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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視聽期刊閱覽室

－試營運開館囉！

月份

1

主題活動

雲林縣地方文化館節

2

北港燈會

3

林內紫斑蝶季

（狀）文化祭

北港百年藝鎮巡迴展

4

雲林客家桐花祭

5

二 ○
二 ○
亞洲國際藝術交流展

6

雲林文化藝術獎、褒忠花鼓文化節

口湖牽水

7

夏至藝術季、閱讀起步走

8

雲林海洋音樂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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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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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工傳藝

百年藝鎮巡迴展
雲林縣北港鎮蘊含豐富的歷史文化，
以媽祖信仰而衍生出的傳統工藝更是獨具
文化意涵。為了能讓逐漸失傳的工藝能繼
續扎根，以落實「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
參與」之核心理念，縣府希望透過策展方
式，以北港媽祖信仰圈為核心，以連結與
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為主軸，藉由
傳承與文化連結，讓歷史現場回應當代生
活場域。策展內容包含傳統技藝的保存、
傳習、推廣以及相關歷史建物整備，期望
讓承載藝術發展軌跡與在地記憶的北港百
年藝鎮，能激發更為多元發展與傳承思維
之價值，進一步從單點之投入加入線與面
之發展，整合在地人文能量與文化資產，
成就歷史記憶之延續與重現。

Schedule

4

活動日程表

活動日程表
2

｜類別 ｜日期

2020・Apr.

◆ 2020亞洲國際藝術
交流展－雲林藝起幸
福
◆ 第30屆東南國中美
術班畢業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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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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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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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4/9（四）∼4/19（日） 雲林國小美術班第五屆畢業暨成果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9

4/9（四）∼4/19（日） 正心中學美術班第28屆畢業暨成果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3樓

07

4/11（六）∼4/29（三） 神工傳藝－北港百年藝鎮巡迴展

北港文化中心

09

4/23（四）∼5/3（日） 2020亞洲國際藝術交流展－雲林藝起幸福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1樓

08

4/23（四）∼5/3（日） 第30屆東南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文化觀光處
展覽館2、3樓

08

徵
自即日起∼5/15（五） 109年度「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
選

◆ 109 年度「雲林縣作
家作品集」徵選
◆ 墨韻樵雨齋－樵雨水
墨畫班師生聯展
◆2020誠品虎尾店
【縣民日】拜三來買
冊

｜頁碼

08

北港迎媽祖展

展

延續至5月份活動

◆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
國展的藝術創作

｜地點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

常設展

覽

◆ 北港迎媽祖展

｜活動內容

雲林縣政府
09
文化觀光處

4月

館室活動暫停

文化觀光處
兒童閱覽室

4月

大地的瑰寶

文化觀光處
10
視聽期刊閱覽室

4月

蒼穹的奧秘

文化觀光處雲林
10
分區資源中心

4月

知識交享閱－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每週一18:30至21:30 常態性課程－詔安客家童謠輕鬆學∕1樓會議室

10

詔安客家文化館 11

每週四18:30至21:30 常態性課程－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1樓會議室

◆ 故事旅行箱工作坊

3/18（三）∼4/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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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8:00
能展示室
活

動

4/29（三）∼6/14（日）
墨韻樵雨齋－樵雨水墨畫班師生聯展∕1樓多功能展示室
09:00∼18:00
4月

掌中風雲 叱吒武林展∕1樓常設展區

4月

江湖救援團特展∕1樓特展區

布袋戲館

12

海口故事屋

13

4/2 （四）、 4/3 （五）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藝龍布袋戲團《沉香救母》
14:30∼15:00
4/4 （六）、 4/5 （日）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長義閣掌中劇團《八戒娶親》
14:30∼15:00
4/11（六）、4/12（日）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五洲明聲掌藝園《周處除三害》
14:30∼15:00
4/18（六）
14:30∼15:00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明星園掌中劇團《上山打老虎》

4/19（日）
14:30∼15:00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明星園掌中劇團《下海捉鮫龍》

4/25（六）、4/26（日）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今日大型中戲《哪吒大戰新冠病毒》
14:30∼15:00
2/14（五）∼4/19（日） 《盂蘭勝會－李慧嫻陶塑展》

｜活動內容

4/26（日）10:30∼11:30
4/1（三）14:00∼15:00
4/2（四）11:00∼12:00
4/2（四）14:30∼15:30
4/3（五）11:00∼12:00
活 4/3（五）14:00∼14:30
4/4（六）11:00∼12:00
動 4/4（六）13:30∼16:30
4/5（日）11:00∼12:00
4/5（日）15:00∼16:00
4/11（六）10:00∼12:00
4/11（六）13:30∼16:30
4/12（日）09:00∼12:00
4/12（日）10:00∼12:00
4/12（日）14:00∼16:00
4/12（日）14:00∼16:00
4/15（三）14:00∼15:00
4/18（六）11:00∼12:00
4/18（六）13:30∼16:30
4/18（六）14:00∼15:00
4/19（日）11:00∼12:00
4/22（三）14:00∼15:00
4/25（六）13:30∼16:30
4/25（六）10:00∼12:00
4/26（日）11:00∼12:00
4/26（日）14:00∼16:00

