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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2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Ⅰ

. Ⅱ

111/06/28（二）

111/09/25  （日）

夢境漫遊：繪本藝術展
Wandering in the Dream:  
An Exhibition of Picture Boo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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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Ⅲ

111/07/23  （六）

111/08/07（日）

中華民國第 53屆世界兒童畫展
The 53r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R. O. C. (TAIWAN)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 
教育學會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Republic of China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1/07/23（六）

111/08/07（日）

中華民國第 53屆世界兒童畫展
The 53r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R. O. C. (TAIWAN)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 
教育學會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Republic of China



111/08/11（四）

111/08/17（三）

「一鑫一藝 - 臺灣當代金工與首
飾藝術聯展」
“Dazzling Metal - Taiwan 
Contemporary Metalworking and 
Jewelry Art Exhibition”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s, FJCU



111/08/20 （六）

111/09/04（日）

2022 飛彩畫會創作展
The Fei-Tsai Painting Association: 
2022 Exhibition

飛彩畫會
Fei-Tsai Painting 
Association



演
藝
活
動

Perform
ance Activitie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11/08/14（日）
19:00 2022 SOUL LIVE VOL. 1 和太鼓奏流 Taiwan

Taiko Soul Taiwan

◈
$8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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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請展活動  ACTIVITIES FROM EXHIBITION APPLICATION

O

C

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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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入場、自由參加、自由觀賞 Free Admission｜  售票 Ticketing

◈  年代售票 ERA Ticket ｜◈  兩廳院售票 OPENTIX ｜ ◈  TixFun售票｜◈  KKTIX及全家便利商店售票｜◎  索票入場 Free Ticket 
  *逕洽展演單位索票入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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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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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
ance Activities

南
海
劇
場

N
an H

ai Theater

111/08/20（六）
14:00

這就是愛
This is love

!!!!一起來舉行音樂
會吧 !!!!
Let’s  hold a concert 
together

◎ 

111/08/21（日）
14:20｜ 18:50

知音音樂會
zmusic concer

知音創意工作室
zmusic music institute

TEL: (02)26952879

◎ 

111/08/24（三）
19:30

111/08/25（四）
19:30

111/08/26（五）
19:30

2022 YBET創團製作 -芭蕾精粹
The 2022 Ballet Gala by YBET

臺灣優勢力芭蕾舞團
Youth Ballet Ensemble 
Taiwan

◈ 
$3500
$2000
$1200
$800

111/08/27 （六）
14:30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第五屆音
樂會『疫起重聲』
“After the Pandemic” The 5th 
Concert brought by DA-An Alumni 
Concert Band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DA-An Alumni Concert 
B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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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Room I.II第 1.2展覽廳  

夢境漫遊：繪本藝術展
Wandering in the Dream: An Exhibition of Picture Book Art

繪本，或稱之為「圖畫書」（picture book），一種講究圖
像語言的說故事題材，不但是人類視覺藝術的啟蒙，也是

兒童身心發展不可或缺的閱讀媒介。

「夢境漫遊：繪本藝術展」以夢為起始、神祕洞穴為入

口，依作品內涵分成「晚安屋」、「夢境房」二大展區，匯

集臺灣、法國、日本、美國的繪本創作，以科技互動策展

方式打開孩子們感官想像，藉由影像、聲音與視覺，感受

繪本的奇幻、奧妙，同時講述現今世代下繪本視覺教育樣

態的多樣性。

Picture book is a book format combining visual and verbal narrative. It is 
not only the enlightenment of visual art,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reading 
material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during childhood.

Wandering in the Dream starts from the dream and mystery cave, including 
two sections - Goodnight room and Dreamland Room. Presented in the way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installation,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icture book authors from Taiwan, France, Japan, and America.

The exhibition aimed at exploring children’s imaginary world by the 
interactive art of various images, narrations, and visual effects. We 
would also like to show you the diversity of visual arts education in 
picture books nowadays.

