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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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4(五)19:30

第七屆漢字文化節「戲墨開
鑼」：魔力震漢魔術秀      李佳峰


$800、1200

$1500、1800

01/15(六)14:30
19:30

01/16(日)14:30

01/22(六)19:30 2011香頌‧新年音樂會      香頌青少年室內樂團、
台北香頌兒童弦樂團

♣1h / 
TEL(02)2969-3505

01/28(五)19:30
第七屆漢字文化節「戲墨開
鑼」：漢字尚嫷相聲笑        臺北曲藝團 

$500、800
01/29(六)14:30

19:30

01/30(日)14:30 舞動的高山青 阿里山小米人文舞集 

展
覽
活
動

南海
藝廊

12/23(四) – 01/26(三) 數位普普藝術創作聯展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
設計學系



01/28(五) – 02/13(日) 楊年發100年新春展 楊年發 

南海戶
外藝廊

12/11(六) – 01/06(四) 2010台灣兒童寫生得獎作品展 台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 

01/08(六) – 02/14(一)
第二十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得獎
作品全國巡迴展      

財團法人維他露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南海藝
廊小天
壇展場

01/11(二) – 01/23(日)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01/28(五)–01/30(日)
邁向101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
品書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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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觀賞

售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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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至行政中心觀賞。
3.南海藝廊展覽時間09:00～17:00，週一休館，展期最後一日至12:30。

觀眾迴響：如欲進一步了解或回饋該活動，請逕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表演快訊」中，連結
至展演單位網頁(活動網頁期限至活動結束後4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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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List for J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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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Venue Time Title The Presenter Entry Method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

Jan.14 -19:30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Magic 
Shows - Fascin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Jeff Lee


$800、1200
$1500、1800

Jan.15  -14:30
-19:30

Jan.16 -14:30

Jan.22 -19:30 2011 Chansontpe NEW 
YEAR CONCERT    

Chansontpe Youth String 
Ensemble、Chansontpe 
Elementary String 
Orchestra

♣1h / 
TEL(02)2969-3505

Jan.28 -19:30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The 
Beautiful and Humorous 
Elements in Chinese    

Taipei Qu Yi Tuan 
$500、800Jan.29 -14:30

-19:30

Jan.30 -14:30 Dance! Girls on 
Mountainside

Hsiao Mi Culture Dance 
Group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 Hai 
Gallery

Dec.23 - Jan.26 Digi-POP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SHU 

Jan.28 - Feb.13 Yang Nian-Fa : The 100th 
New Year Spring Exhibition Yang Nian-Fa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Dec.11 - Jan.06
2010 Taiwan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Chinese Ink 
Painting

Taipei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Jan.08 - Feb.14
The 20th Vitalon Children’s 
Art Award Works Exhibition    

Vitalon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of 
Nanhai 
Gallery

Jan.11 - Jan.23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nest Painting Exhibi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Jan.28 - Jan.30
Go Forward to 101 Exhibit 
of Art Publication for Junior 
School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1h /1.5h Request on the Spot Ticket：60/9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Free  Ticket，TEL Exhibition Unit∣ Free Admission
  Ticket Price，TEL Exhibition Unit∣ ArtsTicket，TEL (02)3393-9888∣ ERA Ticket，TEL (02)2341-9898
  ※Entrance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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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ve Center if it is    a rainy day.
                                        3.Exhibition time 09:00~17:00，Tuesday to Sunday.
   Audience Response：�For further information, feedback to the event please visit: http://www.arte.gov.tw and Link to website of the 

performerd.( The webpage for events will last for 4 weeks after the event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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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01.14-16 ∣ 五-日 ∣ 19:30 ‧ 14:30 ∣ 90分鐘 ∣ ▶第七屆漢字文化節「戲墨開鑼」 ∣
✿http://chinese-character-festival.org.tw    

魔力震漢魔術秀  

Magic Shows ─ Fascin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演  出  者∣李佳峰

