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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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日)14:00

山頂囝仔。搬戲─巧宛
然掌中劇團 25 週年紀錄
片分享會✿

臺北市平等國小巧宛
然掌中劇團



03/24(六)14:30 梵華歌樂─明盲音樂會 弘一大師紀念學會 ♣1.5h / 
TEL(02)2341-0823

03/28(三)19:30
03/29(四)19:30
03/30(五)19:30

2012 學生表演藝術聯演：
終局

新北市南強工商電影
電視科

♣1h / 
TEL(02)2914-9431 

#124、128

03/31(六)14:00
2012 蝶明會日本舞踊之饗
宴

蝶明舞踊團
TEL0972-308-336

展
覽
活
動

南海
藝廊

03/02(五)–03/21(三)
春遊童畫─第 39 屆世界
兒童畫國內特優作品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03/23(五)–04/11(三) 劉光磊梅花太極拳 余擇辰 

南海戶
外藝廊

03/10(六)–04/09(一) 繽紛世界─楊春鴻個展 楊春鴻 

小天壇
展場

03/06(二)–04/01(日)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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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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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11 -14:00

“Kids’ Play From The Mountain” – 
Documentary Screening from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hiao Wan Jan 
Puppet Troupe    

Chiao Wan Jan Puppet 
Troupe of Pindeng 
Elementary School, Taipei 
city



Mar.24 -14:30
Concert of Enlightenment – 
Fanhua music

Association of Hongyi 
master

♣1.5h / 
TEL(02)2341-0823

Mar.28 -19:30
Mar.29 -19:30
Mar.30 -19:30

Joint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2012:Another Opening

Movies Department, 
Nan Chiang Industrial 
& Comercil Senior High 
School

♣1h / 
TEL(02)2914-9431 

#124、128

Mar.31 -14:00
2012 Performance by Butterfly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Dance

Butterfly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Dance TEL0972-308-336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hai 
Gallery

Mar.02 - Mar.21

Art Exhibition of Children in 
Spring - The 39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Exhibition for 
Winners of Especially Superior 
Award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Mar.23 - Apr.21 Prune Tachi Show of Liu Guang Lei Zecheng Yu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Mar.10 - Apr.09 A World of Colors – Chunhong 
Yang Chunhong Yang 

Nanhai 
Gallery,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Mar.06 - Apr.01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nest 
Painting Exhibi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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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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尋寶訊息：

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 
藝教網 http://www.arte.gov.tw/ch/lndex/index.aspx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taec

南海藝廊

小天壇展場

藝術教育圖書室

南海劇場 南海戶外藝廊

超讚寶物

等你拿！

在熱鬧的城市間，尋找悠閒與愜意
穿梭藝教桃花源，尋找藝術寶藏

藝教館尋寶趣‧春日3月在Facebook與您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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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 ∣ 六 ∣ 14:30 ∣ 100 分鐘

梵華歌樂  明盲音樂會

Concert of Enlightenment – Fanhua music
主辦單位∣弘一大師紀念學會

合辦單位∣中華五眼協會

由弘一大師音樂合唱團、仁易合唱團、新店市婦女會合唱團，結合

盲人演唱家朱萬花、許宗榮共同演出，並透過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敦

煌舞表演，以合唱與舞蹈藝術的詮釋，展現佛教思想的浩瀚與藝術、中國傳統傳承表演。

聚焦賞析∣ 演唱歌曲是由張敏宜老師以蓮懺法師詞所做的創作發表，以較淺顯易唱的方式呈獻，傳達世間的美善與

溫情，引發觀賞者的心靈共鳴與感動。

   The show is a joint effort between Choir of Hongyi master, choir of Renyi, Women’s choir of Xindian city, 
and the singer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Wanhua Zhu and Zongrong Xu. Together with the Dunhuang Dance 
of Extended Edu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he show exerts the vast depth of Buddh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rt via singing and dancing.

Focus ∣  The songs in the show were written by Ms. Mingyi Zhang on the basis of the lyrics of master Lianchian and performed in a more 
easily-comprehended way to express the beauty and warmth of human beings. The audience will definitely find themselves 
touched and related with the songs.

