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 108 年 1-2 月地方特色產業、節慶、文化、觀光、體育等活動彙整表
【本表資料彙整由各機關提供，最新或詳細內容請洽各主辦單位窗口】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一)樂儀隊表演︰

1.

邀請海軍陸戰隊樂儀隊表演。
(二)升旗典禮：
由市長及議長帶領府會團隊與現場
民眾進行升旗典禮。
(三)元旦祈福：
高雄市各界慶祝 由市長及議長啟動『嶄新高雄 創造
中華民國 108 年 無限』祈福儀式，與現場民眾一同進 1/1(二)
7:30-8:30
元旦升旗典禮
行元旦祈福。
(四)發放限量捷運卡：
發放 5,000 張捷運卡給參與活動之民
眾，增進市民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捷運卡以 108 年生肖(豬)為主
圖，由社團法人台灣凝愛關懷弱勢協
會繪圖。

高雄市文化中心圓形廣
場(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 社會局

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張銘庭科員

路 67 號)

3368333 分機 3852

品嚐最「鮮」路竹鹽地番茄，口感與

2.

3.

品質獲得廣大民眾喜愛！為了推廣
路竹四寶（番茄、雞蛋、花椰菜、虱
目魚），除了可以親自下田鮮採番 1/5~6
2018 路竹番茄節
茄，更可以欣賞在地學校團體藝術表 9:00~16:00
演、參與番茄樹苗 DIY、認識路竹產
業文化特色及 YOYO 台哥哥姐姐們的
互動表演，是親子同樂的好所在！
(1)全台最南端的賞梅勝地
(2)高雄市竹林休閒農業區中「百年
秋冬漫遊六龜.
梅樹區」
1/12~1/20
賞蝶賞梅泡湯趣 (3)其他:賞梅開幕儀式、賞梅鬧市
集、街頭藝人表演、手作體驗行
程等。

高雄路竹體育園區(高雄
高雄市路竹區公 農 業 課 邱 慧 瑜
市路竹區社南里大同路
所
07-6979206
155 號)

高雄市竹林休閒農業區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 六龜區公所
竹林 60 號）

農業課 林怡君
6892100*63

大覺寺

經建課 葉雨欣
3513309#135

高雄市大社區為農業村莊，特有農特

4.

產品「芭樂」
、
「棗子」
、
「牛奶」合稱
「大社三寶」。本區為「台灣帝王芭
樂」以及第一個大規模生產棗子的地
108 年度大社三
區，牛奶產量亦居全市之冠，尤其是
寶農特產觀光季
108/1/13 9:00
蜜棗更是獨領風騷；因此發展觀光活
活動
動上，若與這三大農特產行銷相結
合，必能夠創造流行話題，開創大社
農業觀光行銷的特色，促進城鄉經濟
發展。

大社區公所

幸福圓夢系列講 邀請南投縣「青蛙ㄚ婆ㄟ家」民宿女
5.

座 : 創 造 心 中 的 主人王惠美主講，從面對父親的事業 108/1/13(日)
夢田~~從醬油世 破產，一肩扛起家計，克服困境，進 14:30~16:30
家到民宿達人
而成為著名民宿達人。

高雄市立社教館演講廳

高雄市立社教館
樂學齋出版社

社教館輔導組周明
威
07-8034473 轉 212

【蓬勃籃球運動風氣 培養健康生
活態度】
為積極鼓勵民眾從事正當休閒活

6.

7.

8.

動，培養良好運動習慣，本市每年
1.高 雄 市 政 府 運 1.運 動 發 展 局 陳 盈
108 年高雄市第 舉辦市長盃全國籃球錦標賽，以厚
青少年運動園區籃球場
動發展局
里
39 屆市長盃全國 植籃球的運動風氣及技術水準，同 1/16-1/27(暫定) (暫定)(苓雅區明德街 2
7229449#303
時宣導反毒、反飆車、反暴力，以
籃球錦標賽
號)
2.高雄市體育會 2.高 雄 市 體 育 會 籃
培養全民運動習慣及良好生活態
球委員會陳勁翔
度；配合新南向政策，歡迎外移勞
先生 7227033
工共襄盛舉，以運動連結雙方交
流。
【快樂踢球玩出健康 親子同歡】
廣邀對幼兒足球有興趣的爸爸媽
2019 高雄市體育
媽帶家裡 3 至 5 歲的小寶貝參加， 1/19
季幼兒足球錦標
在 歡 樂 有 趣 的 錦 標 賽 中 認 識 足 08：00
賽
球、訓練肢體發展並感受足球的力
與美。
1/19
【歷史悠久 在地指標賽事】
08：30-17：00
2019 高雄市體育 和家盃排球錦標賽邁入第 63 屆，
季全國第 63 屆和 為期 4 天的賽事歡迎各年齡層的參 1/20
08：30-17：30
家盃排球錦標賽 與，包括社會男女組、大專男女
組、高中男女組、國中男女組、男 1/21
08：30-17：30

