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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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㈤ –19:30

暗戀養老院之沒事找麻煩 ✿ 臺北海鷗劇場 
TEL 0958-930-007 姜小姐

/
$400.600

$800

 08/13㈥ –14:30 
–19:30

08/14 ㈰ –14:30 藝齊同樂 III 音樂會✿ 香頌室內樂團  
TEL (02)2953-6619

/
$300

08/20㈥ –10:30 
–19:00

奇幻谷 I 找回失去的勇氣✿ 水源劇團 
TEL (02)2964-5835

/
$800.1,000
$1,200.1,500

08/21㈰ –10:30 
–14:30

08/27 ㈥ –14:30
瘋狂音符與飛濺墨點之交融對
語……南瘋 vs 海硯二部曲！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 

展
覽
活
動

第 1.2.3
展覽室

07/06㈢–09/11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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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戶
外藝廊

07/30㈥–08/11㈣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
小學
TEL (02)2276-9020

08/12㈤–08/24㈢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
小學
TEL (03)951-2626

08/25㈣–09/06㈡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
小學
TEL (03)332-2268

09/07㈢–09/19㈠ 華梵大學
TEL (02)2663-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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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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讚 ‧ 是～】 跨領域表演「邃生 ‧ 身」
藝術家：林書民、曹心明 
表演者：許程崴、林憶圻、方逸松
書法藝術家：施伯松、劉冠意     

2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Aug. 2016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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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12 – 19:30

Much Ado About Nothing ✿ Taipei Seagull Theatre
TEL  0958-930-007

/
$400.600

$800
Aug.13 – 14:30

19:30

Aug.14 – 14:30
Chanson Together III The 
Music Concert ✿

Chansontpe
TEL (02)2953-6619

/
$300

Aug.20  – 10:30
19:00 The Fantas Valley – Regaining 

Lost Courage  ✿ W3 Troupe
TEL (02)2964-5835

/
$800.1,000
$1,200.1,500Aug.21  – 10:30

14:30

Aug.27 – 19:30

A Dialogue Bewteen Crazy 
Notes and Flying Ink Spots 
…..The 2nd Installment of Nan-
Fun Saxophone Band and 
Sea-Ya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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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Ⅰ . Ⅱ . Ⅲ

Jul.06 – Sep.11

Calligraphy -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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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ul.30 – Aug.11

Rongfu Elementary 
School, New Taipei 
City
TEL(02)2276-9020

Aug.12 – Aug.24
Pei-Cheng Elementary 
School, Yilan County
TEL(03)951-2626

Aug.25 – Sep.06
Taoyuan Elementary 
School, Taoyuan City
TEL(03)332-2268

Sep.07 – Sep.19 Huafan University
TEL(02)2663-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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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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6

07.06-09.11 ∣ 三 - 日∣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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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 ∣六∣ 14:30 ∣ 105 年書法讚 ‧ 是～系列活動∣  自由入場∣ 

瘋狂音符與飛濺墨點之交融對語……
南瘋vs海硯二部曲！
A Dialogue Bewteen Crazy Notes and Flying Ink 
Spots …..The 2nd Installment of Nan-Fun Saxophone 
Band and Sea-Yan Council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演出單位∣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施伯松、劉冠意、張峰碧、李存禾、
          廖美蘭、楊旭堂、陳明德、黃伯思、簡銓廷、蕭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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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瘋狂音符與飛濺

墨點，時而碰撞創新火花，時而交融對語，令人期待。

聚焦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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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期待。

A show combines saxophone and flute music brought by Nan-Fun Saxophone Band and 
various Chinese calligraphies brought by Sea-Yan Council; in the space where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speak to each other, where crazy music notes and flying ink spots collide to 
create sparks or whisper to each other….you wouldn’t want to miss it for the world….

Focus∣  A collaboration of Nan-Fun Saxophone Band and the Chinese calligraphers of Sea-Yan Council; 
between motion and stillness, and in such a video and audio sensation, sparks they create when 
colliding are definitely worth looking forward to.

