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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地點 時  間 活動名稱 展演單位 參加方式

展
覽
活
動

南海
藝廊

01/01(五) – 01/13(三)
再看你一眼―2010程正德人像油
畫展

程正德 

01/15(五) – 03/14(日) 本館油畫典藏作品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南海
戶外
藝廊

12/12(六) – 01/07(四) 第63期藝教研習班書畫聯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01/09(六) – 02/04(四) 江慧如西畫個展―水彩色筆小品 江慧如 

南海
藝廊
小天
壇展
場

01/01(五) – 01/17(日)
決定快樂．決定我們的未來―第
19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得獎作品展

財團法人維他露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1/21(四) – 02/21(日)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h/1.5h 現場排隊索票：演出前1時/1時30分起索票，每人最多2張，索完為止。　　 
索票，TEL洽詢展演單位∣自由入場、自由觀賞
售票，TEL洽詢展演單位∣兩廳院售票，TEL (02)3393-9888∣年代售票，TEL (02)2341-9898
※入場須知　1.劇場活動，請於演出前30分排隊入場。

2.南海藝文廣場活動，如遇雨天，請移至行政中心觀賞。
3.南海藝廊展覽時間09:00∼17:00，週一休館，展期最後一日至12:30。

  觀眾迴響：如欲進一步了解、回饋該活動，請逕至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表演快訊」點選，連
                 結至展演單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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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Venue Time Title The Presenter Entry 
Method

Exhibition 
Activities

Nan Hai 
Gallery

Jan.01 – Jan.13
Take a Look at You Again ― 
2010 Cheng Cheng-Te Portrait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Cheng, Cheng-Te 

Jan.15 – Mar.14 NTAEC Oil Painting Collection 
Works Exhibition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an Hai 
Outdoor 
Gallery

Dec.12 – Jan.07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Art Education 
Study Class, in its 63th Term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Jan.09 – Feb.04

Chiang Hui-Ju Western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 
Water Color and Color Pencil 
Works 

Chiang, Hui-Ju 

Siaotiantan 
Exhibition Hall 

of Nanhai 
Gallery

Jan.01 – Jan.17

Find Your Happy Way, Decide 
Our Future ― The 19th 
Vitalon Children’s Art Award 
Works Exhibition

Vitalon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



Jan.21 – Feb.21 Exhibition of the World's 
Selected Children Paintings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1 h /1.5h Request on the Spot Ticket：60/9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Free Ticket，TEL Exhibition Unit∣ Free Admission
   Ticket Price，TEL Exhibition Unit∣ ArtsTicket，TEL (02)3393-9888∣ ERA Ticket，TEL (02)2341-9898
  ※Entrance Guideline　1.Please line up for entrance to the theater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2.The activities at Nan Hai Open-Air Arts Square will be moved to Administrative Center if it is    
a rainy day.

3.Exhibition time 09:00~17:00，Tuesday to Sunday.
        Response：For further information, feedback to the event, please visit the world wide web of this Center, 
                               http://www.art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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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1.13 ∣ 五 - 三 ∣ 09:00-17:00 ▶週一休館 

再看你一眼 2010程正德人像油畫展

Take a Look at You Again — 2010 Cheng, Cheng-Te Portrait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程正德《凝視》

展出者∣程正德

好久沒有好好看一個人，描繪一個人了！
文藝復興的肖像畫閃耀出人性的光輝。這些畫像如此生動

有靈性。我想最主要原因是當時畫家對人真的很有興趣，因此
用最直接的觀察感受與熱情去描繪。

《 再 看 妳 一 眼 》 系 列 藉 由 對 少 女 的 描 繪 ， 企 圖 從 古 典 與
來自對象的感動出發，忠實、深刻的呈現人本身與其時空的關
係，與人的本質與靈性，並從專注於單純與簡單的構圖中，重
現人像畫更深刻的可能性。

