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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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㈤19:30

09/05㈥14:30

             19:30

09/06㈰14:30

    兒童歌劇：魔 笛 ✿ 國立實驗合唱團
TEL(02)2341-9373

          

   8/3 起開放索票

09/13㈰14:00
 回到 2015—兒童慈善黑光

 音樂劇  ✿ 

社團法人新北市喜樂關

懷協會等 ( 詳 p.6)
TEL(02)8662-6063

          
             $500

09/20㈰14:30  相信．真心—音樂會 ✿ 慕音合唱團
TEL(02)2959-9323

 
               $200

09/25㈤19:30

09/26㈥10:30

             14:30

 日本飛行船劇團：

 桃太郎歷險記 ✿
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778-5596

 /  
        $300.400.500
    $600.800
       $1,000.1,200

展
覽
活
動

第 1.2.3
展覽室 .
南海戶
外藝廊

07/16㈢ - 09/13㈰
   書法 ‧ 讚！
  —104 年書法 ‧ 讚！  
   系列活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第 1.2
展覽室

09/16㈢ - 09/29㈡
 開啟美育的視窗—中華 
 民國第 46 屆世界
 兒童畫展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TEL(02)2551-3719



第 3
展覽室

09/16㈢ - 09/29㈡  當代新表現—廖繼英新    
 四季之愛油畫創作展

廖繼英
TEL(02)2627-4898



南海戶
外藝廊

09/15㈡ - 10/01㈣
2015 第 8 屆台灣兒童
水墨寫生比賽作品展 

財團法人福臨文化藝術

基金會、中華現代國畫

研究學會
TEL(02)2336-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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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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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迴響：如欲進一步了解或回饋該活動，請連結展演單位網頁 ( 活動網頁期限至活動結束後 4 週有效 )。

      104 年「學校、社區及公部門」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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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至南海書院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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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活動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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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Sep. 2015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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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04 -19:30
 

Sep.05 
-14:30

             -19:30

Sep.06 -14:30

     ”The Magic Flute” for 
     children ✿

Taiwan National Choir

TEL(02))2341-9373
    Free Ticket   
    Distribution 
    available from   
    August, 3rd

Sep.13 -14:00
 

Back to 2015 – Children’s 
Charity Black Light 
Musical  ✿

New Taipei City, Joy 
Caring Association Taipei 
Etc.(see p.6)

TEL(02)8662-6063

           
               $500 

Sep.20 -14:30
"BELIEVE ‧ HEART" Choral 
Concert  ✿

Mood-Inn Chorus

TEL(02)2959-9323
 

                $200

Sep.25 -19:30

Sep.26 
-10:30

             -14:30
Momtaro  ✿ Do It Smart Co., Ltd.

TEL(02)2778-5596

 /  
        $300.400.500
    $600.800
       $1,000.1,200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I.II. Ⅲ

Nan Hai 
Outdoor

Jul.16 - Sep.13

      Calligraphy-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02)2311-0574


Exhibition
Room I.II

Sep.16 - Sep.29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6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L(02)2551-3719



Exhibition
Room Ⅲ

Sep.16 - Sep.29

The Neo Expression of 
Modern Times – Liao Jih-
Ing’s New Four Season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Liao Jih Ing

TEL(02)2627-4898


Nan Hai 
Outdoor

Sep.15 - Oct.01
The 2015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in 
Taiwan

Fu-Lin Cultural and Art 
Found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TEL(02)2336-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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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 Response：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submitting feedback regarding a particular event, please link to the 
appropriate webpage of events (the webpage will remain active for 4 weeks after the respective 
closing date of an event).

