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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大專美術系組 特優 謝瑞芯 - “導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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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20（二）

112/02/12  （日）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特優作品展覽
The Exhibition of Excellence-
Award-Winning-Painting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n the 111th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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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18（六）

112/02/28（二）

馬祖旅台藝術家畫會 2023
聯展
2023 Joint Exhibition of 
Matsu Artists in Taiwan

馬祖旅台藝術家畫會
Matsu Artists in Taiwan 
Association



第
3
展
覽
廳

Exhibition Room
 Ⅲ

112/01/20（五）

112/02/05（日）

疫起看臉書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Read the Facebooks

徐淑雅
Hsu, Shu-ya



112/02/08（三）

112/02/22（三）

墨海樂悠游　高素娟書畫展
Roaming through Ink and Joy
KAO, SU-CHUA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高素娟
Kao, Su-Chuan



112/02/25（六）

112/03/05（日）

無盡藏 – 玄盫書印創作展
The Infinite Treasure;  
The Art of Xuan An’s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林政榮
Lin, Cheng-Jung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2/01/20（五）

112/02/05（日）

幾何與抒情浪漫篇章
Geometric and Lyrical 
Romance Chapters

邱芳珠
Chiu, Fang-chu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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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O    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C    協辦、合辦活動   
CO-ORGANIZER

 
 

A   申請展活動  
ACTIVITIES FROM EXHIBI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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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覽
活
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美
學
空
間

Aesthetic Space

112/02/08（三）

112/02/22（三）

讓愛傳遞
Pass on Love

周寶秀
Chou, Pao-Hsiu



112/02/25（六）

112/03/05（日）

藝術森林
Art Forest

藝術夢想家文創協會
Art Dreamer Creative 
Association



志
工
說
故
事

Storytelling by Volunteers

瞇
故
事

M
.E Story

112/02/05（日）
10:00 小兔阿布和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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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12（日）
10:00 被剪舌頭的小麻雀

112/02/19（日）
10:00 誰發現了我的紙條

112/02/26（日）
10:00 等一下

2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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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111

12.20 ㊁
112

0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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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特優作品展覽
The Exhibition of Excellence-Award-Winning-Painting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n the 111th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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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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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出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特優得獎作品。

To improve students’ art and creativity literacy, cultivate the public’s 
taste in art appreciation, and implement art education on campus, a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s held. The competition is composed 
of seven categori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aintings, Chinese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s, comics, Chinese ink paintings, print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nior high school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western paintings, Chinese calligraphy, 
graphic designs, comics, Chinese ink paintings, pri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55 groups altogether. The 
exhibition showcases the award-winning work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in the 111th academic year.

44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鍾祺葳 -跟阿嬤一起包餃子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112

02.18 ㊅
112

02.28 ㊁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馬祖旅台藝術家畫會

馬祖旅台藝術家畫會 2023聯展
2023 Joint Exhibition of Matsu Artists in Taiwan

馬祖旅台藝術家畫會成立的宗旨在推廣藝術生活，結合
馬祖家鄉的風情，透過藝術交流達到文化素養的提升。
各自用不同的媒材、不同的詮釋方式、相同的愛鄉、愛
藝術的初心，將藝術的種子散播到每一個角落，也藉著
展出將馬祖鄉親凝聚一堂，共享藝術的美好。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tsu Artists in Taiwan 
Association” is to promote artistic life style, combine the local customs 
of Matsu’s and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literacy through 
artistic exchanges. Each artists use different media, interpretation 
methods but same intention of loving hometown and art, to spread 
the seeds of art to every corner. It also brings together Matsu society 
through the exhibition to share the beauty of art.

2023

2023 年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競賽徵件
收件時間｜ 民國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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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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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5

周碧玉《櫻花》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112

01.20 ㊄
112

02.05 ㊐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徐淑雅

疫起看臉書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Read the Facebooks

Covid-19是全球性的流行病，也是人類的浩劫。從 2019
年 12月開始，迄今仍然肆虐全球，在中國的 12生肖中，
2019年是豬年，2020年是鼠年、2021年是牛年，所以畫
家徐淑雅以詼諧的方式畫出了戴了口罩的豬、老鼠及紐
約的金牛，來論述這三年來她所觀察到的人事物…... 

這些所看的物件就像人的臉孔，有眼睛、 鼻子、嘴巴，看
起來可以集結成一本書了！故稱此次的個展為《疫起看
臉書系列》。

Covid-19 is pandemic all over the world, it’s also a disaster. From 2019 
till now, it’s still prevalent worldwide. In Chinese Zodiac, 2019 is Pig 
Year; 2020, Rat Year; 2021, Ox Year. Therefore, the female artist Shu-
ya Hsu paints the pig, the rat, the ox wearing face masks to state he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people, items, buildings, nature etc.. during 
these three years.

Those scenes she sees look like human faces, in which there are eyes, 
noses and mouths. Actually, those faces can be collected to edit a book. 
Therefore, the title is called “Facebooks during Pandemic Covid -19”.

