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社教機構109年度7-12月推薦展演活動

社教館所別 ｢Muse 大玩家-防疫不停學 探索ING｣主題活動 暑假特展活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活動名稱：小小解說營

活動日期：109/7/23-109/8/11

活動地點： 本館

收費方式：每人1,800元

活動對象：小五以上

活動簡介：

1.以各種豐富有趣的體驗形式做為學習內容，並介紹

與示範本館導覽解說專業工作內涵，搭配創意思考、

心智繪圖與圖像物件觀察的訓練， 提升參加學員想像

力與創造力。

2.培養敏銳觀察、獨立思考與溝通說明的能力，再加

以反覆演練，期使學員對口語表達增加自信，進而從

導覽解說中獲得學習的樂趣。

特展名稱：時空探秘:滅絕、新生與未

來幻境特展

特展地點：109/7/22-110/2/28

特展日期：第一特展室

收費方式：0/180/230/280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地球因天災歷劫多次生物大滅絕，歷經

多次生機恢復與漫長演化，逐漸形成現

生榮景。本特展以劇場式虛實融合光影

展演空間與沉浸式多層互動體驗設計，

融入智慧感應、互動體感、行動學習及

數位藝術等科技，帶領觀眾穿梭時空，

親臨遠古生物滅絕及現代地球毀滅的感

官震撼。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活動名稱：敲敲打打動手做 

活動日期：109/7/15-9/30

活動地點：3樓敲敲打打Tinkering展區 

特展名稱：點實成今-中華民國中小學

科學展覽會60週年特展

特展地點：3樓西側特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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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暑假期間19歲以下觀眾免費參觀。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敲敲打打工作坊」內容設計融合 STEAM領域相關知

識，期望觀眾在動手做及玩樂中，能夠主動探索、自

我學習，同時透過共同協作、討論與分享，發展充滿

創意、實踐自我的設計。本次展覽包含六大主題：

【塗鴉機】、【風管與飛行器】、【快樂城市】、

【彈珠機】、【光影遊戲】與【連鎖反應】，只要完

成成任一工作坊作品並拍照上傳個人臉書在 Tag『科教

館GO好玩』即可集章。

特展日期：109/7/15-11/29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常設展

門票(全票 100元；優待票 70元)，暑

假期間19歲以下觀眾免費參觀。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簡稱中小

學科展）為教育部體認科學教育的普及

與發展是國家的施政重點，於民國 49

年起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承辦。為展

現一甲子累積的成果及影響，邀請大眾

一同認識「創新思考、解決問題、合作

學習」的科展精神，記錄與見證60年

的精彩風華。希冀於未來，科學展覽會

能帶領探究潮流，如同點石成金般，將

大眾對於科學既定的困難艱澀印象，轉

為對科學具有好奇心，使中小學科展成

為科學研究的交流平台，實踐科學創新，

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學精神。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 FUN暑假!學繪交通安全!

活動日期：

109/7/19、109/8/2、109/8/9、109/8/16、109/8/30

活動地點： 北館 B1F近兒童科學園長廊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特展名稱：「柯南科學搜查展」

特展地點：北館第一、二特展廳

特展日期：109/6/16-9/13

收費方式：

全票：$300 一般身分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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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3-8歲兒童及家長

活動簡介：

109年暑假期間 FUN城市以兒童道路安全為主題，將舉

辦繪畫著色比賽，歡迎 3-8歲的兒童一同參與!

優待票：$260 年滿三歲以上兒童及持

本國大專院校以下有效學生證件者

愛心票：$150 憑證購票；本國籍65歲

(含)以上年長者、本國籍身心障礙人士

之必要陪同者

免票：年齡未滿三歲之幼童、本國籍身

心障礙人士 (入場時須出示證件，需一

位持票陪同入場)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展覽聚焦在「名偵探柯南」和「科學搜

查」。情境描述毛利小五郎為殺人事件

的嫌疑犯，參加者的任務就是協助毛利

小五郎洗刷嫌疑。此外，在漫畫中與科

學搜查有關片段也會在展覽中介紹，並

特別展出青山老師的手稿，讓粉絲們更

深入瞭解柯南的世界。

活動名稱：空氣傳遞

活動日期：109/7/18、109/8/15、109/9/19

活動時間：14:00-16:00

活動地點：北館 B1F夢想號展示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名稱：「風箏@黃景楨的夢之翼」