         The 2015 Three-In-One Performance and Drama Summer Camp for “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Public Sectors” 
         Calligraphy-Like! -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

1.Please line up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2.If a rainy day, the activities at Nan Hai Open-Air Arts Square will be moved to Nanhai Academy.
3.Exhibition hours 09:00~17:00, Tuesday to Sunday. On the last day of the exhibition at the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closing time is 12:30 pm.
4.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Central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s 

announcement or contact the Center at (02)2311-0574.
✿

3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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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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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承辦單位 參加 / 報名方式

1
05/23   14:30.19:30
05/24   14:30.19:30

戲劇《兒夢魔幻之旅
       - 魔境夢遊》

實踐大學魔術社 ♣2 h

2 07/20   -07/25                             
夏令營《表演我最棒》
      戲劇藝術夏令營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TEL(02)2861-4854
，國小中年級 -

國中學生 30 人

3 07/26   14:30
戲劇 兒童歌舞劇
   《都不怕先生》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4 07/27    -08/01  夏令營  舞打戲夏令營
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學系

TEL(02)2423-7785#588

，國小中年級 -

國中學生 30 人

5 08/01   19:00 戲劇《A 咖囚郎歌舞劇》 崇右技術學院表演藝術學系 

6 08/08   10:00.14:30 戲劇《父魂》
＊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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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   19:30
09/05   14:30.19:30
09/06   14:30

戲劇 兒童歌劇《魔笛》
國立實驗合唱團
TEL(02)2341-9373 8/3 起開放索票

♣2 h 現場排隊索票：演出前 2 時起索票，每人最多 2 張，索完為止 ∣  索票，TEL 洽詢演出單位

免費報名 ( 額滿為止 )，TEL 洽詢承辦單位∣ 自由入場 ∣＊配合節慶主題活動。 

※ 以上活動如遇特殊情況停演、延期、演出時間或活動名稱異動，則另行公告。

一

一

六

六

日

五

六

六

六

日

六

日

創藝‧築夢
5/23-9/6

Drama Camp in Nanhai: The 2015 
Three-In-One Performance and 
Drama Summer Camp for “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Public Sectors”

104 年「學校、社區及公部門」
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令營
夏

戲劇

令營
夏

戲劇

Sep. 2015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5

09.04-06 ∣ 五 - 日 ∣ 19:30 · 14:30 ∣ 90 分鐘 ∣      104 年三合一表演藝術及戲劇夏令營活動  ∣  索票∣ ✿  

             國立實驗合唱團
 

 

兒童歌劇：魔笛
“The Magic Flute” for children

合辦單位∣國立實驗合唱團
演出單位∣國立實驗合唱團 TEL(02)2341-9373

挾帶 2014 年盛況，莫札特歌劇《魔笛》再次吹響！

請聽夜后高亢激昂的歌聲，王子塔米諾和公主帕蜜娜的愛

情要如何才能通過考驗？膽小的捕鳥人巴巴基諾如何獲得捕鳥女芭芭基娜的青睞呢？兒

童版歌劇《魔笛》改編莫札特原著，並加入逗趣的中文對白，讓小朋友欣賞無距離！

聚焦賞析∣透過優秀的歌唱技巧與童話人物造型、對白，演繹歌劇《魔笛》。音樂會後並進行南海

學園歷史人文及本館書法 ‧ 讚！系列活動導覽，讓孩子參與一趟完整的藝術人文之旅。
 

    Following its big success in 2014, Mozart’s “Magic Flute” is playing loud and clear again in 2015! 
Listen to the Queen of Night’s rousing singing, and see how Prince Tamino and Princess Pamina’s 
love help them pass all the tests ahead of them while the cowardly bird-catcher Papageno wins 
the heart of Papagena.  The “Magic Flute” for children is adapted from Mozart’s masterpiece.  
Thanks to its interesting Chinese dialogue, it has become a lot more accessible to children

Focus∣ The opera “Magic Flute” for children is beautifully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cast’s excellent singing 
skills, its fairy-tale like characters and interesting dialogue.  After the show, children will be guided 
through a history and humanistic culture tour and our “Calligraphy of 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allow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 journey of art and culture..

