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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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㈥19:30
巴黎風情─巴黎．台北
長號四重奏音樂會

樂濤交響管樂團
TEL0936-696-535

 
$200.300

09/12㈤19:30

09/13㈥10:30
            14:30
            19:30

09/14㈰10:30
            14:30

打開月光寶盒
如果兒童劇團、Kiss Me

親一下劇團
TEL(02)3343-3622 #27

 / +
$350.800

09/19㈤19:30

09/20㈥19:30

中國國家話劇院 - 台北演
出季：理查三世

全民大影視、廣藝基金

會、中國國家話劇院
TEL(02)2751-9955

 / +
$450.600
$700.850

09/26㈤19:30

09/27㈥19:30

中國國家話劇院 - 台北演
出季：死無葬身之地

全民大影視、廣藝基金

會、中國國家話劇院
TEL(02)2751-9955

 / +
$450.600
$7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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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㈣ - 09/28㈰
開啟美育的視窗─中華
民國第 45 屆世界兒童畫
展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

學會
TEL(02)2551-3719



第 3
展覽室

08/21㈣ - 09/09㈡ 探影─孫翼華 2014 水墨
創作展

孫翼華
TEL 0920-437-836



09/11㈣ - 09/28㈰ 與彩共舞─台北水彩畫
會 2014 聯展

台北水彩畫會
TEL (02)2358-1082 



南海戶
外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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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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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部分活動依據主辦單位需求，僅於本表提供參加資訊，詳細活動內容，請逕洽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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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014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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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06 -19:30 Le Quatuor de Trombones 
de Paris. Taipei

Yue Tao Symphonic band
TEL 0936-696-535

 
$200.300

Sep12 -19:30
Sep13 -10:30
            -14:30
            -19:30
Sep14 -10:30
            -14:30

Open Up the Moonlight 
Box

Ifkids Theater Company, 
Kiss Me Theatre Company
TEL (02)3343-3622 #27

 / +
$350.800

Sep.19 -19:30
Sep.20 -19:30

Richard III

All U People Art Agency, 
Quanta Arts Foundation, 
National Theater of China
TEL (02)2751-9955

 / +
$450.600
$700.850

Sep.26 -19:30
Sep.27 -19:30

The Victors

All U People Art Agency, 
Quanta Arts Foundation, 
National Theater of China
TEL (02)2751-9955

 / +
$450.600
$7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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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11 - Sep.28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5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TEL (02)2551-3719



Exhibition
 Room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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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Yi-hua
TEL (02)8952-5999 

Sep.11 - Sep.28

Dancing with Colors – 
The 2014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Taipei Watercolor  
Association

Taipei Watercoler 
Association
TEL (02)2358-1082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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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

綠島鄉綠島國小
《奇思行動故事車～
好玩的猴子 火燒島真好玩》
臺藝大戲劇系研究所

     新竹縣

寶山鄉雙溪國小
《藝起Play～客家戲》
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

     桃園縣

復興鄉長興國小
《Dream come ture》
臺大踢踏舞社

     澎湖縣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
澎湖縣演藝廳
《跟著豎琴去旅行》
臺南應用科大音樂系所

     南投縣

國姓鄉福龜國小、國姓國小
《鄉親鄉愛‧藝起來》
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

     宜蘭縣

南澳鄉南澳國小 
蘇澳鎮蓬萊國小 
《跳跳舞，遊世界 》
宜蘭大學海韻國際民俗舞蹈社

     屏東縣

琉球鄉琉球國中
《有一天在動物園～管樂合奏》
輔英科大管樂社

      基隆市

暖暖區暖暖國中 
《Umbrella》 
培德工家表演藝術科

     新北市

三芝區三芝國中 
《Umbrella》 
培德工家表演藝術科

    臺南市

七股區七股國小
《La！飛歸來時》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彰化縣

溪州鄉三條國小
溪州鄉南州國小 

溪州鄉成功國小
《悠活舞蹈、愛上溪州》 
體育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活動網址｜http://ed.arte.gov.tw

