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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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展覽室

12/22(六)–02/26(二)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得獎作品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
育館



南海戶
外藝廊

12/19(三)–01/31(四)
2012 臺灣兒童水墨寫生
比賽作品展

中華現代國畫研
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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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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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J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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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Ⅱ . Ⅲ

Dec.22–Feb.26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Prized Works 
Exhibition of Academic Year 
of 2012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Dec.19–Jan.31
The 2012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Competition in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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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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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類

書法類

平面設計類

水墨畫類

西畫類

版畫類

繪畫類

得獎作品展

學
年
度101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                                  

●展覽時間：101年12月22日至102年2月26日

    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本館第1、第2、第3展覽室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展出內容：展出10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

   優等、甲等計355件得獎作品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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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Ⅲ

第
２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Ⅱ

12.22-02.26 ∣ 六 - 二 ∣ 09:00-17:00 ▶週一休館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作品展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Prized Works Exhibition of Academic Year of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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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並落實學校美術

教育，特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共分七大類別，包括：國小組 - 繪畫

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等 6 類；國中組、

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 西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

畫類、版畫類等 6 類。自國小至大專共計 55 組。

聚焦賞析∣ 展出 101 學年度比賽特優、優等、甲等等得獎作品約 355 件。

   I n  o rd e r  t o  e n h a n c e  s t u d e n t ’s  a r t s  c re a t i o n  c a p a c i t y,  t o  c u l t i v a t e 
citizen’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ut the school arts education into 
effe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us organized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t is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elementary school section 
-  painting, call 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 including vocation school)  plus college 
section- western style painting, call 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college, there are up to a total of 55 groups.

Focus ∣ The prized works of 101 academic year will be labelled premium, excellent and first prize along with 
other prizes, about 355 works in total. 

2012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

書法類

平面設計類

水墨畫類

西畫類

版畫類

繪畫類

得獎作品展暨頒獎典禮

學
年
度101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頒獎典禮：101年12月29日（星期六）下午2時

    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3樓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6號）

●展覽時間：101年12月22日至102年2月26日

    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本館第1、第2、第3展覽室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展出內容：展出10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

   優等、甲等計355件得獎作品

第
１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Ⅰ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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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月8日09:00 ▶ 1月11日12:00（額滿為止）。

▌上課期程∣102年1月31日 ▶ 6月22日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11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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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有術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70期招生藝

　　人物、山水、花鳥、書法藝術、篆刻書法、水墨寫生、基礎水墨創作、水墨畫

基礎技法(山水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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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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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01.31 ∣ 三 - 四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2012 臺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作品展
The 2012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Competition in Taiwan
主辦單位 |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經過 228 公園時，你可曾細細體會公園的美麗？今年暑

假，氣候炎熱，一群孩子用 3 小時餘的時光，以稚嫩的筆墨

描摹 228 公園。這些可愛的作品，展現孩子的天真與努力，

邀您前來體會，並給予肯定與鼓勵。隨著這些優秀作品，一

同回味童年，重拾童趣，還我童真。

聚焦賞析∣ 只有孩子才有如此美麗的眼睛，詩意般的心靈，瞬間將美麗的 228 公園美景，注入於水墨筆尖，自

然真切，全部展現！

   Have you ever appreciated the beauty of 228 Memorial Peace Park while passing through it? A group 
of children painted the Park with tender and delicates skills in their leisure time in this hot summer. 
These loving works present the innocence and effort of children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present for 
even adults.  You are welcome to join us to recollect memories and interests of childhood through 
these excellent works, and encourage these children who deserve praises.

Focus ∣ Only the children with beautiful eyes and poetic spirits can paint the beauty of 228 Park with watercolor 
in a flash, and present the natural innocence entirely.

2012

陳愷《二二八公園所見》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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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畫家郭熙 (約1023-約1085)其山水畫論《林泉高致集》之〈山水訓〉：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石後，謂之

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

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

縹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冲澹。

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冲淡者不大。此三遠也。」

　「三遠論」提出中國繪畫對空間表現「高遠」「深遠」及「平遠」

的釋義，近代畫家傅抱石 (1904-1965)更言簡意賅指出：站在大自然前面，

不外乎平視、仰視、俯視……平視即「平遠」，仰視即「高遠」，俯

視即「深遠」。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山的三遠─中國山水的創作理念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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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 Awards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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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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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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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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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擂臺高手就是你！
2013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



創作擂臺高手就是你！
2013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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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術教育網／學習資源／圖書資源

http://ed.arte.gov.tw/ch/Book/list_1a.aspx

數位媒體類
音樂類

表演藝術類
視
覺
藝
術
類

其他類

104本
藝術好書 

全文電子檔線上觀賞

第二屆國民中小學
優良藝術出版品推薦專輯

開創藝術教育新境界，

推薦適合中小學生閱讀之藝術圖書，

以啟發藝術學習興趣，

豐富藝術涵養，

提升藝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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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Prom
otion Progra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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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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專業作為：

與時俱進，

充實專業職能，

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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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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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 Information  觀眾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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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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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102 年活動日程表

與民
有約

 

{ 
登記時間∣ 102年 1月 16日▶ 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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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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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登記
01/16 

～

01/30

03/13

～

03/27

04/24

～

05/08

05/29

～

06/12

07/03

～

07/17

08/07

～

08/21

09/11

～

09/25

10/23
～

11/06

12/04

～

12/18

約見 02/06 04/03 05/15 06/19 07/24 08/28 10/09 11/13 12/25

網路藝學園

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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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藝學園

新課程

相約到「網路藝學園」上課，

涵養藝術與人文，大家「藝」起來！

課
了

上



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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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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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寄本館表演藝術組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