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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活動總表
類別 地點 時  間 活動名稱 展演單位 參加方式

演
藝
活
動

南海
劇場

10/09(日)14:30
19:30 藝無止境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 

$250.300.600
$900.1200

TEL(02)8230-1910

10/15(六 )19:30 2011 溪畔舞團年度展演
國立竹北高中
溪畔舞團

TEL(03)551-7330 
#341

10/16(日 )19:30
尋找最美的聲音

─郭芝苑大師音樂饗宴
郭芝苑音樂協進會、
郭芝苑室內合唱團



10/22(六 )13:45 基琴萬理   ✿✿
國立基隆高中、臺北
市立萬芳高中、臺北
市立大理高中



10/23(日 )19:30
京挑戲選百年好合：《遊湖》
《教鏢》《遊龍戲鳳》

國立臺灣大學國劇社 

10/28(五)19:30

綠光世界劇場─開心鬼    綠光劇團
/ 

$700.1200.1800
TEL(02)2395-6838

10/29(六)14:30
19:30

10/30(日)14:30
19:30

南海藝
文劇場

10/08(六 )16:00 2011 創藝 52 週：驚艷人聲
國立政治大學
振聲合唱團



展
覽
活
動

南海
藝廊

10/02(日 )–10/30(日 )

引爆想像魔力─ 2011 年全國

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原畫特展
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

南海藝
廊小天
壇展場

10/02(日 )–10/26(三 )

南海藝
廊行政
中心展

場

10/07(五 )–10/25(二 )

建國百年： 「德先生」與「賽

先生」的永恆追求─靜態圖

片及動態影像展 

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 

南海戶
外藝廊

09/17(六 ) - 10/27(四 ) 走進孩子的藝想視界
臺北市立碧湖國民
小學



10/29(六 ) - 11/24(四 )
2011 台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

作品展

財團法人福臨文化藝
術基金會、中華現代
國畫研究學會



   
♣1h/1.5h 現場排隊索票：演出前 1 時 /1 時 30 分起索票，每人最多 2 張，索完為止。　　 

索票，TEL 洽詢展演單位∣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售票、優惠，TEL 洽詢展演單位∣兩廳院售票，TEL (02)3393-9888 ∣年代售票，TEL (02)2341-9898

※入場須知　1. 劇場活動，請於演出前 30 分排隊入場。
2. 南海藝文廣場活動，如遇雨天，請移至行政中心觀賞。
3. 南海藝廊展覽時間 09:00 ～ 17:00，週一休館，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4. 本館展演活動若遇颱風來襲，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異動，詳情請逕洽：(02)2311-0574。

觀眾迴響：如欲進一步了解或回饋該活動，請逕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表演快訊」中，連結
至展演單位網頁 ( 活動網頁期限至活動結束後 4 週有效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55 週年館慶暨建國百年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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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List for Oct. 2011

O
rganizer

Co-O
rganizer

※
If the above event(s), for any Force M

ajeure, is changed, please 
consider our center's announcem

ent as the only  principle.

Event Venue Time Title The Presenter Entry Method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

Oct.09
-14:30
-19:30 Non-stop   

Hanlin Traditional Narrating 
and Singing Arts group

/ 

$250.300.600
$900.1200

TEL(02)8230-1910

Oct.15 -19:30
Riverbank Dance Company 2011 
Annual Performance Riverbank Dance Company TEL(03)551-7330 

#341

Oct.16 -19:30
In Pursuit of the Most Beautiful 
Melody

Kuo Chih-yuan Music  
Association, Kuo Chih-yuan 
Chamber Choir



Oct.22 -13:45
The Guitar Concert by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Taipei 
Municipal Wanfang High 
School, Dali High School



Oct.23 -19:30
2011 Love & Disguise in Chinese 
Opera NTU Traditional Opera Club 

Oct.28 -19:30

Blithe Spirit  Green Ray Theatre
/ 

$700.1200.1800
TEL(02)2395-6838

Oct.29
-14:30
-19:30

Oct.30
-14:30
-19:30

Nan Hai 
Open-
Air Arts 
Square

Oct.08 -16:00
52 Creative Art Weekends 2011: 
The Amazing Human Voices Cheng-Sheng Chorus, NCCU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 Hai 
Gallery

Oct.02 - Oct.30 Igniting Magic of Imagination 
–  2011 Exhibition for Original 
Paintings from Nationwide 
Student Picture Books Creation  
Award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of 
Nanhai 
Gallery

Oct.02 - Oct.26

Administration 
Center 
Exhibition 
Space of  
Nan Hai 
Gallery

Oct.07 - Oct.25

100 Years of ROC:The Eternal 
Pursuit of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 Photo & Video 
Exhibitions

Chinese New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Sep.17 - Oct.27 Into Children's Eyes Of Wild 
Imagination

Taipei Municipal Bihu 
Elementary School 

Oct.29 - Nov.24 2011 Taiwan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Chinese Ink Pain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Fuling 
culture & Arts  Foundation



 ♣1 h /1.5h Request on the Spot Ticket：60/9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Free  Ticket，TEL Exhibition Unit     ∣ Free Admission
 Ticket Price, Ticket Dicounts，TEL Exhibition Unit ∣ ArtsTicket，TEL (02)3393-9888 ∣ ERA Ticket，TEL (02)2341-9898

  ※ Entrance Guideline    1.Please line up for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2.The activities at Nan Hai Open-Air Arts Square will be moved to Administration Center if it is    a rainy day.
                                                    3.Exhibition time 09:00~17:00，Tuesday to Sunday.

