）

3/21（六）14:00∼15:00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濁幹線畔談雲林水利史∕李宗信老師（彰化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3/28（六）14:00∼15:00

閱讀雲林Ｘ雲林講古∕崁頭厝圳的自然與人文∕沈沐蒼老師（法勃蘭文史
工作室負責人）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18

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道疾病（武
漢肺炎）及流感高峰期，即刻實施以下措施，來館請留意及配合實行：

1. 本場館除例行性環境清潔工作，另針對民眾易接觸範圍，每日加強消毒
清潔，使用酒精擦拭包括電梯樓層按鈕、廁所、飲水機按鈕、樓梯手扶
梯等。

2. 各活動空間皆有工作人員於入場前測量額溫，並提供乾洗手酒精。表演
廳因應溫度測量作業時間，將於開演時間前1小時開放驗票。

3. 若有下列情況者，敬請主動告知現場服務人員並配合離場及就醫：
（1）近期曾至中、港、澳地區者

3/22（日）10:00∼12:00、 日光寫真的基礎－食物圖鑑∕滿6人即開課，每場最多12人∕10歲（含）
雲中街生活聚落
13:30∼15:30
以上之民眾即可報名

19

（2）體溫超過37.5度者

3月

電影播放

68電影館

20

（3）具呼吸道症狀者（呼吸困難、嚴重氣喘）

2/14（五）∼4/19（日）

《盂蘭勝會－李慧嫻陶塑展》

海口故事屋

20

（4）咳嗽不停者

3/28（六）14:00∼16:00

從「想」至「妄想」－認識思覺失調症個案的「異想世界」 主講：林伯彥
院長∕信安醫院、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21

1/5（日）∼4/5（日）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的母語》

虎尾鎮水源路27號

21

即日起

草嶺・石壁・賞櫻趣

草嶺、石壁

22

4. 若有前述情況者，或停演公告者，退票手續依主辦單位規定辦理。
5. 因政府口罩限購政策，本場館不主動提供口罩，請來館民眾依衛福部疾
管署建議狀況自行配戴，敬請配合。

5

3 / 14（六）14:30

■時

間：

■地

點：雲林縣聲泊廳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工筆花鳥畫，是將意境透過精細描繪的花鳥風情傳遞，
也深具個人表達之意象，為優雅、細緻的藝術創作，特別在
今日工筆畫創作已相對稀少，丁易章老師於 97 年成立花鳥

西螺鎮中山路229巷12號【售票入場】
■ 演出單位：班多鈕手風琴/李承宗
吉他/羅貝多薩亞斯

畫班底，本次首度辦理師生聯展，結合各地愛好傳統繪畫人
士，對於水墨有獨到的美學觀與工筆花鳥畫的愛好，每位學
員作品經歷精雕細琢，於其中發展出個人特色與藝術風貌，
美不勝收。

男高音/Nicolas Drouet
鋼琴/陳永禎
350
票價：
元｜購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或來電饗響文教
協會05-5871102

這場風格獨特的音樂沙龍聚會將帶來拉丁語
系的浪漫樂音以及熱情律動，透過器樂、聲樂、歌唱的完美融合，呈現歐陸以及南
美洲語系（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作曲家的精彩作品。節目中另外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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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演出者原創以及經典名曲的改編，世界首演，驚喜保證。

