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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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2 （五） – 19:30
「電～流行音」實驗流
行音樂創作發表會 ✿

中華民國電腦音樂
學會
TEL (02)2666-9259

 
$200

洽主辦單位
TEL 

0953-967-873

06/04 （日） – 18:30 琴人 .結
和平高中吉他社
21屆
TEL (02)2732-4300



06/18 （日）– 14:30

采苑二十週年回顧與
展望系列Ⅱ 合唱戲劇
『親恩物語～角落裡的
蘕線衫』✿

財團法人采苑藝術
文教基金會
TEL (02)2301-8400

 
$200.300
洽主辦單位

展
覽
活
動

第
1.2
展
覽
室

︵
南
海
藝
壇
︶

05/31（三）– 06/11（日）

2017年中華攝影教育
學會會員聯展暨 2017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得
獎作品展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
TEL (02)8732-7056



第
3
展
覽
室

05/24（三）– 06/04（日）
郭金昇「鄉情彩意」
水彩畫個展

郭金昇
TEL 0919-395-581



06/07（三）– 06/25（日）
時空幻境—邱奕辰個
展

邱奕辰
TEL 0922-298-377



06/28（三）– 07/12（三）你 ___我∞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碩士班
TEL 0910-303-042



美
學
空
間

05/02（二）– 06/29（四）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60週年館慶特展：打
開南海劇場的《一口
箱子》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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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1.5h 現場排隊索票：演出前 60 分鐘 /90 分鐘起索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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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售票，TEL (02)879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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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時間 09:00-17:00，週一休館。

  3. 本館展演活動若遇颱風來襲，將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異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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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連結展演單位網頁（活動網頁期限至活動結束後 4 週有效）。

2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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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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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02 – 19:30
"Electro- Pop" – The 
Experimental Pop 
Presentation ✿

Taiwan Computer 
Music Association
TEL (02)2666-9259

 
$200

Please 
contact the 
organizer.
TEL 

0953-967-873

Jun.04 – 18:30  Concert Only
HPGT21 
TEL (02)2732-4300



Jun.18 – 14:30
For Parents –  
That Shirt at the Corner ✿

Tsai Yuan Arts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TEL (02)2301-8400

$200.300
Please 
contact the 
organizer.

E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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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I

May.31
︱

Jun.11

The 2017 Joint Exhibition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 The Award-
Winning Works Exhibition of 2017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r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TEL (02)8732-7056



Exh
ib

itio
n

  
R

o
o

m
 III

May.24 
︱

Jun.04

"The Essence of Taiwan Towns" 
– Guo Jin-Sheng Watercolor 
Painting Exhibition

Guo Jin-Sheng
TEL 0919-395-581



Jun.07 
︱

Jun.25

Time and Space Fantasy –  
Qiu Yi-Chen's Solo Exhibition

Qiu Yi-Chen
TEL 0922-298-377



Jun.28 
︱

Jul.12
You___I∞ You

The Graduation Clas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 0910-303-042



A
e

sth
e

tic
 

Sp
a

c
e

May.02
︱

Jun.29

Opening Up "The Box" of the  
Nan Hai Theater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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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mazing Point, TEL  (02)8791-9962

※ Entrance Guideline 1. Please line up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2.  Exhibition hours 09:00~17:00, Tuesday to Sunday.
 3.  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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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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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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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日∣ 18:30 ∣ 180分鐘∣自由入場 ∣

琴人 . 結
Concert Only

演出單位∣和平高中吉他社 21屆 TEL (02) 2732-4300

曾經……我們佇立在平行線上，漂泊無岸，尋覓歸宿。

但是琴的使然下，人們互相結緣維繫相識了，在 0604，把我

們青澀的初衷，摻著淚滴的歡笑。同時，我們最後一次的絢

爛，呈現在舞台上。 

聚焦賞析∣�由和平吉他 21.22 屆共同演出，帶來不同於一般吉他社多種風格的表演，也展現出一

年中努力的成果。

We used to….stand still on the horizon, drifting and looking for a place to belong. But thanks to guitars, 
we met and became friends.  In 0604, the very beginning minds of ours are mixed with the fun times we 
spent together and our tears of laughter. It is our final moment to shine and we will shine on stage. 