     聚焦賞析∣「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葛楚．史坦

     Do not have carefully looked at and painted a person for a long time! The por traitures in 
renaissance always shine a bright side of humanity, with so vivid and soulful.  In my opinion,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painters at that time were interested in people; therefore, they 
painted with most direct observation, feelings and passion.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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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01.15-03.14 ∣ 五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http://ed.arte.gov.tw/ch/result/vlist_1.aspx

本館油畫典藏作品展 
NTAEC Oil Painting Collection Works Exhibition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黃進龍《仲春彩蝶飛》

油 畫 發 展 約 有 五 、 六 百 年 歷 史 ， 一 直 是 繪 畫 表 現 形 式 之
主流，帶來之魅力至今不減反增，故深受世界各階層人士的喜
愛，同時亦為本館重要之藏品類別之一。油畫的特性之一是可
層層疊色，而其作品的呈現上，往往能展現出細膩、厚實與雄
偉。為推廣大眾對油畫作品的欣賞與興趣，策畫展出本館油畫
典藏作品，並呈現不同風格等油畫名家之作，內容豐富、精采
可期，歡迎蒞臨觀賞。

     “Take a Look at You Again” series intend to, by means of painting girls, 
star t from classic and touching objects, faithfully and profoundly presen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ir space-time, and human nature 
and spirituality, and reproduce profounder possibil ity of por traitures from 
concentrating pure and simple composition.

     Focus∣「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Ger trude 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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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長期開設藝術教育研習班，期以增進國民藝術知能與技能的發展
為目標，讓終身學習理念普及於生活中。藝術教育研習班開班迄今，已邁向第63期，其
課程規畫類別豐富而多元，同時講求知識與技藝並重，期讓民眾在生活上有心靈成長的空
間。本次舉辦第63期藝教研習班書畫聯展，作品風格多元，清新雋永，歡迎各界蒞臨觀賞
指教。

     聚焦賞析∣聯合63期藝教研習班創作，包括：人物、山水、花鳥、書法、篆刻書法、水墨寫生、基礎水墨
創作、現代國畫創作實驗、中國水墨、水墨畫基礎技法─山水畫等17班作品。

     The intent that the chief of National Taiwan Ar ts Education Center sets up Ar ts Teaching & 
Research Class is to expect the national ar t recognition and skill developments are capable 
to optimize, and make the concept of lifetime learning common in the life. Up to date, Ar ts 
Teaching & Research Class has strode into the 63th term, the of which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urses planning is profuse and diverse, in the meantime,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valued, 
hoping to serve a space for spirit growth for the public in the life. In the Call igraphy and 
Painting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Ar t Education Study Class, in its 63th Term, the works are 
varied and refreshing in style. We sincerely welcome people from ar t circles and ar t lovers 
to come to view this remarkable work and offer advice.

Focus∣This  drama reproduces the playwr ight ,  Ch i  Wei jan’s  work ‘A Th ief  in  the Night ’ .  A lost 
jewel box revealed a secret we cannot say.Af ter al l ,  is jewelr y or affection l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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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Activities

     聚焦賞析∣本展展出內容包括：早期全國美展(已停辦)及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等。

     With about f ive or s ix centur ies of development histor y,  oi l  paint ing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form of ar t .   I ts charm ha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ecreased, therefore, i t  is 
well received by people of all ranks of the world; meanwhile, it is one of major collection 
categories of NTAEC.  Colour overlapping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il painting, and 
its work always can present fine, thick and majestic look.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ublic’s 
appreciation and interesting of oil painting works, the NATAEC oil painting collection works 
are going to exhibit in Nanhai Gal lery. This exhibit ion wil l  show the works of famous oi l 
painters with different styles.  Abundant contents are wor thy of expects and all of you are 
welcomed to view.

Focus∣Th is  exh ib i t ion shows the works  awarded in  ear ly  Nat iona l  Ar ts  Exh ib i t ion (has been 
discontinued) and in L i terature & Ar ts Creat ion Award.