觀念，加上綜合媒材表現半抽象、抽象的意象

紀錄片講座放映《我家有個開心農場》

作品，也有少數寫生作品。作品中以水墨為基

3 / 15（日）14:30

■時

間：

■地

點：雲林縣聲泊廳

調，加上透明、不透明顏料，也有以寫生作品
加以概念化、重整、取捨，表現出厚實感與多
層次的視覺空間，既保留中國水墨畫濃淡乾濕

西螺鎮中山路229巷12號

與線條表現，更融合西洋畫概念，展現更為多

【報名入場】
聯絡人：饗響文教協會・05-5871102

樣化、豐富化、現代化的水墨創作。

播放艾美獎得主約翰・切斯特
執導的美國紀錄片，並邀請「戰鬥
媽媽」王南琦座談。
歷時十年追蹤的紀錄片，見證城市夫妻的農場大作戰！跟隨兩位瘋狂夢想家和他
們的愛狗，遠赴鄉間打造出與自然和諧共存，物種多樣的開心農場。當農場的生態系
統被重新喚醒時，他們心中的完美世界，開始出現一連串令人難以預料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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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攝影學會109年會員聯展
3 / 7（六）∼ 3 / 18（三）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本聯展以雲林縣攝影學會會員
近 1 ∼ 2 年內所拍攝，以及該會月
賽、專題賽或會員參加國際影展獲
獎之作品為特色，展出內容多元，
包含風景、生態、民俗活動、心象
攝影、影像創作等，充滿人文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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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對自然的歌頌，深具美感與專

• 施工期間，請勿進入施工範圍處，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業攝影水平，誠摯歡迎民眾共同體驗影像之美，滌淨喧囂，沉澱心靈。

Exhibition

Performance

【零距•凝聚】
2.0室內樂系列－跟著音樂去旅行：拉丁樂旅

2 / 22（六）∼ 3 / 4（三）

展覽

表演
6

丁易章師生花鳥畫展

其 他

7

■ 展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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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誠國小長期秉持教育多元發展、豐富藝術教

藝術是融入技巧、想像力、經驗來創作，能與他

育之理念，以開展創意為起點，因而建立藝術學習

人分享美的感受、濃厚的情感，以表達既有的感知且

環境，藉由藝術開啟孩子心靈動力，該校於103年度

將個人的體驗沉澱與展現的過程。南陽國小在三到六

獲縣府核准設立藝術才能班，今年第三屆學生即將學成畢業，透過本次展出契機，

年級的藝術課程中，除了讓孩童學習不同的藝術表演

彙整師生對藝術的創思，將每位小小藝術家四年來創意點石成金，與大眾交流分

技巧，發揮多元的創作能力，同時也著重激發學童藝術賞析的視野；北港國中美術

享，活絡本縣藝術泉源，也展現美術教育向下扎根的成果。

班旨在發掘具有美術才能之學生，提供有系統之美術教育，以發展其潛能。兩校聯
合舉辦畢業聯展，作品內容多元、豐富，精彩可期。

斗六國中第五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 展出時間：

3 / 21（六）∼ 4 / 5（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3 樓

斗六國中美術專班已邁入第 5 年，由專業教師群指
導，除美術教育基礎的素描、水彩、書法、水墨四大類

幸福鹿場 夢想啟航
－第一屆鹿場兒童畫展
3 / 7（六）∼ 3 / 15（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1 樓展示室

別外，更有精細的水墨工筆畫、版畫、設計作品、陶

鹿場國小、內湖國小位於雲林縣四湖鄉偏鄉地

藝、雕塑、電繪等多元學習，學生多次於全縣美展、全

區，為協助培養孩子藝文興趣與專長，希望讓藝術

國書畫比賽中屢獲佳績，該校美術教育尊重學生創意，

成為孩子們醫生的朋友，讓每位孩子都「愛藝術、惠藝術、玩藝術」。

並接納學生不同特質與適性發展，本展出讓學生展現
深具個人特色之作品，呈現學生良好的美學基礎，體現

本次展覽主軸以孩子的幸福童年，藉由孩子的畫作、墨與陶土素材，發揮其創
作力發展美的感受力，了解到他們所生活的家鄉，進而認同家鄉的美。

「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的精神。

其 他
北港文化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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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迎媽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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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出時間：常設展

立屏東師院畢業，師大美術系國訓班結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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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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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民俗文化資產，每年農曆三月十九、二十日，

