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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9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19 /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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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02 （二） 
 

108/09/08 （日）

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

THE ERA OF URBAN ART
The Exhibition of Style Trends 
and Art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41



第
3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I

108/07/26 （五） 
 

108/08/07 （三）

隨心所遇—邱謙評水彩個展

Paint What Your Heart Feels 
– A Watercolor Painting 
Exhibition by Chiu Chien-Ping

邱謙評

Chiu, Chien-Ping

TEL 0932-755-042



108/08/10（六） 
 

108/08/25 （日）

我們與墨的距離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and 
Inks

旱蓮書會

Hanlian Chinese Calligraphy Club

TEL 0980-317-305



108/08/28 （三） 
 

108/09/08 （日）

笑著！談著！就是要在「藝」起

Laughing! Talking! Let’s “Do 
Art” Together

Vila Villa 人文空間

The exhibitor: Vila Villa

TEL 0935-633-978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08/07/02 （二） 
 

108/12/15 （日）

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

THE ERA OF URBAN ART
The Exhibition of Style Trends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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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瞇
故
事

M
.E Story

108/08/04（日） 

– 10:00
看不見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4



108/08/11（日）

– 10:00
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108/08/18（日）

– 10:00
有一個老太太她吞了隻蒼蠅

108/08/25（日）

– 10:00
當心那條大壞魚

封面：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  彼得先生 Mr. Peter《山形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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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O C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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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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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
THE ERA OF URBAN ART 
The Exhibition of Style Trends and Art

呈現當下世代的塗鴉藝術，以及藉由跨界合作並融入「品

牌」價值的藝術創作，充分展現跨領域之潮流精神，展開

一場最「潮」的時尚教育展演。

本展依作品內涵分成「藝饗宴」、「夠青春」、「氣象萬千」

三大展區，參展藝術家有來自臺灣、日本、印尼、香港、

荷蘭、加拿大及美國等超過 31位 /組，融合了插畫、塗
鴉、繪畫、雕塑、設計、多媒體互動、時尚服裝及潮流公

仔等多元面向的當代藝術，透過當代藝術家創作，以「時

尚潮流文化」角度切入，探究時尚與藝術未來發展之可能

性，完美詮釋了藝術、設計與潮流文化的多元樣貌。

Presenting the graffiti art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and through artworks 
created via cross-field collaboration and infused with “brand” values, the 
exhibition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looking fly” spirit for cross-fields. A 
fashion educational exhibition that is so “looking fly” thus begins.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s / contents of the exhibited artworks, they ar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ections: “Art Feast”, “So Very Young” and “So 
Radiant.” The exhibition displays the many faces of modern art that includes 
illustration, graffiti, paintings, sculpture, design, multi-media interaction, 
fashion design and pop figurines created by more than 31 (individual / 
group)artists from Taiwan, Japan, Indonesia, Hong Kong, Holland, Canada 
and US etc.  Via artworks created by th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shion & trendy culture”, the exhibition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for fashion and art and perfectly 
interprets the many faces of art, design and pop culture. 

第 1、2展覽室

108  108

07.02 - 09.08
二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美學空間

108  108

07.02 - 12.15
二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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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 II

美
學
空
間  A

esthetic Space

愛倫公主 Ellen《玩樂想像》

2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我們與墨的距離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and Inks 

旱蓮書會，由全省美展免審作家吳三賢老師領軍，加上各

有專擅的會員所組成；平時每兩月定期聚會，探究書史、

研討書跡、觀摩書藝，汲古生新，積極精進。此次展出，

書會會員將以自己所擅長之書體創作，望與同好互相交

流，歡迎各界蒞臨指導。

聚
焦
賞
析

本展以書法為主，書會會員各有所擅，展覽書體豐富，各具

面貌，望與同好互相交流。

The Hanlian Chinese Calligraphy Club is composed of artists each of whom 
specializes in a different style and is current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Wu 
San-Xian, an artist who has earned permanent exemption from censorship 
in the Taiwan Provincial Fine Arts Exhibition. The members hold a gathering 
every two months to discuss Chinese calligraphy, take a close look at different 
styles, and observe other Chinese calligraphy pieces to learn from people 
before them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ir techniques. This is a group exhibition 
that includes Chinese calligraphy pieces done by its members in styles in 
which they excel.  The artists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Chinese calligraphy lovers 
to come and share their ideas and thoughts with everybody. 

Focus

The exhibition displays mainly Chinese calligraphy pieces created by the 
club members in the styles at which they excel.  The exhibited pieces 
are diverse in style and the artists would like to share their works with 
other Chinese calligraphy lovers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108  108

08.10 - 08.25
六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旱蓮書會

  TEL 0980-317-305

吳三賢《陋室銘》

第
3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I

隨心所遇—邱謙評水彩個展
Paint What Your Heart Feels – A Watercolor Painting Exhibition 
by Chiu Chien-Ping 

本展在內容上，是以國內外風景、動植物等系列為創作主

軸，表現媒材是以水彩為主，作品特別強調水彩的通透、

暈染、以及乾溼效果的互現，並在繪畫性為主寫實性次之

的概念下進行創作。

聚
焦
賞
析

隨心所遇—意即，隨著心，畫出所見所聞所感受。也就是將

自身內化後的生活記憶，轉換成出其不意的美感。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exhibited works are foreign/domestic sceneries 
and animals & plants created with the medium watercolor paints.  Emphasis 
is placed on transparency and washes of watercolor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created by techniques of dry on wet & wet on dry in all exhibited paintings. 
Meanwhile, all paintings are created with a core idea : painterly comes first 
and supplemented realism style. 

