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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國小高年級組特優  
蔡永盛《哥哥！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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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Ⅲ

111/09/18（日）

111/10/16 （日）

閱圖讀文雙獎聯展—全國學
生圖畫書創作獎及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DOUBLE PRIZE GROUP 
EXHIB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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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9 （三）

111/10/30（日）

2022《社區關懷揪甘心 ·幸
福據點好所在》繪畫得獎作
品全國巡迴展
National Tour of the Winning 
Paintings from the 2022 
“Heartfelt Care for Communities; 
The Wellbeing Stations”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臺灣省分會
Competition by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Branch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1/09/28（三）

111/10/12（三）

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飛
越海洋、創意臺灣」海洋美
學夏令營作品巡迴展
The 2022 “Beyond the Sea; 
Creative Taiwan” – The Tour 
Exhibition of the Ocean 
Aesthetic Summer Camp of 
Se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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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5（六）

111/10/30（日）

油畫狂想曲：陳彥欽及 
廖乙璇油畫創作展
The Oil Painting Fantasy: A 
Joint Oil Exhibition by Chen, 
Yan-qin, and Liao, Yi-xuan

陳彥欽
Chen, Yan-qin

廖乙璇
Liao, Yi-xuan



志
工
說
故
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瞇
故
事

M
.E Story

111/10/02（日）
10:00 當小偷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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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9（日）
10:00 一隻大象ㄍㄡ́ ㄍㄡ́ ㄍㄡ́

111/10/16（日）
10:00 我能做什麼事

111/10/23（日）
10:00 神奇雨傘店

111/10/30（日）
10:00 被剪舌頭的小麻雀

展演活動總表10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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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pass售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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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9（日）
18:30

夢幻之旅 
A Dream Journey 

糖果屋文理技藝 
短期補習班
Candy House Fun Short-
Term Learning Center 

$500

111/10/22（六）
10:30｜ 14:30

111/10/23（日）
10:30｜ 14:30

2022九歌兒童劇團 
《彩虹魚》

The 2022 “Rainbow Fish”  
by Song Song Song Children’s 
& Puppet Theatre

九歌兒童劇團
Song Song Song Children’s 
& Puppet Theatre

◈/
$500

111/10/27（四）
14:00｜ 19:00

2022喜憨兒劇團 · 
樂團公演—恐龍的尾巴
Dinosaur’s Tail – The 2022 
Children’s Are Us Theater 
Performance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Children Are Us $300

111/10/29（六）
19:30

111/10/30（日）
14:00

沉睡吧，奧羅拉 !
Despedida, Aurora!

台北樂舞交流平台 
PMDT 

/◈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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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Room III第 3展覽廳

閱圖讀文雙獎聯展 —全國學生圖畫書
創作獎及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DOUBLE PRIZE GROUP EXHIB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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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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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高中（職）組　特優　林子毓　《沒有臉的人》

44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Exhibition Room III第 3展覽廳

2022 
《社區關懷揪甘心 ·幸福據點好所在》
繪畫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
National Tour of the Winning Paintings from the 2022 “Heartfelt 
Care for Communities; The Wellbeing Stations”

透過銀髮長者及學生實地觀察了解在地社區關懷據點提供

服務項目，並描繪舉辦各項活動的溫馨點滴景象；邀請美

術專家從投稿作品中評選出 100件優等作品作全國巡迴展
覽。（國小組 16件、國中組 16件、高中組 16件、長青組
52件）

Through the eyes of seniors and students wh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local care stations, all the heartwarming 
moments happening during the activities are depicted. This national 
tour will display 100 outstanding paintings from the painting 
submissions selected by art experts.

111.10.19 （三） 
111.10.30（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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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當小偷的第一天》

10/09 《一隻大象ㄍㄡ́ ㄍㄡ́ ㄍㄡ́ 》

10/16 《我能做什麼事》

10/23 《神奇雨傘店》

10/30 《被剪舌頭的小麻雀》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5



202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專輯販售

	🟋 國小低中年級組	《變成恐龍》

	🟋 高中 ( 職 ) 組	《沒有臉的人》

	🟋 大專組	《嗶波與可麗》

	🟋 國小高年級組	《哥哥！請多指教》

	🟋 國中組	《十四歲的生日禮物》

$285

$395

$360

$360

$250

展出期間：111年 10月 1日至 10月 16
日止，在展場內短期展售書籍，並以 8折

優惠來館購書之民眾。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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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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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28 （三） 
111.10.12（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教育部

承辦單位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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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

油畫狂想曲： 
陳彥欽及廖乙璇油畫創作展
The Oil Painting Fantasy: A Joint Oil Exhibition by Chen, Yan-qin, 
and Liao, Yi-xuan

對於這廣受大眾喜愛的題材，我們將傳統油畫融入主題的

過程中，探討藝術中的色彩、形式等，同時亦藉由各種物

態表現以抒發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層次，再歸納出風格運用

與呈現方式來創造許多新奇畫面 !

