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時間 星期 演出團隊 類型 演出劇碼 行政區 演出地點

1 7/11 pm7:30 六 勝秋戲劇團 歌仔戲 高雄市楠梓區公所 楠梓區三山國王府

2 7/12 pm7:30 日 秀琴歌劇團 歌仔戲 孫臏傳奇 高雄市林園區公所 林園區廣應廟前廣場

3 7/17 pm7:30 五 明華園天字戲劇團 歌仔戲 柳家店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永安區永安宮前廣場

4 7/18 pm7:30 六 明華園天字戲劇團 歌仔戲 台灣奇案 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梓官區城隍廟

5 7/18 pm7:30 六 永興樂皮影劇團 皮影戲 桃太郎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 六龜區六龜國小

6 7/19 pm7:30 日 綜合表演 藝術逗鬧熱 高雄市楠梓區公所 楠梓區鳳屏宮

7 7/25 pm7:30 六 薪傳打擊樂團 音樂會 阮，台灣ㄟ歌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橋頭區白樹路與通樹路交叉口

8 7/25 pm7:30 六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 傀儡戲 嘉禮迎春歡樂年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美濃區中壇國小

9 7/26 pm7:30 日 勝秋戲劇團 歌仔戲 孝子心 慈母淚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大寮區大發開封宮包公廟

10 7/26 pm7:30 日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 傀儡戲 嘉禮迎春歡樂年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前鎮區興中兒童公園

11 8/1 pm7:30 六 永興樂皮影劇團 皮影戲 桃太郎 高雄市楠梓區公所 楠梓區翠屏里活動中心

12 8/1 pm7:30 六 秀琴歌劇團 歌仔戲 番婆弄昭君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前鎮區草衙里后安路籃球場

13 8/1 pm7:30 六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歌仔戲 陰陽界錯中錯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阿蓮區薦善堂廣場

14 8/8 pm7:30 六 薪傳打擊樂團 音樂會 阮，台灣ㄟ歌 高雄市大樹區公所 大樹區保安鳳山寺前廣場

15 8/15 pm7:30 六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歌仔戲 血柳悲秋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橋頭區白樹路與通樹路交叉口

16 8/16 pm7:30 日 天宏園掌中劇團 布袋戲 三國戰－白馬坡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 內門區紫雲宮

17 8/22 pm7:30 六 春美歌劇團 歌仔戲 咫尺天涯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湖內區慈濟宮前廣場

18 8/22 pm7:30 六 音樂會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前廣場

19 8/23 pm7:30 六 蘋果劇團 親子劇 章魚怪盜與龍王法杖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大寮區南雄代天府

20 8/23 pm7:30 日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歌仔戲 陰陽界錯中錯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美濃區中壇國小

21 8/29 pm7:30 六 勝秋戲劇團 歌仔戲 戰宛城 高雄市鳥松區公所 鳥松區華美路

22 8/30 pm7:30 日 尚和歌仔戲劇團 歌仔戲 大願渡鍾馗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 小港區鳳鳴宮

23 9/5 pm7:30 六 豆子劇團 親子劇 巨人的朋友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旗山區公共體育場

24 9/6 pm7:30 日 奇巧劇團 親子劇 空戒大冒險之船長虎克 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梓官區蚵寮國小

25 9/6 pm7:30 日 勝秋戲劇團 歌仔戲 陰錯陽差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 大社區青雲宮

26 9/6 pm7:30 日 天宏園掌中劇團 布袋戲 三國戰－白馬坡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永安區永安宮

27 9/12 pm7:30 六 明華園天字戲劇團 歌仔戲 六載恩怨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 仁武區仁武里里民活動中心前廣場

28 9/12 pm7:30 六 親子劇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燕巢區鳳雄國小

29 9/13 pm7:00 日 明華園日字戲劇團 歌仔戲 馬車伕與大捕快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 六龜區六龜國小

30 9/13 pm7:30 日 明華園天字戲劇團 歌仔戲 鳳凰珠胎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 小港區高雄公園

31 9/18 pm7:30 五 新世界掌中劇團 布袋戲 南俠風雲－鐵骨柔情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阿蓮區興濟宮

32 9/19 pm7:30 六 春美歌劇團 歌仔戲 悍動天下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彌陀區文吉士廟

33 9/19 pm7:30 六 新古典室內樂團 音樂會 音樂百匯藝起來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34 9/20 pm7:30 日 春美歌劇團 歌仔戲 古鏡奇緣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路竹區路竹體育園區

35 9/20 pm7:30 日 秀琴歌劇團 歌仔戲 某飼尪大 高雄市大樹區公所 大樹區保安鳳山寺前廣場

36 9/26 pm7:30 六 尚和歌仔戲劇團 歌仔戲 慾望當鋪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岡山區惠峰宮前廣場

37 9/26 pm7:30 六 春美歌劇團 歌仔戲 兵臨城下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茄萣區金鑾宮前廟埕

38 9/27 pm7:30 日 奇巧劇團 親子劇 空戒大冒險之船長虎克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 大社區保元宮

39 9/27 pm7:00 日 秀琴歌劇團 歌仔戲 喚魔香 高雄市甲仙區公所 甲仙區和安社區活動中心旁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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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3pm7:30 六 親子劇 高雄市鳥松區公所 鳥松區澄清湖棒球場水舞廣場

41 10/9pm7:30 五 高雄市國樂團 音樂會 鬥陣來聽樂 高雄市林園區公所 林園區幸福公園演藝廳

42 10/10 pm7:30 六 新世界掌中劇團 布袋戲 南俠風雲－鐵骨柔情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 小港區龍湖廟

43 10/10 pm7:30 六 金鷹閣電視木偶劇團 布袋戲 高雄市林園區公所

44 10/10pm7:30 六 唱歌集音樂劇場 音樂劇 大家都想做音樂劇！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阿蓮區老人活動中心演藝廳

45 10/17 pm7:30 六 新古典室內樂團 音樂會 音樂百匯藝起來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 仁武區赤仁路慈惠公園

46 10/17 pm7:30 六 金鷹閣電視木偶劇團 布袋戲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旗山區公共體育場

47 10/17 pm7:30 六 尚和歌仔戲劇團 歌仔戲 開天闢地舊城傳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 內門區南海紫竹寺

48 10/18 pm7:30 日 尚和歌仔戲劇團 歌仔戲 開天闢地舊城傳 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田寮區大南天福德祠前廣場

49 10/31 pm7:30 六 高雄市國樂團 音樂會 鬥陣來聽樂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路竹區路竹體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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