漢字與魔術同臺表演？「第七屆漢字文化節」邀請梅林獎新銳的臺

灣之光－李佳峰，設計一連串「震漢」表演。首次結合漢字元素，帶給

您前所未有的全新魔法震撼！更重現百年未見的胡迪尼脫逃術，以及最

新抗拒引力的騰空漂浮術……邀您進入奇幻的魔法世界。

聚焦賞析∣精緻磅礡的舞臺，炫麗四射的燈光音響，不可思議的幻覺特效，

將漢字文化傳承與知識，設計在魔術表演中！體驗神奇魔幻之

旅，盡在「第七屆漢字文化節」。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gic on the same stage!?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 invites Merlin Award winner / the pride of Taiwan Jeff Lee to design a 
series of “Shocking”per formances, combining elem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very f irst 
time to bring you new magical shocks that you ha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 addition, the 
program also includes Hoodini’s escape act which has not been per formed for almost a century 
and the latest anti-gravity floating magic….we invite you to this fantastic world of magic.

Focus∣The exquisite and majestic stage design, gorgeous lighting and sound effects and unbeliveable special effects 
of illusion have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gic show that aims to pass down the culture and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  To experience a jouney of magic and illusion, please come to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      

李佳峰

如假似真魔術秀

　　魔術，又稱幻術、障眼法、戲法等，是藝術表演形式之一。
歷史上最早的魔術紀錄出現在西元前2600年的埃及，在壁畫中發
現最早的戲法紀錄「杯與球Cups And Balls」戲法。而中國魔術起
源很早，至漢代盛行，並出現「魚龍漫衍」等大型魔術的表演。

　　在西方，魔術源於巫術，來自宗教和信仰。中世紀時，魔術
多在貴族家中或市集空地，四處游走表演；15-16世紀，魔術受到
極大的迫害；19世紀，由於劇院興起，魔術進入了戲院舞臺，魔
術師穿上燕尾服，結合燈光與表演形式，開啟新的魔術紀元。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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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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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01.22 ∣ 六 ∣ 19:30 ∣ 100分鐘 ∣ ✿ http:// chansontpe.blogspot.com

2011香頌•新年音樂會 
2011 Chansontpe NEW YEAR CONCERT
主辦單位∣香頌室內樂團
演出單位∣香頌青少年室內樂團、台北香頌兒童弦樂團

台北香頌兒童弦樂團、香頌青少年室內樂團，這些初窺

音樂殿堂的小小音樂家，齊聚一堂，演奏古典及經典的現代

曲目，如：貝多芬《歡樂頌》、韓德爾《水上音樂》、宮崎

駿《龍貓》。請聽聽香頌孩子們的，用心、用靈魂帶來他們

對音樂的熱愛。

聚焦賞析∣香頌的孩子們，大膽站上舞臺秀音樂、秀自己，今天，我們是矚目焦點！

     The Chansontpe Youth Str ing Ensemble and The Chansontpe Elementar y Str ing Orchestra 
cons is t  o f  ta lented beg inner  mus ic ians  who have come together  to present  c lass ica l  and 
contemporary music for all to enjoy. Unforgetable pieces such as Beethoven’s “Symphony no.9” 
Par t, Handel’s “water Music” and Miyazaki Hayao’s “Totoro”, the children of Chansontpe has bared 
their hear ts and souls to show how much they love music.

Focus∣Chansontpe’s children bravely stand on stage, show their music, show themselves. Today we are in the 
spot light.

01.28-29 ∣ 五-六 ∣ 19:30 ‧ 14:30 ∣ 120分鐘 ∣ ▶第七屆漢字文化節「戲墨開鑼」 ∣
✿ http://chinese-character-festival.org.tw

漢字尚嫷相聲笑 
The Beautiful and Humorous Elements in Chinese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演出單位∣臺北曲藝團

哈哈大笑，有益身心！「第七屆漢字文化節：漢字尚嫷相

聲笑」，透過臺北曲藝團的相聲表演，逗您樂開懷。請細聽：

相聲臺上有趣的雙關漢字與文化幽默，唐詩宋詞、古典小說、

巧聯妙對，語言、文字、表演，絕妙結合，讓您在今年，有個

充滿歡樂的精采開始。

聚焦賞析∣漢字文化談笑間，說學逗唱風趣生！漢字尚嫷相聲笑，盡在「第七屆漢字文化節」。

     Have a good, loud laugh, it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 
: The Beautiful and humorous elements in Chinese”aims to make you laugh out loud with the stand-
up comedy brought by Taipei’s Qu Yi Tuan.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funny pu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ultural humor,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classical novels, and 
clever couplets – a per fect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words and per formance andthe per fect 
choice for star ting your 2011 with a happy per formance.