 4.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Central Personnel Adminstration's 
announcement or contact the Center at (02)2311-0574

   Audience Respons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feedback to the event please visit: http://www.arte.gov.tw and Link to 
website of the performerd.( The webpage for events will last for 4 weeks after the events end.)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and 100th birthday of the R.O.C. Serie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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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 日 ∣ 14:30‧19:30 ∣ 100 分鐘 ∣  http://www.facebook.com/happyhanlin

藝無止境　
Non-stop
演出單位∣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相聲源自北京，由陳逸安、吳兆南、魏龍豪等前輩移植到臺灣，
然迫於環境壓力而各奔前程，臺灣相聲因此斷層。民國 74 年 1 月 4 日，王振全老師成立「漢霖
說唱藝術團」，培育出許多臺灣相聲人才，彌補此斷層。集 40 年的舞臺實踐，王老師要把這些
領會、心得與造詣，在《藝無止境》中盡情展露。

聚焦賞析∣ 高難度的「單口相聲」，一個人就是一齣戲！「臺灣新時代相聲之父」王振全投入說唱表演 40 年

從不間斷，王老師將以單口相聲展現對說唱的熱愛，更要讓觀眾們開懷大笑。

   Crosstalk is originated from Beijing and was brought to Taiwan by senior crosstalk performers Chen 
Yi-An, Wu Zhao-Nan and Wei Long-Hao.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they each encountered, 
they were forced to go their separate ways, which caused a gap in Taiwan’s crosstalk circle. On April-
1st, 1985, Teacher Wang Zhen-Quan founded “Hanlin Traditional Narrating and Singing Arts group”and 
has s ince cult ivated many crosstalk talents in Taiwan to br idge the gap.  With his  40-years – of  –
experience in crosstalk, Teacher Wang aims to show what he learned, what he gained and what h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Non-Stop .

Focus ∣ In a “monologue comic talk” which requires lots of skills, a performer is capable of performing a show 
alone! “ Taiwan’s Father of New Age Crosstalk” Wang Zhen-Qhun has been devoting to crosstalk for 40 
years without any stops. This time, Teacher Wang not only would like to express his passion for solo 
monologue, but also aim to make the audience having a good laugh.

10.15 ∣ 六 ∣ 19:30 ∣ 80 分鐘 

2011 溪畔舞團年度展演　
Riverbank Dance Company 2011 Annual Performance
演出單位∣國立竹北高中溪畔舞團

藝術家透過創作，形塑舞蹈藝術，分享人生經歷與感動。2011
年展演，以豐富的肢體語彚，表達對臺灣社會環境的新潮思維，透過
多元創意刺激舞蹈創作新理念，傳達新生代對生命情感的意義。期待創作者、演出者及觀眾，共
同分享並探索舞蹈藝術的無價，汲取珍貴的作品蘊意。

聚焦賞析∣ 除駐團編舞家薛美良、黃蘭惠、黎美光等優秀編舞團隊外，特別邀請客席編舞家，前德國「葛森克

臣市立音樂劇院舞團」首席舞者蔣秋娥，與新生代編舞家謝杰樺共同創作。

   An artist shares his / her life experience and things or people that touch him/her through his / her 
art cre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dance art.  In the 2011 Performance, performers use their rich body 
language to express the modern thoughts for Taiwan’s social environment while stimulating new ideas 
for dances through diverse creativity, conveying new generation’s interpretation on life and emotions. 
We hope that through sharing and exploring the invaluableness of dance, creators, performers and the 
audience are able to gain the precious meaning behind the dances.

Focus ∣ In addit ion to the outstanding choreographer-  in-  residence Xue Mei-Liang,  Huang Lan-Hui and Li 
Mei-Kuang, the company also invites the guest choreographer /  ex-leading-dancer of  Musiktheater 
Gelsenk irchen of  Germany J iang Qiu-Er  to  co - choreograph a  dance piece with the Xie  J ie -Hua,  a 
choreograph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竹北高中溪畔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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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作曲家郭芝苑

郭芝苑，1921 年出生於苗栗縣苑裡鎮，青年時期赴日本求學，攻讀作曲。創作

形式內容多元且豐富，可說是臺灣前輩作曲家領域最寬廣的一位。作品涵蓋歌劇、

管絃樂、室內樂、鋼琴曲、藝術歌曲、合唱曲、民謠、童謠，以及為臺語電影、戲劇，

譜寫過配樂等，充分流露出臺灣鄉土特有的曲韻與風格。

郭芝苑一生致力創作臺灣本土音樂，以正統西洋音樂為創作基礎，深刻傳遞臺

灣的濃厚情感和關懷。如藝術歌曲《紅薔薇》即被喻為臺灣小夜曲。他並創下了臺

灣作曲界中許多第一：在臺灣發表的第一首管絃樂《交響變奏曲：臺灣風土為主題》，

第一首鋼琴協奏曲《小協奏曲：為鋼琴與絃樂隊》，臺灣第一部歌劇《許仙與白娘

娘》與第一部為臺語電影《阿三哥出馬》量身編寫並由樂團伴奏錄製的配樂。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編輯臺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9《臺灣本土音樂教材－高中合唱曲》p.58

延伸閱讀

 臺灣新音樂發展史的寶礦─郭芝苑

基隆高中吉他社

10.22 ∣ 六 ∣ 13:45 ∣ 190 分鐘 ∣  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175215742547209 

基情萬里
The Guitar Concert by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演出單位∣國立基隆高中、臺北市立萬芳高中吉他社、大理高中吉他社

由吉他演奏近世代的搖滾、抒情歌曲，搭配演唱與爵士樂器，
動人的旋律，傳達我們對吉他與音樂，認真負責與積極的正向態
度，在歡迎氣氛中，將這個意念一屆屆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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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  日 ∣ 19:30 ∣ 120 分鐘 

