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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重要活動成果分為以下，並依照活動時間順序排列。主要來源為「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藝術教育館研習與活動公告、教育資料

館網頁、各藝術教育連結網等。 

活動性質分類：

4-1    研討會

4-2    講座

4-3    研習活動暨工作坊

4-4    表演藝術領域公演

4-5    音樂會

4-6    博覽會/展覽活動

4-7    徵件與競賽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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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討會

全民e起來與建築交談！臺灣大百科建築類推廣研習會北中南各一場 2006/3/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5年度中小學校園空間美學運動講習會 2006/4/12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體育創意教學與教師創意教室教學研討 2006/4/12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2006視覺媒體設計國際研討會 2006/4/19 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危機管理國際研討會」 2006/5/11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臺灣民俗藝陣轉進劇場】之演出暨座談會 2006/6/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文產業管理暨藝術教育國際學術論壇」，歡迎於9月24日前踴躍報名參加! 2006/6/1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荷蘭幻境 －展覽暨研討會活動 2006/6/30 Neso

「苦悶與蛻變：60、70年代臺灣文學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8/21 國家臺灣文學館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美術、音樂、藝術生活）課程」教學實務研討會 2006/8/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六屆佛法與臨終關懷研討會-藝術治療與悲傷輔導 2006/9/11 藝教諮詢教授

幼兒創造戲劇教學研討會 2006/9/3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文化扎根．藝術築城」─ 2006年文建會公共藝術國際研討會 2006/10/17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倒帶、舊影重現－2006影片保存修護國際研討會寄人才短期培訓計畫」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兒童戲劇桃花源」國內專業人士研討會 2006/11/6 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2006國際公共藝術學術研討會 2006/12/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與「臺灣青年藝術家座談會」活動計畫 2006/12/12 國立臺灣美術館

「當社區碰上藝術」研討會 2006/12/12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2006青年文學會議 16、17日登場 2006/12/12 國家臺灣文學館

4-2 講座

臺灣美術發展史系列講座開始報名了 2006/2/22 我的E政府

3/25(六) 講座－論莫札特效應~音樂在生活中的療治運用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26(日) 講座－「天才兒童 .vs. 英年早逝的莫札特」跨界對談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26(日) 講座－戀愛課堂─莫札特的歌劇世界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26(日) 講座－莫札特「奇」人「奇」樂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25(六) 講座－我家也有莫札特－如何讓孩子快樂學音樂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25(六) 講座－電影中的莫札特名曲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孫大川教授 3.25演講- 談原住民的書寫世界 2006/3/23 SYMFA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活動公告 2006/4/2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6原住民文化系列講座－部落民宿與觀光文化省思 2006/4/26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做個創造性參與的觀眾～從戲劇展演看觀眾的定位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表演藝術與多媒體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臺灣表演藝術新趨勢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表演藝術專題系列講座─從聲歌動舞談生活品味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人文新視野─ 藝文講座 2006/5/4 國立臺灣大學

聯經文化天地建築講座－『魅力都市‧建築世界』課程，即日起招生 2006/5/11 黃健敏建築師

淺論跨文化戲劇/表演: 「相遇」的美學 2006/5/15 中華戲劇學會文藝會訊

謝喜納跨文化劇場美學短論 2006/5/15 中華戲劇學會文藝會訊

「第4屆桃源創作獎」專題講座 2006/5/30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第4屆桃源創作獎－藝術講座 2006/6/5 藝教諮詢教授

建構臺灣美術系列專題演講(7月份)報名 2006/6/30 國立臺灣美術館

工藝創意設計概念系列講堂--工藝所暑期推出，即日起報名 2006/7/11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2006南方藝象系列--南部表演藝術＆衛武營關懷座談會 2006/7/27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2006南海藝教講座—文物之美六講，教師已額滿!!歡迎民眾參加 2006/8/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建構臺灣美術系列專題演講(9月份)報名 2006/8/14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6南海藝教講座—文物之美六講 2006/9/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傳統藝術創意資源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講座<發現 發想 發芽> 2006/9/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英國版畫大師Stephen Hoskins講座 關渡美術館歡迎您! 2006/10/1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5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教學輔導成長系列活動演講 2006/11/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生活增能研習─應用音樂講座」 2006/11/24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