We tried to explore colors and forms of art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corporating oil paintings into this well-liked theme. We are 
expressing 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via the depiction of various 
objects, to create many new interesting images by inducing styles and 
how they are depicted.

111.10.15 （六） 
111.10.30（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陳彥欽

陳彥欽《舒暢》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10.09（日） 
18:30

 售票 

主辦單位
糖果屋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111.10.22（六） 
10:30｜ 14:30

111.10.23（日） 
10:30｜ 14:30

 售票 
◈ TixFun售票

主辦單位
九歌兒童劇團

夢幻之旅 
A Dream Journey

永和區糖果屋多元才藝教室年度成果展，多元學習廣泛

發展，節目內含古典芭蕾 ·流行街舞 ·翻滾體操，為期兩
年一次的成果發表，孩子們卯足全力練習，蓄勢待發展

現最棒的自己。

The final presentation brought by Candy House Fun, a talent-
learning center in the Yonghe district, aims to present their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multi-talent learning. The program content includes 
classic ballet, pop street dance, and acrobatics. To prepare for this 
biennial presentation, the children make an all-out effort to practice, 
and can’t wait to demonstrate their best to the audience.

2022九歌兒童劇團《彩虹魚》
The 2022 “Rainbow Fish” by Song Song Song Children’s & 
Puppet Theatre

改編自中文版《彩虹魚》（青林出版社）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ainbow Fish”, published by 
Children’s Publications CO., LTD

★  三名演員與生活物品偶、桿偶共同演出 
 Co-starred by three actors, puppets of everyday objects, and rod puppets

擁有彩色鱗片的彩虹魚認為自己是海洋裡最漂亮的魚，

她希望能交到新朋友，可是海底世界裡的魚兒都不願意

接近她。直到一隻小青魚出現⋯

The rainbow fish with multicolored scales thinks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fish in the ocean and is longing to make new friends. But no 
fish in the undersea world wants to be her friend, until a little blue fish 
appears…

9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10.27（四） 
14:00｜ 19:00

 售票 

主辦單位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10.29（六） 
19:00

111.10.30（日） 
14:00

 售票 
◈ Accupass售票系統

主辦單位
台北樂舞交流平台

2022喜憨兒劇團 ·樂團公演— 
恐龍的尾巴
Dinosaur’s Tail – The 2022 Children’s Are Us Theater Performance

~故事改編自四也出版社「恐龍阿瓜和他的大尾巴」~
Adapted from the “A-Gua, Dinosaur, and His Big Tail” published by 
SACCA Publishing Company 

因著疫情延後至 2022年的展演，設計群以及喜憨兒演員
更細緻的雕琢作品、排練。期待讓觀眾看到劇場藝術美

學訴說，艱困中彼此扶持的力量以及生命韌性的開展。

The show is postponed to 2022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creative team and the cast,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disorders, have been adjusting details and rehearsing in 
the hope that the audience will see the artistic beauty of the theater, 
the power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difficulties, and the unfolding of 
the resiliency in life.

沉睡吧，奧羅拉！
Despedida, Aurora!

匯集西班牙舞蹈及音樂與當代芭蕾以舞劇形式呈現。由

知名舞者劉郁川等 20多位舞者及資深音樂演奏者蔡明
憲、吳宏榆等五位樂手載歌載舞並透過舞臺設計、燈光

設計神氣活現地展現出故事裡的情節與角色感情的刻畫。

A dance drama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Spanish dance, music, and 
contemporary ballet. Performed by more than 20 dancers, including 
famed dancer, Liu, Yu-chuan, and five senior music performers such as 
Cai Min-xian, and Wu, Hong-yu.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stage and 
lighting design, the story plot and its characters are vividly presented 
to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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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 236王先生

國小組— 

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

版畫類等六類。

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西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

版畫類等六類。

其餘比賽方式等相關訊息，請自行上本館網站

參閱實施要點。

https://web.arte.gov.tw/nsac/rules.aspx



第 37 屆世界兒童畫展 國小特優 丁奕翔

《動物園裡看鱷魚》

第 52 屆世界兒童畫展 國中特優 楊舒喬

《海洋的悲歌》

世界動物日 
10月4日  一起愛護動物

玩藝玩　親子活動－   
【歡樂萬聖造型燈】（限親子共同參加）

活動日期｜���10月 22日（週六）下午 2:00至 4:00時 
9月 23日上午 9：00開放線上報名。

上課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青時光教室

報名人數｜正取 10組、備取 5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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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 232洽李先生

掃描觀看更多 
世界兒童畫展精彩畫作

學年度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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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d i o  T o u r

粉藝聽
The Sound of  Ar t

行動數位語音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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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d i o  T o u r

粉藝聽
The Sound of  Ar t

行動數位語音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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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力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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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