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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Space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室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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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above event(s), for any Force Majeure, is changed,
please consider our center’s announcement as the only principle.

活動名稱
Title

展演單位
The Presenter

107/09/09（日）

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
術展

107/07/03（二）

South Wind Rises: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4



108/06/26（三）

第

獨具繪眼—低視力兒童繪
畫教育成果展

07/15（日）

Unique Drawings by Seven?
Low-visio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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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06/21（四）

07/18（三）

《2018 年海硯會∼上海・
台北雙城主題展》—『時
變通久』

Children

Creative Island on Nan-hai Road: Digital Art Base for

志工說故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數位兒童藝術基地︵南海路創藝島︶

“Varying over Time, Enduring
over Time” - “The 2018 SeaYan Council – Shanghai
-Taipei Exhibition”

07/01（日）
– 10:00

《圖書館女超人》

07/08（日）
– 10:00

《不走運的勇士》

07/15（日）
– 10:00

《會飛的禮物》

07/22（日）
– 10:00

《彩虹魚和大藍鯨》

07/29（日）
– 10:00

《市場街最後一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
計系 視覺與設計心理
Department of Desig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 0919-149-037



海硯會
Sea-Yan Council
TEL 0922-422-499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4



 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1. 劇場活動，請於演出前 30 分排隊入場。
Free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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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ance 1. Please line up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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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南風，藝境－亞太當代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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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方式
Entry
Method

107/07/03（二）

08/12（日）

※ 入場須知

C 本館協辦、合辦活動 CO-ORGANIZER
表列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展演活動總表
類別
Event

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維他命《刺蝟弟弟》

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術展
South Wind Rises: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第 1、2 展覽室

07.0309.09
07.03-

二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美學空間

2019

二 - 三∣週一休館

06.26

09:00-17:00

 自由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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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時導覽∣平常日下午 3 點進行定時
導覽，週末或國定假日於
上午 11 點和下午 3 點各
一場定時導覽。
團體預約
導
覽

凡 10 人以上團體即可預
約團體導覽服務。

在全球文化交流下，致力介接串聯各國文化特色，
推動藝文教育，是策辦「南風，藝境—亞太當代藝
術展」的目的。
本主題特展邀請亞洲藝術家參展，除了臺灣的藝術
家外，也邀請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日
本、香港及澳洲等多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展現亞洲
藝術之精采風貌，展出內容包括攝影、錄像、動
畫、海報設計、裝置及科技互動等多元面向的當代
藝術，期藉由新南向之多元文化交流，拉近臺灣與
鄰近國家在文化上的距離。
Under the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the purpose of arranging
the exhibition “South Wind Rises: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is to link cultural features of countries and
promote educatio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Aside from Taiwan, we invited world renowned artists from
overseas, including Vietnam, Malaysia, Cambodia, Thailand,
Japa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Along with them are the
diverse contemporar y ar t works of photography, video,
animation, poster design and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We
expect to shorten the distan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its nearby countries via the Southbound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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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術展
工作坊系列活動
報名方式∣ 於 7/2 同步公布於展覽粉絲專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官網、藝高文創粉
絲頁，以線上表單報名，報名成功後收到匯款資訊即可匯款，匯款帳號以
及報名表單以線上公布為主。
洽詢專線∣ (02)2311-5074 分機 241
上課地點∣ 本館第 3 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3 號 )
課程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查詢

戶外工作坊
植物創意噴畫塗鴉
授課講師∣ 阿諾
上課時間∣ 107/07/08 10:00-11:30
參與對象∣ 國小 5 年級以上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2pUABDj4EtymFie03

玩色彩：渲染色彩應用
授課講師∣ 藝高文創
上課時間∣ 107/08/05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 3 年級∼國小 6 年級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14wiTBD08W2QHGZ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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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光影動畫
授課講師∣ 陳依純
上課時間∣ 107/07/14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 5 年級以上（推薦親子共同參與）
報 名 費∣ 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BRhpa0oM5fkG2XUM2

LED 昆蟲造型燈
授課講師∣ 黃盟欽
上課時間∣ 107/07/15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 5 年級以上
報 名 費∣ 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UimroSfudsSlR2m1

