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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教育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局 02-2430-1505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8樓 http://www.center.kl.edu.tw/

宜蘭縣政府教育局 03-936-9968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http://www.ilc.edu.tw/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02-2960-3456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21樓 http://www.tpc.edu.tw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720-8889 臺北市市府路一號8F
http://www.edunet.taipei.gov.

tw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03-332-2101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4,15樓 http://www.tyc.edu.tw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035-518-10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http://eb1.nc.hcc.edu.tw/

eduide/

新竹市政府教育局 035-216-121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http://www.hc.edu.tw/

苗栗縣政府教育局 037-32-2150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http://www.mlc.edu.tw/

臺中縣政府教育局 04-2526-3100 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36號4F http://www.tcc.edu.tw/main/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4-2228-9111 臺中市自由路2段53號6樓 http://www.tceb.edu.tw/

南投縣政府教育局 049-222-2027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http://www.ntct.edu.tw/

彰化縣政府教育局 04-722-2151#9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http://www.boe.chc.edu.tw/

雲林縣政府教育局 05-532-2154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http://www.boe.ylc.edu.tw/

嘉義縣政府教育局 05-362-0123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http://www.cyhg.gov.tw/16/

educational/

嘉義市政府教育局 05-225-4321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http://www.cy.edu.tw/

臺南縣政府教育局 06-632-0328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 http://www.tnc.edu.tw

6 -4 藝術教育機構

資料蒐集說明:

1.  國民中小學至高中職(部分)之資料引用教育部《特殊學校暨國中小特教班名冊(九十五學年度)》。

2. 大專院校藝文中心根據全國大專院校藝文中心協會會員名單及各校單位網站資訊收錄。

3. 民間藝術機構之畫廊項目根據中華民國畫廊協會會員名單收錄自1996年設置至今之單位。

4. 其餘資料採分類網站搜尋模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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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教育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06-299-1111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7樓 http://www.tn.edu.tw/

高雄縣政府教育局
07-747-

7611#1700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32號三樓 http://www.ks.edu.tw/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07-336-8333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3路2號4樓 http://wwwedu.kh.edu.tw/

屏東縣政府教育局 08-732-0415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h t t p : / / w w w. p t h g . g o v. t w /

plandsp/

花蓮縣政府教育局 038-462-860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 http://www.hlc.edu.tw/

臺東縣政府教育局 089-322-002 臺東縣台東市博愛路306號 http://www.boe.ttct.edu.tw/

澎湖縣政府教育局 06-927-440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http://web.phc.edu.tw/

金門縣政府教育局 0823-25630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http://www.km.edu.tw/

連江縣政府教育局 0836-22067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http://www.ma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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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機構 (縣市文化局 / 社教館 / 美術 戲劇 音樂 舞蹈 研究院 / 博物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02-2343-4000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之1號 http://www.cca.gov.tw/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02-2422-4170#8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http://www.klcc.gov.tw/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03-932-2440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http://www.ilccb.gov.tw/ch/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02-2960-3456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http://www.culture.tpc.gov.tw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02-2345-

1556#3517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四樓東北區 http://www.culture.gov.tw/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03-332-2592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1號 http://www.tyccc.gov.tw/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03-551-0201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6號 http://www.hchcc.gov.tw/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03-531-9756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http://www.hcccb.gov.tw/

苗栗縣政府文化局 037-352-961#4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http://www.mlc.gov.tw/

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04-2628-0166 臺中縣清水鎮鎮政路100號 http://www.tccab.gov.tw/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04-2372-7311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http://www.tccgc.gov.tw/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049-223-1191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http://www.nthcc.gov.tw

彰化縣政府文化局 04-725-0057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http://www.bocach.gov.tw/

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05-532-519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http://www.ylccb.gov.tw/

嘉義縣政府文化局 05-362-0740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http://www.cyhg.gov.tw/

cyhgcultural/index.asp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05-278-8225 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http://www.cabcy.gov.tw/

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06-632-

1047#6611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 36 號 http://www.tnc.gov.tw/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06-299-1111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 http://culture.tncg.gov.tw/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07-626-2620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 http://www.kccc.gov.tw/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07-222-5136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http://www.khcc.gov.tw/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08-736-0330#3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9號
http://www1.cultural.pthg.gov.

tw/pthg/index.jsp

花蓮縣政府文化局 038-227-121 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http://www.hccc.gov.tw/main/

index.jsp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 089-320-378 臺東縣臺東市民族里南京路25號 http://www.ccl.ttct.edu.tw/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06-926-1141#4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http://www.phhcc.gov.tw/

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082-328-638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 66 號 http://www.kmccc.edu.tw/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0836-22393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5號 http://www.matsu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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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 02-2382-2699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二號 http://www.ntm.gov.tw/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06-356-8889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http://www.thm.gov.tw/

國家臺灣文學館 06-221-720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http://www.nmtl.gov.tw/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049-233-4141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73號 http://www.ntcri.gov.tw/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

心籌備處              
06-222-4911 臺南市中正路1-1號 http://www.ncrpcp.gov.tw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04-2339-1141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738之2號 http://www.ntso.gov.tw/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03-970-5815
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五濱路二段

201號
http://www.ncfta.gov.tw/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民族音

樂研究所  
02-2341-1200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北路26號 http://rimh.ncfta.gov.tw/rimh/

國立臺灣美術館 04-2372-3552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號 http://www.ntmofa.gov.tw/

國立歷史博物館 02-2361-0270 臺北市南海路49號
http://www.nmh.gov.tw/

nmh_web/index.cfm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02-2311-0574 臺北市南海路47號 http://www.arte.gov.tw/

中山國家畫廊 02-2758-8008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 http://www.yatsen.gov.tw/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02-3393-9999 臺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http://www.ntch.edu.tw/

國立國光劇團 02-2938-3567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77號5樓 http://www.kk.gov.tw/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089-381-166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http://www.nmp.gov.tw/

國立新竹社會教育館 03-526-3176 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http://www.hccsec.gov.tw/

國立彰化社會教育館 04-722-2729 彰化市卦山路3號 http://www.chcsec.gov.tw/

國立臺南社會教育館 06-298-4990 臺南市西區中華西路二段34號 http://www.tncsec.gov.tw/

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 089-322-248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路254號 http://www.ttcsec.gov.tw/

臺北市立美術館 02-2595-7656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http://www.tfam.gov.tw/

國立故宮博物院 02-2881-2021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http://www.npm.gov.tw/

萬芳美術館                     
02-2930-79300

#8800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http://www.wanfang.gov.

tw/art/index1.htm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02-8677-2727 臺北縣鶯歌鎮文化路200號
http://www.ceramics.tpc.

gov.tw

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04-2627-4568 臺中縣清水鎮忠貞路21號 http://www.tcsac.gov.tw/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07-531-2560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2號
http://w5.kcg.gov.tw/khm/

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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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美術館 07-555-0331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http://www.kmfa.gov.tw/

高雄市立兒童創意美術館 07-555-0331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330號 http://www.kmfa.gov.tw/

花蓮縣文化局美術館 03-822-7121 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http://www.hccc.gov.tw/

花蓮縣石雕博物館 03-822-7121 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http://www.hccc.gov.tw/

彰化縣文化局南北管

音樂戲曲館
04-751-0709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七街66號

http://www.bocach.gov.tw/nbm-

index.htm

臺灣戲劇館 03-932-2440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http://sur2.ilccb.gov.tw/theatre/

高雄市音樂資訊館           07-2225136#295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http://www.khcc.gov.tw/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754-1122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http://www.ncafroc.org.tw/

臺北當代藝術館 02-2552-3720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9號 http://www.mocataipei.org.tw/

國小美術班

基隆市

信義國小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5號

(02)24213960*70

www.syps.kl.edu.tw

(02)21213960

臺北市

民族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精忠里7鄰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02)27124872

www.mces.tp.edu.tw

(02)27180882

建安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龍雲里大安路2段99號

(02)2707-7119

www.jnps.tp.edu.tw

(02)2708-1316

臺北縣

永平國小
臺北縣永和市保生路25號

(02)29259879

www.ypes.tpc.edu.tw

(02)29293666

自強國小
臺北縣中和市莒光路200號

(02)29557936

www.jcps.tpc.edu.tw

(02)29547242

修德國小
臺北縣三重市重陽路3段3號

(02)29800495~7

www.sude.tpc.edu.tw

(02)29824755

泰山國小
臺北縣泰山鄉泰林路2段255號

(02)29098842

www.tses.tpc.edu.tw

(02)29092406

文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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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美術班

淡水國小
臺北縣淡水鎮協元里中山路160號

(02)26212755

www.tsps.tpc.edu.tw

(02)26299088

新埔國小
臺北縣板橋市新翠里陽明街206號

(02)22571830

www.spes.tpc.edu.tw

(02)22580440

桃園縣

中壢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榮里延平路622號

(03)4255216

www.clps.tyc.edu.tw

(03)4255814

桃園國小
桃園縣桃園市民權路67號

(03)3322268

www.tyes.tyc.edu.tw

(03)3367740

新竹市

新竹教大附小
新竹市北區四維路47號

(03)5222106

www.sctcps.hc.edu.tw

(03)5253470

新竹縣

新社國小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40號

(03)5552026

www.hses.hcc.edu.tw

(03)5512778

苗栗縣

大同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大同路80號

(037)320958

www.datunges.mlc.edu.tw

(037)333802

通霄國小
苗栗縣通霄鎮通東里中正路12號

(037)752008

www.te.mlc.edu.tw

(037)751210

頭份國小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219號

(037)663020

www2.toufenes.mlc.edu.tw

(037)688956

臺中市

大同國小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138號

(04)2222-2311

www.dtes.tc.edu.tw

(04)2225-0400

臺中縣

順天國小
臺中縣大甲鎮永順街115 號

(04)26872040

www.stes.tcc.edu.tw

(04)26876657

彰化縣

忠孝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西勢里忠誠路61號

(04)7523944

www.jsps.chc.edu.tw

(04)7627163

僑信國小
彰化縣員林鎮三橋里中山路2段280號

(04)8320810

www.csps.chc.edu.tw

(04)835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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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美術班

雲林縣

元長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元西路76號

(05)7882017

www.yjes.ylc.edu.tw

(05)7882540

嘉義市

大同國小
嘉義市西區成功街15號

(05)2222114

www.ttes.cy.edu.tw

(05)2254752

臺南市

立人國小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3段41號

(06)2222054

www.lines.tn.edu.tw

(06)2250253

臺南縣

月津國小
臺南縣鹽水鎮月津路16號

(06)6521113

www.yj2es.tnc.edu.tw

(06)6531450

永康國小
臺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637號

(06)2324462

www.ykes.tnc.edu.tw

(06)2313840

麻豆國小
臺南縣麻豆鎮東角里文昌路18號

(06)5722145

www.mdes.tnc.edu.tw

(06)5714252

新市國小
臺南縣新市鄉中興街1號

(06)5992895

www.ss6es.tnc.edu.tw

(06)5895016

新進國小
臺南縣新營市中正路41號

(06)6322378

www.sj1es.tnc.edu.tw

(06)6350241

高雄市

七賢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93號

(07)2351150

www.chihps.kh.edu.tw

(07)2351402

屏山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東路2號

(07)5834501

www.psps.kh.edu.tw

(07)5835341

高雄縣

林園國小
高雄縣林園鄉林園村忠孝西路20號

(07)6412125

www.lyp.ks.edu.tw

(07)6431503

鳳西國小
高雄縣鳳山市光華東路100號

(07)7417655

www.fxp.ks.edu.tw

(07)7424502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文明里蘇州街75號

(08)7324113

www.ccps.ptc.edu.tw

(08)76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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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美術班

民和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自立路213號

(08)7229210

www.mhps.ptc.edu.tw

(08)7226944

東隆國小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路45號

(08)8322064

www.dlps.ptc.edu.tw

(08)8334146

東興國小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43-1號

(08)8310406

www.ts.ptc.edu.tw

(08)8311956

建興國小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建興路39號

(08)8713562

www.jsps.ptc.edu.tw

(08)8712084

恆春國小
屏東縣恆春鎮城北里北門路三九巷26號

(08)8892035

192.162.168.1.10

(08)8880103

萬丹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寶厝村萬新路1497號

(08)7772014

www.wtps.ptc.edu.tw

(08)7773825

潮州國小
屏東縣潮州鎮同榮里育英路31號

(08)7882770 / 7885004(專線)

www.cjps.ptc.edu.tw

(08)7803754

宜蘭縣

中山國小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4號

(03)9322064

www.jses.ilc.edu.tw

(03)9359961

成功國小
宜蘭縣羅東鎮文化街45號

(03)9542156

www.cges.ilc.edu.tw

(03)9553292

花蓮縣

中原國小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市中原路531號

(03)8333547

www.cyps.hlc.edu.tw/

(03)8334078

臺東縣

臺東大學附小
臺東縣臺東東市博愛路345號

(089)322047

www.nttues.nttu.edu.tw/

(089)345113

澎湖縣

中正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民生路38號

(06)9272758

www.ccps.phc.edu.tw

(06)927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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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音樂班