以上活動如有變動，以本館公告為主

2014偏鄉巡演活動

10/17

9/12
10/28

     宜蘭縣

大同鄉四季國小
《Dream come ture》
臺大踢踏舞社

   宜蘭縣

宜蘭國中 
《終極藝班》
南強工商表演藝術科

10/15

10/16

 9/11

  臺東縣

綠島鄉公館國小
《奇思行動故事車～
好玩的猴子 火燒島真好玩》
臺藝大戲劇系研究所

 9/12    臺東縣

臺東市富岡國小
《奇思行動故事車～
好玩的猴子 火燒島真好玩》
臺藝大戲劇系研究所

 9/10

 10/19
   ／20

     臺東縣

臺東生活美學館
卑南鄉富山村活動中心
《FM105～青春之聲》
國防大學應用藝術學系

11/7

10/18
9/19
 /20

      桃園縣

天主教大溪方濟生活園區
《大溪‧小鎮》
至善高中普通科（才藝升學班）

 11/15     新竹縣

五峰鄉桃山國小
《百老匯音樂劇-搖滾福音》
光仁高中

9/26

9/29
   /30

      澎湖縣

七美鄉七美國中

七美鄉七美國小  
《魔幻夢想秀》
玄奘大學娛樂株式會社

9/9
 /10

11/4

11/18

10/3

11/7   屏東縣

琉球鄉琉球國中
《文武雙全戲歌仔－黑店、遊上林》
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

屏東縣

臺南市

彰化縣

南投縣

澎湖縣

新竹縣

桃園縣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臺東縣

9/9
11/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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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9.06 ∣ 六 ∣  19:30 ∣ 100 分鐘 

巴黎風情  巴黎．台北長號四重奏音樂會

Le Quatuor de Trombones de Paris．Taipei
主辦單位∣樂濤交響管樂團

旅法長號演奏家們的法國回憶，曲目包括："Gabrieli 
Giovanni : Sonata for 4 trombones" "Johann Sebastian 
Bach : Contrapunctus IX" "L. van Beethoven : Drei Equale" 
"George Tibor : Theme and Variations" "Keiko Takashima 
: Passepied for 4 trombones " "Andre Lafosse : Etude a 
quatre " "Ennio Morricone : Il tait une fois dans l'ouest" 
"Keiko Takashima : Memories "。

聚焦賞析∣ 由旅法長號演奏家高烽泰老師發起，集結陳玉慧、林瑤婷、周家禾、胡品暉等年輕

留法長號演奏家們，在不同的學習時空背景，透過共同語言─音樂，分享巴黎留學
印記。

      Program of Memories back in France brought by trombone players from their studies in 
France, including: “Gabrieli Giovanni : Sonata for Four trombones” “Johann Sebastian Bach: 
Contrapunctus IX” “L. von Beethoven : Drei Equale” “George Tibor: Theme and Variations” 
“Keiko Takashima: Passepied for Four trombones” “Andre Lafosse: Etude à quatre” “Ennio 
Morricone: Il était une fois dans l'ouest” “Keiko Takashima: Memories”. 

Focus∣ The trombone players all studied in France, each with their own optigue and background,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in France through their common language – music.

09.12-14 ∣ 五 - 日 ∣ 10:30 • 14:30 • 19:30  ∣ 60 分鐘  

打開月光寶盒
Open Up the Moonlight Box
主辦單位∣如果兒童劇團、Kiss Me 親一下劇團

月亮有什麼故事？嫦娥、吳剛、月兔……還有什麼你不知道

的？奇幻、浪漫、感人的故事，都在月光寶盒裡！這是一齣最

適合中秋節全家共賞的兒童劇，歡迎一起到劇場來團圓。

聚焦賞析∣ KISS ME 親一下劇團，特別為學齡前小朋友設計出適合觀

賞的表演長度及內容，透過戲劇引導，從生活中延伸創意，
達到寓教於樂，讓每一位小朋友都能被戲劇魔法親一下！

      What are the stories abut the moon? Chang-E, the lady on the 
moon, Wu Kang, and the moon rabbit…what else is there you don’t 
know about? There are fantastic, romantic and touching stories, 
all inside this moonlight treasure box! It is a story for families to enjoy at the Moon Festival.  
Welcome to a “get-together“ evening with the Kiss Me Theatre Company. 

