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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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六)
10:30
14:30
19:30

互動系列九：賣香屁  豆子劇團 
$400.500

07/03(日)19:00
小小愛心 大大希望─臺北市
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弦樂團年度
成果音樂會

臺北市國語實驗
國民小學弦樂團



07/16(六)19:30
07/17(日)14:30

2011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蘭陵王2011   ✿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1.5h / 
TEL0935-570-761

07/23(六)19:30
07/24(日)14:30

2011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十七大逆走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

♣1.5h / 
TEL0933-326-745

07/26(二)19:00
國語實小國樂團社團校外成果
展

臺北市國語實驗
國民小學國樂團



07/30(六)19:30
07/31(日)14:30

2011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收信快樂   

樹德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1.5h / 
TEL0933-215-513

展
覽
活
動

南海
藝廊

07/02(六)–08/21(日)
2011年全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家
聯展

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

南海藝
廊小天
壇展場

南海戶
外藝廊

06/25(六) - 08/04(四)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數位內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飆
創意成果展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系、數位內
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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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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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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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55週年館慶暨建國百年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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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List for Ju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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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above event(s), for any Forc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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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Venue Time Title The Presenter Entry Method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

Jul.02 
-10:30
-14:30
-19:30

The Interaction Series 9 : Scented 
Fart for Sale  The Bean Theatre 

$400.500

Jul.03 -19:00

Small Charity, Big Hopes – Annual 
Music Concert by the String 
Orchestra of Taipei Mandarin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The String Orchestra of TMEES 

Jul.16 -19:30
Jul.17 -14:30

2011 Joint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s Theater Arts 
Department : Warrior Lanling 
2011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 CCU

♣1.5h / 
TEL0935-570-761

Jul.23 -19:30
Jul.24 -14:30

2011 Joint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s Theater Arts 
Department :17 Strikes Back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NTU

♣1.5h / 
TEL0933-326-745

Jul.26-19:00 Music Concert by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TMEES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TMEES 

Jul.30 -19:30
Jul.31 -14:30

2011 Joint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s Theater Arts 
Department :Happily Receiving 
Letters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STU

♣1.5h / 
TEL0933-215-513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 Hai 
Gallery

Jul.02 - Aug.21

2011 Joint Exhibition of National-
Wide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Art Educators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of 
Nanhai 
Gallery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Jun.25 - Aug.04

“Creativity Storm” Student 
Exhibition of Graduate 
School of Digital Content and 
Animation,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TUT

Graduate School of Digital 
Content and Animation,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TUT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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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Central Personnel Adminstration's 
announcement or contact the Center at (02)2311-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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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and 100th birthday of the R.O.C. Series Activities.

3List  展演活動總表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07.02 ∣ 六 ∣ 1 0:30‧14:30‧19:30 ∣ 90分鐘 ∣ ▶互動系列九 ∣   http://www.bean.org.tw/

賣香屁 
Scented Fart for Sale
演出單位∣豆子劇團

《賣香屁》阿！傳說中有種寶物叫「香‧屁‧豆」，但是香屁豆
到底長在哪？又要怎麼做成香包？噓！居然有人……
打著壞主意想要偷走香屁豆？

《Moon&Sun公主》分別缺少太陽和月亮的國家，在同一個時空背
景交會。兩個國家、兩位公主、兩種不同的生
命態度，勾勒出對愛不變的渴望。

聚焦賞析∣屁不是禁忌，只是要怎麼「賣」香屁呢？一場表演並置兩齣戲

碼：一是臺灣民間傳說，一是豆子為單親寶貝特別創作的古典
童話。邀您大手牽小手，一同來共「香」盛舉！

<Scented Fart for Sale>, Ah! Legend has it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treasure called “Scented Fart Peas>.  But where do they 
grow?  How are they made into scented bags?  Hush! How dare someone try to steal them?

<Moon & Sun Princess> is about two nations that lack the sun and the moon respectively come across in the same time 
background.  Two countries, two princesses and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life have outlined their never-changing 
yearnings for love…

Focus∣Fart is not something forbidden.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sell” scented fart?  A performance with 2 drams: one Taiwanese 
folk-lord and the other is a classical fairytale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single-parent babies by the Bean Theater.  We invite you, 
both parents and kids, come and enjoy the “scented“ event !

