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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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㈥18:30 重返榮耀
西松高中管樂社
TEL0912-906-598



08/03㈰15:00
2014 樂濤交響管樂團國際
音樂夏令營音樂會

樂濤交響管樂團
TEL0936-696-535


$150.250

08/09㈥14:30
102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
歌謠比賽：特優學校聯合
音樂會

國立實驗合唱團
TEL(02)2341-9373



08/17㈰14:00
 S.A Kids 兒童街舞
成果展 ✿

S.A Kids
TEL(02)2882-1775

 / +
$250.350

08/23㈥19:30 搞笑奧林匹克 2014
承豪傳播有限公司
TEL(02)7707-7758


$500

08/31㈰19:00
The Secret ─ ShowBiz
年度成果展 ✿

秀比氏有限公司
TEL(02)2776-5435

 / +
$350

展
覽
活
動

第 1.2
展覽室

07/02㈢ - 09/08㈠ 麥克筆 ‧ 點金術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第 3
展覽室

08/01㈤ - 08/19㈡ 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
第十四屆經典師生聯展 

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
TEL 0910-923-383



08/21㈣ - 09/09㈡ 探影─孫翼華 2014 水墨
創作展

孫翼華
TEL 0920-437-836



南海戶
外藝廊

06/28㈥ - 08/11㈠
清風徐來─推廣藝術教
育研習班第 72 期書畫班
扇面聯展

本館藝術教育研習班

第 72 期書畫班
TEL(02)2311- 0574#232



08/13㈢ - 09/30㈡ 2014 台灣兒童水墨寫生
比賽作品展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
TEL0910-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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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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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迴響：如欲進一步了解或回饋該活動，請連結展演單位網頁 ( 活動網頁期限至活動結束後 4 週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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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至南海書院觀賞。
3. 展覽時間 09:00-17:00，週一休館。
   ◎第 3 展覽室．南海戶外藝廊，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主、協辦活動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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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2



Aug. 2014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Aug. 2014

Organizer
Co-Organi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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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02 -18:30 Return to Glory
The Wind instrument Club 
of Xisong High School
TEL 0912-906-598



Aug.03 -15:00 Yue Tao International 
Music Camp

Yue Tao International 
Music Camp
TEL 0936-696-535


$150.250

Aug.09 -14:30

Concert of Outstanding 
Orchestras - National 
Competition of Folk Song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2013 

Taiwan National Choir 
TEL (02)2341-9373 

Aug.17-14:00
S.A Kids Hip Hop Dance 
Show  ✿

S.A Kids 
TEL(02)2882-1775

 / +
$250.350

Aug.23-19:30 The 2014 Humor Olympics
Chieng Yin Mass 
Communication
TEL(02)7707-7758


$500

Aug.31-19:00 The Secret  ✿ ShowBiz Dance Studio
TEL(02)2776-5435

 / +
$350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Ⅰ . Ⅱ

Jul.02-Sep.08
The Magic of Marker: An 
Exhibition of Design and 
Illu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



Exhibition
 Room Ⅲ

Aug.01-Aug.19

The 14th Classic Joint 
Exhibi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Creative 
Oil Painting Society of 
R.O.C. 

Creative Oil Painting Society 
of R.O.C. 
TEL 0910-923-383



Aug.21-Sep.09
Shadows – The 2014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of Sun 
Yi-Hua

Sun Yi-hua
TEL (02)8952-5999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un.28-Aug.11

Breeze! – The Fan-
Face Paintings Joint 
Exhibition by The 72nd Art 
Education Extension Class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72nd Art Education 
Extension Class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f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 2311- 0574#232



Aug.13-Sep.30
The 2014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in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TEL 0910-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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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 Response： For acquiring further information or submitting feedback to the event, please link to 
the webpage of the performances (the webpage will be available for additional 4 
weeks for complete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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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hai Academy if it is a rainy day.
3.Exhibition time 09:00~17:00，Tuesday to Sunday. The last day of the exhibition at the Exhibition 

Room III and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will be closed at 12:30 pm.
4.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Central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s 
  announcement or contact the Center at (02)2311-0574