維京姐姐說故事《一本沒有故事的書》∕2F兒童館
【KOSMOS大魚吃小魚】桌遊Happy Time∕2F兒童館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鼠年工藝聯展：人喜盛世．心有所鼠

合同廳舍【誠品虎尾店】

14

北港工藝坊

14

二崙故事屋

15

工藝坊DIY活動∕藝閣提燈∕費用：免費
工藝坊DIY活動∕防疫紙折∕費用：免費
工藝坊DIY活動∕烙畫體驗∕費用：酌收50元
工藝坊DIY活動∕本週暫停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故事童樂會（聽故事＋玩遊戲）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來玩空氣竹槍（遊戲）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故事尋寶趣（玩遊戲＋畫故事）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廖義雄：打陀螺比賽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詔安大風吹（遊戲）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來演「張骨廖皮」的故事
來說故事∕李信億：我的爸爸是麵包師傅
主題活動－故事劇場∕故事紙偶劇場演練
來說故事∕陳素蓮：大比爾和小比利

｜頁碼

Schedule

4/11（六）15:30∼16:00
4/19（日）15:30∼16:00
即日起至6/30（二）
2/5（三）∼4/30（四）
4/4（六）13:00
4/12（日）13:00
4/19（日）13:00
4/26（日）13:00
4/2（四）10:00∼11:00
4/2（四）15:00∼16:00
4/3（五）10:00∼11:00
4/3（五）15:00∼16:00
4/4（六）10:30∼11:00
4/4（六）14:30∼16:00
4/5（日）10:30∼11:30
4/5（日）14:00∼15:00
4/11（六）15:00∼16:00
4/11（六）、4/18（六）、
4/25（六）19:30∼20:30
4/12（日）10:30∼11:30
4/12（日）14:00∼15:00
4/18（六）15:00∼16:00
4/19（日）10:30∼11:30
4/19（日）14:00∼15:00
4/25（六）15:00∼16:00

｜地點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大家作垺來講客！
來說故事∕林小佩：好想吃榴槤
主題活動－故事創意工坊∕故事紙偶DIY
來說故事∕吳毓珍：和想像力散步
來說故事∕李怡靜：不要一直比啦！
主題活動－故事劇場∕故事紙偶劇場演練
來說故事∕徐麗如：糞金龜的生日禮物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客語故事饗宴＋DIY
幸福學∕《兒童讀書會》李香吟從頭動到腳（英）
雲林故事館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黃秀梅：十二生肖創作DIY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黃秀香：幸運鼠DIY（材料費50元）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許立昌：《不能說的祕密》《張骨廖皮》（台語）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陳素蓮：《張骨廖皮》偶戲工作坊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張真輔：單車旅行冒險故事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吹糖人來了！吃吹糖聽故事！（材料費100元）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劉珮儀：環保蜂蠟布DIY（材料費100元）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賴筠蕙：十二生肖創作DIY
人才培育∕鄭玉貞、雷千慧：不只是說故事：爸媽不要再當句點王/高品質
的閱讀時光，從問對問題延續
雲林社區繪本 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劉瑞
琪：分享小故事，我說一個，同學說一個
故事旅行箱工作坊∕唐麗芳：故事旅行箱工作坊（二）
幸福學∕《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幸福學∕《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人才培育∕馮綺麗：新手爸媽為愛深耕閱讀的種子－認識幼兒的成長階段
及陪伴0-3歲小小孩閱讀
幸福學∕《兒童讀書會》李千慧：創意手作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洪新富：駐館座談會
雲林社區繪本 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劉瑞
琪：如何文先出還是圖先出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洪新富：玩具創客工坊（材料費100元）
故事無國界∕張真輔：故事畫
幸福學∕《兒童讀書會》許立昌：當天使飛過人間（台）
雲林社區繪本 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劉瑞
琪：示範畫畫技巧
人才培育∕鄭玉貞、蔡淑伶：神奇故事藥方－了解你的小屁孩
故事無國界∕賴筠蕙：故事畫
人才培育∕馮綺麗：0-3歲幼兒眼，耳，肢體閱讀開發

活動日程表

｜類別 ｜日期

16

3

活動日程表

Schedule
4

｜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4/29（三）14:00∼15:00
5/9（六）09:00∼12:00
4/5（日）
上午場10:00∼12:00
下午場13:30∼15:30
每週六15:15∼16:00
每週六、日14:00∼18:00
4/2（四）14:00∼15:00
4/2（四）14:00∼14:30
4/2（四）14:00∼15:30
4/2（四）∼4/5（日）
活 4/2（四）∼4/5（日）

4/2（四）∼4/5（日）
14:00∼16:00
4/4（六）14:00∼14:30
動 4/4（六）15:00∼15:30
4/5（日）14:00∼15:30
4/9（四）14:00∼15:00
4/11（六）14:00∼15:00
4/16（四）14:00∼15:00
4/18（六）14:00∼15:00
4/23（四）14:00∼15:00
4/25（六）14:00∼15:00
4/30（四）14:00∼15:00
4/25（六）14:00∼16:00