07.03 ∣ 日 ∣ 19:00 ∣ 120分鐘 ∣  http://www.facebook.com/pages/新北市中正國小管弦樂團/252661932033

小小愛心 大大希望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弦樂團年度成果音樂會 
Small Charity, Big Hopes – Annual Music Concert by the String Orchestra of Taipei 
Mandarin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主辦單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演出單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弦樂團

在王正義老師的帶領下，弦樂團透過專業的訓練及認
真練習，不斷成長與進步，連續4年臺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
中，展現優異的成績，並在應邀參加重要慶典與社區活動
表演，均獲得好評。今年，我們參與推廣「小小愛心 大大
希望」公益活動，透過藝文演出，散播歡樂散播愛，做公
益，好心情！

聚焦賞析∣由「小小愛心 大大希望」公益小大使蔡佩岑演唱《蒙娜麗莎會說話》，張永欽校長薩克斯風獨

奏，實小弦樂團與王逸群MEPS管弦樂團聯合演出，為您精彩打造一場充滿愛心與美麗音樂的雙重
饗宴。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 Wang Zheng-Yi, the string orchestra is able to grow and improve through professional 
t ra ining and dedicated prac t ice ;  consequently,  i t  has  achieved excel lent ly  in  both Taipei  and nat ional  musical 
competitions for 4 consecutive years and received good acclaims in important events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This 
year, we participate and promote the charity activity of “Small Charity, Big Hopes”. Through art performance, the string 
orchestra aims to spread fun and love.  Do charity work and be happy about it !

Focus∣A joint performance brought by the solo the ambassador of “Small Charity, Big Hopes” Tsai Pei-Cen who sings “Mona Lisa Can 
Speak”, saxophone solo by principal Zheng Yong-Qin and music played by the string orchestra of TMEES and Wang Yi-Qun of 
MEPS, together, they bring audience a feast of double joy – charity and music.

豆子劇團

國語實小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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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大學戲劇觀摩聯演：仲夏夜之Show 
2011 Joint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s Theater Arts Department : The 
Midsummer Nigh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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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7/16六19:30
07/17日14:30

蘭陵王2011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3
4

07/23六19:30
07/24日14:30

十七大逆走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5
6

07/30六19:30
07/31日14:30

收信快樂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7
8

08/06六19:30
08/07日14:30

激情年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9
10

08/27六19:30
08/28日14:30

人肉時代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11
12

09/03六19:30
09/04日14:30

捕鼠器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13
14

09/09五19:30
09/10六19:30

生命線傳奇2011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系

15
16

09/15四19:30
09/16五19:30

狂人教育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1.5h現場索票：演出前90分鐘排隊索票，每場200張票券，每人限2張，自由入座，索完為止。

入場方式：本演出12歲以下觀眾，請由家長陪同觀賞。

活動網址詢：http://www.arte.gov.tw

07.16-17 ∣ 六-日 ∣ 19:30‧14:30 ∣ 80分鐘 ∣ 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http://www.wretch.cc/blog/teer2

蘭陵王2011
Warrior Lanling 2011
演出單位∣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一個找尋自我，突破自我，肯定自我的故事：敘述一對員警父
子在一次的執勤中，父親為保護兒子，被黑道「白老虎」所殺害；
兒子為替父親報仇，過程中，開啟了一場與自己內心恐懼交戰，克
服心理障礙，尋找自我價值並肯定生命意義的體悟。

聚焦賞析∣融合中國戲曲起源的唐代小戲《東海黃公》《代面》《撥頭》等戲史記錄，穿梭3個時空，以不同

於以往的表演形式，將這些原本缺乏情節的故事原型，重新詮釋呈現。

   A story about finding, exceeding self as well as believing in oneself : it ’s about a father and a son who are both police 
officers. During a mission, the father was killed by a gangster called “White Tiger” for protecting his son. The son wows 
to get revenge for his father.  In the process, he also begins a fight with the fears within himself. It ’s about his journey 
of overcoming his fears, looking for his self-esteem as well as his realization about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Focus∣It’s a story combining the essence of small opera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e origins of Chinese Opera: <Huang Gong of East 
Sea>, <Daimian>, <Botou> and the play covers three different time eras.  It’s a performance utilizing different form of acting, 
thus, giving the audience the new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ory that originally lacked storyline.