年起，連續三度獲台灣省展首獎、永久免審榮

北港地區萬人空巷、鞭炮聲不斷，更有「北港小

譽，及畫學會金爵獎、版畫學會金璽獎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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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之餘，全力推廣版畫藝術，並研發紙凹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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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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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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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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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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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1（六）∼ 4 / 5（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南陽國小北港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聯展

展覽

展覽

公誠國小第三屆美術班成果展

9

活動

徵選

文化觀光處－圖書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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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 s : / / c o n t e n t . y u n l i n . g o v. t w / N e w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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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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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1（二）和平紀念日全面休館
＊圖書館各館室遇國定假日均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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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日）10:30∼11:30∕《親愛的動物園》∕小白兔阿姨（李宜芳）
3/22（日）10:30∼11:30∕《金老爺的開心農場》∕美術王老師（王淑美）
3/28（六）10:30∼11:30∕《我認識一隻熊》∕開心果阿姨（李秀月）
3/29（日）10:30∼11:30∕《噓！不要吵醒大怪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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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導讀（與「任林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
3/14（六）13:30∼16:00∕《小飛象》∕任林基金會志工∕陳佩汝
3/25（三）13:30∼16:00∕《放牛班的提琴手》∕任林基金會志工∕林淑玲
遞心力影－電影分享會（與「台灣心境探索協會」合作）
3/15（日）13:30∼16:40∕《阿甘正傳》∕台灣心境探索協會∕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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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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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影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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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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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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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主題書展「歷史的長流 」
文化觀光處
雲林分區資
源中心

詔安客家
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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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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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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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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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盛世．心有所鼠
2/5（三）∼4/30（四）
影片欣賞或工藝趣談

委外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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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市集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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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日）10:00∕1樓迴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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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4、3/21、3/28（週六）11:00∼15:00
3/8、3/15、3/22、3/29（週日）11:00∼15:00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
3/8、3/15、3/22、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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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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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聰明保健救健康 」

北港
工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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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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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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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長青樂活園：社團法人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成果展
3/18（三）∼4/19（日）0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由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展出今年度成果，展出者為崙背鄉長青長輩，藉由社團
開課，培養長輩們藝術創作、繪畫、書法等，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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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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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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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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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
開架式
閱覽室

13

委外
館舍

維京姐姐說故事《充滿情感的生命樂章－鋼琴發明家克
里斯多佛里的故事》
3/14（六）15:30∼16:00∕2F兒童館
本書透過獲獎無數的傳記作家伊莉莎白．魯希與榮獲兩次
凱迪克大獎的畫家瑪尤莉．普萊斯曼聯手打造。邀請讀者跟著
克里斯多佛里的腳步，一起重回 17 世紀的義大利，穿梭於充
滿教堂鐘聲與美妙琴音的佛羅倫斯街道。
適合年齡│6歲以上

【新天鵝堡桌遊∕閃靈快手魔法帽】桌遊Happy Time
3/15（日）15:30∼16:00∕2F兒童館
幽靈巴頓在外遊蕩時，發現一頂可以讓所有東西消失的魔法帽
子！包括酒桶、老鼠、甚至他自己！什麼東西藏在帽子下？喊出它
的名稱，用閃電般的速度掀開帽子或快速抓住正確物品。預備∼∼
掀開帽子！
適合年齡│8歲以上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
拜三來買冊│即日起至3/3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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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
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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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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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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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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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救援團特展∕1樓特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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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
3/1（日）14:30∼15:00∕隆興閣第八掌中劇團《五爪金鷹一生傳》
3/7（六）、3/8（日）14:30∼15:00∕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老虎報恩》
3/14（六）、3/15（日）14:30∼15:00∕廖嘉德掌中劇團《觀音收紅孩兒》
3/21（六）、3/22（日）14:30∼15:00∕洲明園《哈囉太郎歷險記》
3/28（六）、3/29（日）14:30∼15:00∕吳萬響掌中劇團《新武松打虎》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雲林社區繪本－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
3/1 （日）09:00∼12:00∕張素卿：圖畫書結構與類型，版面與易讀性
3/8 （日）09:00∼12:00∕張素卿：作品－目標、核心價值與特色
人物－表面與內心