1/5（日）∼4/5（日）
4/11∼12（週六、日）
09:00∼17:00
4月起
4月起

｜地點

｜頁碼

幸福學∕《兒童讀書會》蔡繐鎂：大野狼肚子餓（日）
故事旅行箱工作坊∕唐麗芳：故事旅行箱工作坊（三）

雲林故事館

16

天然植物藍染手作－手染提袋

雲中街生活聚落

17

雲林學達人∕免費開放
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
雲林記憶cool－創創市集∕免費開放
週四媽媽會∕親子繪本分享∕免費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不愛乾淨的小瑪（繪本
小話劇）∕免費開放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保溼抗菌噴霧DIY∕收費活動
2020 Cool 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玩具角落：積木、玩
偶、恐龍、童玩…∕免費開放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微冊角落幻（換）書：
成人、小朋友、親子（每人最多2本）∕免費開放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溫馨親子午茶時光∕收
費活動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不愛乾淨的小瑪（繪本
小話劇）∕免費開放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保溼抗菌噴霧DIY∕收費活動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葉子拓印DIY∕收費活動
週四媽媽會∕私房美味－手作香蒜抹醬
雲林講古∕閱讀虎尾街屋∕免費開放
週四媽媽會∕夏日健康飲品－冰沙雞尾果汁∕講師：林記蔬果汁－曉慧店長
雲林講古∕閱讀虎尾地方文化館∕免費開放
週四媽媽會∕金屬線編織－療癒小物∼手作發財樹∼∕講師：雅鈴老師
雲林講古∕石龜溪與新大豐碾米廠∕免費開放
週四媽媽會∕沿線好書分享∕免費
精神健康之道入門∕講師：黃勺寧 執行長∕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藝風舞詩團長 田納西書店3樓演講室
涌翠閣冬季展《悲傷的母語》

虎尾鎮水源路27號

19
19

2020雲林客家桐花祭－好客桐樂會

古坑鄉荷苞山桐花公園

20

囤米囤糧囤書本－盡量借．書很多。大家多閱讀 雲林閱讀力NO.1

雲林縣

縣定古蹟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試營運開館囉！

斗南鎮中山路170號

22
24

防疫公告

因應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道疾病（ COVID-19 ）及流感高峰
期，即刻實施以下措施，請留意及配合實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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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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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就醫：
（1）14天內曾至外國地區旅遊或相關接觸史
（2）體溫超過37.5度者
（3）具呼吸道症狀者（呼吸困難、嚴重氣喘）
（4）咳嗽不停者

4. 因政府口罩限購政策，不主動提供口罩，請民眾自備口罩並配戴，敬請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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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圖書館
3月28日（六）～4月13日（一）起入館請配合以下事項：
■ 自修室暫停開放
■ 期刊室、開放式閱覽室、兒童室及三樓分區資源中心
（1）僅提供借、還書服務
（2）電腦、DVD設備暫停使用
（3）暫停報紙雜誌借閱
■ 請多加利用線上預約書、
電子書功能

︶措施
COVID-19

■ 嚴禁在圖書館內逗留

文化觀光處各館因應新冠肺炎︵

文化觀光處各館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措施

5

文化觀光處展覽廳、表演廳及北港文化中心
文觀處展覽廳
採容留人數限制，同時段入館不得超過50人，觀賞者互相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

文觀處表演廳
109年適逢整繕期間，暫訂109年底
開館。現為施工期間，工班均依照
防疫措施入館修繕。

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
自3月開始至6月，暫停對外開放，
原訂表演活動一律延期或取消。

展覽

公誠國小第三屆美術班成果展
■ 展出時間：

Exhibition
6

3 / 21（六）∼ 4 / 5（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公誠國小長期秉持教育多元發展、豐富藝術教
育之理念，以開展創意為起點，因而建立藝術學習
環境，藉由藝術開啟孩子心靈動力，該校於10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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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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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活絡本縣藝術泉源，也展現美術教育向下扎根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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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外，更有精細的水墨工筆畫、版畫、設計作品、陶
藝、雕塑、電繪等多元學習，學生多次於全縣美展、全
國書畫比賽中屢獲佳績，該校美術教育尊重學生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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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的精神。

雲林國小美術班第五屆畢業暨成果展
■ 展出時間：

4 / 9（四）∼ 4 / 19（日）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雲林國小藝術才能班於 101 年成立，
此次為第五屆畢業班成果展，除展出小藝
術家們四年來的學習成果，也精心挑選三
至五年級美術班學生的優秀作品共襄盛
舉，作品中皆能看到學生們以純真的眼光
與十足的想像力來闡釋多彩繽紛的世界，
並另類思考描繪出不同的想像空間，表現
出對藝術滿滿的熱情與感動。

4 / 9（四）∼ 4 / 19（日）

展覽

正心中學美術班第28屆畢業暨成果展
■ 展出時間：

本展展出正心中學美術班學生近三年
來的學習成果，內容豐富多樣，充分展現
學生多元創意。美術班除技法訓練外，也
特別重視學生們的創意與思考，故能在成
果展上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與風格特色。

