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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活動總表04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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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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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09/04/18 （六）

18:30

建中口琴社校友會第二屆演奏會

The Second Music Concert by Alumni 

of CK Harmonica Club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口

琴社校友會

The Harmonica Club of 

Taipei Municipal Jianguo 

High School

TEL 0975-698-979



109/04/25 （六）
13:30

中山弦樂社第二十二屆成果發表會

The 22nd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of 

ZSSO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

中學

Taipei Municipal Zhongshan 

Girls High School

TEL 0975-716-823



109/04/26（日）
13:30

美育東門分校音樂舞蹈聯合發表會

A Joint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by Students of Dongmen Branch

臺北市立私立美育奧福音

樂短期補習班

A Joint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by Students of 

Dongmen Branch

TEL 0930-209-208



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 . 2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
oom

 I.II
109/03/28（六）

109/04/05（日）

藝言難盡 2020青年藝術家聯展

Art, It’s a Long Story-The 2020 Young 

Artists Group Exhibition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afts,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TEL 0987-951-318



第
2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
oom

 II

109/04/09（四）

 

109/04/21（二）

108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飛越海
洋、創藝臺灣」海洋美學夏令營

作品巡迴展

“Beyond the sea a & Creativity for 
Taiwan” – The 2019 Art Exhibition of 
Ocean Summer Camp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National Tait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TEL  089-321268#211、

#227



第
1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
oom

 I

109/04/10（五）

 

109/04/19（日）

中華娛樂文創產業發展協會名家邀

請展 暨 劉效琨與高惠珍【薰醉揮
瀚 器韻鑫輝】聯展

An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Famous 
Artists Brought by Chinese Entertainment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Ceramics and Tea: A 
Beautiful Encounter”- A Joint Exhibition 
by Liu Xiao-Kun and Kao Hui-Zhen

高惠珍、劉效琨

Kao Hui-Zhen, Liu Xiao-

kun

TEL 0937-819-311



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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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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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Free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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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 2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
oom

 I.II 

109/04/24 （五） 
 

109/05/02（六）

近未來

Forward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107級二年制在職專班 
2018 graduation class of 
undergraduate two-year 
system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TEL 0955-590-676



第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
oom

 III

109/04/01 （三） 
 

109/04/26（日）

藝想天開  徐紹嚴創作首展

Vital Fantasy-Jungle Hsu First Solo 

Exhibition

徐紹嚴 
HSU,SHAO-YEN

TEL 0970-980-781



109/04/29 （三） 
 

109/05/20（三）

《十三怪》奇珍藝獸─國立基隆高

中第 20屆美術班畢業畫展

“Thirteen Monsters”- Rare Objects and 

Animals- The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the 20th Graduation Art Class of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國立基隆高中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TEL (02)2458-2052#285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09/02/08 （六） 
 

109/04/07（二）

讓我們童在一起—世界兒童畫展

When We Art Together— World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51



109/04/10 （五） 
 

109/05/06（三）

生態平衡、土地永續

Ecologic Equilibrium and Land 

Sustainability

亞東技術學院工商業設

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sign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EL (02)7738-0145#3303



封面：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鍾采潔《光景伴老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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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2020

徵選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收件時間｜ 自民國 109年 3月 1日起收件至 4月 20日截止， 
採掛號或包裹郵寄收件。

徵選組別｜�分國小低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 
高中 (職 )組、大專組。

創作內容｜�適合 3-12歲兒童閱讀的原創性圖畫書，自由選擇主題。

表格下載｜��徵選簡章及相關書表，請逕至本館網站 ( http://www.
arte.gov.tw)下載與查詢。

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線上報名。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 233