Focus∣  Presented by the 21st and 22nd graduation classes of the guitar club of Heping High School, this is a show 
different from your normal guitar concert as its program includes many different performance styles.  It is also 
an occasion for the performers to show the audience the results of their hard work over the past year.

06.02∣五∣ 19:30∣ 100分鐘∣  售票  $200  TEL 0953-967-873 ∣✿	   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會

「電～流行音」實驗流行
音樂創作發表會
"Electro- Pop" – The Experimental Pop Presentation

演出單位∣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會  TEL (02) 2622-9259

融合電腦數位創作、流行音樂元素，和前衛實驗音樂的

「電～流行音」創作發表會，雙鋼琴 pk 電吉他貝斯、饒舌單挑崑

曲、預錄影音挑釁即時互動…聽見在地聲音的跳 tone，體驗無框

架標籤的撼動，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會 2017 強力製作！

聚焦賞析∣� 10 位臺灣學界、業界的跨界創作好手，20 位以上古典、流

行的演奏高手，在電腦的演繹中，崩解重組音樂的靈魂～

The Experimental Pop Presentation – "Electro Pop" combining elements from digital music, pop music 
and avant-garde music will provide amazing performances, piano duet vs. electric guitars, rap vs. Kunqu, 
pre-recorded video interacting with live performances ….audience are sure to hear the vitality of local 
music, experiencing the unchained and label-less vibrations – a truly great performance produced by 
Taiwanese Computer Music Association in 2017!

Focus∣ �10 great music composers from academia and the music industry in Taiwan working with more than 20 top 
classical or pop music players to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soul of music….

和平高中吉他社 21 屆

中華民國電腦音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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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6.18∣日∣ 14:30∣ 120分鐘∣  售票 $200、300  TEL (02)2301-8400∣ ✿   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采苑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系列Ⅱ 
合唱戲劇『親恩物語～角落裡的 
蘕線衫』
For Parents – That Shirt at the Corner

演出單位∣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TEL (02)2301-8400

「采苑」特別邀請六個合唱團體及知名表演藝術家，聯合演出合唱戲劇『親恩物語～

角落裡的蘕線衫』。整場音樂會將以「親恩」為主軸，選擇近二十首與父母恩情、親情互

動、親子關係相關之曲目，輔以戲劇傳達孝親之道。

聚焦賞析∣� 近一百五十人將以歌聲詮釋「父母情、天地恩」。樂曲動人，劇意深遠。演出主軸為

孝親，盼增進社會祥和之氣。

Tsai-Yuan has invited six choirs and renowned performing artists especially to bring the audience 
a chorus drama – "For Parents – That Shirt at the Corner".  The theme of the concert is to "thank our 
parents".  The program includes nearly 20 pieces about thanking parents, family bond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lus a drama related to the theme. 

Focus∣� Close to 150 people will sing together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thanking our parents and the grace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theme of the performance is to show our thanks to parents and hopefully promote peace in 
our society. 

徵
稿

各路人馬飆創意

作伙獻計‧給美感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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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許充滿美感細胞的魔法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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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千至五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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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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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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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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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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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迴

避， 文 筆 力 求 通 俗 活 潑

103-107
美感教育年

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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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走一趟時光隧道，

藝教人核心思辨，

劇團人沸騰熱血，

與老臺北人懷舊的思緒⋯⋯，

涓涓流淌於藝教館記憶的長河中。

雖年過半百，設備不算頂級，

但懷舊復古，有溫度的劇場。

幕起時多少英雄兒女情長，

燈暗後飛鳥爬獸粉墨豋場。

 

歡迎蒞臨，

我們的南海書院，我們的南海劇場。

■ 館史特展

 即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南海60時光凝劇展（南海劇場）
 創藝60回顧展（館史室）
 （第1、2展覽室布卸展日及週一休館）

