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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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合館舍修繕，南海劇場自即日起暫停對外開放。

展
覽
活
動

第 1、3
展覽室

08/28(二)–09/30(日)

開啟美育視窗

─中華民國第 43 屆世界兒童

畫展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
育學會



南海戶
外藝廊

08/28(二)–10/03(三)
媒飛設舞飆創意

─視覺藝術學習成果展
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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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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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至行政中心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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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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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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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List for Sep. 2012

O
rganizer

Co-O
rgani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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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an Hai Theater will be temporarily close for the renovation purpose from this very date.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Ⅰ . Ⅲ

Aug.28– Sep.30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3n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Aug.28– Oct.03
Creative media and design 
– achievement exhibition of 
learning for visual arts

Taipei Jingwe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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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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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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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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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展演活動總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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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科學教育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國
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鳳凰谷鳥園、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教育部終身學習活動

101.9/22~23

藝術

歷史

閱讀
自然

數學

人文

語文
科學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2012南海學園趣
美
好
時
光
，
秋
學
南
海



第
一
展
覽
場

Exhibition Room
Ⅰ

第
三
展
覽
場

Exhibition Room
Ⅲ

葉芝妤《逛布店》臺灣 特優

08.28-09.30 ∣ 二 -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 ∣ 第一、第三展覽室同時展出

開啟美育的視窗   中華民國第 43 屆世界兒童畫展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3n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為兒童提供一個繪畫創作與觀賞的平臺。

參與過程中，孩子們沉浸在自由自在的遊戲文化中，逾越藩籬，打破

語言、文字框架，以開放的心靈，透過畫作表現真我，創造出一個象

徵性的情境，並且掌握自己內在的想望。這就是畫展多年來，深受社

會各界喜愛的主因。邀請您共同來關心兒童美育活動。

聚焦賞析∣ 展出第 43 屆國內特優獎，國外金、銀、銅牌作品。透過孩子們的彩筆，遨遊世界風光，體會多元

豐富的美麗世界。

   The Taiwan’s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 t  Exhibit ion offers children a platform for creating and 
appreciating paintings. In participating, children can be immersed in free, open, and playful cultu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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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atch this exhibition.

Focus ∣ It will put on display works from 43nd exhbition decorated with outstanding honor, and others that won 
gold, silver, and bronze prizes from oversea competitons. Through the paint-brush of these children, we 
can then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view about these wonders, so that we can have appreciated the 
diversified and rich world of marvel.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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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8-10.03 ∣ 二 - 三 ∣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媒飛設舞飆創意   視覺藝術學習成果展
Creative media and design – achievement exhibition of learning for visual arts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以海報設計作品呈現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與想法，以漫畫表現對學習生

活的意圖，藉攝影影像編輯表達學生另類視野，用插畫表現圖文整合的

創意……透過本展表達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將自己的能力呈現給社會大

眾，為自己這一年的學習歲月留下青春回憶。邀請您一同領會這場繽紛多

彩的設計與繪畫世界。

聚焦賞析∣ 媒飛設舞─結合本校多「媒」體設計科與廣告「設」計科學生的創作，

將青少年學習繪畫與設計的心情與感觸，以充滿喜悅得意的神情，「眉
飛色舞」的與您分享。

   Work of poster design will, from the other perspective, display the concern and thoughts for social 
issues, while comic is used to render the intention of life learning, images of photograph are employed 
to express the vision of students of the other kind, and illustrations are taken to note the creativity 
of integrated picture and text. In such a way, they have,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demonstrated the 
thoughts of young people of the times, and brought their capabilities as displayed to the general 
mass, leaving behind memories of youth with their learning in the past one year. We sh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tly enjoy this wonderful and kaleidoscopic world of design and painting.

Focus ∣ Creative media and design – combine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design and advertisement 
design as they help bring forth the sentiments and touches of learning painting and design, and they 
will, inebriated with gleeful and joyful expression and look, share “far-stretching and soaring emotions” 
with you.

