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 大的投影

An Exhibition of Architectural and Spatial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Art

The Great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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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
插畫設計藝術展

類別

地點

時 間

活動名稱

7

本館主辦活動

TEL

一同風韓國✿

07/05（三）– 18:30
南海劇場

演藝活動

神奇樹烏 5th 獨立大
成 { 貪烏樹訟案 }

07/12（三）– 17:00

本館協辦、合辦活動

第 展覽室
︵南海藝壇︶
第
展覽室

展覽活動

美學空間

表列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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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6-890-107

『Twenty』- 成淵高中
成淵高中吉他社
吉他社 20th 大型成果
TEL 0966-520-671
發表會

07/16（日）– 15:00





0922-088-375

樹林高中烏克麗麗社
TEL

參加方式

(02)2831-6675

松山工農風雨同舟
手語社
TEL

1.2

展演單位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
陽明 × 崇光韓研聯合
學韓國文化研究社
成發《Iridescent》

07/02（日）– 13:30

07/15（六）– 11:00

展演活動總表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
2017 年度音樂會「擊 系統 板橋中山教學
中心
樂嘉年華」✿
TEL

生命之樹：雲端種樹
07/04（二）– 07/30（日）
計畫

國立交通大學跨領
域藝術團隊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6/28（三）– 07/12（三） 你 ___ 我∞你

曾盈齊當代墨彩展 意色世界✿

07/01（六）– 07/30（日）

世界兒童畫－數位與
互動展

0958-395-87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
術造型設計學系
TEL



0910-303-042

曾盈齊
TEL



(02)2311-0574#2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碩士班
TEL

07/15（六）– 07/30（日）

(02)2956-5995





0986-51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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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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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for Jul. 2017
Event Venue

Time

Title

Nan H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Jul.05 – 18:30

So Korean! ✿

Jul.12 – 17:00

The 5th Generation of Shulin
U Ku Le Le – The Shulin Senior
High Ukulele Case

Jul.15 – 11:00

Exhibition
Room I. II

Jul.04
︱

Jul.30

Jul.15
︱

Jul.30
Aesthetic
Space

Jul.01
︱

Jul.30

FTSL
TEL 0922-088-375



Shulin U Ku Le Le Club
0936-890-107



TEL

Chengyuan Guitar
『Twenty』- Chengyuan Guitar Club
Club 20th’s final performance
TEL 0966-520-671



The 2017 Musical Concert –
"Percussion Carnival" ✿

Banqiao ZhongShan
Branch, Ju Percussion
Music School
TEL (02)2956-5995

Tree of Life: Project of Planting
Trees in the Clouds

TransArt NCTU、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 241



You___I ∞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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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g Ying-Qi Contemporary
Color Ink Wash Painting
Exhibition – The World of Ink
Wash Painting ✿

Zeng Ying-Qi
TEL 0958-395-876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World School Children's
Taipei University of
Paintings - Interactive Exhibition Education
TEL 0986-51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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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der our center’s announcement as the only principle.

Jul.12



※	If the above event(s), for any Force Majeure, is changed, please

︱

Exhibition
Room III

Exhibition Activities

Jun.28

Korean Culture Club
of Taipei Municipal
Yang Ming Senior High
School
TEL (02)2831-6675

Co-Organizer

Jul.16 – 15:00

Entry Method

Organizer

Jul.02 – 13:30 《Iridescent》

The Pres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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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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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07.05 ∣三∣ 18:30 ∣ 120 分鐘∣自由入場 ✿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34015936971903/?ti=icl

一同風韓國
So Korean!
演出單位∣松山工農風雨同舟手語社

TEL

0922-088-375

將社團所學習到的事物以此成果發表會呈現給老師，家
長以及朋友，以一個主題來呈現舞蹈 + 手語 + 戲劇以及配合
音樂來展現給大家看。

松山工農風雨同舟手語社

聚焦賞析∣ 藉由與社團朋友一起練習完成成果發表會，得以在學校與人溝通能力並在表演中展現
自我，完成大家共同目標，創造美好回憶。
Members of the club would like to show their teachers, parents and friends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ub through dance, sign language + drama and music in this themed wrap-up presentation.

