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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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六)19:30 敲夢 ‧ 溪雲初起   介壽校友國樂團 ♣1.5h / 
TEL0912-468-736

02/12(日)14:30 薪象群音彈同調
大象弦樂團、薪象室
內管弦樂團

 /
$300

TEL(02)2705-8310

02/19(日)14:00

管樂舞春風─及人中學
暨大豐、安坑、金龍、網
溪五校管樂團聯合音樂會  

五校管樂團：新北市
及人中學、市立大豐
國小、安坑國小、網
溪國小、金龍國小



展
覽
活
動

南海藝
廊、小
天壇展
場　　

12/27(六)–02/26(日)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
賽得獎作品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南海戶
外藝廊

01/07(六)–02/06(一) 浮雲─陳崑晴的繪畫日記 陳崑晴 

02/08(三)–03/08(四) 彩墨飛揚 101 寫生展
臺北國畫
創作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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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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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List for 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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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04 -19:30
Knocking of Dreams, The Starting 
of Another Era   

Alumni Chinese Orchestra 
of Taipei Municipal Jieshou 
Junior High School

♣1.5h / 
TEL0912-468-736

Feb.12 -14:30
Hsin Elephants Playing the Same 
Tune

Elephant Music, Hsin 
Elephants Chamber 
Orchestra

 /
$300

TEL(02)2705-8310

Feb.19 -14:00

Band Music Spring Dance - Five 
Schools United Band Concert of 
Chi Jen, Da Feng, Ankeng, Golden 
Dragon, and Wang Xi   

Band of 5 Schools：Chi 
Jen High School, Da Feng 
Elementary School, Anke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Wang Xi Elementary School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hai 
Gallery 
and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Dec.27 - Feb.26

100 School Year-National 
Student’s Arts Competition Prized 
Works exhibi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an.07 - Feb.06 Floating Clouds - The Painting 
Diary of Chen Kun-Qing Chen Kun-Qing 

Feb.08 - Mar.08
101 Sketching Exhibition of Flying 
Colors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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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u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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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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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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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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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02.04 ∣ 六 ∣ 19:30 ∣ 90 分鐘 ∣ ✿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116373488451412/

敲夢 ‧ 溪雲初起  
Knocking of Dreams, The Starting of Another Era
演出單位∣介壽校友國樂團

每年自臺北市介壽國中國樂團畢業的同學約 20-30 位，卻因升

上高中及大專院校後，未有國樂團能持續浸淫其中，徜徉在悠揚的

國樂天地裡，誠屬可惜。2011 年 6 月，藉由網路串聯，發起籌組校

友團，以例行習練與公演方式，延續傳統藝術文化的學習，以饗來

者，並藉機凝聚校友情誼。

聚焦賞析∣ 曲目：閻惠昌《眾仙會》、王惠然《彝族舞曲》、關廼忠《豐年祭》、蘇文慶《臺灣追想曲》、鍾耀

光《望月聽風》、盧亮輝《金鼠鬧春》、胡登跳《歡樂的夜晚》、安志順《大唐六駿》、楊春林

《絲竹新韻》、劉英《正月十五鬧雪燈》、蘇文慶 / 鄭翠蘋《雨後庭院》

   Each year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0-30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band of Jieshou Junior High School. It is a pity that many of the graduates have no music bands to 
let them immer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fter their graduation. Hence starting from June 2011, 
an alumni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make sure that contacts can be made through internet.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ar t  and culture can be extended by routine practice and per formance to enter tain 
audience, and bring back together the relationship of all alumni.

Focus ∣ Songs:Yan Hui-Chang 《Gathering of the Gods》 ,  Wang Hui-Ran《Dance Tunes of the Yi Nationality》 , 
Guan Nai-Zhong《The Harvest Festival》 ,  Su Wen-Qing《Taiwan Nostalgic Melody》 ,  Chung Yiu-Kwong
《Hearing the Wind Singing under the Moonlight for Chinese Orchestra》, Lu Liang-Hui《Spring Festival 
for the Chinese Year of  Rat》 ,  Hu Deng-Tiao《Joyous Night》 ,  An Zhi-Shun《Six Steeds Of The Tang 
Dynasty》 ,  Yang Chun-Lin：New Rhyme of Chinese Stringed Music》 ,  Liu Ying《Lantern Festival for 
Northeastern Chinese》, / Zheng Cui-Pin《Garden After the Rain》.