111.06.28 （二） 
111.09.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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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 吉迪恩．史德勒、瑪麗亞恰拉．荻．喬治，《午夜遊樂園》，Pictopia，遠流出版



強盜山洞裡寶藏祕密：無限鏡製作

講師｜黃逸偉

時間｜ 111年 9月 4日，上午 10:30－ 12:00 

這是魔鏡嗎 ? 怎麼一層一層的！

魔鏡（又稱無限鏡），是利用光的反射原理所創造出

的空間視覺，因此空間內放置的立體物件，將呈現

連續式的視覺延續。如把寶石黏在框內，開啟魔法

電源，小小寶石立刻變成大大的寶石群了。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國小（含）以上學生（國小學童需家長陪同）、一般民眾。

費用及名額｜�新臺幣 200元整，正取 20名或 10名 
（無限鏡製作、鈕扣燈），備取 5名，額滿為止。

上課地點｜ 本館第 3會議室。

報名時間｜ 9月份活動於 8月 11日上午 11:00開放報名。

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s://www.arte.gov.tw 查詢。

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護措施處理原則，課程會依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公眾集會指引規定滾動式修正，若停辦、延後或改採線

上教學方式辦理，將同步於網站公告。

工作坊

44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深夜裡的夜光樹：鈕扣燈

講師｜黃逸偉

時間｜ 111年 9月 4日，下午 2:00－ 3:30  

樹怎麼會發光？

樹發光的祕密就在閉合電路，當電流通過，所有元

件形成完整的循環，就會組成閉合電路，讓 LED燈
發光，大家一起來設計屬於自己發光的樹吧！

漫遊城市：泥塑鏤空杯墊製作     
講師｜周殷竹

時間｜ �111年 9月 17日，上午 10:30－ 12:00

我們的房子是什麼樣子呢！

課程會使用模具與各式小工具，在黏土上按壓出房

子的形狀，製作出一幅屬於自己的城市風景杯墊。

5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彩虹色的漫遊日：彩虹絞染體驗

講師｜周殷竹

時間｜ 111年 9月 17日，下午 2:00－ 3:30

彩虹繽紛的色彩，彷彿來到童話世界。

課程讓孩子體驗顏色的混和原理，在布料上自由染出

繽紛色彩，完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彩虹絞染帆布包。

雲朵燈手作小教室 
講師｜黃逸偉

時間｜ �111年 9月 18日，下午 2:00－ 3:30   

每天醒來都能抬頭看到輕飄飄雲朵在身邊，真開心！

課程運用寶特瓶、棉花和 LED線燈，加上幾滴可愛
的不織布雨滴，就能製造屬於自己天空的一朵可愛

小雲。

66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公務人員、教師、學生、一般民眾，皆可報名。

研習時數｜ 公務人員及教師於各場次全程參與者，分別核
予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上課地點｜ 本館第 3會議室。

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s://www.arte.gov.tw查詢，

活動若因疫情停辦、延後或改採線上教學方式辦理，將同

步於網站公告。

分享會

「臺灣自製繪本」：童年、創意與文化的多元性

演講者｜吳文君

時間｜ 111年 9月 3日，下午 2:00－ 3:30

臺灣有許多優秀的繪本創作者和精采動人的繪本傑作，講者將帶著大家共讀故

事、細看畫面，希望能在聽者心裡，一一留下美好的繪本種籽。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hibition Room III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111.07.23 （六） 
111.08.07（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頒獎典禮

111.07.31 （日）
14:00

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中華民國第 53屆世界兒童畫展
The 53r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R. O. C. (TAIWAN)

來自於世界 40國及本國兒童繪畫作品，透過兒童畫筆，
顯出各地不同民俗文化與生活寫照。兒童運用自己的觀

察與想像，自信、自發及自主的表現，作品內涵呈現兒

童真誠的心靈境界，真實的感受是藝術創作中絢麗的世

界，引人遐想，觸動內心的感動。

The exhibited works are paintings by children from 40 nations, 
including Taiwan. Through their brushstrokes, we see a diversity of folk 
culture and daily li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children 
use both their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to demonstrate how they 
feel confidently, willingly, and voluntarily. Their works reflect their 
hearts. Their feelings coming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are the 
true beauty in art creation, intriguing and heart-touching.

