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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地點
Event Venue

展演活動總表

Exhibition & Performance Schedule
時間
Time

111/05/28（六）

活動名稱
Title

2022 第七屆
海峽兩岸粉彩畫家邀請展

th
111/06/05（日） The 7 Cross-Strait Pastel Painters

第 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Ⅰ . Ⅱ

Invitation Exhibition

1.2 111/06/11（六） 2022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

Pastel Art Promo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
(PAPAT)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

第 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Ⅲ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111/06/28（二） 夢境漫遊：繪本藝術展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Wandering in the Dream:
111/09/25（日） An Exhibition of Picture Book Art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111/06/02（四） 春之頌

練福星

111/06/19（日）

3

Praise of the spring

2022 藝情存檔 – 林永利創作展 /
2022 表裏容顏 – 湯運添油畫創作展

111/06/22（三） 2022 Art archiving creation exhibition
of Lin Yong-li

111/07/06（三） 2022 The portrait of inside and

111/06/02（四）

Fu Sin Liann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台北歐洲學校
英國小學部六年級畢業展

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
英國小學部

Art Show

Taipei European School
British Primary Section

111/06/15（三） Taipei European School Graduate

111/06/18（六） 鳥語。花香

黃純惠

111/07/03（日） Chirping of Birds; Fragrance of Flowers

Huang Chun-Hui

展演活動總表 Schedule

參加方式
Entry
Method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2022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111/06/19（日） Competition

outside / Oil painting creation
exhibition of Tang Yun-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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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單位
The Presenter















類別 地點
Event Venue

時間
Time

O

本館主辦活動 ORGANIZER

A

申請展活動 ACTIVITIES FROM EXHIBITION APPLICATION

活動名稱
Title

南海劇場

演藝活動

Nan Hai Theate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111/06/18
（六） 緣聚 – 越劇折子風采
Yue Opera - The Elegance of
14:30
Excerpts from Yue Operas

展演單位
The Presenter

參加方式
Entry
Method

雲水戲劇工作坊
Yuan-Shui Theater Workshop
TEL: (02)272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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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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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ance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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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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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 展演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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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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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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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111.06.28
111.09.2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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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國小以上學生、一般民眾（國小學童需家長陪同）。
費用及名額｜新臺幣 200 元整，正取 20 名
或 10 名（VR 體驗課程）
，備取 5 名，額滿為止。

上課地點｜本館第 3 會議室。
報名時間｜ 7 月份活動於 6 月 24 日上午 11:00 開放報名。
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s://www.arte.gov.tw 查詢。
活動若因疫情停辦、延後或改採線上教學方式辦理，將同步於網站公告。

地球外的星星：星空瓶製作
講師｜周明誼、張致中
時間｜ 111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0:30 － 12:00
繪本「校外教學到月球」裡，搭著太空校車，朝
月球前進，充滿驚奇與想像，無邊無際的星空，
會是什麼樣子呢？
課程會利用螢光漆，在瓶身繪製宇宙夜空的景象，
最後再放入小串燈，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星球小夜
燈，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中閃閃發光。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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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藍海洋：手作藍曬海洋
講師｜周明誼、張致中
時間｜ 111 年 7 月 23 日，下午 2:00 － 3:30
海洋的蔚藍必須透過陽光的折射，光線照射到海
面散射藍光，成為了我們所見的一片湛藍。課程
透過藍曬技巧製作出不同的海洋顏色，並運用各
種素材與巧思繪製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結合陽
光與化學顯影技術，創造屬於自己心中像海一樣
的地方。

夢境小路：玩黏土，看 VR 體驗
課程
講師｜ Pixelight
時間｜ 111 年 7 月 24 日，下午 2:00 － 3:30
「我最喜歡坐上爸爸的小貨車」，它會帶著我們一
起穿梭在迷霧城市、長頸鹿草原等奇幻地方。這
次我們將一起用黏土捏出長頸鹿草原，利用 360
相機拍攝製作成 VR 畫面，帶上 VR 眼鏡一起體
驗 VR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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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一個像海的地方：海洋瓶製作
講師｜周殷竹
時間｜ 111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30 － 12:00
夢幻海洋瓶，把大海裝進瓶子裡。
透過繪本，喚起走進海生館海洋公園、海洋生物
館的記憶，發揮想像力，創作出自己的海洋世界，
並製作一個絢爛的海洋瓶帶回家。

黏土星球：許願燈製作
講師｜周殷竹
時間｜ 111 年 7 月 30 日，下午 2:00 － 3:30
黏土透過搓、揉、捏、壓等動作，激發孩子的想
像力與創造力，創作一個獨一無二的許願燈，並
寫下心願，只有在燈亮時才能看見喔！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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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參與對象｜公務人員、教師、學生、一般民眾，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本館第 3 會議室。
實際內容請逕自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 查詢。
活動若因疫情停辦、延後或改採線上教學方式辦理，將同步於網站公告。