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第四、五特展廳

特展日期：109/7/18- 110/3/14

收費方式：全票 300元(相關票價請詳

本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3



活動簡介：

採現場報名，每場20隊，額滿為止。親子趣味競賽透

過現場「空氣傳遞」展品，互助合作完成傳遞球的任

務。

特展活動介紹：

本館與國內知名風箏創作者黃景楨先生

合作，再次舉辦風箏特展，展出五百多

件美麗的風箏作品，以及豐富的風箏知

識。

活動名稱：動畫轉轉樂

活動日期：109/10/24、109/11/7、109/11/14 

活動時間：14:00-16:00

活動地點：北館 B1F夢想號展示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運用繪圖紙讓孩童自行著色，製作自己的卡通動畫。

特展名稱：「全球聞之色變的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微型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 4F防疫戰鬥營外走廊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 109/12/31展出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

門票(全票 100元；優待票 70元；相關

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全球聞之色變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微型特展引用 Heho健康網的資訊，從

病毒如何複製和變異，到生活中要如何

預防病毒傳播，以幽默簡單的漫畫解析

新型冠狀病毒，讓觀眾能更加淺顯易懂

了解病毒資訊。

活動名稱： 南遊記農村博覽會

活動日期：109/7/18-19

活動地點： 北館1F三角大廳及東側長廊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名稱：「陣列喇叭」微型展

特展地點：北館1F大廳

特展日期：自即日起展出

收費方式：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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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博覽會以「農村深度體驗」為主軸，搭配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持續推動的「優遊農村」精選體驗

路線及臺南/高雄/屏東累積多年的社區旅遊資源，集

結南部農村社區以及當地特色手工藝、文創產業，並

辦理串聯展示之實境體驗「農村大富翁」闖關活動，

藉此號召全民吃在地、玩農村，重新發現農村旅遊之

美。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本館為改進大廳廣播音響效果，新裝設

先進的陣列喇叭。透過此微型展傳達科

學原理，讓觀眾在館內隨時隨地均能吸

收知識，從生活中學習科技新知。

活動名稱： ｢水保防災加油讚｣

活動日期：109/7/1-12/31，逢週六日辦理

活動地點： 北館 6F【希望‧未來-莫拉克風災紀念

館】出口之「水保防災教育專區」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本活動透過科普繪本說故事、教具演示、遊戲帶領等

多元形式，提升觀眾參與意願、傳遞水保防災的重要

觀念，帶領觀眾在遊戲中學習水保防災知識。

特展名稱：「典藏方寸～立體印章」微

型展

特展地點：北館 4F立體印章體驗設施

旁

特展日期：自即日起展出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

門票(全票 100元；優待票 70元；相關

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有沒有想過，小小一顆印章，經歷過怎

樣的歷史演變呢？立體印章的雷射刻印，

又是透過什麼原理才能達到精準刻印的

效果？透過本館「立體印章」體驗設施，

結合印章歷史、雷射原理等知識，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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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刻印之餘也能學習新知。

活動名稱： 與研究員有約

活動日期：109/7/17

活動地點：北館 B1F創客工場

收費方式：免費，需先到 6樓啟動創新實驗場體驗平

板，申請帳號儲存積分，積分達7,500分者，即可獲

得報名資格。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與研究有約」為科工館常設展-啟動創新實驗場針對

在展廳闖關積分達「研究員」等級之觀眾所舉辦的體

驗活動，本次主題為「一日小小製香師」邀請到工研

院生態系統技術的研究員來教導如何將天然花朵香味

進行萃取，當天還能 DIY一瓶香氛凝露帶回家。

特展名稱：「紅外線熱像測溫儀」微型

展

特展地點：北館1F大廳入口處、B1F電

影院入口處

特展日期：自109/6/23起展出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藉由與日常生活相關主題吸引民眾興趣，

使用圖解式的說明及圖片，說明紅外線

熱像測溫儀的主要功能運作及科學原理，

深入淺出的引介紅外線熱像測溫儀科技，

讓觀眾可以輕鬆了解。

活動名稱： 明日研究員之旅

活動日期：109/8/12(如遇颱風假，活動將改於

109/08/13舉辦)

活動地點：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收費方式：免費，需先到 6樓啟動創新實驗場體驗平

板，申請帳號儲存積分，積分達20,000分者，即可獲

得報名資格。

活動對象：

一般大眾，需年滿 10歲以上

活動簡介：

特展名稱：「自動售票機」微型展

特展地點：北館 B1F、2F、4F及 6F自

動售票機設置處

特展日期：自即日起展出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

門票(全票 100元；優待票 70元；相關

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藉由生活化的展示科技主題，使用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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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研究員之旅」為科工館常設展-啟動創新實驗場

針對在展廳闖關積分達「明日研究員」等級之觀眾所

舉辦的活動，將從左營高鐵站集合前往新竹工研院，

參觀近年研發的前瞻技術，期許激發參加者的創新思

考與對未來世界的想像!