4-3  研習活動暨工作坊

電視布袋戲偶研習班 2006/2/8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大學校院客家社團幹部研習營開始招生了 2006/2/8 我的E政府

95第一期金工製作、首飾設計培訓推廣計畫 2006/2/21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鐵道藝術劇場-肢體創意戲劇研習營C(第 95 期) 2006/2/22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大甲媽祖民俗文化研習營 歡迎報名參加！ 2006/3/3 我的E政府

福榮融合教育基金會早療開課 2006/3/20 福榮基金會

藝術治療招生 2006/3/20 福榮基金會

樂樂棒球教學研習 2006/3/24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95年春季藝文研習班 ，3月15日起受理報名 2006/3/24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兒童馬賽克藝術創作研習營 2006/3/24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皮雕研習 2006/3/31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藍染技藝研習招生 2006/4/19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撕畫教學研習 2006/4/25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2006藝術管理研討會 論文徵稿辦法 2006/4/26 中華民國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生活藝術教師研習---手工肥皂製作 2006/5/4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全國書法教學研討會 2006/5/4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60

重要活動成果

 2006臺灣國際動畫影展  專題講座                                                                      2006/9/4    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傳
達設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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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藝術DIY活動體驗營」共4梯次，研習日期：95年5月13日．20日 2006/5/11 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95年度暑期「傳統工藝」及「傳統戲曲」研習營 2006/5/1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提昇創造力的閱讀課程(一)知能研習 2006/5/15 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2006＜山水‧映象＞美術夏令營 - 5月19日開始報名 2006/5/15 臺北市立美術館

95年度藝術與人文教師培訓營─創意表演創意老師 2006/5/1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磚雕創意DIY體驗活動 -體驗不同藝術的呈現 2006/5/16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6音像藝術教育活動～『電影魔法學校』影像教育研習營 2006/6/7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灣客家文化再現與創新研習營 2006/6/8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黃金山城金屬工藝教師研習推廣計畫 2006/6/15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生物駭客-外來種」教師研習營免費報名 2006/6/15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自然生態繪本創作營 2006/6/15 國立臺灣博物館

「曾侯乙編鐘、編磬」演奏人才培訓研習計畫 2006/6/15 臺北市立國樂團

「95年度街頭藝人展演人才研習」，開始報名! 2006/6/2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小西園古典布袋戲暑期研習營招生 2006/6/26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調色板協會『舞動藝術』教師研習營 2006/6/30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2006音像藝術教育活動～『電影魔法學校』影像教育研習營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海洋臺灣‧文學海洋：2006全國臺灣文學營」研習活動 2006/7/5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藝文研習班招生 2006/7/18 嘉義市文化局

2006兒童雕塑營－我想和你做朋友 2006/7/20 朱銘美術館

文化大學推廣部兒童美術治療 教師研習營 2006/7/24 藝教諮詢教授

「讓音樂走入生活．藝術進入校園-奇美博物館致贈音樂藝術教材暨導
覽解說培訓活動」

2006/7/25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臺灣文化藝術講座種子教師研習 2006/7/31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陶藝教學與創作密集班 2006/7/31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專業體適能師資培訓 2006/8/1 中華民國全適能健康生活發展協會

交趾燒種子教師研習 2006/8/1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海洋臺灣‧文學海洋 2006全國臺灣文學營 8/18日截止報名 教師可獲
10小時研習時數 

206/8/10 國家臺灣文學館

竹籬佈家研習營，活動報名至8/15截止 2006/8/1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傳統建築裝飾藝術修復人才基礎課程學分班」招生訊息 2006/8/1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兒童保護專業人員研習－故事治療工作坊 2006/8/14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小小藝術家繪本創作營(第 8 期) 2006/8/14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創意教學研習 2006/8/18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歌仔戲文化種子培訓活動－『鑼鼓喧天—新創意 興傳統』 2006/8/21 臺中市文化局