特優 (二 )作品名稱《百貨公司好好玩》

88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一鑫一藝 -  
臺灣當代金工與首飾藝術聯展」
"Dazzling Metal -  
Taiwan Contemporary Metalworking and Jewelry Art Exhibition"

匯集百位藝術家，以不凡作品 超越金屬傳統印象，專注
手作 傳承技藝 勇於創新媒材，體驗造物的感動。

關注物件與身心場域的相互關係，感受生命故事，在金屬

閃爍光彩中，熱情探索藝術思潮，發現當代工藝美學。

Creative forces of one hundred artists. Break the stereotypes of metals 
with exceptional works. Committed to handmade works; Passing down 
craftsmanship; Daring to innovate within the media. Experience every 
heartfelt moment of creation.

To ca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s, mind, and 
body, and experience the story of life. Surrounded by glittering 
metals. Explore passionately artistic thoughts. Discover modern craft 
aesthetics.

2022 飛彩畫會創作展
The Fei-Tsai Painting Association: 2022 Exhibition

基於對藝術的「愛」，「飛彩畫會」孜孜矻矻不斷尋找自然

界美妙色彩與韻味，更掌握油彩豐富層次與美感，把明

度、彩度、空間、生氣、虛實完美呈現。

我們努力充實美學基礎的底蘊，在細膩的差異變化中定位

各自的風格，就教藝術先進們，讓藝術創作成為交流的聚

焦⋯⋯。

Out of their “love” for arts, the members of “Flying Color Painting 
Club”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wonderful colors and grace in 
nature. By mastering layering techniques and with a good sense of 
aesthetics, our members perfectly balance the brightness, intensity of 
colors, space, liveliness, and virtuality/reality of oil paintings.

Striving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aesthetics, each of our member's 
styles is defined by the slight difference in detail. Let these veteran 
artists make artistic creation the focal point of cultural exchange.

111.0 8.11 （四） 
111.08.17（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一鑫一藝 -藝術家廖建清《花序Ⅰ》

陳坩鳳《飛瀑晨霧》

111.08.20 （六） 
111.09.04（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飛彩畫會

9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場地線上申請

第 1.2展覽廳 洽詢分機 232
第 3展覽廳、美學空間 洽詢分機 235

活動洽詢：（02）2311-0574

第1.2.3展覽廳、美學空間

111年
6/1-8/31
112年展覽空間開放申請

藝展時光
O P E N  C A L L

玩藝玩　親子活動－    
【祝福的花卉】（限親子共同參加）

活動日期｜�111年 8月 27日（週六） 
下午 2:00至 4:00時，共計 2小時。

報名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青時光教室

報名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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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用｜ 每組新臺幣 3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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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111年 7月 25日上午 9：00開放
報名，額滿為止。（QR code）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 232洽李先生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08.14（日）  
19:00

◈ 年代售票 ERA Ticket 

主辦單位
和太鼓奏流 Taiwan 

2022 SOUL LIVE VOL. 1
2022 SOUL LIVE VOL. 1

讓更多觀眾能感受更豐富的和太鼓演出，帶領我們團員

們指導的團隊，展現對和太鼓執著努力的成果，期望讓

觀眾感受和太鼓的震撼與魅力！

以活力、熱情、歡樂【日本祭典】為主題，帶大家走出

疫情的束縛，迎向開闊的出口！

We aim for more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rich rhythms and melodies 
of Taiko, as the team and our members they teach have exhibited the 
results of their hard work on Taiko.  Hopefully, with their performance, 
the audience will be pleasantly shocked, and can experience the 
charms of Taiko.

The theme of the performance is “Japanese ritual”, meaning being 
energetic, passionate, and joyful. The purpose is to free the audience 
from the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hem by the pandemic, and head for the 
exit carefree, like before!