徵件



2020

徵選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徵件

徵件時間 |
109年 3月 2日上午 9時起至同年 4月 13日下午 5時止

收件地點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3號）。

參選資格 |
（一）教師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專、兼任及退休教師， 

並領有教師證書或立案學校之聘書。

（二）學生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外各級學校在學學生。

徵選組別與項目 |
（一）教師組：現代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童話。

（二）學生組：現代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

報名方式 |
線上報名後以掛號郵寄送件（線上報名系統 

將於 4/13下午 5:00關閉！郵寄以郵戳為憑）。

洽詢電話 | 02-23110574分機 251

相關訊息公告於官網 http://www.arte.gov.tw/



109  

04.18 
週六∣ 18:30-21: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口琴社校友會

TEL 0975-698-979

建中口琴社校友會第二屆演奏會
The Second Music Concert by Alumni of CK Harmonica Club

建中口琴社至今已邁入第 59載，仍持續挹注人力、經費等資源，協助
建中口琴社之發展，提升高中生的音樂素養以及演奏技巧，並定期舉辦

演奏會以連繫校友感情，並期待向社會大眾推廣口琴音樂的美好。

聚
焦
賞
析

口琴以多樣的演出形式與獨特的技巧詮釋音樂，小合奏能將曲子

細膩的表現，而大合奏是模仿管弦樂團的編制，考驗著指揮與團

員們的默契，將曲子表現到盡善盡美。

Heading toward its 59th anniversary, the members of the CK Harmonica Club 
never cease cultivating themselves musically and improving their performing 
skills while holding music concerts regularly to share beautiful harmonica music 
with the public.

Focus

The exhibition includes oil paintings, watercolor paintings, computer 
graphics, and artworks of composite media. The artists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through arts as well as how they feel 
toward the environment.

中山弦樂社第二十二屆成果發表會
The 22nd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of ZSSO

中山女高弦樂社創立於民國 87年，由一群熱愛音樂的學姊們所創
立，是一個以音樂屆屆相傳的優質社團。在指揮妙紋老師和學姊們的

努力、積極帶領下屢造佳績。也從每次的表演和比賽中體悟到團隊默

契和向心力。

聚
焦
賞
析

今年適逢創社第 22年希望能藉由此次發表會展現本社 22年來的
成長及淬鍊，並讓更多人看見中弦，與我們一同享受音樂。

The string club of Zhongshan Girls High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98 by a group 
of senior students who were passionate about music and wanted to establish a 
great music club that will be passed down year after year.

Focus

This year marks its 22nd year in the school.  Through this presentation, 
the members would like to demonstrate to the audience the growth and 
improvement in the club over the past 22 years while sharing with them 
a feast of great music.

109  

04.25 
週六∣ 13:3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 
高級中學

TEL  0975-716-823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5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美育東門分校音樂舞蹈聯合發表會
A Joint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by Students of Dongmen 
Branch

藉由這次音樂會讓大家有機會展現自己，分享彼此練琴的成果，以及

舞蹈班級串場演出耶！來和大家分享才藝，一起共度美好午後時光！

聚
焦
賞
析

一年一度的美育發表會即於 109年 4月 26日 (日 )開演囉！

With this concert, children are able to present the results of their 
hard work and share what they have achieved at their piano lessons; 
furthermore, even the dance class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Focus

The annual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will be held on April 26, 2020 .

109  

04.26 
週日∣ 13:3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臺北市私立美育奧福音
樂短期補習班

TEL 0930-209-208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109  109

03.28 - 04.05
六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TEL 0987-951-318

109  109

04.10 - 04.19
五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者∣高惠珍、劉效琨

合辦單位∣ 中華娛樂文化產業
發展協會

TEL 0937-819-311

藝言難盡 2020青年藝術家聯展
Arts, It’s a Long Story – The 2020 Young Artists Group Exhibition

本次展覽由近三十名國內青年藝術家籌備兩年時間，不斷地打破固有

的表現框架，結合純藝術及設計形成多元的創作樣貌。此外特別強調

每位藝術家的風格屬性，在觀看上，更加的感受到作品的爆發力及創

作者創新的能量。

聚
焦
賞
析

本展的作品結合了油畫、水彩、電腦繪圖、複合媒材等⋯，透

過藝術表達自身感受，呈現對於大環境的感受。

Nearly 30 young Taiwanese artists spent two years preparing for this exhibition. 
They kept breaking the old stereotypes and combining pure art and design to 
create the multiple types of art you see now. In addition, the exhibition especially 
highlights the styles of each participating artist so that the audience may 
experience firsthand the power of their art as well as their energy to innovate.

Focus

The exhibition includes oil paintings, watercolor paintings, computer 
graphics, and artworks of composite media. The artists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through arts as well as how they feel 
toward the environment.