南瘋薩克斯風樂團 VS. 書法家

第 3 展覽室 以身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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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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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部落教我的事

▲

08/05  19：30  臺東縣藝文中心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典雅國樂社

2016 嘉義國樂營 -紅樓藝啟音樂會
▲

08/19  14：00  嘉義縣昇平國中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好優 Show 偏鄉巡演

▲

08/23  19：00  花蓮縣玉里鎮藝文中心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音緣際會 管管生情 社區音樂會

▲

08/24  18：30  湖西鄉天后宮廟前廣場

國立成功大學管弦樂社

2016 年國立成功大學管弦樂社慈善巡迴音樂會

▲

08/19  19：30  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廳

▲

08/23  09：30  瑪利亞慈善音樂會 (台中瑪利亞教養家園 )

▲

08/24  19：30  台中市中興堂

▲

08/25  19：30  新北市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Aug. 2016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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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聲樂社暑假巡迴演出

▲

08/27  11：00  東港護理之家

▲

08/28  11：00  恆春旅遊醫院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永康有愛 ~樂下傳情音樂會

▲

09/10  16：00  永康探索公園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西螺農工好優 show 音樂會

▲

09/14  13：00  雲林縣林內國中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正東的奇幻旅程

▲

09/28  13：50  新北市坪林國中

▲

09/30  13：00  新北市八里國中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藍園美聲」-女聲合唱阿里山巡演計畫

▲

09/23  13：30  嘉義縣阿里山鄉石棹中興國小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祈雨祭

▲

09/26  10：00、14：00  台中市和平鄉谷關溫泉公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典雅國樂社

2016 嘉義國樂營 -紅樓藝啟音樂會

▲

08/19  14：00  嘉義縣昇平國中

活動場次如有更動，請
以本館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arte.gov.tw/



8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8.12-13∣ 五-六 ∣19:30、14:30 ∣100分鐘 ∣ 兩廳院售票 $400.600.800 ∣  

✿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seagull/∣ 

暗戀養老院之沒事找麻煩
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主辦單位 | 臺北海鷗劇場  TEL(02)0958-930-007 姜小姐

在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上的戀愛

超熟齡也會變幼稚！

莎士比亞經典喜劇改編

一場場錯縱複雜的戀愛奇想

場景，卻是在老人院裡？

聚焦賞析∣ 劇場重量級編導、國立臺東大學教授王友輝推薦：「臺北海鷗劇場從文本出發，致力於推動當代觀

點詮釋之下的西方經典作品，透過導演宋厚寬的巧手和敏銳的眼光，形塑出不一樣的劇場圖像，為

臺灣的觀眾打開觀看世界劇場經典作品的門窗。」

A romance happens in the last mile of their lives
Even elders like them get childish!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classic comedy
All those complicated love fantasies 
take place in a nursing home?!

Focus∣ Recommended by heavyweight theatre director/ scriptwriter /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Wang You-Hui, "Taipei Seagull Theatre laid their foundation on script texts and is 
devoted to promoting new modern interpretat ions of western classics. Through the ski l l ful 
technique and sharp points of view of its director Song, Hong-Kuan, a brand new theatrical image 
is shaped and a window allowing Taiwan audiences to enjoy various world classics is opened."

臺北海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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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3/20 顧重光
版畫家

美感好心情 分享美感藝術、學習經驗。

101.7

FM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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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6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08.14 ∣ 日 ∣ 14:30  ∣ 60 分鐘 ∣ 兩廳院售票 $300 ∣ ✿ 台北香頌室內樂團 

藝齊同樂 III 音樂會
Chanson Together III The Music Concert 
主辦單位 | 香頌室內樂團  TEL(02)2953-6619

本場音樂會主角-香頌附設團的團員們，於今年火猴年，隨著

唐三藏與齊天大聖的腳步，一起嬉遊到南海劇場取經囉~ 

上半場由香頌兒童弦樂團可愛開場；下半場則由香頌青少年管

弦樂團承接，曲目有電影配樂、古典音樂及俏皮等多種風格，展現

創團以來的成長。

聚焦賞析∣  以幽默的主題帶觀眾欣賞，香頌附設團詮釋古典、歌劇、電影配樂及俏皮等多元風格的曲目。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is music concert –members of Chanson, in this year of fire 
monkey--, will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ang Sanzang and the monkey king on the journey in 
search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Nan Hai Theater!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ogram will start with the opening brought by The Chanson Youth 
String Ensemble; the second half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Chanson Elementary String 
Orchestra. The program includes music scores, classical and lovely music, sharing with to the 
audience how much they have learned.