「經典繪本」專題：不朽的圖文創造力
演講者｜吳文君
時間｜ 111 年 7 月 31 日（日），下午 2:00 － 3:30
有歷史溫度的書拿在手上，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不朽傑作，何以成為藝術與創造力的宣言？
因為它是經典繪本，所以廣受全球成人及兒童好評？
還是因為作品本身散發出來的自然親切感和獨特魅力，讓它擄獲眾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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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1.2 展覽廳

2022 第七屆海峽兩岸粉彩畫家邀請展
th

The 7 Cross-Strait Pastel Painters Invitation Exhibition

這是海峽兩岸唯一的粉彩名家及專業級的聯展。共 123 幅
作品，台灣 85 幅，大陸 38 幅。台灣由本會傑出會員經
過嚴格的評審機制才能參展。受邀的 38 位大陸名家來自
各地。目標就是要經過交流提升水準，並進而達到對粉彩
的推廣。
It is the only pastel art group exhibition with professional quality for
famed pastel painters from both Taiwan and China. There are a total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three pastel paintings in the exhibition. 85
pieces are from Taiwan, and 38 pieces are created by painters from China.
Only outstanding members of our society who passed our strict review
procedur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exhibition. The 38 Chinese painte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upon our invitation come from various regions.
Our goal is to increase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such cultural exchange
and ultimately promote pastel painting.

2022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
2022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2022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不設定主題，獻給才華洋溢，
一直想透過影像發聲的年輕世代。透過攝影賽事，看見世
界！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每年舉辦全國學生攝影比賽，藉以
激發青年學子們影像創作的新思維與觀摩學習的機會。
There is no specific theme for the 2022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dedicated to the talented young generation who have been
wanting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through images and 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Education
organizes the National Student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every year to
inspire students to be more creative with their photography and offer
them a chance to observ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Exhibition Room I.II

111.05.28
111.06.05

（六）

（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戴永杰《晚秋》

111.06.11
111.06.19

（六）

（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

華梵大學攝影與ＶＲ設計學系

Exhibition Activities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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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展覽廳

Exhibition Room III

春之頌
Praise of the spring

今七十餘歲才舉辦第一次個展。展出內容為各種面向的藝
術創作：傳統有水彩、油彩、速寫、版畫；創新的有綜
合媒材、理性畫作及由平面轉成實體的立體畫 3D 列印成
品，可見創作發展的脈絡，頗具教育意義。
He is holding 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this year, in his 70s. The exhibited
works include pieces created using different media: in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there are watercolor paintings, oil paintings, sketches,
and prints; in the innovative category, there are artworks of mixed
media, paintings of realism style, and 3D printings converted from
2D ones. Through his artwork, you will see his context in art. It is very
educational.

111.06.02
111.06.19

（四）
（日）

週一休館 |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練福星

練福星《春之荷亭》

「玩藝玩」親子活動－
【襪娃 Fun 暑假】
活動日期｜111 年 6 月 25 日（週六）
下午 2:00 至 4:00 時，共計兩小時。
報名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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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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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準備｜剪布剪刀、針線、蒐集小裝飾物（鈕釦、珠子、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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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第 3 展覽廳

2022 藝情存檔 - 林永利創作展 /
2022 表裏容顏 - 湯運添油畫創作展
2022 Art archiving creation exhibition of Lin Yong-li
2022 The portrait of inside and outside / Oil painting creation
exhibition of Tang Yun-tian

任教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藝設系的二位教授以雙個展方式，
展出主題「藝情存檔 - 林永利創作展」及「表裏容顏 - 湯
運添油畫創作展」
，林永利使用水墨、膠彩，描寫花蓮的
生活發現，湯運添擅長油畫，精緻描繪熟悉的人物，用心
靈感受實踐生命的脈動。
The two professors at the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old their group exhibition themed, respectively,
“Saving Little Things in Life – Lin Young-li’s Solo Exhibition,” and
“Faces – Tang, Yun-tian’s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Lin excels in vividly
depicting life in Hualien through ink paintings and acrylic paintings.
Tang does such an exquisite depiction of the people and objects in his
daily life in the form of oil paintings, feeling life energy with his heart.