■ 館慶60知性講座
 106年9月起星期六
 14:30-16:30（每月1至2場）
  邀請表演藝術大師們

 分享最初的創作發想及心得

精采 60‧創藝未來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60週年館慶



走一趟時光隧道，

藝教人核心思辨，

劇團人沸騰熱血，

與老臺北人懷舊的思緒⋯⋯，

涓涓流淌於藝教館記憶的長河中。

雖年過半百，設備不算頂級，

但懷舊復古，有溫度的劇場。

幕起時多少英雄兒女情長，

燈暗後飛鳥爬獸粉墨豋場。

 

歡迎蒞臨，

我們的南海書院，我們的南海劇場。

■ 館史特展

 即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南海60時光凝劇展（南海劇場）
 創藝60回顧展（館史室）
 （第1、2展覽室布卸展日及週一休館）

■ 館慶60知性講座
 106年9月起星期六
 14:30-16:30（每月1至2場）
  邀請表演藝術大師們

 分享最初的創作發想及心得

精采 60‧創藝未來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60週年館慶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合辦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本次展覽由文化大學戲劇研究所在南海劇場演出的《一口箱子》（1977）開始談起，將順著記憶的年代打開在南海劇

場演出的幾口箱子，主要包含有70年代「『莎劇在臺灣』經典系統登場」、80年代「從《一口箱子》到實驗劇展」、

90年代以後「新世代劇場創新風景」與「眾聲喧嘩的劇場黑箱」4個部分，來呈現一甲子的南海劇場風華。

打開南海劇場的《一口箱子》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6 0週年館慶特展

主辦單位 

聚焦賞析

在60年的南海劇場生命史裡，因為有這些演出藝術家的組合，串聯起每次演出的幕啟燈亮，透過這次展覽讓我們知道

每一個精采演出，背後其實得來之並不易。

70年代文化大學戲劇系於南海劇場演出「莎士比亞系列」海報

TEL (02)2311-0574#114

策  展  人   周一彤、李柏霖（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09:00-17:00 5.2-6.29 二 四-
美學空間
週一休館 

Opening Up "The Box" of the Nan Ｈai Theater 

�e exhibition starts with "�e Box" (1977), a show brought b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tre Arts of Privat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nd a walk down memory lane to open up more boxes that were performed in Nan Hai �eater which includes the 
introduc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Taiwan" in the 70s, " from ‘A box’ to experimental theatre" in the 80s, "new aspects for 
theatre of new generation" and "the hustle and bustle theatre black box" after the 90s, together, these four sections display the 
60-year history of  Nan Hai �eater. 

Focus
It's been 60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anks to all artists 

who brought their performances to  Nan Hai �eater for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the curtains are opened and lights are 

turned on.  �rough this exhibition, we get to take a good 

look at the hard work behind all these amazing performances. 



05.31-06.11∣三 -日∣ 09:00-17:00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2017 年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會員聯展
暨 2017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展 
The 2017 Joint Exhibition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 The Award-Winning Works Exhibition 
of 2017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展出單位∣中華攝影教育學會 　TEL (02)8732-7056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舉辦全國學生攝影比賽與全國學生攝影

比賽得獎作品巡迴展行之有年；每年舉辦全國學生攝影比賽目的是，推廣與提升攝影

教育水準。舉辦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全國學生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展覽，目的是促進學校

學生攝影藝術提升與增進社區地方攝影藝術活動，促進學界與社會藝術文化水平的提

升。

The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and the award-winning works tour exhibition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have 
been held for years; the purpose of it is to promote and improve photographic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aim of the tour exhibition i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student photography as well as encourage activities 
of photography in communities to ultimately improve overall cultural literacy for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李美儀 《綠境仙踪》

招生對象∣第一梯國小低中年級，第二梯國小中高年級，第三梯國中組(新住民優免)。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www.arte.gov.tw/Examine_Signup_list.asp

活動費用∣500元整，並於報到當天繳交。身心障礙及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費用全免
 (需出示相關證明)。