2020亞洲國際藝術交流展－雲林藝起幸福
4 / 23（四）∼ 5 / 3（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1 樓

主辦單位雲林縣遠景發展協會已有5年
辦理經驗，屢獲藝術家與民眾好評，今年
邀請來自包含加拿大、巴基斯坦、香港、
日本、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波蘭、
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及台灣等 12 個國
家共 42 位藝術家共襄盛舉，呈現當代國際
視覺藝術的多元樣貌，為本縣難得一見的
國際藝術交流展。

第30屆東南國中美術班畢業成果展
4 / 23（四）∼ 5 / 3（日）

■ 展出時間：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3 樓

藝術人文教育為東南國中長期經
營的教育核心理念，美術班重視全人
教育發展，加強學生美術教育的薰陶
並涵養學生美感，本次畢業成果展以
展出三年級畢業班學生作品為主，同
時也有一、二年級美術班學生作品，
本展除呈現出學生日益成熟的美術技
巧外，也積極實踐社區藝術普及化與
藝術生活化之目標。

Exhibition

■ 展出地點：文化觀光處展覽館 2、3 樓

7

展覽
Exhibi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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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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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工傳藝－北港百年藝鎮巡迴展
■ 展出時間：

4 / 11（六）∼ 4 / 29（三）

■ 展出地點：北港文化中心

一年一科的「北港朝天宮迎媽祖」已跨越慣性而成生
活重心，懷抱感恩的程度不變，世代相傳的民俗與工藝，
帶給世人不斷的驚艷，北港就此成為「藝鎮」。眾工藝師
的作品中，看見透過時間淬煉及職人堅持，保留傳統之美
與創新之變，在信仰外更添藝術價值。

其 他

凹凸難行且徐行－陳國展的藝術創作
■ 展出時間：

1 / 15（三）∼ 5 / 8（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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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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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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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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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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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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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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圖書館訊息
僅供借還書服務、電腦、DVD設備、報紙暫停閱覽及使用，禁於館內閱讀書籍及報章雜誌
■ 兒童閱覽室、視聽期刊閱覽室、開架式閱覽室、分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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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開放至4/13（一），將視疫情發展進行調整，並另行公告
■ 4/3（五）、4/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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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室活動暫停】
為做好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防治，文化觀光處－兒童閱覽室，即日起
至5月底「電影播映」及「週末說故事活動」皆暫停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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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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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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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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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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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穹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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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態性課程－詔安客家童謠輕鬆學
每週一18:30至21:30∕1樓會議室
邀請在地客語廖俊龍老師指導，讓學員認識詔安客家童謠在地
聲音的特色，對臺灣語言文化更寬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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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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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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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覽由社團法人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展出今年度藝術創作作品，展覽者均
為在地崙背長青者，藉由老人會多元化的課程內容，使在地居民有更多的學習機
會，，透過活動與相關課程的辦理，培養長輩藝術創作、繪畫、書法等創作，以活
到老學到老為宗旨。展出作品相當豐富，從繪畫、書法、陶土等，均為國寶級的創
作藝術，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觀賞樂活園的展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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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韻樵雨齋－樵雨水墨畫班師生聯展
4/29（三）∼6/14（日）09:00∼18:00∕1樓多功能展示室
本次展覽由在地的水墨畫班－樵雨水墨畫班師生共同展出作品成果，由楊友農
老師親自指導，作品內容相當多元，每位學員展出多樣作品，藉以增添客庄風采。
歡迎大家一同至客館欣賞藝術作品，給予在地藝術家最大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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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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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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布袋
戲館

Activi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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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演出節目∕2樓戲院
4/2（四）、4/3（五）14:30～15:00／藝龍布袋戲團《沉香救母》
藝龍布袋戲團簡介
團長蔡坤仁1982年成立「俊興閣」，2006年改用「藝龍」
之名，2014、2016年獲選南投縣政府「傑出演藝團隊」，演出
劇型涵蓋古冊戲、劍俠戲等。
劇目介紹：宋朝時，劉錫與神女聖母楊鳳仙被囚禁於華山黑風
洞，產下一子名叫沉香。因沉香誤傷丞相之子，逃
命在外，幸運被霹靂大仙收為徒弟，一日沉香得之
身世，霹靂大仙讓他下山，前去解救母親。沉香以
神斧劈開華山救出母親，一家團圓。

4/4（六）、4/5（日）14:30～15:00／長義閣掌中劇團《八戒娶親》
長義閣掌中劇團簡介
長義閣掌中劇團創團於1945年，傳承四代，2013年獲嘉義
市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連續20年獲選嘉義市傑出演藝團隊，並
於2020年入選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長
義閣的作品以傳統掌中技藝保有傳統元素之餘，亦能持續創新
及傳承。

Activity

五洲明聲掌藝園簡介
團長朱志豐，師承台中春秋閣布袋戲團施秋旺先
生。曾任明聲閣掌中劇團主演、 沈明正布袋戲攝影棚木
偶組組長、黃俊雄電視木偶劇團後場配樂與木偶指導、
黃立綱天地多媒體攝影棚現場指導。

