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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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㈥19:00     A 咖囚郎
崇右技術學院

表演藝術系
TEL(02)2423-7785#588



08/02㈰15:30
            19:30

第五屆傳奇學堂成果展演 ✿ 
當代傳奇劇場
TEL(02)2392-3868

    1.5h  / 

08/08㈥10:00
            14:30

    父魂 和春技術學院
TEL(07)788-9888#2821



08/09㈰14:00 頌夏 ✿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管樂社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

業家事職業學校管樂社
TEL0976-329-438



08/14㈤19:30

08/15㈥14:00
遊戲城市系列：愛女生

大硯劇團 
TEL0988-296-490

 /  
          $500.800
          $1,000

08/21㈤19:30

08/22㈥14:30

             19:30
08/23㈤14:30

音樂劇：茉默莉 ✿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TEL(02)2541-2057

 /  
              $800

08/30㈰14:30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

海硯會
TEL(02)2311-0574



展
覽
活
動

第 1.2.3
展覽室 .
南海戶
外藝廊

07/16㈢ - 09/13㈰
 書法 ‧ 讚！
 —104 年書法 ‧ 讚！  
 系列活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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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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年「學校、社區及公部門」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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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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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Au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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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00       A-Class Juvenile

The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Chungy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EL(02)2423-7785#588



Aug.02 
-15:30  

            -19:30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5th 
Legend Chinese Opera 
School ✿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TEL(02)2392-3868

      1.5h  / 

Aug.08
 -10:00

              -14:30
      Spirit of the Father 

Fortune University

TEL(07)788-9888#2821


Aug.09-14:00 Summer Greetings ✿

The Wind Band of Taipei 
Municipal Yu Cheng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Wind 
Club of Sung-Sha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TEL0976-329-438



Aug.14-19:30
Aug.15-14:00

The Fun City Series: 
Love Girl

Da-Yen Theater

TEL0988-296-490

 /  
          $500.800
          $1,000

Aug.21-19:30
 

Aug.22 
-14:30

             -19:30

Aug.23-14:30

The Musical: Memory ✿
New Century Culture 
Art Group 

TEL(02)2541-2057

 /  
                $800

Aug.30-14:30
      A Talk Between Music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Nan-Fun Saxophone 
Band, Sea-Yan Council

TEL(02)2311-0574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I.II. Ⅲ

Nan Hai 
Outdoor

Jul.16-Sep.13

      Calligraphy-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02)2311-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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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information or submitting feedback regarding a particular event, please link to the 
appropriate webpage of events (the webpage will remain active for 4 weeks after the respective 
closing date of an event).

         The 2015 Three-In-One Performance and Drama Summer Camp for “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Public Sectors” 
         Calligraphy-Like! -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

1.Please line up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2.If a rainy day, the activities at Nan Hai Open-Air Arts Square will be moved to Nanhai Academy.
3.Exhibition hours 09:00~17:00, Tuesday to Sunday. On the last day of the exhibition at the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closing tim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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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 × 海硯會

 

南海劇場 自由入場

主辦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 . 海硯會

8 . 3 0   SUN( 日 )
              14:30

樂
音
與
書
藝
的
律
動
交
融

聽
覺
與
視
覺
的
感
知
對
語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美感無所不在    幸福垂手可得

FB粉絲團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合作製播

ON AIR

8/2. 8/9 張炳煌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8/16. 8/23  林章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碩博士班教授

每週日14:05-14:30
藝教館 鄭乃文館長 主持

美學有意思  聊聊美感與美力。

美感好心情 分享美感藝術、學習經驗。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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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 日 ∣ 14:30  ∣ 90 分鐘 ∣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 自由入場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A Talk Between Music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協辦單位∣南瘋薩克斯風樂團、海硯會
演出單位∣南瘋薩克斯風樂團、海硯會