基隆市

成功國小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6號

(02)24316924

www.ckps.kl.edu.tw

(02)24326620

  臺北市

古亭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古風里羅斯福路3段201號

(02)23639795

www.gtes.tp.edu.tw

(02)23637599

光仁小學
臺北市萬華區壽德里萬大路423巷15號

(02)23032874

www.kjes.tp.edu.tw

(02)23323445

敦化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敦化北路2號

(02)27414065

www.thps.tp.edu.tw

(02)27739447

福星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里中華路一段66號

(02)23144668

www.fhps.tp.edu.tw

(02)23751574

 臺北縣

秀山國小
臺北縣中和市立人街2號

(02)29434353

www.ssps.tpc.edu.tw

(02)29403152

厚德國小
臺北縣三重市忠孝路1段70號

(02)29868825

www.hdes.tpc.edu.tw

(02)29898165

後埔國小
臺北縣板橋市重慶路157號

(02)29614142-24

www.hpes.tpc.edu.tw

(02)29611318

碧華國小
臺北縣三重市五華街160號

(02)28577792

www.bhes.tpc.edu.tw

(02)28576427

 桃園縣

大成國小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31號

(03)3661155

www.dches.tyc.edu.tw

(03)3646307

西門國小
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15號

(03)3342351

www.simes.tyc.edu.tw

(03)3347248

新勢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一段181號

(03)4937563

www.ctes.tyc.edu.tw

(03)4915928

 新竹市

東門國小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號

(03)5222109

www.tmps.hc.edu.tw

(03)5226612

新竹國小
新竹市東區興學街106號

(03)5222153

www.hsps.hc.edu.tw

(03)56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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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音樂班

 苗栗縣

公館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大同路80號

(037)320958

www.datunges.mlc.edu.tw

(037)333802

竹南國小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大厝里146號

(037)462020

www.junanes.mlc.edu.tw

(037)474935

臺中市

光復國小
臺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148號

(04)22294174

www.gfes.tc.edu.tw

(04)22250282

 臺中縣

大雅國小
臺中縣大雅鄉二和村學府路230號

(04)25667766

www.tyaes.tcc.edu.tw

(04)25667171

東勢國小
臺中縣東勢鎮廣興里第五橫街1號

(04)25873442

www.tses.tcc.edu.tw/

(04)25885225

清水國小
臺中縣清水鎮光華路125號

(04)26222004

www.cses.tcc.edu.tw

(04)26228699

 南投縣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里玉屏路210號

(049)2362007

www.ttes.ntct.edu.tw

(049)2362281

彰化縣

民生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338號

(04)7224122

www.mses.chc.edu.tw

(04)7235290

員林國小
彰化縣員林鎮三和里三民東街221號

(04)8320145

www.ylps.chc.edu.tw

(04)8347465

 雲林縣

鎮西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中和里西平路3號

(05)5322047

www.jces.ylc.edu.tw

(05)5347689

 嘉義市

崇文國小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241號

(05)2222310

www.cwes.cy.edu.tw

(05)2254467

博愛國小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822號

(05)2322863

www.paes.cy.edu.tw

(05)233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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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音樂班

 臺南市

永福國小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2段86號

(06)2223241

www.yfes.tn.edu.tw

(06)2284785

 臺南縣

新民國小
臺南縣新營市730公園路1段136號

(06)6562152

www.smes.tnc.edu.tw

(06)6561831

 高雄市

信義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3路32號

(07)2365163

www.syps.kh.edu.tw

(07)2370441

前金國小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2路61號

(07)2829001

www.chejps.kh.edu.tw

(07)2017039

鹽埕國小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4路183號

(07)5210626

www.yacps.kh.edu.tw

(07)5335425

 高雄縣

鳳山國小
高雄縣鳳山市興仁里中山路231號

(07)7460435

www.fsp.ks.edu.tw

(07)7476360

 屏東縣

仁愛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仁愛路98號

(08)7361114

www.raps.ptc.edu.tw

(08)7371900

光春國小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

(08)7896550

www.gcps.ptc.edu.tw

(08)7899831

東光國小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長春2路15號

(08)8324927

www.dkes.ptc.edu.tw

(08)8324928

宜蘭縣

北成國小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路1段125號

(03)9512626

www.pces.ilc.edu.tw

(03)9519666

南屏國小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98號

(03)9323795

www.npes.ilc.edu.tw

(03)9354531

 花蓮縣

明義國小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街107號

(03)8324270

www.cyps.hlc.edu.tw/

(03)833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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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音樂班

臺東縣

馬蘭國小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里新社3街6號

(089)229437

www.mlps.ttct.edu.tw

(089)220378

澎湖縣

馬公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明遠路2號

(06)9272165

www.mkps.phc.edu.tw

(06)9264070

國小管樂班

臺南市

東光國小
臺南市東區東光路1段39號 

(06)2376534 

www.tkes.tn.edu.tw 

(06)2345729 

高雄市

中正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00號

(07)7225936

www.ccps.kh.edu.tw 

(07)7214008 

前金國小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2路61號

(07)2829001

www.chejps.kh.edu.tw

(07)2017039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2號 

(07)3851915 

www.ymps.kh.edu.tw 

(07)3830944 

楠梓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62號 

(07)3511140 

www.ntps.kh.edu.tw 

(07)3515816 

國小國樂班

臺南市

安平國小 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392號 

(06)2996735 

www.apps.tn.edu.tw 

(06)2996734 

東光國小 臺南市東區東光路1段39號 

(06)2376534 

www.tkes.tn.edu.tw 

(06)2345729 

崇學國小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98號 

(06)2689951 

www.ches.tn.edu.tw 

(06)269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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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國樂班

高雄市

中正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00號

(07)7225936

www.ccps.kh.edu.tw 

(07)7214008 

國小管絃樂班

高雄市

信義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3路32號

(07)2365163

www.syps.kh.edu.tw

(07)2370441

國小木笛班

高雄市

光武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35號

(07)3867458

www.kwps.kh.edu.tw

(07)3852025

國小兒童樂隊班

高雄市

凱旋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35號

(07)2235181

www.ksps.kh.edu.tw

(07)2259506

國小管絃樂班

高雄市

信義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3路32號

(07)2365163

www.syps.kh.edu.tw

(07)237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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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舞蹈班

基隆市

仁愛國小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9號

(02)24289131

www.raps.kl.edu.tw

(02)24292037

臺北市

永樂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南芳里延平北路2段266號

(02)25534882

www.ylps.tp.edu.tw

(02)25506756

東門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里仁愛路1段2-4號

(02)23412822

www.tmps.tp.edu.tw

(02)23517673

臺北縣

埔墘國小
臺北縣板橋市成功路54號

(02)29616690

www.pces.tpc.edu.tw

(02)29642493

新埔國小
臺北縣板橋市新翠里陽明街206號

(02)22571830

www.spes.tpc.edu.tw

(02)22580440

桃園縣

南門國小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303號

(03)3370576

www.nmes.tyc.edu.tw

(03)3395032

復旦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1號

(03)4917491

www.fdes.tyc.edu.tw

(03)4943793

新竹市

民富國小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561號

(03)5222102

www.mfps.hc.edu.tw

(03)5263755

苗栗縣

建功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241號

(037)320043

www.jges.mlc.edu.tw

(037)320751

僑善國小
苗栗縣頭份鎮上埔里中正一路395號

(037)663137

www.cses.mlc.edu.tw

(037)688897

臺中市

篤行國小
臺中市北區篤行路321號

(04)22013483

www.dxes.tc.edu.tw

(04)22021556

南投縣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里玉屏路210號

(049)2362007

www.ttes.ntct.edu.tw

(049)236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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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舞蹈班

彰化縣

平和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中正路2段450號

(04)7222355

www.phes.chc.edu.tw

(04)7279083

嘉義市

崇文國小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241號

(05)2222310

www.cwes.cy.edu.tw

(05)2254467

臺南市

進學國小
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47號

(06)2133007

www.chps.tn.edu.tw

(06)2148355

臺南縣

復興國小
臺南縣永康市華興街2號

(06)3111569

www.fses.tnc.edu.tw

(06)3111570

高雄市

中正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00號

(07)7225936

www.ccps.kh.edu.tw

(07)7214008

屏東縣

信義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信義路262號

(08)7383628

www.syps.ptc.edu.tw

(08)7374095

宜蘭縣

公正國小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47號

(03)9566659

www.gjes.ilc.edu.tw

(03)9540620

國中美術班

基隆市

安樂中學 

(國中部)

基隆市安樂區安1路360號

(02)24236600

www.aljh.kl.edu.tw

(02)24211672

臺北市

五常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復興北路430巷1號

(02)25014320

www.wchjh.tp.edu.tw

(02)25037164

古亭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永功里中華路2段465號

(02)23090986

www.ktjh.tp.edu.tw

(02)2307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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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美術班

百齡高中 

(國中部)

臺北市士林區義信里承德路4段177號

(02)28831568

www.blsh.tp.edu.tw

(02)28832945

金華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福住里新生南路2段32號

(02)33931799

www.chwjh.tp.edu.tw

(02)33931780  23568464

臺北縣

三重中學 

(國中部)

臺北縣三重市集美街212號

(02)29760501

www.schs.tpc.edu.tw

(02)29788864

中和國中
臺北縣中和市興南路2段3巷17號

(02)29422270#248

www.chjhs.tpc.edu.tw

(02)29415504

光仁高中 

(國中部)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2段255巷18號

(02)29615161

www.kjsh.tpc.edu.tw

(02)29569539

自強國中
臺北縣中和市莒光路191號

(02)22259469

www.zcjh.tpc.edu.tw

(02)22259468

明志國中
臺北縣三重市中正北路107號

(02)29844132

www.mcjh.tpc.edu.tw

(02)29897782

泰山國中
臺北縣泰山鄉泰林路2段498號

(02)22962519

www.ttcjh.tpc.edu.tw

(02)22978355

崇光女中 

(國中部)

臺北縣新店市三民路18號

(02)29112544

www.ckgsh.tpc.edu.tw

(02)29110424

淡水國中
臺北縣淡水鎮文化里真理街10號

(02)26212758

www.tsjh.tpc.edu.tw

(02)26216867

新埔國中
臺北縣板橋市新海路181號

(02)22572275-612

www.hpjh.tpc.edu.tw

(02)22591750

福和國中
臺北縣永和市永利路71號

(02)29289493

www.fhjh.tpc.edu.tw

(02)29241357

桃園縣

八德國中
桃園縣八德市興豐路321號

(03)3685322

www.ptjh.tyc.edu.tw

(03)3650891

中壢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德育路180號

(03)4223214

www.cljhs.tyc.edu.tw

(03)4229803

桃園國中
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2號

(03)3358282

www.tyjh.tyc.edu.tw

(03)3341005

楊梅國中
桃園縣楊梅鎮校前路149號

(03)4782024

www.ymjhs.tyc.edu.tw

(03)475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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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美術班

新竹市

建華國中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2號

(03)5238075

www.chjh.hc.edu.tw

(03)5613425

新竹縣

竹北國中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54號

(03)5552064

www.cbjh.hcc.edu.tw

(03)5553014

苗栗縣

君毅高中 

(國中部)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245號

(037)622009

www.cish.mlc.edu.tw

(037)625880

明仁國中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電台10號

(037)321261

www.mln.mlc.edu.tw

(037)352712

苑裡中學 

(國中部)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1鄰2號

(037)861042

www.yljh.mlc.edu.tw

(037)869981

通霄國中
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190巷1號

(037)752002

web.tsjh.mlc.edu.tw

(037)752495

興華高中 

(國中部)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1路401號

(037)663403

www.shhs.mlc.edu.tw

(037)689165

臺中市

五權國中
臺中市北區英才路1號

(04)22012180

www.wcjh.tc.edu.tw

(04)22011534

臺中縣

大甲國中
臺中縣大甲鎮育英路186號

(04)26872564

www.tjjh.tcc.edu.tw 

(04)26880609 

中港高中 

(國中部)

臺中縣梧棲鎮文昌路400號

(04)26578270

www.cgjh.tcc.edu.tw

(04)26575452

四箴國中
臺中縣龍井鄉中沙路2號

(04)26314606

www.scjh.tcc.edu.tw

(04)26318046

長億高中 

(國中部)