12.12-01.07 ∣ 六 - 四

第63期藝教研習班書畫聯展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Art Education Study Class, in its 
63th Ter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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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02.04 ∣ 六 - 四  

江慧如西畫個展 水彩色筆小品

Chiang Hui-Ju Western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 Water Color and Color 
Pencil Works 

江慧如《探索》

展出者∣江慧如

市場上各式品牌的水彩、色鉛筆與粉彩筆，其各具獨
特色澤和質地。近年由於高品質媒材的研發，使得色
鉛 筆 與 粉 彩 筆 的 運 用 範 圍 及 顏 色 質 感 ， 因 此 獲 得 改
善，並完全為畫家運用於創作素材上，展現充滿創意
的變化。這些影響使水彩與色鉛筆或粉彩筆的技法不
斷被研發和普遍應用。與素描媒材比較，水彩畫的技
巧是較豐富且多變的，搭配色鉛筆與粉彩筆的交錯使
用，我們將發現：在作畫過程中，常會出現不可預測
的效果。

     聚焦賞析∣本展主要為水彩色筆的對開及四開小品為創作發表，以較寫實的繪畫風格，傳達世間的美善與
溫情，引發觀賞者的心靈共鳴與感動。

     Var ious brands of watercolor,  colour penci l  and pastel pen in the market are with 
respect ive unique colour and texture.   S ince the R&D of h igh-qual i ty media in recent 
years, hence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colour texture of colour pencil and pastel pen 
are improved, and completely used by painters for cre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change 
of ful l  or iginal i ty.  Those impacts cause continuous R&D and general applicat ion of ski l l 
of watercolour, colour pencil and pastel pen. Comparing with sketch media, the ski l l  of 
watercolour painting is more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collocating alternate use of colour 
penci l  and pastel pen, we wil l  f ind that the unpredictable effect wil l  a lways come out 
during painting processes.

Focus∣In th is exhibit ion, fol io and quar to-s ize watercolor and color penci l  paint ing works are 
ma jor.   They,  wi th  rea l i s t ic  pa in t ing  s ty les ,  convey the goodness  and war mth of  the 
world, and cause viewers’ resonance and tou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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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1.17 ∣ 五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http://www.vitalon.org.tw/

 決定快樂．決定我們的未來 
Find Your Happy Way, Decide Our Future — The 19th Vitalon Children’s Art 
Award Works Exhibition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維他露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蔡培詩《拔河》

維他露基金會致力推動兒童美術發展，歷年辦理徵選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已深獲全國老
師、家長支持，為國內最具規模的繪畫比賽之一。近年以
「決定快樂 — Find your happy way！」為主題，期能提
醒大家：用快樂的心情面對一切，創造出健康、正向、有品
質的快樂生活。本屆主題「決定快樂．決定我們的未來」，
透過兒童的畫筆詮釋，將快樂的每個當下傳遞、散播成一股
對於社會的人文關懷之情。竭誠歡迎喜愛兒童繪畫藝術的朋
友前來參觀！

     聚焦賞析∣本展展出第19屆維他露獎暨歷屆優選獎作品，約160件。

     Vitalon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 commits to promote children’s ar ts 
development, and has held the “Vitalon Chi ldren’s Ar t Award National Chi ldren Paint ing 
Competi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painting exhibitions in Taiwan deeply suppor ted 
by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recent years, it takes “Find your happy way!” as theme in order 
to remind everyone: face everything with happy mood to create healthy, posit ive and 
high-quality happy life. The theme of this term, “Find your Happy Way, Decide Our Future”, 
conveys happiness at every moment through children painting, to spread the humanistic 
care for the feelings of the community.  For friends who love children painting ar ts, your visit 
is highly appreciated!

Focus∣About 160 pieces of awarded works of the 19th Vitalon Award and the selected awards 
for several terms are presented in this exhibit ion.