配合本館 104 年度主題展「書法 ‧ 讚！」

系列活動，除於靜態展覽中，展出本展諮詢、策

展委員作品，以及精選本館典藏作品外，透過多

元跨域方式，展現傳統書藝融入當代生活的新風

貌：邀請南瘋薩克斯風樂團與海硯會書家同臺演出，在動與靜，視覺與聽覺感官之中，

相互交流、碰撞出的創新火花，十分令人期待。

聚焦賞析∣由南瘋薩克斯風樂團以薩克斯風結合長笛等樂器演奏，與海硯會書家以各種形式的書

法作品表演，在視覺與表演藝術同臺對話的場域，精采可期。

    This activity is organized as part of the “Calligraphy-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In addition to its static exhibitions, activities will incorporate inter-
disciplinary methods for exhibiting new aspects of the infusion of the 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into modern life: the Nan-Fun Saxophone Band and Chinese calligraphers 
of Sea-Yan Council have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together.  In between dynamic and static 
movements, visual and hearing sensations, they collide and ultimately inspire each other 
creatively

Focus∣ It’s a show that combines saxophones, flutes and various kind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orks.   A feast 
that demonstrates visual and audio art on the same stage you wouldn’t want to miss for the world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海硯會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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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展覽室

　有約 

   第1展覽室

　 開幕  7/18 六 10:30

     10:30 優人神鼓表演，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書藝.茶藝.古琴表演 7/19 日  11:00-12:00

     書法揮毫/鹿鶴松、李存禾，茶道演譯/戴瑞民，

   古琴表演/陳志豪。

　 展覽導覽解說及帶領 (1展室集合)13:30-14:30

     導覽書家帶您一覽展中書法的縱橫變化與韻致。

　 午后逍遙遊-沙龍音樂會  14:30-16:00

     由國立實驗合唱團擔任演出，每週不同主題，

   以樂聲啟動藝術的悠揚能量。

　 書法現場揮毫示範 14:00-16:00

     邀請書家現場臨寫，展現書法美學之蘊涵。

7/16-9/13

104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第2會議室

　書法專題講座 14:00-16:00

    8/08 六  洪昌穀/書道的美學內涵與形式表現的體用關係

    8/30 日  黃智陽/講述個人書藝創作觀

    9/05 六  張炳煌/談傳統書法的科技發展

    9/12 六  杜忠誥/書藝中的空間性與時間性

   南海劇場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8/30 日 14:30-16:00

    結合南瘋薩克斯風樂團以樂器演奏，與海硯會書家

  以各種形式的書法表演。

第1展覽室

 開幕

第2會議室

　講座

14:30
施伯松
陳明德

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13:30
林炳文

7/18 8/01 8/22 9/05 06 12 1323 29 3002 08 09 15 1619 25 26

導覽 

揮毫

音樂會

書藝.茶藝.
古琴表演

 10:30
 優人神鼓

 11:00

14:30
中國民謠

14:00
簡銓廷
張峰碧

13:30
簡銓廷

14:30
臺灣歌曲

14:00
陳忠建
廖美蘭

13:30
蕭一凡

14:30
義國情調

14:00
洪昌穀

14:00
蔡明讚

14:00
黃伯思
劉冠意

14:30
法國香頌

13:30
李存禾

14:00
林進忠

13:30
劉冠意

14:30
歌劇選粹

14:00
李蕭錕

音樂與書
法之交融
對語

南海劇場

14:30

14:00
黃智陽

14:00
張炳煌

14:00
林隆達

14:00
李貞吉

14:00
杜忠誥

第3展覽室後區

　與書家有約  14:00-16:00

  邀請書家分享書藝創作之歷境與心境，

  並與書家閒逸對話，暢意抒懷。



Au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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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展覽室

　有約 

   第1展覽室

　 開幕  7/18 六 10:30

     10:30 優人神鼓表演，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書藝.茶藝.古琴表演 7/19 日  11:00-12:00