建築木雕修復技術基礎課程學分班 2006/8/21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古建築傳統彩繪修復技術基礎課程學分班 2006/8/21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兒童樂趣化體操活動種子教師研習營 2006/8/29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閱讀/家族故事‧林銓居跨領域作品展II 》教師研習營 2006/8/29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傳統書畫裱褙藝術研習班 2006/8/29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童詩教學研習 2006/9/18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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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研習 2006/9/18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創意童詩研習 2006/9/3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教師書法研習班 2006/9/3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傳統小木鑲嵌藝術修復技法調查及人才培訓計畫─茄苳入石榴」開
始招生

2006/9/30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幼玩創意」教學研討工作坊 2006/10/5 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臺北市九十五年度國民小學特教班教師『藝術治療』研習 2006/10/5 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漢字之美】-兒童書法研習 2006/10/11 雅齋兒童書法研究會

石頭彩繪研習 2006/10/17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數位創意教學教師研習 2006/10/30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英語陶藝教學研習 2006/10/3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健康體適能師資培訓 2006/11/4 FHDA

文化大學推廣部兒童美術治療研習營 2006/11/14 藝教諮詢教授

藝術之旅—陶藝研習 2006/11/17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丹麥設計大師-維諾．潘頓作品回顧展』種子教師研習營報名! 2006/11/17 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

紙藝創作研習 2006/11/28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第五十八期研習班招生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說故事治療研習」工作坊－美國紐約大學戲劇治療研究所指導 2006/12/8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貓頭鷹說故事志工培訓課 2006/12/8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2006市民學笑秀曲藝─進階說唱藝術研習營 2006/12/8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校園藝術創意教學面面觀─實務交流與經驗分享」美術科教師研習 2006/12/13 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96年第1季金屬工藝研習營招生簡章 2006/12/18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史史料與史學研習營 2006/12/19 嘉義縣政府

彰化縣社區表演志工培訓 2006/12/2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音樂科教學觀摩與教材教法研習會 2006/12/20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4-4  表演藝術領域公演

《英雄不怕貓》---蘋果兒童劇團年度新戲 2006/2/24 蘋果兒童劇團

出走 2006/3/16/19/2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舞蹈學系

黑盒子 2006/3/24~25 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舞台劇－霸王卸甲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兒童劇－魔法師的外甥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天使蛋劇團2006夏日兒童魔法劇「魔法精靈」 6月鉅獻! 邀請您~ 2006/5/22 藝教諮詢教授

Shall W.E Dance ? 2006/6/2 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說唱－說唱娃娃兵 2006/6/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戲劇－貴婦怨 2006/6/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六月演出新編劇《劉姥姥》 2006/6/9 中華戲劇學會文藝會訊

傳統民俗藝陣轉進劇場 2006/615 臺北藝術大學

子布語—嘆邪曲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雅音蘭韻～崑腔之美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七戲—七個人譜出的音樂愛情故事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 舞蹈新秀跨界創作《 亂槍打鳥 》& 2006 傳統創意舞劇《 宋江
鎮！？》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重要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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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劇【 大野狼與小綿羊 】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舞台劇【 何處歸鄉 】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眾夏夜之Show ～ 95 年四校戲劇聯演　舞台劇─「 電梯的鑰匙 」 2006/8/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眾夏夜之Show ～ 95 年四校戲劇聯演　舞台劇─「 二號 」 2006/8/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飢渴—新編白蛇傳 」 2006/8/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眾夏夜之Show ～ 95 年四校戲劇聯演　舞台劇─「Dinner With 
Friends」 

2006/8/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親子歌仔戲－「雪梅教子」 2006/8/14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 與「你」相遇 ～ 劇場身體訓練 2006/8/22 人子身心發展研究中心

舞蹈─「舞傳」 2006/9/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黃梅調劇展─梁祝．戲鳳．女駙馬 2006/9/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眾夏夜之Show ～ 95 年四校戲劇聯演舞台劇─「看 。 什 麼 。 看 」 2006/9/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舞蹈－臺北醫學大學現代舞社－校友舞團2006年經典公演 「雪狼
說」、「梁祝」現代舞劇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戲劇－2006年花旗兒童理財特攻隊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威尼斯商人 2006/10/27~11/5 臺北藝術大學

