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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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㈢19:30

11/05㈣19:30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懷疑  

 愛 ‧ 症候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

藝術研究所
TEL0936-096-356

  /  
        $.500.800
       $1,000

11/07㈥19:30

11/08㈰14:30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受不了，

我就是瘦不了  ✿ 

11/14㈥14:30

             19:30

11/15㈰14:30

銀河谷音劇團：糖果屋 ✿ 銀河谷音劇團
TEL(02)2559-7532

 /  
        $300.400.500
    $600.800
       $1,000.1,200

 11/28㈥19:30
耶！爵士夜─爵士樂導聆
音樂會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展
覽
活
動

第 1.2
展覽室

11/05㈣ - 11/15㈰ 臺日兒童繪畫國際交流展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
會等 ( 詳 p.9) 
TEL(02)2551-3719



南海戶
外藝廊

10/20㈣ - 11/30㈠

 
晒詩時節─ 104 年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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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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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Nov. 2015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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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04 -19:30
Nov.05 -19:30

Mistrusting Love 
Syndrome ✿ Graduate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0936-096-356

 /  
        $.500.800
       $1,000

Nov.07 -19:30
Nov.08 -14:30

Why Can’t I Get 
Fitter ✿

 
Nov.14 -14:30
              -19:30

Nov.15 -14:30

Hansel and Gretel ✿
Guyin Galaxy Children's 
Theater
TEL(02)2559-7532

 /  
        $300.400.500
    $600.800
       $1,000.1,200

  Nov.28 -19:30 Yeah ! A Jazzy Night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02)2311-0574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I.II

                                   
Nov.05- Nov.15

B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hildren’s Painting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tc.(see p.9)
TEL(02)2551-3719



Nan Hai 
Outdoor

Oct.20–Nov.30
TThe Exhibition of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s,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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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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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字卡借取處：
南海書院保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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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11.04-05 ∣ 三 - 四 ∣ 19:30 ∣ 90 分鐘∣ 兩廳院售票 $.500.800.1,000 ∣ 
✿
 
懷疑愛 ‧ 症候群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
Mistrusting Love Syndrome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藝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所學會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TEL0936-096-356

你懷疑過愛嗎？常常有人問愛是什麼？或許愛最直接

的感受就是快樂；那你快樂嗎？你是否也有懷疑愛 ‧ 症

候群？愛情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補給，卻也是

最難解的習題。

聚焦賞析∣ 由梁文音帶領您，透過婚前女子對愛情的疑惑與不同年齡層的兩性視角，與您一起

探討「愛」。

     Have you ever doubted the definition of love? It is 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answer is that love makes one happy. If so, are you happy?  Or, do you find yourself suffering 
from the ‘mistrusting love syndrome’? In modern time, love in deed is indispensible for mental 
richness; however, it is also brings complexity.

Focus ∣ Rachel Liang will lead us to probe into ‘love’ by understanding the doubts over love unmarried women may have   

                       
and looking at lov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males and females of different age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懷疑愛》x《受不了》   

5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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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11/1 吳望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講師

 11/08. 11/15  游素凰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副教授

美感好心情 分享美感藝術、學習經驗。

101.7

FM

11/22. 11/29  蘇憲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11.07-08 ∣ 六 - 日 ∣ 19:30.14:30 ∣ 90 分鐘∣ 兩廳院售票 $.500.800.1,000 ∣

 ✿

 受不了，我就是瘦不了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

Why Can’t I Get Fitter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藝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所學會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TEL0936-096-356

「受不了，我就是瘦不了！」呈現出當今女性追求外

在形象的心態及過程，舞臺上的女學生、小資女孩與家庭

主婦，一一道出身為豐滿女性的無奈，其中辛辣對白加上

精彩逗趣歌舞，絕對令人感同身受又不禁捧腹大笑，拍案

叫絕。   

聚焦賞析∣ 集結臺灣最優秀音樂劇製作團隊，一起用生動的歌舞與笑聲讚頌你我減肥中曾留下 

              的汗水與淚水！

    Why Can’t I Get Fitter’ presents the mentality and process of the pursuing better outward 
appearances of women nowadays. Student girls, young working females, and housewives speak out 
their worries about having a plump figure. The acrid conversations and amusing songs and dance will 
surely make audience identify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laugh into tears.