中國音樂經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融合了以黃河流域

為中心所發展的中原音樂，以及漢唐時期隨著絲路傳入的

邊域與外國音樂，形成豐富悠遠的音樂文化。

其音樂的基礎，建立在「宮商角徵羽」(Do、Re、Mi、

Sol、La) 五聲音階上。樂器的類別，自西周以來，依製作材

料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稱為八

音 (《周禮．春官》)；現今則依演奏方式分為：吹拉彈打四

大類，即吹管樂器、拉絃樂器、彈撥樂器、打擊樂器。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餘音繞梁話國樂

介壽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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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02.19 ∣ 日∣ 14:00 ∣ 130 分鐘 ∣ ✿ http://www.cjsh.ntpc.edu.tw/

管樂舞春風 及人中學暨大豐、安坑、金龍、

網溪五校管樂團聯合音樂會
Band Music Spring Dance - Five Schools United Band Concert 
of Chi Jen, Da Feng, Ankeng, Golden Dragon, and Wang Xi
主辦單位∣新北市及人高級中學

演出單位∣新北市及人中學管樂團、市立大豐國小管樂團、安坑國小管樂團、網溪國小管樂團

結合新北市大豐、安坑、金龍、網溪四所優秀小學管樂團，以及新北市及人中學管樂團，以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優等團隊的實力，帶給您豐富愉悅的週末音樂饗宴。

聚焦賞析∣ 及人、大豐、安坑、金龍、網溪五校管樂團聯合演出，展現青少年愛樂者獨有的純真熱情。

   Combining the excellent elementary school bands of Da Feng, Ankeng, Golden Dragon, and Wang Xi 
Elementary School with the bands of Chi Jen High School,  the actual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students 
music contest excellent team, brings you a musical festival weekend filled with plenty of pleasure.

Focus ∣ United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bands of Chi Jen, Da Feng, Ankeng, Golden Dragon, and Wang Xi, performs the unique 
innocence and passion of young people.

02.12 ∣ 日 ∣ 14:30 ∣ 90 分鐘

薪象群音彈同調  
Hsin Elephants Playing the Same Tune
演出單位∣大象弦樂團、薪象室內管弦樂團

交織複雜而親密的音樂對話型態，薪象群音將嚴肅的古典音樂與現代通俗

音樂，呈現朋友間的相互關心及平等對待，並延展以樂會友的室內樂精神。演

出曲目：《韓德爾 : 帕薩卡利亞舞曲》《卡洛斯 ‧ 葛戴爾 : 女人香主題曲》《蕭

士塔高維契：5 首給兩把小提琴與鋼琴的作品》《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四重奏》

等精緻室內樂曲。

聚焦賞析∣ 由大象老師群以小提琴二重奏、鋼琴四重奏、弦樂四重奏等各種不同的室內

樂型式，呈現古典到現代，多樣貌的音樂饗宴。

   Through the interlacing, complex, and intimate music dialogue, Hsin Elephant presents mutual concern 
and equal treatment of friends by per forming serious classical music and modern pop music. This then 
extends to the chamber music spirit to make friends through their mutual appreciation of music. Songs that 
will be performed are:《Handel: Passagalia》《Carlos Gardel: Por Una Cabeza》《Shostakovich:5 pieces for 
the Violin and Piano》《Brahms: Piano Quartet No.1》etc. fine indoor music.

Focus ∣  Different types of indoor music will be performed in forms of Duo for Violin, Piano quartet, and String Quartets by the teachers 
of Hsin Elephant, to demonstrate a music festival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music.

大象弦樂團

安坑國小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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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藝
廊

N
an  H

ai  G
allery

南
海
藝
廊
小
天
壇
展
場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
all of N

anhai Gallery

2011

12.27-02.26 ∣ 二 - 日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
作品展　
100 School Year-National Student’s Arts Competition Prized Works 
exhib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 處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教育部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並落實學校

美術教育，特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共分七大類別，包括：國小組 - 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

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等 6 類；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 西畫類、書法類、

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等 6 類。自國小至大專共計 55 組。

聚焦賞析∣ 展出 100 學年度比賽特優、優等、甲等等得獎作品 352 件。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arts creation capacity, to cultivate citizen’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ut the school arts education into effe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us organized the National 
Student Ar t Competition.  I t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lementar y school section -  painting,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cluding 
vocation school) plus college section- western style painting,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college, there are up to a total of 55 groups.

