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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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㈥–15:00
第 13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
節目競賽頒獎典禮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TEL (02)2388-0600#154 

07/07㈣–19:30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
的人 - 跨領域製作『分 ‧
身』✿

精靈幻舞舞團 
TEL (02)2622-3561

 /
$800

07/08 ㈤ –19:30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
的人 - 跨國合作『TRES 3』
✿

07/16 ㈥ –19:30 夏夜，爵士，宴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 

展
覽
活
動

第 3
展覽室

06/22㈢–07/03㈰ 『墨 ‧ 途』黃美羨、
李若蘭水墨雙人展

黃美羨、李若蘭
TEL 0919-396-935 

南海戶
外藝廊

06/08㈢–07/04㈠
荒原裡的小星星－新北
市立永和國中高關懷班
師生插畫聯展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輔導處
TEL (02)2921-8878#305 

第 1.2.3
展覽室. 
南海戶
外藝廊

07/06㈢–09/11㈰ 105 年書法讚 ‧ 是～主題
展暨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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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售票 TEL， (02)879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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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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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封面題字：李蕭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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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016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Ju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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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02 – 15:00
The 13th Golden Voice Awards 
of Campus Radio Show 
Competition 

National Education 
Radio
TEL  (02)2388-0600#154



Jul.07 – 19:30 20-Olives 『Me Otro Yo』 ✿
Genio Dance Group
TEL (02)2622-3561

 /
$800

Jul.08 – 19:30 20-Olives 『 TRES 3 』 ✿

Jul.16 – 19:30 Summer night, Jazz, Banquet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Ⅲ

Jun.22 –Jul.03
"Ink & Brushes" The Joint Ink 
Wash Painting Exhibition of 
Huang Mei-xian & Li Ruo-Lan

Huang Mei-xian
Li Ruo-Lan 
TEL 0919-396-935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un.08 – Jul.04 Little Stars in the Wildness

The Counseling 
Division of New Taipei 
Municipal Yong Ho 
Junior High School 
TEL (02)2921-8878 #305



Exhibition 
Room 
Ⅰ . Ⅱ . Ⅲ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ul.06 – Sep.11 Calligraphy -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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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mazing Point ，TEL (02)8791-9962
※ Entrance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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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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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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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016

07.06-09.11 ∣ 三 - 日∣▶週一休館∣  自由觀賞∣ 

書法讚‧是～ 105年主題展暨系列活動
Calligraphy - Like!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合辦單位∣ 中華文化總會、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
藝術團隊、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福臨文化藝術基金會、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化基金會、財
團法人華研文化基金會、奧圖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億橡膠股份有
限公司

 在科技發展滿足人類需求之際，文化資產亦面臨逐漸式微之勢，

書法藝術成為文化傳衍過程不能偏廢的一環。為推動書藝教育，特舉辦

「書法讚‧是～」主題展，透過饒富趣味體驗教學與展演活動，歡迎民

眾及學校師生一同體驗書法之美。

聚焦賞析∣ 本展透過專題講座現場揮毫、舞者表演、跨域表演、創客工作坊等系列活動，讓民眾認識書

法篆刻藝術之美學內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之創意運用。。

 It is a time wh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have fulfilled our needs. An age that our cultural 
assets slowly declining. Calligraphy art is a link that can not be broken in cultrual inheritance. 
To promote education of calligraphy, we specially host the Calligraphy - Like! Exhibition. We 
welcome everyon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calligraphy through our 
interesting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activities.

Focus∣ This exhibition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art 
and how can they be use in everyday life creatively through topical lectures with on site writings, 
dancing performances, interdisciplinary performances, Maker guilds and other related activities.

07.16 ∣六∣ 19:30 ∣ 105 年書法讚 ‧ 是～系列活動∣  自由入場∣ 

夏夜，爵士，宴
Summer night, Jazz, Banquet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演出單位∣ 陳里騏爵士四重奏、蕭一凡、張峰碧、黃伯思、簡銓廷、  
李存禾

本館邀請音樂家陳里騏與他的好友們，為大家帶來一場輕

鬆沁涼的爵士音樂會。音樂會中，除了音樂演出外，也將與海硯

會成員進行書法 X 爵士樂的互動表演。西方的爵士樂與東方的

書法，其實於本質上有相似的地方；若是兩者在舞台上交手，會

激發何等精彩的火花呢？讓我們期待這場聽覺與視覺的雙重饗宴。

聚焦賞析∣ 音樂會中有爵士樂與書法的各種創新互動演出，兩者或主或從，呈現多種可能性。曲目安排

除了爵士經典曲外，也有「奇異恩典」、「你的眼神」等耳熟能詳的曲子，及原創樂曲。

Western Jazz and calligraphy of the orient have similar part in their essence. What sparks 
will they produce when they are both on stage? Let us look forward to this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banquet.

Focus∣ At the concert there wi l l  be creat ive and interact ive performances of Jazz and cal l igraphy. 
Changing their leading position to create numerous possibil ities. Musics include Jazz classics, 
familiar songs like Amazing Grace and Your eyes and other original songs.

