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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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 （六）– 14:30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第三屆音樂會 『魔幻．
森之鳴動』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TEL 0963-323-969



08/12 （六） – 15:30
兒童戲劇美學夏令營
成果發表—巧克力冒
險工廠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02)2311-0574#120 

08/26 （六） – 09:00 台灣首獎音樂大賽
台灣音符田文化藝術
TEL (06)256-6223



展
覽
活
動

第
1.2.3
展
覽
室

08/08 （六） – 09/10 （日）
巨大的投影 0：建築‧
城鄉‧空間—插畫設
計藝術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241 



美
學
空
間

專
題
講
座
活
動

美
學
空
間

08/13 （日）–14:00 城市夾縫中的舊時記
憶：燃燒吧，古蹟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241 



08/20 （日）–14:00
舊城記憶的斷層：米機
轟炸 72年，空襲臺北
城

志
工
說
故
事

童
遊
區

08/06 （日）–10:00 《小人國》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234 

08/13 （日）–10:00 《The Featherless 
Chicken》

08/20 （日）–10:00 《小豬不會飛》

08/27 （日）–10:00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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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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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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
ance

A
ctivities

N
an Hai Theater

Aug.05 – 14:30

“Magic – Vibration of Forest” – 
The 3rd Music Concept by The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lumni Brass Quintet

DA-An Alumni 
Concert Band
TEL 0963-323-969



Aug.12 – 15:30

The Wrap-Up Presentation 
for Children’s Summer Camp 
of Theatrical Aesthetics – An 
Adventure to the Chocolate 
Factory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120



Aug.26 – 09:00 Taiwan First Prize Music 
Competition

TAIWAN ONPUTA 
Culture Arts
TEL (06)256-6223 

Exhibition A
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I. II.Ⅲ
 

Aug.08 
︱ 

 Sep.10

The Great Projection 0 
An Exhibition of 
Architectural and Spatial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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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sthetic Space 

Sp
ecial Them

e Lecturer

A
esthetic Space

Aug.13 – 14:00
Old-Time Memories Survived 
in City’s Tight Corners: Burn, 
Historic Monuments, Bur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41 

Aug.20 – 14:00

Memory Fault in History: Here 
Comes Teenage Riot –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the Raid 
on Taih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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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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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5fmj4WCMCcPOEuO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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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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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tsjEruppKNmPALfx1

樂高蓋房子１̶ 建造宇宙島（成品尺寸約8×8×8cm）

授課講師∣戴樂高

上課日期∣106/08/27 13:30-15:00

授課時數∣預計1.5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親子（建議國小三年級以上）、喜歡樂高的成年人

報 名 費 ∣每名500元

招收人數∣正取30名（15組），備取5名（組）（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CLqSnOyKfljYpQ6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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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RBZwYBcOBcj0bMEh2

樂高蓋房子２̶ 南海書院前身：建功神社（成品尺寸約8×8×8cm）

授課講師∣戴樂高

上課日期∣106/08/27 15:00-16:30

授課時數∣預計1.5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親子（建議國小三年級以上）、喜歡樂高的成年人

報 名 費 ∣每名500元

招收人數∣正取30名（15組），備取5名（組）（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OtdSlu1FuF1m4ps73

「巨大的投影0：
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報名方式︰於7/24下午1點同步公佈於展覽粉絲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官網、

 水谷藝術粉絲頁，以線上表單報名確認報名成功後即可匯款，匯款帳

 號以及報名表單以線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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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坊系列活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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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5fmj4WCMCcPOEuO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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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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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tsjEruppKNmPALfx1

樂高蓋房子１̶ 建造宇宙島（成品尺寸約8×8×8cm）

授課講師∣戴樂高

上課日期∣106/08/27 13:30-15:00

授課時數∣預計1.5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親子（建議國小三年級以上）、喜歡樂高的成年人

報 名 費 ∣每名500元

招收人數∣正取30名（15組），備取5名（組）（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CLqSnOyKfljYpQ6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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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費 ∣每名200元  

招收人數∣正取 30名，備取 10名（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RBZwYBcOBcj0bMEh2