03.11 ∣ 日 ∣ 14:00 ∣ 150 分鐘 ∣ ✿ http://blog.yam.com/parkcute

山頂囝仔。搬戲  巧宛然掌中劇團 25 週年紀錄片分享會

“Kids’ Play From The Mountain” – Documentary Screening from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hiao Wan Jan Puppet Troupe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平等國小巧宛然掌中劇團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民國 77 年，陽明山上迷你小學─平等國小，創立了臺北市第一個

兒童傳統布袋戲團「巧宛然」，即將邁入 25 年。小孩與老師學戲、演戲，

足跡踏遍了國內外，有許多歡樂與甘苦。導演陳樂人，自創團以來，透

過影像拍攝，記錄著劇團學習與成長的點滴，匯集成傳藝經驗，希望與

大眾分享。

聚焦賞析∣ 全臺傳承布袋戲最悠久的兒童掌中劇團「巧宛然」，以影像紀錄，呈現 25 年來的傳藝經驗，一路

行來，甘苦而豐美，歡喜且滿載的，要與大家感動分享。

   In 1988, a very small school on Yangming Mt. – Pindeng Elementary school initiated the first hand-
puppet club for children in Taipei named “Chiao Wan Jan”. Moving toward to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oupe, the children and their teachers have learned and perform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mix of joy and bitter experienc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the director Yueren Chen has been recording every step of its members learning and 
growing process with his camera. This gathering is a very precious opportunity for him to share his 
collec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art with the public.

Focus ∣ “Chiao Wan Jan”, the hand-puppet club for children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in Taiwan,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art for the past 25 years, elaborating their touching moments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bitter-sweet experiences.

平等國小巧宛然掌中劇團

弘一大師紀念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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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魅力 ‧ 充滿想像：2012 學生表演藝術聯演
Charming Imaginative &Young:Joint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2012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場次 演出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1
2
3

03/28  19:30
03/29  19:30
03/30  19:30

[ 戲劇 ]  終局 新北市南強工商電影電視科

4 04/05  19:30 [ 戲曲音樂 ] 曲悅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高
職部

5 04/06 19:30 [ 戲曲 ] 歌仔新聲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高職
部

6 04/07  19:30 [ 戲曲音樂 ] 南海荷畔戲樂響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

7 04/08  14:30
[ 戲曲音樂 ] 曲弄春風

－荷花池畔的藝術饗宴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

8
9

04/12  19:30
04/13  19:30 [ 戲劇 ] 愛我的請舉手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戲劇班

10
11

04/20  19:30
04/21  14:30 [ 戲劇 ] 青春調色盤 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電影電視科

12
13

04/28  19:30
04/29  19:30

[ 戲劇 ] 生命線傳奇

          永遠的微笑
臺北市華岡藝術學校戲劇科

14
15

05/04  19:30
05/05  19:30 [ 戲劇 ] 藝響世界

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優人表演藝術班

16
17

05/10  19:30
05/11  19:30 [ 戲劇 ] 一口箱子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系

18
19
20

05/18  19:30
05/19  14:30.19:30
05/20  19:30

[ 戲劇 ] 結婚？結昏！辦桌
新北市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表演藝術科戲劇組

21 06/01 19:30 [ 戲曲 ]  京曲京聲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大學部

22 06/02  14:30.19:30 [ 戲曲 ] 京讚 101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高中部

23 06/03  14:30
[ 戲曲 ] 古戲新啼聲

　　　－歌仔戲《金魁星》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

24 06/09  14:30
[ 舞蹈音樂 ] 活力 101，

　　　　 精采 Go Fun Time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影劇科、舞蹈
科、音樂科

25 06/10  14:30 [ 音樂 ]「聲」呼吸 國立政治大學振聲合唱團

26
27

06/15  19:30
06/16  14:30 [ 戲劇 ] 給詩裡的陌生人 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28
29
30

06/29  19:30
06/30  14:30.19:30
07/01  14:30

[ 戲劇 ] 不是我的錯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31 07/07  19:30 [ 戲劇 ] M&W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火星人社團

32 07/14  19:30 [ 戲劇 ] 赤子 ─ 青少年舞臺劇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

入場方式：本演出 12 歲以下觀眾，請由家長陪同觀賞。

以上活動如遇特殊情況停演、延期、演出時間或活動名稱異動，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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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30 ∣ 三 - 五 ∣ 19:30 ∣ 90 分鐘 ∣ ▶ 2012 學生表演藝術聯演 

終局　
Another Opening
演出單位∣新北市南強工商電影電視科

　　一齣關於畢業多年後的「後青春紀事」：追逐夢想的路上有太

多現實的考量，情感的羈絆。如果有拼搏致富一瞬間改變現狀的機

會，你會不會拿命一搏？生命盡頭，那值得拿命去換的究竟又是什

麼？……編導謝淑靖與南強工商影三甲的未來宣言─在終局到來之前，我們預想一千種重新開始

的，可能。

聚焦賞析∣ 青春撞壁後的反撲，在虛實交錯中、看見理想與現實的拼搏！現場演唱，熱歌勁舞，影像與現場演

出穿插的黑色喜劇。與學生共同創作。「我以為，這一次，可以為我們贏得未來……」

   I t ’s  a story of a “post-teenage notes” taken place many years after graduation. There are always 
too many conflicts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as well as emotional baggage while we’re pursuing 
our visions. Will you be willing to take a shot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change your fate and turn to 
extravagantly rich overnight?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what is it that you will exchange your life with? 
This story is a prophet about the future by producer Shujing Hsieh and the seniors of filming major 
in Nanqiang Business College. Before our day comes, we envision a thousand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of 
another opening.