2023

※參選資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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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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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組：戲劇劇本（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詩詞（古典詩詞）、童話。

 （二）學生組：戲劇劇本（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詩詞（古典詩詞）。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後，以掛號郵寄紙本。

※徵件時間：112年 3月 2日上午 9時起至 112年 4月 13日下午 5時止。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112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自 3月 2日起開始徵件！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相關訊息將公告於專網 https://web.arte.gov.tw/philology/ 敬請密切留意 !　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 251

66

徐淑雅《我是台版瓦力》 
（台電智慧版巡查員）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112

02.25 ㊅
112

03.05 ㊐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2

02.08 ㊂
112

02.22 ㊂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高素娟

無盡藏 – 玄盫書印創作展
The Infinite Treasure;  
The Art of Xuan An’s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此次展覽以水墨中書法題跋書札、書、印三類別展出，
結合詩、書、畫、印，試圖在傳統書印的創作精神上達
到汲古潤今，並在技法上表現新文人的風格，企圖以體
現大眾生活面向的作品內容，做為個人對於社會型態的
反思。

This exhibition focuses on the three presenting forms of calligraphy, 
including postscripting, writing, and seal carving in ink painting. It 
combines poetry,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carving, which tries 
to achieve adopting the ancient and refining modern in the creativ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and expresses the 
style of the new literati in terms of techniques, attempting to reflect 
the content of works that are oriented to public life as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social formations.

墨海樂悠游　高素娟書畫展
Roaming through Ink and Joy 
KAO, SU-CHUA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墨海樂悠游」，展出作品有書法、山水、花鳥、寫生和
家鄉的美好回憶。

期盼大家帶著愉悅的心情，走入無邊的墨海，感受美妙
的大自然，沉浸在鳥語花香的世界，悠游在線條飛躍的
書海中，一同分享高素娟成長的喜悅與感恩！

The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of “Roaming through Ink and Joy” include 
calligraphy, paintings of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s, sketching, and 
beautiful memories of hometowns.

We expect that everyone will walk into the boundless ocean of ink with 
a happy mood, feel the wonderful nature, immerse yourselves in the 
world of birds and flowers, swim leisurely in the ocean of calligraphy 
that leaps out of stoking lines, and share the joy and gratitude of KAO, 
SU-CHUAN 's growth together!

林政榮《書法 4聯》

7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高素娟
《花蓮鯉魚潭紅面鴨 fun暑假》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112

01.20 ㊄
112

02.05 ㊐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邱芳珠

112

02.08 ㊂
112

02.22 ㊂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周寶秀

幾何與抒情浪漫篇章
Geometric and Lyrical Romance Chapters

幾何與抒情的偶然，將造型和色彩與線條互動中，構建
抽象繪畫的純粹，其作品都蘊藏著心靈的沉思。

畫畫是興趣，享受創作過程，經驗過才有的感動，當有
了成果，透過展覽分享更多的朋友與觀眾，希望帶給觀
者得到自主性的藝術欣賞。

By chance, geometry and lyrical expressions met and created a purity of 
abstract painting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pictures, colors, and lines. 
All the artist’s artwork carries her spiritual thoughts.

Painting is her passion, and she feels touched when she enjoys and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After the results have been created, she wishes 
to share them with friends and audiences via exhibitions, so they can 
perceive the artistic perception autonomously.

讓愛傳遞
Pass on Love

喜歡欣賞花鳥草蟲的繽紛靈動，藉由畫筆來呈現上帝創
造的美好與豐盛的愛，讓愛傳遞 ，榮耀歸於上帝，美麗
留給自己。

I like to appreciate colorful and inspirational flowers, birds, plants and 
insects, and use the paint brush to present the beauty and abundant 
love created by God, so that love can be passed on, glory to God, and 
leave beauty for myself.

邱芳珠《幾何與抒情浪漫篇章》

周寶秀《讓愛傳遞》

88 Exhibition Activities展覽活動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藝術森林
Art Forest

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藝術夢想家文
創協會策劃本展「藝術森林」，藉以不同視角的藝術創
作，打造一個神奇多彩的藝術森林氛圍，共同倡議生態
保育綠能環境，期盼藝術作品在獨善自身與美化空間之
外，能擴及社區營造發展並連結自然人文環境，會員多
元涵蓋企業家、媒體人、出書作者等，媒材涵蓋油畫、
國畫、膠彩畫、棉紙、撕畫等，適逢跨三月展期植樹節
冀望以會之力拋磚引玉，留給下一代更多元的藝樹種子
與更美好的永續地球！

Art Dreamer Creative Association curates this “Art Forest” exhibition, 
and through artistic cre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created 
a magical and colorful art forest atmosphere, and jointly advocate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of a green energy environment. We hope that 
works of art can expand to the community, to create development and 
connect the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mselves and beautifying the space.