Exhibition Room III

111.06.22
111.07.06

（三）
（三）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林永利《幽光灑落薑花香》

湯運添《表裏容顏》

玩美教室 藝術研習班
－第 89 期招生

報名時間｜	111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00，
至 7 月 22 日下午 16:00( 額滿為止 )。
上課期程｜ 111 年 8 月 15 日至 12 月 17 日
招生簡章｜ 請逕至本館藝術研習網站查詢，或洽服務臺索取。
洽詢電話｜	(02)2311-05744 分機 232、110
（線上報名）

本期新開課程｜	玩毛人家 - 羊毛氈快樂學、蠟筆隨意畫、
鋼筆素描快易通

美學空間

Aesthetic Space

台北歐洲學校
英國小學部六年級畢業展
Taipei European School Graduate Art Show

台北歐洲學校六年級的學生們創作了藝術作品以慶祝和紀念
他們即將自小學畢業迎向國中的階段。學生們經歷了探索個
人想法也嘗試各種藝術媒材的漫長創作過程。同時他們評估
了自己的進步，並根據自我反思、同儕間的討論和老師的點
評進而完成了他們的作品。展出的藝術作品種類繁多，反映
了這些年輕藝術家多樣化的興趣和豐富的想像力。
The students in their final year at the Taipei European Primary School
have each created an artwork for an exhibition to celebrate and
mark their transition toward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students
went through a long creative process of exploring personal ideas and
experimenting with a wide range of art media. They evaluated their
progress and refined their artwork in response to self reflection, peer
discussion and teacher critique. The amazing variety of artwork on
display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interests and great imagination of
these young artists.

鳥語。花香
Chirping of Birds; Fragrance of Flowers

黃純惠粉彩畫個展
作品以軟性粉彩、砂紙為主，色彩飽和厚實有力。用感覺
用心情來作畫，自由隨興的筆觸，粉彩的多樣性，詮釋出
新的風格。
每幅畫都賦予不同心情意境，有著寧靜唯美氛圍，請細細
品味不一樣花之美及疫情宅在家的鳥日記。
Exhibition paintings are mainly used soft pastel and pastel papers with
coated surfaces for drawings, combined with highly saturated and
strong colors. I like to express my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rough lively
brushstrokes and a kaleidoscope of colors from soft pastels to create
new styles.
Every drawing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peaceful
atmosphere. Please enjoy the unique beauty of flowers in soft pastels
and the bird diary since I spent much time at home due to the COVID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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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 Exhibition Activities

111.06.02
111.06.15

（四）
（三）

週一休館 |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
英國小學部

Mel T《Drippy Rainbow》

111.06.18
111.07.03

（六）

（日）

週一休館∣ 09:00-17:00
自由觀賞

主辦單位
黃純惠

黃純惠《雨後花籬》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

緣聚 - 越劇折子風采

111.06.18

Yue Opera – The Elegance of Excerpts from Yue Operas

14:30

（六）

越劇（浙江地方戲曲）長于抒情，其曲調優美動聽、婉轉
柔美，極具江南靈秀之氣。雲水戲劇工作坊 5 年來推廣與
越劇相關演出研習活動，本次由陶卉老師親自帶領主演，
將越劇經典折子展演於大舞台，讓廣大戲迷有一次美麗饗
宴、緣聚越劇折子風采。

售票 Ticketing
TEL: (02)2721-1189 劉先生

指導單位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

雲水戲劇工作坊

Yue Opera (the local opera from Zhejiang province) features songs
expressing sentiment s with elegant and gentle melodies that
remind people of the elegance of Jiangnan. Yuan-Shui Theater
Workshop has been promoting workshops related to Yue Opera for
the past 5 years. This performance is led by Ms. Tao Hui, aiming to
give their audience a feast for the eyes by bringing classic excerpts
from Yue Operas to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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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貓計程車司機》
06/12《不大叔公》
06/19《我能做什麼事》
06/26《百變怪小布》

Performance Activities 演藝活動

南海劇場

Nan Hai Theate

藝展
時光
O P E N

C A L L

111年

111年
年

6/1-8/31

112年展覽空間開放申請
112年展覽空間開放申請

第1.2.3展覽廳、美學空間
第1.2.3展覽廳、美學空間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活動洽詢：
（02）2311-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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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Performance Activities

232
第 1.2 展覽廳 洽詢分機
第 1.2 展覽廳 洽詢分機 232
235
第 3 展覽廳、美學空間 洽詢分機
第 3 展覽廳、美學空間 洽詢分機 235

展覽場地線上申請
展覽場地線上申請

預約
導覽
Reservation for
group Guided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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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與民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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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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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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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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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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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中立，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
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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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指南 SERVICE GUIDE
服務專線 Phone Number

臺北車站

TEL：(02)2311-0574轉110

捷運
小南門站

國立歷史
博物館

和

平

西
Tuesday–Sunday 09:00-17:00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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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南昌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臺北植物園

愛國東路
重慶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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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西路

羅斯福路

3號出口

開放時間 Hours

南海路
臺北市立
建國高級中學

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
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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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術教育網

www.arte.gov.tw

ed.arte.gov.tw

交通路線 Transportation

facebook

www.facebook.com/ntaec

網路藝學園

電子報訂閱

elearn.arte.gov.tw

ed.arte.gov.tw/Web/EPaper/Register.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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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1.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it at No.2)
2. Xiaonamen (Exit at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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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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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裁剪填寫以下資料，附於函索郵寄信封內

《藝教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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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索取 封註明「函索藝教資訊×期數」，逕寄本館視覺藝術教育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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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