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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Event

地點
Venue

時  間
Time

活動名稱
Title

展演單位
The Presenter

參加方式
Entry Method

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
ctivities

第
1.

2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 II

107/11/01 （四） 
 

107/11/11 （日） 

追藝似水年華—行醫・記述
In Search of Lost Art ─ A 
Physician Artists Group

台北醫學院 561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561
TEL 0928-901-890



第
1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

107/11/14 （三）
 

107/11/21 （三）

107 年「迴藝偏鄉—駐點
成果展」
2018 “Art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 The Wrap-Up 
Presentation”

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
藝術教育工作隊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iate Youth 
Remote-Area Art 
Education Work Team
TEL (02)2272-2181 
#2434



第
2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

107/11/13 （二） 
 

107/11/21 （三） 

臺灣銀行藝術祭—繪畫攝
影雙聯展
Arts Festival Bank of Taiwan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Bank Of Taiwan
TEL (02)2349-3954



第
1.

2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 II

107/11/24 （六） 
 

107/12/19 （三） 

文山 20—師生美術大展
Wenshan 20 – A Group 
Exhibition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Wenshan Community 
College
TEL 0916-833-084



第
3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I

107/10/24 （三） 
 

107/11/13 （二） 

形象藝術創作展—邱俊雄 
陳俞文
Keisho Art Exhibition by 
C.Chiou & Y.Chen

陳俞文
Chen Yu-Wen
邱俊雄
Qiu Jun-Xiong
TEL 0912-811-823



107/11/16 （五） 
 

107/12/09 （日） 

《布約而同》臺灣拼布網 師
生聯展
Quilting Reunion

臺灣拼布網 / 揆特有
限公司
Quiltwork Co., Ltd.
TEL 0936-904-522



美
學
空
間

A
esthetic Space

107/07/03 （二） 
 

107/06/26 （三） 

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
術展
South Wind Rises: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41



O C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本館協辦、合辦活動 CO-ORGANIZER

	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Free Admission

※ 入場須知 1. 展覽時間 09:00 ～ 17:00，週一休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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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line

1. Exhibition hours 09:00~17:00, Tuesday to Sunday. 
2.  If the typhoon warning issued, please refer to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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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活動總表
2018/11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表列活動如因故更動時，本館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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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追藝似水年華—行醫 ‧ 記述』策展概念來自法國

作家馬塞爾 ‧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參與此

展覽者皆為台北醫學大學第 9 屆醫學生，他們將畢

生歲月奉獻於醫療，然在這似水年華的歲月裡，他

們除行醫之外持續行進著另一專業 ― 藝術創作。因

此本次展覽在空間將營造各具特色之展場氛圍，期

待觀眾透過觀賞而展開自我心靈的時間與土地空間

的對話。

聚
焦
賞
析

作品呈現將以跨媒材、領域為主。希冀運用不同

形式的藝術作品，展現醫學與藝術結合實踐的可

能性。

The idea for “In Search of Lost Art – A Physician Artists Group” 
comes from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by the French 
writer Marcel Proust; artists that took part in this exhibition 
are medical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9th year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lthough they hav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medical work, during these years, they have been doing 
another profession – creating art. Thus, various style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exhibition space for this group exhibition; 
the artists hope that audience will embark upon a journey of 
engag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selves as well as with the 
land and space through appreciating these paintings.

Focus

The exhibited art works are mostly mixed-media and cross-field art 
pieces; the artists hope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ies of practicing 
medical works and art together through art works of various forms.

107 年「迴藝偏鄉—駐點成果展」將呈現歷年駐點

學校學童的藝術學習成果，以及隊員與學童教學互

動過程的影像紀錄，與各界分享偏鄉學童的藝術天

賦和大專生的熱誠服務。工作隊希望能為偏鄉藝術

與美感教育投入更多資源與心力，希望大家共襄盛

舉並給予支持。

The 2018 “Art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 The Wrap-Up 
Presentation” will bring the audience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art to children in remote areas throughout these years and the 
video clips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ur team members 
and students, sharing the art talents in students from remote 
areas and the enthusiasm of our college team members with 
the audience. The art education team hopes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and efforts in teaching art and aesthetics to kids in 
remote area. Everyone i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and support. 