✿

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3



103年全國學生音樂、鄉土歌謠、
創意偶戲表演藝術推廣活動

《創意偶戲：西遊記-火焰山》
《三人組偶戲：荒島奇遇記、我要變聰明》

宜蘭縣龍潭國小

東山皮影劇團 ( 新北市東山國小 )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屏東縣信義國小

8/06  14:50    高雄市竹圍國小影戲藝術館(演出及影偶DIY) 
   /25 09:00    花蓮縣康樂國小(演出及影偶DIY) 
          14:00   基督教花蓮黎明教養院

9/12  10:00   高雄市三埤國小
          14:00   高雄市復安國小

高雄市前金國中

9-12月  音樂工作坊 10場 前金國中音樂教室
12/24  16:00  感恩音樂會 前金國中校門口川堂

嘉義縣文昌國小

10/26  14:00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2/7  16:00 大安森林公園

國立臺中一中

7/17  19:30 臺中市中山堂

高雄市陽明國中

7/23  10:00 屏東縣高樹元氣館

淡江大學管樂社

7/1 19:00 新北市蘆洲功學社
  /2 19:00 成功大學成功廳
  /3 19:00 台中港區藝術中心

9/12 19:00 礁溪鄉立托兒所
   /19 19:00 宜蘭市私立和睦幼稚園

  
6/27 19:00 新北市文聖國小

10/23 10:00  新北市石碇國小

8/30  15:0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草屯工藝文化館

10/29 08:00・09:50 
           屏東縣大平國小禮堂

《海疆奇航之公主下西洋》

《金棗料理王》

高雄市竹圍國小

《直直村裡的彎彎路》

《偶戲表演～公主不公主》

《2014一中女中天籟松筠

  「踏樂祈響」音樂會》 《樂飄諸羅 玩味傳統》

《前金國中歲末感恩音樂會》

《濟樂樂祭:回饋社會系列》

《淡江管樂團西臺灣巡演‧西城故事》

《就是愛管～關懷系列》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高雄市前金國中.淡江大學管樂社.嘉義縣文昌國小.臺中一中.高雄市陽明國中

 臺北市成功高中.高雄市竹圍國小.宜蘭縣龍潭國小.新北市東山國小.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屏東縣信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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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4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08.02 ∣ 六 ∣  18:30 ∣ 180 分鐘 

重返榮耀
Return to Glory
演出單位∣西松高中管樂社

西松高中管樂社成立已邁入 16 屆，在指導老師、學校

及學長姐辛苦耕耘下，漸入佳境。一路走來，成員們克服

困難，團結同心，投入每一次的表演和比賽。藉此發表會，

我們將展現平日努力與學習成果，把對音樂的熱情傳遞給

每位聽眾，並期與音樂愛好者彼此交流，再現西松管樂的輝煌歷史。

聚焦賞析∣ 展現西松管樂愛冒險，活力四射及音樂熱情，曲目包括：著名電影《環遊世界 80 天》

主題曲，富有變化的《搖滾卡農》、臺灣歌曲《鼓聲若響》等。

      The Wind Instrument Club of Xisong High School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16 years.  
Throughout the years, its members, even in dif f icult times, never let go of each other and 
have always been completely dedicated to every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 results of their hard work as well as their passion for music are conveyed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ir music. 

Focus∣ The choice of program reveals the adventurous, lively spirit of the Xisong Wind Instrument Club as 
well as their passion for music.  The program includes the theme song from the well-known movi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the richly-styled Canon Rock, Taiwan folk song – “If you hear 
the sound of the drums” etc.