第19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
得獎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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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02.21 ∣ 四 - 日 ∣ 09:00-17:00 ▶週一休館 ∣ http://ed.arte.gov.tw/ChildArt/history1.aspx

世界兒童畫精品系列展 
Exhibition of the World's Selected Children Paintings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鄭惠紋《廟宇修繕》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係為提供兒童繪畫創作與觀賞
的一個平臺。在參與過程中，孩子們能沉浸在自由自在的遊
戲文化中，以開放的心靈，透過畫作表現真我；並能打破語
言、文字框架，自行創造出一個象徵性的情境，以掌握自己
的內在欲望；並能在人際溝通上，逾越極大的藩籬。這就是
畫展多年來，深受社會各界喜愛的主因。邀請關心、愛好兒
童美育的人士，踴躍光臨參觀。

     聚焦賞析∣本展特選第38屆國內特優獎以及國外金、銀、銅牌作品。

     The Taiwan’s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 t Exhibition offers 
children a platform for creating and appreciating paintings. 
In par ticipating, children can be immersed in free, open, and 
playful culture. Using an open mind,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painting process, 
break the language and word boundary, create symbolic situation and master their inner 
desire. Meantime, they can overcome obstacles about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se become 
the main reasons why such a kind of painting exhibition has become profoundly popular for 
many years. We welcom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care about and feel interested in ar t 
education, to come to watch this exhibition.

Focus∣The 38th domestic premium awarded works and foreign works of gold, s i lver and bronze 
awards are special ly selected in this exhib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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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教育網 
Taiwan Arts Education Website

無限藝想 創意狂潮
臺灣藝術教育網嶄新登場

     

 最新消息專區

   提供「藝教消息」「徵選公 
  告」「招生訊息」「教師進
 修」「國際 交流」，讓您掌握
最新藝教資訊。

     藝論紛紛－藝教諮詢Q&A

    有關藝術方面的問題，要如何尋 
 找到答案呢？來這裡就對了！專業
的師資群，提供您最完整諮詢服務。

    藝教資源分享平臺

          包括：「教材教案」「圖書資源」「升學管道」「期刊 
  論文」「藝教 法規」等，提供最新的教學、研究、學習
等資源。

   網路藝學園

   想進一步了解或進修藝術課程，可至「網路藝學園」
  http://elearn.arte.gov.tw/瀏覽 視覺、美術、音樂、舞蹈等課程，並
提供教師、公務人員時數認證服務，集滿紅利點數，還可以獲得精美
贈品喔！

一 個 豐 富 多 元 的 藝 術 教 育 資 源 寶 庫 ， 無 論 何 時 、 何 地 皆 能 自 由 徜 徉 的 藝 術 殿 堂

─ 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再現全新藝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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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度 
             徵選活動

引爆想像魔力
2010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收件時間∣99年3月1日 ▶ 4月15日（以4/15寄出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參賽資格∣年滿16歲以上之民眾。

▌徵選組別∣1.國小低年級組。2.國小中年級組。3.國小高年級組（1-3組：由學校核章報名）。

                        4.國中組（由學校核章報名）。5.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6.大專組（含五專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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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規格∣1.參選作品以「件」計，每位參選者以1件為限。

2.每件全書內頁至少16頁（含）以上，最多不超過40頁。另加繪封面、書名頁及

封底，結構須完整，符合圖畫書之形式要件。

3.可自寫自畫或共同創作，惟共同創作，每件作品報名作者以2人為限，並不得跨

組 合作。

▌表格下載∣徵選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下載、查詢。

▌收件地址∣以掛號郵（或包裹）寄「10066臺北市南海路47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收」，信封上

須註明「參選2010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及參選組別。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125。

99年度
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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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度 
             徵選活動

藝展身手
99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徵件時間∣99年3月1日▶ 4月30日（郵戳為憑）

▌參選資格

(一)教師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專、兼任及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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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及兒童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音樂作曲、童話。
(二)學生組∣現代及兒童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音樂作曲。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後，以掛號郵寄送件，本獎實施要點及報名網址，請至：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web.arte.gov.tw/philology-arts。

▌洽詢電話∣(02)2311-0574 分機236。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家文化總會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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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
音像藝術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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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幸福影展
2010音像藝術教育活動