中正運動場(苓雅區中正 高 雄 市 政 府 運 動 黃建榮
一路 99 號)
發展局
7229449#404

1. 福誠高中體育館（鳯 1.高 雄 市 政 府 運
戴黎玲
山區五甲三路 176 號） 動發展局
722449#310
2. 前鎮國中（前鎮區新
2.中 華 民 國 排 球
衙路 17 號）
協會及高雄市
3. 鳳山國中（鳳山區中
體育會
山東路 227 號）

女童六、五年級組、壯年男子九人

1/22
制組、長青男子九人制組、媽媽九 08：30-14：30
人制組、男女混合九人組等。活動
採收費報名，預估將有 21 組約 376
隊 11,496 人迎接這場全國排球界
的年度盛會。

4. 樂群國小（前鎮區竹
內里育樂路 61 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學學文化
創意基金會產官學合作案，透過地方

9.

色彩採集、色彩課程體驗、色彩創作
練習等教學課程，引導學生尋找在地
文化色彩與風格特色，並進行感動生
肖微型素胚彩繪創作，帶領孩子體
會、發現在地文化色彩。
由教師提交之色彩教案中選出 108/01/24(四)
「感動豬」兒童
優秀種子教師，帶領班級學生 參加 10:30-11:30
暨青少年彩繪特
「感動生肖」彩繪創作活動。學生作 特展記者會
展
品安排在高雄美術館展出，鼓勵孩 (長官來賓致詞)
子成為展覽的參與者與創作者。此外
展覽期間將由高雄市教育局專案補
助 60 所學校進行「色彩學學－ 學生
美感體驗」校外教學課程，透過展覽
作品導覽與賞析，培養學生對於色彩
的敏銳度與文化的感知，豐富學生美
感體驗及視野。

高雄市政府教育
教育局國教輔導團
局國教輔導團與
(高 雄 市 鼓 山 區 美 術
課督薛瑞君
學學文化創意基
館 路 80 號 )
07-3590116 轉 134
金會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

【泳往直前 游向健康】
第二屆高雄市理 加強推廣全民游泳運動，提高基層選
事長盃冬季短水 手游泳技能與水準，培養優秀游泳人
1/25-1/28
道全國分齡游泳 才。
錦標賽

【乒向菁英 高額獎金】
本賽事自 97 年起舉辦迄今邁入第 11

11.

1.運 動 發 展 局 陳 盈
里
1.高 雄 市 政 府 運
7229449#303
國際游泳池(苓雅區中正
動發展局
2.高 雄 市 體 育 會 游
一路 94 巷 1 號)
2.高雄市體育會
泳委員會許衛銘
7237199

2019 全國少年桌

1.
球菁英賽南區賽
1. 高 雄 市 政 府 運
2019 全國少年桌 屆，係為推廣桌球運動，提升國內少
1/26-1/29
動發展局
球菁英賽南區賽 年桌球技術水準，讓全國桌球好手切
五甲國小(鳳山區五甲二
2. 高 雄 市 體 育 會
暨 2019 青少年桌 磋球技，更期盼將經驗傳承，培訓更
路 424 號)
2.
2019 青少年桌球
及台灣乒乓球
球菁英賽獎金賽 多桌球人才。此屆比賽項目擴及青少
菁英賽獎金賽
總會
年選手並邀請外籍選手參賽，增進國 2/16-2/18

運動發展局宋慧
英
7229449#308
台灣乒乓球總會
彭秀芳
07-3909432

際競爭力。

12.