95年度徵選藝教表演活動－民間舞與古典舞的邂逅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 迷火國際佛拉明哥藝術季－B場：紅色傳奇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 迷火國際佛拉明哥藝術季－A場：詩人的生死戀歌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歌仔戲「十一郎」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兒童歌仔戲：花仙奇緣－哇！小公主睡著了！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戲劇－媽媽好討厭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年度公演戲劇－深海魔境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羽扇綸巾崑劇折子公演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戲劇－遇見莫札特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歌仔戲－鄭元和與李亞仙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輪/光影的獨白 2006/12/5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第六屆師生聯合創作畢業展 2006/12/2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

D-5  音樂會

第一屆國際達克羅士《聞樂起舞》音樂會 2006/2/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臺交文化行春系列音樂會，歡迎民眾用音樂走春 2006/2/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常任指揮甄選系列演奏會 2006/2/22 我的E政府

音樂會－戲韻風采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音樂會－金石絲竹奏新聲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如木春風~陳孟亨及奇花異草木笛樂集音樂會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31(日) 莫札特 2 5 0 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開幕式‧時空樂手戶外開
場演奏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31(日) 莫札特 2 5 0 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加冕彌撒之夜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高雄縣國際音樂節─聆聽．巴黎活動 預計八月十五日擴大舉辦 2006/3/3 我的E政府

2006強力推薦~一個藝術家的誕生系列《舞動人生》《樂音飛揚》優質

文采、童心插繪

2006/3/1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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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藝鋼琴三重奏】 2006/3/20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4/7(五)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鋼琴之夜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6(四)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弦樂之夜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4(二)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室內樂之夜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2(日)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歌劇選粹之夜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1(六)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交響樂之夜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從黃梅調到京韻大鼓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2(日)~4/9(日)莫札特 2 5 0 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開幕式‧時空樂手戶
外開場演奏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9(日)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歌劇粉墨登場【可愛的牧羊
女】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8(六)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莫札特管樂名曲新奏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8(六)莫札特25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節－電影賞析【阿瑪迪斯】 2006/4/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慈愛感恩音樂會暨歡笑擂台賽，比笑拿獎金 2006/4/24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百老匯音樂劇─西城故事 2006/4/28 財團法人新象文教基金會

中國醫藥大學杏韻合唱四十週年團慶巡迴音樂會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小號王子"朱利安農˙松莫哈德小號獨奏會 2006/5/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艾咪波特長笛演奏會 2006/5/22 新象文教基金會

國立臺北大學、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樂團聯合音樂會 2006/6/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仲夏雅韻】— 師範大學國樂社推廣音樂會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豐富的島—臺灣多元化主題合唱 2006/7/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 第七屆臺北國際合唱音樂節 2006/7/27 臺北市文化局

混一夏，放輕Song 2006/8/11 臺北當代藝術館

秋禾之歌-午間音樂會 2006/8/17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音樂「洄瀾」─中山建中校友國樂團第五屆暑期公演 2006/9/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精靈樂音-豎琴弦樂團 (第 8 期) 2006/9/30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音樂—琵琶絃上說相思－琵琶音樂的傳統與現代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曲韻風荷─水磨曲集2006年度公演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5年度 徵選藝教表演活動－「勸世調－臺灣土地之愛」演奏會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音樂—詩樂澄懷－澄懷樂呂音樂文學創作發表會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音樂—2006年－文化樂魂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音樂—「哪裡來的絃言絃語」創作發表會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聲身交響－中國藝術歌曲演唱會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樂韻悠揚滿人間 2006/10/31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21世紀婦女快樂頌－臺灣藝術鄉土情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5年度徵選藝教表演活動－艾哈特三重奏音樂會 2006/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科藝展電音狂放 週末響徹關渡美術館 2006/11/8 臺北藝術大學

本土音樂之演進與代表作曲家之作品聆賞 2006/11/17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NCO深情系列~冬之戀曲 2006/11/27 國家國樂團

2006 秋冬系列音樂會 2006/11/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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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樂語－慶祝建中108週年校慶：建中教師合唱團、木樓合唱
團、建中合唱團，三團聯合公演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美國耶誕假期經典音樂會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 第二屆臺北口琴聯合音樂會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6 博覽會 / 展覽活動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優勝作品展 2006/1/10 國立臺南社會教育館