Focus ∣ The prized works of 100 school year will be labeled superior, excellent and first prize along with other 
prizes, about 352 works in total.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國小繪畫類

國小繪畫類

平面設計類

平面設計類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書法類

書法類
書法類

書法類
漫畫類

漫畫類

版畫類

版畫類

版畫類

版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國小繪畫類

國小繪畫類

平面設計類

平面設計類

平面設計類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書法類

書法類

書法類書法類

書法類

書法類
漫畫類

漫畫類

漫畫類

版畫類

版畫類

版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西畫類

100 學年度

得獎作品展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展覽時間：100年12月27日至101年 2月26日，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本館行政中心南海藝廊及小天壇展場（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展出內容：預計展出100學年度本比賽特優、優等、甲等等352件得獎作品。

藝教館 ‧ 南海劇場

　親愛的阿強，你還記得我們在藝教館參加大專杯話

劇比賽的那晚嗎？很難想像當初只憑著一股青春的熱

情，翹課對詞排戲、熬夜製作道具，只為這個劇場上

追求自己的夢想。雖然已事隔多年，當時演出的情景

仍歷歷在目，好像只等燈亮音樂起，我們隨時就要再

次豋場扮演劇中人物。20多年過了，我仍在人生的這

條路上扮演自己的角色。你呢？相信在天上的你，一

定是一顆最明亮的星星。(周一彤)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夢想　

我在藝教館
的秘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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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戶
外
藝
廊

N
an H

ai O
utdoor G

allery

01.07-02.06 ∣ 六 - 一 

浮雲  陳崑晴的繪畫日記
Floating Clouds - The Painting Diary of Chen Kun-Qing
展出者∣陳崑晴

　　一如浮雲多變的狀態，作者創作沒有侷限特定媒材或技法，而

是因應生活所感而做。有時帶著抒情寫意，有時晦澀陰鬱，有時卻

狂暴怒吼。無論何種面向都是作者生活所感與觀察時事後的抒發。

聚焦賞析∣ 展出作者近五年來的平面繪畫作品，展出以浮雲為題是取其含意而不是繪畫的對象。

   As changeable as floating clouds, the artist never confines himself in certain media or techniques. 
Instead, his works are created based on his perceptions of life. Sometimes, his artworks are expressive, 
sometimes they are dark, even sometimes they are violent and shouting with anger. However they are, 
they are the artist’s way of expressing his perception of life as well as observation of current incidents.

Focus ∣ The exhibition includes the artist’s paintings in the recent five years. The name of the exhibition – Floating 
Clouds is named for its meaning, not for the subjects he painted.

陳崑晴《埔里水圳 2010》

藝教館 ‧98 年彩繪南海

我在藝教館
的秘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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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蟬鳴四起，一位髮蒼蒼的老翁牽著小娃兒遛達。「爺爺啊！地

上是什麼東東？是不是外星人來玩留下的？」

　「呵呵！故事得從民國98年說起，爺爺念建中時，藝教館的高阿姨

牽線，大夥兒都像畢卡索附了身，左手拿漆罐，右手拿刷筆，三兩下

就畫出了你現在看到的奇想夢幻般的畫。」

　如今雖增添些歲月痕跡，卻仍掩蓋不了老翁記憶裡的那抹少年輕

狂，而小娃兒微瞇的眼神不知爺爺說些啥？ (高麗玲)

躍然地上



02.08-03.08 ∣ 三 - 四

彩墨飛揚 101 寫生展　
101 Sketching Exhibition of Flying Colors
展出者∣臺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

　　生活的層面有多寬，國畫創作的藝術層面就有多廣。一如國畫先輩：

石濤以「搜盡奇峰打草稿」，齊白石將「生活題材入畫」，本畫會 101 寫

生展，即以匯集各地采風，描繪風土。尤其臺北市文山區忠順里的 16 張畫

面，更是前所未有的集體創舉。

聚焦賞析∣ 大自然波瀾壯闊的青綠山水，固然值得狂草揮灑；人工庭園的小家碧玉更

宜楷書細細描摩。劃時代的創作，等待劃時代的賞鑒者。

   The broadness of the ar tist ic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depends on the width of life dimensions. Shi, Tao, a predecess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for  example,  does not actually paint before he obser ves 
plenty of sceneries, and viewing them inside his head. Qi, Bai-Shi, another famous painter, paints with 
actual life topics. This sketching exhibition collects the demeanor of various places to describe the 
beauty of landscapes. The 16 scenes of Zhongshun Neighborhood of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is a 
collective initiative that has never occurred before.