展覽採一個線性時光回溯的內容規
劃設計，從霹靂核心主角素還真作為
第一人稱起始，回視整個霹靂三十年
霹靂藝術科幻特
的豪情萬丈與武林俠義，透過直觀式
展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的手法，帶大家勇闖霹靂的時空與故
Pili Fantasy
2019/02/01( 五 )蓬萊區 B4 倉庫
事，在墜入霹靂異空間的同時，感受
World of Puppet
2019/04/07(日) (高雄市鹽埕區蓬萊路 97
到霹靂布袋戲的傳承使命與創新精
Art
號)
神。結合本土科技團隊、新銳設計
師、與跨界台灣品牌產業，希望透過
更大維度的合作與對話，帶出台灣傳
統藝術的更多重可能性。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第三屆駁二小夜埕 Max.Mix.Match 希

13.

望融入更多元的活動內容、更瘋狂的
計畫，打破每個人對農曆新年活動的
想像，一切看似衝突的元素卻又能彼
此和諧，這次無限放大版的駁二小夜
駁二駁遊路、淺三船渠
2019/02/05(二)2019 駁二小夜埕 埕，要把駁遊路打造成迷幻絢爛的冷
(近大勇區 P2、P3 倉庫)
10(日)
MMM
光霓虹大道，期間即將進駐多間經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14:00~20:00
及潮流品牌、好看又好吃的打卡必備
號)

文化局

錢怡安
07-5214-899#203

美食、還有不是你心中想的那種台式
電音的台味 DJ 派對。2019 駁二小夜
埕 MAX.MIX.MATCH 要讓你過和別人不
一樣的新年。
(1) 花海主場地 (台 28
號省道旁；高雄市阿
蓮區港後里崙頂 1-1

(1) 花海
(2) 農特產及在地美食展售、養生火
鍋、盆栽種苗 DIY、花器 DIY

14.

阿蓮區鴨花漫遊
(3) 採果趕鴨體驗
活動
(4) 社區導覽及光德寺禮佛

108/2/8-9
9:00-16:00

15.

（一） 燈區展示
(一)燈區展示
1. 隧道燈飾區
2/9~2/24
2. 大型創意燈飾區
18:00~22:00(例
2019 高雄燈會藝
3. 生肖燈區
假日延長至
4. 全國創意花燈競賽燈區
22:30)
術節
5. 燈光投影展演區
（二） 重點活動時間
(二)重點活動時
1. 全國創意花燈競賽區：社會組 間

崙港社區總幹事鄭
阿蓮區公所/阿蓮
號對面)
文能 0937491815
區崙港社區發展
(2) 阿 蓮 區 崙 港 社 區 活
阿蓮區公所李一德
協會
動中心(高雄市阿蓮
6311177#32
區港後里港後 118-6
號)

地點：高雄港第 2 至 10
號碼頭。
觀光局

觀光局鄭維楨
7995678#1538

（含大專）、高中職及國中小 1.全國創意花燈
組之創意花燈競賽參展。
競賽區 2/9~2/24
2. 開幕式：邀請知名藝人或表演 18：00~22：00
團體，並搭配燈光投影展演，2.開幕式 2/9
讓民眾一同共襄盛舉。
19：00~21：30
3. 暖身活動：為提前行銷 2019 3.暖身活動
高雄燈會，於 12 月辦理 3 場 107/12/14~12/17
音樂會，並於 12 月 17 日啟動
點燈儀式。
4. 大胃王比賽：豬年讓人聯想到 4.大胃王比賽
「吃」，因次舉辦趣味性與話 暫定 2/17
題性十足的大胃王比賽，還有 19:30-20:30
比賽獎金，讓民眾邊品嘗美食
邊歡慶元宵。
5. 親子彩繪小提燈：透過親子參 5.親子彩繪小提
與一同繪製燈籠，完成品可於 燈
規劃區域放置，夜晚中看見自 暫定 2/10.2/17
己的作品閃閃發亮。
19:30-21:30
6. AR 天燈 APP：透過手機 APP 送 6.天燈 APP
出祈福話語，將文字顯示於 暫定 2/9~2/24
AR 天燈物件上，將天燈升上
天際。並有限量打卡發放小提
燈。
土地伯公（福德正神）為傳統客家重
要信仰神祇，為感謝伯公庇佑，祈求
16.

新的一年風調雨順，108 年 2 月 14
2/14
108 年新春祈福 日假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辦理「新
09:30~10:50
春祈福」活動，由市長引領客家鄉親
及市民，一同遵循客家傳統古禮祭
拜。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文物館(高雄市三民區同 客家事務委員會
盟二路 215 號)

綜合規劃組
尤瑞君
3165666 轉 25

17.

18.