3/15（日）09:00∼12:00∕張素卿：經歷－事件、環境與觀點
3/22（日）09:00∼12:00∕張素卿：練習－視角轉換與加大籌碼
3/29（日）09:00∼12:00∕張素卿：用耳朵改稿－檢視、修改與堅持
幸福學
3/8 （日）14:00∼16:00∕《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3/8 （日）14:00∼16:00∕《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3/11（三）15:00∼16:00∕《兒童讀書會》∕蔡繐鎂：誰是大明星（日文）
人才培育
3/21（六）10:00∼12:00∕認識幼兒的成長階段與需求
3/28（六）10:00∼12:00∕入門篇－如何為嬰幼兒（0-6歲）說故事？
台語日
3/22（日）15:30∼16:30∕許立昌：台語故事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

3月∕詹姆士的木工坊：有秘密空間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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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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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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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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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繪本布庫（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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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說故事
3/1 （日）10:30∼11:30∕林佩君：阿督仔病院
3/7 （六）15:00∼16:00∕陳素蓮：快樂農村
3/8 （日）10:30∼11:30∕李怡靜：報馬仔
3/14（六）15:00∼16:00∕吳毓珍：移動超市六七十項
3/14（六）19:30∼20:30∕李信億：糖果雨
3/15（日）10:30∼11:30∕李怡靜：糖果雨
3/21（六）19:30∼20:30∕少年細子講故事
3/21（六）15:00∼16:00∕廖宜德：塞車
3/22（日）10:30∼11:30∕李怡靜：是你嗎，小黑？
3/28（六）15:00∼16:00∕徐麗如：濁水溪還是溪嗎？
3/28（六）19:30∼20:30∕少年細子講故事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
3/7 （六）19:30∼20:30∕玩∼詔安大風吹
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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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創意工坊
3/28（六）19:30∼20:30∕跳動的心DIY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Activ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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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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3/4（三）補休228∕館舍整理及盤點：3/18（三）∼3/20（五）及3/25
（三）∼3/27（五）不開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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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
故事館

17

週四媽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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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委外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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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四）14:00∼15:00∕親子繪本分享 ＊免費（需低消）滿5人開班
3/12（四）14:00∼15:00∕精微能量體活化修復∕講師：許睿慈 教育師
記憶庫媽媽會特別專案－精微能量體活化修復單元（一）－別讓情緒困擾你－
學習低潮時放過自己的方法
限定優惠：300元（僅限：記憶庫媽媽會）＊經濟困頓者：免或隨喜
活動內容：1. 精微能量的認識、2. 精微能量體淨化、3. 精微能量體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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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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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委外
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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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茶飲一杯滿5人開班

3/19（四）14:00∼15:00∕春天氣息乾燥花－擴香名片座∕講師：馨之生活花藝
作品整體高20公分內，寬12∼13公分，公仔、木片以當時準備為主，另跟老
師加購，需自備鑷子，費用350元（含擴香盆和飲品）。提供茶飲一杯滿5人開班
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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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六）14:00∼15:00∕辦理追五分車留記憶活動暫停一次
3/14（六）14:00∼15:00∕今昔元長∕蔡鴻儒老師（元長山內國小退休主任）
3/21（六）14:00∼15:00∕濁幹線畔談雲林水利史∕李宗信老師（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3/28（六）14:00∼15:00∕崁頭厝圳的自然與人文∕沈沐蒼老師（法勃蘭文史工
作室負責人）