國立實驗合唱團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9.13 ∣ 日∣ 14:00 ∣ 120 分鐘 ∣ 售票 , 洽喜樂關懷協會 $500 ∣ ✿ 

回到 2015 兒童慈善黑光音樂劇

Back to 2015 – Children’s Charity Black Light Musical

主辦單位∣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小、社團法人新北市喜樂關懷協會 TEL(02)8662-6063 、新北
市深坑區深坑國中

協辦單位∣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小
演出單位∣簪纓合唱團、P 薩豐、悠揚室內樂團

由偏鄉孩子自編劇本，運用隨手可得的物品樂器，黑幕螢光，音樂

節奏與舞蹈等，激發想像與創造力，提升價值感與自信心。並邀「簪

纓合唱團」與「P 薩豐」新北市校長薩克斯風樂團贊助演出，祈願大

手牽小手，眾志向連結天使心的愛，一起支持孩子們茁壯長大。

聚焦賞析∣ 「回到 2015」黑光劇，從未來的世界回到現在，在黑幕與螢光中，結合音樂節奏及

舞蹈表演，令人目不暇接，讓觀眾得到視覺上最高享受。

     From a script written by children from remote areas, this is a show utilizing instruments made 
of daily objects, black screen and florescent light, rhythmic melodies and dances, not only to 
inspire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but also to form instrumental impact on their values 
and confidence. Bringing the Zan-Ying Choir and “P-Sax”- The Principal Saxophone Band, New 
Taipei City on-board, all performers would like to hold hands with the audience and connect 
everyone’s love to support our children to grow up healthily and happily.

Focus∣ Coming back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future, this black light show of black screen and fluorescent light that combines 
music and dance pieces is a feast for the eyes.

回到 2015

回到2015-兒童慈善黑光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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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螢光色的光影奇幻秀─黑光劇
     黑光劇(Black Light Theatre,簡稱Black Theatre)運用了「黑

盒子Black Box」技巧(源自於古代中國的皮影戲，傳至歐洲發揚光

大，黑光劇更成為捷克布拉格的戲劇活動代表)的光學幻覺原理，

利用視覺在黑暗中的隱形效果與對光的感受度：由演員全身

著黑衣，身體或手持道具塗上螢光色彩，在黑色布景和設備

的舞臺上，透過紫外線燈的照射，呈現出奇幻且炫麗的影像

表演。黑光劇的表演通常結合音樂、舞蹈、默劇、魔術、電

腦特效技術等多種藝術形式和技巧，展現出跨地域、文化和

語言的戲劇表演風格。
       資料彙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輯臺

104年 藝術教育教材教案推薦計畫

104.5/1-
      10/31

推薦期間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111
www.arte.gov.tw
競賽與培訓-專案活動

推薦對象
1.現正從事藝術教學之教師。
2.藝術領域輔導團成員。
3.學生藝術類比賽指導老師。
※每件作品可為個人創作或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參與人數以3人為上限。



Sep. 2015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09.25-26,10.16-18 ∣ 五 - 六 . 五 - 日∣ 19:30 · 14:00 ∣ 110 分鐘 ∣年代售票 $300.400.500.600.800.1,000.1,200 ∣ 

✿  
日本飛行船劇團：桃太郎歷險記
Momotaro 
主辦單位∣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778-5596

演出單位∣日本飛行船劇團

膾炙人口的經典故事，華麗的舞臺特效，邀您與孩子一

同前來冒險，降妖伏魔！由日本飛行船劇團帶來最具代表

及教育意義的《桃太郎歷險記》，包含古老文化的豐富內

涵，演繹源遠流長的民間童話精髓，給予孩子的心靈充滿

名作的美夢與感動，喜愛人偶劇的朋友千萬不能錯過！

聚焦賞析∣ 藉由精緻的人偶詮釋，讓孩子在生動的劇情中，更能深刻的明辨是非、樹立正確觀

念，享受精湛演出帶來的歡樂！

     This show is adapted from the Japanese classic folk story that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with 
its extravagant special effects on stage.  Please join in this adventure with us to fight and subdue 
all the monster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educational show “Momotaro” brought by Theater 
Company HIKOSEN aims to fill its children audience with dreams and provide lots of touching 
moments by interpreting the essence of its folklore story with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Focu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ely-crated figurines, the idea of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is infused into children 
while they are enjoying the show.