Focus∣In the talks and laugh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you get to expereince the playfulness of talking, 
learning, teasing and singing!  The beau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good laughts brought by the stand-up 
comedy, all in “The 7th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 Festival”

香頌室內樂團

臺北曲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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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01.26 ∣ 四-三 ∣ 09:00-17:00 ▶週一休館 

數位普普藝術創作聯展 
Digi-POP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普普藝術」表現了影像中的一連串視覺意象，本展作

品以多媒體數位藝術與互動裝置為主軸，呈現數位科技與藝

術美學滙流趨勢下，連續動態影像的視覺樂趣。作品體現當

代視覺藝術與數位設計形式，包含：互動動畫繪本、動態視覺的普普藝術、互動裝置與數位錄像

等，透過互動藝術結合技術，與觀眾進行互動，貫徹普普藝術「走入人群」之精神，成為普羅大

眾生活中垂手可得的一部分。

聚焦賞析∣走入數位普普藝術聯展的展館，觀眾互動與作品對話，不是消費藝術而是藝術消遣。

     “Pop Ar ts” displays a series of visual images in video format. In this par ticular exhibition, multi-
media digital ar ts and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serve as the key features. They allow the visitor to 
realize how much fun it is when the cur rent tre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combine 
in one fastastic rush. These works reflect modern visual ar ts and digital design styles, something 
which can be appreciated when engaging with the interactive animation books, pop ar ts in visual 
developments,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and digital recordings. Interactive ar ts go hand in han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inviting audiences to communicate. This realizes the spirit of pop ar ts such as 
“Go in to the crowd.”  Such forms of ar ts enter our lives and turn out to be a valuable par t of the 
lives of the proletariat (the ordinary citizen, not just for the privileged or rich.

Focus∣When walking into the sites of pop arts exhibition, audience interact with these works. They don’t consume 
the arts but let arts entertain themselves.

01.30 ∣ 日 ∣ 14:30 ∣ 90分鐘 

舞動的高山青  
Dance! Girls on Mountainside
演出單位∣阿里山小米人文舞集

《高山青》的歌曲很多人聽過，而您可以藉此更親近她

們，欣賞她們的人文藝術，直接與「高山青」的姑娘、青少

年、兒童們對話。歌舞內容包括：歌唱《塔山之歌》《一封

信》《達娜伊谷》；舞蹈《拍手歌》《青春飛揚》《望月》

《奧運》《布古拉夫》《相親相愛》《南王》。

聚焦賞析∣以歌謠與舞蹈表現出鄒族「阿里山山美村部落」人文之特色，同時讓大眾進一步了解《高山
青》的內涵。

      Many people have heard the song “Green High Mountain”, and now you can get even closer 
to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appreciate their humanity and culture and talk directly to gir ls, 
youths, and children from that “Green High Mountain”.  The program of the show includes: songs 
of “Song of Mt. Tashan”、”A letter ”、”the Danayi Valley ”、”dance pieces include “The clapping 
song”、”Youth F l ies”、”Look ing a t  the Moon”、”The Olympics”、”Buk lavu”、”Deer  to each 
other ”、”King of the South”

Focus∣Displaying the humanistic features of “Shan-Mei Village of Alishan”of the Tsou tribe through songs and dances 
while letting the Taiwan public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ng “Green High Mountain”

阿里山小米人文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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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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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02.13 ∣ 五-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楊年發100年新春展 
Yang Nian-Fa : The 100th New Year Spring Exhibition
展出者∣楊年發