▌活動時間∣99年2月2日▶2月10日（週一休館）

▌活動地點∣本館南海劇場(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活動方式∣1.售票場次：「時尚名家會客室」活動包含影片欣賞與影評座談，酌收清潔費新臺

幣100元。

2.免票場次：除「時尚名家會客室」活動外，其他場次免費入場，開演前30分鐘排

隊入場，額滿為止。

▌活動內容∣本活動共分為「影片觀賞」「映後座談」「影像教育研習營」三部分：

{ 影片觀賞 } 精選16部中外影片，環繞四大「幸福」主題：幸福的呼喚(綠色時尚珍愛大地)、幸福的

探索(尋根探索生命故事)、幸福的真諦(樂活青春活力無限)、幸福的起點(有品運動親情無價)，輪

番映演20場次。

{ 映後座談會 } 影片觀賞後的討論盛宴，特別禮聘當代藝文名家交流分享：

1.真情分享篇：由《梅蘭芳與孟小冬》作者蔡登山為您揭開梅、孟的神秘面紗與梨園韻事。

2.非常女導演：邀請臺灣知名導演郭珍弟、薛常慧現身活動場，細說臺灣情。

3.時尚名家會客室：邀請觀眾品味人生，本活動包含影片欣賞與影評座談，酌收清潔費新臺幣

100元。

{ 影像教育研習營 } 閱讀電影，豐富心靈！由四大名師連袂登場：(免費參加，報名請早！)

時　　間 活動內容 形　　式 與談人

02/02(二) 
09:00  「閱讀電影，豐富心靈」影像教育實作研習營 講　　座 黃英雄

13:30  分享實作：午後電影院《爸爸！回家吧！》 電影分享 蘇　蘭

02/03(三)
09:00  「閱讀電影，豐富心靈」電影教案的設計技巧 講　　座 陳建榮

13:30  分享實作：午後電影院《滾拉拉的真愛旅程》 電影分享 梅鳳珠

  報名時間：99年1月5日▶1月29日(額滿為止)。教師可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報名方式：請逕至本館網站http://www.arte.gov.tw下載報名表格填寫(報名表格於99年1月5日網站公告)，並

e-mail至godpower_two@yahoo.com.tw，或傳真（02）2382-5696完成報名。

※以上影展內容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承辦單位∣東暉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洽詢∣(02)2382-6769 閻小姐，或(02)2311-0574轉166 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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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館長與民有約活動日程表
梯次 1 2 3 4 5 6 7 8 9

登記
期間

01/01
∫

01/13

02/10
∫

02/24

03/24
∫

04/07

05/05
∫

05/19

06/16
∫

06/30

07/28
∫

08/11

09/08
∫

09/22

10/20
∫

11/03

12/01
∫

12/15

約見
日期

01/27
（週 三）

03/10
（週 三）

04/21
（週 三）

06/02
（週 三）

07/14
（週 三）

08/25
（週 三）

10/06
（週 三）

11/17
（週 三）

12/29
（週 三）

約見
地點

本館行政中心2樓會議室（臺北市南海路43號）

登記
窗口

1.服務臺：臺北市南海路47號                          2.電  話：(02)23110574-110
3.傳    真：(02)2312-2555                  4.網  址：http://www.arte.gov.tw

登記
注意
事項

一、活動登記時間：各該登記期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除親自到本館服務臺登記外，並可以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申請登記。

二、申請登記，非以本館規定之登記表書寫者，應載明：姓名、出生日期、電話、地址、約談主題

        等資料，以便辦理登記事宜。

三、活動約見人數：每次以5人為原則，本館將依申請登記之時間先後順序及約談主題之迫切性，

        編號排定，並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申請登記人約見事宜。

四、約見時間：各該日下午2時30分至5時。

五、約見時，應由本人親自到場並攜帶國民身分證以供核對。若非本人親自到場，則將取消其約見

        資格。

六、約見時，如叫號未到者，視同放棄，並依序遞補，登記人不得異議。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不予受理登記，事後發覺者，取消其約見資格：

　㈠代理他人辦理申請登記；或約見時，代理他人陳情者。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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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係重複約見之案件。