尋找最美的聲音 郭芝苑大師音樂饗宴

In Pursuit of the Most Beautiful Melody
主辦單位∣郭芝苑音樂協進會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演出單位∣郭芝苑室內合唱團

這位「記錄了由小市民至知識分子，從廟口至音樂殿堂所有心聲」的
作曲家郭芝苑，創作了歌劇、管絃樂、室內樂、鋼琴曲、歌曲等，質量兼
備且具現代性的作品，無論藝術歌曲、通俗小曲或童謠，都能喚起大家對
土地的感情與共鳴，因而獲得金曲獎終身特別貢獻等多項獎項的肯定。

聚焦賞析∣ 由阮文池指揮，女高音洪淑珍、郭芝苑室內合唱團演唱藝術歌曲、臺灣民歌編曲、創作臺灣民歌等

作品；旅俄鋼琴家陳秋佑鋼琴獨奏；旅美小提琴家楊婉婷獨奏郭芝苑先生量少且優美的小提琴作品。

   Composer Kuo Chih-yuan who recorded the true feelings from people to intellectuals, and the music 
from temples to the shrine of music composed operas, orchestra pieces, chamber music, piano pieces, 
and songs that are of quality and of modern style. Whether it ’s his art songs, simple and unaffected short 
pieces or nursery rhymes, they all remind us of our affections and resonation for the land we live. Because 
of that, He is awarded the Golden Melody lifetime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and many other awards.

Focus ∣ Conducted by Mr. Ruan Wen-Chi, art songs, specially-arranged Taiwan folk songs and Taiwan folk songs 
performed by soprano Hong Shu-Zhen and Kuo Chih-yuan Chamber Choir；Mr. Kuo Chih-yuan’s few but 
very beautiful violin pieces played by pianist Chen Qiu-You who lives in Russia, and violinist Yang Wan-
Ting who lives in America.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0.23 ∣ 日 ∣ 19:30 ∣ 140 分鐘 

京挑戲選百年好合 《遊湖》《教鏢》《遊龍戲鳳》

2011 Love & Disguise in Chinese Opera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國劇社

第 59 屆公演，由京崑名角李光玉指導，帶來三齣精采折子戲：
《白蛇傳．遊湖》敘說白素貞與許仙西湖相遇借傘，一見鍾情。《得
意緣．教鏢》是逗笑的戲，描寫少年夫妻閨房之樂，夫向妻學習「雌
雄鏢法」，小生與花旦一來一往，對白嚴絲合縫，趣味非凡。

聚焦賞析∣ 《遊龍戲鳳》乃正德帝微服出巡的風趣故事，一方藉端調戲，

一方嬌羞薄怒，是唱、念、作都很重要的高難度戲。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amous actor of Beijing Opera and Kungu Opera Li Guang-Yu, the 59th 
annual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Opera Club, NTU brings you three marvelous Zhezi plays (opera-
drama sketches):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 The Trip to the West Lake : a piece about Bai Su-Zhen and Xu 
Xian first met when he borrowed her umbrella.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A Desirable Match - Teaching 
Fly-cutter  : a piece about the happiness of a young married couple inside their bedroom. The husband 
learns how to “shoot fly-cutter” from his wif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ctors and 
the tightly connected lines make it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cus∣   The Romance of the Emperor is an interesting piece background sat in one of Emperor Zhen-De’s informal 
inspection. The emperor teases the girl whenever possible and the girl is shy and slightly angry by his 
behavior. It is a piece that requires great skills of singing, narrating and acting.

10.28-30 ∣ 五 - 日 ∣ 19:30‧14:30 ∣ 150 分鐘 ∣ ▶綠光世界劇場 ∣  http://www.greenray.org.tw/main/index.php 

開心鬼　
Blithe Spirit
主辦單位∣綠光劇團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老公外遇小三不稀奇，如果這個外遇對象是一個女鬼，而且是
老公的前妻，那更是防不勝防。《開心鬼》劇情圍繞著爭風吃醋的
男女婚姻關係，靈異詭譎的人鬼陰陽世界，可笑滑稽的人性描述，
由楊麗音、姚坤君、朱宏章、梁菲倚、鄧安寧、杜思慧通力搞笑，帶給你最歡樂的萬聖節。

聚焦賞析∣ 英國天才劇作家 Noel Coward(1899-1973) 經典作品，是歐美劇場界「每逢十年必重演」的經典之

作，首次倫敦上演，便以 1,997 場次創造英文非音樂戲劇史上，演出最長的紀錄。

   Husband having an affair? No surprise there. However, if he is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female ghost 
/ ex-girl-friend, how the hell are you going to stop it? Blithe Spirit is about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rivaling to win over a man’s heart. The spooky and unpredictable world that humans and ghosts / Yi 
and Yang coexist and the laughable and funny human natures are vividly portrayed by Yang Li-Yin, Yao 
Kun-Jun, Chu Hong-Zhang, Liang Fei-Yi, Deng An-Ning, Du Shi-Hui , making sure you have the most 
joyful Halloween ever !

Focus ∣ Bl ithe Spir it  is  Br it ish genius playwright Noel  Coward’s  (1899-1973) classic work ,  I t  is  the classical 
repertoire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eater's circles.  The premiere in London createed a 1,997 
shows record in the English non-musical history.

臺大國劇社《白蛇傳．遊湖》

綠光劇團《開心鬼》

聚焦賞析∣ 秉持不斷進步的精神，帶領學弟妹向前邁進，以吉他技巧和天籟歌聲，將「基琴萬理」飆上向巔峰。

   Rock and soft  songs played by guitar,  plus s inging and music played by jazz instruments,  the 
beautiful  melodies convey our responsible and posit ive att itudes toward guitar  and music.  In  a 
welcoming atmosphere, our spirit for music and guitar will pass on.