08.03 ∣ 日 ∣  15:00 ∣ 120 分鐘 

2014 樂濤交響管樂團國際音樂

夏令營音樂會
Yue Tao International Music Camp
演出單位∣樂濤交響管樂團

知名國際小號演奏家 Allen Vizzutti 應樂濤交響管樂

團之邀，首度來臺演出，由美籍指揮家 Gary Brattin 帶領

樂團，除了由國際音樂營團員演出經典曲目外，亦與 Allen Vizzutti 大師合奏演出大師

編曲的《The Rising Sun》小號與管樂團協奏曲。讓樂濤交響管樂團一同和您渡過愉快

的夏日。

聚焦賞析∣ 2006 年，多位學成歸國的演奏家憑藉著對音樂演奏的熱忱，成立「樂濤」交響管樂

團，透過演出與講座活動，傳遞音樂無限涵養。

      The world-renowned trumpet player Allen Vizzutti, by invitation of the Yue Tao Symphonic 
Band, will set foot on Taiwan for the f irst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merican conductor 
Gary Brattin, the program of the concert, in addition to classical pieces, includes “The Rising 
Sun” – a concerto for trumpet and orchestra masterfully arranged and played by Allen Vizzutti 
and the orchestra. 

Focus∣ The Yue Tao Symphonic Band was established out of its founder’s sheer passion for playing music. 
Its goal is to convey the boundless nourishment of music through concerts and seminars.

西松高中管樂社

樂濤交響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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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8.09 ∣ 六 ∣  14:30 ∣ 100 分鐘 

102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比賽：特優學校聯合音樂會
Concert of Outstanding Orchestras - National Competition of 

Folk Song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2013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國立實驗合唱團
演出單位∣國立實驗合唱團、屏東縣青葉國小、新竹縣新豐國中、內灣國小 ( 教師組 )

102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係由各縣市遴選第一名學校，於今年 4 月進行全

國總決賽，歷經 4 天激烈競技角逐，各校展現優異，結果計有 16 校隊榮獲特優殊榮。

本音樂會由國立實驗合唱團邀請其中傑出團隊：屏東縣青葉國小、新竹縣新豐國中、

內灣國小 ( 教師組 ) 聯合演出。

聚焦賞析∣ 音樂會涵蓋：福佬語系、客家語系及原住民語系等歌謠，將百年來臺灣歌謠文化隆

重呈現，所展現的歌舞表演，絕對精彩可期！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oncert are contestants in The 2013 Academic Year National Folk 
Song Competition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total of 16 teams) which include Cing-Ye 
Elementary School in Pingtung, Hsinchu Sin-Fong Junior High School , and Hsin-Chu Neiw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Category). 

Focus∣ The languages of the program include Fulau, Hakka and languages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t is indeed a magnificent presentation of Taiwan folk song culture as well as dances of nearly a 
hundred years.

08.17 ∣ 日 ∣  14:00 ∣ 180 分鐘  ∣ ✿

S.A Kids 兒童街舞成果展
S.A Kids Hip Hop Dance Show
主辦單位∣ S. Area 舞蹈生活館
演出單位∣ S.A Kids

每位孩子在舞臺上都是父母眼中最閃亮的星星，也是

老師心中最驕傲的學生。在這個專屬於孩子的舞臺上，除

了提供 S.A Kids 學員學習成果和舞臺展現外，並穿插兒童

Battle 尬舞比賽，藉此宣揚健康的街舞運動並鼓勵孩子培

養自信與勇氣，學習尊重、互助及團隊精神，一起為此留下美好的成長回憶。

聚焦賞析∣ 以「旅程」為主題，每個表演將由純真且充滿歡笑與感動的孩子以舞蹈呈現，帶您

到各地旅行，體驗不同旅程。

      On this children’s stage, in addition to offering the members of S.A. Kids a chance to 
show the results of their study, a children’s dance competition will also be held.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street dance movement, encouraging children to be confident and 
courageous and learn to respect and help each other as well as nurturing their team spirit. 

Focus∣ The theme of the show is “Journeys”.  Each dance piece is performed by innocent and happy kids. 
They will take the audience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ey 
with each and every dance.

S. Area舞蹈生活館    

屏東縣青葉國小

S.A Kid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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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4

08.31 ∣ 日 ∣  19:00 ∣ 150 分鐘  ∣ ✿

The Secret  ShowBiz 年度成果展

The Secret
主辦單位∣秀比氏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台北市街舞運動協會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秘密，那你呢？」ShowBiz 運用

街舞的各種風格，以舞劇方式呈現深入人心的「秘密」

主題，引領觀眾藉此了解街舞的多元面貌。由電視選秀

節目專任評審 AMAY 老師帶領最專業的街舞師資團隊及

上百位熱愛跳舞的學童，共同創作各式街舞風格的作品，展現非凡。

聚焦賞析∣ 街舞是一種具有最直接感染力的舞蹈，ShowBiz 將以街舞的各種風格、姿態，衝擊

你心中的秘密！

      "Everyone has secrets.  What is yours?“  ShowBiz applies various styles of street dance, 
and through the form of dance it presents the performance theme “secrets” to its audience, 
leading them to experience the multiple facets of street dance. 