Focus ∣ Through this wrap-up presentation jointly created by members of the club, everyone has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expressed themselves in the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o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shared
by everyone, they have also created great memories together.

兒童戲劇美學夏令營
成果發表會
第1場
時

間｜106年7月29日（週六）下午3:30~5:00

演 出 者 ｜國小3、4年級學生

第2場
時

間｜106年8月12日（週六）下午3:30~5:00

演 出 者 ｜國小5、6年級學生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臺北市南海路47號）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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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協辦單位｜玉米雞劇團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07.16 ∣日∣ 15:00 ∣ 100 分鐘∣ 索票：電話 TEL (02)2956-5955 ∣✿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 - 板橋中山

2017 年度音樂會「擊樂嘉年華」
The 2017 Musical Concert – "Percussion Carnival"
演出單位∣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 板橋中山教學中心

TEL

(02)2956-5995

二十幾年來，教學系統憑藉著樂團豐富的藝術展演經驗
及技術指導，培養了十萬多個音樂種子；而每年教學中心會
提供一個表演舞台讓孩子們展現他們精采的學習成長，同時
也回饋父母孩子用心表演的努力及老師辛苦經營的成就。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 板橋中山教學
中心

聚焦賞析∣以打擊樂音樂演奏的方式進行，由先修班、專修班學員，輪番上陣演出精彩曲目，站
在舞台上接受觀眾的喝采，精彩可期！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staff of Ju Percussion Music School has cultivated more than 100 thousand
seeds for music with their performance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guidance; each year, every branch
provides a chance for thei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amazing growth in music on stage. It is also a wrap-up
presentation to show not only the results of instruction, but also appreciation for the hard work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Focus ∣ This is a percussion music concert. Students of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will take turns performing and
receiving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on stage. You won't want to miss it!

學長姐好優SHOW活動
學長姐好優SHOW活動係為鼓勵高中職以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全國學生創意戲
劇比賽、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等於決賽中表現優秀(特優
及優等)之學生團隊及高中職以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研提表演活動企劃，並投
入資源於相對缺乏之新住民集會場所、偏鄉或離島等場地，公開演出予以中小學
為主之學生或社區民眾參加觀賞，預計7-9月活動正式開跑。

藝術教育貢獻獎
藝術教育貢獻獎是教育部為表揚對藝術教育具有貢獻及服務績效之團體與個人，
獎勵其對藝術教育的卓越貢獻，並促進民間資源對藝術教育業務之推動，共有
「績優學校」、「績優團體」、「教學傑出」、「活動奉獻」、「終身成就」等
五大獎項，今年度已於5月31日截止申請，目前正進行初選審查中，並持續辦理
複審、實地訪視，預計在12月初頒獎表揚，讓優秀的藝術教育工作者能夠被看
見，並持續在社會上發光、發熱。

Jul. 2017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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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07.01-07.30 ∣六 - 日∣ 09:00-17:00 ▶週一休館 ∣ 自由觀賞∣

世界兒童畫－數位與互動展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s - Interactive Exhibition
指導單位∣教育部
合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造型設計學系 TEL 0986-518-350、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

本展為應用數位科技，以互動、遊戲方式來發展兒童畫的互
動教學及體感遊戲，並在寓教於樂的方式下，來促進兒童對於畫
作的認識及欣賞。歡迎家庭親子活動、國小師生校外教學、或大
眾前來參觀體驗。
聚焦賞析∣ 展覽內容包括：兒童畫之優秀作品、互動教學、體感遊戲等，現場並有科技互動裝置
可供體驗。
This is an exhibition of appli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rough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motion sensing
games to develop children’s painting. It aims to lure children to get to know and appreciate painting in an
educational yet fun way. Familie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re welcome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is first-hand.