這就是愛
This is love

臉書社團 !!!!一起來舉行音樂會吧 !!!!繼今年二月十九日
首次在南海劇場登臺，八月二十日即將要帶來第二場演

出，在這場演出中，我們將以「愛」為主題，演奏各式各

樣關於愛的音樂，我們絕對要讓你們感受到愛的滋味， 一
起來感受愛吧。

Facebook clubs !!!! Let’s join forces to hold a concert !!!! After the 
premiere at the Nan-Hai Theatre on Feb 19, 2022, the 2nd one will be on 
August 20, 2022. This concert has a “Love” theme, in which we will be 
playing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about love.  We are determined to let our 
audience have a taste of love.  Come and join us now.

111.08.20（六） 
14:00

◎索票入場

主辦單位
!!!!一起來舉行音樂會吧 !!!!

11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08.21（三）  
14:20｜ 18:50

◎索票入場

TEL: (02)26952879

主辦單位
知音創意工作室 

知音音樂會
zmusic concert

音樂是舞臺上的藝術，唯有在與觀眾心靈交會的剎那，

音樂家才能讓心中的音樂得以延續。

為了讓音樂學習者也能體驗到演奏的魅力，展現自己對

音樂的想像，我們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知音音樂會。

音樂會的曲目從古典到跨界流行，從簡單好懂的旋律到

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我們希望初次參與現場音樂會的

觀眾，也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作品，從這場音樂會開始

走向音樂聆聽的美妙旅行。

Music is the art, on stage.  The program of Zmusic Concert, held annually, 
ranges from classical to pop, from simple and easy listening melodies to 
classics that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We hope that any in the audience 
attending our concert for the first time enjoys it, and will embark on the 
beautiful journey of listening to music.

2022 YBET創團製作 -芭蕾精粹
The 2022 Ballet Gala by YBET

以經典芭蕾傑作為主，包含歷史生活舞、性格舞及《睡美

人》、《巴黎聖母院》等舞劇選粹。由具劇目指導專業的李巧

老師全程指導舞作，更特邀知名小提琴家王建堂、鋼琴家

蘇維倫共同參與演出。由古典芭蕾與音樂共創精緻演出！

The program includes mainly classic ballet pieces, such as historical social 
dances, character dance, and excerpts from “The Sleeping Beauty,” 
and “Notre Dame.” Choreographer Li Qiao will guide our dancers. 
Furthermore, famed violinist Chien-Tang Wang and pianist Wei-Lun Su will 
b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ith our dancers. It is indeed an outstanding 
collaboration of classic ballet and music.

111.08.24（三） 
19:30

111.08.25（四） 
19:30

111.08.26（五） 
19:30

◈ 兩廳院售票 OPENTIX

主辦單位
臺灣優勢力芭蕾舞團

1212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志工說故事 
Storytel l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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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 《深夜的打呼大賽》

08/14 《狐狸爸爸笑了》

08/21 《誰偷了鳥蛋》

08/28 《七隻瞎老鼠》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

111.08.27（六）  
14:30

◎索票入場

主辦單位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

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第五屆音樂會
『疫起重聲』

“After the Pandemic” The 5th Concert brought by DA-An Alumni 
Concert Band

成立至今已有 60年歷史的大安高工校友管樂團，在疫情
風暴的兩年沉寂後再次登場，於 8月 27日（六）下午舉
辦『疫起重聲』音樂會，包含『劫後英雄傳』、『日本風情

畫 18-動漫英雄大集合 !』『侏儸紀公園音樂選粹』等一系
列雅俗共賞的曲目，歡迎各界樂友民眾蒞臨欣賞指教！

The Brass Quintet of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lumni has been 
performing for 60 years. After two years of staying quiet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is coming back to present the audience “After the 
Pandemic”, a concert with a program for everyone, including “Ivanhoe”, 
“Japan Video Topics”, and “Greatest Hits from the Jurassic Park Series“. 
Everyone is welcome to the show, and comments are most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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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rte.gov.tw/
單一窗口，下載填送申請

Reservation for 
group Guided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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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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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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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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報訂閱
ed.arte.gov.tw/Web/EPaper/Regis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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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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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泊言│總編輯 莊正暉│責任編輯 陳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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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