高雄「藝術市集」邀您入座 2006/6/2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第一屆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節 2006/7/2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6第四屆臺灣設計博覽會 2006/8/2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6「第4屆臺灣設計博覽會」 2006/9/30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鶯歌國際陶瓷嘉年華』 2006/10/5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6臺北科技藝術展 2006/10/20 國立臺北大學關渡美術館

「天馬行空、創意點金」展 2006/2/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是誰讓女王的美夢成真－康寧視傳科數位創意影像特展 2006/2/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韓畫家美術交流展 2006/2/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傳藝中心「人間百年巨匠」系列特展，即日起展出李天祿的一生 2006/2/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恣手放意．遊戲人間－朱銘彩繪木雕展 2006/2/16 朱銘美術館

迎春納福—版畫特展 2006/2/22 國立臺中圖書館

夢想起飛~~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人才培訓成果展 2006/2/23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即將 解讀，創意密碼學----2006臺灣文化創意加值概念展 2006/3/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總統出訪暨總統府文物展 2006/3/20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三石鼎立"－吳建松、胡棟民、董明龍的藝術世界 2006/3/27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視訊系畢業影展 2006/4/25 崑山科技大學

「山中傳奇 視覺南藝」攝影展 2006/4/26 臺南藝術大學藝象藝文中心

我愛共玩─童年玩具展 2006/4/26 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暨藝術中心

漢．唐陶俑特展 2006/5/4 國立臺灣大學

聽見南臺灣的創意之聲--第一屆南部青年創意設計科系聯展

2006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06/5/8 苗栗縣文化局

2006/5/4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臺灣印象海報設計展 2006/6/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林永利水墨畫個展 2006/6/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灣人獸展 2006/6/7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So Cool 搜酷影展－情深藝濃 2006/6/26 雷公電影公司

光與影的魔術師－朱里安諾插畫展 2006/6/26 國立臺灣美術館

「臺灣染─生活中的自然色」特展自5月23日起至10月15日 2006/7/10 中華民國文化臺灣發展協會

「海中撈米—搏海人生」傳藝展出臺灣傳統船舶工藝模型 2006/7/2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十里紅妝‧七夕情緣—肚兜暨婚嫁文物特展 2006/7/2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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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六六」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陶瓷組聯展 2006/12/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 2006/12/13 國立國父紀念館

開盒之間─裝置藝術展 2006/12/13 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暨藝術中心

移動也不動：北藝大、臺藝大、臺師大 三校美術系97級聯合班展 2006/12/13 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學會

生態武陵－程藍萱˙2006生態藝術創作展 2006/12/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藝術指導組

臺語電影五十週年活動-戲夢五十影展 2006/12/19 嘉義縣政府

女性譯《藝》寫－工作坊成果展 2006/12/21 臺北國際藝術村

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 2006/12/22 國家臺灣文學館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 2006/12/22 國立臺灣美術館

The Landmarks of New York─紐約經典地標攝影展 2006/7/27 國立臺灣博物館

水彩沙龍(第 4 期) 2006/8/14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中國水墨畫(第 5 期) 2006/8/14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畫素描．話素描---「素描之跡．跨文化之旅」藝術展 2006/8/17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Magic Pencil－魔幻彩筆童書插畫展 2006/8/18 我的E政府

臺灣工藝之家聯展 2006/8/22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高第建築藝術展』 2006/8/22 國立國父紀念館

駁二國際文化公仔創意特展 2006/8/30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06歐洲魅影」影展 2006/9/5 臺中市政府

「解碼-中部半工室」成立週年聯展 2006/9/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資產活化開發設計作品成果展 2006/9/30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
備處

大師風采．故鄉情懷—週六北市國帶來江文也「臺灣舞曲」懷想；河
洛成果展

2006/9/3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6全國藝術教育展 2006/9/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童年˙往事－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典藏作品特展」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第六屆南方影展 2006/10/3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亞太傳統打擊樂器特展 2006/10/3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文化產業視覺設計展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菩提畫語佛畫展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原畫特展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 2006/11/3 國立臺灣博物館