活動

4/11（六）、4/12（日）14:30～15:00／五洲明聲掌藝園《周處除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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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六）14:30～15:00／明星園掌中劇團《上山打老虎》
4/19（日）14:30～15:00／明星園掌中劇團《下海捉鮫龍》
明星園掌中劇團簡介
明星園創立於民國 59 年，劇團取名明星意指『日月
日生綿延不斷，明星貴氣一蓋台灣』。凡舉至今已過 47
年，師承五洲派，擁有五洲派精湛口白、五音、詩詞的
基本功；音色變化分明、咬字清楚是最大的特色。曾榮
獲民國 96 、 99 ∼ 105 年雲林傑出團隊、民國 97 、 99 、
100年雲林國際偶戲節第二、四、五屆金掌獎最佳劇本獎。
劇目介紹：改編自傳統民間故事《周處除三害》，分成《上山打老虎》及《下海抓蛟
龍》，兩部，勸人心向善知恥近乎勇，以親子劇方式呈現，寓教於樂。

4/25（六）、4/26（日）14:30～15:00／今日大型中戲《哪吒大戰新冠病毒》
今日大型掌中戲介紹
今日大型掌中戲第二代團主許家誠為雲林二監受刑人布
袋戲指導老師，多次參與雲林國際偶戲節演出及雲林縣布袋
戲校園植根藝師，擅長演出金光戲。
劇目介紹：團主許家誠長期投入學校及幼兒園進行布袋戲推
廣及演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為讓兒
童易懂及灌輸衛生教育觀念，發想出以傳統布袋
戲結合時事宣傳抗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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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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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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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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沒有故事的書》
4/11（六）15:30∼16:00∕2F兒童館
灰灰是一本圖書館裡的書，但是他從來沒有被人讀過，甚
至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書。難過的灰灰，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和他一起分享故事的人。他能順利找到嗎？！獻給每一位喜歡
閱讀和不喜歡閱讀的孩子！
適合年齡│3歲以上

【KOSMOS大魚吃小魚】桌遊Happy Time
4/19（日）15:30∼16:00∕2F兒童館
歡迎進入熱鬧的海底世界，這裡有各種不同顏色、大小的
魚，還有兇猛的食人魚！大魚可以吃小魚，食人魚可以吃新鮮
魚，記得注意魚的顏色！準備好了嗎？瘋狂的競賽要開始了。
適合年齡│7歲以上

2020誠品虎尾店【縣民日】拜三來買冊
即日起至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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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透明傘」乙支（市價 380
元）；滿1,500元，可參加「虎好運轉轉樂」乙次。
※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書店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

北港
工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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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坊DIY活動
4/4 （六）13:00∕藝閣提燈∕費用：免費
4/12（日）13:00∕防疫紙折∕費用：免費
4/19（日）13:00∕烙畫體驗∕費用：酌收50元
4/26（日）13:00∕本週暫停
＊以上皆採，網路名額10名（搜尋北港工藝坊粉絲專頁貼文），現場報名10位（12:30開始現場報名）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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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活動－兒童節特別企劃
4/2（四）10:00∼11:00∕故事童樂會（聽故事＋玩遊戲）
4/2（四）15:00∼16:00∕來玩空氣竹槍（遊戲）
4/3（五）10:00∼11:00∕故事尋寶趣（玩遊戲＋畫故事）
4/3（五）15:00∼16:00∕廖義雄：打陀螺比賽
4/4（六）10:30∼11:00∕詔安大風吹（遊戲）
4/4（六）14:30∼16:00∕來演「張骨廖皮」的故事
主題活動－故事劇場
4/5 （日）14:00∼15:00∕故事紙偶劇場演練
4/19（日）14:00∼15:00∕故事紙偶劇場演練
來說故事
4/5 （日）10:30∼11:30∕李信億：我的爸爸是麵包師傅
4/11（六）15:00∼16:00∕陳素蓮：大比爾和小比利
4/12（日）10:30∼11:30∕林小佩：好想吃榴槤
4/18（六）15:00∼16:00∕吳毓珍：和想像力散步
4/19（日）10:30∼11:30∕李怡靜：不要一直比啦！
4/25（六）15:00∼16:00∕徐麗如：糞金龜的生日禮物
主題活動－詔安客家文化
4/11（六）、4/18（六）、4/25（六）19:30∼20:30∕大家作垺來講客！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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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日）14:00∼15:00∕故事紙偶DIY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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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六）清明連假開館時間：09:00∼17:00
休館時間：週一、週二休館∕4/8（三）、4/9（四）補休清明連假∕其它休假

網

活動

二崙
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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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雲林
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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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三）、4/9（四）補休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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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日：每月最後一個週日（全日臺語服務）