112

02.25 ㊅
112

03.05 ㊐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藝術夢想家文創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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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洽詢：   (02)2311-0574分機 234王小姐

02/05 《小兔阿布和布娃娃》

02/12 《被剪舌頭的小麻雀》

02/19 《誰發現了我的紙條》

02/26 《等一下》

9

曾文媄《春戀》



2023

親子活動

親子課程｜《2023 月曆掛飾 DIY》/ 劉冠意老師、 

  《海洋生物拼豆》/ 陳盈穎老師

活動日期｜ 2 月 10 日 ( 週五 ) 共計 4 場， 

  每場 10 組名額 

  1 月 28 日下午 2 點 ( 開放線上報名 )

報到地點｜本館第 1 研習教室門口

活動時間｜ 2 月 10 日 ( 週五 ) 

  下午 2 點至 4 點 ( 每場 1 小時 )

上課地點｜第 1 研習教室、青時光教室 

參加費用｜免費。

第 47屆世界兒童畫展
國小特優 吳芸錚 -客家藍染

第 52屆世界兒童畫展
國中特優 賴倚安 -蘭嶼之美

掃描觀看更多 
世界兒童畫展精彩畫作

作品照片僅供參考，以現場
實際為主 線上報名

10



圖畫書會動啦！ 

本館舉辦已歷 17 年的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是臺灣圖文創作新秀的搖籃，

此次特別精選歷年 5 件特優創作轉製成雙語動畫，

各類題材豐富，有趣且極具教育性，

充分體現臺灣學子無窮的創意及想像力！

掃描觀看

最新雙語動畫片及其他中文電子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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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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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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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很草、植得玩味

饅滿的愛-顏色探索
顏色的千變萬化對於孩子來說是充滿樂趣的，本單元是一系列顏色探索的最終產出。教師引導孩子從
顏色採集開始，透過活動認識顏色後，轉換成液態顏料與蠟筆讓孩子發現了色彩的特性，最後結合實
地操作，讓孩子運用麵粉與天然食材的顏色製作出健康美味好看好吃有又有意義的造型饅頭。

再生創作一張紙的誕生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減少垃圾是我們能著手的第一步，而在學校生產最多的莫過於考卷和功課，
這一張張的廢紙也許還有不同的可能性等著我們去創造。引導孩子思考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紙類垃圾
狀況，鼓勵孩子發想如何再利用資源。透過介紹紙張的由來及製作，帶領學生收集材料，從自己製作
紙漿開始，一步一步抄紙，加入不同元素，自製成獨一無二的手抄紙。

自然食色
對於體驗這個世界，色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環境自然色到人為色彩，我們的感受都被顏色牽引著。
從生活中的人為色彩切入，搭配美的原理原則的練習，讓學生透過餅乾的排列實際運用呈現人為造型
及色彩的美。再利用校園自然物的色彩收集，感受春夏在植物上的變化，透過觀察收集春夏感色彩搭
配，進而學著配色、調色，最後練習製作春夏感輕食沙拉擺盤設計，將色彩運用於生活之中，讓每個
學生都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美。

文化創衣
以世界文化、設計思考、企業識別系統建置的方向思考，搭配與外師合作的雙語課程，給未來朝向文學
院、商學院方向的學生學習、模擬、呈現的機會。本課程對應高中美術課綱，融合鑑賞、實作與情意、
自主的素養學習，讓學生透過中師與外師共構的中西文化課程內容，幫助學生在設計思考上的推演與具
象化，每一組須共同成立一間服裝公司，從品牌的理念、故事發想，到視覺識別設計(標準字、標準色、
商標)等，以致於運用視覺識別系統來進行各種包裝、文宣、週邊產品的建置，在學習品牌理念及設計構
思的過程中，不斷導入世界文化、歷史中的圖騰、視覺 圖像與藝術史的內涵，企圖讓學生在思考品牌價
值不僅符應時尚潮流，也能顧及文化深度的思考，讓品牌歷久彌新，並能發揚文化特色。

孩子對於生活環境總是認為理所當然，透過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的
結構式引導，除了以實境踏查的花草攝影作業，鼓勵孩子去關心浮洲日 常，亦請孩子在校內進行採集
與觀察，並利用行動顯微鏡放大視野，讓孩子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植物;接著請孩子表演所看到的野花雜
草，可以寫實、可以想像、更可以擬 人化，讓孩子打開五感與思考想像，最後將感受轉化為文字圖片
的能量，將環境永續和公民責任的心意，以文青版長輩圖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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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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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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應致力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

提醒您

中山很草、植得玩味

饅滿的愛-顏色探索
顏色的千變萬化對於孩子來說是充滿樂趣的，本單元是一系列顏色探索的最終產出。教師引導孩子從
顏色採集開始，透過活動認識顏色後，轉換成液態顏料與蠟筆讓孩子發現了色彩的特性，最後結合實
地操作，讓孩子運用麵粉與天然食材的顏色製作出健康美味好看好吃有又有意義的造型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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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色彩的美。再利用校園自然物的色彩收集，感受春夏在植物上的變化，透過觀察收集春夏感色彩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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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Room I.II

第 1.2展覽廳  

Nan Hai Theater

南海劇場

Exhibition Room III

第 3展覽廳
Aesthetic Space

美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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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順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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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