Focus∣ Miss Me Theater Company has created the show especial ly for pre-school chi ldren with the 
appropriate time length and content. They hope that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story, creativity 
is expanded in daily life and every child attending the show gets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magic 
first hand.

樂濤交響管樂團

Kiss Me 親一下劇團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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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第
１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Ⅰ

第
２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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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2/21 將
展開全臺 4 場巡迴展，詳見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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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09.28 ∣ 四 - 日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ch-reward.aspx

開啟美育的視窗  中華民國第 45 屆世界兒童畫展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5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提供孩子一個繪畫創作與觀摩的

平臺，讓孩子們沉浸在自由自在的遊戲文化中，逾越藩籬，打

破語言、文字框架，以開放的心靈，透過畫作表現真我，創造

出一個象徵性的情境，掌握自己內在的想望。這是畫展長期深

受社會各界支持的主因，邀請您共同來關心兒童美育活動。

聚焦賞析∣ 展出第 45 屆國內特優獎，國外金、銀、銅牌作品。透過

孩子的彩筆，遨遊世界風光，體會多元豐富的美麗世界。

     The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creativity and 
learning about painting for children to enjoy the culture of game without barriers of language and 
word, open their heart to present themselves and control their own desires. We are sincerely inviting 
you to care for children’s aesthetic activities.

Focus∣ The excellent works of children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45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Spectators can enjoy scen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world 
through children’s paint brushes..

麥克筆 ‧ 點金術

李昕耘《享受人間美味 - 蚵仔煎》
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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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An Exhibition of Design and Illustration
The Magic of Marker

1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4號 (02)2421-5681

9/11-9/23
巡迴展

教育活動

- 二 日

六

09:00-17:00

11:00-12:00導覽解說 9/13 邱永福
北區

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04)2262-5100

9/26-10/19
巡迴展

教育活動

- 二 六

六

09:00-21:00

 日 09:00-17:00

11:00-12:00導覽解說 9/27 王健

六 14:00-16:00現場示範教學 10/04 陳榮杰

中區

3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34號 (06)298-4900

11/22 -12/ 07
巡迴展

教育活動

- 二 日

六

09:00-18:00

11:00-12:00導覽解說 11/22 王健

六 14:00-16:00現場示範教學 11/29 陸定邦

南區

4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中心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03)863-2604

12/11 -12/ 21
巡迴展

教育活動

- 一 日

六

09:00-17:00 

11:00-12:00導覽解說 12/13 王健

六 14:00-16:00現場示範教學 12/13 馬世聰

東區

展覽主辦 共同主辦 協辦單位

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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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14

第
３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Ⅲ

09.11-09.28 ∣ 四 - 日 ∣ 09:00-17:00  ▶  週一休館

與彩共舞  台北水彩畫會 2014 聯展

Dancing with Colors – The 2014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Taipei Watercolor  
Association
主辦單位∣台北水彩畫會

本會員聯展，共展出水彩畫作約 50 餘件，是近兩年內會員精

心創作之成果，內容含括：四季風景、靜物、花卉，經由水彩清

透的特性，呈現大自然的沉靜與萬物獨有之美，我們亦將所見所

思，盡情揮灑於畫紙上，盼能創作出觸動人心的作品。誠摯邀請

您蒞臨參觀指導。

聚焦賞析∣ 水彩的清純與美感，賦予大自然詩篇般的景色，當我們呼吸

吐納間，更滌淨了我們的靈魂。

     The joint exhibition has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50 water colors created by its 
association members within the past two years. Subjects of the paintings include: scenery 
of the four seasons, still life, and f lowers.  The tranquillity of Mother Nature as well as the 
uniqueness of all beings is beautifully expressed through the translucency and lightness of 
water colors.  Your attendance and comments are most welcome. 