臺中縣太平市長億6街1號

(04)22704022

www.cyhs.tcc.edu.tw

(04)22730531

龍津國中
臺中縣龍井鄉三德村三港路130號

(04)26304536

www.ljjh.tcc.edu.tw/

(04)26307769

霧峰國中
臺中縣霧峰鄉北柳村2鄰國中路110號

(04)23393175

www.wfjh.tcc.edu.tw

(04)2333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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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美術班

南投縣

南投國中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里祖祠路361號

(049)2222549

www.ntjh.ntct.edu.tw

(049)2240549

彰化縣

明倫國中
彰化縣員林鎮萬年里明倫路2號

(04)8311349

www.mljh.chc.edu.tw

(04)8310857

彰安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530號

(04)7236117

www.cajh.chc.edu.tw

(04)7281074

雲林縣

正心中學 

(國中部)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正心路1號

(05)5512502

www.shsh.ylc.edu.tw

(05)5512642

東仁國中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東明路85號

(05)6312888
(05)6313369

東南國中
雲林縣西螺鎮西興路152號

(05)5874177

www.tnajh.ylc.edu.tw

(05)5874178

嘉義市

蘭潭國中
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32號

(05)2773582

www.ltjh.cy.edu.tw

(05)2763581

臺南市

民德國中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3段223號

(06)2223014

www.mtjh.tn.edu.tw

(06)2212713

長榮高中 

(國中部)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79號

(06)2381711

www.cjshs.tn.edu.tw

(06)2377431

臺南縣

永康國中
臺南縣永康市中山路43號

(06)2015247

www.ykjh.tnc.edu.tw

(06)2013442

南新國中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65號

(06)6563129

www.ns1jh.tnc.edu.tw

(06)6561044

麻豆國中
臺南縣麻豆鎮南勢里36號

(06)5722128

www.mdjh.tnc.edu.tw

(06)5714321  

新市國中
臺南縣新市鄉民族路76號

(06)5991420

www.ss2jh.tnc.edu.tw

(06)5012297

興國高中 

(國中部)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4巷23號

(06)6352201

www.hkhs.tnc.edu.tw

(06)635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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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美術班

高雄市

道明中學 

(國中部)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1路354號

(07)2240711

www.dmhs.kh.edu.tw

(07)2256090

壽山國中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108號

(07)5519150

www.ssjh.kh.edu.tw/

(07)5211816

高雄縣

五甲國中
高雄縣鳳山市龍成路111號

(07)8211569

www.wzm.ks.edu.tw

(07)8213073

林園中學 

(國中部)

高雄縣林園鄉林園北路481號

(07)6412059

www.ly.ks.edu.tw

(07)6416689

嘉興國中
高雄縣岡山鎮信中街486號

(07)6221039

www.jsm.ks.edu.tw

(07)6226703

旗山國中
高雄縣旗山鎮大德里中學路42號

(07)6612650

www.csj.ks.edu.tw

(07)6623138

鳳山國中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東路227號

(07)7481294

www.fsm.ks.edu.tw

(07)7438270

屏東縣

大同高中 

(國中部)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429號

(08)7664050

www.dtjh.ptc.edu.tw

(08)7661949

公正國中
屏東縣屏東市公興路11號

(08)7522097

www.kcjh.ptc.edu.tw/

(08)7551607

光春國中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290號

(08)7887038

www.kcjhs.ptc.edu.tw

(08)7880972

恆春國中
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79號

(08)8892039

www.hcjh.ptc.edu.tw

(08)8896434

新園國中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11號

(08)8681020

www.syjh.ptc.edu.tw

(08)8682065

宜蘭縣

宜蘭國中
宜蘭縣宜蘭市樹人路37號

(03)9322519

www.iljh.ilc.edu.tw

(03)9353063

東光國中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01號

(03)9542603

www.tkjh.ilc.edu.tw

(03)95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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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美術班

花蓮縣

國風國中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政街7號 

(03)8323847 

www.kfjh.hlc.edu.tw

(03)8354661

臺東縣

新生國中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641巷64號

(089)229121

www.hsjh.ttct.edu.tw

(089)226822

澎湖縣

馬公國中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中華路326號

(06)9278110

www.mkjh.phc.edu.tw

(06)9271500

國中音樂班

基隆市

成功國中
基隆市信義區壽山路9號

(02)24225594

www.ckjh.kl.edu.tw

(02)24249179

臺北市

仁愛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敦安里仁愛路四段130號

(02)23255823

www.jajh.tp.edu.tw/

(02)27541409

南門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

(02)23142775

www.nmjh.tp.edu.tw

(02)23819400

師大附中 

(國中部)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信義路3段143號

(02)27075215

www.hs.ntnu.edu.tw

(02)27058114

臺北縣

三和國中
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4段216號

(02)22879890

www.shjh.tpc.edu.tw

(02)22865301

中平國中
臺北縣新莊市中平路385號

(02)29908092

www.cpjh.tpc.edu.tw

(02)8992-4497

光仁高中 

(國中部)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2段255巷18號

(02)29615161

www.kjsh.tpc.edu.tw

(02)29569539

重慶國中
臺北縣板橋市國慶路120號

(02)29543001

w.ccjh.tpc.edu.tw

(02)29567059

崇光女中 

(國中部)

臺北縣新店市三民路18號

(02)29112544

www.ckgsh.tpc.edu.tw

(02)291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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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音樂班

漳和國中
臺北縣中和市廣福路39號

(02)22488616

www.chjh.tpc.edu.tw

(02)22497891

碧華國中
臺北縣三重市自強路5段66號

(02)29851121

www.bhjh.tpc.edu.tw

(02)29808930

桃園縣

大成國中
桃園縣八德市忠勇街12號

(03)3625633

www.tcjhs.tyc.edu.tw

(03)3644657

中興國中
桃園縣桃園市文中路122號

(03)3694315

www.chjhs.tyc.edu.tw

(03)3792430

新明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487巷18號

(03)4936194

www.hmjh.tyc.edu.tw

(03)4936195

新竹市

建華國中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2號

(03)5238075

www.chjh.hc.edu.tw

(03)5613425

苗栗縣

公館國中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大同路3號

(037)222729

www.ggjh.mlc.edu.tw

(037)230466

竹南國中
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中正路92號

(037)475100

www.junanjh.mlc.edu.tw

(037)470670

臺中市

安和國中
臺中市西屯區天助街1號

(04)23589779

www.ahjh.tc.edu.tw

(04)23583784

新民高中 

(國中部)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89號

(04)22334105

www.shinmin.tc.edu.tw

(04)22300699

曉明女中 

(國中部)

臺中市北區大雅路452號

(04)22921175

203.72.96.2

(04)2291-3277

雙十國中
臺中市北區力行路258號

(04)22334445

www.ssjh.tc.edu.tw

(04)22384214  22371027  

臺中縣

大雅國中
臺中縣大雅鄉學府路280號

(04)25672171

www.tyjh.tcc.edu.tw

(04)25686724

大道國中
臺中縣大肚鄉大東村仁德路60號

(04)26992028

www.ttjh.tcc.edu.tw

(04)2698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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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音樂班

東勢國中
臺中縣東勢鎮東崎街385號

(04)25873843

www.tsjhs.tcc.edu.tw

(04)25885143

神岡國中
臺中縣神岡鄉社南村中山路627號

(04)25623421

www.skjhs.tcc.edu.tw

(04)25616427

清水國中
臺中縣清水鎮鰲峰路250號

(04)26262042

www.csjh.tcc.edu.tw

(04)26275351

順天國中
臺中縣大甲鎮大安港路67號

(04)26864263

www.stjh.tcc.edu.tw

(04)26865421

溪南國中
臺中縣烏日鄉溪壩村溪南路1段731號

(04)23353959

www.snjh.tcc.edu.tw

(04)23352940

豐原國中
臺中縣豐原市三豐路467號

(04)25251200

www.fyjh.tcc.edu.tw

(04)25283927

霧峰國中
臺中縣霧峰鄉北柳村2鄰國中路110號

(04)23393175

www.wfjh.tcc.edu.tw

(04)23336773

南投縣

草屯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虎山路808號

(049)2362050

www.ttjhs.ntct.edu.tw

(049)2305733

彰化縣

大同國中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一段345號

(04)8358382

www.ttjhs.chc.edu.tw

(04)8322134 ,8358174

彰化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號

(04)7222844

www.chjhs.chc.edu.tw

(04)7272691

雲林縣

正心中學 

(國中部)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正心路1號

(05)5512502

www.shsh.ylc.edu.tw

(05)5512642

東南國中
雲林縣西螺鎮西興路152號

(05)5874177

www.tnajh.ylc.edu.tw

(05)5874178

雲林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599號

(05)5326071-36

www.yljh.ylc.edu.tw

(05)5347885

嘉義市

北興國中
嘉義市東區檜村里忠孝路394號

(05)2766602

www.psjh.cy.edu.tw

(05)2751400

嘉義國中
嘉義市東區王田里圓福街86號

(05)2762983

www.cyjh.cy.edu.tw

(05)278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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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音樂班

臺南市

大成國中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306號

(06)2630011

www.tcjhs.tn.edu.tw

(06)2638214

臺南縣

南新國中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65號

(06)6563129

www.ns1jh.tnc.edu.tw

(06)6561044

高雄市

前金國中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2路278號

(07)2725981

www.ccjh.kh.edu.tw

(07)2164997

新興高中 

(國中部)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2路218號

(07)2727127

www.hhhs.kh.edu.tw/

(07)2159839

道明中學 

(國中部)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1路354號

(07)2240711

www.dmhs.kh.edu.tw

(07)2256090

高雄縣

忠孝國中
高雄縣鳳山市國泰路2段81號

(07)7635252

www.zxm.ks.edu.tw

(07)7638367

鳳西國中
高雄縣鳳山市光華路69號

(07)7463452

www.fxm.ks.edu.tw

(07)7404293

屏東縣

大同高中 

(國中部)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429號

(08)7664050

www.dtjh.ptc.edu.tw

(08)7661949

中正國中
屏東縣屏東市民學路2號

(08)7226387-15

www.ccjh.ptc.edu.tw

(08)7223223

東港國中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1號

(08)8322014

www.dkjh.ptc.edu.tw

(08)8332154

長治國中
屏東縣長治鄉德成村中興路578號

(08)7621193

www.cjjhs.ptc.edu.tw

(08)7625098

南榮國中
屏東縣崁頂鄉園寮村田寮路1之15號

(08)8631112

www.nzjh.ptc.edu.tw

(08)8633540

萬新國中
屏東縣萬丹鄉新鐘村新鐘路8號

(08)7764363
(08)776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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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音樂班

宜蘭縣

國華國中
宜蘭縣羅東鎮國華街101號

(03)9513062

www.ghjh.ilc.edu.tw

(03)9616092

復興國中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2段77號

(03)9322942

www.fsjh.ilc.edu.tw

(03)9324809

花蓮縣

花崗國中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40號

(03)8323924

www.hgjh.hlc.edu.tw

(03)8339398

臺東縣

卑南國中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766號

(089)224045

www.pnjh.ttct.edu.tw

(089)226820

新生國中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641巷64號

(089)229121

www.hsjh.ttct.edu.tw

(089)226822

澎湖縣

馬公國中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中華路326號

(06)9278110

www.mkjh.phc.edu.tw

(06)9271500

國中管樂班

臺南市

安順國小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227號 

(06)3559652 

www.asjh.tn.edu.tw 

(06)3556802 

高雄市

大義國中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87號

(07)5820191

www.dyjh.kh.edu.tw 

(07)5881062 

明義國中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街2號 

(07)7911296 

www.myjh.kh.edu.tw 

(07)7913583 

前金國中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78號 

(07)2725981 

www.ccjh.kh.edu.tw

(07)2164997 

陽明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66號 

(07)3892919 

www.ymjh.kh.edu.tw 

(07)398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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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樂班