Focus ∣ With the best musical production team in Taiwan, we make spirited songs and dance that celebrate the 

                      
struggle and pain we al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loosing weight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師大原創音樂劇《懷疑愛》x《受不了》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6

徵
稿

各路人馬飆創意

作伙獻計‧給美感解碼
對美的事物有獨到見解者；
亟思將身邊廢物化腐朽為藝術者；
自許充滿美感細胞的魔法師者；
想打破僵化思維，顛覆傳統藝術學習方式者⋯⋯
速速翻出圖文並茂壓箱寶，展現新世代美學力量！

獻計資格：具師生身分，意欲分享創意絕技者。
爬格字數：約二千至五千字。
投稿方式：
[線上投稿] 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 點選「 

美育雙月刊／線上投稿」區，上傳文章、圖
片。

[郵寄投稿] 備電子稿件，掛號郵寄至10066臺北市中正
區南海路43號「美育編輯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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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7
美感教育年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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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11.14-15 ∣ 六 - 日 ∣ 14:30.19:30 ∣ 110 分鐘∣ 兩廳院售票 $.300.400.500600.800.1,000.1,200 ∣✿ 

糖果屋  銀河谷音劇團
Hansel and Gretel   

主辦單位∣銀河谷音劇團　  TEL(02)2559-7532

「糖果屋」取自格林童話《亨賽爾與葛蕾特爾 Hansel 

und Gretel》故事。壞巫婆建造了一個好香好甜的糖果屋，

要誘拐兄妹倆，將他們吃掉！這對兄妹能否善用「智慧」

及「勇氣」，逃出壞巫婆的魔掌呢？一段森林裡的奇幻冒

險，一場穿越時空的經典鉅作，溫馨、逗趣，充滿想像力。

聚焦賞析∣ 銀河谷音劇團年度大戲，溫馨且充滿想像力，期許小朋友們能善用智慧及勇氣來化

解危機並體會親情的可貴。

     This show is based on one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s in which an evil witch builds a fancy sugar 
house to temp a little brother and sister to get inside the house so that she can eat them. Can the kids 
use their wits and gather their courage to escape from the clutches of the evil witch? This fairy tale 
classic has lasting popularity as the magical adventures in the forest are heart-warming, amusing and 
creative.

Focus ∣ As the annual grand performance of Guyin Galaxy Children's Theater, ‘Hansel and Gretel’, a heart-warming and 

                      
creative story, aims at leading children to learn to use wisdom and courage in dangerous times and to see the 

                 
     preciousness of family.

銀河谷音劇團

銀河谷音劇團

晚安，床邊故事─格林童話

    由德國語言學家格林兄弟：雅各(JacobGrimm, 1785-1863,兄)

與威廉(WilhelmGrimm, 1786-1859,弟)所出版的童話集《格林童

話 Grimms Märchen》(原書名為《兒童與家庭童話集 Kinder-und 

Hausmärchen，KHM》)，是格林兄弟受到浪漫派詩人阿爾尼姆和布

倫塔諾合編的《男童的神奇號角 Des Knaben Wunderhorn》啟發，

於1806年起，透過訪問、蒐集、整理民間故事和古老傳說，以純

真而樸實的方式，改寫成容易閱讀的童話故事，於1812年出版第1

集，並陸續出版7集，全書共收錄200多個童話故事，〈糖果屋〉

故事即收錄在第7集。《格林童話》是僅次於聖經，傳播最廣的德

國文學作品；它與《安徒生童話》《一千零一夜》並列為世界三

大兒童文學經典。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德語版《格林童

話》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7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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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  六 ∣ 19:30 ∣ 120 分鐘 ∣ 自由入場

耶！爵士夜  爵士樂導聆音樂會

Yeah ! A Jazzy Night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輕鬆、自由、浪漫，是爵士樂給人的印象。那麼，是什麼獨

特的音樂元素，形塑了爵士樂呢？讓跨界音樂家陳里騏，偕同日

本爵士鋼琴家山野友佳子 ( やまのゆかこ ) 與一群高手好友們，帶來

一夜動聽滿滿的演出，同時要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告訴我們「爵

士樂！」

聚焦賞析∣ 除安排爵士樂經典曲目，另加入《G 弦之歌》《淚光閃閃》等耳熟能詳的樂曲。

透過導聆式音樂會，要你聽熱鬧，也聽懂門道。

 Jazz music is usually defined as being casual, free, and romantic. Then, what are the unique music 
elements that shape Jazz music? Li-Chi, Chen, a crossover musician, together with Japanese Jazz 
pianist, Yukato Yamano( やまのゆかこ ) and their friends who are also masters of music, will bring us 
a joyful night of pleasant music and also guide us to learn about Jazz in simple language.

Focus∣ Apart from classic Jazz songs, popular songs such as ‘Air on the G String’ and ‘Nada Sousou’ are also in the 
list of songs in the performance. With introductory guide, one can enjoy a night of beautiful music and learn 
more about Jazz at the same time.