     書法揮毫/鹿鶴松、李存禾，茶道演譯/戴瑞民，

   古琴表演/陳志豪。

　 展覽導覽解說及帶領 (1展室集合)13:30-14:30

     導覽書家帶您一覽展中書法的縱橫變化與韻致。

　 午后逍遙遊-沙龍音樂會  14:30-16:00

     由國立實驗合唱團擔任演出，每週不同主題，

   以樂聲啟動藝術的悠揚能量。

　 書法現場揮毫示範 14:00-16:00

     邀請書家現場臨寫，展現書法美學之蘊涵。

7/16-9/13

104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第2會議室

　書法專題講座 14:00-16:00

    8/08 六  洪昌穀/書道的美學內涵與形式表現的體用關係

    8/30 日  黃智陽/講述個人書藝創作觀

    9/05 六  張炳煌/談傳統書法的科技發展

    9/12 六  杜忠誥/書藝中的空間性與時間性

   南海劇場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8/30 日 14:30-16:00

    結合南瘋薩克斯風樂團以樂器演奏，與海硯會書家

  以各種形式的書法表演。

第1展覽室

 開幕

第2會議室

　講座

14:30
施伯松
陳明德

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13:30
林炳文

7/18 8/01 8/22 9/05 06 12 1323 29 3002 08 09 15 1619 25 26

導覽 

揮毫

音樂會

書藝.茶藝.
古琴表演

 10:30
 優人神鼓

 11:00

14:30
中國民謠

14:00
簡銓廷
張峰碧

13:30
簡銓廷

14:30
臺灣歌曲

14:00
陳忠建
廖美蘭

13:30
蕭一凡

14:30
義國情調

14:00
洪昌穀

14:00
蔡明讚

14:00
黃伯思
劉冠意

14:30
法國香頌

13:30
李存禾

14:00
林進忠

13:30
劉冠意

14:30
歌劇選粹

14:00
李蕭錕

音樂與書
法之交融
對語

南海劇場

14:30

14:00
黃智陽

14:00
張炳煌

14:00
林隆達

14:00
李貞吉

14:00
杜忠誥

第3展覽室後區

　與書家有約  14:00-16:00

  邀請書家分享書藝創作之歷境與心境，

  並與書家閒逸對話，暢意抒懷。

第１展覽室 第２展覽室 第３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Ⅰ Exhibition Room Ⅱ Exhibition Room Ⅲ

南海戶外藝廊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07.16-09.13 ∣ 四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 自由觀賞

書法 ‧ 讚！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Calligraphy-Like! -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淡江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梵大學、中華民國
書法教育學會、書法教育月刊、優人文化藝術基金會、海硯會、國立實驗
合唱團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華研文化基金會、蕙風堂、長歌藝術傳播有限公司、正大光明毛筆
有限公司、大有製墨廠、文山社、威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拾墨設計

書法乃中國藝術之精華，在縱橫變化的抽象線條中，融合了技

法、自然、情感、學識與涵養，成為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

獨創奇葩。為推動書法藝術教育，特於每年暑假規畫南海園區「書

法節」，透過體驗教學與展演活動，呈現書法多元跨域的藝術延展

特性，提供民眾及學校師生體驗、學習、互動與分享書法之最佳平臺。

聚焦賞析∣ 本展活動旨在傳遞「書法是什麼？」「書法有什麼？」「書法做什麼？」之意涵，

另結合表演、茶藝、書藝、講座、示範、導覽解說、音樂會、體驗活動等交融對話，
呈顯書藝特質及創意多樣的美學涵養。

    Chinese calligraphy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rt. In the world of ever-changing abstract 
lines, it requires skills, feelings,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to create this unique art form that 
Chinese has always taken pride i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centre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Festival” on its Nanhai campus every 
summer, offering the best Chinese calligraphy learning platform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Focus∣ Activities includ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erformances, art of tea, art 
books, speeches, demonstrations, guided tours, music concerts, as well as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All 
with an aim to exhibit the aesthetics and importa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104 年書法主題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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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承辦單位 參加 / 報名方式

1
05/23   14:30.19:30
05/24   14:30.19:30

戲劇《兒夢魔幻之旅
       - 魔境夢遊》

實踐大學魔術社 ♣2 h

2 07/20   -07/25                             
夏令營《表演我最棒》
      戲劇藝術夏令營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TEL(02)2861-4854

，國小中年級 -
國中學生 30 人

3 07/26   14:30
戲劇 兒童歌舞劇
   《都不怕先生》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4 07/27    -08/01  夏令營  舞打戲夏令營
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
學系
TEL(02)2423-7785#588

，國小中年級 -

國中學生 30 人

5 08/01   19:00 戲劇《A 咖囚郎歌舞劇》
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
學系