臺南市

安平國中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687號 

(06)2971871 

www.apjh.tn.edu.tw 

(06)2993380 

和順國中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5段84巷66號 

(06)3551440 

www.hsjh.tn.edu.tw/ 

(06)3551495 

忠孝國中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151號 

(06)2670495 

www.chjh.tn.edu.tw 

(06)2690283 

金城國中
臺南市中西區金城街70號 

(06)2975816 

www.jcjh.tn.edu.tw 

(06)2972742 

後甲國中
臺南市東區東平路260號 

(06)2388118 

www.hcjh.tn.edu.tw 

(06)2375970 

崇明國中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700號 

(06)2907261 

www.cmjh.tn.edu.tw 

(06)2907734 

復興國中
臺南市東區裕文路62號 

(06)3310688 

www.fhjh.tn.edu.tw 

(06)3310459 

新興國中
臺南市南區新孝路87號 

(06)2633171 

www.hhjh.tn.edu.tw 

(06)2649588 

高雄市

大仁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1路148號 

(07)7114302 

www.tjjh.kh.edu.tw 

(07)7250644 

國中管絃樂班

臺南市

民德國中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3段223號 

(06)2223014 

www.mtjh.tn.edu.tw 

(06)2212713 

後甲國中
臺南市東區東平路260號 

(06)2388118 

www.hcjh.tn.edu.tw 

(06)2375970 

崇明國中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700號 

(06)2907261 

www.cmjh.tn.edu.tw 

(06)2907734 

復興國中
臺南市東區裕文路62號 

(06)3310688 

www.fhjh.tn.edu.tw 

(06)331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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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管絃樂班

高雄市

英明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47號 

(07)7150949 

www.inmjh.kh.edu.tw 

(07)7224194 

國中木笛班

高雄市

民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363號

(07)3818718

www.mtjh.kh.edu.tw

(07)3851372

國中直笛班

高雄市

大仁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1路148號

(07)7114302

www.tjjh.kh.edu.tw

(07)7250644

國中舞蹈班

基隆市

建德國中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1街29號

(02)24321234

www.jdjh.kl.edu.tw

(02)24336447

臺北市

北安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明水路325號

(02)25333888

www.pajh.tp.edu.tw

(02)25338329

雙園國中
臺北市萬華區和德里興義街2號

(02)23037605

www.syjhs.tp.edu.tw

(02)23092941

臺北縣

江翠國中
臺北縣板橋市松江街63號

(02)22518007

www.ctjh.tpc.edu.tw

(02)22539657

新埔國中
臺北縣板橋市新海路181號

(02)22572275-612

www.hpjh.tpc.edu.tw

(02)2259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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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舞蹈班

桃園縣

中興國中
桃園縣桃園市文中路122號

(03)3694315

www.chjhs.tyc.edu.tw

(03)3792430

東興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廣州路25號

(03)4583500

www.dsjhs.tyc.edu.tw

(03)4583500-167

新竹市

育賢國中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69號

(03)5223075

www.ysjh.hc.edu.tw

(03)5266047

苗栗縣

苗栗國中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木鐸山1號

(037)320226

www.miaolijh.mlc.edu.tw

(037)338117

臺中市

光明國中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75號

(04)23756287

www.kmjh.tc.edu.tw

(04)23758434

臺中縣

東勢國中
臺中縣東勢鎮東崎街285號

(04)25873843

www.tsjhs.tcc.edu.tw

(04)25885143

南投縣

草屯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虎山路808號

(049)2362050

www.ttjhs.ntct.edu.tw

(049)2305733

彰化縣

彰安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530號

(04)7236117

www.cajh.chc.edu.tw

(04)7281074

嘉義市

嘉義國中
嘉義市東區王田里圓福街86號

(05)2762983

www.cyjh.cy.edu.tw

(05)2785976

臺南市

永仁國中
臺南縣永康市忠孝路74號

(06)3115538

www.yrjh.tnc.edu.tw

(06)3116859

臺南縣

南新國中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65號

(06)6563129

www.ns1jh.tnc.edu.tw

(06)656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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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舞蹈班

高雄市

苓雅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3路176號

(07)3356758

www.lyjh.kh.edu.tw

(07)3335257

屏東縣

明正國中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70號

(08)7363078

www.mcjh.ptc.edu.tw

(08)7384427

枋寮高中 

(國中部)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3號

(08)8782095

www.flhs.ptc.edu.tw

(08)8782776

潮州國中
屏東縣潮州鎮文化路66號

(08)7882401

www.cjjh.ptc.edu.tw

(08)7890620

宜蘭縣

羅東國中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99號

(03)9542075

www.ltjh.ilc.edu.tw/

(03)9561053

高中美術班

基隆市

基隆高中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0號 

(02)24582051 

www.klsh.kl.edu.tw 

(02)24585998 

臺北市

師大附中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信義路3段143號 

(02)27075215 

www.hs.ntnu.edu.tw 

(02)27022584 

明倫高中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里承德路3段336號 

(02)25961567 

www.mlsh.tp.edu.tw 

(02)25858497 

復興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4路70號 

(02)28914131 

www.fhsh.tp.edu.tw 

(02)28961367 

中正中學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02)28234811

www.ccsh.tp.edu.tw 

(02)28205927

臺北縣

新莊高中
臺北縣新莊市中平路135號 

(02)29912391

www.hcsh.tpc.edu.tw 

(02)89912660 

淡江高中
臺北縣淡水鎮真理街26號 

(02)26203850 

www.tksh.tpc.edu.tw 

(02)2629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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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術班

桃園縣

陽明高中
桃園縣桃園市德壽街8號 

(03)3672706 

www.pymhs.tyc.edu.tw 

(03)3667831 

內壢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成章4街120號 

(03)4528080 

www.nlhs.tyc.edu.tw 

(03)4341114 

泉僑高中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佳安段446號 

(03)4712531 

www.cchs.tyc.edu.tw 

(03)4712030 

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03)4523036 

www.cyvs.tyc.edu.tw 

(03)4611845 

南崁高中 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2段1號 

(03)3525580 

www.nkjh..tyc.edu.tw 

(03)3220035 

平鎮高中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3段100號 

(03)4287288 

www.pjjh.tyc.edu.tw 

(03)2840851 

新竹市

新竹女中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270號 

(03)5456611-204 

www.hgsh.hc.edu.tw 

(03)5426600 

苗栗縣

苗栗高中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183號 

(037)320072 

www.mlsh.mlc.edu.tw 

(037)356421 

苑裡高中
苗栗縣苑裡鎮育才街100號 

(037)868680 

www.ylsh.mlc.edu.tw 

(037)868393 

臺中市

臺中一中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2號 

(04)22226081 

www.tcfsh.tc.edu.tw 

(04)22288088 

臺中縣

豐原高中
臺中縣豐原市水源路150號 

(04)25290381 

www.fysh.tcc.edu.tw 

(04)25245135 

南投縣

竹山高中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253號 

(049)2643344 

www.cshs.ntct.edu.tw 

(049)2649601 

彰化縣

員林高中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79號 

(04)8320364 

www.ylsh.chc.edu.tw 

(04)8380408 

雲林縣

斗六高中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224號 

(05)5322039 

www.tlsh.ylc.edu.tw 

(05)5322039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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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術班

嘉義市

嘉義高中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738號 

(05)2762804 

www.cysh.cy.edu.tw 

(05)2775342 

臺南市

臺南二中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2段125號 

(06)2514526 

www.tnssh.tn.edu.tw 

(06)2827882 

臺南縣

新營高中 臺南縣新營市民權路101號 

(06)6562274 

www.hysh.tnc.edu.tw 

(06)6567449 

興國高中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4巷23號 

(06)6326255 

www.hkhs.tnc.edu.tw 

(06)6335765 

高雄市

鼓山高中 高雄市鼓山區明德路2號 

(07)5213258 

www.kusjh.kh.edu.tw 

(07)5318574 

前鎮高中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32號 

(07)8226842 

www.ccsh.kh.edu.tw 

(07)8224677 

高雄縣

鳳新高中
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257號 

(07)7658288 

www.fcsh.khc.edu.tw 

(07)7660614 

屏東縣

屏東高中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２３１號 

(08)7656444 

www.pths.ptc.edu.tw 

(08)7334418 

宜蘭縣

宜蘭高中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3段8號 

(03)9324154 

www.ylsh.ilc.edu.tw 

(03)9359679 

花蓮縣

花蓮女中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2號 

(03)8321202 

www.hlgs.hlc.edu.tw 

(03)8330251

臺東縣

臺東女中 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1段690號 

(089)321268 

www.ttgsh.ttct.edu.tw 

(089)321790 

澎湖縣

馬公高中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69號 

(06)9270522#52 

www.mksh.phc.edu.tw 

(06)926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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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樂班

基隆市

基隆高中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0號 

(02)24582051 

www.klsh.kl.edu.tw 

(02)24585998 

培德工家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73號 

(02)24652121 

www.ptvs.kl.edu.tw 

(02)24653821 

臺北市

師大附中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信義路3段143號 

(02)27075215 

www.hs.ntnu.edu.tw 

(02)27022584 

復興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4路70號 

(02)28914131 

www.fhsh.tp.edu.tw 

(02)28961367 

中正中學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02)28234811

www.ccsh.tp.edu.tw 

(02)28205927

臺北縣

新店高中
臺北縣新店市中央路93號 

(02)22193700 

www.htsh.tpc.edu.tw 

(02)22195471 

淡江高中 臺北縣淡水鎮真理街26號 

(02)26203850 

www.tksh.tpc.edu.tw 

(02)26294306 

國立三重高中 臺北縣三重市三信路1號 

(02)28577326 

www.scsh.tpc.edu.tw 

(02)28576904 

光仁高中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二五五巷18號 

(02)29615161 

www.kjsh.tpc.edu.tw 

(02)29569539 

桃園縣

中壢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115號 

(03)4932181 

www.clhs.tyc.edu.tw 

(03)4947605 

武陵高中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889號 

(03)3698171 

www.wlsh.tyc.edu.tw 

(03)3699325 

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03)4523036 

www.cyvs.tyc.edu.tw 

(03)4611845 

南崁高中 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二段1號 

(03)3525580 

www.nkjh..tyc.edu.tw 

(03)3220035 

新竹市

新竹高中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6號 

(03)5736666 

www.hchs.hc.edu.tw 

(03)573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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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樂班

臺中市

臺中二中 臺中市北區英士路109號 

(04)22021521 

www.tcssh.tc.edu.tw 

(04)22022581 

新民高中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89號 

(04)22334105 

www.shinmin.tc.edu.tw 

(04)2230-0699 

曉明女中 臺中市北區大雅路452號 

(04)22921175 

203.72.96.2 

(04)2291-3277 

臺中縣

清水高中
臺中縣清水鎮中山路90號 

(04)26222116  

www.cshs.tcc.edu.tw 

(04)26222147

南投縣

南投高中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7號 

(049)2231175  

www.ntsh.ntch.edu.tw 

(049)2231175 

彰化縣

彰化高中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里中興路78號 

(04)7222121 

www.chsh.chc.edu.tw 

(04)7222122 

雲林縣

正心中學
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正心路1號 

(05)5512502 

www.shsh.ylc.edu.tw 

(05)5512642 

嘉義市

嘉義高中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738號 

(05)2762804 

www.cysh.cy.edu.tw 

(05)2775342 

臺南市

臺南女中
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97號 

(06)2154539 

www.tngs.tn.edu.tw 

(06)2143898 

高雄市

新莊高中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99號 

(07)3420103 

www.hchs.kh.edu.tw 

(07)3458903 

高雄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3路50號 

(07)2862550 

www.kshs.kh.edu.tw 

(07)24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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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樂班

高雄縣

鳳新高中 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257號 

(07)7658288

www.fcsh.khc.edu.tw 

(07)7660614 

樂育高中
高雄縣大寮鄉鳳屏路217號 

(07)7011345  

www.lysh.khc.edu.tw 

(07)7013797 

屏東縣

屏東女中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4號 

(08)7362204 

www.ptgsh.ptc.edu.tw 

(08)7383893 

宜蘭縣

羅東高中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24號 

(03)9567645 

www.ltsh.ilc.edu.tw 

(03)9571613 

花蓮縣

花蓮高中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2號 

(03)8242222 

www.hlhs.hlc.edu.tw 

(03)8242220 

澎湖縣

馬公高中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69號 

(06)9270522#52 

www.mksh.phc.edu.tw 

(06)926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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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文華高中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40號 

(04)23124000 

www.whsh.tc.edu.tw 

(04)23113919 

嘉義市

嘉義女中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 

(05)2254603 

www.cygsh.cy.edu.tw 

(05)2258563 

臺南市

家齊女中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1段342號 

(06)2133265 

www.ccgsh.tn.edu.tw 

(06)2130753 

高雄市

左營高中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55號 

(07)5822010 

www.tyhs.edu.tw 

(07)5875935 

宜蘭縣

蘭陽女中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2號 

(03)9333819 

www.lygsh.ilc.edu.tw 

(03)9353664 

高中舞蹈班

臺北市

復興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02)28914131 

www.fhsh.tp.edu.tw 

(02)28961367 

中正中學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02)28234811

www.ccsh.tp.edu.tw 

(02)28205927

桃園縣

桃園高中
桃園縣桃園市成功路三段38號 

(03)3946003 

www.tysh.tyc.edu.tw 

(03)3946004 

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03)4523036 

www.cyvs.tyc.edu.tw 

(03)4611845 

新竹縣

竹北高中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3號 

(03)5517330 

www.cpshs.hcc.edu.tw 

(03)551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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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戲劇科

