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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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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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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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02（三）

111/11/13 （日）

2022年中國美術協會 
會員聯展
The 2022 Joint Exhibition of 
Works by Art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Members

中國美術協會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111/11/16（三）

111/11/23 （三）
藝韻萬千 
The Brilliance of Arts

中華畫筌美術協會
HUAQUAN ART ASSOCIATION



111/11/26（六）

111/12/04 （日）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少兒美術
大展——藝“述”家
The 13th Cross-Strait Children’s 
Fine Art Exhibition—Artistic 
Description of Home

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CSESC

臺灣中華文創發展協會
Chine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海峽兩岸傳媒人才交流
中心
The Center of Exchange for 
Cross-Strait Media Talents 

雲揚天際文化藝術機構 
Yuyang Skyline Culture 
and Art Agency



第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Ⅲ

111/11/02（三）

111/11/13 （日）

2022年中國美術協會 
會員聯展
The 2022 Joint Exhibition of 
Works by Art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Members

中國美術協會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111/11/16  （三）

111/11/29（二）

斲匠正音— 
梓作坊師生斲琴展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Tuning: the Exhibition of
ZiZuoFang Guqin Craft Studio

梓作坊古琴藝術工坊
ZiZuoFang Guqin Craft 
Shop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1/11/02（三）

111/11/13（日）

2022年中國美術協會 
會員聯展
The 2022 Joint Exhibition of 
Works by Art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Members

中國美術協會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111/11/16（三）

111/11/30（三）
解構．山水．拼圖
Deconstructing Landscapes 

王士樵
SHEI-CHA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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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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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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Venue

時間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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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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06（日）
14:30

2022台北青管室內樂音樂會
《古典淬鍊》 

2022 TSB Chamber Music 
Concert “Classic Quenching” 

台北青管室內樂集
TSB Chamber Group

◈
$300

111/11/11（五）
19:30

111/11/12（六）
14:30｜ 19:30
111/11/13（日）

14:30

C MUSICAL製作原創中文 
音樂劇《最美的一天》
“One Fine Day” the Musical

C MUSICAL製作
C MUSICAL

◈
$800 

$1200 
$1500 
$2000

111/11/19（六）
14:30

111/11/20（日）
14:30

2022臺北相聲大會 
2022 Taipei Chinese Crosstalk

台北曲藝團
Taipei QuYituan

◈
$800 

$1000 
$1200

掃描 +訂閱
觀看 “印象‧南海 ” 
更多精彩影音內容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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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Space美學空間Exhibition Room I.II第 1.2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第 3展覽廳

2022年中國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The 2022 Joint Exhibition of Works by Art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Members

本會成立於 1931年上海，迄今已九十一年了，是台灣歷
史最悠久的藝術團體亦擁有散布在全台各地且備受推崇的

藝術菁英。一直以來每年舉辦會員聯展都是海內外藝術界

關注的焦點。特地薈聚於此具有古色古香歷史建築的典雅

場域，呈現多元書畫人文藝術美的沈思。

It has been 91 years since the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31, and it is considered the oldest art group in Taiwan and has art 
elites highly respected all over Taiwan. Its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held annually, has always been the highlight in art circles, domestic and 
foreign. This year’s exhibition is held in a graceful venue that reminds 
people of an ancient construction, to display the multiple ar tistic 
thoughts of calligraphers.

111.11.02 （三） 
111.11.13 （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中國美術協會

王愷 《愚公移山》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44

閱圖讀文 — 聯合巡展（南海書院第 3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第 1.2展覽廳  

藝韻萬千
The Brilliance of Arts

中華畫筌美術協會承續「畫筌」之隱喻匯聚書畫精英於一

堂。本著關愛與學習，以弘揚中華文化、美術為基礎、提

升美學素養及美術知能，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今

年更廣邀各地書畫精英會員齊聚一堂，展出一年來的努力

成果。

Huaquan Art Association continues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Huaquan”, which is to gather all elite calligraphers. Based on our core 
values – caring and learning, we aim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and improve our aesthetic sense and overall artistic abilit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veryday life in art, and art in everyday life.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少兒美術大展——
藝 “述 ”家
The 13th Cross-Strait Children’s Fine Art Exhibition—Artistic 
Description of Home