Focus∣ Street dance is extremely contagious.  ShowBiz will hit you right in you’re the secrets buried inside 
of you with the various styles, and poses of their street dances.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Showbiz    

08.23 ∣ 六 ∣  19: 30 ∣ 120 分鐘 

搞笑奧林匹克 2014
The 2014 Humor Olympics
主辦單位∣承豪傳播有限公司

這是一部由日本著名搞笑藝人粘土大介 Daisuke 

Nendo 發起的臺日搞笑演藝交流。粘土大介從上海演藝

圈轉往臺灣發展，深深感受臺灣人民對日本的友好，繼

第一屆《搞笑奧林匹克 2013》獲得迴響，再次邀請臺灣

及日本藝人一起共襄盛舉。

聚焦賞析∣ 由臺灣及日本演藝人員同臺演出，激盪火花，展現臺日友好互動，搞笑交流的豐碩

成果。

      It ’s an art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comedians initiated by the famous 
Japanese comedian Daisuke Nendo.  Mr. Daisuke Nendo shifted his acting career from Shanghai 
to Taiwan.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he was very much touched by the Taiwan people’s 
friendliness towards the Japanese.  After the great response from the “2013 Humor Olympics”, 
he has once again invited bo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omedian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Focus∣ A show performed by bo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artists has created some fireworks while 
exhibiting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nd its dazzling results.

承豪傳播有限公司

秀比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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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40
 丘永福

7/
05

8/
  0906 12 13 16 23 3019 20 26

14:00-15:00
 成志偉

14:00-15:00
 邱逸民

14:00-16:00
 丘永福

14:00-16:00
 林福年

14:00-15:00
 鐘世成

14:00-16:00
 林時旭

14:00-16:00
 文蜀嘉

14:00-16:00
 李承溈

14:00-16:00
 馬靖文

10:00-12:00
 楊耿賢

專題
講座

導覽
解說

現場
示範
教學

14:00-16:00
 王　健

調和，水與墨的黑白濃淡美學─水墨畫

  《古畫品錄》序：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作品的神韻及

生命力)是也，二骨法用筆(運筆用墨的方法)是也，三應物象
形(描繪的寫實表現力)是也，四隨類賦彩(著色的掌握度)是也，
五經營位置(構圖布局)是也，六傳移模寫(臨摹作品)是也。

  水墨畫係運用水與墨的調和，呈現墨色的濃淡與層次
變化，是中國繪畫形式的代表，也稱國畫。南朝齊畫家
謝赫(479-502)所提「六法」，原為品評人物畫的標準，
後廣泛為中國美術的評論準則。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教育活動  於週六、日期間安排現場示範教學、導覽解說、專題講座

07.02-09.08 ∣ 三 - 一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麥克筆 ‧ 點金術
The Magic of Marker: An Exhibition of Design and Illustration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麥克筆具有的速效、速乾、輕便、多樣、全面、包容等特性，

為設計界所發揮的功能，不僅是繪畫練習塗鴉的工具，更在設計

創意表現時，扮演最快速具體展現成果的媒介。在臺灣設計演變

中，麥克筆承接創意設計的手製與科技繪圖 2 個時代，顯見其不

可或缺的地位，及高度的藝術含金量。

聚焦賞析∣ 介紹臺灣麥克筆之演變發展與其藝術特性，配合導覽、教

學、講座、體驗等教育活動，傳遞麥克筆的媒材特質及美學涵養。

     Markers are quick to use, fast-drying, light enough to carry around, come in many different 
kinds and can accommodate all kinds of materials.   When used to create things, markers are the 
medium that can demonstrate work results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design history, markers have bridged the periods of hand-drawn designs and computer-
drawn designs, indicating their irreplaceability and artistic value.