Focus ∣ By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keeping on improving ourselves and never – changing, and using our passion 
to take our energetic successors to move forward, we will take The Guitar Concert by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to its climax with our guitar skills and heavenly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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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藝
廊

南
海
藝
文
廣
場

N
an H

ai O
pen-Air Arts Square

10.08 ∣ 六 ∣ 16:00 ∣ 60 分鐘 ∣ 2011 創藝 52 週

驚艷人聲 
The Amazing Human Voices
演出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振聲合唱團

當流行歌曲在多層次的合聲與人聲衝擊下，將呈現什麼面貌 ? 由振聲合唱團與 BANANA123
演唱。曲目橫跨中西：爵士情歌《How Do I Love Thee》、西洋老歌《Happy Together》、臺語
經典《月琴》等，另有臺灣小吃歌謠，讓下午時光不只是聽覺饗宴，連味覺、嗅覺也蠢蠢欲動！

聚焦賞析∣ 「合唱」不只是古典美聲的歌唱藝術，也可以流行化、通俗化，甚至樂器化的魔術，請來瞧瞧人聲

玩什麼把戲吧！

  Human voice is  the most  beaut i ful  gi f t  God has  given us.  What  is  i t  l ike  when pop songs are 
per formed by multiple layers of  chorus and human voices? Per formed by Zhen-Sheng Choir  and 
BANANA 123, the program includes pieces from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Jazz ballad  How Do I Love 
Lee, English old song like Happy Together  and Taiwanese classics The Moon Guitar. In addition, the 
program also includes Taiwan snake folk songs that make the performance not only an audio feast for 
audience but also a temptation to their senses of taste and smell !

Focus ∣ ”Chorus” is not just a form of classical singing art for it could also become pop art and get popular, or even 
become the magic of transforming human voices into a kind of instrument. We invite you to come to show 
and see what tricks human voices could play !

政治大學振聲合唱團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7

2011 創藝 52 週  52 Creative Art Weekends 2011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1 09/10 六 16:00 [ 音樂 ] 政藝飛揚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

2 09/24 六 16:00 [ 舞蹈 ] 仲夏夜舞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3 10/08 六 16:00 [ 音樂 ] 驚艷人聲 國立政治大學振聲合唱團

1.活動時間：16:00-17:00│2.活動查詢：http://www.arte.gov.tw│3.如遇特殊情況停演或延期，另行公告。

高中職學校舞蹈聯演
2011/12/3~12/4
高中職學校舞蹈聯演

2011/12/3~12/4

歡迎至南海劇場(臺北市南海路47號)免費觀賞，索票訊息請上：www.arte.gov.tw 或電 (02) 23110574-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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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5 ∣ 五 - 二 ∣ 09:00-17:00 ▶週一休館

建國百年：「德先生」與「賽先生」
的永恆追求　靜態圖片及動態影像展
100 Years of ROC:The Eternal Pursuit of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 Photo & Video Exhibitions
主辦單位∣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為中國知識分子稱頌為「德先生」的民主 (democracy) 與「賽先生」的科學 (science)，始終
是眾所追求想望的理想目標。中華民國屹立百年，正是我們與世界現代文明潮流同波共行的最好
例證。本次靜態圖片展覽將以兩者的臺灣推動者及其居所作為主題，包括：胡適、李國鼎、孫運璿、
殷海光、錢穆、林語堂、雷震等前輩。

聚焦賞析∣ 現場播放「新文化與五四」影片，透過演繹方式重現當時的運動情景，輔以口述講解，讓觀眾認識

前輩們畢生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為下一個建國百年精進努力。

   Prais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have always been the ultimate goals 
that everyone pursues. The fact that ROC has been standing tall  for 100 years is the best example 
showing how we Chinese have marched with the trends of the modern world civilization. The video 
exhibition is themed at the advocators of the two as well as their art pieces which includes: senior 
intellectuals such as Hu Shi,  Li  Guo-Ding, Sun Yun-Xuan, Yin, Hai-Guang, Qian Mu, Lin Yu-Tang, Lei 
Zheng.

Focus∣ At the exhibition, video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May Forth Movement” are also played. The images 
of the movement are thus re-appeared through deductive method, plus with the oral explanation, the 
audience is able to get to know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that our predecessors worked so hard to 
promote so that we may work hard to another 100 years of ROC.

SOS 科學演示系統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0.02-30 ∣ 日 - 日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 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同時展出

引爆想像魔力 2011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原畫特展

Igniting Magic of Imagination – 2011Exhibition for Original 
Paintings from Nationwide Student Picture Books Creation Award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那是彩虹村傳來的快樂歌聲！我們穿過魔力橋，用想像力探
險，灌溉出心中的奇妙種子吧！」延續歷年活動精神，徵選適合 3
至 12 歲兒童閱讀之原創性圖畫書作品，提供多元閱讀素材。2011
年夏天，我們再次彙集了愛說故事的圖畫書魔法師們，將愛與關懷，
勇氣與包容，觀察與探索的生活點滴，奇思妙想……迫不及待的要與你分享。

 頒獎典禮   2011 年 10 月 01 日（星期六）14:00，於南海劇場舉行

聚焦賞析∣ 配合頒獎典禮活動，發表佳作以上作品之原畫特展，以嘉勉、鼓舞學子們的創作精神，為珍貴創作

留下紀念。歡迎蒞臨觀賞，一同感受學生圖畫創作的魅力。

   Continuing the spirit of the activity that has been passed on for years which is to select original 
paintings of picture books that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aged 3-12 to read and provide them with 
multiple reading materials. In the summer of 2011, once again, we have gathered those magicians 
that love to tell stories for they can’t wait to share the love, caring, courage, tolerance, and what they 
observe and explore in life with all of you.