臺北市

復興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02)28914131 

www.fhsh.tp.edu.tw 

(02)28961367 

藝術高級中學

彰化縣

縣立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市卦山里卦山路13號 

(04)7222844

163.23.68.65/chjhs2006 

 /defaultb123.asp

嘉義市

國立

新港藝術高中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C棟2F(嘉義大學林森校區) 

(05)2769617

www.sgash.cyc.edu.tw/

(05)2764469

七年一貫制藝術科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02-2896-1000
www2.tnua.edu.tw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中國音樂學系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06-693-0100
www.tnnua.edu.tw

臺南科技大學

美術系  音樂系  舞

蹈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06-253-2106

www.tut.edu.tw



2006 Taiwan Arts Education Yearbook 2 0 0 6
臺灣藝術教育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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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高級職業學校 藝術相關科系

視覺藝術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
基隆市中正區立德路243號 http://www.essh.kl.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4623131

私立聖心高中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166號 http://www.shsh.kl.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4282464

國立基隆商工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22號 http://www.klcivs.kl.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4567126

私立培德工家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73號 http://www.ptvs.kl.edu.tw

502服裝科 (02)24652121

私立光隆家商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4號 http://www.klhcvs.kl.edu.tw

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2)24225735

臺北市

私立華岡藝校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建業路73巷8號 http://www.hka.edu.tw

804美術科 (02)28612354

市立松山家商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里福德街15號 http://www.ssvs.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2)27271891

私立開南商工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里濟南路1段6號 http://www.knvs.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3212666

私立稻江高商
臺北市大同區國昌里民權西路225巷24號 http://www.tkcvs.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5912001

私立恕德家商
臺北市內湖路一段353號 http://dc.sdvs.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797-7503

市立士林高商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里士商路150號 http://www.slhs.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8313114

私立景文高中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里保儀路127號 http://www.jwsh.tp.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9390310

市立大安高工
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復興南路2段52號 http://www.taivs.tp.edu.tw

311建築(甲)科 (02)27011743

市立南港高工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興中路29號 http://www.nkhs.tp.edu.tw

311建築(甲)科 (02)27825432

私立惇敘工商
臺北市北投區林泉里泉源路221號 http://www.thvs.tp.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2)289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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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臺北市

私立泰北中學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里福林路240號 http://www.tpsh.tp.edu.tw

357美工(乙)科、406廣告設計科 (02)28825560

私立協和工商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790巷27號 http://www.hhvs.tp.edu.tw

357美工(乙)科、406廣告設計科 (02)27265775

私立滬江中學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羅斯福路6段336號 http://www.hchs.tp.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406廣告設計科 (02)29320930

私立強恕中學
臺北市中正區板溪里汀州路二段143號 http://www.cshs.tp.edu.tw

316美工(甲)科 (02)23656570

臺北縣

縣立鶯歌工商
臺北縣鶯歌鎮中正三路154號 http://www.ykvs.tpc.edu.tw

318美術工藝科、406廣告設計科 (02)26775041

私立復興商工

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201號 http://www.fhvs.tpc.edu.tw

316美工(甲)科、406廣告設計科、804美術

科
(02)29262121

私立智光商工
臺北縣永和市中正路100號 http://www.ckvs.tpc.edu.tw

316美工(甲)科 (02)29432491

國立瑞芳高工
臺北縣瑞芳鎮瑞芳街60號 http://www.jfvs.tpc.edu.tw

311建築(甲)科 (02)24972516

私立醒吾高中
臺北縣林口鄉力行路1號 http://www.swsh.tpc.edu.tw

502服裝科 (02)26012644

私立莊敬工家
臺北縣新店市民生路45號 http://www.jjvs.tpc.edu.tw

502服裝科 (02)22188956

私立能仁家商
臺北縣新店市文中路53巷10號 http://www.nrvs.tp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502服裝科 (02)29182399

私立豫章工商
臺北縣板橋市四川路一段391號 http://www.ycvs.tp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2)295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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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桃園縣

國立中壢家商
桃園縣中壢市德育路36號 http://www.pclhvs.cl.edu.tw

502服裝科 (03)4271627

私立育達高中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160號 http://www.yuda.ty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4934101

私立振聲高中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439號 http://www.fxsh.ty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2612100

私立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http://www.cyvs.ty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4771196

私立新興高中
桃園縣八德市茄苳村永豐路563號 http://www.hshs.ty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3796996

桃園縣 私立永平工商
桃園縣楊梅鎮(埔心)永平路480號 http://www.ypvs.ty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4822464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2號 http://www.hcvs.hc.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3)5322175

私立世界高中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57號 http://www.wvs.hc.edu.tw

357美工(乙)科 (03)5783271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中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5號 http://www.ymsh.h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5552020

私立忠信高中
新竹縣新豐鄉忠信街178號 http://www.chvs.h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3)5595775

苗栗縣

私立龍德家商
苗栗縣苑裡鎮房裡里南房75之1號 http://www.ldvs.mlc.edu.tw

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37)851277

國立大湖農工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68號 http://www.thvs.mlc.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37)99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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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臺中市

國立臺中家商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50號 http://www.tchcvs.tc.edu.tw

502服裝科 (04)22223307

私立光華高工
臺中市北區北進化路515號 http://www.khvs.tc.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4)22333984

私立嶺東高中
臺中市南屯區春社里嶺東路2號 http://www.lths.tc.edu.tw

345建築(乙)科 (04)23898940

國立臺中高工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191號 http://www.tcivs.tc.edu.tw

311建築(甲)科 (04)22613158

臺中縣

國立大甲高工
臺中縣大甲鎮頂店里開元路71號 http://www.tcvs.tcc.edu.tw

311建築(甲)科 (04)26874132

國立東勢高工
臺中縣東勢鎮泰昌里東崎街319號 http://www.tsvs.tcc.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4)25872136

私立大明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新仁路3段210號 http://www.tmsh.tcc.edu.tw

316美工(甲)科、406廣告設計科 (04)24821027

私立明台高中
臺中縣霧峰鄉萊園路91號 http://www.mtvs.tcc.edu.tw

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4)23393071

私立嘉陽高中
臺中縣清水鎮中清路1號 http://www.cysh.t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26152166

私立僑泰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樹王路342號 http://www.ctas.t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502服裝科 (04)24060221

私立青年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1段173號 http://www.ysjh.t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24954181

臺中縣 私立慈明高中
臺中縣太平市光德路388號 http://www.tmvs.tc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227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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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商
彰化市華陽里南郭路一段326號 http://www.chsc.ch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7225102

國立北斗家商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文苑路17號 http://www.pthc.ch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8882224

私立大慶商工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二段206號 http://www.dcvs.ch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4)8311005

國立員林家商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56號 http://www.ylhcvs.chc.edu.tw

502服裝科 (04)8320260

國立崇實高工
彰化縣員林鎮育英路103號 http://www.csvs.chc.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4)8347106

國立彰化師大 

附屬高工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工校街1號 http://www.sivs.chc.edu.tw

311建築(甲)科 (04)7252541

國立永靖高工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村永坡路101號 http://www.yjvs.chc.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4)8221810

國立秀水高工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中山路1364號 http://www.ssivs.chc.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4)769702

國立員林農工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313號 http://www.ylvs.chc.edu.tw

311建築(甲)科 (04)8360105

國立二林工商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500號 http://www.elvs.chc.edu.tw

345建築(乙)科 (04)8962133

南投縣 國立埔里高工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435號 http://www.plvs.ntct.edu.tw

311建築(甲)科 (049)2982225

雲林縣

國立斗六家商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120號 http://www.tlhc.yl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5)5322147

私立大成商工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30號 http://www.tcvhs.yl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56)322534

國立虎尾農工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65號 http://www.hwaivs.ylc.edu.tw

311建築(甲)科 (05)6322767

國立土庫商工
雲林縣土庫鎮中央路2號 http://www.tkvs.ylc.edu.tw

345建築(乙)科、406廣告設計科 (05)6622538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工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174號 http://www.cyivs.cy.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5)276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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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嘉義市

國立嘉義家職
嘉義市東區市宅街57號 http://www.cyhvs.cy.edu.tw

502服裝科 (05)2259640

國立華南高商
嘉義市東區光彩街69號 http://www.phnvs.cy.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5)2787140

國立嘉義高商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7號 http://www.cyvs.cy.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5)2782421

臺南市

國立家齊女中
臺南市中區健康路一段342號 http://www.ccgsh.tn.edu.tw

502服裝科 (06)2251304

私立光華女中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41號 http://www.khgs.tn.edu.tw

502服裝科、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6)2386501

國立臺南高商
臺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327號 http://www.tncvs.tn.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6)2657064

私立南英商工
臺南市中區永福路一段149號 http://www.nyvs.tn.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6)2132222

私立長榮高中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79號 http://www.cjshs.tn.edu.tw

357美工(乙)科 (06)2381711

私立崑山高中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444號 http://www.kssh.tn.edu.tw

357美工(乙)科 (06)2364408

臺南縣

國立新化高工
臺南縣新化鎮東榮里信義路54號 http://www.hhvs.tnc.edu.tw

311建築(甲)科 (06)5903994

國立臺南高工
臺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193號 http://www.ptivs.tnc.edu.tw

311建築(甲)科 (06)2322131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號 http://www.hcvs.kh.edu.tw

311建築(甲)科、316美工(甲)科、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406廣告設計科
(07)5819155

市立高雄高工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9號 http://www.ksvs.kh.edu.tw

311建築(甲)科 (07)3815366

市立中正高工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 http://www.ccvs.kh.edu.tw

311建築(甲)科 (07)7232301

私立中華藝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9號 http://www.charts.kh.edu.tw

804美術科、820多媒體動畫科 (07)5549696

市立三民家商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02號 http://www.smvhs.kh.edu.tw

502服裝科、512室內設計科(家商) (07)5525887

私立樹德家商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6號 http://www.shute.kh.edu.tw

406廣告設計科、502服裝科 (07)387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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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商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3號 http://www.ksvcs.kh.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7)2269975

私立三信家商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 http://www.sanhsin.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7)7517171

高雄縣

國立鳳山商工
高雄縣鳳山市文衡路51號 http://www.fsvs.ks.edu.tw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7)7462602

國立岡山農工
高雄縣岡山鎮壽天里岡山路533號 http://www.ksvs.khc.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7)6217129

私立高英工商
高雄縣大寮鄉鳳林三路19巷44號 http://www.kyicvs.ks.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7)7832991

國立旗美高中
高雄縣旗山鎮東平里樹人路21號 http://www.cmsh.khc.edu.tw

502服裝科 (07)6612502

私立高苑工商
高雄縣橋頭鄉東林村芋寮路1號 http://www.kyvs.ks.edu.tw

357美工(乙)科 (07)6111101

屏東縣

私立民生家商
屏東市民生東路12號 http://www.msvs.ptc.edu.tw

406廣告設計科 (08)7223029

國立屏東高工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25號 http://www.ptivs.ptc.edu.tw

311建築(甲)科 (08)7523781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工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117號 http://www.ltivs.ilc.edu.tw

311建築(甲)科 (039)514196

國立頭城家商
宜蘭縣頭城鎮新興路111號 http://www.tcvs.ilc.edu.tw

502服裝科 (039)771131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工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27號 http://www.hlis.hlc.edu.tw

311建築(甲)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3)822343

國立玉里高中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424號 http://www.pylhs.hlc.edu.tw

316美工(甲)科、406廣告設計科 (03)8882964

臺東縣

私立公東高工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一段560號 http://www.ktus.ttct.edu.tw

345建築(乙)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371電腦繪圖科
(089)222877

國立臺東農工
臺東市正氣北路889號 http://www.ntc.edu.tw/

345建築(乙)科、366室內空間設計科 (089)22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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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基隆市 私立培德工家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73號 (02)24652121 http://www.ptvs.kl.edu.tw

816電影電視科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 (02)27962666 http://www.tcpa.edu.tw

809歌仔戲科、810國(京)劇科、811綜藝科、813劇場藝術科、821客家戲科

私立華岡藝校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建業路73巷8號 (02)28612354 http://www.hka.edu.tw/

801戲劇科、803舞蹈科、817表演藝術科

私立喬治工商
臺北市大安區全安里基隆路2段172號 (02)27366515  http://www.gvs.tp.edu.tw/

816電影電視科、817表演藝術科

臺北縣

私立南強工商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42號 (02)2915-5144

http://www.ncvs.tpc.edu.