幸福學
4/1 （三）14:00∼15:00∕《兒童讀書會》李香吟從頭動到腳（英）
4/12（日）14:00∼16:00∕《歐巴桑小市集》（自然、健康、手作）
4/12（日）10:00∼12:00∕《抓周收涎》乖寶寶來抓周
4/15（三）14:00∼15:00∕《兒童讀書會》李千慧：創意手作
4/22（三）14:00∼15:00∕《兒童讀書會》許立昌：當天使飛過人間（台）
4/29（三）14:00∼15:00∕《兒童讀書會》蔡繐鎂：大野狼肚子餓（日）
清明連假特別企畫
4/2（四）11:00∼12:00∕黃秀梅：十二生肖創作DIY
4/2（四）14:30∼15:30∕黃秀香：幸運鼠DIY（材料費50元）
4/3（五）11:00∼12:00∕許立昌：《不能說的祕密》《張骨廖皮》（台語）
4/3（五）14:00∼14:30∕陳素蓮：《張骨廖皮》偶戲工作坊
4/4（六）11:00∼12:00∕張真輔：單車旅行冒險故事
4/4（六）13:30∼16:30∕吹糖人來了！吃吹糖聽故事！（材料費100元）
4/5（日）11:00∼12:00∕劉珮儀：環保蜂蠟布DIY（材料費100元）
4/5（日）15:00∼16:00∕賴筠蕙：十二生肖創作DIY
雲林社區繪本 109年社區繪本創作－「我的BOOK」創作研習課程
4/11（六）13:30∼16:30∕劉瑞琪：分享小故事，我說一個，同學說一個
4/18（六）13:30∼16:30∕劉瑞琪：如何文先出還是圖先出
4/25（六）13:30∼16:30∕劉瑞琪：示範畫畫技巧
人才培育
4/11（六）10:00∼12:00∕鄭玉貞、雷千慧：不只是說故事：爸媽不要再當句點
王/高品質的閱讀時光，從問對問題延續
4/12（日）14:00∼16:00∕馮綺麗：新手爸媽為愛深耕閱讀的種子－認識幼兒的
成長階段及陪伴0-3歲小小孩閱讀（可以帶0-3歲寶寶一起參與）
4/25（六）10:00∼12:00∕鄭玉貞、蔡淑伶：神奇故事藥方－了解你的小屁孩
4/26（日）14:00∼16:00∕馮綺麗：0-3歲幼兒眼，耳，肢體閱讀開發（可以帶0-3歲寶
寶一起參與）

活動
Activity

故事旅行箱工作坊 上課地點：土庫萬得醫院（土庫鎮中山路204號）
4/12（日）09:00∼12:00∕唐麗芳：故事旅行箱工作坊（二）
5/9 （六）09:00∼12:00∕唐麗芳：故事旅行箱工作坊（三）
故事無國界－文化創意進駐
4月展覽∕紙藝大師洪新富：玩轉人生
4/18（六）11:00∼12:00∕洪新富：駐館座談會
4/18（六）14:00∼15:00∕洪新富：玩具創客工坊（材料費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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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無國界
4/19（日）11:00∼12:00∕張真輔：故事畫
4/26（日）11:00∼12:00∕賴筠蕙：故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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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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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典雅的日式場域裡，用手感體驗藍染文化工藝。」
雙手浸泡在藍染池裡，將給母親的溫暖用手感溫度浸染在提袋裡，帶回家的不
只是充滿意義的提袋，還有歷史悠久的傳統技藝。
持雙柔情的手，憑著植物優然的色蘊，染出生活必備的典雅提袋，緻予優雅的
母親，傾訴日常裡最深的愛。

天然植物藍染手作－手染提袋
4/5（日）上午場10:00∼12:00、下午場13:30∼15:30
滿8人即開課，每場最多12人，10歲(含)以上之民
眾即可報名。課程準時開課，請穿著深色上衣參加。
報名資訊：請洽「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粉絲專頁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活動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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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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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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學達人
每週六15:15∼16:00∕免費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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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日14:00∼18:00∕免費開放
屬於記憶cool的美好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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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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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四）14:00∼15:00∕親子繪本分享∕免費
4/9（四）14:00∼15:00∕私房美味－手作香蒜抹醬
＊自備容器需烘乾，吐司必備良品，150元/堂，含100g香蒜醬及提供茶飲一杯，6人即開班

4/16（四）14:00∼15:00∕夏日健康飲品－冰沙雞尾果汁∕講師：林記蔬果汁－
曉慧店長
期待已久的夏日快來啦!課程中準備幾款夏日專屬特調，讓夏日不愛喝水的大
朋友小朋友們如果打出一杯水份很高的果汁，在家裡就可以自已做健康衛生的冰沙
雞尾果汁。＊150元/堂，提供果汁一杯，6人即開班
4/23（四）14:00∼15:00∕金屬線編織－療癒小物∼手作發財樹∼∕講師：雅鈴老師
用我們一雙手，就能編織獨特專屬的發財樹。課程採用美國進口藝術銅線，搭
配天然石（水晶），讓我們在悠閒的下午中完成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發∼財∼樹。
（本次參與課程的朋友都可使用整捲的藝術銅線，不用因為材料不足而不敢發揮哦∼）＊350元含飲料，6人即開班