式的說明及圖片，說明自動售票機的主

要構造與科學原理，喚起民眾在生活中

觀察和體驗，傳達自動售票機科技知識，

探究其背後所蘊含的科學知識。

活動名稱：「城市防災求生營-109年國家防災日活

動」

活動日期：109/9/18-20

活動地點： 本館北館以及館外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本年度獲教育部以及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補助，辦理

國家防災日活動，並以「城市防災求生」為主題，設

置地震、洪水、疏散避難、野外求生、防疫原則以及

霾害防制等單元，提供來館民眾以寓教於樂方式整體

學習各式之防災觀念與疏散避難技能。

特展名稱：「空品維護」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1F大廳入口處

特展日期：109/6/1-109/12/3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本特展主要目標為提醒民眾對周圍環境

可能造成之危害敏感度，並能透過現行

之資通訊的即時訊息得知目前之環境狀

況，進而調整本身之防護作為。焦點展

品為高雄 11年來之空氣品質情形，利

用積木堆疊呈現各區在不同季節之變化

情形。

活動名稱：地球ㄇㄚˋㄇㄚˋ號實境解謎活動 

活動日期：

109/7/15、109/7/18、109/7/19、109/7/22、109/7/2

5、109/7/26、109/7/29、109/8/1、109/8/2、109/8/

5、109/8/8、109/8/9

活動地點：北館 B1F氣候變遷展示廳、北館 6F臺灣工

特展名稱：「電信文物動起來」展演 

特展地點：B1開放式典藏庫

特展日期：109.7.1-109.8.31

收費方式：收費(體驗券 30元)，並需

購買該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元；優

待票 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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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史蹟館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常設展門票(全票 100

元；優待票 70元；相關票價請詳本館網站)

活動對象：國小五年級以上

活動簡介：

玩過實境解密遊戲嗎？近年來風起雲湧的新型態遊戲

體驗，在博物館享受探索解謎的樂趣，結合台灣工業

史蹟館與氣候變遷廳的「地球ㄇㄚˋㄇㄚˋ號」，背

著遊戲專屬解謎道具包，趕快揪伴來博物館尋寶吧。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以各式電傳電報機重建民國 40至 50年

代臺北電信局電報報房，並邀請電報專

家現場展演。

活動名稱：2020科工夏令營

活動日期：109/7/15-8/28 

活動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收費方式：詳活動網頁

https://education.nstm.gov.tw/summercamp/ 

活動對象：幼稚園中班至高中生、親子

活動簡介：

科工館於 109年 7月 15日至 8月 28日推出程式與機器

人、軟體應用、生物世界、美學創作、食品科學、幼

兒玩科學、創意積木、生活科學、玩具科學、天文與

太空等100多場主題營隊，活動豐富多元，快來幫小

朋友預約豐富的科學假期。

　

活動名稱：「發明展示‧閱讀科學」活動

活動日期：109/7/15-8/31 

活動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科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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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

(活動一)科普說故事及科學動手做：3-12歲親子

(活動二) 科普圖書心得比賽：小一至小六

活動簡介：

結合「發明」主題展示及科普閱讀，透過科普說故事

及科學動手做，並提供「發明」主題科普圖書，辦理

科普閱讀心得比賽，讓親子及學生達到體驗科學及自

主學習的目的。

活動名稱：愛水大進擊

活動日期：109/10/1-10/4、10/9-10/11 

活動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大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大眾、親子

活動簡介：

透過生動有趣的闖關遊戲，讓您體驗動手實驗與觀察

的樂趣，內容包含「水從那裡來」、「節水好投」、

「節水抓抓樂」、「水龍頭比一比」、「水足跡知多

少」、「RO省水一點通」…等豐富關卡，邀請您攜家

帶眷一同來參與，闖關完成還有機會獲得小禮物喔 。

　

活動名稱：2020愛水•樂活逗陣來(台北場）

活動日期：109/7/25-109/7/30 

活動地點：臺北自來水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須購臺北自來水園區入場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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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一般大眾、親子