本展以臺灣過往社會與農業生活情感為經，結合在地文化精
神為緯，架構出對臺灣鄉土文化傳承的眷戀。非但意圖和雋永對
話，亦期藉由對藝術的執著與奔放生命力，顯現出濃厚人道主義
關懷之蘊底，傳達道地的臺灣生活映像，同時企求提供閱聽大
眾，對照當今人文環境，進而有所省思。

聚焦賞析∣緣於對臺灣土地的熱愛與搶救草根傳承之使命感，透過深刻的生活體察，在傳統文化思潮中，
注入理性人文精神，超脫固有藝術模式，呈現實驗創作的現代美術精華，見證時代歷程。

     Using Taiwan’s society in the past and feelings for agricultural l ife as longitudes and the local 
cultural spirit as latitudes, the ar tist constructs a world that reveals his love for the tradition of 
Taiwan’s local culture.  Not only does the ar tist intend to have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but also 
hopes that through his persistence in ar t and vitality, he is able to display the rich awareness for 
humanity, and convey typical images of Taiwan l ife while offering a mass audience a chance to 
ponder, comparing the world in his works to the human environment nowadays.

Focus∣Out of his passionate love for Taiwan and a sense of mission to save the traditions of the grassroot culture, 
the artist infuses a reasonable humanistic spirit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s through his rich and in-depth 
observation of life.  Not confined by fixed art forms, he displays the essence of modern art through his 
experimental creations to witness the procession of time.

  
2010 

12.11-01.06 ∣ 六-四

2010台灣兒童水墨寫生得獎作品展 
2010 Taiwan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Chinese Ink Painting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台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

為提倡傳統繪畫藝術，深耕兒童對水墨畫的體認，以培
養其興趣，推廣藝術自小扎根，特舉辦植物園寫生活動。透
過寫生繪畫之潛移默化，健全國民教育之五育均衡發展，並
從藝術創作中，悠遊生活美感；藉由兒童之參，以水墨彩筆
畫出綠意盎然，氣韻生動的自然之美，體會愛護花木，珍惜
自然資源的環保概念。透過本屆得獎作品中，兒童活潑有趣
的水墨創作觀點，邀請您駐足體會。

聚焦賞析∣得獎作品80件，將植物園景物之樹木、花草與賞花人群，揮灑畫筆，淋漓盡致，全收畫面中。

     In order to let children understand traditional painting skills and cultivate their interests from 
childhood, a competition of painting in the botanic garden is held on this account. We hope that 
kids can feel the transforming forces in ar ts and focus on education of ar ts. And in ar t creation,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ense of beauty. By taking par t in this event, children can vividly paint with 
their brushes, translate beauty of nature, and also learn how to protect nature and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se winners’ works, we hope you can find children’s aliveness and 
new creative perspective.

Focus∣To sum up, the number of winning works goes up to 80. These young painters miraculously depict scenes, 
trees, botanic elements, and people coming for looking at flowers. They use their best to draw and snap all 
aspects of beauty into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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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年發《阿里山神木》

任宥熈

{更正啟示} 本展99年12月《藝教資訊》，右圖作者誤植為「任宥熈」，正確應為「曹育禎」，       
　　　　　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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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戲劇學系三年級

01.08-02.14 ∣ 六-一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 http://www.vitalon.org.tw/

第二十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 
The 20th Vitalon Children’s Art Award Works Exhibition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維他露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維他露基金會長期致力推動兒童美術發展，歷年來深獲

全國老師、家長支持，參賽件數高達數萬件，為國內最具規

模的繪畫比賽之一。今年邁入第二十年，以「決定快樂‧快

樂力量大」為主題，希望小朋友彩繪出日常生活中的快樂。

聚焦賞析∣從點點滴滴的生活體驗中，展現出快樂的能量，畫
出新生代具代表性的創意與創新，發現快樂一直都
在生活四周。

     Vi ta lon Socia l  Welfare and Char i table Foundat ion has long been making great ef for 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r t, and in this way it has earned suppor t from teachers 
and parents nationwide.  Each year, tens of thousands of paintings are submitted for this event 
and i t  has become one the largest paint ing competi t ion in Taiwan.  This year marks i ts 20th 
anniversary and the theme of the competition is “Decide to Be Happy, Happiness is Powerful”, in 
the hopes that children will paint for their happines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Focus∣Revealing energies of happiness through every bit of experience gained in lif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isplay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hat are typical of them, discovering that happiness is always around them, in their daily life.