創作─生活中的漫畫
授課講師∣ 黃佳莉
上課時間∣ 107/07/28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４年級以上
報 名 費∣ 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HksRLCbv4a54MG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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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爸爸（插畫教學）
授課講師∣ 維他命
上課時間∣ 107/08/04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１年級∼國小６年級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l9OSwZfRKEPlZkA2

《拉紋》公仔製作及彩繪
授課講師∣ 李建呈
上課時間∣ 107/08/11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４年級以上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xz809pBnlC7q4uPq1

臺灣製造─招牌小模型設計
授課講師∣ 李文政
上課時間∣ 107/08/18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４年級以上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sC02xjcNL1vUl8W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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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黏土筆筒（上）（下）
授課講師∣ 林玟辰
上課時間∣ 107/08/25-26 10:00-11:30
參與對象∣ 國小 1 年級∼國小 6 年級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300 元（2 堂課）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pzKjMvE3vRT9b5s73

線性風景
授課講師∣ 陳冠如
上課時間∣ 107/09/01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中以上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GKxrZglnVtSl36pV2

尋找自己的遊戲─畫出自己
授課講師∣ 兩兩一樹
上課時間∣ 107/09/09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 3 年級∼國小 6 年級
報 名 費∣每名新臺幣 200 元
招收人數∣ 20 人（備取 5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jYI5vSnBbc07ZNW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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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分享
跨領域藝術
授課講師∣ 林羽婕
講座時間∣ 107/07/03 16:00-17:0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kdOhloh17xBfcUdk2

故事創造圖像
授課講師∣ 黑色水母
講座時間∣ 107/07/07 10:00-11:3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7BFEiWbFzYdzZI032

美感教科書
授課講師∣ 美感細胞
講座時間∣ 107/07/29 14:00-15:3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VB1WvTbUKF2EC0K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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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圖騰文化分享
授課講師∣李建呈
講座時間∣ 107/08/11 10:00-11:30
參與對象∣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6BsNuqOscZHhGBuF2

藝術策展與社區合作─
以臺北當代藝術館皆大歡囍專案為例
授課講師∣ 許翼翔
講座時間∣ 107/08/19 14:00-15:3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pyCqU0LBsidnV3v12

其實你看得懂的
授課講師∣ 張博洋
講座時間∣ 107/09/02 14:00-15:3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lkd7mrH2m7OCquMj2

Insist on your own nothing matter more
授課講師∣ 劉經瑋
講座時間∣ 107/09/08 14:00-15:30
參與對象∣ 中小學教師、一般民眾
招收人數∣ 30 人（備取 10 人，遞補者另行通知）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6nRoNSwRp7VgnuG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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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獨具繪眼—低視力兒童
繪畫教育成果展
Unique Drawings by Seven? Lowvision Children

06.2107.15

四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
視覺與設計心理
TEL 0919-149-037

弱視 低視力是視覺障礙的一種，弱視兒童雖然
視力有所限制，但能自發性繪畫表現其內在世
界；並透過不斷觀察和嘗試的過程培養想像力、
推理、與組織能力。本展不但包含 7 位弱視兒
童的繪畫成果，也分享繪畫教育的實務經驗與建
議。
聚 弱視之類型複雜，弱視兒童所需要的繪畫教育策
焦
賞 略與明眼者差異甚大，各種類之間也不盡相同；
析 自然造成獨特的繪畫表現特徵。
Amblyopia / low vision is a kind of vision disabilit y.
Children with low vision may have limitation in vision,
but their paintings reflect their inner world; their abilities
to imagine, reason and organize are cultivated through
constant observation and tries.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paintings by 7 low-vision children and experience-sharing
and advice regarding painting education for this type of
kid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at the exhibition.

Focus

獨具繪眼－低視力兒童繪畫教育成果展海報
（局部）

Types of Amblyopia are rather complicated. The painting
education that low-vision children nee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ldren with normal vision; furthermore, the education varies
for children of different types of low-vision. Because of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ir unique expression in their paintings.