耶！爵士夜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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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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展覽室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ⅠExhibition Room Ⅱ

9

11.05-11.15 ∣ 四 - 日 ∣ 09:00 - 17:00 ∣ ▶ 週一休館  ∣ 自由觀賞

臺日兒童繪畫國際交流展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hildren’s Painting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TEL(02)2511-3719、日本 NPO 法人市    

               民之藝術活動推進委員會、日本 NPO 法人國際教育情報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鑒於臺灣和日本對於兒童藝術教育皆長期投入，並致力世

界兒童畫之推廣。由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吳隆榮理事長，與日本 NPO 法人市民

之藝術活動推進委員會及日本 NPO 法人國際教育情報交流協會共同推動，為臺、日兒

童們，提供創作發表平臺，展現其藝術創作。藉此並促進臺、日文化交流與友誼，提

升我國際形象。

聚焦賞析∣本展由雙方分別徵件，總計評選出約 300 件優秀作品，透過臺日兒童畫作的展示，將能

讓兩國在藝術創作與兒童美術教育上獲得實質收穫。

Both Taiwan and Japan have long been making efforts to provide children with proper art education 
and have been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hildren’s painting .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an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aiwan, Wu Long-Rong, the director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PO Committee of Citizen for Artistic Activities of Japan, and NPO JAFSA of Japan work 
together to hold this exhibition, which would be a platform for children in Taiwan and Japan to display 
their art works.

Focus∣ The two countries solicit artworks respectively, and among them select 300 exceptional pieces in total. By 
displaying the artworks of children in Taiwan and Japan, both countries would gain substantial benefits in the 
fields of artistic creation and child ren’s art education.

楊晴如《原住民木雕》五年級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南海戶外藝廊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10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玩美機場玩美機場

10.20-11.30 ∣ 二 - 一∣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 自由觀賞 ∣ 

✿ http:// ed.arte.gov.tw/philology/Award/list_a.aspx

晒詩時節 104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The Exhibition of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s, Academic Year 2015
指導單位 | 教育部、中華文化總會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那些用心煉成的詩言詞語，輕輕竄入季節的青草色裡，將平

日與夢囈的交談，眼神流轉與心中一顫的情感，切碎、重組，串

成自由色的字鍊；晾晒在緋紅牌樓的畫布上。」為鼓勵學校師生 (含

兼任及退休教師 ) 創作，提供文藝創作交流平臺，期能激發更多動

人的文藝作品分享。本獎自民國 70 年起，持續舉辦，為國內歷史

最悠久的文藝創作獎項。

聚焦賞析∣ 今 (104) 年徵選項目包括：教師組、學生組之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古

典詩詞；以及教師組童話項。

    The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Creation Awards by MOE has more than 33 years of histor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1980s.  It is the art creation related award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in 
Taiwan. People with teacher or student status are qualified to submit their works and apply for 
the award. The purposes of this award are to encourag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create 
artworks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about cultural and artistic creations.

Focus∣ The categories open for submission are: traditional drama scripts, short novels, essays and poems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fairy tales created by teachers.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10/02-11/1710/02-11/17



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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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
鍊

104學年度
全國學生
美術比賽

初賽

決賽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職 )組 (含五專前 3年學生 )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 )

於104 年10 月30日前，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舉行完成。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職 )組、大專組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 收件日期：各縣市政府分別於 104 年 11 月 2、3、4、5、6 日運送，

  並註明「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收。

2. 收件地點： 郵政博物館 6樓特展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 45 號，)。

3. 收件單位：

 (1)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職 )組：由各縣市政府彙集造冊、運送。

 (2) 大專組：由就讀學校以校為單位造冊 (加蓋學務處戳印 )、運送。

4. 收件內容

 (1) 作品。

 (2)作品清冊：電子光碟及紙本各乙份(依決賽主辦單位提供之表單格式造冊)。

 (3) 紙本報名表、退件保證書各 2份 (自行下載，大專組加蓋學校戳印 )。

5. 查詢下載「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及相關表件：

 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比賽專區」；或臺灣藝術教育網「全

國學生美術比賽」專網。

※決賽成績公告：104 年 12 月 7 日 ( 預定 )

※如有異動，以決賽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 收件 ] 

 [ 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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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015Au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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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The Dove and The Ant》         11/08《路易》             11/15《寶貝種子》 

           11/22 《永遠吃不飽的貓》                     11/29《感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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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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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驚嚇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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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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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時間∣ 104年 12 月 02 日   12 月 16 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4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下 梯 次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4年 10 月 28 日     1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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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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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國家進步的動力。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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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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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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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