01.11-23 ∣ 二-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ch-reward.aspx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nest Painting Exhib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係為提供兒童繪畫創作與觀賞

的一個平臺。在參與過程中，孩子們能沉浸在自由自在的遊

戲文化中，以開放的心靈，透過畫作表現真我；並能打破語

言、文字框架，自行創造出一個象徵性的情境，以掌握自己

的內在欲望；並能在人際溝通上，逾越極大的藩籬。這就是

畫展多年來，深受社會各界喜愛的主因。邀請關心、愛好兒

童美育的人士，踴躍光臨參觀。

聚焦賞析∣展出第28、29屆國內特優獎，國外金、銀、銅牌作品。透過中、外孩子們的彩筆，體會多
元豐富的美麗世界。

     The Taiwan’s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Exhibition offers children a platform for creating and 
appreciating paintings. In participating, children can be immersed in free, open, and playful culture. Using an 
open mind,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painting process, break the language and word boundary, 
create symbolic situation and master their inner desire. Meantime, they can overcome obstacles about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se become the main reasons why such a kind of painting exhibition has become profoundly 
popular for many years. We welcom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care about and feel interested in art 
education, to come to watch this exhibition.

Focus∣Works of Excellent Awards by Taiwanese children and Gold,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by other country's children 
are displayed in the Exhibition of 28th and 29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 Through children’s colourful brush 
strokes we can experience their rich and beautiful world.

戴子翔《快樂寫對聯》高年級組

龔建安《長頸鹿》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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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1年1月28日 ▶ 30日 09:00-17:00

    地點：本館小天壇展場

    參考網址：http://web.arte.gov.tw/artbook/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5

※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配合本館「優良藝術出版品推

薦」活動，遴選出適合中、小學生

閱讀的藝術出版品，特企畫邀集出

版社，共同辦理書展，提供師生、

家長參考，歡迎踴躍參加。

邁向101
國民中小學

優良藝術出版品
書展

藝學有術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66期招生

▌開課班別∣ 人物、山水、花鳥、書法、篆刻書法、水墨寫生、基礎水墨創作、水墨畫基礎技法(
山水畫)、彩墨創作、現代國畫創作實驗、水彩、油畫、素描、素描粉彩、中國書畫

鑑賞、戲劇電影及文學賞析、南胡、美術與療育、太極養生藝術、國標舞等。

▌報名資格∣年滿16歲以上之民眾。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網址：http://ed.arte.gov.tw/study/。
▌學　　費∣ 1.素描班、油畫班、水彩班、素描粉彩班、美術與療育班：新臺幣3,600元整。

2.其他班別：新臺幣2,400元整。

▌報名時間∣100年1月4日上午09:00  ▶ 1月7日中午12:00（額滿為止）。

▌上課期程∣100年2月14日 ▶ 6月27日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110、117。

▌招生簡章∣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查詢，或洽服務臺索取。

9      Book Exhibition  書展‧Learning  藝教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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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圖畫書賞析
01.17∣一∣14:00-16:00

講座∣鄭明進∣臺灣兒童圖畫書的啟蒙師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講座地點∣本館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164林小姐

▌備　　註∣1.公務人員得辦理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2.座位有限，敬請事先報名。

　　　　　　3.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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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展丰姿，薈萃風采
2011年「全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家聯展」推薦收件活動

▌主　　旨∣鼓勵全國學校美術教師研究與創作，提高美術教育教學水準，特舉辦本雙年展活動，

以持續關注當代美術教育發展現況，帶動提升國內美術教學研究創新之風氣與水準。

▌辦理方式∣{推薦} 自即日起至100年1月31日止，由中小學校推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限個