   The Award Ceremony will be held at Nan-Hei Theater at 14:00 (Sat.) on 2011, October, 1st.

Focus ∣  The Award ceremony is about prizing original paintings that at least win honorable mention in order to 
praise and encourage students for their creativity and keep a precious record for them. You are most 
welcomed to attend the ceremony to experience the charms of these original paintings.

林沛儀《出來玩吧！熊比》大專組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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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10.27 ∣ 六 - 四  ∣

走進孩子的藝想視界
Into Children's Eyes Of Wild Imagination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臺北市立碧湖國民小學

這是臺北市碧湖國小學生們的藝想視界：將視覺藝術的學習，化為想像，盡情揮灑創意！流
露出無比真誠與感動，處處令人驚豔！展出內容包括：水彩畫、彩墨畫、著色版畫、素描及平面
設計等五大類別。尤其以「龍」為主題的彩墨作品，讓這群生肖屬龍的學生畫起來特別有感覺喔！

聚焦賞析∣ 透過每一雙鼓勵的眼神，一起走進孩子心中的「藝想視界」，看到最純真的原創精神。

   Students from Taipei Municipal Bihu Elementary School present their learning of visual arts and 
sway wild imagination in different media. All these amazing works, covering five major categories of 
watercolor, ink and color paintings, color prints, sketches and graphic design, manifest their sincerity 
and sentiment! The color ink work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dragons are particularly catching by those 
born in the year of Dragon !

Focus ∣ Your sensibility and encouragement are mostly welcomed to explore into wild imagination and innocence 
of those young artists.

蔡文綺《我騎在龍背上》

10.29-11.24 ∣ 六 - 四 

2011 台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作品展
2011 Taiwan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Chinese Ink Painting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福臨文化藝術基金會、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為提倡傳統繪畫藝術，深耕兒童對我國水墨畫的體認，以及
培養兒童其水墨寫生之興趣，特舉辦本活動。2011 年水墨寫生地
點是為中正紀念堂內，國家戲劇院旁水池周圍，從百餘位參賽作
品中，評選出優秀作品，歡迎各界蒞臨參觀。

聚焦賞析∣ 從藝術創作中，悠遊生活美感；藉由兒童的觀點，以水墨彩筆畫出綠意盎然，氣韻生動的自然之美。

   The exhibition is held to promote traditional paintings, allow children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s and cultivate their interests in ink paintings. The location of 2011 
Taiwan Children’s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is inside the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by 
the pond of national theater. The judges will  select wining paintings from paintings by over a 100 
contestants. Everyone is welcome to the activity.

Focus ∣ From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painting, one can experience the aesthetics in l i fe;  from the eyes of 
children, aliveness is shown through ink paintings and the aliveness of nature is thus exhibited.

賴禹軒 沙崙國小 六年級  特優

(02)2311-0574 分機 125活動洽詢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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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圖畫書賞析 ▶邁向 101 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視覺藝術類

01.17 ∣一∣ 14:00-16:00
講座∣鄭明進∣臺灣兒童圖畫書的啟蒙師

歌劇、音樂劇所蘊育的人性啟示  
▶從音樂藝術的感動來檢視自己──同理心與付出的人生價值
03.21 ∣一∣ 14:00-16:00 
講座∣蔡永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院長

生命百分百 生活更精彩 ▶自我經營．自我加持▶

05.16 ∣一∣ 14:00-16:00
講座∣楊夏蕙∣台灣形象策略聯盟策略總監

千山萬水擋不住想飛的翅膀
07.25 ∣一∣ 14:00-16:00
講座∣朱宗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古典音樂，好自在！
08.30 ∣二∣ 14:00-16:00
講座∣邢子青∣愛樂電臺主持

現代戲劇欣賞
09.26 ∣一∣ 14:00-16:00
講座∣劉晉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

數位時代的新媒體與新藝術
10.24 ∣一∣ 09:30-11:30
講座∣王俊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媒體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數位時代的新媒體與新藝術
10.24 ∣一∣ 09:30-11:30
講座∣王俊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媒體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講座地點∣本館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7 號）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 164 林小姐

▌備　　註∣ 1. 公務人員得辦理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2. 座位有限，敬請事先報名。

　　　　　　 3. 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專題講座  Lectu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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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rded Collection  入選名單