活動簡介：透過生動有趣的闖關遊戲，讓您體驗動手

實驗與觀察的樂趣，內容包含「水從那裡來」、「節

水好投」、「節水抓抓樂」、「水龍頭比一比」、

「水足跡知多少」、「RO省水一點通」…等豐富關卡，

邀請您攜家帶眷一同來參與，闖關完成還有機會獲得

小禮物喔 。

活動名稱：2020愛水•樂活逗陣來(台中場）

活動日期：109/8/14-109/8/24 

活動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收費方式：免費(須購科博館展廳門票） 

活動對象：一般大眾、親子

活動簡介：透過生動有趣的闖關遊戲，讓您體驗動手

實驗與觀察的樂趣，內容包含「水從那裡來」、「節

水好投」、「節水抓抓樂」、「水龍頭比一比」、

「水足跡知多少」、「RO省水一點通」…等豐富關卡，

邀請您攜家帶眷一同來參與，闖關完成還有機會獲得

小禮物喔。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活動名稱： 海洋生物與他們的產地-海洋閱讀心得徵

文暨繪圖

活動日期：109/4/1-7/31

活動地點： 線上(徵文組)或郵寄(繪圖組)投稿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全國國中小及高中職學生

特展名稱：魯凱漁你相遇展 

特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台灣水

域館

特展日期：109/7/14-110/3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常設展門票

(全票450元；優待票 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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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為鼓勵莘莘學子透過「閱讀」深度認識海洋及海洋生

物的奧秘，進而內化為海洋素養，獲得啟發並累積永

續經營海洋的智慧。歡迎同學們選一本書，寫心得報

名分享，不僅能累積 12年國教學習歷程檔案，更有機

會抱走最大獎項 2,000元「誠品圖書禮券」！

特展對象：入館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

「魯凱漁你相遇」特展透過魯凱族漁獵

文化的介紹，除了將傳統漁具漁區，及

常見捕獵的淡水魚種介紹以外，也特地

展現了「魚藤捕魚」的傳統特殊漁法，

藉此展現了魯凱族人對於自身週遭的自

然運用外，也訴說了族人與溪流生態的

平衡、漁獵之外的生態共生，傳達「取

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回饋於自然」

的共融狀態。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活動名稱： 海洋生物大探索

活動日期：109/7/1-109/3/1

活動地點： 主題館1F特展廳；潮境海洋中心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特展或潮境海洋中心

門票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

活動簡介：

海洋生物大探索，凡購買海洋嘉年華趣味海洋生物特

展或潮境海洋中心門票，並與海洋生物拍照，即可獲

得探索闖關章

特展名稱：海洋嘉年華-趣味海洋生物

特展

特展地點：主題館1F特展廳

特展日期：109/7/1-110/3/1

收費方式：全票 200元，另有優惠票價

請上官網查詢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

特展活動介紹：

海洋生物你都認識了嗎?要想成為一位

海洋公民，除了十八般武藝還要身懷絕

技，厲害的生存法則每天都像在開

party，不論是療癒萌神花園鰻、

「囧」臉魟魚、超可愛小花枝、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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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魚醫生，還是繽紛絢麗，似真似假的

超美透明魚標本，趣味海洋生物特展將

帶大家走一趟療癒又超有趣味的海洋嘉

年華之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本臺因獻堂館修復再利用工程案與聲音故事館進場施

作案不參與暑期集章活動)

特展名稱：Channel+親子頻道 暑假共

學樂！

特展地點：網路線上活動 

www.channelplus.ner.gov.tw

特展日期：暑假期間

收費方式：免費參與

特展對象：線上學習親子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

暑假到了，除了帶孩子一起出遊，在家

裡也可以輕鬆透過教育電臺 Channel+

親子頻道和孩子一起學習成長！暑假期

間和孩子一起收聽親子頻道，參與問卷

調查，就有機會抽中教育電臺限量週邊

禮品。

國家圖書館 活動名稱： 春天回來了~ 109年春天讀詩節「觀物自

得──歷代詠物詩詞導讀」

活動日期：109/6/21-109/8/30 

活動地點： 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3樓國際會議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名稱：憶起上學!~百年教育的四季

交響曲~ 

特展地點：國家圖書館5樓穿堂

特展日期：109/8/1-110/8/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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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活動介紹：

國家圖書館與實踐大學及臺北市立中正

高中合作，運用本館典藏之臺灣百年教

育資源，以一家四代人物在四個不同時

代背景的15歲學校教室為腳本：

1943年日治晚期(曾祖父 15歲)

1965年戒嚴時期(祖父 15歲)

1990年解嚴初期(爸爸 15歲)

2020年現在(女兒 15歲)