tw/

816電影電視科

私立莊敬工家
臺北縣新店市民生路45號 (02)22188956 http://www.jjvs.tpc.edu.tw

816電影電視科、817表演藝術科

桃園縣 私立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03)4771196

http://www.cyvs.tyc.edu.

tw

816電影電視科

新竹市 私立世界高中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57號 (03)5783271 http://www.wvs.hc.edu.tw

816電影電視科

臺中縣 私立青年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173號 (04)24954181 http://www.ysjh.tcc.edu.tw

803舞蹈科、816電影電視科

臺南市 私立南英商工
臺南市中區永福路一段149號 (06)2132222 http://www.nyvs.tn.edu.tw

816電影電視科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9號 (07)5549696

http://www.charts.kh.edu.

tw

803舞蹈科、806影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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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 (02)2796-2666 http://www.tcpa.edu.tw

819傳統音樂科

私立華岡藝校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建業路73巷

8號
(02)2861-2354 http://www.hka.edu.tw/

807西樂科、808國樂科

臺中縣 私立青年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173號 (04)24954181

http://www.ysjh.tcc.edu.

tw

802音樂科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9號 (07)5549696
http://www.charts.

kh.edu.tw

802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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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政治大學
廣告學系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賴建都 02-2938-7122 http://www.ad.ncc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謝明良 02-3366-4220 http://www.artcy.ntu.edu.tw/

音樂學研究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王櫻芬 02-3366-4699 http://www.gim.ntu.edu.tw/

戲劇學系暨研究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紀蔚然 02-3366-3300 http://ccms.ntu.edu.tw/~theatre/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夏鑄九 02-3366-5855 http://www.bp.nt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號

蘇憲法 02-2363-4908 　 http://140.122.88.193/

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周賢彬 02-2364-6507 http://www.ntnu.edu.tw/design/design.html

音樂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柯芳隆 02-2362-5101#8520 http://www.music.ntnu.edu.tw/

民族音樂研究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綜合大樓七樓

呂錘寬 02-2358-1070#12 http://www.ntnu.edu.tw/ethnomus

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9F

林淑真 02-3393-2343 http://www.ntnu.edu.tw/gipa/index.html

國立成功大學

藝術研究所 臺南市大學路1號

王偉勇 06-275-7575#52500 http://www.ncku.edu.tw/%7Eioas

建築學系 臺南市大學路1號

傅朝卿 06-274-7820 http://www.arch.ncku.edu.tw/

都市計畫學系 臺南市大學路1號

陳彥仲 06-234-2286 http://www.up.ncku.edu.tw/

工業設計學系 臺南市大學路1號

陳國祥 06-275-7575#54339 http://www.ide.ncku.edu.tw/

大專院校 藝術相關科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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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張恬君 03-573-1963 http://www.iaa.nctu.edu.tw/

建築研究所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張基義 03-573-1977 http://www.arch.nctu.edu.tw/

音樂研究所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人社一館

辛幸純 03-573-1639 http://www.imu.nct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周芳美 03-422-7151#33650 http://www.ncu.edu.tw/~art/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系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 號

翁佳芬 07-525-2000#3332 http://www.music.nsysu.edu.tw

劇場藝術學系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 號

 邱源貴 07-525-2000#3401 http://www2.nsysu.edu.tw/TA/

藝術管理研究所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 號

 邱源貴 07-525-2000#3381 http://www2.nsysu.edu.tw/AM/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黃郁生 07-717-2930#3201 http://www.nknu.edu.tw/~art/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李億勳 07-717-2930#3011 http://www.nknu.edu.tw/~idea/

音樂學系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黃芳吟 07-717-2930#3302 http://www.nknu.edu.tw/~music/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盧明德 07-717-2930#3031 http://www.nknu.edu.tw/~inter-art/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陳冠君 04-723-2105#2703 http://artwww.ncue.edu.tw/

藝術教育研究所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陳冠君 04-723-2105#2705 http://artgrad.ncue.edu.tw/

國立臺北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69號

 林楨家 02-2500-9716
http://www.ntpu.edu.tw/up/CHTML/welcome.

html

民俗藝術研究所 臺北縣三峽鎮大學路151號人文大樓8樓

 林鋒雄 02-8674-6801#3 http://www.ntpu.edu.tw/g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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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嘉義大學

美術學系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王源東 05-226-3411#2801 http://adm.ncyu.edu.tw/~soarts/index3.html

視覺藝術研究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王源東 05-226-3411#2801 http://adm.ncyu.edu.tw/%7Evart/

音樂學系暨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劉榮義 05-226-3411#2701 http://www.chiayimusic.com/

國立高雄大學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曾梓峰 07-591-9271 http://www2.nuk.edu.tw/ta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劉安平 07-591-9387 http://www2.nuk.edu.tw/iuda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藝術研究所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萬煜瑤 03-863-5882 http://www.ndhu.edu.tw/~iart/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鄭政利 02-2730-1090 http://www.ad.ntust.edu.tw/

工商業設計系暨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張文智 02-2737-6302 http://www.dt.ntust.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顧   理 05-534-2601#6202 http://www.vc.yuntech.edu.tw/

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李傳房 05-534-2601#6001 http://140.125.150.19/

工業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楊靜 05-534-2601#6101 http://www.id.yuntech.edu.tw/

空間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黃耀榮 05-534-2601#6301 http://www.sd.yuntech.edu.tw/

數位媒體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張登文 05-534-2601#6501 http://www.yuntech.edu.tw/%7Edmd

設計運算研究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張登文 05-534-2601#6501 http://www.gcd.yuntech.edu.tw/

創意生活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黃世輝 05-534-2601#6401 http://www.cd.yuntech.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 設計館

黃子坤 02-2771-2171#2800 http://www.cc.ntut.edu.tw/~wwwid/

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建築系

黃志弘 02-2771-2171#2929 http://www.cc.ntut.edu.tw/~wwwad

設計研究所博士班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 設計學院6樓

彭光輝 02-2771-2171#4560
http://www.cc.ntut.edu.tw/~wwwgid/
Frameset-1.htm



2006 Taiwan Arts Education Yearbook 2 0 0 6
臺灣藝術教育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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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劉慧謹 02-2893-8766 http://music.tnua.edu.tw/

傳統音樂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吳榮順 02-2896-7294 http://trd-music.tnua.edu.tw/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劉慧謹 02-2893-8766 http://music.tnua.edu.tw/

美術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陳愷璜 02-2896-1000#3118 http://203.64.1.100/

美術史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林章湖 02-2896-1000#3300 http://203.64.1.100/ 

美術創作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陳愷璜 02-2896-1000#3118 http://203.64.1.100/ 

造型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陳愷璜 02-2896-1000#3118 http://203.64.1.100/

科技藝術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陳世明 02-2896-1000#2251 http://mfa.techart.tnua.edu.tw/

戲劇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洪祖玲 02-2893-8771 http://theatre.tnua.edu.tw/

劇場設計學系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王世信 02-2893-8822  http://design.tnua.edu.tw/

劇本創作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洪祖玲 02-2896-1000#3407 http://theatre.tnua.edu.tw/

劇場藝術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洪祖玲 02-2896-1000#3407  http://theatre.tnua.edu.tw/

電影創作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焦雄屏 02-2896-1000#3276 http://filmmaking.tnua.edu.tw/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吳素君 02-2896-1000#8778 http://dance.tnua.edu.tw/

舞蹈表演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王雲幼 02-2895-3154 http://dance.tnua.edu.tw/

舞蹈創作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王雲幼 02-2895-3154  http://dance.tnua.edu.tw/

舞蹈理論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王雲幼  02-2895-3154  http://dance.tnua.edu.tw/

傳統藝術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江韶瑩 02-2893-8277 http://folkarts.tnua.edu.tw/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王美珠 02-2896-1000#3423 http://mam.tnua.edu.tw/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邱博舜 02-2896-1000#3432 http://arcsv.tnua.edu.tw/

博物館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研究大樓R514

王嵩山 02-2896-1000#3442 http://ims.tnua.edu.tw/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研究大樓

廖仁義 02-2896-1000#3451 http://ahe.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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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陳志誠 02-2272-2181#2011 http://www.ntua.edu.tw/~arts/

雕塑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葉振滄 02-2272-2181#2131 http://www.ntua.edu.tw/~scp/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蔡永森 02-2272-2181#2070 http://www.ntua.edu.tw/~d33/

書畫藝術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林進忠 02-2272-2181#2052 http://www.ntua.edu.tw/~cart/

造型藝術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黃元慶 02-2272-2181#2190 http://www.ntua.edu.tw/~d29/

版畫藝術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鐘有輝    02-2272-2181#2181 http://www.ntua.edu.tw/~gsop/

電影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廖金鳳 02-2272-2181#2310 http://www.ntua.edu.tw/~film/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謝顒丞 02-2272-2181#2251 http://www.ntua.edu.tw/~gca/

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謝章富 02-2272-2181#2351 http://www.ntua.edu.tw/~ama/

音樂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蔡永文  02-2272-2181#2511 http://www.ntua.edu.tw/~music/

中國音樂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張儷瓊 02-2272-2181#2531 http://www.ntua.edu.tw/~cmusic/

舞蹈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朱美玲 02-2272-2181#2562 http://www.ntua.edu.tw/~dance/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朱之祥 02-2272-2181#2571 http://www.ntua.edu.tw/~drama/

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陳裕剛 02-2272-2181#2594 http://www.ntua.edu.tw/~gspa/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張國治 02-2272-2181#2211 http://vcd.ntua.edu.tw/

工藝設計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林伯賢  02-2272-2181#2111 http://crafts.ntua.edu.tw/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石昌杰 02-2272-2181#2155 http://ma.ntua.edu.tw/maa/

藝術人文教學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謝如山 02-2272-2181#2451 http://www.ntua.edu.tw/~gahi/

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廖新田 02-2272-2181#2701 http://www.ntua.edu.tw/~culture/

國立臺東大學

美勞教育學系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林永發 089-318-855#3803 http://dpts.nttu.edu.tw/art/

音樂學系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林清財 089-318-855#2301 http://dpts.nttu.edu.tw/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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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宜蘭大學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1號

徐輝明                     03-935-7400#261 http://www.niu.edu.tw/aeweb/index.html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吳桂陽 037-381-641 http://203.64.174.68/archi/

工業設計學系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拾已寰 037-381-805 http://id.nuu.edu.tw/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張乃月  06-693-0592  http://web.tnnua.edu.tw/~music/

應用音樂學系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張瑀真 06-693-0622  http://web.tnnua.edu.tw/~applied/

中國音樂學系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歐光勳 06-693-0562 http://em1644.tnnua.edu.tw/

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鄭德淵 06-693-0542　 http://ethnomu.tnnua.edu.tw/

鋼琴伴奏合作藝術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洪珮綺 06-693-0612　 http://web.tnnua.edu.tw/~em1111/

音樂表演與創作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李肇修 06-693-0582 http://em2222.tnnua.edu.tw/

造型藝術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顧世勇 06-693-0452 http://plastic.tnnua.edu.tw/

應用藝術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黃文英　 06-693-0502 http://web.tnnua.edu.tw/~appart/

建築藝術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王為河 06-693-0482 http://arch.tnnua.edu.tw/

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呂理煌 06-693-0532 http://doctor.tnnua.edu.tw/

音像動畫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陳賢錫 06-693-0412 http://web.tnnua.edu.tw/~animate/

音像紀錄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井迎瑞 06-693-0382 http://web.tnnua.edu.tw/~sound/

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陳齡慧 06-693-0432 http://web.tnnua.edu.tw/~em2022/

藝術史學系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黃翠梅  06-693-0632 http://web.tnnua.edu.tw/~history/

博物館學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陳國寧 06-693-0472 http://web.tnnua.edu.tw/~museum/

古物維護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林春美 06-693-0522 http://giccr.tnnua.edu.tw/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潘亮文 06-693-0462 http://web.tnnua.edu.tw/~em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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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吳桂陽 037-381-641 http://203.64.174.68/archi/

工業設計學系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拾已寰 037-381-805 http://id.nu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林瑞璋 05-631-5340  http://www.mde.nfu.edu.tw/

多媒體設計系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李蕙敏 05-631-5870 http://multimedia.nfu.edu.tw/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李德淋 06-213-3111#710 http://www2.nutn.edu.tw/gac710/

美術學系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許和捷 06-213-3111#671  http://www2.nutn.edu.tw/gac670/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臺南市東區榮譽街67號

林玫君 06-260-1855 http://www2.nutn.edu.tw/git/

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許和捷 06-213-3111#671  http://www2.nutn.edu.tw/adi/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羅森豪 02-2732-1104#3401 http://s12.ntue.edu.tw/

