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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9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18 /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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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2018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國小低中年級組 陳聿泓、陳聿陞 《聖誕大冒險》（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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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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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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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藝
活
動

P
erform

ance A
ctivitie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2/11 （二） 
 – 14:00

2018教育部第五屆藝術教育貢
獻獎頒獎典禮
ARTS EDUCATION 
CONTRIBUTION AWARD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120



12/29 （六） 
 – 14:00

第 67屆全國學生美展頒獎典禮
The 67th Award-Giving 
Ceremony for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6



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
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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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5 （二） 
 

108/02/13 （三）

第 67屆全國學生美展
The 67th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6



第
3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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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12（三） 
 

108/01/01 （二）

筆墨之流變—白宗仁水墨創作展
Flowing & Changes of Ink 
& Brushes– A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by Bai Zong-Ren

筑墨畫會
Zhu-Mo Ink Painting 
Association
TEL 0920-608-479



美
學
空
間

A
esthetic Space

107/07/03 （二） 
 

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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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
工
說
故
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數
位
兒
童
藝
術
基
地
︵
南
海
路
創
藝
島
︶

Creative Island on N
an-hai R

oad: D
igital Art B

ase for 

Children

12/02 （日） 
 – 10:00 漁夫和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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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 （日） 
 – 10:00 威洛比先生的耶誕樹

12/16 （日） 
 – 10:00 爺爺一定有辦法

12/23 （日） 
 – 10:00 100個耶誕老公公

12/30 （日） 
 – 10:00 小房子

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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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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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7屆全國學生
美展
The 67th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12.25-
2019

02.13
第 1.2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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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並落實

學校美術教育，特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共分七大類

別，包括：國小組 -繪畫、書法、平面設計、漫畫、水
墨畫、版畫；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西畫、
書法、平面設計、漫畫、水墨畫、版畫。自國小至大專

共計 55組。

聚
焦
賞
析

展出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得獎作品。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arts creation capacity, to cultivate 
citizen'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ut the school arts education into 
effe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us organized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t is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elementary school 
section - painting,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cluding vocation school) plus 
college section-western style painting,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college, 
there are up to a total of 55 groups.

Focus

The premium works are exhibited in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prized works exhibition of Academic Year of 2018.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南海劇場

3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2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 II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南海劇場

107/12/25-108/02/13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08/02/16-108/03/06 > 中區展場（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8/03/09-108/03/20 > 北區展場（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第二、三展覽室

108/03/29-108/04/08 > 南區展場（高雄）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堂一、二館

108/04/13-108/04/27 > 澎湖展場（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中興藝廊

108/05/01-108/05/15 > 東區展場（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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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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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漁夫和魔鬼》

12/09《威洛比先生的耶誕樹》

12/16《爺爺一定有辦法》

12/23《100個耶誕老公公》

12/30《小房子》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34

第 3展覽室  

Exhibition Room III



以偶然拾得的層次感替代傳統水墨皴擦事先布局，

藉由不斷的觀照、反覆沉澱、聯想與想像，再以多

年積累的筆墨工夫以及思想深度，或偶然的一種靈

光乍現，最終，自然而然導引出一種「華奕照耀，

動人無際」的勝境。

聚
焦
賞
析

以水墨不同的技法實驗，去呈現因「流動生變」

之後所產生的質感肌理，重新梳理水墨畫在抽象

及具象意境表現的各種可能性。

Replacing the pre-planned wrinkled strokes with layered 
texture discovered randomly to; through reflecting, collecting 
thoughts, having associations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and imaging, the artist then applied his skills practiced 
and used for years and his deep thoughts, or the spur-of-
the-moment ideas to create ink paintings. Ultimately, he 
creates a world where “the ultimate beauty is cre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Focus
Displaying the quality and texture of ink paintings that “changes 
occur due to ink flowing” by experimenting various skills of 
ink paintings while comb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abstract and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ink paintings again.

筆墨之流變—白宗
仁水墨創作展
Flowing & Changes of Ink 
& Brushes– A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by Bai Zong-Ren

12.12-
2019

01.01
第 3展覽室
三 -二∣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筑墨畫會

 TEL 0920-608-479

白宗仁《飛瀑入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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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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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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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濃湯》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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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游窩插畫設計品牌分享

授課講師∣陳姵含 /自游窩

講座時間∣ 10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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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DbnnRCQnJ9g4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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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談會分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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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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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行動藝學園 
與您「     」覽視覺藝術之美藝
提供學員能不受時間、地方限制，皆能

於APP上閱讀與體驗。

讓這些課程帶您一起了解各式藝術的始

末故事與現代各式藝術的呈現方式吧。

談書法與繪畫之關係

 
美感律動-舞力全開



22

33

44

針對15~16歲之特教生所設計之音樂課程對。

了解陶瓷欣賞的方法（器形、釉色及裝飾），透過
學習創作的樂趣，樂於分享自己的想法 。

以美感教育六大構面中的「構成」為題進行基本教學，培養
生活美感能力 。

以「發現臺灣之美」主題引導學生反思自身生活
經驗與美感體驗透過圖像實作與文字書寫，與他
人分享臺灣之美。

大玩表面功夫
陳盈君老師

食在構美
張銘修老師

發現臺灣之美
邱敏芳老師

22

慢飛天使的音樂課

陳蔚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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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藝學園 
與您「     」覽視覺藝術之美藝
提供學員能不受時間、地方限制，皆能

於APP上閱讀與體驗。

讓這些課程帶您一起了解各式藝術的始

末故事與現代各式藝術的呈現方式吧。

談書法與繪畫之關係

 
美感律動-舞力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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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國家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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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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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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