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資訊
中華民國101年11月  

Nov. 2012

廣告



本
館
主
辦
活
動

本
館
協
辦
、
合
辦
活
動

※

表
列
活
動
如
因
故
更
動
時
，
本
館
將
另
行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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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合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決審收件暨評審作業，展場自即日起暫停對外開放。

南海戶
外藝廊

10/06(六)–11/11(日) 嗨！好久不見 新竹縣誠正中學 

11/13(二)–12/16(日) 捉＊「謎」＊藏
臺南市立
忠孝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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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 for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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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emporarily closed.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Ⅰ . Ⅲ

※The Exhibition Hall is temporarily clo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pplicants' works 
submitting and the jury process of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Art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2.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Oct.06–Nov.11 Hi, Long Time No See! Chengjheng High School, 
Hsinchu County 

Nov.13–Dec.16 Hide & Seek Chung-Hsiao Junior High 
School, 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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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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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月

5月

9月

9-10月

11-12月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National Student Music Competition

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ountry Folk Song for Teacher and Student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Creative Puppetry Art

The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Creation Awards

Nationwide Students' Picture Book Creation Award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實際比賽時間、地點，以各比賽活動獨立公告為主。



誠正中學《自畫像》

10.06-11.11 ∣ 六 - 日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嗨！好久不見  

Hi, long time no see!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新竹縣誠正中學

誠正中學是個沒有鏡子的小方框，

各地的熱血男孩，來到這裡的故事  不盡相同，

在這裡  僅能藉金屬反射光  看見自己，

美術課  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

圖像與當下的自我　心靈對話：

嗨！好久不見～

聚焦賞析∣ 透過自畫像，與方框外的內在，自我對話。

Chengjheng High School is a little square frame without a mirror.  

Hot-blooded boys come he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with different stories. 

They look into themselves in the reflection from metals.

They try different ways in fine art classes…

The spiritual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drawing and the self at the very moment: self : 

Hi, long time no see!

Focus ∣ Self-talk with the internality outside the frame through a self-drawn portrait.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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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佑竹《自由的操控者》版印

11.13-12.16 ∣ 二 - 日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捉＊「謎」＊藏  

Hide & Seek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一般人心中的「國中生活」，總是課業壓力大，令人喘不過氣；

國中生的內心世界，更是如謎一樣的難以捉摸。所幸，藉由藝術的

窗口，得以窺見這群似乎與大人世界捉迷藏的學生，對於自我與環

境的互動軌跡；同時，在欣賞他們畫作的當下，我們不也是正和自

己心中的小孩再次的捉迷藏呢？

聚焦賞析∣ 捕「捉」生活中的片刻感動，解開如「謎」般的藝術語言，典「藏」

生命中的重要時刻－藉由國中學生的各種作品，與觀者做最直接的互動及分享。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think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living in a life that is under 
pressure and short of breath; their mysterious internal world is hard to understand. Fortunately, 
through the windows of art,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s 
and the students who seem to play hide-and-seek with adults; meanwhile, aren’t we playing hide-
and-seek again with the children inside of us while appreciating their paintings?

Focus ∣ Capture the impressive moment in l i fe,  discover the myster y in ar tist ic languages,  and collect the 
important hour of life – interact and share directly with audiences through various work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南
海
戶
外
藝
廊

N
an H

ai O
utdoor G

allery
美，無處不在。她並非不在我們的眼前，而是我們缺

少發現美的眼睛。

En somme, la Beauté est partout. Ce n’est point 
elle qui manque à nos yeux, mais nos yeux qui 
manquent à l’apercevoir.