玩水弄彩～陳志成水彩個展 2006/11/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女熟—臺南科技大學美術系創作展 2006/11/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淘氣城堡 2」－『愛麗絲夢遊仙境』特展 2006/11/28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第一屆臺北國際數位藝術節 2006/11/10-19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陳香伶油畫個展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灣紀行～李太元油畫展 2006/11/3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王耀銘書畫個展 2006/12/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展 2006/12/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文化創意產業 -- 彩繪薩克斯風展」9/17~12/15 2006/12/7 臺中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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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教育年鑑

D-7 徵件與競賽

「數位福爾摩沙藝術賞析之研究」— 
數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藝術賞析教案設計徵稿活動

2006/1/1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5學年度（第六屆）動畫比賽 2006/1/2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人文藝術學習網網路創作觀摩活動辦法 2006/1/21 教育部

『義工IN˙公民UP』2006文化公民嘉年華暨績優文化義工表揚活動 2006/2/8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東鐵道藝術村2006年駐村藝術家熱情徵選中 2006/2/9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北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開始受理申請 2006/2/1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徵件 2006/2/1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教育有愛-校園感人故事徵件活動 2006/2/15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文建會九十五年度「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 2006/2/2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美育》因作者而色彩～藝教館《美育》雙月刊「藝教館．50歲之
約」主題徵稿

2006/2/2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文資中心徵選「藝作之合-傳統藝術資產之活化開發」設計圖 2006/2/2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桃園縣婦女館公共藝術設置案公開徵選公告 2006/2/24 桃園縣政府

【青創會】創作的天堂，強力招募中！ 2006/2/24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6玉山容顏攝影比賽 2006/2/24 玉山國家公園

2006孕育新世紀藝術家－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創藝本色』活動甄選辦
法~95.03.20 止

2006/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年「屏東美展」徵件簡章 2006/3/1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藝作之合-傳統藝術資產之活化開發」徵選活動 2006/3/3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籌備處

『南臺灣文化與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徵件 2006/3/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中興新村駐村藝術家第一期甄選簡章 2006/3/3 我的E政府

「2006臺灣文學獎」即日起徵稿，長篇小說、散文、新詩歡迎投件 2006/3/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藝教館國際藝術教育學刊「數位藝術教育」及「藝術治療教育」主題
徵稿

2006/3/1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六屆倪匡科幻獎暨2006國科會科普獎 徵文啟事 2006/3/20 交通大學科幻研究中心

「第二屆臺北大學飛鳶文學獎」邀您一起舞文弄墨！ 2006/3/20 國立臺北大學

95年度（第五屆）視覺傳達設計比賽實施計畫 2006/3/20 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中華民國第三十七屆世界兒童畫展國內徵集辦法 2006/3/21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臺灣參加印度2006世界青少年發明展作品選拔參展計畫 2006/3/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6全國木雕藝術創作比賽 2006/3/27 苗栗縣政府

95年度 第六屆動畫比賽實施計畫 2006/3/27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故事加油站」徵選計畫 2006/3/27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2006臺灣文學獎 徵稿 2006/3/27 國家臺灣文學館

95年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社會民眾皮（紙）影戲表演比賽 2006/3/29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委外辦理第四屆全國藝術教育展徵選服務建議書案~95.04.17 止 2006/3/29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辦理95年藝術與人文教師培訓營徵選服務建議書案 ~95.04.03 止 2006/3/29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彰化縣第八屆磺溪文學獎 2006/4/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教育部2006第二屆全國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賽 2006/4/1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聚焦「臺灣原味」食趣設計案徵選，即日起至7月15日截止 2006/4/19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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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六六」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陶瓷組聯展 2006/12/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 2006/12/13 國立國父紀念館

開盒之間─裝置藝術展 2006/12/13 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暨藝術中心

移動也不動：北藝大、臺藝大、臺師大 三校美術系97級聯合班展 2006/12/13 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學會

生態武陵－程藍萱˙2006生態藝術創作展 2006/12/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藝術指導組