Focus∣ The Chanson would like to lead the audience to enjoy a program of multiple music styles: classics, 
operas, music scores and lovely music.

香頌室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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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10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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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21 ∣ 六 - 日 ∣ 10:30、19:00、14:30  ∣ 90 分鐘 ∣ 兩廳院售票 $800.1,000.1,200.1,500 ∣

✿ 水源劇團 

奇幻谷 I 找回失去的勇氣
The Fantas Valley – Regaining Lost Courage 
演出單位 | 水源劇團  TEL(02)2964-5835

 慾望王子攻陷了各大精靈世界，而唯一能和他對抗的仙人掌將

軍卻失去了勇氣。

滑落奇幻谷的七歲小女孩能幫助仙人掌找回勇氣嗎？

Prince of Desires has conquered all the elves’ world and the 

only person that can stand up against him – the Cactus General – 

has lost his courage! Can the 7-year-old girl who fell into Fantasy 

Valley help him regain his lost courage?

水源劇團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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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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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5月1日至105年9月30日止

● 現正從事藝術教學之教師。
● 藝術領域輔導團成員。
● 學生藝術類比賽指導老師。

徵選時間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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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網址

教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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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象

歡迎至本館臺灣藝術教育網「網路藝學園」註冊選讀，上線學習。

網址 http://elearn.arte.gov.tw/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111

李彩娥老師為台灣第一位赴日習

舞的舞蹈家，藝術界稱譽之雅號

有：蜻蜓祖母、國寶、永遠的寶

島明珠。

劉鳳學老師專注的紀錄還原了珍貴

的傳統舞蹈與音樂，老師多次說到

她這一生就只做這麼一件事，一生

都奉獻給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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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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 《蚊子的聲音》 08/14《A Rainy Day》

08/21 《14隻老鼠大搬家》 08/28《媽迷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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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 當禪繞與書法交會 09/03 線條玩遊戲之章魚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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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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低中年組

張浩群、楊　璿、葉政叡、

王崇宇、陳玄浩、陳亮羽、

劉佳宜、簡恩雋、許智崎、

林沛函

大專組

黃譯萱、梁萱琪、劉上慈、徐子泰、董濟雅、章雅柔、張元綺、蘇宜琳、任乙方、黃靖涵、廖培錚、姜晴紋、林繼勝

國小高年組

顏少于、陳欣瑜、余奕陞、

余奕融、毛詩婕、王韻婷、

葉政毓、楊芷昀、吳政哲、

許盛崴

國中組

黃冠騰、鄭羽芹、劉士豪、

張軒輔、蔡永郁、何姿蓉、

隋秉驊、薛筳恩、林育新、

林廷樺、傅子桓、黃婉茹、

王采琪、黃宥邦、陳柏允、

陳宥瑋、陳百羿、蔡宜臻、

蔡宜叡、黃鈺芹、吳佳芮、

呂侑庭、韓資瑩、莊謹渝、

謝文心、木村芳禎

高中職組

陳意安、鄭安安、林珊慈、李緒寧、詹涵羽、林秀憶、林哲全、劉又晴、

徐懷旼、歐陽綺翎、吳晨綺、蘇桑尼、何艾倫、莊以樂、賴薇如、李玫璇、

劉怡平、呂品嫻、黃祥霖、葉亭佑、李旻諭、彭信祈、趙郁婷、朱子希、

魏伶芸、許景翔、江　礎、林志軒、卡吉莉、洪筣瑄、張若晴、何珮怡、

許薇恩、許家綺、陳唯鈞、曾婕瑜、楊昕玫、李宛芫、梁滎軒、徐宏瑜、

吳珮華、黃筠軒、林芷萱、張簡詩庭、徐繪晴、林怡君、何卉紜、余能嘉、

吳玫萱、官芹安、張芝榕、林詩庭、楊詠心、陳振榮、謝子喬、吳怡宣、

詹海茵、林沛淯、方玉彤、林珈如、葉珮柔、陳怡涵、黃詩涵、黃嘉琪、

潘潔心、李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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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拍即合  網路藝學園  藝論紛紛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14

公務人員應懷抱同理心，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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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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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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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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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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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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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炳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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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