活動地點：研習教室
參與對象：國小學生親子組
（須由家長陪同上課）

週六 14:00-16:00
活動 7/14《太空船觀景窗》
時間
8/11《花草創藝手作》
參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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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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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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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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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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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3 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2018 年海硯會∼上
海・台北雙城主題
展》—『時變通久』
“Varying over Time, Enduring
over Time”-“The 2018 SeaYan Council – Shanghai -Taipei
Exhibition”

07.1808.12

三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海硯會∣ TEL 0922-422-499

束雲作筆，以海為硯，心闊眼開，藝界遨遊。海硯
諸友才氣勃發，活力十足，更能在各自的專長揮灑
而不間斷，
「和而不同」是非常難得的。今年海硯會
以《時變通久》為主題，將於上海－台北雙城舉行
展覽，並結合相關活動。
聚 束雲作筆，以海為硯。今年海硯會以《時變通
焦
賞 久》為主題，將於上海－台北雙城舉行展覽，並
析 結合相關活動。
Clouds as brushes, the sea as ink stones, hearts unchained
and eyes wide open in order to travel freely in the world of art.
Associates of Sea-Yan Council are very talented and energetic
and they have always kept on creating what they are good
at; “harmony despite difference” is hard to come by. “Varying
over time, Enduring over Time” is the theme of their annual
exhibition and the exhibi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in both Shanghai and Taipei.

Focus

Clouds as brushes and the sea as ink stones; this year, SeaYan has chosen “Varying over Time, Enduring over Time” as
the theme for its annual exhibition; the exhibi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in both Shanghai and Taipei.

《2018 年海硯會～上海・台北雙城主題展》
—『時變通久』海報（局部）

志工說故事
活動時間∣週日10:00-11:00
活動地點∣創藝島 自由入座
參與對象∣需親子或師生共同參與

07/01《圖書館女超人》
07/08《不走運的勇士》
07/15《會飛的禮物》
07/22《彩虹魚和大藍鯨》
07/29《市場街最後一站》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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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時間
補助對象

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截止
（辦理 9 月至次年 2 月的活動）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
（二）國立及私立各級學校
（三）本部所屬之社會教育機構
（四）立案之非營利性質法人、團體

線上申請網址

http://1872.arte.gov.tw/application_default.aspx
（藝拍即合 - 找補助）

報名網址∣ https://web.arte.gov.tw/lyrics/
input00.aspx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12

玩美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
第81期招生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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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7 月 31 日 上 午 9:00 至 8
月 2 日下午 16:00（額滿為止）
。
上課期程∣ 107 年 8 月 27 日 至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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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兒童戲劇夏令營

《光與影的故事書》

第 1 梯次
時間：107 年 7 月 23 日～ 7 月 27 日（週一～週五）09:30-16：30
對象：國小 3、4 年級學生 30 人，額滿為止

第 2 梯次
時間：107 年 7 月 31 日～ 8 月 4 日（週二～週六）09:30-16：30
對象：國小 5、6 年級學生 30 人，額滿為止
相關報名資訊詳見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afs22OCdvv5u1HlJ3
洽詢電話：偶偶偶劇團，電話：(02)2733-2020 教學組許小姐
( 上班時間：週一～週五，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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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藝術類比賽資訊
盡在『行動藝學園』APP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特別為參賽的學生、師長及父母們使
用方便，建置『學生藝競館』APP，透過手機查詢六大競
賽各項最新消息、成績、賽程、比賽場地及相關資訊下載
等，歡迎您下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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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臺北市南海路 43 號
電話：(02)2311-0574 分機 110
傳真：(02)2375-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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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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導覽

歷史漫步

藝教館

預約導覽
週二∼週五 上午場、下午場
預約電話
(02)2311-0574 分機110
10人（含）以上團體，請於7天前預約
預約申請表，請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
單一窗口，下載填送申請

一 起 來 玩 吧 ！

10:00-17:00（週一休館）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02)2311-0574

3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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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要
1. 消費資訊，要充實
2. 消費行為，要合理
3. 消費受害，要申訴

4.1950專線，要牢記
5. 消保活動，要參與
6. 爭取權益，要團結
7. 綠色消費，要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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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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車站
捷運
小南門站

國立歷史
博物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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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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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路
臺北市立
建國高級中學

羅斯福路

3號出口

開放時間 Hours

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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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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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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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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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1.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2)
2. Xiaonamen (Exit at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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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施印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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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