中華娛樂文創產業發展協會名家邀
請展暨 劉效琨與高惠珍【薰醉揮
瀚 器韻鑫輝】聯展
An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Famous Artists Brought by Chinese 
Entertainment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Ceramics and Tea: A Beautiful Encounter”- A Joint 
Exhibition by Liu Xiao-Kun and Kao Hui-Zhen

邀請多位書畫名師進行聯展，無論寫意、工筆，或是磅礡山水、輕靈

花鳥都各自展現出對藝術的創見與傳統水墨藝術特有的精神。開幕式

邀請茶道、花道、螺貝藝術、陶瓷老師們進行動態形式的展演。

聚
焦
賞
析

結合書畫自然表現形態，堅持創造性展演活動轉化和文化藝術

創新教育發展，透過學習、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實踐養

成。

This is a joint exhibition brought by famous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Whether it’s freehand brushwork, fine brushwork, magnificent 
landscape painting or light-spirited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each demonstrates 
the artist’s creativity and unique ideas for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organizer invites artists of tea ceremony, ikebana, spiral 
shell art, and ceramics to perform live at the scene.

Focus

By combining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the organizer insist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ve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ulture and art as well as emphasizing cultural influence and practice.

陳金海《煙雲天成》

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 II

《圓一個圓》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 II

109  109

04.24  05.02
五 -六∣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
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TEL 0955-590-676

近未來
Forward

以 Forward近未來作為展覽名稱，這次的畢展為一次成果發表，此後
同學們將向不同的未來方向前行。未來靠得我們很近，我們也朝向將

至的未來。

聚
焦
賞
析

本展覽為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107級二年制在職專班畢業展，不
同媒材的創作發表，其多元的表現形式，展現創作者靈活的創作

精神，使觀賞者對於藝術有著不一樣的認識

The exhibition is named “Forward”, indicating an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by the graduation class. After the exhibition, the students will go their 
separate ways.  The future is close at hand and we are heading toward it.

Focus

This is the graduation exhibition brought by the 2018 graduation class 
of undergraduate two-year system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By presenting artworks in multiple forms made of 
different media, the students express their creative ideas to let the 
audience get to know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art. 《園子裡有物》

8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玩藝玩 Play Art
設計你的第一張《立體文字卡》

活動時間｜109年 5月 9日（週六）下午 2:00至 4:00時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青時光

活動人數｜依報名先後順序正取國小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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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自備工具：鉛筆、原子筆、細字彩色筆、剪刀、寬 1公分左右的
雙面膠。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www.arte.gov.tw/Examine_Signup_list.asp） 
109年 4月 1日上午 9：00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 232

玩藝玩 Play Art 親子活動—《翻不完禪繞祝福》

(折紙藝術及禪繞繪畫 )



109  109

04.01 - 04.26
三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者∣徐紹嚴

TEL 0970-980-781

藝想天開 徐紹嚴創作首展
Vital Fantasy - Jungle Hsu First Solo Exhibition

此次展出的作品，有平面及立體創作。平面創作是創作者近年來獨自

旅行及生活上的紀錄，以攝影的方式傳達自然界動物的美善與創作者

的鍾情。立體創作則是創作者使用標本將生命的悲喜，以標本的形式

與各人的意念進行疊合所形成的造型。創作者將對現實世界的看法，

藉由標本及攝影方式來表現出生命的故事，甚至運用綺想與假設，投

射出反烏托邦的末日寓言。

聚
焦
賞
析

創作者以個人生命經歷為起點，藉由創作一步步地開始重新認

識自己，並與自然動物進行連結，進而產生多層與重疊的回

聲，於是將這些回聲進行詮釋。

The works on this include graphic and three-dimensional creations. Through 
specimens and photography, the creator displays life stories with his conception 
towards reality and even uses the imagination and hypotheses to project 
dystopian doomsday fables.

Focus

Beginning with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the creator step by step gets to 
know himself again through creatio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 
works and the wildlife produce multiple and overlapping echoes for him to 
interpret further.

第 3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徐紹嚴《天羅地網》

《十三怪》奇珍異獸—國立基隆高
中第 20屆美術班畢業畫展
“Thirteen Monsters”- Rare Objects and Animals- The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the 20th Graduation Art Class of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國立基隆中美術班已成立二十餘年，在老師們的細心指導下，學生們

將生活的感受與奇思異想融入作品之中，展現出屬於自我的獨特創

意，畢業展即為學生們這三年的學習成果。

聚
焦
賞
析

坐落於雞籠的秘境，裏頭住著十三種妖怪。他們肆意地施展想像

力，在不屬於人間的境地，創造出藝想不到的奇獸。

The art class of National Keelung Senior High School has been hel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anks to the thorough i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students can incorporate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fantasy 
into their works, demonstrating their unique creativity. This graduation 
exhibition is the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of their three-years of hard 
work.