就是Cool親子野餐趣活動
3/7（六）14:00∼16:00∕就是Cool親子野餐趣
有多久沒有跟家人、好友好好的聚一聚了呢？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放鬆一下了
呢？3月正是風和日麗、百花盛開的季節，這麼舒服的日子當然要跟家人一起野餐
啦！坐在芒果樹下開心聊天、吃美食、玩手作、逛市集，再也沒有比這更棒的了！
超值餐點：熱壓吐司Ｘ炸物拼盤Ｘ現榨柳丁汁
慢遊老建築逛市集：屬於記憶cool的美好時光，放慢你的腳步，來到記憶cool逛逛
市集吧！
玩手作：是否想跟手作職人一起玩手作呢？手作小禮服∼緞帶搭配蕾絲＋小衣架手
工縫製，再把它佩戴在手機或包包上，夢幻就能跟我們如影相隨了。
特別優惠：凡報名『就是Cool親子同樂野餐趣』，即可獲得水果明信片一組3張。
活動收費：380元－含野餐餐點一份∕手作體驗∕老師說故事

日光寫真的基礎－食物圖鑑
蒐集菜市場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實體物件透過藍曬法轉印，快一起來體驗藍曬並
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食物圖鑑」吧！
3/22（日）上半場次10:00∼12:00、下半場次13:30∼15:30
滿6人即開課，每場最多12人∕10歲（含）以上之民眾即可報名
提醒：課程準時開課，請穿著深色上衣參加

晃晃文創設計─日光寫真的基礎
晃晃文創設計專門於影像與紙
藝創作領域，以日光顯影藍晒圖、
天然植物藍染、立體紙藝等作為常
態創作課程，同時也接洽平面設
計、商業攝影與影片製作等服務。
晃晃文創設計創立之初衷，係
希望能經由手作活動，向民眾推廣
古典影像技法、藍染與紙藝技術，
並結合平面設計知識導入課程中，以「慢與等待」的手作精神，從2016年開始，
晃晃除了持續保有原本手作創作技術外，至2020年後，則是將活版印刷和策展規
劃納入主要服務項目之一，讓民眾藉由參與晃晃規畫之活動，除了可增加生活美學
面向外，也能建立個人對於技術文化和歷史之脈絡知識。
晃晃文創設計以藍晒法（Cyanotype）持續創作至經已將近7年，過程中接觸
過許多不同材料與曬版物件的組合，特別喜愛藍晒法和日光結合後，所產生顯影變
化的優雅藍色調，這樣的實驗創作總是帶著不同的驚喜，而回歸創作本身的概念，
除了技法上延伸出一些複合形式外，也致力於媒材間創造出更具有意義象徵的內
容，2020年的第一場，來到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歡迎來體驗！※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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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Cool

Facebook：雲林記憶cool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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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登記所
雲林記憶