追藝似水年華—行
醫・記述
In Search of Lost Art ― A 
Physician Artists Group

11.01-
11.11

第 1.2 展覽室
四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台北醫學院 561

 TEL 0928-901-890

107年「迴藝偏鄉—
駐點成果展」
2018 “Art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 The Wrap-Up 
Presentation＂

11.14-
11.21

第 1 展覽室
三 -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術教

育工作隊

 TEL (02)2272-2181#2434

楊健志《一花一世界》

3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2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 II



臺灣銀行成立迄今，跨越 3 個世紀，一路走來見證臺灣

經濟紮根、成長與茁壯，與臺灣這片土地密不可分。臺

灣銀行長期推廣「生活美學」，並促成「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的實踐；希望能藉由這次的展覽，  使本次

得獎藝術家之畫作讓更多民眾欣賞。

聚
焦
賞
析

本次展覽為繪畫 ( 油畫、水彩、壓克力彩 ) 攝影雙聯

展，在繪畫方面係以國內 20~40 歲新銳青年藝術家

所創作之藝術作品為主，攝影作品主題則以國內各式

特色建築為主。

It has been more than 3 centur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k of 
Taiwan.  Bank of Taiwan has witnessed our economics getting started, 
growing up, then getting prosperous and it ha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aiwa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Bank of Taiwan has been promoting 
“Aesthetics in Daily Life” and helped facilitate the practice of “making 
art a part of life and making life a part of art”; hopefully, with this 
exhibition, paintings of this year’s winners will be enjoyed and 
appreciated by more people.

Focus
This is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oil colour paintings, watercolour paintings, 
acrylics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s; most of the exhibited paintings 
are created by the emerging young artists aged 20-40; as for exhibited 
photographs, subjects are various featured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臺灣銀行藝術祭—
繪畫攝影雙聯展
Arts Festival Bank of Taiwan

11.13-
11.21

第 2 展覽室
二 -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349-3954

文山 20—師生美術
大展
Wenshan 20 – A Group 
Exhibition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11.24-
12.19

第 1.2 展覽室
六 -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TEL 0916-833-084

呂振揚《台北仲夏 1800》

社區大學成人美學不只承載創作藝能的學習與分享，在

美好的學習氛圍中，學員的生命經驗，延展著屬於歲月

的幽微與深邃。除了滿足創作的樂趣，我們期望，在時

光的移動中，能夠敬謹地凝視著自我與世界的幻化與美

麗、微細與壯闊，相互開啟學習的寬度與亮度。

聚
焦
賞
析

文山社區大學 20 歲了，本次展覽邀集了本校資深師

生以及自 95 年至今文山美術獎得獎者一同參展，展

出作品含括西畫、書畫、攝影、雕塑工藝類別，展現

社區大學成人學習之美。

Aesthetics for adults available at community colleges not only provides 
the space for learning and sharing art creation but also allows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to extend its subtleness and depth as time 
evolves in such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satisfying the desires to create ar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pe 
to stare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beautiful, subtleness and magnificence of such transformation 
with respect as time moves forward, and ultimately expand the width 
and length for learning.

Focus

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for Wenshan Community Colleague; 
this group exhibition includes paintings by the seni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colleague as well as winners of Wenshan Arts Award 
since 2006; exhibited works include western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photographs, sculptures…demonstrating the beautiful of 
learning for adults in our community colleague.

4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第 1.2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 II



長期接受素描與感性訓練，畫出所見、所聞、所

思、所要、內在的感情與感動，及對萬物感恩，每

張畫都有個故事。我們的畫風自由，創作主題來自

生活周遭，因藝術即生活與修行。在此信念下，筆

隨共感覺走、不斷地成長，讓我們的畫會說畫、有

生命力、與觀賞者對話。

聚
焦
賞
析

注重基本功素描與感性訓練，展出的作品，有具

象、有抽象，不限媒材，每張畫都有個故事。我

們的畫風自由，希望畫會說畫、有生命力。

After receiving extensive training for drawing and feeling more 
sensitive to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 us, we are able to draw 
what we see, hear, think, and want as well as our internal 
feelings, what touches us and our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 
around us.  Each painting has its own story. Our style is free-
spirited and we draw from things around us. For us, art is 
about life and practice.  With this faith in mind, we draw as 
we feel and we keep on improving ourselves so that our works 
would speak for themselves, have life of their own and may 
even speak to the viewers.

