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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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第
1.2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I.II

109/12/22 
（二）

110/02/17 
（三）

第 69 屆全國學生美展
The 69th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154



110/02/26 
（五）

110/03/02  
（二）

新北市藝文協會 
新春聯展～南海藝遊～
New Taipei City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 
Arts for New Year, Joint 
Exhibition

新北市藝文協會
New Taipei City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TEL 0928-221-143



第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III

110/01/23 
（六）

110/03/09 
（二）

世界藝遊— 
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展
Worldwide Art Tours-
The 46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EL  (02)2311-0574#235



展演活動總表02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A 申請展活動  ACTIVITIES FROM EXHIBITION APPLICATIONO 本館主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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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Free Admission ｜ 
  售票 Ticketing ｜   索票入場 Free Ticket ｜  兩廳院售票 ，TEL (02)3393-9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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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封面：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謝岦璇《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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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0/02/03 
（三）

110/02/21 
（日）

2020《關懷失智照護．
你我憶起做》繪畫徵選
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
“Helping with Dementia 
Care, Show our Concern 
for Them” Award-winning 
Works Domestic Travelling 
Exhibition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
灣省分會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China, 
Taiwan Province Chapter
TEL (02)2363-2365



110/02/24 
（三）

110/03/07 
（日）

「沐光」繪畫創作聯展
“Atelier Lumière” Art 
Group Exhibition

沐光畫室
Atelier Lumière
TEL (02)2556-0006



演
藝
活
動

Perform
ance Activitie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10/02/06 
（六）
14:00

彩蝶情翩 - 
梁山伯與祝英台  
福星黃梅調研習班成果
展
The Butterfly Lovers -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Presentation of Fuxing 
Huangmei Tone Workshop

台北崑劇團
Taipei Kunqu Opera 
Troupe
TEL  0910-020-923

 
索票入場

2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69屆全國學生美展
The 69th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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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為第 69 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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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得獎作品。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capacity for art creation, to cultivate citizens’ 
ability to appreciate and to put into effect school art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organized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The 
69th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s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elementary school section - painting,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 comics, 
ink painting and print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cluding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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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109  110

12.22 -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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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陳明熹　《春天無語》

3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3



4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新北市藝文協會新春聯展～南海藝遊～
New Taipei City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 
Arts for New Year, Joint Exhibition

新北市藝文協會參展藝術家來自各行各業的退休人士，有老

師、教官和家庭主婦及社會人士等，因「美術」而連接的緣

分，彼此互相交流，觀摩切磋。參展作品風格多元，涵蓋書

法、彩墨畫、油畫、水彩畫、蠟筆畫等。

聚
焦
賞
析

「2021 新北市藝文協會新春聯展 ~ 南海藝遊 ~」象徵會

員的樂活人生，近距離感受一場會呼吸，且充滿生命力

的筆墨饗宴，為生活增添藝術風情。

The ar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hibition are retire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teachers, military instructors, housewives, and other occupations. 
Due to the connection to “art,” they exchange idea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are a mixture of multiple styles, including 
calligraphy, color ink painting, oil painting, watercolor painting, crayon 
painting, and so on. 

Focus

“Nanhai Art Tours - Arts for New Year, Joint Exhibition, by New Taipei 
City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not only manifests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of members, but also provides an art feast with 
vitality at a close distance,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art.

110  110

02.26 - 03.02
五 - 二∣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新北市藝文協會

TEL 0928221143

楊月明，《富貴圓滿》

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租借檔期

洽詢電話

110年度展覽場地
零星檔期租借

第1、2展覽廳3/4-3/10、3/19-3/22、5/28-6/9、12/2-12/9

第3展覽廳：7/28-8/16、10/1-12/31

美學空間：6/22-7/8

第1、2展覽廳 (02)2311-0574分機232 李先生

第3展覽廳、美學空間 (02)2311-0574分機235 黃小姐



參選資格

教師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私立各級學校

專任、兼任及退休教師，並領有教

師證書或立案學校之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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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組：