19

電影館

10:00

日期
3/1（日）

東京物語

14:00
動 貓頭鷹守護神

16:00
七號房的禮物

19:00
狐狸與我

3/6（五）

紀 夢饗米其林

再見了，可魯

艾琳娜

紀 讓我回家

3/7（六）

等待，只為了與你相會

逗陣ㄟ

動 魔蹤傳奇 Disc1

米開朗基羅：無盡之詩

3/8（日）

巴黎電幻世代

動 OPEN ！ OPEN ！

依戀，在生命中最後八天 再造奇蹟

3/13（五）

紀 失婚記

等待，只為了與你相會

火菩薩

紀 飲食革命：明日的餐桌

3/14（六）

南風

金玉盟

動 食破天驚 2

再見了，可魯

野蓮香

送給她禮物

3/15（日）

紅鷹俠

動 憤怒鳥

3/20（五）

紀 讓我回家

南風

巴黎電幻世代

紀 夢饗米其林

3/21（六）

再造奇蹟

野蓮香

動 OPEN ！ OPEN ！

達文西密碼

3/22（日）

火菩薩

動 食破天驚 2

逗陣ㄟ

等待，只為了與你相會

3/27（五）

紀 飲食革命：明日的餐桌

再造奇蹟

紅鷹俠

紀 失婚記

3/28（六）

再見了，可魯

依戀，在生命中最後八天 動 憤怒鳥

3/29（日）

艾琳娜

動 魔蹤傳奇 Disc1

第二輯

第二輯

金玉盟

誰偷走蒙娜麗莎
南風

：熱門影片、動：動畫片、 紀 ：紀錄片、活：活動、講：講座

文藝復興
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逐漸萌芽，大大的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今
年三月，用電影欣賞文藝復興的美麗痕跡。
米開朗基羅：無盡之詩－進入米開朗基羅的世界，感受雕刻與人心的交織。
達文西密碼－跟著蘭登教授一同解開達文西藏在畫作中的神祕詩篇。
誰偷走蒙娜麗莎－與畢卡索一起經歷羅浮宮史上最大的竊案！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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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盂蘭勝會－李慧嫻陶塑展》2/14（五）∼4/19（日）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從「想」至「妄想」－認識思覺失調症個案的「異想世界」
3/28（六）14:00∼16:00
主
講：林伯彥 院長∕信安醫院、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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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05-5327966、02-23279938#13
備註：活動免費，可登記全國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mhf_yunlin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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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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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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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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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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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嶺・石壁・賞櫻趣

草嶺・石壁・賞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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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嶺・石壁・賞櫻趣
雲林草嶺線主要為斗六至草嶺風景區之好行路線，「草嶺風景區」位於雲林
縣古坑鄉，跨境嘉義縣梅山鄉、南投縣竹山鎮與雲林縣古坑鄉等三處行政區，地形
略呈盆地狀，環山相抱，具有豐富特殊地形景觀，產生蓬萊瀑布、斷崖春秋、峭壁

花公園

荷苞山桐

雄風、水濂洞、青蛙石、奇妙洞、斷魂谷、同心瀑布、連珠池、清溪小天地等景，
故得「草嶺十景」稱號，是草嶺風景區關鍵景點，另外尚有梅山峽谷、萬年峽谷（石

萬年峽谷

鰻坑峽谷）居清水溪河段，以及 921 地震紀念園區（草嶺地質公園）等景點。

DRTS 公車路線

草嶺公園

雲林草嶺線站點：斗六火車站→鎮西國小→水岸藝術公園→成大醫院→受天宮→勞
工育樂中心→環球科技大學側門→東和→荷苞厝→荷苞山桐花公
園→早寮→ ( 地母廟 ) →二坪仔→東內寮→小旗仔→檳榔宅→外
湖→內湖→新草嶺國小→草嶺公園→ ( 草嶺 ) →東碧山莊

草嶺國小

班次
701 路線為需求反應式運輸服

東璧山莊

務公車 (DRTS)，營運日為每週三～
日。 營 運 日 往、 返 各 2 班 次 ( 共 4
車次 )。其中「地母廟」與「草嶺」站點須於前一日進行預約。
里程計費：單程全票 140 元，半票 70 元 ( 一日券 250 元 )
斗六火車站發車（去程）

東碧山莊發車（回程）

08:00

10:00

13:00

15:00

草嶺・石壁・賞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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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兒童閱覽室
文
化
觀
光
處
圖
書
館

建議遊程

開
放
時
間

草嶺一日遊
雲嶺之丘→杉林步道→五元兩角→

雲嶺之丘

木馬古道→萬年峽谷

五元二角

石壁一日遊
峭壁雄風→小天梯→水濂洞→
青蛙石→幽情谷→蓬萊瀑布

峭壁雄風

蓬萊瀑布

索
票
處

草嶺石壁二日遊
Day1・綠 色 隧 道 → 古 坑 華 山 遊 客
中心咖啡烘焙體驗 ( 需預約
) →情人橋→華山小天梯→
古坑咖啡莊園→夜宿 ( 石壁
或草嶺 )
Day2・雲 嶺之丘→杉林步道→五元
二角→午餐 ( 草嶺或石壁商
圈 ) →木馬古道→九芎神木
→萬年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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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3/31（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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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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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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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三）補休228、館舍整理及盤點3/18（三）∼3/20（五）
3/25（三）∼3/27（五）不開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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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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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內鄉

紫斑蝶季
Purple Butterfly Festival In Linn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