報名時間∣106年6月13日上午9:00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上課日期∣第一梯106年7月13、14日（星期四、五）。

 第二梯106年7月20、21日（星期四、五）。

 第三梯106年7月27、28日（星期四、五）。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32、110。

詳細資訊∣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查詢。

   

南海玩墨  2017暑期夏令營

8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１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Ⅰ

 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Ⅱ



07.04-07.30∣二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生命之樹：雲端種樹計畫
Tree of Life: Project of Planting Trees in the Clouds

指導單位∣教育部

合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 2311-0574#241、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

由賴雯淑教授帶領的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邀請觀眾參與

「生命之樹：雲端種樹計劃」。觀眾可於現場手繪和上傳自己的

生命之葉，或從資料庫下載樹葉來虛擬種樹，以此在臺灣島上

種滿心靈之樹！樹葉會依據觀眾的動作及心跳資料，透過即時

運算長成具個人生命特質、會互動的生命之樹。在實體和虛擬實境中，觀眾可以體驗

「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和「成住壞空」生命變動的本質，最終將形成一座回應個人內

在心靈需求與總體生命的生命之林。

The transArt NCTU Team, led by Professor Wen-Shu Lai, cordially invites the visitors to either upload 
their drawings of the "leaf of life" or download one of the leaves drawn by artists from the database to 
proceed with the planting of the virtual trees. The in-built algorithms will determine the basic appearance 
of the tree according to the leaf a visitor drew or downloaded and project it onto the screen in front 
of the visitor in real time. Then, through the wearable ECG/RESP sensor and the nine-axis sensor, the 
visitor's physiological and movement data will be collected and converted into various signals that modify 
the virtual tree's appearance and dynamic growth. In this way, the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is able to 
transform each visitor's digital leaf into a sui generis "tree of life," and all the trees will collectively form a 
virtual "forest of life."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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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Ⅰ

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Ⅱ



05.24-06.04∣三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郭金昇「鄉情彩意」水彩畫個展
"The Essence of Taiwan Towns" – Guo Jin-Sheng Watercolor 
Painting Exhibition 

展出者∣郭金昇　TEL 0919-395-581

此次「鄉情彩意」水彩畫個展，展出作者近兩年走畫臺

灣各城鄉的之水彩創作精華，透過這些水彩作品，作者希望

能將臺灣城鄉之美，以最真實的形式呈現出來，也希望透過

此次個展，將臺灣城鄉之美傳達給大家。

The watercolour painting exhibition – "The Essence of Taiwan Towns" 
displays watercolour paintings that the artist created during his travel in 
towns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artist would like to show 
the audience the beauty of towns in Taiwan through his paintings in the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get to see the beauty of them. 

06.07-06.25∣三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時空幻境—邱奕辰個展
Time and Space Fantasy – Qiu Yi-Chen's Solo Exhibition

展出者∣邱奕辰 　TEL 0922-298-377

新生命，新視界，再現許多童年回憶。錯覺風景中的物

象在眼中竟幻化為各樣擁有生命的「動」物，賦予了眼前景

物一段全新的人生，雲朵與植物們在屬於我的想像世界裡，

展開了一場荒謬而神秘的探險。

New lives and new viewpoints bring back so many childhood 
memories.  Illusory scenes are transformed into various "live" objects in 
the eyes of the viewer; those objects in front of us are given new lives.  
Clouds and plants thus embark on a ridiculous yet mysterious adventure in 
our imagination. 