詳P.6

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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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大將蘭陵王

　蘭陵王名高肅，字長恭，北齊高祖高歡之孫，為北朝時期驍勇善戰

名將。由於天生相貌柔美，每上戰陣，輒戴猙獰面具，以威嚇敵人。

蘭陵王一生戎馬，其中最為人傳頌的是「邙山大戰」，當時北周發兵

十萬攻打北齊，兵圍洛陽，蘭陵王臨危受命，領軍500騎突圍至洛陽

西北金墉城下，城上齊兵不識敵我，直到蘭陵王脫下盔胄，示以原本

面貌，城中軍心大振，合力擊退北周軍隊，士兵們便作《蘭陵王入陣

曲》慶祝、讚頌之。

　《蘭陵王入陣曲》源於北齊，盛行於唐，又稱《代面》《大面》，

為唐代大面舞樂形式的產生，以表現蘭陵王作戰英姿的武將獨舞。更

是中國舞蹈與戲劇中，面具藝術與臉譜的濫觴。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07.23-24 ∣ 六-日 ∣ 19:30‧14:30 ∣ 120分鐘 ∣ 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十七大逆走
17 Strikes Back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一位沉溺電影世界的DVD店員阿毅，決心化身解放世界的蒙
面俠Gamma；一位對逃避未來的大學延畢生小男，成天幻想成為
遊戲主角以及偷窺鄰居娜娜。一日Gamma闖入心儀的娜娜住處，
意圖將她從社會束縛中拯救出來。偷窺到一切的小男本想趁亂解救娜娜，卻忍不住將娜娜當成遊
戲中的女主角。而本就抑鬱沮喪的娜娜並不知道，在被這兩人大鬧後，令她對世界完全絕望的事
情才正要發生……

聚焦賞析∣改編自臺灣劇作家張碩修所編導的《逆襲十七歲》，重新演繹，再次呈獻，試圖帶領20出頭的

「我們這一代」逆走青春，找回17歲時對未來無端龐大的自信。

   A-Yi, a DVD store assistant that immerses himself so deeply in the world of cinema decides to transform himself into 
Gamma, a masked hero that liberates the world; Xiao-Nan , a late graduate who doesn’t want to face his own future, 
day-dreams about becoming heroes of video games and peeks at the life of his neighbor Nana. One day, Gemma breaks 
into the place of his beloved Nana, trying to save her from social constraints. Xiao-Nan who sees everything thinks 
about saving Nana b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is mess but can’t help but fantasizing Nana as the heroine of the video 
game. The already-depressed Nana has no idea that after the mess caused by Gamma and Xiao-Nan, the even that will 
drive her to total despair for the world is just about to happen…

Focus∣A new representation adapted from the play “Fighting Back At 17” scripted and directed by the Taiwanese dramatist Zheng 
Shou-Xiu, aiming to take the early-20 “our generation”, the so-called–rebellious youth to regain the no-reason and immense 
self-confidence they once had for their future when they were 17.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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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大將蘭陵王

07.26 ∣ 二 ∣ 19:00 ∣ 90分鐘

國語實小國樂團社團校外成果展 
Music Concert by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TMEES
主辦單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演出單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國樂團

以中國傳統樂器演奏為活動內容主軸，展現各具特色器樂曲
風，以大合奏、小合奏、重奏、獨奏等不同演出形式，展演出各
種音色的多樣變化；並藉由豐富的演出曲目，包括傳統樂曲及耳
熟能詳的曲目，穿插於整場音樂會中，邀請觀眾盡情欣賞多元的
國樂演出，進一步探索中國音樂之美。

聚焦賞析∣充滿節慶風味的《金蛇狂舞》，輕快天真的《一隻鳥仔》……

一首接一首經典樂曲，在鑼鼓與弦、笛樂聲唱和間，即將鬧熱這個夏天！

   The main focus of the concert is the music pieces by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displaying unique styles 
of various instruments through large and small ensembles, ensembles and solos, exhibiting the diversity of various 
notes; through this rich and diverse program, including traditional music pieces and music pieces familiar to the ears 
intertwin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 formance. The per formers would like to invite audience to enjoy this diverse 
Chinese music concert while further exploring the beauty of Chinese music.