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

古典詩詞、童話。

 

學生組：

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

古典詩詞。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後，以掛號郵寄紙本。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251 胡小姐

本獎項徵件自110年3月2日起至110年4月13日止

相關訊息將公告於官網（https://www.arte.gov.tw/）

敬請密切留意！

110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徵件預告

教育部

租借檔期

洽詢電話

110年度展覽場地
零星檔期租借

第1、2展覽廳3/4-3/10、3/19-3/22、5/28-6/9、12/2-12/9

第3展覽廳：7/28-8/16、10/1-12/31

美學空間：6/22-7/8

第1、2展覽廳 (02)2311-0574分機232 李先生

第3展覽廳、美學空間 (02)2311-0574分機235 黃小姐



第 3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110  110

01.23 - 03.09
六 - 二∣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TEL (02)2311-0574 分機 235

世界藝遊—第 46屆世界兒童畫展
World Art Tour—The 46th World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本展來自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海內外兒童的精彩作品，畫作

由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捐贈，除了展出臺灣國內特優

作品外，也展出國外榮獲金、銀、銅牌獎的優秀作品，透過

兒童的畫筆悠遊在世界各國的觀光特色、風情民俗以及臺灣

在地文化中，表現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留下孩童記憶

中最美的風景。

Originally displayed in the 46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the 
excellent works of children are dona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Republic of China. Besides the works receiving awards for 
high distinction in Taiwan, it also displays excellent works that won gold 
medals, silver medals and bronze medal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children’s paint brushes, viewers can enjoy scenes and folk cultur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local culture of Taiwan, and experience 
everything in the life. These paintings demonstrate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ldren’s mind.

蔣茜羽，《王船要遶境出巡了》

2021

徵 選

2020/11/25   上午10:39

收件時間｜
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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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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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採線上報名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233 李小姐

教育部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2021

徵 選

2020/11/25   上午10:39

收件時間｜
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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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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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採線上報名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233 李小姐

教育部



2020 
《關懷失智照護．你我憶起做》 
繪畫徵選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
“Helping with Dementia Care, Show our Concern for Them” 
Award-winning Works Domestic Travelling Exhibition

失智症是疾病而非老化，不只記憶力減退，亦可能出現個性改

變，嚴重時更影響人際關係與工作能力。希望啟發長者及學生

了解有關失智症的預防及延緩惡化，進而描繪照顧失智者的溫

馨景象。並將徵選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覽。

Dementia is a disease, not a part of normal aging. It is a syndrome in 
which there is deterioration in memory, and it may also cause changes in 
personality. The exhibition aims to draw both elders and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of dementia and of the disease deterioration by depicting 
the caring, warming scenes of tak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dementia.

110  110

02.03 - 02.21
三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

TEL (02)2363-2365

林宜潔，《記憶中的模樣》

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9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沐光」繪畫創作聯展
“Atelier Lumière” Joint Painting Exhibition

沐光，是由張正成老師指導 群熱愛繪畫藝 術同好所組成的團

體，成員從兒童到成 ，涵蓋 各個年齡層，旨在推廣繪畫創作，

並透過繪畫將 美感傳遞於個 、家庭乃 社區，藉由創作者們 不
同風格的精彩作品來發揮動量。

聚
焦
賞
析

本展作品以油畫、粉彩、 鉛筆、 彩、蠟筆、鉛筆 等多

元的媒材來勾勒出畫者們的創作心得，期待與觀眾一同

分享。

“Atelier Lumière” is a group of art lovers, including different age groups, from 
children to adults, and is instructed by Mr. Chang, Cheng-Cheng ( 張正成 ). The 
group aims to convey aesthetics through paintings to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creators transmit the aesthetic power to the viewers through 
their different styles of painting.

Focus

The works in this exhibition use oil paintings, pastels, colored pencils, 
crayon, crayons, pencils and other diverse media to outline the artist's 
creative skills, and I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it with the audience.