　㈣約談內容要求保密者。

八、本館員工不得參加「館長與民有約」活動，或代替他人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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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99年度館長與民有約活動登記表

登記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電話

 公：

 宅：

 行動：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地址

約談

主題

意見交流
opinion exchange

※本表請影印放大使用，或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點選：意見交流園地／館長與民有約／預約登記(線上)  
或下載登記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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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須知 Audience Information

1.每人一券，憑票入場，對號入座。並請於開演前5分鐘入座。

2.除兒童節目外，禁止身高不滿110公分兒童入場。

3.演出前30分鐘開始入場，演出場內不得錄音、錄影、攝影、隨意走動及喧嘩。

4.請勿攜帶危險物品、食物、飲料入場。

5.不得於場內飲食、吸煙、嚼檳榔或口香糖等。

6.遲到觀眾應於中場休息方得進入劇場，以免影響他人觀賞。

7.本館場地不收受花籃、花圈等賀物。

1.One ticket for each person, admission with ticket, checking the number for the seat. 
Please be seated 5 minutes before starting the performance.

2.Except children programs, children under 110 cm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performance venue.

3.Access to the venue 30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starts. It's forbidden to record 
sound, record video, photograph, walk about at will, or clamour in the performance 
venue.

4.Please don't bring dangerous things, food, drink with you, and enter the venue in 
slippers or in disordered clothing.

5.It's forbidden to dine, drink, chew betel nuts or chewing gum in the venues.
6.In order not to influence the others, late arrivals will be allowed only at intermission.
7.Our Center's venues don't accept such gifts as flower baskets, flower wreaths.

消費新生活運動
1.危險公共場所，不去；	 2.標示不全商品，不買；	 3.問題食品藥品，不吃；

4.消費資訊，要充實；	 5.消費行為，要合理；	 6.消費受害，要申訴；

7.1950專線，要記牢；	 8.消保活動，要參與；	 9.爭取權益，要團結；

10.綠色消費，要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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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位置圖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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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 closed

Tuesday – Sunday 09:00-17:00
Please Note: We are closed Lunar New 
Year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Lunar New 
Year.(It will be announced 
additionally if meets special conditions.)

 館  址 Address
　　10066臺北市南海路47號　No 47, Nanhai Road, Taipei, R.O.C.

 網  址 Website
　　http://www.arte.gov.tw

 臺灣藝術教育網址 Website of Taiwan Arts Education
　　http://ed.arte.gov.tw/index.aspx

 藝術教育諮詢服務網址 Website of Arts Education Consulting Service
　　http://ed.arte.gov.tw/Consult/

 交通路線 Transportation
　捷運／淡水線中正紀念堂站(1、2號出口)
　　　　小南門線小南門站(3號出口)
　公車／中正二分局站(0東、3、243、248、262、304、706)
　　　　建國中學站(1、204、532、630)
　　　　南昌路站(5、38、227、235、241、244、295、662、663)
　　　　南門市場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
　　　　植物園站(242、543、624、907、和平幹線、藍28)
　MRT／1.Danshui Line to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 1 or 2)
　            2.Xiaonanmen Line to Xiaonamen (Exit at No. 3)
　 BUS／1. No. 0-East, 3, 243, 248, 262, 304, 706: to "Zhong Zheng Second Police District".
        　    2. No. 1, 204, 532, 630: to "ChienKuo High School".
         　   3. No. 5, 38, 227, 235, 241, 244, 295, 662, 663: to "Nanchang Road Sec.1".
           　 4. No. 242, 543, 624, 907, Heping MainLine, BL28: to "Botanical Garden".
           　 5. All Roosevelt Road lines: to "Namen Market".

《藝教資訊》免費索取

如需郵寄，請附回郵一年（票價3.5元之郵票12張），註明姓名、地址、郵遞區號
及「函索藝教資訊活動表」，逕寄本館展覽演出組收。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NTU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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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NGYANG RD.

NANCHANG RD.

NANHAI 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