桃太郎歷險記

09.20 ∣ 日∣ 14:30  ∣ 90 分鐘 ∣ 兩廳院售票 $200 ∣  ✿

相信．真心 音樂會

"BELIEVE‧HEART" Choral Concert
主辦單位∣慕音合唱團   TEL(02)2959-9323

協辦單位∣慕音團友
贊助單位∣台北市文化局

在這紛紛擾擾的環境下，如何找回純真與感動？請相信

內心的呼喚，給自己一對夢想的翅膀。當迷失了方向，只

要相信，將會抵達想去的地方；當不知所措，只要相信，

將會獲得支持的力量。邀請嘉義室內合唱團聯演，一起用

歌聲帶領聽者找回最初的真誠及感動。

聚焦賞析∣ 演出曲目：《天總是攏會光》《靜心等》《傷痕之歌》《名為人生的旅程》《あな

たの心のなかに》《When You Believe》等。

       In this chaotic world, how do we rediscover our innocence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touched? 
Please believe in the calling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and give yourself a pair of wings to fly 
you to your dreams; when you feel lost,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believe and faith will take you to 
the places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are disoriented, all you need to do is believe and you will 
have the power of support.  By having the Mood-Inn Chorus of Chiayi on board, let ’s help our 
audience rediscover innocence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touched they once had.

Focus ∣ The program includes “ The Sun Always Goes Up”, “Waiting Patiently”, “ The Song of Sadness”, “A Journey called  
                      Life”, 《あなたの心のなかに》, “When You Believe”…etc.

慕音合唱團

童歡藝術   

慕音合唱團 Mood-Inn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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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展覽室

　有約 

   第1展覽室

　 開幕  7/18 六 10:30

     10:30 優人神鼓表演，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書藝.茶藝.古琴表演 7/19 日  11:00-12:00

     書法揮毫/鹿鶴松、李存禾，茶道演譯/戴瑞民，

   古琴表演/陳志豪。

　 展覽導覽解說及帶領 (1展室集合)13:30-14:30

     導覽書家帶您一覽展中書法的縱橫變化與韻致。

　 午后逍遙遊-沙龍音樂會  14:30-16:00

     由國立實驗合唱團擔任演出，每週不同主題，

   以樂聲啟動藝術的悠揚能量。

　 書法現場揮毫示範 14:00-16:00

     邀請書家現場臨寫，展現書法美學之蘊涵。

7/16-9/13

104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第2會議室

　書法專題講座 14:00-16:00

    8/08 六  洪昌穀/書道的美學內涵與形式表現的體用關係

    8/30 日  黃智陽/講述個人書藝創作觀

    9/05 六  張炳煌/談傳統書法的科技發展

    9/12 六  杜忠誥/書藝中的空間性與時間性

   南海劇場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8/30 日 14:30-16:00

    結合南瘋薩克斯風樂團以樂器演奏，與海硯會書家

  以各種形式的書法表演。

第1展覽室

 開幕

第2會議室

　講座

14:30
施伯松
陳明德

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13:30
林炳文

7/18 8/01 8/22 23 29 3002 08 09 15 1619 25 26

導覽 

揮毫

音樂會

書藝.茶藝.
古琴表演

 10:30
 優人神鼓

 11:00

14:30
中國民謠

14:00
簡銓廷
張峰碧

13:30
簡銓廷

14:30
臺灣歌曲

14:00
陳忠建
廖美蘭

13:30
蕭一凡

14:30
義國情調

14:00
洪昌穀

14:00
蔡明讚

14:00
黃伯思
劉冠意

14:30
法國香頌

13:30
李存禾

14:00
林進忠

13:30
劉冠意

14:30
歌劇選粹

14:00
李蕭錕

音樂與書
法之交融
對語

南海劇場

14:30

14:00
黃智陽

14:00
張炳煌

14:00
林隆達

14:00
李貞吉

14:00
杜忠誥

第3展覽室後區

　與書家有約  14:00-16:00

  邀請書家分享書藝創作之歷境與心境，

  並與書家閒逸對話，暢意抒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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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展覽室