透過 AR互動展示，提供國家圖書館文

獻多元應用及教育推廣，達到「翻轉教

育，寓教於樂」之目標。使用者可以手

持行動裝置穿梭於實體空間，並透過互

動牆的老照片及音樂體驗等，感受不同

時代背景的特色與氛圍。

「觀物自得──歷代詠物詩詞導讀」

活動日期：109/6/21-109/8/30

活動地點：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3樓國際會議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活動簡介：

原訂 2月至 4月間舉辦之 2020春天讀詩節「觀物自得

—歷代詠物詩詞導讀」系列講座，因受新冠病毒疫情

影響及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延期辦理，目前國內疫情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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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於6月21日起恢復辦理春季閱讀講座，歡迎讀者

踴躍報名參加，享受遲來的春天！

「感物言志」可謂中國詩詞的傳統特質，透過物象來

寄寓情志成為作家感受世界和表達感情的基本途徑。

因此詠物之作，便成為古典詩詞的重要類型。自《詩

經》、《楚辭》以降，詠物詩文的出現不絕如縷，不

僅名家輩出，派别繁昌，且作品如雲，各擅勝場，蔚

為古典詩詞大觀！2020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將邀請專

家學者帶領大家推本溯源，回顧賞析古典詠物詩詞之

美，並探賾「託物言志」的理論基礎，提升培養大眾

對美的萬事萬物賞析與分享的態度與能力，豐富美感

體驗。

(活動同時以直播方式進行)

國立臺灣圖書館 活動名稱： 閱讀一夏 

活動日期：109/07/15-09/30

活動地點： 國立臺灣圖書館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夏日炎炎好看書，快來臺灣圖書館借書回

家，單次借閱 5本以上之圖書及視聽資料或使用館內

自助借還書機憑收據即可以獲得集章 1枚喔! 

特展名稱：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

展

特展地點：一樓臺灣藝文走廊

特展日期：109/7/7-8/30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展」由本

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來義鄉公所合作

借展，展示內容包含手文耆老珍貴影像、

口述採訪影片、刺文工具、手文圖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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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木雕刺文人像等，期望透過本次展

覽讓民眾了解排灣族的手文文化。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活動名稱：2020夏日魔法閱讀養成術

活動日期：109/7/20-9/30

活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炎熱的暑假最適合到圖書館練功，圖書館是知識寶庫，

更是引領資訊科技的前鋒站，國資圖首創行動借閱和

尋書導引 APP，想要體驗閱讀借閱神奇魔力，趁著暑假

趕快搭乘國資圖夏日魔法列車，一起來探索、體驗用

國資圖 APP找書、借書以增加你的閱讀魔法功力。

特展名稱：「機構木偶奇遇記」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樓藝

文展廳

特展日期：109/7/18-10/1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歡迎來到機構木偶的國度，親身體驗一

場「木偶奇遇記」之旅。

透過「機構木偶國度」的童話意象，喚

起觀眾對於自動機械的興趣，運用每個

可愛活潑的人物角色及多彩繽紛的視覺

配色，使民眾彷彿進入童話故事裡，由

入門到體驗各機構木偶的作動，一起成

為機構木偶高手！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活動名稱：「時尚藝見」展 

活動日期：109/6/25-9/06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2展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建議親子、師生

活動簡介：

身上穿什麼，決定你是誰！除了欣賞精彩的展覽作品，

特展名稱：「時尚藝見」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特展日期：109/6/25-9/6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不限

特展介紹：

透過時尚藝術作品以及結合環保概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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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體驗科技互動裝置「時尚變裝樂」，挑戰你的手

眼協調和時尚敏銳度。闖關成功就可兌換《造型紙娃

娃》乙張（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新創技術的綠時尚趨勢，邀請來自臺灣、

日本、韓國、波蘭及美國等9位藝術家

與 4個綠時尚品牌團隊共同參與，依作

品內涵分成「時尚‧漫步」、「時尚‧

下一步」二大展區，融合了繪畫、手稿、

設計、服飾、裝置、多媒體影音及科技

互動等多元面向，匯集當代各國不同領

域之時尚藝術作品，令人充分玩味文化、

藝術與時尚交會時所激盪出的燦爛火花。

活動名稱：2020全國學生圖畫書暨文藝創作比賽作品

展

活動日期：109/9/26-11/01（暫訂）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1、2展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

2020全國學生圖畫書暨文藝創作比賽獲獎作品展覽。

　

活動名稱：109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作品展

活動日期：109/12/20-110/2/9（暫訂）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1、2展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

109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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