陳里騏爵士四重奏

書法讚．是～

Exhibition RoomⅠ
第１展覽室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Ⅱ

第 3 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南海戶外藝廊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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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主題展暨系列活動
創客工作坊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國小高年級至成人。

5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7月13日10:00-17:00

第2梯次105年7月16日10:00-17:00。

105年6月28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書法與雷切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國中至成人。

3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7月30日13:30-16:30

第2梯次105年8月14日13:30-16:30。

第1梯次105年7月8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第2梯次105年7月29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國小高年級至成人。

5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7月20日10:00-17:00

第2梯次105年7月23日10:00-17:00。

105年7月5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書法與3D列印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國中至成人。

3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7月24日13:30-16:30

第2梯次105年8月21日13:30-16:30。

第1梯次105年7月8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第2梯次105年7月29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篆刻與版畫的趣味聯結

一起來玩肖形印！

國小高年級至成人。

3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8月7日13:30-16:30

第2梯次105年9月4日13:30-16:30。

第1梯次105年7月8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第2梯次105年7月29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網址：http://www.arte.gov.tw/Examine_Signup_list.asp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41、110。

詳細資訊∣請逕至本館網站http://www.arte.gov.tw查詢。

書法與禪繞畫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上課日期

報名時間

國小高年級至成人。

300元整，請於活動當天繳交。

第1梯次105年7月31日13:30-16:30

第2梯次105年8月28日13:30-16:30。

第1梯次105年7月8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第2梯次105年7月29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書法包裝紙的設計與應用



105年主題展暨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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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7.02 ∣ 六 ∣ 15:00 ∣ 105 分鐘 ∣ 自由入場 ∣

第13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
競賽頒獎典禮
The 13th Golden Voice Awards of Campus Radio 
Show Competition 
主辦單位 |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TEL(02)2388-0600#154

誰是 105年廣播大明星？由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號稱「校園廣播金鐘獎」的「金聲獎」校

園廣播節目競賽將於頒獎典禮當天頒發入圍獎項，並公布得獎名單，現場還特別邀請阿卡貝拉人聲

團體演出。

Who is the big star in the 2016 radio broadcasting? Host by National Educational Radio, we 
will announce the finalist awards and winners of the Golden Voice awards in the Campus Radio 
Show Competition, the so called Golden Bell awards in the field of campus radio broadcasting. 
We have also invited Acapella vocal band for live performances.

07.07 ∣ 四 ∣ 19:30 ∣ 90 分鐘 ∣ 兩廳院售票 $800 ∣ ✿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人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人 
― 跨領域製作『分‧身』
20-Olives 『Me Otro Yo』 
主辦單位 | 精靈幻舞舞團  TEL(02)2622-3561

留西舞者薛喻鮮首度與台灣現代舞蹈家吳采璘合作。當情

感強烈驕傲的西班牙舞蹈遇上鋒銳的現代舞產生新的火花，詮釋

年輕人的迷惘與衝撞。

聚焦賞析∣ 留西舞者薛喻鮮首度與台灣現代舞蹈家吳采璘合作，描述年輕人對未來的迷惘與衝撞。

 The fir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Hsueh Yu Hsien, a dancer returned from Spain, and 
Taiwanese modern dancer Wu Tsai lin. When the strongly emotional Spanish dances meet 
with the sharp modern dances create new sparks. Interpreting the confusion and collision of 
youngsters.

Focus∣ The fir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Hsueh Yu Hsien, a dancer returned from Spain, and Taiwanese 
modern dancer Wu Tsai lin. Interpreting the confusion and collision of youngsters.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精靈幻舞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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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016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07.08 ∣ 五 ∣ 19:30 ∣ 90 分鐘 ∣ 兩廳院售票 $800 ∣ ✿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人

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人 ― 
跨國合作『TRES 3』
20-Olives 『TRES 3』 
主辦單位 | 精靈幻舞舞團  TEL(02)2622-3561

由西班牙舞者展現佛朗明哥的力與美。吉普賽狂野的肢體，

塵土飛揚在腳步中。美麗的外表帶著驕傲血液，在響板的輕巧中仍

深感那沉穩的重量。

聚焦賞析∣ 邀請西班牙籍舞者同台，演出最傳統的西班牙古典舞蹈。

Spanish dancers performing the strength and beauty of Flamingo. The wild torsos of Gypsies 
and dusts fly through steps. Beautiful semblance with proud blood inside. The lightness of 
Castanets still carry its steady weight.

Focus∣ Inviting Spanish dancers on stage to perform the most genuine Spanish classical dances.