Focus∣Richly festival-style “Frantic Dance of the Golden Snake”, and light-hearted and care-free “A bird”….one classical music piece 
after another, in between drums and string instruments, flute music and human vocals, the performers are ready to rock this 
summer!

07.30-31 ∣ 六-日 ∣ 19:30‧14:30 ∣ 100分鐘 ∣ 大學戲劇觀摩聯演 ∣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group.php?gid=123926707632465

收信快樂 
Happily Receiving Letters
演出單位∣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一個調皮的男孩撞倒了女孩手中的作業簿，女孩為此哭泣
了，男孩因此｢上課傳紙條｢跟女孩道歉……沒想到兩個人一傳就｢傳
了40年｢，寫信陪伴兩個人度過彼此生活中點點滴滴，文字可以是
容易解讀，也是容易被誤解，邀請你來觀賞劇中兩位主角，如何
藉由文字傳遞相思之情。

聚焦賞析∣全場僅由兩位演員演出，沒有繁瑣的道具，運用想像空間產生的許多肢體語言搭配話語，雙重表

達詮釋演出。

   A naughty boy knocked down the homework book in the girl’s hand and she cried because of it. The boy thus “passed 
notes” to apology to the girl….what they didn’t expect was they continued to do it for the “next 40 years”. Writing to 
each other has allowed them to accompany each other for every moment of each other’s life.  Words can both be easily 
understood and misunderstood. We invite you to the show and take a look at how the 2 main characters express their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through words.

Focus∣Only two actors are in the show and not many props are us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show.  The actors’ body languages 
created through imaginative space, plus the lines they say, together, they play out the show .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國語實小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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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活動             ▌活動地點∣南海藝廊及小天壇展場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120

活動時間 導覽人

07/02六14:30-15:30 林聰明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教師

07/16六14:30-15:30 張佑傳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教師

07/23六14:30-15:30 張建偉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教師

07/30六14:30-15:30 連海生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國民小學校長

08/06六14:30-15:30 簡俊成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師

08/13六14:30-15:30 梁曉芬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教師

08/20六14:30-15:30 魏靜芬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教師

「建國百年、藝意非凡」創作研習交流會                    ▌研習地點∣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 

研習時間 研習主題 引言人

07/09 六

10:00-12:00

(一)藝意非凡：1.相見歡。2.書畫類藝術教育與創作經驗分享。

(二)百花齊放：1.「墨花綻放」書畫類自由創作。

2.書畫類創作、技法觀摩與分享。

(三)藝寓深遠：1.書畫類藝術創作品自由交換、2.書畫家交誼

吳遠山 老師

甘錦城 老師

蔡婉馨 老師

07/17 日

10:00-12:00

(一)藝語道破：1.相見歡。2.版畫藝術教學與創作經驗分享

(二)藝匠獨運：1.版畫印製體驗活動。2.版畫創作技法觀摩

(三)當我們同在藝起：版畫交誼

潘勁瑞 老師

陳文智 老師

蔡文婷 老師

※研習簡章、報名表，請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下載。

07.02-08.21 ∣ 六-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同時展出 ∣ 

2011年全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家聯展 
2011 Joint Exhibition of National-Wide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Art Educators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藝術教育是提升人類心靈內涵之良方，學校則是實施藝術教育最
重要的環境，其中，藝術教師對青年學子美育之培養及品格之薰陶影
響更是深遠。有鑑於此，為鼓勵全國中小學美術教師積極參與創作並
發表成果，提高美術教學水準，本館特舉辦「全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家
聯展」活動，藉此持續關注當代美術教育發展現況，並提高國內美術
教學之品質及帶動美育創新之風氣。