本次展覽以“藝‘述＇家”為主題，展出的作品來自海峽

兩岸、來自天南地北；孩子們以畫筆描述“家”，用藝術

的方式表達各自對於“家”的不同感受與理解，以更生動

的視角呈現兩岸精彩又多元的地域文化。

The theme of this exhibition is “depicting arts, ”displaying work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Children use their painting brushes to 
depict “home,” expressing their feelings and understanding of “home” 
through art. This exhibition displays the rich and multiple faces of 
different territorial cultur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from a 
lively angle. 

111.11.16 （三） 
111.11.23（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中華畫筌美術協會

111.11.26 （六） 
111.12.04（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臺灣中華文創發展協會

海峽兩岸傳媒人才交流中心

雲揚天際文化藝術機構

協辦單位

頂新公益基金會

廈門市海滄區文聯

馮克茵《飛瀑爭秋色》

孟善芸 -11歲 -台灣台北 
《我的家鄉》

5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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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斲匠正音—梓作坊師生斲琴展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Tuning: the Exhibition of ZiZuoFang 
Guqin Craft Studio

梓作坊是由斲琴大師林立老師帶領，及一群熱愛古琴藝術

的成員組成。林老師是臺灣重要斲琴家，及臺北市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保存者，本展覽為近年斲琴工藝傳習的成果。

梓作坊斲琴強調傳統與創新並進，追求極致工藝之美。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in Li, a Guqin Master, ZiZuo Fang is composed of a 
group of Guqin lovers. Master Lin is a Guqin master in Taiwan, and a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supporter. This exhibition demonstrates the results 
of learning and passing on Guqin craft in recent years. The core values of 
Zizuo Fang are to emphasiz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o pursue the 
ultimate beauty of the craft.

解構．山水．拼圖
Deconstructing Landscapes

本展覽呈現俯視風景的意象。鳥瞰大地所見非山非水而是

遼闊的抽象畫」。王士樵綜合飛行時的視覺經驗與記憶。

將山水解構成創作符號與元素並引入空間結構的畫理研

究，其過程所產出的小品即是一塊塊大山水」的拼圖。

This exhibition displays images of overlooking landscapes. Overlooking 
landscapes, mountains, and water are not what they are anymore, but 
become abstract paintings. Shei-Chau Wang has combined his visual 
experience and memories to deconstruct landscapes and turn them into 
symbols and elements, while introducing spatial structure into paintings. 
Works created through this process become pieces of big mountain and 
water that form a puzzle.

111.11.16 （三） 
111.11.29（二）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梓作坊古琴藝術工坊

協辦單位

太古琴館

111.11.16 （三） 
111.11.30（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王士樵

66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11.06（日） 
14:30

◈ 兩廳院售票

主辦單位

台北青年管樂團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11.11.11（五） 
19:30

111.11.12（六） 
14:30｜ 19:30

111.11.13（日） 
14:30

◈ 兩廳院售票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C MUSICAL製作

2022台北青管室內樂音樂會 
《古典淬鍊》 

2022 TSB Chamber Music Concert “Classic Quenching”

2022年，青管將以時期作分界，計畫性的推出經典管樂
室內樂作品：首波主打的為古典時期，我們將演出莫札

特的管樂與鋼琴五重奏，和當時候新出現的木管五重奏

曲目等，讓聽眾理解古典時期音樂的特色，以及管樂器

和鋼琴彼此之間的互動。

2022, divided by dif ferent per iods - Taipei Symphonic Band 
strategically releases classic chamber music pieces. The first one is 
the classic period. They will be playing the brass and piano quintet 
pieces of Mozart, as well as music pieces of wind quintets from around 
the same period. The audience will get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ind 
instruments and piano.