人)，任職於國小、國中或高中職公私立學校美術教學之專任教師。

{參展} 由主辦單位於受理推薦後，召開遴審會議，並經遴審通過，發函邀請被推薦

之美術教師送原作參展。

{作品} 近二年個人創作作品，類別媒材不拘，如：水彩、油畫、墨彩、書法、膠

彩、版畫、設計、雕塑、複合媒材及其他媒材等美術創作品。

※實施簡章及推薦申請表，請逕至本館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下載。

▌辦理單位∣指導單位：教育部‧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美

術教育學會、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140。

10 徵選  Awards‧專題講座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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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語話家常
「2011年臺灣本土音樂教材創作」弦樂曲徵選

▌主　　旨∣鼓勵音樂家從事教材創作，充實中小學音樂教材，以推廣至全國各級學校，提升、
豐富學校音樂教學內涵。

▌參加資格∣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可參加徵選。

▌徵選類別∣弦樂合奏曲。

▌徵選組別∣{初級組} 適合國中、小程度，以5至8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以不超過第 　
　　　　五把位為限。
{中級組} 適合國、高中程度，以8至12分鐘為原則，單曲、組曲皆可。

※樂器編制，詳見活動網址：http://ed.arte.gov.tw/tm/TM_index.aspx

▌作品規定∣（一）每位參選者每組以1件作品為限，參選作品需為未曾受委託創作、未曾獲獎、未
曾公開出版者。

（二）參選作品須以樂譜軟體編寫，相關之演奏詮釋或符號應有中文說明，勿以簡譜
記譜，以A4（21cm×29.7cm）紙張直式印製，並附檔案光碟。

（三）樂譜上除樂曲名稱、創作年代及演奏時間外，不得書寫姓名及其他非音樂相關
之符號。

※相關徵選內容，詳見活動網址。

▌收件日期∣100年2月15日▶3月15日（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以掛號郵寄至「10066臺北市南海路43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或本人親自送
達，報名表及信封格式請逕於活動網站下載。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236。

▌徵件時間∣100年3月1日滙 4月20日（郵戳為憑）

▌參選資格

(一)教師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專、兼任及退休教師。

(二)學生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外各級學校在學學生。

▌徵選組別與項目

(一)教師組∣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古典詩詞、童話。
(二)學生組∣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古典詩詞。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後，以掛號郵寄送件，本獎實施要點及報名網址，請至：文藝創作獎網站

http://web.arte.gov.tw/philology-arts。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236。

▌辦理單位∣主辦單位：教育部、國家文化總會‧承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藝展身手
100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11 Awards  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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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樹．寫作力
《美育》雙月刊徵文

全民寫作不留白，歡迎突破教育侷限有獨特創見者，藝術範疇內投稿題材不拘，亦可配合

100年《美育》各期主題發揮。

▌投稿方式∣{線上投稿}請至：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InvitePaper/html_paper_index.aspx

「比賽／徵件專區─美育雙月刊」，點選「線上投稿」。

{郵寄投稿}請以掛號寄至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研

究推廣組《美育》編輯部收。

▌各期主題∣

▌活動洽詢∣美育信箱：dora@linux.arte.gov.tw

期 數 主 題 截稿期

第182期 戲劇藝術教育 100年01月底

第183期 音樂藝術教育 100年03月底

第184期 舞蹈藝術教育 100年05月底

引爆想像魔力
���������������������������������������������2011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

▌收件時間∣100年3月1日 ▶ 4月15日（以4/15寄出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參賽資格∣各公私立學校在學學生。

▌徵選組別∣ 1.國小低年級組。2.國小中年級組。3.國小高年級組（1-3組：由學校核章報名）。

4.國中組（由學校核章報名）。5.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6.大專組（含五專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