精靈幻舞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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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好心情 分享美感藝術、學習經驗。

101.7

FM

7/03. 7/10林隆達
書法家

7/17. 7/24 王秀杞
雕塑藝術家

7/31. 8/07 沈禎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所長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10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105年5月1日至105年9月30日止

http://1872.arte.gov.tw/teaching_list.aspx

徵選時間

上傳網址

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等各學習階段之美感教育或藝術領域教
材教案、線上課程或TED形式之演說影片均可，或已參賽獲獎
之作品（限三年以內）及自行開發與編製之教材教案。

教案內容

第 3 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06.22-07.03 ∣ 三 - 日 ∣ 自由觀賞 ∣

『墨‧途』黃美羨、李若蘭水墨雙人展
 "Ink & Brushes" The Joint Ink Wash Painting Exhibition of 
Huang Mei-xian & Li Ruo-Lan 
展出者 | 黃美羨、李若蘭  TEL0919-396-935

欲探尋中國水墨繪畫藝術造詣，得先由用筆用墨之法而入，筆有法也，

曰骨力、蒼秀、清雅、中鋒，墨有氣也，曰潤澤、渾厚、氣韻、淋漓 ...筆
墨之法具備，則其寫山水，風月、陽光、雲彩、一花一草、一鳥一蟲，皆

蘊含生動之情，微妙神韻，以此可悠然行走於水墨之間，縱情於紙上，躍

然於天際。

聚焦賞析∣  本展以寫意水墨繪畫風格表現，藉由筆墨情趣，傳達作品的情思

與心性，心喜在藝途中相遇的朋友，祈盼能攜手共進。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cultivation of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s, 
you need to start with brushes and inks.  There are rules for brushes: 
power、shape、elegance, centre tip.  There is qi (energy) for inks: 
moisture, thickness, artistry and fullness.  Once you get the hang of the 
ink and brush rules, whether you paint water and mountains, the moon, the sun, the clouds, 
flowers or grass, birds or worms, there is life and essence 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thereby, you could explore the world of ink wash painting with ease and express your ideals on 
paper freely and at ease.

Focus∣ This exhibition focuses on the freehand ink wash painting style. Through these paintings, the 
painters wish to deliver their ideals and characters to the audience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new friends in this journey of art and continuing down this path with them. 

李若蘭《夏日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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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年滿16歲以上之民眾。

第77期招生

報名資格 

網路報名，網址：http://ed.arte.gov.tw/study/報名方式 

105年8月9日上午9:00∼ 8月11日下午16:00（額滿為止）。

請逕至本館網站http://www.arte.gov.tw查詢，
或洽服務台索取。

報名時間 

招生簡章

上課期程

洽詢電話

105年9月1日∼12月26日。

(02)2311-0574分機232、110。

掃我去報名

06.08-07.04 ∣  三 - 一∣▶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 自由觀賞 ∣

荒原裡的小星星 ― 新北市立永和
國中高關懷班師生插畫聯展
Little Stars in the Wildness 
展出單位∣新北市立永和國中輔導處  TEL(02)2921-8878#305

無法規矩種在菜圃裡的小草，在野地的天寬地闊裡，會有自己的

成長模式；看似荒蕪的草原，生命迸發著旺盛的力量；創作，正需要

這種不循舊跡前進的叛逆。壓克力，水彩，原子筆，都是創作的媒材，

帶著實驗性質的創作，為這群不能安放於體制內的孩子，開放了另一

片揮灑的天地。於是，在清冷沒有月光的夜裡，我們期待廣漠的荒原

也可以看見璀璨的星星。

Grass that can’t be planted in gardens has its own growth pattern in the wilderness; in the 
seemingly-barren wilderness, there is a vital life-force which is exactly the outside-of-the-
box rebellion art creators crave the most. Acrylics, water paints and ball point pens are media 
for creating art.  Art creation with an experimental nature has opened a brand new window 
for children who couldn’t fit into the normal system to create art freely.  Thereby, on cold and 
moonless nights, we expect to see shining stars in the vast and desert wilderness.

陳秋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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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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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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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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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說故事 地點：第 1 研習教室     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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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小黃和小藍》 07/10《松鼠先生的第一場雪》

07/17 《恐怖的頭髮》 07/24《老和尚VS老太婆》

07/31 《給小熊的吻》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藝教推廣活動 地點：研習教室     線上報名

活動時間：週六14:00-16:00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07/09 文字愛跳舞 08/27 當禪繞與書法交會

 參加方式：

1. 線上報名： 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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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活動費用： 每組新臺幣 300 元，並於報到當天繳交 ; 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

戶等學員則費用全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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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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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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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透過親手勞作，故事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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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每月 1 至 10 日開放登記當月會面時間。

登記窗口∣ 1. 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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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現場、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路等方式為之，但現場及電話登記者，

                       須於各該登記期間上班日之上午 9 時至下午 5 辦理。

  2. 未用制式登記表書寫者，請載明：姓名、性別、職業、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約見時間∣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 若遇議會期間及業務需要得另擇期辦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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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依約見時間出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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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他人辦理申請登記或約見時代理他人陳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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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重複約見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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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力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藝拍即合  網路藝學園  藝論紛紛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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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導覽：
週二∼週五 上午場、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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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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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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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