參選組別 入選得主

國小低年級組
李沂蓁、鍾侑恩、陳抒玗、陳君憲、蘇慧欣、李弼佳、羅羿清、黃子容、

陳彥妘、陳苡甄、黃柏軒

國小中年級組
謝沛軒、張易雯、蘇知適、洪世奇、柯品綺、余  凭、許霈琪、廖育睿、

黃柏齡、陳慶宏、楊昀蓁、陳抒妦、范致遠、蔡昀璉、賴宥均、許碩容、

許碩軒、邱柏鈞、侯荇菱、邱耀陞、張紫晴

國小高年級組
李宗儒、翁千涵、黃仲佑、阮靖涵、郭妍希、古曜綸、陳妍希、萬哲瑜、

黃湘婷、張　巧、廖文慧、沈旻蒨、陳渲沂、吳嘉豪、張儷馨、劉雨旻、

邱名榕

國     中    組
陳郁宜、劉宥伶、姚有容、黃婕涵、萬丹雅、黃暐婷、黃韋嘉、陳　妍、

謝雅竹、曾冠榮、倪潔心、鄭羽彤、劉子安、林亞璇、周家瑋、黃柏凱、

林志昕、江哲宇、陳書平、余若寧、陳寯浩、劉晏妤、胡馨尹、林思霆

高  中  職  組

江育霈、丁偉倫、洪宜君、林靖盈、許臺育、楊晨弘、陳秋惠、陳琇婷、

陳琇春、劉軒廷、林彥谷、吳孟慈、徐子涵、鄧羽彤、陳秦國、張鈺筠、

謝金峯、許譪雯、陳予婕、許育銘、張譯禪、徐安琦、王盈涵、林知誼、

徐珮瑜、郭晏辰、呂秉真、林  伶、林柏安、李鑑恒、高葦庭、施佳妤、

陳儀倩、莊淳安、范  宇、張超維、劉家寶、林容平、梁毓珮、魏毓柔、

王雅婷、賴于婷、洪小閔、劉虹菊、柯孟琳、周家齊、盧均展、黃  瀞、

郭芷驊、陳儀倫、游悅庭、毛雋喬、陳依伶、李青栩、陳姿晏、周莉萱、

王姵勻、邱于涵、鄭湘琳、李靜雯、林玟辰、黃詩雯、余璇鈞、程艾妮、

歐佳霖、徐慈惠、徐令穎、林雨潔、柯涵瑜、王  淞、許祐蓁、李知芸、

李妍慧、劉又慈、余姿儀、陳婷玟、蕭睿妤、蕭碧卿、李家瑜、張  語、

楊舒雯、林佳穎、黃順慧、張雅婷、曾羿璇、駱姿廷、羅昭明、蔡妮蓉、

林宜萱、黃鈺婷、顏鈺恬、陳俞町、施勝豪、林晏如、吳嘉容、梁奕堯、

彭于瑄、陳品璇、莊翔宇、高偉峰、賴姵汝、張雋雋、賴昱丞、王凱莉、

陳燕霖、陳映卉、陳  易、賴姵璇、楊玲毓、李冠澔、陳  婷、陳瑱輿、

黃子明、徐佳蒨、蔡睿臻、劉子寧、劉倩妤、鄭普心、朱家慶、賴俐安、

黃百安

大     專    組
陳宜坊、謝涵光、王宇欣、張毓秦、林沛儀、陳珈琪、許瓊今、蕭惠文、

顏鈺嬿、陳澤生、鄭妍榆、梁瀚云、周育寧、劉巧怡、簡彤芸、黃雅玲

 頒獎典禮暨得獎作品發表

▌活動時間∣ 100 年 10 月 01 日（星期六）14:00

▌活動地點∣ 頒獎典禮  南海劇場∣ 得獎作品發表  南海藝廊 (典禮當日，藝廊不對外開放)。
▌注意事項∣ 1. 入選同學，敬請準時出席觀禮及領獎。

 2. 各項獎項得獎名單，於頒獎典禮當場揭曉。
 3. 頒獎典禮時間及地點，如因實際需要異動時，以本館公告為準。

▌入選查詢∣ 入選作品相關資料，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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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聲響臺灣
「2012 年臺灣中小學音樂教材創作」管弦樂曲徵選

▌主　　旨∣鼓勵音樂家從事教材創作，充實中小學音樂教材，以推廣至全國各級學校，提升、豐

富學校音樂教學內涵。

▌參加資格∣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可參加徵選。

▌徵選類別∣管弦樂合奏曲。

▌徵選組別∣ { 甲組 } 以 5 至 8 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樂器編制以二管編制為原則。

     { 乙組 } 以 8 至 12 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樂器編制以二管編制為原則。

 　　　　　　※ 樂器編制，詳見活動網站。

▌參加辦法∣詳活動簡章，請逕上活動網站 http://ed.arte.gov.tw/tm/TM_index.aspx 下載。

▌收件日期∣ 2012 年 2 月 15 日▶ 3 月 30 日（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以掛號郵寄至「10066 臺北市南海路 43 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或本人親自

送達，報名表及信封格式，請逕至活動網站下載。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236。

 思想樹．寫作力
《美育》雙月刊徵文

全民寫作不留白，歡迎突破教育侷限有獨特創見者，藝術範疇內投稿題材不拘，亦可配合

100年《美育》各期主題發揮。

▌投稿方式∣{線上投稿}請至：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InvitePaper/html_paper_

index.aspx「比賽／徵件專區─美育雙月刊」，點選「線上投稿」。

{郵寄投稿}請以掛號寄至：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研究推廣組《美育》編輯部收。

▌各期主題∣

▌活動洽詢∣美育信箱：dora@linux.arte.gov.tw

期 數 主 題 截稿期

第187期 視覺教育 100年11月底

第188期 戲劇教育 101年01月底

第189期 舞蹈教育 101年03月底

第190期 文學教育 101年0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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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說 明

▌活動目的∣為涵養國民創造力及美感素養，鼓勵高中(職)以上學校藝術教育之觀摩學習，及推

動國中小學之表演藝術教育扎根工作，特舉辦青少年學生表演藝術教育活動，以促

進藝術教育之發展，培育具有表演創新能力的新世代。

▌徵選組別∣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高中職以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所)、學生社團。

                  {學校團體} 戲劇、戲曲、舞蹈、音樂、民俗技藝等藝術相關科系。

                  {學生社團} 高中(職)以上學校之學生社團 (須以學校名義提出申請)。

▌申請類別∣音樂、舞蹈、戲曲、戲劇、民俗技藝等表演藝術活動或其他跨界藝術形式。

▌演　　出∣{演出時間} 101年2月至6月，每場次活動長度約以1小時為原則。

{演出地點} 本館南海劇場。

申 請 與 審 查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開始收件，至100年10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

                  ※本館得因應實際業務需要，視需要調整或延長受理申請時間。

▌申請方式∣1.相關申請表格，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或 http://ed.arte.gov.tw下載。