▌創作內容∣適合3～12歲兒童閱讀的原創性圖畫書，自由選擇主題。

▌作品規格∣  1.參選作品以「件」計，每位參選者以1件為限。

2. 每件全書內頁至少16頁（含）以上，最多不超過40頁。另加繪封面、書名頁及封

底，結構須完整，符合圖畫書之形式要件。

3. 可自寫自畫或共同創作，惟共同創作，每件作品報名作者以2人為限，並不得跨組

合作。

▌表格下載∣徵選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下載、查詢。

▌收件地址∣ 掛號（或包裹）郵寄至「10066臺北市南海路47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信封上

須註明「參選2011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及參選組別。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125。

12 徵選 ‧徵稿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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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wards   徵稿‧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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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獎徵選創作獎徵選

收件時間∣年月日月日，掛號或包裹郵寄收件。

徵選組別∣國小低、中、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組。

創作內容∣適合～歲兒童閱讀的原創性圖畫書，自由選擇主題。

徵選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至本館網站下載、查詢。



無限藝想 創意狂潮
臺灣藝術教育網嶄新登場

    豐富多元的藝術教育資源寶庫，無論何時、何地皆能自由徜徉的藝術殿堂─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再現全新藝象！ 

最新消息專區
 提供「藝教消息」「徵選公告」「招生訊息」「教師進修」「國際  
 交流」，讓您掌握最新藝教資訊。

藝論紛紛－藝教諮詢Q&A
 有關藝術方面的問題，要如何尋找到答案呢？專業的師資群，
提供您最完整諮詢服務。

 藝教資源分享平臺
  包括：「教材教案」「圖書資源」「升學管道」「期刊論文」「藝教 
法規」等，提供最新的教學、研究、學習等資源。

   網路藝學園
  想進一步了解或進修藝術課程，請至「網路藝學園」http://elearn.arte.gov.tw/瀏覽視覺、
 美術、音樂、舞蹈等課程，提供教師、公務人員時數認證服務，集滿紅利點數，可獲精美贈品！

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100年1月1日▶1月12日 9:00~17:00

登記窗口∣1.服務臺：臺北市南海路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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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月26日(星期三) 14:30~17:00

約見地點∣本館行政中心2樓會議室（臺北市南海路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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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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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重複約見之案件。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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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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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活動日程表
梯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登記
01/01 

～

01/12

02/09 

～

02/23

03/23

～

04/06

05/04

～

05/18

06/15

～

06/29

07/27

～

08/10

09/07

～

09/21

10/19
～

11/02

11/30 

～

12/14
約見 01/26 03/09 04/20 06/01 07/13 08/24 10/05 11/16 12/28

14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02)2311-0574 分機235活動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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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each person, admission with ticket, checking the number for the seat. Please be 
seated 5 minutes before starting th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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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00年度館長與民有約活動登記表

登記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電話

 公：

 宅：

 行動：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地址

約談

主題

※本表請影印放大使用，或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點選：意見交流園地 館長與民有約 預約登記(線上)  
或下載登記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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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位置圖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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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海路47號　No 47, Nanhai Road, Taipei, R.O.C.

 網  址 Website
　　http://www.arte.gov.tw

 臺灣藝術教育網址 Website of Taiwan Arts Education
　　http://ed.arte.gov.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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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線中正紀念堂站(1、2號出口)
　　　　小南門線小南門站(3號出口)
　公車／中正二分局站(0東、3、243、248、262、304、706)
　　　　建國中學站(1、204、532、630)
　　　　南昌路站(5、38、227、235、241、244、295、662、663)
　　　　南門市場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
　　　　植物園站(242、543、624、907、和平幹線、藍28)
　MRT／1.Danshui Line to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 1 or 2)
　            2.Xiaonanmen Line to Xiaonamen (Exit at No. 3)
　 BUS／1. No. 0-East, 3, 243, 248, 262, 304, 706: to "Zhong Zheng Second Police District".
        　    2. No. 1, 204, 532, 630: to "ChienKuo High School".
         　   3. No. 5, 38, 227, 235, 241, 244, 295, 662, 663: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242, 543,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藝教資訊》免費索取

如需郵寄，請附回郵一年（票價3.5元之郵票12張），註明姓名、地址、郵遞區號
及「函索藝教資訊活動表」，逕寄本館展覽演出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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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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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