110  110

02.24 - 03.07
三 - 日∣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沐光畫室

TEL (02)2556-0006

張正成，《頹傾》





110

02.06 
週六 ∣ 14:00-16:30

 索票入場

主辦單位：台北崑劇團

TEL  0910020923 王小姐

彩蝶情翩 -梁山伯與祝英台  
福星黃梅調研習班成果展
The Butterfly Lovers -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Presentation 
of Fuxing Huangmei Tone Workshop

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將 50 年代風靡臺灣的黃梅調，編

排戲曲身段全本搬上舞台，清新的演者及耳熟能詳的曲調，再

次回味，全本的演出，熟悉的草橋結拜、書館、十八相送、訪

英台、樓臺會、哭墳、化蝶將一一原汁原味呈現，亦是一次華

麗的展演。

The troupe presents the adaption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in 
Huangmei tone, which was popular in Taiwan in the 1960s, on the stage. 
New performers along with familiar tones evoke the audiences’ memories 
from the past. It presents the entireness of the play, such as Bound by 
Oath on Cao Bridge, School, Hard to Say Goodbye, A visit to Yingtai, 
Balcony Scene, Crying at the Tomb and Turning into Butterfly. The opera 
presents not only the authentic version but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r

志工說故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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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 《春天來了》
02/14 《大家來養蝴蝶》
02/21 《牙牙巫婆》
02/28 《我愛泡泡》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分機 234 王小姐





逢年過節說「春」道「福」
在充滿歡欣氛圍的春節中，有件民俗又文雅的事—貼春聯，除了貼在宅第大門兩側，
也在門上或適當位置貼單字、兩字及四言的春聯，其中「春」和「福」可說是春節應
景的「關鍵字」。

「春」寫成篆為「 　　（金文）」、

「 　　（小篆）」，說文解字為「從

日艸屯聲」，屬於形聲字，屯（从

屮貫一）象草木初生，草木得以

滋生之時為春，是四季之首，自

然界開始欣欣向榮，充滿生機希

望，這是萬民所期望的。

「福」寫 成「 　」或「 　」、

「  　（金文）」，也是形聲字，

從示（象神主之形），畐聲，
畐有滿的意思，如享福、福
氣、福壽，是吉祥如意的事。

◎蔡明讚

篆體書寫上較為形象化，春字體現出草木初生、日暖風和景象，而福字左右顛倒，用通俗的解釋便是
福到了，也別具涵意和趣味，總之，漢字具有形、音、義三要素，是古代一項充滿智慧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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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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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要中立，國家安定。

提醒您



2021 HAPPY NEW YEAR
歡迎裁切張貼

福牛賀新春

逢年過節說「春」道「福」
在充滿歡欣氛圍的春節中，有件民俗又文雅的事—貼春聯，除了貼在宅第大門兩側，
也在門上或適當位置貼單字、兩字及四言的春聯，其中「春」和「福」可說是春節應
景的「關鍵字」。

「春」寫成篆為「 　　（金文）」、

「 　　（小篆）」，說文解字為「從

日艸屯聲」，屬於形聲字，屯（从

屮貫一）象草木初生，草木得以

滋生之時為春，是四季之首，自

然界開始欣欣向榮，充滿生機希

望，這是萬民所期望的。

「福」寫 成「 　」或「 　」、

「  　（金文）」，也是形聲字，

從示（象神主之形），畐聲，
畐有滿的意思，如享福、福
氣、福壽，是吉祥如意的事。

◎蔡明讚

篆體書寫上較為形象化，春字體現出草木初生、日暖風和景象，而福字左右顛倒，用通俗的解釋便是
福到了，也別具涵意和趣味，總之，漢字具有形、音、義三要素，是古代一項充滿智慧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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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2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47號　
 No 43,47, Nanhai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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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娟│責任編輯 黃書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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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