設計

官方網站 http://enc.moe.edu.tw
http://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陳嘉如《轉角》水彩

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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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藝術 ]
　 2012「美的感動‧美的思想」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〡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講座地點〡本館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活動洽詢〡(02)2311-0574 分機164 
▌備　　註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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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一   當代女性藝術家的畫與話
14:30-16:30   陳瓊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美術研究所教授

06/20三     特殊美學─父子心靈對話
14:30-16:30   林永發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

08/20     一       手製繪本
09:30-11:30   劉旭恭 │繪本作家

09/17                   一      由「達文西密碼」談藝術品時代風格與美學內涵
14:30-16:30   洪昌穀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副教授

10/08一   法國生活美學滋味
14:30-16:30   徐素霞 │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研究所教授

11/12            一          雕塑與文化創作
14:30-16:30   楊奉琛 │楊英風美術館館長

 

官方網站 http://enc.moe.edu.tw
http://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秀拉Georges Seurat《庫比佛的塞納河畔The Seine at Courbevoie》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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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11-0574 分機 241活動洽詢

入選名單 Awarded Collection

參選組別 入選得主

國小低年級組
莊凱鈞、羅偉峻、黃楚芸、鄭翔友、鄭筑云、吳思穎、廖冠棋、孫晛茗、

孫晣荇、劉書維、吳佳宸

國小中年級組
黃 葇、詹潍綸、黃冠騰、張紫晴、廖育睿、侯荇菱、林子鈞、黃子容、

潘紫婕、蘇慧欣、何品靚

國小高年級組
廖文慧、顏輔泰、洪筱喬、陳濬承、洪美玲、陳怡文、盧采妍、謝沛暄、

薛宸逸、吳開雲、游珮綸、陳昱凱、黃柏齡、劉曜儀、鄭兆傑、樊宥辰、

邱名榕、周家瑄、陳宥安、陳妤婕、李宗駿

國     中    組

張家寧、張家綺、蘇睿芸、林翰緯、張安圻、周家豪、德凱恩、劉曜榮、

陳育群、羅曼中、呂明磬、胡馨尹、許富鈞、許紫潔、陳柏璇、簡明慧、

葉馥瑋、余紹平、詹沁云、黃薰逸、劉玄祥、黃子瑜、姜  雲、姜  寧、

紀佳慧、劉瑞芸、劉如菁、黃耀台、黃祖浩

高  中  職  組

陳昱廷、陸柏瑋、蔡雅文、林岳瑢、莊翔宇、陳婉婷、吳東璋、黃鈺雯、

林芳君、尤  儷、白舒晴、黃詅儷、陳暳諼、楊芷庭、時端君、劉霽茹、

凃宏瑋、解  翎、黃琳琇、江旻璇、吳方檸、王奕茹、林育安、陳俞文、

楊雅晴、黃智深、陳雅姿、張瑞舫、莊侑穎、胡筠筠、丁若恬、楊佳媛、

賴怡岑、邵尊玉、葛馥儀、王曉涵、卓子意、胡思婷、王紹芳、邱子千、

黃常慈、唐  瑄、陳彥如、郭庭歡、張芝維、李怡瑩、張芸甄、趙芷以、

葉芷岑、林曉瑄、尤靖雯、陳玉苓、林儀婷、張妗萱、潘姿儒、曾郁雅、

謝于寧、蕭宇玟、劉欣宜、林督緣、吳孟修、謝汶靜、陳思妗、李汶庭、

陳雅婷、陳碩諭、陳碩君、毛品文、田佳于、蕭伊珊、梁瑀庭、蕭伃秀、

林  真、郭榕芳、林  宣、李雅筠、陳俞任、高嘉宜、王凱莉、陳佳鈺、

劉庭安、柯筑云、楊雅晴、陳乃瑜、周楷翔、陳麗芬、華妮卡、張賀晴、

劉品新、鄭妤柔、蔡雨潔、林佑羲、詹淑慧

大     專    組
陳婉菁、趙  巌、陳珈琪、陳  潼、王宇欣、林采瑩、周育寧、蘇婉儀、

陳澐潔、林姸蓁

▌入選查詢∣ 入選作品相關資料，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查詢。

2012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風雲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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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rded Collection 入選名單

風起文藝
101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入選名單

(02)2311-0574 分機 233活動洽詢

9

Sep. 2012



徵稿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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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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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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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洽詢∣美育信箱：dora@linux.arte.gov.tw