6 08/08   10:00.14:30 戲劇《父魂》
＊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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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   19:30
09/05   14:30.19:30
09/06   14:30

戲劇 兒童歌劇《魔笛》
國立實驗合唱團
TEL(02)2341-9373 8/3 起開放索票

♣2 h 現場排隊索票：演出前 2 時起索票，每人最多 2 張，索完為止 ∣  索票，TEL 洽詢演出單位

免費報名 ( 額滿為止 )，TEL 洽詢承辦單位∣ 自由入場 ∣＊配合節慶主題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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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六

六

日

五

六

六

六

日

六

日

創藝‧築夢
5/23-9/6

Drama Camp in Nanhai: The 2015 
Three-In-One Performance and 
Drama Summer Camp for “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Public Sectors”

104 年「學校、社區及公部門」
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令營
夏

戲劇

令營
夏

戲劇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8.01 ∣ 六 ∣ 19:00 ∣ 80 分鐘 ∣     104 年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 自由入場

A 咖囚郎 
A-Class Juvenile
演出單位∣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學系  TEL(02)2423-7785#588

 凡事要求盡善盡美的完美國王，要找一位比自己

更完美的接班人。經過全民票選出來竟是國王的兩個

女兒─白目姬與黑美瞳。為了證明自己是完美的化

身，姊妹倆唇槍舌戰互不相讓。為奪得王位，黑美瞳

決心殺掉礙眼的白目姬，於是，他找來魔鏡，準備煉製毒藥……。

  聚焦賞析∣ 「A 咖囚郎」是什麼？能玩嗎？好吃嗎？以白雪公主故事角色出發，2015 年精彩爆 

笑的兒童歌舞劇，ㄧ起來尋找 A 咖囚人吧！

 
 The perfectionist king was looking for an even more perfect successor. The candidates chosen 

by its people were the king’s two daughters – Princesses White and Black. In order to prove 
themselves perfect, the two sisters compete harshly.  However, the Black Princess decided 
to kill the White Princess who had always been in the way. So, she got the magic mirror and 
started to prepare the poison......

Focus∣ What is“A-Class Juvenile” about? Can we play with it? Or is it yummy? Based on the story of “Snow White”, A 
must-see and the most hilarious children’s musical of 2015, let’s go on the journey to seek “A-Class Juvenile“!

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學系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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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08.08 ∣ 六∣ 10:00 · 14:30 ∣ 40 分鐘 ∣      104 年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 自由入場

父魂
Spirit of the Father
演出單位∣和春技術學院    TEL(07)788-9888#2821

透過戲曲形式，嶄新詮釋莎士比亞的作品。全程以臺語發音，

運用歌仔戲曲調韻律，描述哈姆雷特與父親魂魄再度相見的悲壯段

落，強調情感的堆砌與父子間深厚的依附；有別於一般演出，賦予

哈姆雷特的角色更具勇氣與智慧，以面對接下來的考驗。

聚焦賞析∣ 改編自莎士比亞作品《哈姆雷特》，以現代戲劇的簡約，搭

配傳統戲曲歌仔戲華麗
優美的形式，為中西合
壁的戲劇演出。

       In the form of Chinese Opera, 
this drama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great work .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drama 
is Taiwanese and all of its music 
is based on Taiwanese operas. It 
depicts the part where Hamlet is 
reunited with the spirit of his father. 
Different from other adaptations, 
Hamlet in this version is wise and 
more courageous 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in life.

Focus ∣ Adapted from Hamlet by 
Shakespeare, this version combines the 
simplicity of modern drama with the elegance 
and beauty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Opera, 
to create a fusion which incorporat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08.02 ∣ 日∣ 15:30 · 19:30 ∣ 120 分鐘 ∣ 索票 : TEL、現場 ∣ ✿ 

第五屆傳奇學堂成果展演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5th Legend Chinese Opera School
主辦單位∣當代傳奇劇場   TEL(02)2392-3868