Focus ∣ The contents of the exhibition include: great paintings by children, interactive teaching, motion sensing games
and interactive devices that provide first-hand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南海玩墨暑期夏令營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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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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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２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Ⅱ

第１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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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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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表演：光桌說故事—花開的祕密 7 月 8 日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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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開的秘密 ∣ 106 年 7 月 12 日及 7 月 26 日，下午 2-3 時
將以開幕活動中所展示的光桌說故事，技術內容大解密！將安排藝術家與現場民
眾互動，讓民眾體驗光桌與實物投影的奧秘。本活動為免費參加。

流動的森林 ∣ 106 年 7 月 21 日及 22 日
將透過沙游互動遊戲，引導觀眾於現場製作樹或是動物模型，放入以沙盤模擬的
森林中，並與其他觀者所製作的模型進行互動。以集體創作的概念，透過縮時攝
影紀錄森林的變化。本活動為免費參加。

Jul. 2017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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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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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子庭《故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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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2017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是為運用學生藝術創意來提升兒童文學所舉辦的，目前已辦理收
件完成，共分國小低中年級、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及大專五組，總收件數達1,204件，6月底將進
入激烈之評審作業，選出近123件優秀圖畫書作品，預計於7月公告入選名單，於9月辦理頒獎。
也是文學藝術獎的「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總計分為2組9項，教師組5項，學生組4項。
106年4月已辦理完成收件，參賽總計507件，並已完成初審、複審作業，6、7月陸續召
開7場決審會議。各組各項錄取特優1名、優選2名、佳作3名，選出約54件優秀作
品，將得獎作品上傳至活動網站供民眾瀏覽。10月頒獎典禮會場，將移至本館首
展會場。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首次將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於本館南海藝壇共同展示
得獎作品，及舉行雙獎全臺巡迴展，以增進得獎者榮譽感及延伸比賽之教育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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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３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Ⅲ

07.15-07.30 ∣六 -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836904351

曾盈齊當代墨彩展 - 意色世界
Zeng Ying-Qi Contemporary Color Ink Wash Painting
Exhibition – The World of Ink Wash Painting
展出者∣曾盈齊

TEL

曾盈齊《金色荷塘》

0958-395-876

在繪畫藝術「美學」的範疇裡，豪氣、婉約或層次穿透的氛圍掌握、潑墨潑彩、
任形隨形、任象由象，適得其所的交融，藉此展現「畫我合一」的千姿百態。墨彩情
感舒發在轉折返覆描繪宣染中，呈現出獨一無二的繪畫美學藝術，也是一種「無為而
為」的瀟洒藝術心靈。
繪畫取徑寬廣忠於自我感受將生活上所見、所知、所想儘情揮灑於多媒材，漬
墨、拓印、潑、灑達到層層疊疊的肌理筆意，飽滿宣染的色彩呈現於畫面。
聚焦賞析∣藉漬墨、拓印、潑、灑技法達到層層疊疊的肌理筆意，飽滿宣染的色彩元素所呈現的
畫面，無論潑墨意象山水、荷塘意境、花卉色彩大膽、鮮明開創了個人的風格符號。
In the domain of the "aesthetics" of painting, boldness, grace, control of layers, splashing ink or splashing
colour ink, and whatever is painted can all fit together seamlessly – this is what we call "painting and painter
becoming one". Ink wash paintings reveal emotions through repeated strokes, displaying a unique aesthetic
in the art of painting; this is considered a free spirit that "achieves something without planning it."
Paintings take inspiration from what we see and know in life, and these ideas are expressed freely by
means of steeped ink, rubbing, splashing and sprinkling to create paintings of layered texture and rich color
blends.

Focus ∣ Paintings with layered texture and repeated stokes are achieved through the techniques of steeped ink, rubbing,
splashing and sprinkling and rich blending colors; be it abstract ink and wash landscapes, lotus ponds, or flowers
of bold and bright colors, they symbolize the unique styles of the painter.