2.以掛號郵寄「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收」，信封上

請註明：申請「2012學生表演藝術聯演活動」。

▌審查結果∣審查通過結果，於本館網站及臺灣藝術教育網公告。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115 

2012 學生表演藝術聯演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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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藝想 創意狂潮
臺灣藝術教育網登場

    一個豐富多元的藝術教育資源寶庫，無論何時、何地皆能自由徜徉的藝術殿堂─臺灣藝術教

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再現全新藝象！ 

最新消息專區
 提供「藝教消息」「徵選公告」「招生訊息」「教師進修」「國際  
 交流」，讓您掌握最新藝教資訊。

藝論紛紛－藝教諮詢 Q&A
 有關藝術方面的問題，要如何尋找到答案呢？專業的師資群，
提供您最完整諮詢服務。

 藝教資源分享平臺
  包括：「教材教案」「圖書資源」「升學管道」「期刊論文」「藝教法
規」等，提供最新的教學、研究、學習等資源。

   網路藝學園
  有視覺、表演、音樂等多門藝術類線上課程。加入網路藝學園會員，其達到課程閱讀時數
並通過測驗後，可獲得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亦可累積點數獲得贈品。歡迎

邀請親朋好友一同加入學習行列。網址：https://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Prom
otion Program

s

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 100年 10月 19日▶ 11月 2日 9:00~17:00 

登記窗口∣ 1. 服務臺：臺北市南海路 47號　　
                2. 電　話：(02)2311-0574 分機 110

 3. 傳　真：(02)2312-2555　　　    
 4. 網　址：http://www.arte.gov.tw

            ※1.可親至服務臺登記，或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申請。

2.未用制式登記表書寫者，請載明：姓名、出生日期、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 
約見時間∣ 100年 11月 16日 (星期三 ) 14:30~17:00

約見地點∣ 本館行政中心 2樓會議室（臺北市南海路 43 號）

※1.每次約見人數以5人為原則，依申請登記時間先後順序及約談主題之迫切性，

編號排定。（書面或電話通知）

  2.本活動由本人親到 ( 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核對 )。非本人到場，取消約見資格。

  3.如叫號未到者，視同放棄，並依序遞補，登記人不得異議。

  4.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不予受理登記，事後發覺者，取消其約見資格：

⑴代理他人申請登記或陳情。⑵約談主題與本館業務之改進、建議或陳情無關

或非本館權責者。⑶重複約見之案件。⑷約談內容要求保密者。

  5.本館員工不得參與本活動，或代替他人申請登記。

下梯次
登記時間∣ 100年 11月 30日▶ 12月 14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0年 12月 28日 (星期三 ) 14:30~17:00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02)2311-0574 分機 235活動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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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須知 Audience Information

1. 每人一券，憑票入場，對號入座。並請於開演前 5 分鐘入座。

2. 除兒童節目外，禁止 7 歲以下兒童入場。

3. 演出前 30 分鐘開始入場，演出場內不得錄音、錄影、攝影、隨意走動及喧嘩。

4. 請勿攜帶危險物品、食物、飲料入場。

5. 不得於場內飲食、吸煙、嚼檳榔或口香糖等。

6. 遲到觀眾應於中場休息方得進入劇場，以免影響他人觀賞。

7. 本館場地不收受花籃、花圈等賀物。

1.One ticket for each person, admission with ticket, checking the number for the seat. Please be 
seated 5 minutes before starting the performance.

2.Except children programs, children under 7 years old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performance 
venue.

3.Access to the venue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It's forbidden to record sound, record 
video, photograph, walk about at will, or clamour in the performance venue.

4.Please don't bring dangerous things, food, drink with you, and enter the venue in slippers or in 
disordered clothing.

5.It's forbidden to dine, drink, chew betel nuts or chewing gum in the venues.
6.In order not to influence the others, late arrivals will be allowed only at intermission.
7.Our Center's venues don't accept such gifts as flower baskets, flower wreaths.

觀眾須知 Audience Information‧ 徵稿 Awards

本館 100 年度「鼓勵研究生撰

寫中小學藝術教育學術研究之

學位論文」，100 年 10 月 1日

起受理申請，至 100 年 10 月

31 日截止。對中小學藝術教

育領域有興趣的碩博士研究生

請把握機會，踴躍提出申請！

歡迎申請！

▋詳細內容

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本館網站

／競賽與培訓／專案活動（http://www.arte.

gov.tw/pro2_proj.asp?KeyID=9）下載。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 232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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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管弦樂聲響臺灣
「2012 年臺灣中小學音樂教材創作」管弦樂曲徵選

▌主　　旨∣鼓勵音樂家從事教材創作，充實中小學音樂教材，以推廣至全國各級學校，提升、豐

富學校音樂教學內涵。

▌參加資格∣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可參加徵選。

▌徵選類別∣管弦樂合奏曲。

▌徵選組別∣ { 甲組 } 以 5 至 8 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樂器編制以二管編制為原則。

 { 乙組 } 以 8 至 12 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樂器編制以二管編制為原則。

 　　　　　　※ 樂器編制，詳見活動網站。

▌參加辦法∣詳活動簡章，請逕上活動網站 http://ed.arte.gov.tw/tm/TM_index.aspx 下載。

▌收件日期∣ 2012 年 2 月 15 日▶ 3 月 30 日（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以掛號郵寄至「10066 臺北市南海路 43 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或本人親自送

達，報名表及信封格式，請逕至活動網站下載。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236。

                            Living through Drama 
            and Living through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Dorothy Heathcote’s “Drama for Learning”