Focus∣ With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as well as the artistic value of markers, combined with 
guidance, teaching, seminars,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the organizer aims to demonstrate markers’ 
features as a medium as well a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art.

麥克筆 ‧ 點金術

第
２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Ⅱ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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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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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Ⅲ

08.01-08.19 ∣ 五 - 二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第十四屆

經典師生聯展
The 14th Classic Joint Exhibi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Creative 

Oil Painting Society of R.O.C.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

本協會由已故鄭乃文老師創立於 2000 年，已邁入 14 屆，本

著藝術走入生活，推廣油畫教學與畫展，國內外交流展。今年

經典展特邀鄭乃文老師作品共襄盛舉，意義非凡。協會會員們

承以嚴謹態度與創新精神，融合傳統與新潮，表達藝術思維，運用不同技法呈現精彩

作品，提供美的藝術響宴。

聚焦賞析∣ 藝術欣賞在於能豐富生活內涵，藝術的可貴在於表達方式與創造。隨著創作素材多

元化，創作觀念快速推展，透過視覺藝術作品帶來藝術視覺的刺激。

     This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by the late Eric Cheng in 2000 and this year marks its 14th 
anniversary.  The exhibited works in this year’s classic exhibition include Teacher Cheng’s 
works which means a lot to the association.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always make their 
paintings with sincerity and creativity, combining traditions and modernity, and apply various 
techniques to their paintings in hopes of providing an art feast dedicated to beauty. 

Focus∣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is about enriching people’s life, and the true value of art lies in the way it is 
expressed and created.  Through our eyes, these art works bring visual stimulation to us.

08.21-09.09 ∣ 四 - 二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探影 孫翼華2014水墨創作展

Shadows – The 2014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of Sun Yi-Hua
展出者∣孫翼華

本系列作品是透過翅脈、葉紋、羽翼等元素，藉用蒙

太奇拼接演繹出光影交錯的象徵性圖像，遊盪於現實與虛

幻之間。並以半抽象與部分精緻細膩手法描寫創作主體，

企求達到文質兼具，多重性的指涉符號，經過組合並置，

產生新的意義脈絡，連結情感因子與自然語彙，營造一種

個人化且特殊的陰性氛圍。

聚焦賞析∣ 本展品皆以絹本為底，拓上如木紋或似水痕的肌理，或於絹下襯以網狀鏤空的麻落

水紙，在空間及質感的出入與遊走，置放著人性與自然間的微塵暗影。

     This series of works are created with elements such as wing and leaf veins, feathers and 
symbolic images of shadows and light intertwining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 feelings of 
drif ting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imagination set together in montage style.  By combining 
feelings and words from nature, a special personal yet dark atmosphere is created. 

Focus∣ The works displayed in this exhibition are created on silk.  The artists printed wood grains or textures 
such as water marks on them to create a sense of going in and out of space, and textures where the 
dust and shadows of humanity and nature exist.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孫翼華《隱幽然》

9

鄭乃文《虛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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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09.30 ∣ 三 - 二  ∣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2014 台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
作品展
The 2014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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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凡任何景物，都可以用毛筆、墨、彩色顏料、宣紙

等工具描繪出來，並以個人的美感呈現。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與福臨文化藝術基金

會聯合主辦「台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已邁入第 8 年，透過對國畫水墨寫生的觀察

描繪體驗，啟發孩子們的創作思想，美化人生。

聚焦賞析∣ 當孩子們認真以繪畫表達自己時，內容是不受時間和題材上限制的，從他們寫生作

品中，可見其童趣表露無遺。

    Any scenes and creatures can be painted with writing brushes, ink, colors and rice paper, 
and can be presented with personal beauty characters. The eighth term of Taiwan Children's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hopes to inspire children’s creations and enrich their life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paint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painting.

Focus∣ The content of painting cannot be confined to time and topic when children present themselves seriously 
by painting.  We can completely see their innocence from their sketch works.