聚焦賞析∣2011年展出內容，包括：全國中小學美術教師144件作品及遴審

委員9件作品；展期間，於週六14:30，將邀請參展教師於展場導
覽解說作品。

   Art education is the best recipe for enhancing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human souls, while school is the most 
impor tant place to implement ar ts education.  Amongst which,  ar t  teacher can exer t the most signif icant impact 
upon the inculc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ersonality for you students. In view of such a fact, this center has 
especially held the event “Joint Exhibition of  Nation-wide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Art Educators” to encourage 
fine arts teachers from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s they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and release their works, thus enhancing the teaching standard of fine arts education. As such, the center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of development regarding contemporary fine arts education, and work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fine arts education as well as stimulate the trend for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innovation.

Focus∣The 2011 exhibition includes art pieces by 144 art teachers from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national-wide and 9 art pieces 
by the screening committee ; during the exhibition, the organizer will invite participated teachers to walk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 exhibition at 14:30, every Saturday.

連海生《鄉居風景》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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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08.04 ∣ 六-四 ∣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內容與動
畫設計研究所飆創意成果展 
“Creativity Storm” Student Exhibition of Graduate School 
of Digital Content and Animation,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TUT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內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

因應國家產業升級人力需求，提升臺灣工商活動及產品品質，增強
國際競爭力，配合政府發展重點產業計畫，設立「視覺傳達設計系」及
「數位內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透過周全的課程設計，專業師資與設
備環境，培養兼具藝術涵養與數位科技技能之「產品設計、商業設計、
動畫創作」專業人才，展現亮眼成績，為私立科大評鑑之翹楚。

聚焦賞析∣將學生在學期間以「關懷社會、環境保護、人權維護、商業廣告」內

容，做為「飆創意」海報設計主題，展現對設計創作的熱愛成果。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manpower s to upgrade the country ’s industries,  the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Graduate School of Digital Content and Animation were established 
to enhance Taiwan’s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product quality,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facilitate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facilities, professionals of “product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and animation composition” with both 
artistic capa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bility are nurtured.  Their brilliant accomplishments are showcased here, 
setting a benchma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Focus∣Students’ works on “care for soci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business promotion” during their school 
years are used as the theme of the “Creativity Storm” poster design, showing their love for and distinguished accomplishments in 
design and creativity.

翁方瑜《 聽說北極的冰快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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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萬水擋不住想飛的翅膀
07.25∣一∣14:00-16:00 
講座∣朱宗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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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
塘
藝
饗

2
0
1
1

「
美
的
感
動‧

美
的
思
想
」
系
列
講
座

兒童圖畫書賞析 ▶邁向101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視覺藝術類

01.17∣一∣14:00-16:00
講座∣鄭明進∣臺灣兒童圖畫書的啟蒙師

歌劇、音樂劇所蘊育的人性啟示  
▶從音樂藝術的感動來檢視自己──同理心與付出的人生價值
03.21∣一∣14:00-16:00 
講座∣蔡永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院長

生命百分百 生活更精彩 ▶自我經營．自我加持▶

05.16∣一∣14:00-16:00
講座∣楊夏蕙∣台灣形象策略聯盟策略總監

千山萬水擋不住想飛的翅膀
07.25∣一∣14:00-16:00
講座∣朱宗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古典音樂，好自在！
08.30∣二∣14:00-16:00
講座∣邢子青∣愛樂電臺主持

現代戲劇欣賞
09.19∣一∣14:00-16:00
講座∣劉晉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

數位時代的新媒體與新藝術
10.24∣一∣09:30-11:30
講座∣王俊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媒體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10  專題講座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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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學有術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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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09:00▶7月8日中午12:00（額滿為止）。

▌上課期程∣100年7月28日▶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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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Learning．Awards 藝教研習班．徵選

研習班
課程取消公告

第67期：週一12:00-14:00

<山水Ａ班/陳柏梁老師> 

課程取消招生，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文化大學戲劇學系三年級12 藝教研習班．徵選 Learning．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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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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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期 多媒體藝術 100年07月底