報名資格∣ 年滿 16 歲以上之民眾。

育
教
術
推廣藝習班
研 9期 招 生
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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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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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大 的 投 影 0：

建築與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工作坊系列活動
洽詢專線：(02)2311-0574分機241

上課地點：本館美學空間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
注意事項：本活動需繳交報名費，相關費用及課程實際內容於106年7月10日前網
路公告為主

自己來裝潢̶盛上立體花磚工作坊
授課講師∣周明誼
上課日期∣106/08/12 14:00
授課時數∣預計2-3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國中以上及成人
活動說明∣淺浮雕堆高技法在東、西方藝術脈絡中都有其身影，例如在東方日本
的重彩畫（膠彩畫）發展史中稱作「盛上」，利用碳酸鈣粉調膠而成
的打底液在平面上用工具進行堆高，完成的堆高線條賦予畫面生動的
變化，再於其上貼箔更是華麗又具裝飾性。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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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蓋房子1̶土角厝泥塑工作坊
授課講師∣王瓊如
上課日期∣106/08/19 14:00
授課時數∣預計2-3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國小一年級至五年級
活動說明∣清朝時期常見的三合院(土角厝)，到臺灣光復後仍是常見的建築模
式，有些鄉下甚至還可以看到土角厝。這次我們要教小朋友用DIY的
方式認識常見的房舍，我們已經先製作大的模型供小朋友參考，也會
提供相關老照片給小朋友看。這次的教學工作坊會用手捏的方式進行，
使用的是苗栗土，不需要燒或烘烤，只要自然風乾就會有土的質感，
待風乾後，整體變硬便可以自由彩繪上色。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自己蓋房子2̶水泥花盆工作坊
授課講師∣張致中
上課日期∣106/09/02 14:00
授課時數∣預計3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親子（建議國小四年級以上）
活動說明∣本課程希望帶領學員實際體驗水泥灌模的技術，為花花草草蓋出
一個別具特色的家，並且讓自己的作品實際運用在生活之中。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Ju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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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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說故事
活動時間：週日 10:00-11:00

地點：童遊區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02《有一個下雨天》
07/16《米從哪裡來》
07/30《一定要比賽嗎》
07/

自由入座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參與對象：幼兒園、國小學生

09《大家一起拔蘿蔔》
07/23《條紋事件糟糕啦！》
07/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藝玩
教推廣活動
藝玩
活動時間

14:00-16:00
玩藝書房：說故事．手作課
週六

參加方式

07/08《轉呀轉的摩天輪》
08/19《夏日小旅行》

地點：研習教室 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105年藝術教育親子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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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巧可愛的創作開始，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潛力。
4. 報名及詳細課程內容於開課前 1透過親手勞作，故事聆賞，
個月刊登活動網站，活動內容如有異動，依本館公告為主。
讓孩子體會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 232
藝術與文學的無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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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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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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力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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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有約 Opin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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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服務專線 Phone Number
TEL： (02)2311-0574轉110
FAX： (02)2389-4822

臺北車站
捷運
小南門站

國立歷史
博物館
平

西
Tuesday–Sunday 09:00-17:00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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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南昌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臺北植物園

和

愛國東路
重慶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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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西路

羅斯福路

3號出口

開放時間 Hours

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

南海路
臺北市立
建國高級中學

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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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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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裁剪填寫以下資料，附於函索郵寄信封內

《藝教資訊》請附回郵（每期郵遞票價6元）及郵寄資料（姓名、地址、郵遞區號），信
免費索取 封註明「函索藝教資訊×期數」，逕寄本館視覺藝術教育組收。
1. 檢附郵資6元×
2. 收 件 人：

期＝

收件地址：□□□-□□

元※每期請備6元郵票1張。聯絡電話：
□新訂讀者。 □續訂讀者，□地址更新如下（原地址者無需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