4/30（四）14:00∼15:00∕沿線好書分享∕免費

備註：以上活動請預先報名，以利作業。因故無法參加者，請3天內自行來電取消報名，感謝配合。

2020 Cool兒童（親子）節：閱讀、手作、防疫
4/2（四）∼4/5（日）
鼓勵親子一起閱讀及動手做一件事，對象針對祖孫、父母親和小孩、阿姨舅舅
和外甥女/子、姑姑叔叔和姪女/子、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4/2（四）14:00∼14:30∕不愛乾淨的小瑪（繪本小話劇）∕免費開放
4/2（四）14:00∼15:30∕保溼抗菌噴霧DIY∕收費活動
4/2（四）∼4/5（日）14:00∼16:00∕溫馨親子午茶時光∕收費活動
4/2（四）∼4/5（日）∕玩具角落：積木、玩偶、恐龍、童玩…∕免費開放

活動

4/2（四）∼4/5（日）∕微冊角落幻（換）書：成人、小朋友、親子（每人最多2本）
∕免費開放

※活動收費：380元含下午茶一份∕手作體驗一次
※午茶、手作一律採取線上報名，雲林記憶Cool洽詢電話05-6327282，報名活動資訊依館舍官網訊息為主。

雲林講古
4/11（六）14:00∼15:00∕閱讀虎尾街屋∕免費開放
4/18（六）14:00∼15:00∕閱讀虎尾地方文化館∕免費開放
4/25（六）14:00∼15:00∕石龜溪與新大豐碾米廠∕免費開放

※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

講 座

精神健康之道入門
4/25（六）14:00∼16:00
講
師：黃勺寧 執行長∕雲林精神健康學苑、藝風舞詩團長
地
點：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田納西書店3樓演講室
報名方式：請洽 2 樓田納西書店櫃台 05-5327966 、 02-2327-9938#13 或 mail 至

brain013@mhf.org.tw
※本活動費用100元（含課程講義、精神健康徽章、精神健康家族護照及授證證書），可登記全國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更
多訊息請至雲林精健學苑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mhf_yunlin，本活動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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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六）14:00∼14:30∕不愛乾淨的小瑪（繪本小話劇）∕免費開放
4/4（六）15:00∼15:30∕保溼抗菌噴霧DIY∕收費活動
4/5（日）14:00∼15:30∕葉子拓印DIY∕收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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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客家桐花祭｜好客桐樂會
2020
20

2020雲林客家桐花祭

好客桐樂會
又到桐花綻放的季節了！每年春夏交替之際，古坑荷苞山
桐花公園可以欣賞到油桐花滿山遍佈的美景，靄白的花瓣與
桃紅的花蕊隨風飄落，像是白雪紛飛形成最美的景色。
本縣桐花預估 4 月中旬陸續進入盛開期，桐花祭活動自 4
月11日起至12日於古坑鄉荷苞桐花公園浪漫登場，讓遊客欣
賞桐花步道生態外，也結合古坑最香醇的台灣黑咖啡的奇幻
魅力、在地小農，讓民眾享受自在的幸福休閒之旅，歡迎全
國鄉親來體驗及享受浪漫客家風情，品味最簡單自在的幸福
雲林微旅。
今年客家桐花祭活動包含有：漫遊步道賞桐花、桐舞樂音
聲飄揚、青農市集秀創意、好客小物愛分享、認識油桐動動
腦、白桐花與黑咖啡的對話、黑咖白桐時光機－咖啡藝廊交
流會等活動來呈現，現場備有限量小樹苗贈送，讓民眾探索
桐花及體驗客家文化之美。

間 109年4月11∼12日（週六、日）09:00∼17:00

地

點 古坑鄉荷苞山桐花公園

雲林客家桐花祭｜好客桐樂會
2020

時

活動洽詢 古坑鄉公所・05-5826320

4 月 11 日舞台節目流程

4 月 12 日舞台節目流程

09:00 – 09:30

活動開場

09:00 – 09:30

活動開場

09:30 – 09:50

在地團體表演

09:30 – 10:00

在地團體表演

09:50 – 10:00

在地團體表演

10:00 – 10:20

在地團體表演

10:40 – 11:10

客語桐玩有獎徵答

10:20 – 10:40

桐咖知識王

11:10 – 11:40

活力姐姐帶動跳

10:40 – 11:00

在地團體表演

11:40 – 12:00

桐咖知識王

11:00 – 11:20

在地團體表演

12:00 – 14:00

輕音樂饗宴

11:20 – 11:40

歡樂小丑秀

14:00 – 16:00

愛無限樂團

11:40 – 12:00

一桐來競標

16:00 – 16:30

一桐來競標

12:00 – 14:00

輕音樂饗宴

16:30 – 17:00

在地團體表演

14:00 – 16:00

SUNNY 樂團

16:00 – 16:30

魔術達人

16:30 – 17:00

在地團體表演

節目內容如有異動調整，請查詢「2020雲林客家桐花祭-好客桐樂會」臉書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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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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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閱讀力NO.1