第186期 音樂教育 100年09月底

第187期 視覺教育 100年11月底

第188期 戲劇教育 101年01月底

第189期 舞蹈教育 101年03月底

第190期 文學教育 101年0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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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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視覺、表演、音樂等多門藝術類線上課程。加入網路藝學園之會員，只要符合課程
閱讀時數並通過測驗後，可獲得公務員或教師時數，亦可累積點數，獲得贈品。歡迎邀請親
朋好友一同加入學習行列。網址：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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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100年7月27日▶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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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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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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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梯次
登記時間∣100年9月07日▶9月21日   9:00~17:00

約見時間∣100年10月05日(星期三)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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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udience Information  觀眾須知

                            Living through Drama 
            and Living through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Dorothy Heathcote’s “Drama for Learning”

充滿動力的學習歷程

Heathcote的戲劇教學模式，充滿著聽說讀寫交

織的體驗歷程，透過任務（task），一如Bolton所述

「透過知識進入戲劇及戲劇進入知識」5，她的戲劇

總是強調要發展出人文的厚度，相關的知識在角色

扮演與推展中，是活在角色裡又顯現出來的，這是

一種活出來的戲劇（living through drama），同樣在

其中運用的知識，也是活潑的（living through）。

■注釋

1 Dorothy Heathcote & Gavin Bolton（�00�）：戲劇教學 — 桃樂
絲．希斯考特的「專家外衣」教育模式（鄭黛瓊、鄭黛君譯），

�1。台北：心理出版社。
� Ludolf Laban，舞蹈藝術家、舞蹈教育家，是創造性舞蹈的發明
人，亦是Heathcote 的舞蹈老師。

� Betty Jane Wagner. (1���). Dorothy Heathcote, pp. �0-��.Wash-
ington DC：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 同注1，��-��。
� 同注1，�。

出了兩個問題：村民們失去了甚麼？他們的危機是

甚麼？並要他們各組閱讀報紙內容，從中分別出兩

類照片，撕下來放置在地上，接著我要他們看著地

上擺放的答案，並陳述他們所閱讀到的資訊。然

後，我問這件事件是否會過去？希不希望它過去？

事件過去後村民該怎麼辦？於是大家的決議是重建

家園，我又給了他們第五個任務，每組創作一張重

建家園的畫面，分享後，我問當地的物產，我們看

到有田，我們討論著田裡的物產，然後我們想像，

我給了第六個任務，如果我們每個人是顆穀粒，於

是我們在田裡種下、生根、發芽、成長、開花、結

穗、豐收；接著我問「當我們豐收時，我們會做些

甚麼事呢？」有人說「紀念、慶祝、感謝」，於是我

們找到了節慶的意義，從失去的苦難與復得的喜悅

中，創造出的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模式，包含了「紀

念、慶祝、感謝」的精神。於是透過角色（role）扮

演，展開「活動策展人」的思考模式，並以這樣的

基礎，一面探索發展一面學習，然後我會規劃一個

又一個的任務，把其他相關的知識領域和能力給引

進這個專題裡，我有時會入戲和他們一起工作，有

時會離開角色和他們一起探索知識領域或討論未來

方向。

4

▎  詳細內容

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本館網站／競賽與培訓／專

案活動（http://www.arte.gov.tw/pro2_proj.asp?KeyID=9）下載。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32

本館100年度「鼓勵研究生撰寫中小學藝術

教育學術研究之學位論文」，100年10月1

日起受理申請，至100年10月31日截止。對

中小學藝術教育領域有興趣的碩博士研究

生請把握機會，踴躍提出申請！

歡迎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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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研究生撰寫中小學藝術教育
學術研究之學位論文

本館100年度「鼓勵研究生撰

寫中小學藝術教育學術研究之

學位論文」，100年10月1日起

受理申請，至100年10月31日

截止。對中小學藝術教育領域

有興趣的碩博士研究生請把握

機會，踴躍提出申請！

歡迎申請！
▋詳細內容

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本館網

站／競賽與培訓／專案活動（http://www.

arte.gov.tw/pro2_proj.asp?KeyID=9）下

載。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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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備低地板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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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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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Low-Floor B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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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TU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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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NGYANG RD.

NANCHANG RD.

NANHAI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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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