第五屆「傳奇學堂」以「培訓接班」為主旨，全力培

養 15 歲至 26 歲具潛力的戲曲科班生，使戲曲的技藝與

品格教學朝向專業提升，並與表演舞臺職能無縫接軌。透

過三年培育計畫，邀請兩岸一級藝師於暑期集訓教學並舉

辦成果展演，提供實習演出機會，培養當代優秀之年輕戲曲表演人員，以為傳承。

聚焦賞析∣ 一群優秀的京劇年輕演員，經過兩岸一級藝師集訓教學指導，展現臺灣在京劇藝術

教學、傳承表演人才的成果。

     The Fifth Legend Chinese Opera School dedicates to training 15-26 year-old Chinese Opera 
students who have great potential,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ese Opera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as well as students’ professional performing competency.  Through the three-
year-training project, young and talented performers are well-cultivated and trained to achieve the 
goal to pass down the art of Chinese Opera.

Focus∣ After intensive summer training by top teachers from Taiwan and China, a group of talented young Chinese Opera 
performers are proud to show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Chinese Opera education as well as talent cultivation in Taiwan.

當代傳奇劇場

和春技術學院

當代傳奇劇場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在獲知父親驟逝真相後，哈姆雷特於劇中第三幕

第一場中的經典獨白，是對生死的抉擇與思辨。

*《哈姆雷特Hamlet》是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於1599-1602年間的悲劇作

品，描述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為父報仇的故事。透過哈姆

雷特12段280行的獨白(soliloquy)，傳遞王子最真實的動

機與心聲。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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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8.09 ∣ 日∣ 14:00 ∣ 180 分鐘∣ 自由入場∣✿

頌夏
Summer Greetings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育成高中管樂社 TEL0976-329-438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管樂社

南海劇場的夏日午後，由李昆峯、林昀佋、張銀盛、育成管樂、

松商管樂，攜手讚頌出最適合 2015 夏天的樂章《頌夏》！演出

樂曲包括：《超人：鋼鐵英雄》《魔法公主》等多部票房極佳的

電影組曲以及管樂界國歌《創世紀 Centuria》。

聚焦賞析∣ 兩校學生樂團指揮，帶領樂團默契十足且整齊劃一吹奏出完

美旋律，音樂會中更精心設計許多出奇不意的橋段。

    On a summer afternoon in the Nan-Hai Theatre, Lee Kun-Feng, Lin Yun-Chao, Zhang, Yin-Cheng, 
the wind band of Taipei Municipal Yu Cheng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Wind Club of Sung-Sha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will present to the audience musical pieces that are most 
suitable for 2015 Summer Greetings! The program includes soundtracks from best-selling movies 
such as “Man of Steel”, and “Mononoke Hime” as well as the anthem of wind music – “ Centuria”.

Focu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nductors of the wind bands of the two schools, all band members’ minds are 
in sync in order to perform melodies perfectly.  Furthermore, many musical surprises have been carefully 
prepared especially for the concert.

頌夏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08.14-15 ∣ 五 - 六∣ 19:30 · 14:00 ∣ 100 分鐘∣▶遊戲城市系列 ∣ 兩廳院售票 $ 500. 800. 1,000                                                       

愛女生
Love Girl
主辦單位∣大硯劇團  TEL0988-296-490

情侶在交往時，當雙方因為無法解決問題時，便會提出分手。

從男生角度探討兩性自交往、相愛、相處、分手、獨立中，看見

男人在感情上的苦悶、壓力是無法輕言說出的。真實呈現男生對

愛情的價值觀點，讓觀眾們藉此省思，進而使在男女相處時，能

更了解彼此、更臻成熟。

聚焦賞析∣ 想要女生愛，先要愛女生。愛情沒對錯，對！一切都是男生的錯！

    Love-Girl examines relationships from men’s perspective, conveying the inexpressible 
bitterness and stress men could experience from dating, falling in love, getting along with their 
dates, and breaking up. It faithfully captures men’s perspective about love, and offers a chance 
for self-introspection for the audience, to become more mature and considerate in a relationship.

Focus∣ If you want a girl’s love, you need to love a girl first.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when it comes to love.  Yes, 
it’s all men’s fault.