樂高蓋房子２̶ 南海書院前身：建功神社（成品尺寸約8×8×8cm）

授課講師∣戴樂高

上課日期∣106/08/27 15:00-16:30

授課時數∣預計1.5小時（實際時間依課堂情形調整）

學員年齡∣親子（建議國小三年級以上）、喜歡樂高的成年人

報 名 費 ∣每名500元

招收人數∣正取30名（15組），備取5名（組）（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OtdSlu1FuF1m4ps73

「巨大的投影0：
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報名方式︰於7/24下午1點同步公佈於展覽粉絲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官網、

 水谷藝術粉絲頁，以線上表單報名確認報名成功後即可匯款，匯款帳

 號以及報名表單以線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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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坊系列活動

Au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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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夾縫中的舊時記憶：燃燒吧，古蹟

講座日期∣106年8月13日14:00-16:00

演 講 者 ∣圖文不符

舊城記憶的斷層：米機轟炸72年，空襲臺北城

講座日期∣106年8月20日14:00-16:00

演 講 者 ∣迷走工作坊創辦人 張少濂

講座地點 ∣本館美學空間

【粉絲互動～好康報恁知！】

step1∣將有貼圖之「巨大的投影O：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公車廣告拍照並上傳FB（需公開）

step2∣tag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上傳之影像截圖私訊給小編（並留下姓名、電話、地址）即可兌換禮物1份，

 每日10位名額，禮物將於確認訊息後15天內寄出。

「巨大的投影0：
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專題講座活動

「巨大的投影O：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公車廣告（欣欣客運630路線及1路線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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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夾縫中的舊時記憶：燃燒吧，古蹟

講座日期∣106年8月13日14:00-16:00

演 講 者 ∣圖文不符

舊城記憶的斷層：米機轟炸72年，空襲臺北城

講座日期∣106年8月20日14:00-16:00

演 講 者 ∣迷走工作坊創辦人 張少濂

講座地點 ∣本館美學空間

【粉絲互動～好康報恁知！】

step1∣將有貼圖之「巨大的投影O：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公車廣告拍照並上傳FB（需公開）

step2∣tag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上傳之影像截圖私訊給小編（並留下姓名、電話、地址）即可兌換禮物1份，

 每日10位名額，禮物將於確認訊息後15天內寄出。

「巨大的投影0：
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

專題講座活動

「巨大的投影O：建築‧城鄉‧空間─插畫設計藝術展」公車廣告（欣欣客運630路線及1路線公車）

08.08-09.10∣二 -日∣ 09:00-17:00 ▶ 週一休館∣自由觀賞∣✿	   https://www.facebook.com/GreatProjectionO/ 

巨大的投影 0 
建築·城鄉·空間 
插畫設計藝術展
The Great Projection 0
An Exhibition of Architectural and Spatial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Art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 2311-0574#241

「若世界是一個巨大的投影，那麼我們接觸到的真實是由不同人心境所投射組成；

如果將手指圍起一個圈，我們透過這個圈看到的世界也可能是幻想世界」

本次展覽除了臺灣的藝術家、插畫家之外，也邀請到了來自日本、韓國、尼泊

爾、香港、澳門與西班牙等國家的藝術家一同展出，以「城鄉」「建築」「空間」做為

展覽概念，橫跨插畫、設計、藝術與新媒體等視覺領域，作品包含了插畫手稿、CG 輸

出、VR 應用、動畫、大型藝術裝置、文創品與刊物等，期透過作品讓民眾對於空間、

都市、城鄉與生活周遭的複雜關係有進一步的了解。

“If the world is a giant projection, then, the truth we see is a combination of projections contributed by 
the inner mindsets of many people; if we form a circle with our fingers, what we see through it may also be 
our illusion” 

Besides works by Taiwanese artists and illustrators, the exhibition will show works by artists from 
Japan, Korea, Nepal, Hong Kong, Macao and Spain.  The concepts of the exhibition are “township”, “architect” 
and “space” with works from visual arts such as illustrations, design, art and new media.  Exhibited works 
includ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CG export, VR application, animation, big-scale art installatio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publications.  Hopefully, via these works visitors will become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among space, cities, townships and our living environment.