法國雕塑家羅丹 (Auguste Rodin 1840-1917)

 眼中，發現美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6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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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與文創
14:00-16:00   楊奉琛 │楊英風美術館館長

 

秀拉Georges Seurat《庫比佛的塞納河畔The Seine at Courbevoie》私人收藏

 眼中，發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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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
otion Program

s 由學生自己創作故事，繪製圖畫， 

一本屬於孩子們獨一無二，充滿想像魔力的圖畫書， 

充滿真切、質樸且天馬行空的感動！ 

這份感動，正累積 7年的能量，即將引爆。

 

201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2012 

10/6-10/2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玩圖畫書 10/7 . 14 . 21
講師：何雲姿          09:30-11:30
地點：1 樓第 1 研習教室

限 12 組(2 人/組)，原住民、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優先錄取

巡迴展 

推廣活動 

2012

10/31-11/13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圖畫書真好玩    11/3
講師：曹俊彥 14:00-16:00
地點：3 樓會議室

限 80

臺南市中華西路二段34號  (06)298-4990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路254號  (089)322-248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8號  (04)722-2729

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03)526-3176

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巡迴展 
推廣活動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 110、241 

2012

11/21-12/2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圖畫書的創作    11/24
講師：唐唐 10:00-12:00
地點：2 樓視廳室

限 54 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巡迴展 
推廣活動 

2012 2013

12/30- 1/13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玩圖畫書       2013  1/5
講師：陳致元            14:00-16:00
地點：地下 2 樓綜合教室

限 20 組(2 人/組)，原住民、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優先錄取

巡迴展 
推廣活動 

2013 

1/16- 1/27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用圖畫說故事          1/19
講師：賴馬 14:00-16:00
地點：2 樓視廳室

限60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巡迴展 
推廣活動 

原畫巡迴展暨推廣活動

日

六

六

六

六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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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想像魔力
2012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專輯{套書} 定價 $2,180   

{兒童圖畫書插畫集}
定價 $500

{快點}
定價 $300

{透明的蚯蚓}  
定價 $230

{青蛙村夏夜演奏會事件} 
定價 $260

{兄妹}   
定價 $330

{爺爺的摩托車}
定價 $300

{魚樹}
定價 $260

一本屬於孩子們獨一無二，充滿想像魔力的圖畫書。

適合3-12歲兒童閱讀之原創性作品。

收集2012年的愛與關懷，勇氣與包容，觀察與探索的

生活故事，奇思妙想……

邀你一起來走進這想像的繽紛與魔力。

│請洽國家書店(02)2518-0207及五南文化廣場(02)3322-4985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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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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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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官方網站 http://enc.moe.edu.tw
http://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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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於民國 101 年 10 月 29 日前，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舉行完成。

決賽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組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收件] 1.收件日期：各縣市政府分別於 101 年 11 月 1、2、5、6、7 日運送，
註明「101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收。

2.收件單位

(1)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由各縣市政府彙集造冊、運送。

(2)大專組：由就讀學校以校為單位造冊(加蓋學務處戳印)、運送。

3.收件內容

(1)作品。

(2)作品清冊：電子光碟及紙本各乙份(依決賽主辦單位提供之表單格式造冊)。

(3)紙本報名表、退件保證書各 2 份(自行下載，大專組加蓋學校戳印)。

4.查詢下載「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及相關表件：

請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全球資訊網「競賽活動」項下；或
臺灣藝術教育網「比賽徵件」專區。

 [公告] 1.決賽評審：101 年 11 月 14 -26 日

2.決賽成績公告：101 年 12 月 7 日(預定)

※如有異動，以決賽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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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1.決賽評審：101 年 11 月 14 -26 日

2.決賽成績公告：101 年 12 月 7 日(預定)

※如有異動，以決賽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網路藝學園 指間的藝術小確幸

  

散樹村上村自摘……」福幸的實確很卻，小微然雖「：幸確小�〉注〈

文《尋找漩渦貓的方法》。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忙碌與緊湊的一天之後，從指間偷閒片

刻，沉入藝術的流光之中，是一種不言而喻

的小確幸〈注〉。

　　改版後的網路藝學園，開闢了「教學分

享」區，歡迎教師們將教學的理念，透過影

音呈現分享經驗並相互交流，同時也豐富了

線上學習課程的多樣化，12 月份將陸續增

加 6門新課程，它包含了音樂與表演藝術，

敬請期待！

游藝‧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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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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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時間∣ 101年 11月 28日▶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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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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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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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廉政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廉政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廉政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廉政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公務人員廉政作為：

廉潔自持、利益迴避、

依法公正執行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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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Civil Service Protection & Training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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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TU
Hospital

H
A

N
G

JH
O

U
 S. R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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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