Focus∣ The pureness and uniqueness of water colors have expressed the scenery that is as beautiful as 
poetry.  In-between inhaling and exhaling, our souls seem to be pu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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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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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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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目的

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但它缺少表現的形

式，而提供這些生活表現形式的，正是

藝術的目的。

Life is very nice, but it lacks form. It’s 
the aim of art give it some.

阿努伊 (Jean Anouilh, 1910-1987, 
法國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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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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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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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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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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起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名單

文藝

http://ed.arte.gov.tw/philology

103

12

學生組現代及兒童戲劇項 

學生組短篇小說項 

學生組散文項 

學生組新詩項 

教師組現代及兒童戲劇劇本項 4 名

鄭玉姍〈杏花村的土地公〉

吳政翰〈裝死〉

陳崇民〈雨後的風景〉

王碧蓉〈回味〉

教師組短篇小說項 6 名

陳素櫻〈懸念〉

許舜傑〈五福女孩〉

魯子青〈抽屜〉

黃森茂〈通關密語〉

陳東海〈小夜曲〉

陳玉君〈蝶蛹〉

教師組散文項          

翁淑慧〈Circle〉

黃森茂〈司閽〉

翁毓卿〈毛子〉

陳曜裕〈鳥人之眼〉

廖紋伶〈麥克風〉

鄧慧恩〈乃子〉

教師組新詩項       

李鄢伊〈她在六腳鄉蒜頭村〉

張台瓊〈走進塔比多〉

洪嘉宏〈找路〉

陳坤琬〈落葉盛開〉

陳崑榮〈番茄與糖〉

游淑如〈蹲下來，輕輕說愛〉

教師組童話項

翁心怡〈太白星君出任務〉

陳志和〈啞巴守門雞〉

鄭玉姍〈實習小神仙〉

陳家煌〈不吃肉的狼王〉

呂美琪〈小飛的魔幻旅程〉

胡錦筵〈目前想不到〉

鄧安妮〈末日病房〉

廖文正〈暗鬼〉

陳又津〈甜蜜的房間〉

廖期正〈泌尿科戰士〉

鄧依涵〈等小米回家〉

黃隆秀〈西門好壞〉

江佩津〈試驗日誌〉

游善鈞〈金屬的溫度〉

林新惠〈佑佑〉

陳泓名〈雨雪〉

林雨樹〈我的雪人妹妹〉

詹佳鑫〈打烊時分〉

李彥瑩〈不遠的寧靜〉

陳少翔〈蟲〉

李秉樞〈涉溺〉

廖宣惠〈枇杷圖〉

謝光輝〈豸列傳〉

陳延禎〈也許彩虹不消失〉

陳柏煜〈母親與她的生日〉

林　儀〈海圖〉

林餘佐〈鐵器：與時光妥協〉

陳宗佑〈書籤〉

詹佳鑫〈在復健室〉〈心的暗室〉得獎者名次於頒獎典禮當日公布。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233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得獎

6 名

6 名

5 名

6 名

6 名

6 名

6 名



May. 2014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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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7《月亮好吃嗎？》                    09/14《Big Bear's garden》                      

     09/21《家在山的那一邊》                09/28《老師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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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起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名單

文藝

http://ed.arte.gov.tw/philology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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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3年 9月 17 日   10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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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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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 日   11月 12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3年 11月 19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下 梯 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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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信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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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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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10:00  新北市石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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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戲表演

  ～公主不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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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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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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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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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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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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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