臺語電影五十週年活動-戲夢五十影展 2006/12/19 嘉義縣政府

女性譯《藝》寫－工作坊成果展 2006/12/21 臺北國際藝術村

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 2006/12/22 國家臺灣文學館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 2006/12/22 國立臺灣美術館



第十屆桃城美術展覽會徵件簡章 2006/4/19 嘉義市文化局

臺北縣第一屆客家歌曲創作比賽 2006/4/19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Co6台灣前衛文件展徵求跨領域策展團隊 2006/4/19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朱銘美術館2006藝術長廊創作徵件 2006/4/24 朱銘美術館

2006年第5屆澎湖地景藝術節創作徵件簡章 2006/4/25 澎湖縣文化局

「2006年布袋戲匯演」活動公開徵求演出團隊 2006/4/25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95年度「社區深度文化之旅計畫」徵選辦法公告 2006/4/25 新竹縣文化局

2006ING安泰論文獎創意競賽&年度活動時程 2006/4/2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96年度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辦法公佈 2006/4/28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6孕育新世紀藝術家-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創藝本色』活動 2006/4/2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讀南瀛、寫南瀛、畫南瀛小小圖畫書競賽」95.09.01~09.15 2006/5/4 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智慧鐵人】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2006/5/8 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系

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第十三輯徵選 2006/5/8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2007年 第六屆華文戲劇節（香港）論文徵稿啟事 2006/5/10 香港戲劇學會

慶祝臺博館100週年活動紀念標誌（Logo）設計徵選 2006/5/15 國立臺灣博物館

『全民徵文獎五萬！』 －第九屆大墩文學獎 2006/5/16 臺中市文化局

臺中市交響樂團九十五年度招考團員 2006/5/16 臺中市文化局

第九屆菊島文學獎 徵文！ 2006/5/16 澎湖縣文化局

2006年518國際博物館日徵文活動 2006/5/22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際藝術教育學刊》－95年第二期徵稿 2006/5/2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最炫的演出舞台－七月八日仟人音樂會『挑戰曲』徵求高手 2006/5/29 彰化縣弦樂團發展聯盟

「藝術生活叢書徵稿」實施要點 2006/5/29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ㄏㄨㄚˋ心情─會心一笑」第4屆兒童與青少年繪畫創作徵選活動 2006/5/30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德國慕尼黑「TALENTE 2007 國際競賽特展」徵件 2006/5/3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第4屆桃源創作獎」美術教室 2006/5/30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客家音樂MV大賽 2006/6/8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插畫高手來過招 2006/6/8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6年青年文化創意產業創業計畫競賽活動－「原鄉時尚作品設計」 2006/6/14 清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入選作品名單 2006/6/1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藝文產業管理暨藝術教育發展國際學術論壇－徵求相關論文，論文摘
要截止收件日期為7月7日

2006/6/1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八屆亞洲兒童繪畫日記比賽 2006/6/20 臺北市中正國小

「我的臺北電影節」部落徵文活動 2006/6/23 臺北市政府

第一屆DBN作品徵選活動 2006/6/23 國立臺灣美術館

「藝教風華五十」照片徵集活動 2006/6/2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高雄市文藝獎，自7月1日起至31日受理推薦徵選 2006/6/2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95年青年藝術作品購藏公開徵件起跑 2006/6/27 國立臺灣美術館

臺灣老照片徵選活動，即日起自95年7月28日截止 2006/7/5 國家圖書館

2006年「2006 CATIA IMA設計大賽」 2006/7/10 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國家工藝獎」即日起開始徵件 2006/7/11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2006年（第15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管樂團隊演出活動報名 2006/7/18 嘉義市文化局

重要活動成果

68   



2006 Taiwan Arts Education Yearbook 2 0 0 6

編
後
記

前
言

概
述

大
事
紀

重
要
活
動
成
果

編
後
記

法
規

資
料
彙
編

肆

柒

陸

伍

壹

叁

貳

臺灣藝術教育年鑑

「酷到不行樂翻天」創意影片競賽 2006/7/19 膳魔師集團

第四屆 聯邦美術印象大獎 2006/7/19 聯邦文教基金會

全國國小學生 創意防災繪本比賽 2006/7/1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
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95年度地層下陷防治Flash動畫設計競賽 2006/7/19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
中心