音樂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吳博明 02-2732-1104#3371 http://music.ntue.edu.tw/

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林炎旦 02-2732-1104#2049 http://s27.ntue.edu.tw/

文化產業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黃海鳴 02-2732-1104#2197 http://culture.ntue.edu.tw/

數位內容設計系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蕭瑛東 02-2732-1104#3433 http://dc.nt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楊佈光 03-521-3132#3101 http://dme.nhcue.edu.tw/

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美勞教育研究所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張全成 03-521-3132#2901 http://www.art.nhcue.edu.t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黃嘉勝 04-2218-3481　 http://www.ntcu.edu.tw/ae/

音樂學系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林進祐 04-2218-3472 http://192.83.167.70/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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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屏東市林森路1號

林右正 08-722-6141#5202
http://www.npue.edu.tw/academic/vart/

index.html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林永利  03-822-7106#2281
http://www.nhlue.edu.tw/~art/chinese/

a/a-1.html

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羅美蘭 03-822-7106#1930 http://www.nhlue.edu.tw/%7Evisual/

科技藝術研究所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林永利  03-822-7106#2282 http://www.nhlue.edu.tw/~art/graduate/

音樂學系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宋茂生  03-822-7106#2371
http://www.nhlue.edu.tw/%7Emus/mus.

htm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臺中市東海大學郵政361 信箱

陳思照 04-2359-0121#3150-3 http://www2.thu.edu.tw/~thumusic/

美術學系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李貞慧 04-2359-0121 http://www2.thu.edu.tw/~fineart

建築學系 臺中市東海大學郵政930 信箱

劉舜仁 04-2359-0263 http://arch.thu.edu.tw/

工業設計學系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王中行 04-2359-0492 http://www2.thu.edu.tw/~id

景觀學系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章錦瑜  04-2359-0417 http://www.la.thu.edu.tw/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胡小萍 02-2905-2377 http://www.music.fju.edu.tw/

景觀設計學系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張清烈 02-2905-2000#2391 http://www.landscape.fju.edu.tw/

應用美術學系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馮永華 02-2905-2371 http://www.aart.fju.edu.tw/

織品服裝學系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蔡淑梨  02-2905-2455 http://www.tc.fju.edu.tw/

流行設計經營系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胡澤民 02-2905-3662 http://www.tc.fju.edu.tw/

博物館學研究所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周功鑫 02-2905-2157 http://www.museumstudies.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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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55號9樓

彭廣林 02-2882-8626 http://www.scu.edu.tw/music/

中原大學

建築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堀入憲二 03-265-6102  http://www.arch.cycu.edu.tw/

商業設計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吳鼎武 03-265-6301 http://www.cycu.edu.tw/~cycd/

室內設計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莊修田 03-265-6201  http://140.135.128.99/

景觀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喻肇青 03-265-6401 http://www.la.cycu.edu.tw/

文化資產研究所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胡寶林 03-265-6001 http://www.cycu.edu.tw/~heritage/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大仁館3F

李福臻 02-2861-0511#39105 http://www2.pccu.edu.tw/CRMAAR/

西洋音樂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彭聖錦 02-2861-1714 http://www2.pccu.edu.tw/CRMAWM/

中國音樂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樊慰慈 02-2861-0511 http://www2.pccu.edu.tw/CRMACM/

戲劇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徐亞湘 02-2861-0511#39401 http://www2.pccu.edu.tw/CRMDTA

中國戲劇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大仁館4F

王士儀 02-2861-0511 http://www2.pccu.edu.tw/CRMDCD/

舞蹈學系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大仁館1F

伍曼麗 02-2861-0511#39605 http://art.pccu.edu.tw/dance/

藝術研究所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陳藍谷  02-2861-0511#477 http://www2.pccu.edu.tw/CRRMAR/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丁育群  02-2861-0511#41305 http://www2.pccu.edu.tw/CRTADP

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丁育群  02-2861-0511#41306 http://www2.pccu.edu.tw/CRRMAU

景觀學系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大典館6F

郭瓊瑩 02-2861-0511#41505 http://www2.pccu.edu.tw/CRT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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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忠勤樓512室

鄭明仁 04-2451-7250#3304 http://www.arch.fcu.edu.tw/

都市計畫學系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劉曜華 04-2451-7250#3351 http://www.up.fcu.edu.tw/

室內及景觀設計進修學士班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忠511 

黎淑婷 04-2451-7250#3304 http://www.ildce.fcu.edu.tw/

景觀與遊憩研究所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忠勤樓忠

704室

李素馨 04-2451-7250#4771 http://www.glr.fcu.edu.tw/

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 號

陳哲三 04-2451-7250#5651 http://www.ghhr.fcu.edu.tw/

元智大學

藝術創意與發展學系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王德育 03-463-8800#2391
http://www.yzu.edu.tw/yzu/art/chinese/

acd/index.htm

藝術管理研究所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王德育 03-463-8800#2390 http://www.yzu.edu.tw/yzu/art/index.htm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號

陳天佑 03-518-6651 http://www.arch.chu.edu.tw/

景觀建築學系
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號

李麗雪 03-518-6496 http://www.chu.edu.tw/~land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翁徐得 04-851-1888#5011 http://www.dyu.edu.tw/%7Eid5030/

設計研究所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賴瓊琦 04-851-1888#5003 http://www.dyu.edu.tw/%7Egsd603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蘇文清 04-851-1888#5071 http://www.dyu.edu.tw/~vd5090/

空間設計學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朱世雲 04-851-1888#5191 http://www.dyu.edu.tw/%7Esp5060/

造形藝術學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吳振岳  04-851-1888#5131 http://www.dyu.edu.tw/%7Epd5070/

設藝學院學士班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賴瓊琦 04-851-1888#5002 http://www.dyu.edu.tw/~uda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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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蔡明勳 03-350-7001#3149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mcu-

cd/

商品設計學系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閻建政 03-350-7001#3163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

product/index.htm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詹仕鑑 03-350-7001#3262  http://www.dmd.mcu.edu.tw/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洪啟東 03-350-7001#3283 http://www.updm.mcu.edu.tw/

建築與都市防災研究所暨建築學系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徐哲文 03-350-7001#3157 http://www.arch.mcu.edu.tw/

設計管理研究所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閻建政 03-350-7001#3147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grad_

dm/index.htm

設計創作研究所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蔡明勳 03-350-7001#3761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grad_

dc/index.html

廣告學系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陳耀竹 　 02-2882-4564#2352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adv/

index.htm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何康婷 02-2538-1111#6611 http://www.usc.edu.tw/college/music/index.htm

服裝設計學系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章以慶 02-2538-1111#7616 http://fashion.usc.edu.tw/

建築設計學系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林聖峰 02-2538-1111#7311 http://www.arch.usc.edu.tw/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丑宛茹 02-2538-1111#7511 http://www.usc.edu.tw/college/industry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東閔紀念大樓五樓

戴嘉明 02-2538-1111#7211 http://www.usc.edu.tw/college/vision/index.asp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

官政能 02-2538-1111#7011 http://www.usc.edu.tw/college/gida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曲家瑞 02-2538-1111#7052 http://ifcd.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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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 臺北縣石碇鄉華梵路1號 之安館5F

葉乃齊 02-2663-2102#4701  http://www.hfu.edu.tw/~ac/

工業設計學系 臺北縣石碇鄉華梵路1號

吳俊杰  02-2663-2102#4611  http://www.hfu.edu.tw/~id

美術學系 臺北縣石碇鄉華梵路1號

洪昌榖 02-2663-2102#4801  http://www.hfu.edu.tw/%7Efa/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臺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戚栩僊 02-2236-8225#3222 http://cc.shu.edu.tw/~pc/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

何友鋒 04-2332-3000#7603 http://www.cyut.edu.tw/~urban/

建築系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

趙重生 04-2332-3000#7153 http://www.cyut.edu.tw/~arch/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

曾培育 04-2332-3000#7182 http://www.cyut.edu.tw/~visual/chinese

工業設計系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設計大樓5F

李朝金 04-2332-3000#7213 http://www.cyut.edu.tw/~id/

設計研究所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設計大樓5F

李朝金 04-2332-3000#7611 http://www.cyut.edu.tw/~gde/

都市計劃與景觀建築系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設計大樓D-606 

王文傑 04-2332-3000#7663 http://www.cyut.edu.tw/~upla/

傳播藝術系 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設計大樓101

安碧芸 04-2332-3000#7333 http://www.cyut.edu.tw/~ft/

南華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羅雪容  05-272-1001　 http://www.nhu.edu.tw/%7Evisual/

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林振陽 05-272-1001#2231 http://mail.nhu.edu.tw/%7Edesign/index.htm

建築與景觀學系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陳正哲 05-272-1001#2221 http://mail.nhu.edu.tw/%7Eenvart/

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陳正哲 05-272-1001#2221 http://mail.nhu.edu.tw/%7Eenvart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羅雪容 05-272-1001#2211 http://mail.nhu.edu.tw/%7Eaesart/index.htm

民族音樂學系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周純一 05-272-1001#2271 http://mail.nhu.edu.tw/%7Ew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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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臺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黃國禮 06-253-3131#7301 http://www.vc.stut.edu. tw/

數位內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 臺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黃國禮 06-253-3131#7301 http://www.vc.stut.edu.tw/GS_index.htm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49 號

黃雅玲 06-205-0626 http://www2.ksu.edu.tw/ksutVCD/

空間設計系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49 號

張郁靂 06-205-0630 http://www2.ksu.edu.tw/ksutSD/

視覺傳播設計系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49 號

廖本榕 06-205-0639 http://mpv.ksu.edu.tw/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49 號

劉正道 06-272-7175#321 http://www.pcom.ksu.edu.tw/

樹德科技大學

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所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李盛沐 07-615-8000#3902 http://www.gaed.stu.edu.tw/

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李盛沐 07-615-8000#3902 http://www.hcd.stu.edu.tw/

生活產品設計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劉念德 07-615-8000#3802 http://www.pdd.stu.edu.tw/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郭挹芬 07-615-8000#3602 http://www.vdd.stu.edu.tw/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李彥頤 07-615-8000#3502 http://www.idd.stu.edu.tw/

應用設計研究所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劉念德 07-615-8000#3802 http://www.ad.stu.edu.tw/

流行設計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朱維政 07-615-8000#3702 http://www.fdd.stu.edu.tw/

數位遊戲設計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李怡寬 07-615-8000#6102 http://www.dgd.stu.edu.tw/index.htm

表演藝術系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謝嘉哲 07-615-8000#6202 http://www.pad.stu.edu.tw/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臺南縣歸仁鄉長榮路一段396號

章錦逸 06-278-5123#4201 http://www.cjcu.edu.tw/h-camd/

視覺藝術學系 臺南縣歸仁鄉長榮路一段396號

高從晏 06-278-5123#4301 http://www.cju.edu.tw/h-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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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新竹市玄奘路48號

李健儀 03-530-2255#3215 http://210.60.58.1/vcd2005/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林崇宏 04-711-1111#2211 http://www.cd.ctu.edu.tw/

工業設計系 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陳若華 04-711-1111#2250 http://163.23.54.1/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臺北縣泰山鄉工專路84號 

許言 02-2908-9899#4760 http://www.id.mit.edu.tw/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工專路84號 

林金祥 02-2908-9899#4900 http://www.vcd.mit.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與多媒體設計系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20號

劉豐榮 08-762-4002#803 http://cc3.tajen.edu.tw/~mmedia/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一號聖益樓4F

陳健文 04-2389-2088#3832 http://www.ltu.edu.tw/~cd/vcd/

數位媒體設計系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一號聖益樓3F

蔡明欣 04-2389-2088#3812 http://www.ltu.edu.tw/~dcd/

流行設計系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一號

林青枚 04-2389-2088#3852 http://www.ltu.edu.tw/~fd/

科技商品設計系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一號

張英裕 04-2389-2088#3842 http://www.ltu.edu.tw/%7Etpd/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工程系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周世璋 02-2931-3416#2403 http://archcute.blogspot.com/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陳子淳 02-2931-3416#2403 http://ccnt1.cute.edu.tw/inte/index.html

視覺傳達設計系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530號

簡福鋛 03-699-1481 http://www.cute.edu.tw/~dvcd/

亞洲大學

資訊與設計學系 臺中縣霧峰鄉柳豐路500號資訊大樓三樓3302室

陳俊宏 04-2332-3456#6141  http://infodesign.asia.edu.tw/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臺中縣霧峰鄉柳豐路500號資訊大樓三樓3302室