　有約 

   第1展覽室

　 開幕  7/18 六 10:30

     10:30 優人神鼓表演，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書藝.茶藝.古琴表演 7/19 日  11:00-12:00

     書法揮毫/鹿鶴松、李存禾，茶道演譯/戴瑞民，

   古琴表演/陳志豪。

　 展覽導覽解說及帶領 (1展室集合)13:30-14:30

     導覽書家帶您一覽展中書法的縱橫變化與韻致。

　 午后逍遙遊-沙龍音樂會  14:30-16:00

     由國立實驗合唱團擔任演出，每週不同主題，

   以樂聲啟動藝術的悠揚能量。

　 書法現場揮毫示範 14:00-16:00

     邀請書家現場臨寫，展現書法美學之蘊涵。

7/16-9/13

104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第2會議室

　書法專題講座 14:00-16:00

    8/08 六  洪昌穀/書道的美學內涵與形式表現的體用關係

    8/30 日  黃智陽/講述個人書藝創作觀

    9/05 六  張炳煌/談傳統書法的科技發展

    9/12 六  杜忠誥/書藝中的空間性與時間性

   南海劇場

　音樂與書法之交融對語  8/30 日 14:30-16:00

    結合南瘋薩克斯風樂團以樂器演奏，與海硯會書家

  以各種形式的書法表演。

第1展覽室

 開幕

第2會議室

　講座

14:30
施伯松
陳明德

11:00
施伯松
開幕帶導 

13:30
林炳文

7/18 8/01 8/22 23 29 3002 08 09 15 1619 25 26

導覽 

揮毫

音樂會

書藝.茶藝.
古琴表演

 10:30
 優人神鼓

 11:00

14:30
中國民謠

14:00
簡銓廷
張峰碧

13:30
簡銓廷

14:30
臺灣歌曲

14:00
陳忠建
廖美蘭

13:30
蕭一凡

14:30
義國情調

14:00
洪昌穀

14:00
蔡明讚

14:00
黃伯思
劉冠意

14:30
法國香頌

13:30
李存禾

14:00
林進忠

13:30
劉冠意

14:30
歌劇選粹

14:00
李蕭錕

音樂與書
法之交融
對語

南海劇場

14:30

14:00
黃智陽

14:00
張炳煌

14:00
林隆達

14:00
李貞吉

14:00
杜忠誥

第3展覽室後區

　與書家有約  14:00-16:00

  邀請書家分享書藝創作之歷境與心境，

  並與書家閒逸對話，暢意抒懷。

第１展覽室 第２展覽室 第３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Ⅰ Exhibition Room Ⅱ Exhibition Room Ⅲ

南海戶外藝廊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07.16-09.13 ∣ 四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 自由觀賞

書法 ‧ 讚！ 104 年書法  ‧  讚！系列活動
Calligraphy-Like! - Chinese Calligraphy Themed Exhibition Series 2015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淡江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梵大學、中華民國
書法教育學會、書法教育月刊、優人文化藝術基金會、海硯會、國立實驗
合唱團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華研文化基金會、蕙風堂、長歌藝術傳播有限公司、正大光明毛筆
有限公司、大有製墨廠、文山社、威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拾墨設計