期 數 主 題 截稿期

第192期 音樂欣賞 101年09月底

第193期 大眾文化 101年11月底

第194期 應用藝術 102年01月底

第195期 音樂教育 102年03月底

第196期 舞蹈教育 102年05月底

踏在青苔切割的簡樸石板路上
隨古色的微風　轉進
藝術教育桃花源

在這裡
多了幾冊藝術與藝教類的圖書資料
多了幾位現場臨摹取靜的藝術家
多了寧靜且細碎的
綠意、蟲鳴與噴泉絮語

邀請您到此體會　藝術與風與葉子的對話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行政中心1樓右側

閱覽時間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國定假日及週一休館

{藝術教育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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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rds 徵稿

玩藝書房‧手作課

玩‧藝‧玩
101年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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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體會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參加方式：

  1.免費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備取5組，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2.活動網站：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index.asp。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活動內容如因故異動，依本館公告為主；報名及詳細課程內容約開課前1個月刊登於活動網站。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2。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參與對象

1 09/09 日  13:30-16:30 紙印版畫小卡書 國小學生親子組

2 09/16 日  09:30-11:30 好好玩的色紙拼貼 國小學生親子組



游
藝‧

印
記

歷史行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坐落於南海學園，館舍包含南
海書院及南海劇場，其原址為日治時期的「建功神
社」，創建於1928年。

南海書院現規畫為行政中心、展覽室、藝教圖書
室，其中，天壇造型之建物，為日治時期建功神社
主體建築；光復初期，是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及國語
日報辦公處；1955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移此設立為
總館；1986年，再轉移交國立教育資料館使用，期
間2002-2006年，一度移作籌備國家人權紀念館之
用；2011年，正式移交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致力
於藝術教育之推廣。



游
藝‧

印
記

南海劇場於1957年創建，屬中國古典式樣
新建築風格，為臺灣現代劇場之發源地，
許多當時具有盛名的戲劇作品在此首演，
其中《暗戀．桃花源》更將南海劇場編入
劇情中。臺北市文化局並於2006年評定為
「歷史建築」，具都市景觀及歷史價值。

從熙攘南海路轉進綠意閑靜，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藝教館 )
以南海學園首站之姿，迎賓、說藝、話古今：

　藝教館原址為日治時期之「建功神社」，原作為奉祀日本治臺期間

對臺灣 ( 不分臺、日籍 ) 有貢獻者，為第一座結合中、日、西洋設計風

格 ( 圓頂設計、中國牌坊式的鳥居 ) 的鋼筋混凝土神社建築。

　民國時期，配合政府推動文化建設，陸續興建中國古典式樣新建

築，包括：南海劇場及科學館舊址 ( 原為神社參道 )。神社建築僅留存

南海書院內矩形水池及後方展覽室內部圓頂 ( 外部已改披以攢尖型屋頂 ) 

，以及書院入口前的水泥橋 ( 僅保留下半部 ) 與兩側石欄杆 ( 玉垣 )。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歷史漫遊藝教館

詮釋新藝，集章趣

在風與樹的對話中，詮釋藝教印象，展
現印刻藝趣，邀您集藏藝教印記。

＊即日起，凡集滿紀念章戳3枚，即可至
本館第一展覽室兌換贈品乙份。(數量
有限，索完為止)

□是的，我已集滿3枚紀念章戳。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Prom
otion Program

s

館長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 101年 9月 5日▶ 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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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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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10月 4日 (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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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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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10月 17日▶ 10月 31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1年 11月 14日 (星期三 ) 14:30~17:00  

(02)2311-0574 分機 111活動洽詢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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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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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拍即合  

  一個學校藝術教育與公民營社團機構媒合交流之入口網。整合藝術教育政策、

人才庫及建置各學習領域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網址：http://1872.arte.gov.
tw/index。

網路藝學園
  有視覺、表演、音樂等多門藝術類線上課程。加入網路藝學園會員，其達到課程閱讀時
數並通過測驗後，可獲得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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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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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 Information  觀眾須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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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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No 43,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66, Taiwan (R.O.C.)     

 網  址 Website
　　  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   http://www.facebook.com/ntaec

 臺灣藝術教育網址 Website of Taiwan Arts Education
　　http://ed.arte.gov.tw/ch/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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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郵寄資料(姓名、地址、

郵遞區號)，信封請註明「函索藝教資訊12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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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