開幕式與表演  

106 年 8 月 12 日 ( 六 ) 下午 5 時

插畫與新媒體藝術跨域表演 鄧雯馨

預約導覽

106 年 8 月 19 日 ( 六 ) 下午 13:00-14:00 彭才瑄

106 年 8 月 26 日 ( 六 ) 下午 13:00-14:00 彭才瑄

106 年 9 月 02 日 ( 六 ) 下午 13:00-14:00 彭才瑄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第 1.2.3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Ⅰ .Ⅱ .Ⅲ

徐至宏《安靜的時間》

Au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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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08.05∣六∣ 14:30 ∣ 90分鐘∣自由入場∣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第三屆音樂
會 『魔幻．森之鳴動』
“Magic – Vibration of Forest” – The 3rd Music Concept by The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lumni Brass Quintet
演出單位∣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TEL 0963-323-969

成立已有 55 年歷史的大安高工管樂團，承襲今年 1 月

的演出獲得好評後，將再次於 8 月 5 日 ( 六 ) 演出『魔幻．

森之鳴動』音樂會，曲目包含『森之交響詩』、『魔法公主』、

薩爾達傳說 -『眾神的三角神力』選輯等風格鮮明的音樂！

聚焦賞析∣	 以 " 魔法、森林 " 為元素，帶來一套獨特的管樂曲目，富含想像空間的音樂將開創您嶄

新的聆賞感受！

The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lumni Brass Quintet was established 55 years ago; following their 
well-received concert this January, they will hold another music concert “Magic – Vibration of Forest” on 
August, 5th, 2017 with a program of musical pieces in a distinct style such as Song of the Forest, Princess 
Mononoke, The Legend of Zelda: A Link Between Worlds, etc.

Focus∣ 	By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magic and the forest, the Brass Quintet would like to bring the audience a special 
program that allows the audience unlimited imagination as well a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in a music concert.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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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戲劇美學夏令營 
 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玉米雞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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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08.26∣六∣ 9:00 ∣自由入場∣ 

台灣首獎音樂大賽
Taiwan First Prize Music Competition
演出單位∣台灣音符田文化藝術  TEL (06)256-6223

台灣首獎音樂大賽達準決賽分數標準即可晉級日本クラ

シック音楽ンクール，有夢想的音樂人更積極參與，給予孩

子目標，由比賽證明自己學習能力，亦提供準決賽前三名者

免費專業錄音製程及獎金獎勵，活動結束亦有延續之舞台邀請入賞者參與台日交流音樂

會，創造更多機會邀請每位菁英演出相互觀摩、切磋與海外交流之機會，並激勵不斷學

習之興趣。

聚焦賞析∣	『學習音樂是自己的夢想舞台，音樂人就讓舞台成行』

Those whose scores are high enough to enter the Taiwan First Prize Music Competition will be able 
to enter クラシック音楽コンクール in Japan.  Sympathetic musicians have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to 
give children something to reach for.  In addition to offering contestants a chance to prove their ability to 
learn, the top three winners will be provided free professional music production and award money.  After 
the competition, winners will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Japan & Taiwan Music Exchange Concert 
encouraging them to keep on learning, and so that the top performers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from an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cus∣  Learning music is the dream light up my life. Young musicians create their own Fantastic Stage.

台灣音符田文化藝術

書法親子體驗營 『書法創客』
活動時間｜每週六14:00、15:00各1小時為一梯次，可連續參加2小時。

活動地點｜本館第二研習教室

活動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注意事項

1. 本館會準備文房四寶，數量有限。

2. 課程內容為志工老師自由訂定。

3. 使用完敬請撥冗清洗用品。

4. 如遇天災或無法預測之意外狀況，活動會因應狀況而取消或變更，敬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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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Hai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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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合唱團

嘎呼拉斯∼六龜高中感恩音樂會

08/01  10：30 新竹縣新豐鄉誠正中學

輔英科技大學管樂社

碧海藍天草地音樂會

08/04  16：00 臺東縣綠島鄉公館國小
08/05  16：00 臺東縣綠島鄉綠島國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管樂社