Focus

We’ve always valued training to enhance drawing skills and feel 
more sensitive to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 us; the paintings 
included in this exhibition are of representational and abstract 
style without limitations to materials used. Each painting has 
a story of its own.  Our style is free-spirited and we hope to 
breathe life into our paintings so that they may even speak to 
the viewers.

形象藝術創作展—
邱俊雄 陳俞文
Keisho Art Exhibition by C.Chiou 
& Y.Chen

10.24-
11.13

第 3 展覽室
三 - 二∣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者｜陳俞文、邱俊雄

 TEL 0912-811-823

邱俊雄《失憶的蘭田》

5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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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說故事

11/04《大象的長鼻子》

11/11《阿里巴巴40大盜》

11/18《爺爺的肉丸子湯》

11/25《那一年，我沒有上學》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第 3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臺灣拼布在 2004 年成立，一直都在拼布藝術上努

力耕耘，我們非常幸運的有很多的學員鼎力支持，

才能在這一段不長不短的路一走近 15 年，辦展是

為了謝謝我們辛苦的夥伴、老師及持續支持我們的

學員，感謝大家這一路來的支持與努力！而展覽也

是一個目標才能讓大家繼續努力創作，更希望透過

拼布展覽讓更多人看見拼布之美！

聚
焦
賞
析

這是一場顏色與拼布工藝的饗宴，風格多元，創

作技法創新。將展示臺灣拼布網師生的拼布創作

之美，舉凡傳統拼布、普普風、抽象、寫實風格

兼而有之。

Quilt Taiwan was founded in 2004 and has been dedicated 
to quilting since then.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he full 
support from our students;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we are 
able to operate smoothly for the past 15 years.  Organizing this 
exhibition is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our staf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at have always been by our side; we want to thank 
them all for their support and hard work! Holding exhibitions 
has always served as the motivation to keep us working harder 
and never ceasing to improve our skills so that more people 
will get to see the beauty of quilting.

Focus

This is a feast of colors and the craftsmanship of quilting 
with multiple styles and innovative quilting skills.  With this 
exhibition, quilt works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Quilt Taiwan 
will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quilts: quilts of traditional, pop, 
abstract and realism styles to the audience.

《布約而同》臺灣拼
布網 師生聯展
Quilting Reunion

11.16-
12.09

第 3 展覽室
五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臺灣拼布網 / 揆特有限公司

 TEL 0936-904-522

賴淑君《克卜勒》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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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4:00-16:00

11/10《聖誕布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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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時間

6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第 3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本館年度主題展之「福爾摩沙」展區，結合互動多媒體

與當代藝術遊戲裝置等，藉由 6 位臺灣新銳藝術家接力

創作而展現新世代之美學力量，諸如綠點子的多媒體的

互動裝置作品《植物叢林》、李文政的當代藝術遊戲裝

置《賺大錢》、知名設計師劉經瑋的《包包流浪記》等。

本次展出藝術家 Flora《餐桌上的筆記本》系列作品，

Flora 喜歡以身邊經常接觸的主題為靈感，本次展覽把

食物及食譜做為創作元素，運用水彩將食譜的記憶繪製

下來，轉化為一幅幅可以觀賞的食譜紀錄。食物的色彩

線條，如此趣味橫生，尤其是以陶瓷彩繪顏料，繪製在

餐盤上，讓藝術也能與日常生活結合，愉快的體驗每個

生活點滴。

The “Formosa” area of our annual themed exhibition is an exhibition 
of artworks that combined interactive media, contemporary art 
incorporated with game installation and art pieces by 6 Taiwanese rising 
artists, such as “The Plant Jungle” – a green multi-media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Making Big Money” – a contemporary artwork incorporated 
with game installation by Li Wen-Zheng and “The Drifting Journey of 
Bags” by the famous designer Liu Jing-Wei. 