書法乃中國藝術之精華，在縱橫變化的抽象線條中，融合了技

法、自然、情感、學識與涵養，成為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

獨創奇葩。為推動書法藝術教育，特於每年暑假規畫南海園區「書

法節」，透過體驗教學與展演活動，呈現書法多元跨域的藝術延展

特性，提供民眾及學校師生體驗、學習、互動與分享書法之最佳平臺。

聚焦賞析∣ 本展活動旨在傳遞「書法是什麼？」「書法有什麼？」「書法做什麼？」之意涵，

另結合表演、茶藝、書藝、講座、示範、導覽解說、音樂會、體驗活動等交融對話，
呈顯書藝特質及創意多樣的美學涵養。

    Chinese calligraphy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rt. In the world of ever-changing abstract 
lines, it requires skills, feelings,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to create this unique art form that 
Chinese has always taken pride i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centre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Festival” on its Nanhai campus every 
summer, offering the best Chinese calligraphy learning platform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Focus∣ Activities includ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erformances, art of tea, art 
books, speeches, demonstrations, guided tours, music concerts, as well as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All 
with an aim to exhibit the aesthetics and importa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104 年書法主題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１展覽室 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Ⅰ Exhibition Room Ⅱ

第３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1010

09.16-09.29 ∣  三 - 二 ∣ 09:00-17:00 ▶週一休館∣ 自由觀賞 ∣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

開啟美育的視窗 中華民國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展

Open the Worl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 4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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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2)2551-3719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提供孩子一個繪畫創作與觀摩的平

臺，使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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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自己內在想望。這是畫展長期受各界支持的主因，

邀請您共同來關心兒童美育活動。

聚焦賞析∣ 展出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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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creativity and 
learning about painting for children to enjoy the culture of game without barriers of language and 
word, open their heart to present themselves and control their own desires. We are sincerely inviting 
you to care for children’s aesthetic activities.

Focus∣ The excellent works of children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46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O.C. Spectators can enjoy scen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world through 
children’s paint brushes.

Claire Luo《Cat Lady 
Love 貓愛》金牌獎

09.16-09.29 ∣ 三 - 二∣ 09:00 · 17:00  ▶ 週一休館∣ 自由觀賞                                                      

當代新表現 廖繼英新四季之愛油畫創作展

The Neo Expression of Modern Times – Liao Jih-Ing’s New Four 
Season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展出者∣廖繼英   TEL(02)2627-4898

展出以「四季」為題，包括：春之姿、夏之戀、秋之韻

及冬之祭。以「極簡歸零」凸顯「春之姿」；以「翻轉媚力」

詮釋「夏之戀」；以「假面獨白」描繪「秋之韻」；以「隱

視浪漫」表現「冬之祭」。其創作以大自然變化為師，秉

持「簡單原則」，深入觀察。

聚焦賞析∣ 「用眼睛看，用腦筋想」兩者互助而活動，綜合交集所得，擺放一起完美呈現，才是真

正的「畫面」。

   It ’s an exhibition themed at four seasons.  Works exhibited include: spring’s pose, summer 
love, the rhythm of fall and the winter ceremony.  The artist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The 
Pose of Spring with “minimalism”; summer love is beautifully interpreted with “Reversible 
Charm”; the rhythm of fall is f inely-depicted with “Masked Soliloquy” and the winter ceremony 
is expressed with “Romantic Glances”.

Focu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seeing with your eyes” and “thinking with your head”, what’s really presented in 
front of you is the real “pictures” you see.

廖繼英《角板山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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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戶外藝廊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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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10.01 ∣ 二 - 四∣ ▶ 展期最後一日至 12:30 ∣ 自由觀賞 

2015 第 8 屆台灣兒童

水墨寫生比賽作品展
The 2015 Exhibition of Children’s Ink Painting in Taiwan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福臨文化藝術基金會、中華現代國畫研究

學會  TEL(02)2336-8107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承辦單位∣台北國畫創作研究學會

為提倡固有傳統繪畫藝術，培養兒童對傳统水墨畫的興趣及體認，播下國畫水墨繪

畫種子，自 2008 年起，由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福臨文化藝術基金會，國立臺灣藝

術教育館，共同舉辦台灣兒童水墨寫生比賽活動，已邁入第 8 屆，期能達到兒童教育

「五育並重，藝術生活化」之宗旨。

聚焦賞析∣ 本比賽採現場寫生模式，激發兒童創作能力，啟發美感空間與素養，並體驗傳統國

畫水墨精髓，傳承民族藝術。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rt of native traditional painting, and encourage our children to take an 
interest in and get to know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Fu-Li Cultural and Art Foundation, and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re have 
co-organized Children’s Ink Painting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nually since 2008 in the hop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ay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Five Disciplines while Making Art A Part of 
Daily Lif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Focus∣ The competition requires the child participants to create a painting at the scene in the hope of inspiring 
their creativity, aesthetic sense of space and artistic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them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and to inherit such folk art.

