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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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室

03/06(三)–05/12(日) 春遊油彩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 3 展
覽室

03/02(六)–03/21(四)
國語實小美術創作研
究社成果發表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
小學



03/23(六)–04/11(四)
靈駕奇航：畫中仙
─領航者 ( 迷畫 ‧
畫謎 ‧ 謎誘迷 )

陳玉美 

南海戶
外藝廊

02/02(六)–03/06(三) 遊藝中山．藝猶未盡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
小學 ( 中山區 )



03/08(五)–04/09(二)
插畫的異想世界─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
系設計繪畫聯展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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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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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展覽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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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2



Mar.2013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Mar. 2013

Organizer
Co-Organi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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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06 - May.12 Oil Paintings Exhibi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Exhibition
 Room Ⅲ

Mar.02 - Mar.21

Explore Creativity - Outcome 
Presentation of Taipei 
Mandarin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Art Club

Taipei Mandarin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Mar.23 - Apr.11

An amazing Spiritual Cruise: 
a navigator - the fairy in the 
painting (crushing on paintings, 
wandering in paintings, 
and luring enthusiasts to the 
paintings)

Yu-Mei Chen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Feb.02 - Mar.06
Lingering in Zhongshan for 
Arts

Taipei Municipal 
Zhongshan 
Elementary 
School



Mar.08 - Apr.09

A Fantastic World of 
Illustration-The Design 
Painting Exhibi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Ming Chuan 
University

Ming Chuan 
University 

♣1 h /1.5h Request on the Spot Ticket：60/9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Free  Ticket，TEL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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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3



102.3/1-14
團體決賽

北區
：新
竹市
政府

中區
：彰
化縣
政府

南區
：臺
南市
政府

活動網站：http://web.arte.gov.tw/music/default.asp

絕.對
樂聲

101學年度
全 國 學 生
音 樂 比 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117

102.3/15-28
個人全區決賽

高雄
市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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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吳隆榮等(1997)。《走進油畫世界》。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利用混油顏料和油液作畫，稱為油彩畫，簡稱油畫。據記載，西元1200

年，在修道士西奧菲勒斯長老(Theophilus Presbyter)撰寫有關油畫論文《多樣

化的藝術形式 The Various Arts》中，介紹亞麻仁油與阿拉伯樹脂調和顏料的

方法；13世紀，在英國繪畫中出現使用油的作畫方式；14世紀末，尼德蘭

畫家凡‧愛克兄弟(van Eyck, Hubert and Jan)結合過去的試驗基礎，找到一種

以油脂為主的理想繪畫媒劑配方，創作了純粹的油畫。2008年，科學家在

阿富汗巴米揚石窟Afghanistan's Bamiyan Valley中發現大約繪於西元650年的壁

畫，是已知現存最早使用油性塗料創作的作品，顛覆了油畫起源於歐洲的

觀點。

　油畫的特性藉由不透明顏料，使繪畫表現由深到淺，逐層覆蓋，產生立

體感，且易修、耐久，極具表現力。其技法在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1606-

1669)、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及提香(Tiziano Vecellio,1485-1576)等

大師的運用下，變化無窮，成就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各國的傳世佳作，

幾可展現西洋近代繪畫史的全貌。

03.06-05.12 ∣三 - 日∣ 09:00-17:00 ▶週一休館

春遊油彩 

Oil Paintings Exhibition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萬順設計用品有限公司

油畫一直廣受眾人喜愛，透過層層疊色，使作品展現出豐富、

細膩與立體質感。而油畫是如何製作的？其特性為何？如何保

存？透過本展覽，以深入淺出方式介紹油畫，配合相關導覽、體

驗區等教育活動，呈現油畫媒材特質及藝術特色。

聚焦賞析∣ 特別邀請 66 位油畫大師展出經典作品，提供大眾欣賞，在春藝盎然的季節裡，邀您一同領略油畫

藝術的美妙與豐富。

   Oil paintings have been widely popular for their plentiful, delicate and solid textures through 
overlapping colours. How are oil paintings mad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il painting? 
How to preserve oil paintings?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il painting to you in this exhibition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guides and experiences to present characters of 
oil painting materials and art features.

Focus∣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appreciate classic works from sixty six masters in oil painting, and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and enrichment of oil painting in the art festival season. 