盡量借．書很多。大家多閱讀

囤米囤糧 囤書本

雲林縣民熱愛閱讀！ ！
教育部公布「 108 年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
讀力年度報告」，雲林縣在整體閱讀力躍升城市
項目獲得「縣市人口50萬以上組」第一名，整體
閱讀力成長率更提升至2.16%，可見本縣縣民們
擁有旺盛的閱讀需求。
為了推廣全民閱讀，雲林縣特別邀請李冠河
先生擔任雲林縣愛閱達人。李冠河先生長年從事
兒童美術教學，善用圖書館圖書資源，結合繪本
美學、技巧、故事等，曾於 106 年及 103 年與雲
林縣政府合作出版《飛揚的蒲公英》人權教育圖
畫書，與《幸福樹》繪本，至今仍持續進行兒童
人權教育及閱讀推廣活動。縣府希冀透過愛閱達
人傳遞閱讀的幸福，讓更多人一起來感受閱讀的
幸福，獲取心靈的感動。
雲林文化觀光處今年更推出很不公部門的政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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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處陳璧君處長出席宣傳記者會

府出版品－「雲林作家作品集」兩本詩

點至嘉義、台中、南投等外縣市，未來期

集，採極簡、精裝的設計，更以裸背手縫

望讓書香知識以雲林為起點向全台持續發

方式呈現，讓民眾手上閱讀的不只是書本

散。縣府預計今年將舉辦首次「雲林青少

而已，更是一件可同時獲致視覺與心靈滿

年閱讀大使徵選」，相信透過青少年的力

足的藝術品，突破社會大眾對政府出版品
的想像。透過政府出版品品質的提升與展
現，在精美的印刷以及豐富的內容，與專

量可帶起另一波閱讀風潮，讓更多人加入
因閱讀而幸福的行列。

業出版品相較，我們毫不遜色。藉由文學

而近期正值防疫期間，居家閱讀成為

力與設計力結合的魅力，希望政府出版品

安定身心的好方法，民眾只要利用手機、

更具可讀性且深入大眾，除了雲林縣各圖

平板、電腦等，透過「台灣雲端書庫」及

書館可借閱外，在五南文化廣場、國家網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路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皆可購得。
雲林縣希望縣民「因閱讀而幸福」，
致力於推動「微冊角落」，如今「微冊角
落」計畫堂堂邁入第 4 年，以創新思維打
造雲林專屬閱讀品牌的「微冊角落」，目
前全縣 20 鄉鎮市均有微冊角落，甚至擴

借閱電子書，避免群聚風險，讓民眾於防
疫期間仍能閱讀不間斷，持續因為閱讀而
幸福。
台灣雲端書庫：http://lib.ebookservice.tw/ylc/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https://ebook.nlpi.edu.tw/

縣定古蹟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試營運開館囉！

館囉！

試營運開

縣定古蹟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
試營運開放日期：

4/11（六）、4/12（日）、4/18（六）、4/19（日）
開放時間：10:00～15:00
地
址：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70號
洽詢電話：05-5523176

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修復展
雲林縣縣定古蹟―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前身
是「台南州斗六郡斗南警察官吏派出所」，興建於

1930年（昭和5年），2009年被公告為縣定古蹟，
建築物仿西洋風格，結合磚造及木造形式，正面山
牆有弧形窗，為日治警察局派出所的典型型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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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規模完整，值得一探究竟。

流動藝術饗宴－陳岳山大師書畫展

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正面入口

本次開館特別與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合作，邀請在地國寶級陳岳山大師展出珍
貴的書畫作品，透過微型策展方式呈現有別於展覽館的展出，透過大師充滿張力與意
境的作品，搭配著有著歲月與文化積累的建築空間，讓藝術更貼近生活，邀您一同來
感受。

時光拘留所－警察文物展
時光拘留所，即以警察為主題，規劃展示警察相關文物，除了介紹台灣警察制度
的演變，也設計互動體驗，讓民眾了解警察制服的小知識，現場更有警察文物特展，
除外還可親眼感受1950年的拘留所殘跡。
＊即將開放線上預約導覽請密切留意文化觀光處FB宣傳，防疫期間入館請配合量額溫噴酒精並戴上口罩喔！

時光拘留所－警察制服大考驗

時光拘留所－警察文物展

開放時間

兒童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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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室

暫停開放至4/13（一）

將視疫情發展進行調整，並另行公告

展覽館・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4/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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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放
時
間

休館時間

週二∼週日 09:00∼17:00（中午不休息）

4/3（五）、4/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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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崙故事屋

週三、四、五、日、國定假日 09:00∼17:00
4/4（六）清明連假開館時間：09:00∼17:00

4/8（三）、4/9（四）補休清明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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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政府防疫政令
4/2（四）起，園區暫停對開放，俟疫情趨緩後再行開放，不便
之處敬請見諒！

休館期間，園區將進行館舍內部及園區加強環境清潔、消
毒、盤點等工作，將展現更舒適安心環境再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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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三）、4/9（四）補休清明

週一、週二休館∕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網站/告示）為準

他里霧繪本館
他里霧漫畫館

68電影館
環境教育館
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索
票
處

聯
絡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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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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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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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33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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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