Works from “Notebooks on the Dining Table” series by artist Flora will 
also be displayed in this exhibition.  Flora likes to take inspiration from 
subjects around her.  Food and receipts are the main elements for this 
series and water-color paints are used to paint recipes in her memories.  
The colours and lines of the food are so interestingly drawn; especially 
the ceramic paints used to paint on the dining utensils - it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combing art with daily life that allows us to experience every 
bit and piece of life pleasantly. 

South Wind Rises: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07.03-
2019

06.26
美學空間
二 - 三∣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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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術展
Flora《一鍋到底 起司培根貽貝義大利麵》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餐桌上的筆記本

授課講師∣ Wnf/FLORA

上課時間∣ 107/11/04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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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dGWfE1wMc1aKKi1

「看」的攝影―由旅行重新思考攝影對於我

授課講師∣林錚宜 / NU

上課時間∣ 10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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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BskEgFLqYY2gPB3

南風，藝境 — 亞太當代藝術展
工作坊系列活動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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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以線上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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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座談會分享

8



一本屬於孩子們獨一無二，充滿想像魔力的圖畫書。

適合3-12歲兒童閱讀之原創性作品。

邀您一起來走進這想像的繽紛與魔力。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

收藏‧想像魔書

購書資訊 請洽：國家書店(02)2518-0207、五南文化廣場(02)2368-3380

萬 里 洄 游  蠵 望 龜 來
定 價 $ 3 0 5

袋 著 祝 福
定 價 $ 2 2 0

媽 媽 的 假 髮
定 價 $ 2 7 5

聖 誕 大 冒 險
定 價 $ 2 2 0

百 變 怪 小 布
定 價 $ 3 3 0



一本屬於孩子們獨一無二，充滿想像魔力的圖畫書。

適合3-12歲兒童閱讀之原創性作品。

邀您一起來走進這想像的繽紛與魔力。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

收藏‧想像魔書

購書資訊 請洽：國家書店(02)2518-0207、五南文化廣場(02)2368-3380

萬 里 洄 游  蠵 望 龜 來
定 價 $ 3 0 5

袋 著 祝 福
定 價 $ 2 2 0

媽 媽 的 假 髮
定 價 $ 2 7 5

聖 誕 大 冒 險
定 價 $ 2 2 0

百 變 怪 小 布
定 價 $ 3 3 0

9/29-10/2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1、2展覽室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12/1-12/1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建工校區藝文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1/16-11/27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第1展覽室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09:00~17:00二 日~

09:00~17:00一 五~

09:00~12:00、13:00~17:00二 五~

09:00~17:00六 日~



說
故
事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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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組

類別

國小組分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

版畫類等六類。

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分西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

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等六類。

其餘比賽方式等相關訊息請自行上本館網站 

http://web.arte.gov.tw/nsac/rules.aspx 參閱實施要點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 236

美感方程式　等著您創造



說
故
事
時
間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聽故事

10/20 ( 六 ) 14:30-15:30

說故事人｜李婉萍老師

我是一隻犀牛
從圖畫故事看孩子的想法

10/27 ( 六 ) 14:30-15:30

說故事人｜李婉萍老師

原野 高山 探險 與 你的美麗相遇
色彩在圖畫書中的情感表達

11/3 ( 六 ) 14:30-15:30

講師｜廖力緯

從天上掉下來的三張神奇紙
圖畫書主角的性格表現

11/17 ( 六 ) 14:30-15:30

講師｜蔡瓅葳

奇幻昆蟲學校
圖畫書故事背景的想像力

來聽故事：本館瞇故事 ( 閱讀角落 )

自由入場



藝術， 學習i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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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顏色，不分黨派，行政中立在於心中的那把公正尺。

提醒您

館長與民有約

�提供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之全國六大比賽，包含決
賽要點公告、比賽報名、最新消息、成績查詢……等賽務
相關資訊。

�「學習不打烊、學習無界限」，包含視覺藝術館、表演
藝術館、音樂館等豐富的藝術領域線上課程，提供了
「最新消息」、「課程內容學習」、「會員學習紀錄」及
「演講廳」功能。

學生藝競館

網路藝學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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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史 漫 步預約
導覽 藝 教 館藝術， 學習i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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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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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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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