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教資訊 NEWSLETTER
www.arte.gov.tw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9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22 SEP
09 

2022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大專組
特優 廖嘉文《嗶波與可麗》局部



 
 

類別
Event

地點
Venue

時間
Time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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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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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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18 （日）

111/10/16（日）

文藝創作雙獎聯展—全國
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及教育
部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The Winning Piece Exhibition of 
Two Art Awards – The Winning 
Piece Exhibition of the National 
Students’ Picture Book Creation 
Award &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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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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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07（三）

111/09/25（日）

第 8屆北臺八縣市藝術家
聯展－繼往開來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8th Exhibition of 
Artists from Eight Northern 
Taiwan Counties

基隆市文化局
Keelung City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The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oyuan

新竹市文化局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Hsinchu City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Miaoli County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Yil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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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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1/09/28 （三）

111/10/12（三）

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海
洋美學、創意臺灣」美學
夏令營作品巡迴展
The 2022 “Ocean Aesthetics; 
Creative Taiwan” – The Tour 
Exhibition of the Aesthetic 
Summer Camp of Senior 
High schools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National Taitung Gurl’s 
Senior High School



志
工
說
故
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瞇
故
事

M
.E Story

111/09/04（日）
10: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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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11（日）
10:00 時間滴搭滴

111/09/18（日）
10:00 小蟾蜍的搖籃歌

111/09/25（日）
10:00 加法超人與算術星人

2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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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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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學校或機關、團體，均可預約導覽服務。

導覽內容｜每場次約 20分鐘，包含展間藝術家及作品內容介紹。

導覽時間｜週二至週五，上午 10時、下午 2時，提供預約導覽服務。

主題展預約導覽服務

【導覽申請注意事項】

*  受理團體人數限 10人（含）以上，並不超過 35人。

*  團體導覽須於參觀日 7天前，填寫申請表預約，申請方式可直接下載申請表單以電子郵件

（service@linux.arte.gov.tw）或傳真方式（（02）2389–4822）辦理。

*  若欲更改來館時間、人數或取消參觀導覽，請於原定到館日，至少 3個工作天前，可透過線上「查

詢或修改申請資料」之功能或電子郵件告知。

*  導覽當日，請提前 10分鐘抵達。已預約而未能準時來館，請來電告知，本館保留 15分鐘，逾時不候。

*  本館收到您的預約申請，將於三日內主動以您所留的電話跟您連繫，如未接到本館連繫，麻煩您

打電話詢問。

洽詢電話：（02）2311–0574 轉 234 王小姐／傳真號碼：（02）2389–4822

44



Exhibition Room III第 3展覽廳

文藝創作雙獎聯展 —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及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The Winning Piece Exhibition of Two Art Awards – The Winning 
Piece Exhibition of the National Students’ Picture Book Creation 
Award &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

為鼓勵師生從事文藝創作，加強推廣文藝教育，本年度特

別安排包括本館兒童文學之圖畫書創作獎，及教育部之文

藝創作獎，共同策劃將得獎作品聯合展出，讓展出內容更

加充實，可看性進一步提升。且上述兩個獎項，亦將分別

安排於本館舉辦頒獎典禮，期得獎者倍感榮譽，為提昇我

國師生文藝創作水準而努力。

圖畫書暨文藝創作雙獎聯展，將於本館第 3 展覽廳共同展
示得獎作品，展後並將舉行文藝創作雙獎全臺巡展，以嘉

惠各地文藝愛好者及對兒童教育有興趣的家長們，並延伸

比賽之教育意義。

To encoura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engage in making art and 
reinforce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promotion, we organize a joint 
exhibition that includes the winning pieces of the Picture Book 
Creation Awar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and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s, to enrich the exhibited content while 
adding diversity to the exhibition. Th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ies 
are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in the hope that the winners will take pride in themselves and motivate 
improvements in the artistic work of o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our country.

The works of the Joint Exhibition of Picture Book Creation Award and 
MOE Literature and Arts Awards will be displayed in Exhibition Room 
3 in the Center. Afterward, the winning pieces will tour throughout 
Taiwan to let art lovers and parents interested in children’s education 
enjoy and appreciate these works, while broadening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he competitions.