Focus

Paint what you see and feel means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paint how you 
feel about what you see. In other words, it is to transform your life memories 
which have been internalized to something that is surprisingly beautiful.

108  108

07.26 - 08.07
五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者∣   邱謙評

  TEL 0932-755-042

邱謙評《陽明煙雨》

3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3
展
覽
室  Exhibition R

oom
 III

笑著！談著！就是要在「藝」起
Laughing! Talking! Let’s “Do Art” Together

藝術是表徵性，我們用心去捕捉，生活中處處皆題材。哪

怕是一面淨海，一簇繁花、一隻蝶，只要心中有感動，就

是美。一群畫畫的好友們，用心去生活，用畫筆揮灑出另

一個自己，為自我的學習生涯開創出另一片浪漫新境界。

聚
焦
賞
析

本展作品以油彩、水彩和複合媒材三方面呈現，畫者們透過

圖畫傳達出～愛。笑談間，愛就在畫裡了。

Art is representational.  If we feel things around us with our hearts, we find 
subjects for art everywhere in our lives.  Be it the vast sea, a meadow of 
flowers or a butterfly, as long as we feel touched, it is “beautiful”: A group of 
good friends that all love painting live from their hearts.  They not only paint 
their other “self” with their paint brushes but also create a new romantic 
world.

Focus

The exhibited works include oil paintings, watercolor paintings, and 
artworks created with mixed media.  The artists express “love” through 
their works.  While they are laughing and talking, love is already in 
their paintings.

108  108

08.28 - 09.08
三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Vila Villa 人文空間

  TEL 0935-633-978

李珍女《爭妍》



 分享會

優雅而無所畏懼 

演 講 者∣ 吳日云

上課日期∣ 108/08/11  14:00-15:30

參與對象∣凡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招收人數∣ 正取 3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kkkpK

可以吃的藝術體驗？食物藝術創作分享 

演 講 者∣陳思安

上課日期∣ 108/08/18  15:30-17:00

參與對象∣凡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招收人數∣ 正取 3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8zzLj 

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
系列活動

報名方式∣  於 108/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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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 本館第 3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3號 )

洽詢專線∣ (02)2311-5074分機 241

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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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長頸鹿找朋友 

授課講師∣彼得先生

上課日期∣ 108/08/03  14:00-15:30 

參與對象∣ 國小一年級∼國中三年級、 
一般大眾（親子適合）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Wyj6y

Hyper Fantacy （超幻彩）塗鴉教學 

授課講師∣阿諾

上課日期∣ 108/08/04  14:00-15:30

參與對象∣國小五年級∼高中三年級、一般大眾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NnzWn

妖怪麵包

授課講師∣夢工廠模型公仔

上課日期∣ 108/08/10  14:00-15:30

參與對象∣國小一年級∼高中三年級、一般大眾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qX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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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筆水果描繪 

授課講師∣陳雙雙

上課日期∣ 108/08/17  14:00-15:30

參與對象∣國小五年級∼高中三年級、一般大眾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bx47M

星球製造所：星球料理 

授課講師∣陳思安

上課日期∣ 108/08/18  13:30-15:00 

參與對象∣ 國小一年級∼高中三年級、 
一般大眾（親子適合）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a5DQ

泥人—擬人（創造自己心中的地球）

授課講師∣恩佐

上課日期∣ 108/08/24  10:00-11:30 

參與對象∣ 12歲以上。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MO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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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袋」著走—剪紙創作 

授課講師∣鐘雲珍

上課日期∣ 108/08/24  13:30-15:00

參與對象∣ 建議八歲以上報名， 
八歲以下建議由家長陪同參加。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qXDrq 

一朵毛球吊飾 

授課講師∣阿資

上課日期∣ 108/08/31  10:00-12:00 

參與對象∣國小一年級∼高中三年級、一般大眾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WWd1k

原子筆動物描繪 

授課講師∣陳雙雙

上課日期∣ 108/08/31  13:30-15:00 

參與對象∣國小一年級∼高中三年級、一般大眾

招收人數∣ 正取 20名，備取 5名 
（遞補者另行通知），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名 150元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d8z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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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說故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Play Art
活動
時間

世界兒童畫展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s Exhibition

活動時間∣週日 10:00-11:00

活動地點∣本館瞇故事 自由入座

參與對象∣需親子或師生共同參與

08/04《看不見》

08/11《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08/18《有一個老太太她吞了隻蒼蠅》

08/25《當心那條大壞魚》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02)2311-0574

一

起

來

玩

吧

！

10:00-17:00（週一休館）



志工說故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Play Art
活動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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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兒童畫展
World School Children’s Paintings Exhibition

歷屆作品欣賞

活動地點：研習教室

參與對象： 國小親子組   
（須由家長陪同上課）

週六 14:00-16:00
08/25《吉祥中國結製作》 
09/21《雲朵燈》 

http://ed.arte.gov.tw/ChildAr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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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排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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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與民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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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募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8月 31日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1.書面報名： 請至本館書院志工服務臺索取志工召募報名表， 
填寫書面報名表後交予志工服務臺人員， 
（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2.以 E-mail報名： 或至本館官網＼最新訊息＼志工召募 下載報名表， 
繕打報名表電子檔後（含大頭貼），以 E-Mail主旨 
註明「報名 2019藝教館志工 -姓名」， 
寄至msd.lan@linux.arte.gov.tw

召募訊息：https://www.arte.gov.tw/abo_newslist.asp

聯絡電話：(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

志工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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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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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rvation for 
group Guided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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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專線 Phone Number
 TEL： (02)2311-0574轉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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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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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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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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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5. No. 1＊,  204＊, 630＊, 242, 624, 907,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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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