音樂帶你環遊世界

08/11  10：00 南投縣仁愛鄉平靜村平靜國小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銅管五重奏

聽見你的聲音 

08/13  19：00 嘉義縣民雄鄉越在嘉文化棧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管樂團

 「攜手成長．藝鳴金人」社區學校互動音樂會

08/26  19：00 澎湖縣湖西鄉天后宮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布袋戲社 

臺灣民間傳奇故事∼父子情深

08/29  09：30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國小

活動場次如有更動，請以本館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arte.gov.tw/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學長姐好優SHOW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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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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小人國》	 08/13《The	Featherless	Chicken》
 08/20《小豬不會飛》	 08/27《好朋友》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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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語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藝玩
藝術教育

玩藝
書房 說故事．手作課

親子推廣活動

	 	   引 爆 想 像 魔 力
2017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風雲榜
國小低中年組

陳玄浩、陳妤婕、劉佳宜、陳曉恬、劉育安、吳爾祜、簡恩立、陳柔安、歐陽丞恩、

葉政叡、蔣雨珊	、		陳楷彧

國小高年組

黃玟瑀、紀芊瑜、許智崎、吳紘逸、楊　文、吳迪恩、陳威帆、簡恩雋、李韋辰、	

葉政毓

國中組

羅緯修、吳懿真、許盛崴、羅瑩穎、吳冠謹、謝宜芳、李宗縈、陳堯文、程　薇、	

龍昱陵、黃冠騰、蘇芷儀、游翊民、陳楷崴、黃冠惟、林家任、吳書鋐、李尹筌、	

宋柏毅、		賴信瀚、		彭意茹、			謝宜儒、		李品嫻

高中職組

洪筣瑄、蔡蕎安、鄭新翰、鐘文儀、柯紫彤、蔡緯潔、戴萁吟、黃翊慈、魏子容、	

林庭伃、陳意凡、洪渝淨、李至評、葉力宏、余欣芸、田湘華、蔣慶怡、歐陽綺翎、

沈聖翰、吳晨綺、張語絜、辛宥融、陳　境、廖婕妤、彭敏瑄、洪莉潔、劉晨心、	

劉清心、李昕芃、林心宇、陳宥呈、梁予馨、王妤文、吳偵慧、張淯筌、張芷瑄、	

楊翔瑜、趙嘉元、洪子瓔、陳姵如、高郁晴、黃御峰、楊承融、張子嫻、李驛恩、	

邱伃婕、林晏如、田蕙慈、吳竑諭、許傑勛、何佳諭、黃資茵、韓秋妍、楊諭芯、	

劉智淵、魏伶芸、黃麒宇、謝佳麟、柯懿芳、鐘淳湘、林瑋婷、黃詩茜、周子毓、	

彭煜芸、余明恩、李昀庭、陳欣如、林品廷、劉予慈、賴虹竹、張昕彤、邱湞雲、	

陳姵霓、游佳霓、陳旨謙、黃　蓉、黃亭喬、郭玉婷、李郁婷、張嘉育、蔡克梵、	

廖芊嘉、葉弈聰、向緒衡、洪倍莉、余品慧、謝美忻、葉于慈、廖珮淇、莊藝婷、	

李姿儀、		林珊如、		杜玫儀、	鄭人豪、胡湘婷、	高瑞妤、	封怡彤、	李　玟、	林欣穎

大專組

魏瑄萱、于芷涵、陳宣兆、林筱晴、莊翔宇、陳育慈、林繼勝、	

蔡孟成、陳麒安、傅元薇、張愛眉、余柔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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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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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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小人國》	 08/13《The	Featherless	Chicken》
 08/20《小豬不會飛》	 08/27《好朋友》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地點：童遊區　自由入座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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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語文學的無限魅力。

玩藝玩
藝術教育

玩藝
書房 說故事．手作課

親子推廣活動

教推廣活動
08/19《夏日小旅行》

09/23《個性化卡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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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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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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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公務人員應懷抱同理心，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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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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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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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       期＝         元※每期請備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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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