06.28-08.11 ∣ 六 - 一 ∣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清風徐來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72期書畫班扇面聯展

Breeze! – The Fan-Face Paintings Joint Exhibition by The 72nd Art 
Education Extension Class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本館藝術教育研習班第 72 期書畫班

扇子的用途可分為實用及藝術 2 層面：實用上，主要作為引

風驅暑涼快；用於藝術層面，可見於表演及平面藝術上，如：

舞蹈中的扇子舞，戲曲中藉扇子表達動作，相聲表演中是為重

要道具 ( 用開扇聲表現氣勢，以搖扇表示閒暇 )，以及集編織、

雕刻、書畫 ( 題扇及扇畫 ) 的工藝創作。

聚焦賞析∣ 彙集藝教研習班：工筆花鳥、水墨寫意人物、山水、水墨

創作初級、工筆人物、水墨寫生之各班學員，藉扇寫景，
炎炎夏日中，增添幾許涼意。

     Fans have two purposes : the practical one is as a means to cause a cool breeze; as for its 
artistic purpose, it could be used in graphic arts or performances, such as fan dances; when 
used in Chinese opera, it helps express a character’s actions. It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ool 
used in Chinese cross talk. It is also a craft art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weaving, sculpture 
and calligraphy.

Focus∣ The exhibition exhibits artworks by students of our art education extension class: elaborated styles 
of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paintings of freehand brushwork, paintings of mountains and water, ink 
paintings by first-graders, elaborated style of human figure painting and ink sketches.

藝教研習 72 期書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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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3年10月4日   14:00

▌活動地點∣    頒獎典禮    南海劇場      得獎作品發表    第1、2 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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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國小
低年級組

國小
高年級組

國小
中年級組

國中組

許智崎、陳宥任、楊  璿、陳禹錡、蘇鈺淳、廖乃瑩、郭庭佑、王樂平、

李訓霆、何昕陸

許盛崴、吳姍珊、宋庭頡、陳欣瑜、田祺丰、吳佳宸、洪于翔、何冠緯、

鄭翔友、鄭筑云、徐稜雅

李　樺、黃愉婷、楊欣晨、許杏萍、陳彥妘、朱偉譯、洪婇 、黃友廷、

陳映甄、翁宇廷

李采宸、李冠霖、徐毓圻、曹育愷、盧其伯、許霈琪、謝子喬、洪筣瑄、

許維芳、許維真、曾柏雅、黃弈璇、籃可芸、張可柔、曾子旭、高國誌、

簡愷娜、葉璟渼、陳   芊、鐘婕寧、林彥名、王薏慈、吳芷菱、宋予辰、

林子馨、陳美合、蘇筠婷、許靖亞

楊森堡、黃楚甯、黃炫維、張雅琪、陳瑋苓、劉紀萱、趙婉婷、卓毓庭、

李季恬、黃譯萱、吳博融、賴佩青、鄭于漩、陳晏群、辜佳琳、張育靖、

王品麒、江弦叡、李宜庭、陳昱嘉、莫竣揚、林佳蓉、高子傑、黃啟睿、

陳品穎、賴宇觀、曾義晴、顏瑜萱、蘇心怡、陳怡聞、周宛霓、李梓瑜、

蘇文甯、吳勳隆、王政捷、許純翎、胡薾元、葉怡君、林侑萱、莊翊暐、

張琇媚、洪佩君、吳宸安、向   量、劉如芸、許喻婷、阮于薰、賴怡甄、

蕭羽宸、賴芷芸、楊子欣、廖鈺欣、王麗婷、陳家絹、魏宏倩、陳靖玟、

簡珮珊、游蕎綺、曾薇珉、池月婷、陳   融、鄭姁妮、吳佩蓉、韓棋安、

趙子儀、張家綺、陳   曦、古怡亭、李品萱、鄭幸芸、廖盈芊、宋曼莘、

馬紹芸、陳冠穎、歐芷廷、林鈺馨、黃湘茹、黃仟柔、李詠嫣、羅孝慈、

忻蓉萱、宋杰倫、林思慈

黃宣蓉、閃揚容、廖曼鈞、蔡瑋倫、周元媛、詹佩茹、蘇頤婷、吳姵蓁、

王亭云、潘仲怡、邱昱棠、蔣   侖、周育寧、林郁翎、陳郁雯、郭羿廷、

陳思妤、王宇菁、鄭萱婕、李佳穎、湯   晨、劉姿均、林妤珍、徐碩君、

許雅婷、彭怡靜

2014

11



103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從小巧可愛的創作開始，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透過親手勞作，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103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從小巧可愛的創作開始，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透過親手勞作，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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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15 
8/29 刊出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X 國語日報