郭金昇《迪化街風情》

邱奕辰《午夜場之再生夢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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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8-07.12∣三 -三∣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你 ___ 我∞你
You___I∞ You
展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碩士班　TEL 0910-303-042

我們無時無刻感受著世界的大小變化，生活形成故

事，而故事創造想像。圖畫是閱讀，也是與世界遊戲的方

式；設計是美好事物的實現過程，也是夢想和愛的展現；五

感是充滿想像的時間旅行，也是人與世界溝通的媒介。我和妳說話、你和她交流，他

和我一起分享雙眼所見的美好，一同感受鼻子所嗅聞到的芬芳，耳朵聆聽到的悅耳音

符，透過味覺找回記憶的味道，用雙手與指尖感受世界的溫度。而你 ___ 我∞你，是

否有著無限的可能？

聚焦賞析∣ 本展透過雙視的圖畫書與遊戲紙牌帶領大家在視覺與觸覺一同感知與創造故事。重視

明眼人與視障者在資訊和圖像體驗上的平等，彼此交流、對話與聆聽。 

Drawing is a way of reading and a way to play with the world; to design is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realizing beautiful things as well as displaying dreams and love; our five senses are time travels filled with 
imagination and they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we contact the world.  I talk to you, you communicate 
with him and he shares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he sees: together we smell the fragrance and listen to pleasing 
melodies; and with the sense of taste, we find the flavors buried in our memories and through our hands and 
finger tips, we get to feel the warmth of the world. Does You___ I∞ You carry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cus∣� The exhibition aims to guide the audience to use our senses of sight and touch to feel and create stories together 
through braille drawing books and playing cards.  It attaches equal emphasis to information and image experience 
for normal people and visually-challenged people so that they may communicate, talk and listen to each other. 

洪子庭《故事遊》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推廣藝
術教育

研習班
第79期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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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間∣  106 年 8 月 1 日上午 9:00 至 8
月 3 日下午 16:00（額滿為止）。

上課期程∣ 106 年 8 月 26 日至 12 月 20 日。

洽詢電話∣  (02)2311-0574 分機 232、110。

招生簡章∣  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
gov.tw 查詢，或洽服務台索取。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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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06 /04《小木匠學手藝》	 06/11《山伯伯的下午茶》
 06/18 《蝌蚪的諾言》	 06/25《酷比的音樂會》

我弟弟
My Baby Brother

考試的時候，我弟弟

忽然恍神了：窗外的太陽

狠狠砸進來

像顆失控的籃球──

安靜的教室裡，他呼吸微微

壓抑。汗水

沿他的臉龐滴下

落在考卷的某個問號上

緩緩暈開了一行問句：

「誰與誰的想法比較接近」

下午更熱了，教室

起了小小的騷動，一些同學

提早交卷了。我弟弟還停在

剛剛的問題，猶疑的臉孔上映著午後

斜斜照進來的日光

他不明白，為什麼要統合

別人的想法，用扁扁的名字

收攏起一整個巨大的世界

就像他也不明白，考卷的最後

照例要求他解釋別人的話語

啊！那些話語暗藏複雜的根系，糾纏

曖昧，分歧⋯⋯每個人

都帶著滿滿的不信任

不坦誠，寫出來的字

說出來的話都藏著密碼

總這樣那樣試探自己

理所當然的，我弟弟

不寫詩，不讀名字長長的

難懂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他不會用一百個句子說，愛

雖然他也同樣用力地活著

如果快樂的時候就唱歌

我的弟弟，如果生氣就大聲

說話。話說了

或許明天就就忘了──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思。我弟弟

他所有的答案都已經書寫

在奔馳，在夏日的汗水，在鼓動的生活中

這時候，籃球場上

已經傳來第一次捷報。我弟弟

臉孔逐漸轉為堅毅

眼神拉遠，加入籃球場

想像額頭的一滴汗，落在了

堅實的地板上。明亮的

日子在他的臉上發光

考卷的問題回答不出來

沒關係，他草草寫完了考卷

跑進了打球的同學之中

我弟弟的身影，像一滴汗

落在考卷上，迅速地消失不見⋯⋯

尤尊毅 Zun-Yi YU︱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我只是嘗試著過自己要的生活而已。為何如此艱難呢？」 ─ 赫曼‧赫塞《徬徨少年時》

在

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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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4《小木匠學手藝》	 06/11《山伯伯的下午茶》
 06/18 《蝌蚪的諾言》	 06/25《酷比的音樂會》

志工說故事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地點：童遊區     自由入座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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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推廣活動
06/17《森林裡的小市集》