邀請補教名師呂捷主講，從老師眼中
樂活心靈˙台灣
的頭痛人物變成全台灣最紅的歷史
高雄市立社教館 社教館輔導組周明
加油系列:魯哥
108/2/16(六)
老師，呂捷老師要告訴大家幽默感從
高雄市立社教館演藝廳 中 油 公 司 煉 製 事 威
教的不是歷史是
14:30~16:30
哪裡來?他相信尊重盡責藏拙飄丿是
業部大林煉油廠 07-8034473 轉 212
人性
改變自己命運的法寶。
(1) 主廚上菜：獨家洋蔥料理征服你 主廚上菜、洋蔥王
的胃，傳遞林園洋蔥好滋味，實 競賽、ㄎㄠ蔥頭體
踐產地到餐桌理念。
驗、親子闖關、創
(2) 第 二 屆 洋 蔥 王 競 賽 ：「 一 顆 比
意 DIY 活動、農漁
大」、「十顆比重」競賽，鼓勵生
產優質農產，提升產業競爭力與 產品展售市集
2/16
市場知名度。
(3) ㄎㄠ蔥頭農事體驗：民眾親自下 9:00~17:00
田採收洋蔥，體驗一日農夫樂趣。
2019 林 園 洋 蔥 (4) 親子闖關、創意 DIY 活動：以洋
廣應廟前廣場
高雄市林園區公所
高雄市林園區公
蔥為主題，設計活動關卡、規劃
節暨農漁產推廣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
經建課 吳俐靜
手作 DIY 課程，藉小小洋蔥發揮
所
活動
340 號)
6412511 分機 508
大大創造力。
(5) 農漁產品展售市集：陳列在地農
漁特產品、社區文創藝品，推展
林園各項產業，提高總體經濟產
值。
(6) 企業員工日：安排參訪林園特色 企業員工日
景點、享用洋蔥創意料理及ㄎㄠ
2/17
蔥頭體驗，拓展林園觀光、行銷
洋蔥，增加員工互動情誼、凝聚 9:00~12:00
團隊向心力。

【滑出一片天 速度與藝術的競技饗
宴】
透過賽事推廣滑輪溜冰運動，提升
本市滑輪溜冰競技實力。錦標賽包
含三項競賽項目:
1. 競速賽:於全台最高等級的高雄
國際滑輪溜冰場舉行，將有全國
各路好手享受奔馳於國際級賽 2/16

19.

2019 高雄市體育
道享受競速之快感。
2/17
季市長盃滑輪溜
2. 花式溜冰賽:在本市四維國小辦 2/28
冰錦標賽
理，花式溜冰結合力與美的身體 3/3
藝術展現，選手須有高超滑輪運
用技巧，展現動作能力、體能及
藝術的統合。
3. 自由式平花:於高雄國際滑輪溜

08：00
08：00
08：00
08：00

1.2/16-17 競速賽：高雄
國際滑輪溜冰場(仁武
區八德一路 115 號)
2.2/28 花式溜冰賽：四維
高 雄 市 政 府 運 動 戴黎玲
國小(高雄市苓雅區青
發展局
7229449#310
年一路 103 號)
3.3/3 自由式平花：高雄
國際滑輪溜冰場(仁武
區八德一路 115 號)

冰場舉行，透過錦標賽舉行推廣
平地花式滑輪溜冰運動，邀集各
地好手同台較勁。
【全台最友善城市馬拉松、全球獨特
元宵馬拉松】
1. 高雄國際馬拉松邁入第 10 屆，逐
第 10 屆 2019 高
步打造出全台最友善城市馬拉
20.

雄 MIZUNO 國際馬
拉松

松、全球獨特元宵馬拉松。賽事 2/17 5:50 起跑
組別 42 公里全馬組、25 公里超半
馬組以及 4.5 公里休閒組。
2. 為歡慶 10 周年，特推出 10 周年
特別版：10 周年紀念禮、全半馬

高雄國家體育場(起終

高雄市政府運動 運動發展局蔡明河
點)（左營區世運大道 100
發展局
7229449#301
號）、高雄市區道路

組同時起跑、美麗新景點、國內
全馬組獎金 10 萬元、燈籠造型獎
1 萬元、賽事 APP、友好城市馬拉
松免費參加、輕軌伴跑等內容，
精彩歡樂無比。

21.