大硯劇團

《頌夏》育成管樂12屆×松商管樂28屆聯合成果發表會   

讀
字

賞
藝

書，趴趴走

到 藝教館漂書站

與書相見歡，展開美感漂流之旅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南海學園入口 開放時間：09: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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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5

小朋友的書法體驗營

小朋友的水墨暑期夏令營

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競賽與培訓／線上報名

＊7/10 am09:00 開放網路報名 (額滿為止)

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競賽與培訓／線上報名

＊7/1 am09:00 開放網路報名 (額滿為止)

線上
報名

費用

活動
洽詢

8.10-11 8.17-18

邀請 國小中、高年級對書法創作有興趣者報名參加

邀請 國小低年級-國中 對水墨創作有興趣同學報名參加

7.27-28
玩 藝 玩

2015暑期

水 墨 . 書 法 夏 令 營

NT$200元整 (活動當日繳交)

(02)2311-0574分機110、232

＊詳細資訊請至本館網站http://www.arte.gov.tw查詢

梯次1

梯次1

8.3-4
梯次2

8.6-7
梯次3

梯次2

國小中年級

國小低.中年級 國小中.高年級 國中組

國小高年級

線上
報名

免費
參加

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費用全免
(需出示相關證明)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08.21-23 ∣ 五 - 日∣ 19:30 · 14:30 ∣ 90 分鐘 ∣兩廳院售票 $ 800.  ∣✿

茉默莉 音樂劇

The Musical: Memory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TEL(02)2541-2057

協辦單位∣ A.PARK

茉默莉，惟憶族失傳已久的花。傳說，要種下 16 年才能開出

一夕花朵，它的花蕊有個秘密，跟你我有關的秘密……一個從小

看得見奇妙圖騰的平地少女，一個不願面對回憶的原住民少年，

一個尋找夢想的生物老師，一段跟自己、夢想以及我們土地的勇

敢傳說。
聚焦賞析∣ 劇中將呈現 12 首原創歌曲，自然融合部分原住民元素，展

現原住民天生能歌善舞的本能，與土地共生的靈魂。

     Memory, the long-lost flower of the Wei-Yi Tribe.  Legend has it that 
it takes 16 years for it to grow into a flower.  There is a secret lying in its pistil: a secret about 
you and me…..a girl who can see many wonderful totems since childhood, an indigenous young 
man who is reluctant to face his past, and a biology teacher who desires to fulfil his dreams…it’s a 
legend of bravery. It ’s about all about us, our dreams and our lands.

Focus∣ The program includes 12 original pieces with, of course, elements concerning indigenous people.  The 
music exhibits indigenous people’s natural singing and dancing talents as well as their spirits’ alignment with 
mother nature .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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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08/02《小莉的秘密基地》 08/09《李歐真勇敢》 08/16《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ff》

 08/23《克莉兒有愛心》 08/30《青蛙青蛙呱呱呱》     

志工說故事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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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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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圖書室親子區     自由入座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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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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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活動時間：週日14:00-16:00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08/23 環環相扣手鍊                               10/11 尋根魔法捲軸

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參加方式：免費

1.線上報名：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熱門研習」項下，點
選報名。

2.錄取方式：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正取國小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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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研習班教室                  線上報名



Aug. 2015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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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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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104年10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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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組