Focus ∣  Even though the magnificent green landscape of mother nature no doubt deserves to be displayed wildly 
and freely, the humbleness of artificial gardens also need to be appropriately and delicately described. 
The creations of epoch-making eras are waiting for people that appreciate epoch-making masterpieces.

洪淑如《卡通劇場－土耳其
風化石》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行政中心：古色古香的建築，

在黃昏及蓮花池塘倒影的襯托下，更增添思古之幽

情！(呂長俊)

黃昏

藝教館 ‧ 行政中心

南
海
戶
外
藝
廊

N
an H

ai O
utdoor G

allery

我在藝教館
的秘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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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女性藝術家的畫與話
02.20 ∣一∣ 14:30-16:30
講座∣陳瓊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美術研究所教授

[ 品味藝術 ]
　 2012「美的感動‧美的思想」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〡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講座地點〡本館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活動洽詢〡(02)2311-0574 分機164林小姐
▌備　　註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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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拉Georges Seurat《庫比佛的塞納河畔The Seine at Courbevoie》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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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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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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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期 舞蹈教育 101年03月底

第190期 文學教育 101年05月底

10

《美育》為全民寫作運動之智慧成果，

不管大專教授或小學生，

只要對美的事物有獨到的見解，均能將腐朽化為藝術，

或者想打破僵化思維，都可逗陣投稿《美育》飆創意喔。

定價：$160/冊

訂購資訊：請洽國家書店(02)2518-0207及五南文化廣場(02)3322-4985

美育雙月刊

因讀者而 彩色
二度入選、榮獲國家出版獎



動 動 手 指 訂 閱 藝 教 電 子 報 ，  到 「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 臉 書 一 遊 。

老是錯過藝教館精采的活動，令您懊惱嗎？

發現藝教館挺不錯的展演、研習及競賽活動，卻老是晚了一步而錯失良機呢？只要

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臉書及訂閱本館藝教電子報，就可輕鬆獲得各種訊息。

不要再猶疑，趕快上 http://ed.arte.gov.tw/Web/Epaper/List.aspx 登入您的 e-mail，

立即享有長期免費、迅速確實的藝教資訊，再也不怕漏失精采！

 

Facebook

一指全覽，精采藝教活動不 Lose

  Awards  徵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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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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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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線上欣賞

http://ed.arte.gov.tw/painting/index.htm 想
像
引
爆
Online

引爆想像魔力
                                             2012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

▌收件時間∣101年3月1日▶4月15日（以4/15寄出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參賽資格∣各公私立學校在學學生。

▌徵選組別∣ 1.國小低年級組。2.國小中年級組。3.國小高年級組（1-3組：由學校核章報名）。

4.國中組（由學校核章報名）。5.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6.大專組（含五專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

▌創作內容∣適合3～12歲兒童閱讀的原創性圖畫書，自由選擇主題。

▌作品規格∣  1.參選作品以「件」計，每位參選者以1件為限。

2. 每件全書內頁至少16頁（含）以上，最多不超過40頁。另加繪封面、書名頁及封

底，結構須完整，符合圖畫書之形式要件。

3. 可自寫自畫或共同創作，惟共同創作，每件作品報名作者以2人為限，並不得跨組

合作。

▌表格下載∣徵選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下載、查詢。

▌收件地址∣ 掛號（或包裹）郵寄至「10066臺北市南海路43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信封上

須註明「參選201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及參選組別。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125。

徵選  Award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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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臺灣藝術教育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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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徵選作品徵選

收件時間∣101年3月1日-4月15日，掛號或包裹郵寄收件。

徵選組別∣國小低、中、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組。

創作內容∣適合3～12歲兒童閱讀的原創性圖畫書，自由選擇主題。

徵選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下載、查詢。

2012



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 101年 2月 8日▶ 2月 22日 9:00~17:00 

登記窗口∣ 1. 服務臺：臺北市南海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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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3月 8日 (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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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3月 21日▶ 4月 4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1年 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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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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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11-0574 分機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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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在青苔切割的簡樸石板路上
隨古色的微風　轉進
藝術教育桃花源

在這裡
多了幾冊藝術與藝教類的圖書資料
多了幾位現場臨摹取靜的藝術家
多了寧靜且細碎的
綠意、蟲鳴與噴泉絮語

邀請您到此體會　藝術與風與葉子的對話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行政中心1樓右側

閱覽時間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國定假日及週一休館

{藝術教育圖書室}

Audience Information  觀眾須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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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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號　

No 43,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66, Taiwan (R.O.C.)     

 網  址 Website
　　  全球資訊網http://www.arte.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t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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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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