充滿動力的學習歷程

Heathcote的戲劇教學模式，充滿著聽說讀寫交

織的體驗歷程，透過任務（task），一如Bolton所述

「透過知識進入戲劇及戲劇進入知識」5，她的戲劇

總是強調要發展出人文的厚度，相關的知識在角色

扮演與推展中，是活在角色裡又顯現出來的，這是

一種活出來的戲劇（living through drama），同樣在

其中運用的知識，也是活潑的（living through）。

■注釋

1 Dorothy Heathcote & Gavin Bolton（�00�）：戲劇教學 — 桃樂
絲．希斯考特的「專家外衣」教育模式（鄭黛瓊、鄭黛君譯），

�1。台北：心理出版社。
� Ludolf Laban，舞蹈藝術家、舞蹈教育家，是創造性舞蹈的發明
人，亦是Heathcote 的舞蹈老師。

� Betty Jane Wagner. (1���). Dorothy Heathcote, pp. �0-��.Wash-
ington DC：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 同注1，��-��。
� 同注1，�。

出了兩個問題：村民們失去了甚麼？他們的危機是

甚麼？並要他們各組閱讀報紙內容，從中分別出兩

類照片，撕下來放置在地上，接著我要他們看著地

上擺放的答案，並陳述他們所閱讀到的資訊。然

後，我問這件事件是否會過去？希不希望它過去？

事件過去後村民該怎麼辦？於是大家的決議是重建

家園，我又給了他們第五個任務，每組創作一張重

建家園的畫面，分享後，我問當地的物產，我們看

到有田，我們討論著田裡的物產，然後我們想像，

我給了第六個任務，如果我們每個人是顆穀粒，於

是我們在田裡種下、生根、發芽、成長、開花、結

穗、豐收；接著我問「當我們豐收時，我們會做些

甚麼事呢？」有人說「紀念、慶祝、感謝」，於是我

們找到了節慶的意義，從失去的苦難與復得的喜悅

中，創造出的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模式，包含了「紀

念、慶祝、感謝」的精神。於是透過角色（role）扮

演，展開「活動策展人」的思考模式，並以這樣的

基礎，一面探索發展一面學習，然後我會規劃一個

又一個的任務，把其他相關的知識領域和能力給引

進這個專題裡，我有時會入戲和他們一起工作，有

時會離開角色和他們一起探索知識領域或討論未來

方向。

4

▎  詳細內容

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本館網站／競賽與培訓／專

案活動（http://www.arte.gov.tw/pro2_proj.asp?KeyID=9）下載。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32

本館100年度「鼓勵研究生撰寫中小學藝術

教育學術研究之學位論文」，100年10月1

日起受理申請，至100年10月31日截止。對

中小學藝術教育領域有興趣的碩博士研究

生請把握機會，踴躍提出申請！

歡迎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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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研究生撰寫中小學藝術教育
學術研究之學位論文

本館 100 年度「鼓勵研究生撰

寫中小學藝術教育學術研究之

學位論文」，100 年 10 月 1

日起受理申請，至 100 年 10

月 31 日截止。對中小學藝術

教育領域有興趣的碩博士研究

生請把握機會，踴躍提出申

請！

歡迎申請！

▋詳細內容

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本館網站

／競賽與培訓／專案活動（http://www.arte.

gov.tw/pro2_proj.asp?KeyID=9）下載。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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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位置圖 Position

 服務專線 Phone Number
　　 TEL：(02)2311-0574轉110

 開放時間 Hours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休館日：週一、農曆除夕、大年初一
　　（若遇特殊情況另行公告）
　　Monday – closed

Tuesday – Sunday 09:00-17:00
Please Note: We are closed Lunar New 
Year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Lunar New 
Year.(It will be announced 
additionally if meets special conditions.)

 館  址 Address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No 47,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66, Taiwan (R.O.C.)   
 網  址 Website

　　http://www.arte.gov.tw

 臺灣藝術教育網址 Website of Taiwan Arts Education
　　http://ed.arte.gov.tw/index.aspx

 藝術教育諮詢服務網址 Website of Arts Education Consulting Service
　　http://forum.arte.gov.tw/

 交通路線 Transportation
　捷運／淡水線中正紀念堂站(1、2號出口)
　　　　小南門線小南門站(3號出口)
　公車／中正二分局站(0東、3、243、248、262、304、706)
　　　　建國中學站(1＊、204＊、532、630＊)
　　　　南昌路站(5、38、227、235、241、244、295、662、663)
　　　　南門市場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
　　　　植物園站(242、543、624、907、和平幹線、藍28)
                   ＊含備低地板公車

　MRT／1.Danshui Line to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 1 or 2)
　            2.Xiaonanmen Line to Xiaonamen (Exit at No. 3)
　 BUS／1. No. 0-East, 3, 243, 248, 262, 304, 706: to "Zhongzheng Second Police District".
        　    2. No. 1＊, 204＊, 532, 630＊: to "ChienKuo High School".
         　   3. No. 5, 38, 227, 235, 241, 244, 295, 662, 663: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242, 543,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Including Low-Floor Buses

《藝教資訊》免費索取

如需郵寄，請附回郵一年（票價3.5元之郵票12張）及郵寄資料(姓名、地址、郵
遞區號)，信封請註明「函索藝教資訊12期」，逕寄本館展覽演出組收。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TU
Hospital

H
A

N
G

JH
O

U
 S. R

D
.

SIANGYANG RD.

NANCHANG RD.

NANHAI RD.

1.危險公共場所，不去； 2.標示不全商品，不買； 3.問題食品藥品，不吃； 4.消費資訊，要充實； 5.消費行為，要合理；
6.消費受害，要申訴； 7.1950專線，要記牢； 8.消保活動，要參與； 9.爭取權益，要團結； 10.綠色消費，要力行。

消

費新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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