C MUSICAL製作原創中文音樂劇 
《最美的一天》

“One Fine Day” the Musical

即使沒有華麗的舞台，卻更為觸動與震撼！編導張仰

瑄、作曲張芯慈、編曲吳凜，攜手打造療癒系中文音樂

劇，全劇無對白，卻用 15首歌曲緊緊勾住觀眾耳朵、扣
住觀眾心弦，讓觀眾跟著音樂情緒起伏，享受最動人的

每一瞬間。

Although there is no grand stage, it touches and shocks the audience 
even more! Playwright/director Zhang, Yang-xuan, composer Zhang, 
Xin-ci, and arranger Wu Lin joined hands to create this Chinese musical 
that heals our hearts. There is no dialogu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lay, 
however, it grabs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and tugs at their 
heartstrings with its 15 songs, having their moods swinging with the 
music, while immersing in every heart-touching moment.

掃描購票

7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111.11.19（六） 
14:30

111.11.20（日） 
14:30

◈ 兩廳院售票

主辦單位

台北曲藝團

2022臺北相聲大會
The 2022 Taipei Chinese Crosstalk

北曲廿九 笑傳樂久！ 
一線演員全體出動！ 
看！

新人老鳥鉤心逗角 
笑神附體清空煩惱 
樂！

口說藝術特攻笑穴 
笑正回歸瘋狂藝癒 
聽！

當代相聲大師 X口技藝術家妙嘴生花 
古典 X新秀同赴笑林 
2022臺北相聲大會 南海劇場 Fun浪回歸！ 
口碑爆棚、噴淚激推：

★ 笑到飆淚和咳嗽、就算心情再不美麗都能被笑聲一掃
而空！

★超好看的相聲，說學逗唱樣樣好，看完直接沒煩惱！

★ 保有傳統相聲的底蘊，又有即興創作的新意，不管逗
哏還是捧哏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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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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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Nan Hai Theater南海劇場

學年度

玩藝玩　親子活動－  
【雪人娃娃】（限親子共同參加）

活動日期｜���11月 26日（週六）下午 2:00至 4:00時 
10月 21日上午 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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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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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  02-23110574分機 232洽李先生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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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眼鏡妹》

11/1 3  《掉下來　掉下來了》

11/20 《小豬別哭了》

11/27 《好吵的蘿拉》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 1010



【焦點話題】不是文學大師也可以 — 寫作煉金術

寫作，並不是天才的特權，它是每個人都可以欲望著參與著的自我追尋過程中，所

建構出的繁花美景，是品鑑生命與探究人生的路徑裡獨特的寶石。

本期焦點由許琇禎教授策劃兼主筆，並邀請楊麗中、吳俊德、余欣娟、楊文惠等寫

作高手，分別從英語詩歌教學、一字之異的玄機、文學意象連類、李商隱詩語言張

力與魅力的闡述，以及隱喻在文學敘事中的設計和解讀，讓文學寫作得以於品鑑裡

煉材、於感悟中鍛藝。

真的，文學如水，投石成漪、照水成影 — 不是文學大師也可以。

《美育》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第 250 期藝同悅讀

購書資訊 線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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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資訊網 粉絲專頁

數位典藏藝術基地 藏存於歷史中的館藏藝術作品，

翩翩轉身，

以經典與數位的樣貌，

躍然呈現在一座互動牆上，

細緻且巨大，

彷彿沉浸在典藏藝術流光中。

精選「館藏經典」作品160幅，

以作品色系規劃5個體驗區，

提供多人同時瀏覽鑑賞，

歡迎前來體驗。



全球資訊網 粉絲專頁

數位典藏藝術基地 藏存於歷史中的館藏藝術作品，

翩翩轉身，

以經典與數位的樣貌，

躍然呈現在一座互動牆上，

細緻且巨大，

彷彿沉浸在典藏藝術流光中。

精選「館藏經典」作品160幅，

以作品色系規劃5個體驗區，

提供多人同時瀏覽鑑賞，

歡迎前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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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賄選�人人有責　檢舉專線：0800-024-099#4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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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