第一屆DBN作品徵選活動 2006/7/27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6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暨論壇高峰會~徵稿啟事 2006/8/3 國立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

第七屆文建會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 2006/8/10 琉璃工房

麥當勞"童樂繪"比賽 2006/8/10 麥當勞

傳藝中心開辦「許常惠音樂創作獎」向全球展開徵件 2006/8/1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青少年的夏日戲劇節 2006/8/10 文化建設委員會

捷運士林站及臺電大樓站徵求藝術創作歡迎查問申請 2006/8/11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6 臺北美術獎，徵件中 2006/8/11 臺北市立美術館

「好看一族」臺北縣博物館家族創意商品設計比賽 2006/8/11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2006臺中爵士音樂節，海報設計徵選 2006/8/21 臺中市文化局

第二屆爵士鋼琴賽 2006/8/21 臺中市文化局

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8月15日起接受申請 2006/8/21 國家臺灣文學館

The Wings of Ideas─PQ’『國際學生設計展』(Student Section)與『劇場
藝術節』(Scenofest)作品甄選 

2006/8/2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希望獎章甄選辦法 2006/8/25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006音樂影展~MV世代當家做主」即日起至 9月30日止開放徵件 2006/8/30 臺北縣政府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獎勵藝術菁英培育計畫案」徵選合作廠商
服務建議書案

2006/9/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徵求2007臺北市駐市．出訪藝術家 2006/9/5 臺北國際藝術村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四期徵稿 2006/9/5 國家臺灣文學館

2006「居所─扮家家」開始徵件 2006/9/7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第五屆 數位典藏教學活動設計比賽 2006/9/1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5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名單公布 2006/9/1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5年「全國藝術創意作品線上競賽」徵件，由連結網址報名、上傳作
品

2006/9/1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徵圖競賽】空間的遊戲次方—戶外工藝景觀創作暨實品建置案 2006/9/3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快樂塗鴉趣』-第31屆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 2006/9/30 國泰世華銀行

「義大利羅馬蕭邦文化協會－第17屆國際鋼琴大賽活動」 2006/9/30 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北數位藝術獎即日起徵件(至95/10/15截止) 2006/9/30 臺北市文化局

「國家文化資料庫」創意加值應用設計競賽 2006/9/30 資策會

2006「行天宮人文獎」書法創作、美術創作比賽 2006/9/30 行天宮五大志業網

戲劇－決不擁「暴」…95年度反思家庭暴力全國戲劇競賽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十四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開跑 2006/10/5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2006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得得獎名單 2006/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屏東半島藝術季數位短片製作競賽 2006/10/11 中華民國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工藝部落格示範團體徵選 2006/10/12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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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國際競圖開跑 2006/10/17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96年度表演藝術教育活動徵選辦法 2006/10/1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2006/8-11月 國立臺南社會教育館

第51屆學術獎申請案 2006/10/3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1(二）2006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校慶論文發表會，歡迎蒞臨參
加！ 

2006/10/3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2006第七屆「超級蘭陵王」青少年創意戲劇大賽 2006/10/30 紙風車劇團

「攝影有愛．人生無礙」攝影比賽 2006/10/30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第80期藝術學報，自即日起開始徵稿 2006/10/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06 臺灣工藝節－稻草人創意比賽開始報名了 2006/11/1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95年「全國藝術創意作品線上競賽」揭曉 2006/11/20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5年「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得獎名單 2006/12/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推薦作業於即日起展開 2006/12/8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中華民國第22屆版印年畫徵選活動 2006/12/8 國立臺灣美術館

磺溪文學第15輯－作家作品集徵集活動開始囉!(即日起至96.2.28止) 2006/12/8 彰化縣文化局

2007年度繪本選書 2006/12/1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生物多樣性DIY學創意教育推展活動申請辦法 2006/12/13 思摩特網

第五屆 臺北陶藝獎 2006/12/13 臺北縣政府

『2007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節』徵件 2006/12/13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第九屆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傳統藝術學位論文徵選案 2006/12/18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95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2006/12/2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位藝術獎 2007 開始徵件 2006/12/20 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藝術生活叢書徵稿」 2006/12/31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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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