  

層層疊疊油彩畫

第
１
展
覽
場

Exhibition Room
Ⅰ

第
２
展
覽
場

Exhibition Room
Ⅱ

羅展鵬 《白面者 8 號》

延伸閱讀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5



03.02-03.21 ∣ 六 - 四 ∣ 09:00-17:00 ▶週一休館，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國語實小美術創作研究社成果發表
Outcome Presentation of Taipei Mandarin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Art Club 

展出單位 |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本展覽以「揮灑創意」為主題，透過一～六年級孩子們的創

意發想，以多元的媒材，表現心中無窮的創作生命，點燃孩子的

藝術火苗，帶領他們朝向更寬廣的美術世界，展翅高飛，歡迎大

家蒞臨參觀指教。

聚焦賞析∣ 一雙雙充滿創意的雙手，自由揮灑在童年的畫紙上，裡面充

滿著孩子的創意與歡笑，天馬行空，五花八門，值得您細細

品味。

   The exhibition themed with “Explore Creativity” presents the endless life of creativity and 
ignites the torch of art for children with diversified media materials through the origin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pe of showing a wider world of art to children. Please come and 
join with us !

Focus∣ Children use their hands to explore creativities on pieces of paper which are fully fi l led with 
laughers and creations of childhood. They definitely are worthy of your slow appreciation.

03.23-04.11 ∣ 六 - 四 ∣ 09:00-17:00 ▶週一休館，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靈駕奇航 畫中仙─領航者 ( 迷畫 ‧ 畫謎 ‧ 謎誘迷 )

An amazing Spiritual Cruise: a navigator - the fairy in the painting 
(crushing on paintings, wandering in paintings, and luring enthusiasts to 
the paintings)An Amazing Spiritual Cruise

展出者∣陳玉美                 

　　我表達作品的是生命形式，沉入創作的當下，盡忘一切，渾然於天

地之中，融合一體逍遙遊。實際上是構思玲瓏意象的表現，傾聽內在、

萬物虛中有實；仰仗直覺，透過形、色回應，不必迴避；滲透靈魂，反

映畫布活靈活現，是情感與思想合而為一的奇幻出航。

聚焦賞析∣ 一條線，展現其角色，必須是整體的，而非輪廓線；雖有無形線，並

且是自己直接接受的線，必須對其有空間的體認，用空間的方法表達出來才算。

   I  would l ike to present l i fe patterns in my works which were created when I dropped 
everything behind and wandered in the universe. In fact, the presentation of delicate imagination 
consists of realities. With instincts, we respond through shapes and colours, and do not have to 
avoid realities. We are going to have an amazing spiritual cruise on the vivid paintings which are 
combined with feeling and thinking.

Focus∣ A line must be a complete rather than silhouetted while presenting its characters;a shapeless line 
must have space perception and present with a spatial method.

柯又中《廟會》

第
３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oom
Ⅲ

陳玉美 《異次元》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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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3.06 ∣ 六 - 三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遊藝中山 ‧ 藝猶未盡
Lingering in Zhongshan for Arts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中山區）                

　　在中山國小裡，我們創造了一個美好的環境，讓孩子能多元的接觸

不同面向的藝術課程，探究自己的潛能，開心的享受藝術時光，肯定自

我的成長，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顆未經過雕琢的原石，都是一位潛力無限

的藝術家。每次欣賞他們的作品，都會發現驚喜─豐富的想像力、創造

力，都讓老師與家長們驚覺藝術的不可思議！

聚焦賞析∣ 藝術生活，生活藝術，讓孩子能喜歡藝術，接觸藝術，在藝術的殿堂裡，發揮自己的創意與想法，

每天都能沉浸在藝術的氛圍裡。

   We create an excellent environment in Taipei Municipal Zhongshan Elementary School for 
chi ldren to try different art courses and real ize their potential to enjoy their art t ime and 
happily affirming their own personal growth. Every child is an uncut diamond and an artist with 
unlimited potential. You will be impressed by their outstanding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hile 
appreciating their works each time.

Focus∣ Children will fall in love with art, and touch art through an artistic life and a living art. They will 
express their creativity and ideas, and enjoy the art atmosphere in an art palace every day.