國小
低中
年級組

國中組

王樂平、林佳瑩、周沁亞、陳奎任、簡恩雋、謝宜均、陳薇晴、劉逸安、

何欣蕙、林美君、吳宇倫、林煥杰、周沁榆、陳芷希、吳秉叡

傅薏安、陳亮廷、陳昱融、謝東廷、謝尚位、李春嬌、徐稜雅、蔡宜叡、

湯孟哲、田祺丰、許盛崴

陳泇妡、李采宸、蘇倢玫、吳昱均、吳典容、盧其芸、翁語彤、王彥鈞、

王俐臻、許芷毓、陳亭妤、馮雅涵、馮孟涵、胡羽涵、廖咨羽、洪婇 、

張子恩、黃子陽、簡愷娜、江宥萱、林佳穎、曾靖喻、楊婷羽、吳玟錡、

馮玉紓、李潤馨、楊欣芸、劉孟臻、廖芷嫻、余承蕙、趙子甯、王甫軒、

張兆瑄

曾吉瑞、潘子蓉、楊舒雯、黃阡莉、劉艾靜、陳家淳、張   喬、許智鈞、

李詩婷、吳婕綾、呂建毅、蔡承銘、陳奕蓁、蔡宛霖、林鈺蓉、陳俋書、

陳凱育、蔡舒帆、胡薾元、顧　祺、吳燮謙、林素瑀、莊良柔、王顥蓉、

張宇宏、李宜潔、鄭千容、王彗玲、廖禹玟、莊翔伃、紀佩欣、王芎茵、

劉紘伸、陳佳琪、傅沁玲、劉品妤、蔡旻蓁、彭怡寧、許祐誠、王思云、

蘇郁涵、黃鈺婷、林怡萱、吳　舫、嚴禾安、林君汝、蕭珮瑩、陳妤慈、

林允洲、蔡庭歡、葉湘庭、蘇芃云、葉映彤、陳怡潔、黃彥鈞、林佳欣、

張智泓、卜永真、呂品嫻、林　翰、邱靖芬、林煜凱、黃盈瑄、曾韻年、

黃家莉、簡怡玲、張鳴瑋、侯瑋凌、林芷歆、王   瑀、楊宛宜、董晏君、

林浚生、張勝峰、陳宜蓁、黃仟柔、忻蓉萱、李詠嫣、黃柔雅、呂采庭、

黃怡川、陳   葶、蔡沁縈、李雪源、鄧家芳、王怜茜、蘇桑尼、李佩霓、

陳采昕、郭芊伶、吳宏揚、鄒宛珊、曹雅芳、高　安

黃采婕、賴妍儒、林妤庭、姜晴紋、林芯妤、連又潔、林繼勝、吳晨英、

張芸瑄

2015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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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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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4年

藝術教育教材教案
推薦計畫

104.

推薦期間

5/1-10/31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111 www.arte.gov.tw
競賽與培訓-專案活動

推薦對象
1.現正從事藝術教學之教師。
2.藝術領域輔導團成員。
3.學生藝術類比賽指導老師。
※每件作品可為個人創作或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參與人數以3人為上限。

登記時間∣ 104年 9 月 16 日   9 月 30 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4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下 梯 次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4年 8 月 5 日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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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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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約見時間∣ 104年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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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順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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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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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公務人員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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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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ssigned seating number for each person admitted. Please be seated 5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performance.

2.With the ex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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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ing sound, video, and the taking of 

photographs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s well as walking about at will, and/or clamoring in the performance venue.
4.Food and drink are prohibited and dangerous devices of any nature, as well as inappropriate dres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lippers.
5.In order not to disrupt the performance and others, late arrivals will be allowed entry only at respective 

intermissions.
6.Our Center's venues don't accept gifts such as flower arrangements in any shape o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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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summer2015.nmmst.gov.tw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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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服務專線 Phone Number

　　 TEL：(02)2311-0574轉110
　　 FAX：(02)2389-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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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Sunday 09:00-17:00
Please Note: We are closed at Monday,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it (If special conditions are called 
for additional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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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線 Transportation ＊含備低地板公車 Including Low-Floor B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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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往和平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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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630＊、242、624、907、和平幹線、藍28，步行約6分鐘)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Taipei MRT Wanda-Zhonghe-Shulin line (from
      May 22, 2015 to Dec., 2021), Nanhai Rd. will be one-way starting from Chongqing 
      S. Rd. going toward Heping W.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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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3. No. 3, 5, 18, 38, 227, 235, 241, 243, 295, 662, 663 :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1＊, 204＊, 630＊, 242,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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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請備3.5元郵票1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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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資訊網
www.arte.gov.tw

臺灣藝術教育網
ed.arte.gov.tw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Web APP 藝教諮詢 Q&A
forum.arte.gov.tw

發行所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發行人 鄭乃文│總編輯 劉瓊琳│責任編輯 張瓊止

視覺設計 周兌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翻譯 金石翻譯有限公司

非本館主辦之活動，相關資訊由主辦單位提供；如有更動，文責由主辦單位負責。

※配合捷運萬大線工程，自104年5月22日至110年12月，南海路改為西向(往和平西路)單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