羅士淵

每週日14:05-14:30
藝教館 鄭乃文館長 主持

  美學有意思  聊聊美感與美力。

美感無所不在    幸福垂手可得

FB粉絲團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合作製播

ON AIR

8/30. 9/6 白宗仁
中華學院及中華兩岸文化藝術基金會秘書長

9/13. 9/20  蘇振明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專任教授 

美感好心情 分享美感藝術、學習經驗。

101.7

FM

9/27. 10/4  黃智陽
華梵大學美術與文創學系專任教授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09/06《The Fox and the Crow》                                        09/13《龍龍沒信心》 

 09/20《芬妮沒殘廢》                                                     09/27《月亮代表我的心》     

志工說故事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104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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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地點：藝術教育圖書室親子區     自由入座

104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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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聆賞，
讓孩子體會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 藝 玩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12

 活動時間：週日14:00-16:00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10/11 尋根魔法捲軸

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參加方式：免費

1.線上報名：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熱門研習」項下，點
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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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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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2。

地點：研習班教室                  線上報名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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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4年10月3日   14:00

▌活動地點∣    頒獎典禮    南海劇場      得獎作品發表    第1、2 展覽室。 

▌注意事項∣1.入選同學，敬請準時出席觀禮及領獎。

 
2.各項獎項得獎名單，於頒獎典禮當場揭曉。

 
3.頒獎典禮時間及地點，如因實際需要異動時，以本館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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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國小
高年級組