Focus ∣ The story is a reflection of our youth, a struggling experience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I t is also a 
humorous comed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live singing, upbeat dancing scenes and the mix of videos 
and live performances.  “I hope we can win a better future (by collaborating with students) this time.

南強工商電影電視科

03.31 ∣ 六 ∣ 14:00 ∣ 180 分鐘

2012 蝶明會日本舞踊之饗宴　
2012 Performance by Butterfly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Dance
演出單位∣蝶明舞踊團

　　日本舞踊是以「柔、靜、意、形、勁」之動作，呈現出歌曲中「喜、怒、

哀、樂」涵意的舞蹈藝術。華山流將古典舞踊動作，融合於近代歌曲與肢

體藝術，詮釋舞踊新世代的舞姿優美與舞意流暢。學習者跨越性別、年齡，

8 至 80 歲均可研習，從日本舞踊中，學習其「人是藝，藝是人」的精神，

以提升美感心靈，從而美化人生。

聚焦賞析∣ 蝶明舞踊團係由精研日本舞踊藝術、日本東京都舞踊會員、年年受邀至日本京都演出之華山流師範

蔡明繡老師指導，為促進臺日交流之藝術表演團體。

   Japanese dance expresses the emotions of human beings (happiness, anger, sadness and joy) via 
the motions of “tenderness, tranquillity, interpretation, forms and strength”. The stream of Huashan 
will combine the contemporary songs and physical arts via the classic moves of Japanese dance to 
interpret the beauty and smooth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The age of the students differ from 8 to 
80 years old. From Japanese dance, one learns about the essence of “human as art, and art as human” 
that elevates their quality of life with enhanced aesthetic experiences.

Focus ∣  The Butterfly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Dance was directed by Mingxiu Cai, the stream of Huashan, who 
is invited to per form in Kyoto every year and spent years mastering Japanese dance as a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Dance in Tokyo. I t is an art group featur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蝶明舞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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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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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H

ai  G
allery

03.02-21 ∣ 五 - 三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ch-reward.aspx 

春遊童畫  第 39 屆世界兒童畫國內特優作品展
Art Exhibition of Children in Spring-The 39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Exhibition for Winners 
of Especially Superior Award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春天的樹梢，歡喜的伸出新葉，用翠嫩的枝芽，在天空畫布上，

勾畫出輕快自在的芽葉綠圖。一如春天枝芽的純粹，孩子們以率真

的筆觸，描繪童真的生活體驗；以單純的思維，詮釋眼中所見所聞

的世界。我們也在微微春日中，邀請您，跟著孩子們伸展枝芽，探

索生活週遭的美麗世界吧！

聚焦賞析∣ 揮灑童心彩筆、彩繪童畫世界：精選第 39 屆世界兒童畫國內特

優作品，展現孩子們精采、獨特的生活體會與感受。

   As spring swings by, the new leaves of trees bloom up and create a l ively and carefree style on 
the canvas of the sky.  Similarly,  children depict their l i fe experiences with their authentic feeling 
via brushes and interpret their world with innocent thoughts. Let ’s also explore the beautiful world 
around us along with the creative work of the children in spring!

Focus ∣  Be bold about your colors and create a world of children’s paintings! The exhibition presents the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ldren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蔣庚諺《廟》

「日本舞踊」為日本傳統藝能的諸多文化形式之一；「傳統藝能」係

指西洋文化進入日本以前，自古代流傳下來的藝術與技能之泛稱。「日本

舞踊」源出於日本史書「古事記」，書中記載「天鈿女神」跳舞的優美姿

態。現今的「日本舞踊」已為此類別舞蹈藝術的通稱，其中涵蓋：雅樂、

舞樂 ( 宮廷祭祀奉納表演的舞踊 )、神樂、田樂 ( 民間祭典等演出的舞踊 )、能樂、

歌舞伎 ( 已演劇化的舞蹈 )、上方舞 ( 在座上跳的舞蹈 )、猿樂、白拍子、延年

( 歌唱、舞蹈形式的舞踊 )，以及新舞踊 ( 受西洋舞蹈影響的舞踊 ) 等。

資料提供：蝶明舞踊團

 凝斂柔韌之美─日本舞踊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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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04.09 ∣ 六 - 一