蕭宇恬《運動中的人》

南
海
戶
外
藝
廊

N
an H

ai O
utdoor G

allery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協辦單位：

101學年度

全國總決賽
比賽時間：4/15～4/19

比賽地點：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 1 6號)

各項活動與比賽內容查詢，請逕上活動主題網站h t t p://ed.ar t e.gov .t w/con t r y /
或電洽主辦單位 (0 2 )2 3 1 1 -0 5 7 4 轉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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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04.09 ∣ 五 - 二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插畫的異想世界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設計繪畫聯展
A Fantastic World of Illustration-The Design Painting Exhibi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Ming Chuan University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單位 | 銘傳大學                

　　集結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大二學生設計繪畫課程作業之優

秀作品，透過指導教授的導引，學生們多能脫離習作心態，將個

人的情感、見聞、思想結合紮實的繪圖基礎與各自擅長的技法，

成就了這批精彩的插畫作品。期藉本展，分享青春、旺盛的創作

力，邀請各界先進批評指教，俾能轉化為未來藝術成長的養分。

聚焦賞析∣ 插畫是大眾化且流行性的藝術形式，包含繪畫、照片等文字以外之視覺化造形符號，是不侷限任何

表現媒材和技法的圖像作品。透過插畫表現，增加畫面美感，並能輔助文字意涵，增強主題內容。

   Integrating excellent works of students and being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sophomore students 
of the Commercial Design Department (CDD) at Ming Chuan University (MCU) completed these 
wonderful illustrations by throwing away their attitude toward technique, and combining personal 
feelings,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with a foundation in painting and extraordinary skill.

Focus∣ Illustrations are a popular and fashionable art style including painting and photographs, except 
for text, and are not limited to any media and skills. An illustration can increase the beauty of a 
pi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theme of a subject 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黃潔欣《 Benson's father1》

南
海
戶
外
藝
廊

N
a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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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door G

allery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比賽日期：05/11-05/20 

比賽地點：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演藝廳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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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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勝作品巡迴展學
年
度101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展出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教育部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展出內容：10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作品100件。

3
5/25-6/5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展覽室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路254號 巡迴展

-  一 日 08:30-12:00, 13:30-17:30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251

1
4/3-4/29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藝文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巡迴展

-  一 五 09:00-17:00

2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明道藝廊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97號

5/3-5/22
巡迴展

-  一 五 09:00-17:00

9



玩．藝．玩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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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推廣活動系列

參加方式：免費

1.線上報名：http://www.arte.gov.tw/Examine_Signup_list.asp。

2.活動網站：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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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如有異動，依本館公告為主；詳細課程內容於開課前1個月刊登於活動網站。

志工說故事系列

錄取方式：依報名先後順序正取國小親子15組（備取5組，遞補者另行通知），
額滿為止。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藝教圖書室。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參與對象

1 05/05      14:00-16:00 看繪本玩藝術 國小學生親子組日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參與對象

1 04/06     14:30-15:30 志工說故事：恐怖的頭髮 國小學生親子組六

玩藝書房‧閱讀手作課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研習班教室。

錄取方式：依報名先後順序正取國小親子10組（備取5組，遞補者另行通知），
額滿為止。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2。



創作擂臺高手就是你！
2013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241



徵
稿

各路人馬飆創意

作伙獻計‧給創意解碼
對美的事物有獨到見解者；
亟思將身邊廢物化腐朽為藝術者；
自許充滿美學細胞的魔法師者；
想打破僵化思維，顛覆傳統藝術學習方式者⋯⋯
速速翻出圖文並茂壓箱寶，展現新世代美學力量！

獻計資格：具師生身分，意欲分享創意絕技者。
爬格字數：約二千至八千字。
投稿方式：
[線上投稿] 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 點選「 

美育雙月刊／線上投稿」區，上傳文章、圖
片。

[郵寄投稿] 備電子稿件，掛號郵寄至10066臺北市中正
區南海路43號「美育編輯部」收。

天
馬

行
空
不
設
限
，
正
經
八
百
論
文

請
迴

避， 文 筆 力 求 通 俗 活 潑

徵選 Award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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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文
推
廣
活
動

Prom
otion Program

s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2年 3月 13日    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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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時間∣ 102年 4月 24日    5月 8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2年 5月 15日 (星期三 )14:30~17:00

約見時間∣ 102年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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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梯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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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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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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關懷作為：

懷抱同理心，

尊重多元文化，

落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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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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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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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3.5元郵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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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寄本館表演藝術教育組收。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TU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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