111.0 9.18 （日） 
111.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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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頒獎典禮

111.10.01 （六）
14:00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頒獎典禮

111.10.04 （二）
14:00

頒獎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南海劇場

5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202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特優作品

	🟋 國小低中年級組特優	張睿恆《變成恐龍》

	🟋 高中 ( 職 ) 組特優	林子毓	《沒有臉的人》

	🟋 大專組特優	廖嘉文	《嗶波與可麗》

	🟋 國小高年級組特優	蔡永盛	《哥哥！請多指教》

	🟋 國中組特優	吳爾祜	《十四歲的生日禮物》

66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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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海洋
美學、創意臺灣」美學夏令營
作品巡迴展
The 2022 “Ocean Aesthetics; Creative Taiwan” – The 
Tour Exhibition of the Aesthetic Summer Camp of 
Se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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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第 8屆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繼往開來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8th Exhibition of Artists from 
Eight Northern Taiwan Counties

基隆市將舉辦最後一屆「第八屆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的重要巡迴展。展覽主題以「繼往開來」為主題，以「創

新航道」為視覺意象，藉由參展的 28位藝術家們的作
品，串連八個縣市的藝術能量，促進各縣市的文化交流。

The Keelung City Government will organize a tour exhibition of “The 
8th Group Exhibition of Artists from Eight Counties in Northern Taiwan,” 
which will also be the last exhibition of this event. The exhibition 
theme is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nd “Innovative Channel” is the 
visual image. The exhibition aims to connect the art energies of the 
eight counties and promote art exchange among counties through the 
pieces of the 28 participating artists.

111.09.07 （三） 
111.09.25（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基隆市文化局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9.28 （三） 
111.10.12（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活動參與者由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美術資優

班學生為對象，本計畫融入海洋教育議題與美感教育為主

軸，結合「海洋文化、海洋資源」海洋教育主題，涵蓋多

元活動課程，以「海洋體驗」與「美學創作」形式進行，

透過環境實查與實作，表現、鑑賞與實踐等方式達成美學

創作學習目標。

The target participants of the event are students of art classes and art 
talent classes. The event centers on marin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ombines with its maritime education theme – “Martine Culture 
and Maritime Resources.” It covers a diversity of courses in the forms 
of “exploring the sea” and “aesthetic cre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esthetic creation through field trips, hands-on classes, expressions, 
appreciation, and practice.

88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112年下半年（7-12月）

表演活動檔期申請

9.1⇀ 9.30

南海
劇場

洽詢電話 (02)2311-0574 分機 121潘先生 表演場地線上申請



玩藝玩　親子活動－    
【窯燒琉璃項鍊 DIY】（限親子共同參加）

活動日期｜�111年 9月 24日（週六） 
下午 2:00至 4:00時，共計 2小時。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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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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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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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 《點》

09/11 《時間滴搭滴》

09/18 《小蟾蜍的搖籃歌》

09/25 《加法超人與算術星人》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

112年下半年（7-12月）

表演活動檔期申請

9.1⇀ 9.30

南海
劇場



【焦點話題】生產相遇知識的戲劇跨域連結術

本期焦點話題從「劇場作為一種貼近社會脈動、使人們聚合並生產相遇知識的藝

術」出發，從人、時間、空間的維度，涵蓋部落、新住民、學校、博物館與議題等

不同面向，邀集運用戲劇跨越邊界、連結人群和知識的實踐案例，通過主筆們分享

戲劇跨域連結的武功心法與實踐反思，期能啟發教師及藝術工作者們，以戲劇為方

法，在關係中學習，生產相遇的知識。

【購書資訊】https://ed.arte.gov.tw/InvitePaper/InvitePaper_order.aspx

【線上投稿】https://ed.arte.gov.tw/InvitePaper/html_paper_index.aspx

《美育》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第 249期藝同悅讀

購書資訊 線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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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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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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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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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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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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