國小
低中
年級組

國中組

王樂平、林佳瑩、周沁亞、陳奎任、簡恩雋、謝宜均、陳薇晴、劉逸安、

何欣蕙、林美君、吳宇倫、林煥杰、周沁榆、陳芷希、吳秉叡

傅薏安、陳亮廷、陳昱融、謝東廷、謝尚位、李春嬌、徐稜雅、蔡宜叡、

湯孟哲、田祺丰、許盛崴

陳泇妡、李采宸、蘇倢玫、吳昱均、吳典容、盧其芸、翁語彤、王彥鈞、

王俐臻、許芷毓、陳亭妤、馮雅涵、馮孟涵、胡羽涵、廖咨羽、洪婇 、

張子恩、黃子陽、簡愷娜、江宥萱、林佳穎、曾靖喻、楊婷羽、吳玟錡、

馮玉紓、李潤馨、楊欣芸、劉孟臻、廖芷嫻、余承蕙、趙子甯、王甫軒、

張兆瑄

曾吉瑞、潘子蓉、楊舒雯、黃阡莉、劉艾靜、陳家淳、張   喬、許智鈞、

李詩婷、吳婕綾、呂建毅、蔡承銘、陳奕蓁、蔡宛霖、林鈺蓉、陳俋書、

陳凱育、蔡舒帆、胡薾元、顧　祺、吳燮謙、林素瑀、莊良柔、王顥蓉、

張宇宏、李宜潔、鄭千容、王彗玲、廖禹玟、莊翔伃、紀佩欣、王芎茵、

劉紘伸、陳佳琪、傅沁玲、劉品妤、蔡旻蓁、彭怡寧、許祐誠、王思云、

蘇郁涵、黃鈺婷、林怡萱、吳　舫、嚴禾安、林君汝、蕭珮瑩、陳妤慈、

林允洲、蔡庭歡、葉湘庭、蘇芃云、葉映彤、陳怡潔、黃彥鈞、林佳欣、

張智泓、卜永真、呂品嫻、林　翰、邱靖芬、林煜凱、黃盈瑄、曾韻年、

黃家莉、簡怡玲、張鳴瑋、侯瑋凌、林芷歆、王   瑀、楊宛宜、董晏君、

林浚生、張勝峰、陳宜蓁、黃仟柔、忻蓉萱、李詠嫣、黃柔雅、呂采庭、

黃怡川、陳   葶、蔡沁縈、李雪源、鄧家芳、王怜茜、蘇桑尼、李佩霓、

陳采昕、郭芊伶、吳宏揚、鄒宛珊、曹雅芳、高　安

黃采婕、賴妍儒、林妤庭、姜晴紋、林芯妤、連又潔、林繼勝、吳晨英、

張芸瑄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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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時間∣ 104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4 日 9:00~17:00 

約見時間∣ 104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下 梯 次

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104年 9 月 16 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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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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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等方式申請。

2. 未用制式登記表書寫者，請載明：姓名、性別、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約見時間∣ 104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 ) 14:30~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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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順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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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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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公務人員應致力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

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

活動網址：summer2015.nmmst.gov.tw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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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02)2389-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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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Sunday 09:00-17:00
Please Note: We are closed at Monday,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it (If special conditions are called 
for additional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館  址 Address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47號　

No 43,47,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66, Taiwan (R.O.C.)     

 網  址 Website

 交通路線 Transportation ＊含備低地板公車 Including Low-Floor Buses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步行約7分鐘)
　　　　小南門站(3號出口，步行約10分鐘)

　公車／中正二分局站(243、248、262、304、706，步行約5分鐘)
　　　　建國中學站(單向往和平西路，1＊、204＊、630＊，步行約2分鐘)
　　　　南昌路站(3、5、18、38、227、235、241、243、295、662、663，步行約6分鐘)
　　　　南門市場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步行約7分鐘)
　　　　植物園站(1＊、204＊、630＊、242、624、907、和平幹線、藍28，步行約6分鐘)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Taipei MRT Wanda-Zhonghe-Shulin line (from
      May 22, 2015 to Dec., 2021), Nanhai Rd. will be one-way starting from Chongqing 
      S. Rd. going toward Heping W. Rd.
　MRT／1.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2)
　           2.Xiaonamen (Exit at No. 3)

　 BUS／1. No. 243, 248, 262, 304, 706 : to "Zhongzheng Second Police District".
        　 2. No. 1＊, 204＊, 630＊: to "ChienKuo High School"(East).
         　3. No. 3, 5, 18, 38, 227, 235, 241, 243, 295, 662, 663 :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1＊, 204＊, 630＊, 242,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請附回郵（每期郵遞票價3.5元）及郵寄資料(姓名、地址、郵遞區號)，
信封註明「函索藝教資訊×期數」，逕寄本館視覺藝術教育組收。

《藝教資訊》
免費索取

請裁剪填寫以下資料，附於函索郵寄信封內

1.檢附郵資3.5元×       期＝         元※每期請備3.5元郵票1張。聯絡電話：

2.收 件 人：                           □新訂讀者。  □續訂讀者，□地址更新如下(原地址者無需R)

  收件地址：□□□-□□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臺北車站

愛國東路愛國西路

和
平
西
路

南海路

羅
斯
福
路

重
慶
南
路

南
昌
街

台北植物園

國立歷史
博物館

臺北市立
建國高級中學

捷運
小南門站
3號出口

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
2號出口

全球資訊網
www.arte.gov.tw

臺灣藝術教育網
ed.arte.gov.tw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Web APP 藝教諮詢 Q&A
forum.arte.gov.tw

發行所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發行人 鄭乃文│總編輯 劉瓊琳│責任編輯 張瓊止

視覺設計 周兌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翻譯 金石翻譯有限公司

非本館主辦之活動，相關資訊由主辦單位提供；如有更動，文責由主辦單位負責。

※配合捷運萬大線工程，自104年5月22日至110年12月，南海路改為西向(往和平西路)單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