繽紛世界  楊春鴻個展
A World of Colors – Yang Chunhong
展出者∣楊春鴻

　　透過在捷克、匈牙利等國拍攝的相片，經由數位影像處理，將

自然界的原色，在畫面上形成許多小點，那些小點的集合，在相當

距離內，即表現出由色而生光的效果，有如繽紛的水晶色點，閃爍

鮮豔，美麗異常！而展出作品所希望的表達，就是這一種「繽紛世

界」的印象。

聚焦賞析∣ 正如英國瓦特帕特 (Walter pater1839~1894) 所說；「繪畫本質上是在於能給人感覺上的喜悅」，藝

術創作本身，只是在開起人們一扇快樂之窗。

   The artist created extraordinary pictures by converging the splendid spots of the original colors in 
nature after he leveraged ditial processing for the photos he took in Czech Republic and Hungary. By 
creating images of different colors, he hoped to express his idea of “a world of colors”.

Focus∣   As Englishman Walter Pater (1839~1894) said, “The nature of painting is to bring joy to people” the nature 
of art creation itself aims at opening a window to joy for the audience.

楊春鴻《捷克街景招牌》

03.23-04.11 ∣ 五 - 三 ∣ 09:00-17:00 ▶週一休館

劉光磊梅花太極拳　
Prune Taichi Show of Liu Guanglei
策展人∣余擇辰

　　已故國畫大師劉光磊，本名劉慎齋，字光磊。專長書法水墨，書畫作

品充滿蒼勁之美，不僅落筆持重洗練，且意境古樸奇趣，其自然之美，能

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大師的梅花太極拳圖，自太極起勢至合太極，共有

38 圖，融合太極拳法與國畫書法，以梅花做藝術的呈現。

聚焦賞析∣ 作品中皆以樹幹為身體，根部為雙腳，樹枝為雙手，展現每一招式，別出心裁，自成一格。

   The late master of Chinese art Liu Guanglei spent his l ife promoting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hinese martial arts, particularly the school of “prune”and Taichi. He believed that both 
painting and martial arts are common in that they should both focus on lightness and stretching that 
avoid heaviness of touch. He has infused his philosophy of Taichi into his 38 paintings about prune 
trees and showed what Taichi has enlightened him. The motions and strengths required for Taichi are 
comparable with Chinese painting; therefore, he created the one-of-a-kind “Prune Taichi Painting” by 
combining the six methods of painting with those of Taichi.

Focus ∣  All of Liu’s paintings feature the trunk as the body, root as feet and branches as hands to show each 
moves of Taichi. They are very special art works unlike any other Chinese paintings. 

劉光磊 梅花太極拳圖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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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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04.01 ∣ 二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ch-reward.aspx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nest Painting Exhib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提供兒童繪畫創作與觀賞平臺。在參與過程

中，孩子們沉浸在自由自在的遊戲文化中，以開放的心，透過畫作表現真

我；打破語言、文字框架，創造出一象徵性的情境，掌握內在欲望；並在

人際溝通上，逾越藩籬。邀請您共同來關心兒童美育活動。

聚焦賞析∣ 展出第 40 屆國內特優獎，國外金、銀、銅牌作品。透過中、外孩子們的

彩筆，體會多元豐富的美麗世界。

   The Taiwan’s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Exhibition offers children a platform for creating and 
appreciating paintings. In participating, children can be immersed in free, open, and playful culture. 
With an open mind,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painting process, break the language and 
word boundary, create symbolic situation and master their inner desire. Meantime, they can overcome 
obstacles about social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care about and feel 
interested in art education, to come and watch this exhibition.

Focus ∣  Works of Excellent Awards by Taiwanese children and Gold,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by other country's 
children are displayed in the Exhibition of 40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Through children’s 
colourful brush strokes.

Ana Clara Villamayos Sosa
《Queen Of The Rainbow 
彩虹之后》阿根廷，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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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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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   當代女性藝術家的畫與話
14:30-16:30  陳瓊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美術研究所教授

06/18    特殊美學─父子心靈對話
14:30-16:30  林永發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

08/20    手製繪本
09:30-11:30  劉旭恭 │ 繪本作家

09/17    由「達文西密碼」談藝術品時代風格與美學內涵
14:30-16:30  洪昌穀 │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副教授

10/08    法國生活美學滋味
14:30-16:30  徐素霞 │ 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研究所教授

11/12    雕塑與文化創作
14:30-16:30  楊奉琛 │ 楊英風美術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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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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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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rds 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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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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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 101年 3月 21日▶ 4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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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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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5月 02日▶ 5月 16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1年 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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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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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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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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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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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