07/08《轉呀轉的摩天輪》

地點：研習教室    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藝
活動時間

週六 14:00-16:00

參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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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活動費用│ 每組新臺幣300元，並於報到當天繳交；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等學員則費用全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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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弟
My Baby Brother

考試的時候，我弟弟

忽然恍神了：窗外的太陽

狠狠砸進來

像顆失控的籃球──

安靜的教室裡，他呼吸微微

壓抑。汗水

沿他的臉龐滴下

落在考卷的某個問號上

緩緩暈開了一行問句：

「誰與誰的想法比較接近」

下午更熱了，教室

起了小小的騷動，一些同學

提早交卷了。我弟弟還停在

剛剛的問題，猶疑的臉孔上映著午後

斜斜照進來的日光

他不明白，為什麼要統合

別人的想法，用扁扁的名字

收攏起一整個巨大的世界

就像他也不明白，考卷的最後

照例要求他解釋別人的話語

啊！那些話語暗藏複雜的根系，糾纏

曖昧，分歧⋯⋯每個人

都帶著滿滿的不信任

不坦誠，寫出來的字

說出來的話都藏著密碼

總這樣那樣試探自己

理所當然的，我弟弟

不寫詩，不讀名字長長的

難懂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他不會用一百個句子說，愛

雖然他也同樣用力地活著

如果快樂的時候就唱歌

我的弟弟，如果生氣就大聲

說話。話說了

或許明天就就忘了──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思。我弟弟

他所有的答案都已經書寫

在奔馳，在夏日的汗水，在鼓動的生活中

這時候，籃球場上

已經傳來第一次捷報。我弟弟

臉孔逐漸轉為堅毅

眼神拉遠，加入籃球場

想像額頭的一滴汗，落在了

堅實的地板上。明亮的

日子在他的臉上發光

考卷的問題回答不出來

沒關係，他草草寫完了考卷

跑進了打球的同學之中

我弟弟的身影，像一滴汗

落在考卷上，迅速地消失不見⋯⋯

尤尊毅 Zun-Yi YU︱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我只是嘗試著過自己要的生活而已。為何如此艱難呢？」 ─ 赫曼‧赫塞《徬徨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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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與民
有約

登記時間∣ 每月 1 至 10 日開放登記當月會面時間。

登記窗口∣ 1. 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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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現場、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路等方式為之，但現場及電話登記者， 

須於各該登記期間上班日之上午 9 時至下午 5 辦理。

  2. 未用制式登記表書寫者，請載明：姓名、性別、職業、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約見時間∣  以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為原則，若遇議會期間

及業務需要得另擇期辦理。另，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三為假日者，則約
見活動提前至前一週之星期三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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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依約見時間出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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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他人辦理申請登記或約見時代理他人陳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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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重複約見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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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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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ssigned seating number for each person admitted. Please be seated 5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performance.

2. With the ex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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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ing sound, video, and the taking of 

photographs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s well as walking about at will, and/or clamoring in the performance venue.
4.  Food and drink are prohibited and dangerous devices of any nature, as well as inappropriate dres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lippers.
5.  In order not to disrupt the performance and others, late arrivals will be allowed entry only at respective 

intermissions.
6.	Our	Center’s	venues	don’t	accept	gifts	such	as	flower	arrangements	in	any	shape	or	form.
7.	Our	Center’s	venues	don’t	accept	such	gifts	as	flower	baskets,	flower	wreaths.

 

關節痛

出 疹

噁 心

食慾不振

高 燒

肝臟腫大

容易嗜睡
ZZZ

躁動不安

胸水、腹水

頭 痛

 肌肉痛

蚊子叮咬，不是小事?

出現上述症狀，你可能感染登革熱，速就醫!

後眼窩痛

持續嘔吐

腹 痛

出 血

蚊子叮咬，不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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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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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藝學園
elearn.art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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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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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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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臺北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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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所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發行人 吳津津│總編輯 蕭炳欽│責任編輯 周玉立
視覺設計 四點設計有限公司│印刷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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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