※活動內容及刊登時間如有更動，以當月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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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週日14:00-16:00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09/07   繪本盒子
※自備工具：鉛筆、橡皮擦、尺、剪刀、美工刀、
    30cm直尺、切割墊、透明水彩、水彩

8/7 09:00
開放線上報名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08/03《大腳丫跳》         08/10《天不怕 地不怕》         08/17《補天造人的女媧》                      

     08/24《老婆婆與大猩猩》《灰王子》           08/31《爸爸我愛您》

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志工說故事

參加方式：免費

1.線上報名：請至以下任一網站「熱門研習」項下，點選報名。

2.活動網站：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index.asp。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3.錄取方式：依報名先後順序正取國小親子10組（備取5組，遞補者另行通知），
額滿為止。

※報名及詳細課程內容於開課前1個月刊登活動網站；活動內容如有異動，依本館公告為主。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2。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103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從小巧可愛的創作開始，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透過親手勞作，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103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從小巧可愛的創作開始，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透過親手勞作，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地點：研習班教室     線上報名

地點：藝術教育圖書室親子區     自由入座

1313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3年 8月 6 日   8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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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等方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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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8月 27日 (星期三 )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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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登記時間∣ 103年 9月 17 日   10月 1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3年 10月 8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下 梯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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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拍即合  

  一個學校藝術教育與公民營社團機構媒合交流之入口網。整合藝術教育政策、

人才庫及建置各學習領域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網址：http://1872.arte.gov.
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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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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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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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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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致力提供民眾優質
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
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

提醒您

Audience Information  觀眾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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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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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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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號　

No 43,47,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66,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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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術教育網址 Website of Taiwan Arts Education
　　http://ed.arte.gov.tw/ch/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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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步行約7分鐘)
　　　　小南門站(3號出口，步行約10分鐘)

　公車／中正二分局站(243、248、262、304、706，步行約5分鐘)
　　　　建國中學站(1＊、204＊、630＊，步行約2分鐘)
　　　　南昌路站(3、5、18、38、227、235、241、243、295、662、663，步行約6分鐘)
　　　　南門市場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步行約7分鐘)
　　　　植物園站(242、624、907、和平幹線、藍28，步行約6分鐘)
                ＊含備低地板公車

　MRT／1.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2)
　           2.Xiaonamen (Exit at No. 3)

　 BUS／1. No. 243, 248, 262, 304, 706 : to "Zhongzheng Second Police District".
        　 2. No. 1＊, 204＊, 630＊: to "ChienKuo High School".
         　3. No. 3, 5, 18, 38, 227, 235, 241, 243, 295, 662, 663 :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242,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Including Low-Floor Buses

請附回郵（每期郵遞票價3.5元）及郵寄資料(姓名、地址、郵遞區號)，
信封註明「函索藝教資訊×期數」，逕寄本館視覺藝術教育組收。

《藝教資訊》
免費索取

請裁剪填寫以下資料，附於函索郵寄信封內

1.檢附郵資3.5元×          期＝              元   聯絡電話：

2.收 件 人：                           □新訂讀者。  □續訂讀者，□地址更新如下(原地址者無需R)

  收件地址：□□□-□□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臺北車站

愛國東路愛國西路

和
平
西
路

南海路

羅
斯
福
路

重
慶
南
路

南
昌
街

台北植物園

國立歷史
博物館

臺北市立
建國高級中學

捷運
小南門站
3號出口

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
2號出口

預約藝教館 歷史漫步導覽 
定時導覽：週二-週五 10:00、14:00
預約電話：(02)2311-0574 分機110
10人(含)以上團體，請於7天前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