Focus

In a secluded place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live thirteen 
monsters.  The students demonstrate their imagination at will and 
create amazingly artistic rare animals

109  109

04.29  05.20
三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國立基隆高中

TEL (02)2458-2052#285

郭維方 《沉靜》

9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焦點話題】用書寫，擁抱世界

現下台灣的環境裡，專職寫作在本質上可能無法成為正經的職業，

但反過來說，兼職寫作則常態得多。因此，本話題由祁立峰教授

策劃聚焦，邀請四位兼職作家的作者們，分享身為專職者的日常，

身為寫作者觀看世界之方式。

當寫作變成一種純粹的興趣，其真正的熱情就是願意犧牲一切去

代償去維繫的價值觀。三觀俱正，終於練成一個真正的、寫字的

人之形象，足供讀者走一趟文藝閱讀之旅。

《美育》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第 234 期藝同悅讀

購書資訊 http://ed.arte.gov.tw/InvitePaper/InvitePaper_order.aspx

線上投稿 http://ed.arte.gov.tw/InvitePaper/html_paper_index.aspx

購書資訊 線上投稿



109  109

02.28 - 04.07
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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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
學會

109  109

04.10 - 05.06
五 -三∣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展出單位∣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TEL (02)7738-0145#3303

讓我們童在藝起—世界兒童畫展
When We Art Together—World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讓我們童在藝起—世界兒童畫展」包含歷年曾榮獲金、銀、銅牌獎

來自全球上百個國家以及臺灣特優的作品。將劃分成六大洲別展出各

國特色畫作，畫作內容相當豐富多元，包含當地文化、風俗民情、自

然風光美景等；另有專區展出臺灣特優作品，透過兒童的天真爛漫的

筆觸呈現原住民族及傳統廟會等文化特色，歡迎大家共同欣賞與分享

各國兒童繪畫的特色與魅力。

聚
焦
賞
析

「繪畫是人生美感的基石，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養分」此展繼桃

園國際機場特展之後，讓一般觀眾就近欣賞來自世界各地最純

真的創作，透過美感的播種及建置美育環境，進而散播藝術教

育的種子，讓藝術及美感普及。

"When We Art Together–World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showcases paintings 
of gold/silver/bronze medal winners from more than 100 nations worldwide and 
great paintings created by children of Taiwan

Focus

“Painting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aesthetic in our lives; they are also the 
essential nutrients to our lives.”

生態平衡、土地永續
Ecologic Equilibrium and Land Sustainability

亞東技術學院工商業設計系在專業科目的學習外，也讓學生們從永續

發展的角度來思考：設計能為土地帶來什麼改變？展出作品有攝影、

包裝、品牌識別、產品等，表現「生態平衡、土地永續」之理念創

作，展覽主要以海報形式呈現。

聚
焦
賞
析

亞東技術學院工商業設計系師生從攝影、包裝、品牌識別、產

品等方式，進行「生態平衡、土地永續」之理念創作展。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specialized subjects,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sign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so 
get to think abou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at changes can our design bring to the earth?

Focus

“Through photography, packaging, brand identification, and products,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nt about the exhibition with the idea of “ecologic 
equilibrium and land sustainability”, presenting their results in the form of 
posters.

《城市語言》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黃于真 《到廟裡拜拜》

11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志工
說故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自即日起暫停辦理，

視疫情減緩無虞時，

隨時恢復。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

本館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疫，調整展場開放狀況：
★�暫停開放數位互動常設展場：南海路創藝島、鼓孜鼓孜湖林．藝遊記。�

正式開放時間將於網站上另行公告。

★�其餘展場正常開放。

活動洽詢：(02)�2311-0574�分機�246



預約
導覽 藝教館

Reservation for 
group Guided 

Tour 自即日起暫停辦理，

視疫情減緩無虞時，

隨時恢復。

洽詢電話 (02)2311-0574 分機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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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人民，�

增進國家利益及人民福祉。
提醒您



預約
導覽 藝教館

Reservation for 
group Guided 

Tour 自即日起暫停辦理，

視疫情減緩無虞時，

隨時恢復。

洽詢電話 (02)2311-0574 分機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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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書庭
視覺設計 四點設計有限公司│印刷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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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