本活動以『心靈』、『文化』、『休閒』
108/2/17
為三大主軸，以此為軸心規劃一連串
永安區天文宮(高雄市永
2019 永安天文文
（星期日）
兼有文化習氣與自然樂趣的活動，讓
安區維新里保安路 5 巷 4
化節活動
上午 8:00 至下午
參與的民眾在趣味中陶冶文化氣
號)
17:00
質，推展本區文化特色。

22.

詩的圖騰系列講
座:邂逅陶潛、謝 由在地國學專家周清河主講，引領民 108/2/17(日)
靈運悠閒的田園 眾欣賞陶淵明及謝靈運的田園詩詞。 14:30-16:30
清歌

高雄市立社教館演講廳

永安區公所

高雄市立社教館

永安區公所蔣蘭芬
6912716#151

社教館輔導組周明威
07-8034473 轉 212

【向下深耕基層，挖掘田徑新星】

23.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為發掘新人
2019 年港都盃全 才，提高田徑運動技術水準，創造優
2/18-2/21
國田徑錦標賽
異紀錄、推展基層田徑運動，培育各
級優秀田徑選手。參加組別有公開
組、中學組及國小組。

高雄市政府教育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
高雄國家體育場（左營區 局、中華民國田徑
展局張家羽
世運大道 100 號）
協會、高雄市體育
722449#302
會

※跨 1-2 月份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特色

日期／時間

人類透過自拍來留下自我影像，現
代人更藉著自拍與他人溝通，從自
拍照來建構屬於自我的形象，進而 10/11~2019/1/6
傳達生活與想法。
周一至周四
1.

攝影新時代— 自拍照不僅僅是一種紀錄，而是彰 10:00-18:00；
自拍狂潮
顯日常狀態的宣示，舉凡美食、美 周五至周日及國
景、穿搭等題材，每個人都可以透 定假日
過自拍來保存當下，成為人類文化 10:00-20:00
歷史的書寫者，也許，這就是「自
拍」如此迷人的原因。

地點（含地址）

主辦機關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大勇區 C5 倉庫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文化局

連絡窗口人員
（姓名、電話）

陳思韻
07-5214899#521

整體活動計畫自

2.

葵花迎賓滿杉林 一、花海記者會暨開園活動
-2019 年農特產 二、一日農夫-田園生態體驗
品行銷推廣暨
三、農特產品行銷推廣
春節花海活動
四、水資源宣導及媒體總動員

107/12~108/2/10
花海開園暨農產
品推廣行銷活動 本區（高 181 公路旁、台 29
108/1/27(日)
公路沿線、新庄里司馬路台 高雄市杉林區 農業課廖芳珠
一日農夫-田園生 29 公路旁及杉林大橋周邊區 公所
6771340-254
態體驗
域等）
1/27(日)
新春市集
2/4~2/10

亞洲首座重現「當代恐怖漫畫大師 2018/12/29（六）

3.

伊藤潤二
恐怖體驗展
絕命逃走中

-伊藤潤二世界觀」的恐怖體驗展 -2019/03/03（日）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驚典篇章重啟新頁，再現高雄駁 (除夕休館)
大勇倉庫群自行車倉庫
二！
10:00-18: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2018 年底、跨年度，挑戰你最不 （17:30 最後入
想面對的感官體驗！
場）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文化局

范國洋
07-5214899#522

讓創意發泡 顛覆想像的泡泡樂園
全台首創以泡泡為主題的情境式

4.

5.

2018/12/29（六）
展覽，甩掉課本丟掉書包！科學原
-2019/04/07（日）
理簡單說！泡泡藝術超好玩！瘋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除夕休館)
瘋狂泡泡實驗室 狂泡泡實驗室打造大人與小孩同
大勇 P2 倉庫
10:00-18:00
樂的科學藝術空間，從童趣好玩的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 17:30 最 後 入
泡泡延伸至背後的科學知識，除了
場）
擁有超好拍的夢幻打卡場景外，還
有顛覆想像的泡泡樂園。

嚕嚕米
期間限定店

2018/12/12(三)此次期間限定店，搜集了日本、台
2019/02/20(三)
灣相關業者開發的授權商品，不僅
，週一至週四的
供粉絲珍藏，也可提供有志於文創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10:00~18:00，週
商品授權的創業朋友參考。活動
蓬萊區 B6 倉庫
五至週日及國定
中，同時陳列了多項大型嚕嚕米裝
(高雄市鹽埕區蓬萊路 99 號)
假日是
置藝術及繪本中的佈置，供參觀朋
10:00~19:00（除
友同樂、拍照、打卡，融入情境中。
夕休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