陳俊宏 04-2332-3456#6141 http://vcd.asia.edu.tw/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臺中縣霧峰鄉柳豐路500號資訊大樓三樓3302室

林盛宏 04-2332-3456#6141 http://cpd.asia.edu.tw/

佛光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林谷芳 03-987-1000#21301 http://art.fguweb.fgu.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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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鄭如伶 06-253-5650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fad/c-index.htm

商品設計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設計大樓9F

丁知強 06-253-5651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pds/c-index.htm

視覺傳達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林美吟 06-254-9118 http://vcd.tut.edu.tw/

室內設計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覃瑞南 06-253-9275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ind/c-index.html

音樂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張龍雲 06-253-5652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mus/c-index.html

舞蹈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陳德海 06-253-0705 
http://www.twcat.edu.tw/webmaster/wwwdan/index-

2.htm

美術系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許自貴 06-242-0694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art/c-index.htm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臺北縣新店市安忠路99號

傅銘傳 02-8212-2852 http://www.just.edu.tw/%7Evisualdep/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音樂教育學系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歐遠帆  02-2311-3040#6133 http://www.tmue.edu.tw/~music/

視覺藝術學系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郭榮瑞 02-2311-3040#6112 http://www.tmue.edu.tw/~art/

藝術治療研究所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郭榮瑞 02-2311-3040#6113 http://www.tmue.edu.tw/~art/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 臺中市雙十路一段16號

陳碧涵 04-2221-3108#2077 http://dancing.ntcpe.edu.tw/index.htm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姚村雄 04-2219-6210 http://cd.ntit.edu.tw/01news/index.php

多媒體設計系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昌明樓

許永洲 04-2219-6232 http://md.ntit.edu.tw/

室內設計系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昌明樓三樓

蕭家孟 04-2219-6220 http://id.ntit.edu.tw/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一號

江柏煒 082-313-370 http://arch.km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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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

京劇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王光中 02-2796-2666 http://chop.tcpa.edu.tw/

歌仔戲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林顯源 02-2796-2666 http://twop.tcpa.edu.tw/

客家戲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江惠生 02-2796-2666 http://hkop.tcpa.edu.tw/

戲曲音樂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王學彥 02-2796-2666 http://trmu.tcpa.edu.tw/

民俗技藝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張文美 02-2796-2666 http://acda.tcpa.edu.tw/

劇場藝術學系 臺北市內湖路2段177號

陳正熙 02-2796-2666 http://thart.tcpa.edu.tw/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黃壬來 07-342-6031#6502 http://www.wtuc.edu.tw/CArts/

和春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系 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10號

陳天 07-788-9888#3140 http://www.pd.fotech.edu.tw/

多媒體設計系 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10號

柯坤佑 07-788-9888#3310 http://www.mm.fotech.edu.tw/index.htm

視訊傳播設計系 高雄縣大寮鄉中庄村信義路40號

田志剛 07-701-4242#6171 http://www.dca.fotech.edu.tw/

德明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

范惠玲 02-2658-5801#5760 http://www.im.takming.edu.tw/md/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臺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313號 圖書館5樓503室

吳雅仙 02-2257-6167#359 http://140.131.84.185/multimedia/index.asp

南亞技術學院
建築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賀士麃 03-436-1070#4402 http://www.nanya.edu.tw/archi/

環球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蔡志英 05-537-0988 http://mail.tit.edu.tw/~dvcd/index.html

商品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陳昱丞 05-537-0988#3900 http://mail.tit.edu.tw/~pd/

公關事務設計系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李安勝 05-537-0988#3600 http://mail.tit.edu.tw/~dp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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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江科技暨管

理學院

動畫與遊戲軟體設計學系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1號

蔡憲忠 05-362-2889#809 http://deptweb.toko.edu.tw/age/

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1號

陳玟吟 05-362-2889#285 http://deptweb.toko.edu.tw/App/

明道管理學院

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林文賜 04-887-6660#8201 http://www.mdu.edu.tw/%7Eiep/iep_index.htm

數位設計學系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何宏文 04-887-6660#7601 http://www.mdu.edu.tw/%7Eddd/

時尚造型學系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陳英偉 04-887-6660#8001 http://www.mdu.edu.tw/%7Edfc/

南開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黃榮輝 04-9256-3489 http://www.nkc.edu.tw/

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臺南縣鹽水鎮朝琴路178號

許榮方 06-652-3821 http://203.71.124.170/

蘭陽技術學院
建築系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79號

洪昌祺 03-977-1997#292 http://www.arch.fit.edu.tw/

東方技術學院

美術工藝系 高雄縣湖內鄉東方路 110 號

陳炳宏 07-693-9606 http://www.tf.edu.tw/top/department/Art/index.htm

流行設計系　 高雄縣湖內鄉東方路 110 號

鄭義融 07-693-9652
http://www.tf.edu.tw/top/department/Fashion/index.

htm

室內設計系 高雄縣湖內鄉東方路 110 號

徐建民 07-693-9657
http://www.tf.edu.tw/top/department/Indoor/index.

htm

傳播藝術系 高雄縣湖內鄉東方路 110 號

丁祈方 07-693-9611 http://163.15.39.211/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基隆市義七路40號

衛萬里 02-2423-7785#590 http://www.cit.edu.tw/page9.aspx?ro=55&rix=55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基隆市義七路40號

衛萬里 02-2423-7785#590 http://www.cit.edu.tw/page9.aspx?ro=54&rix=54

大同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嘉義市彌陀路253號

郭耀興 05-222-3124 http://140.130.142.32/

視覺傳達設計系 嘉義市彌陀路253號

戚務鋛真 05-222-3124 http://140.130.141.4/vc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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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地址

系所主管 電話 網址

大同技術學院
美容造型設計系 嘉義市彌陀路253號

05-222-3124 http://www.ttc.edu.tw/dsc/

親民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苗栗縣頭份鎮珊湖里學府路110號

許立杰 03-760-5690 http://www.vcd.chinmin.edu.tw/

數位媒體設計系 苗栗縣頭份鎮珊湖里學府路110號

陳弘正 03-760-5781
http://www.chinmin.edu.tw/onweb.

jsp?webno=3333333237

生活產品設計系 苗栗縣頭份鎮珊湖里學府路110號

龍清勇 03-760-5691
http://www.chinmin.edu.tw/onweb.

jsp?webno=333333226:

高鳳技術學院

流行工業設計系 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林世銘 08-762-6365#1131 http://www2.kfut.edu.tw/design2/index.asp

數位媒體設計系 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鄭嘉敏 08-762-6365#1162　  http://www2.kfut.edu.tw/media/index.asp

數位動畫設計系 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黃國恩 08-762-6365#1171 http://www2.kfut.edu.tw/animation/

數位遊戲軟體設計系 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洪明爵 08-762-6365#1181 http://163.24.234.54/game/index.html

華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臺北縣中和市工專路111號

楊東華  02-8941-5100 http://www.dmd.hwh.edu.tw/news.html

室內設計系 臺北縣中和市工專路111號

吳啟哲 02-8941-5132  http://www.id.hw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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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藝文中心 02-24622192*2120 基隆市202北寧路2號 http://www.art.ntou.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02-2771-2171*1000
臺北市106大安區忠孝東路三

段1號
http://www.cc.ntut.edu.tw/~wwwart/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中心 02-2502-4654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http://www.ntpu.edu.tw/college/e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

術館
02-28961000*2432 臺北市112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http://kdmofa.tnua.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02-23113040 臺北市100愛國西路1號

http://163.21.236.145/

releaseRedirect.do?pageID=47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02-23634307
臺北市106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http://portal.ntnu.edu.tw/

portal/modules/mylinks/visit.

php?cid=43&lid=218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

教育中心
02-2892-7154*5000 臺北市112北投區學園路2號 http://www.cge.ntist.edu.tw/

東吳大學游藝廣場 02-2881-9471*5011
臺北市100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號
http://www.scu.edu.tw/artscenter/

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2538-1111*1101 臺北市104中山區大直街70號
http://www.usc.edu.tw/academic4.

asp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 02-2272-2181*1000
臺北縣220板橋市大觀路一段

59號
http://www.ntua.edu.tw/~d03/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02-2621-6320 臺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http://www2.tku.edu.tw/~finearts/

私立華梵大學華梵文物館 02-2663-2102*2101
臺北縣223石碇鄉豐田村華梵

路一號
http://www.hfu.edu.tw/~gfc/

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03-422-7151*57000
桃園縣320中壢市五權里中大路

300號

http://www.ncu.edu.tw/

%7Encu7195/

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03-451-5811*235 桃園縣320中壢市萬能路1號 http://cms.vnu.edu.tw/art/

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02-28812549 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http://www1.mcu.edu.tw/Apps/SB/

SB_Site.aspx?PageID=5

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02-8209-3211*2002
桃園縣333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300號

http://www.lhu.edu.tw/arts/index.

htm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03-537-4281
新竹市300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號
http://arts.chu.edu.tw/index.htm

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03-5731960 新竹市300大學路1001號 http://acc.nct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03-571-5131*62222 新竹市300光復路二段101號 http://arts.nthu.edu.tw/

新竹教育大學竹師藝術空間 03-5213132*2901 新竹市300南大路521號
http://www.nhcue.edu.tw/~dface/

artspace/artistspace.htm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03-5927700*2270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一號
http://pub.thit.edu.tw/ThitCC/

ThitCC.htm

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03-5539142*3651 新竹縣304新豐鄉新興路1號
http://acade.must.edu.tw/index.

aspx?UnitID=30460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廣亞藝

術中心
037-651-188

苗栗縣361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號
http://w3.ydu.edu.tw/art/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04-2284-0449 臺中市402國光路250號
http://www.nchu.edu.tw/New_nchu/

know01_news.php?cate_id=80

大專院校  藝術(文)中心/通識中心/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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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04-2359-0121
臺中市西屯區407臺中港路三段

181號

http://www2.thu.edu.tw/~fineart/

chinese/4_art_center/center.php

逢甲大學藝術中心 04-24517250*5524
臺中市40724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http://www.artcenter.fcu.edu.tw/

menu.htm

修平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04-2496-1379 臺中縣412大里市工業路11號 http://ibm3500.hit.edu.tw/

弘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04-26318652*2320-

2323
臺中縣43302沙鹿鎮中棲路34號 http://web.hk.edu.tw/~art/

私立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04-2632-8001*11004 臺中縣433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http://web.lib.pu.edu.tw/artcenter/

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9)2913769*2570、

2572~6
南投縣545埔里鎮大學路1號

http://www.cge.ncnu.edu.tw/index.

htm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05-5342601*2105
雲林縣640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號
http://www.ac.yuntech.edu.tw/

國立中正大學藝文活動組 05-272-0400 嘉義縣621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http://stuaff.adm.ccu.edu.tw/osa/

cultural/main.asp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藝術文

化中心
05-2721001*2941

嘉義縣622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http://www.nhu.edu.tw/~artist/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 05-2263411*2920 嘉義縣621民雄鄉文隆村85號 http://adm.ncyu.edu.tw/~hac/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06-2671214*350,351 臺南縣717仁德鄉文華街89號

http://www.hwai.edu.tw/gec/pub/

news.asp?ctyp=NEWS&catid=308

6&ctxid=321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象藝

文中心
06-6930123 臺南縣720官田鄉大崎村66號 http://artcenter.tnnua.edu.tw/

臺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藝

術學群
06-2532106*350 臺南縣710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http://www.twcat.edu.tw/

webmaster/w1gecenter/chinese/c-

index-old.htm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295-5822
臺南縣711歸仁鄉長榮路一段

396號
http://www.cju.edu.tw/~cgedu/

國立中山大學藝文中心 07-525-2000*2024 高雄市804鼓山區蓮海路70號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

tw/rent.htm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

識中心
07-601-1000*1000 高雄市811楠梓區卓越路2號 http://www.cge.nkfust.edu.tw/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
07-806-0505*1101 高雄市812小港區松和路一號

http://www.nkhc.edu.tw/PUB/

HTML/PUB.HTM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07-381-6133*2201 高雄市807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http://www2.kuas.edu.tw/edu/gec/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7-5919045
高雄市楠梓區811高雄大學路

700號
http://www2.nuk.edu.tw/g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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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07-731-0606*1000
高雄縣833鳥松鄉鳥松村澄清

路840號
http://art.csu.edu.tw/

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07-6077840 高雄縣821路竹鄉中山路1821號 http://km.kyu.edu.tw/art/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7)6577711#5202
高雄縣840大樹鄉學城路一段

1號

http://www.isu.edu.tw/interface/

overview.php?dept_mno=26&dept_

id=&_pages=4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 07-7811151*417．418
高雄縣831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

151號

http://wwwdata.fy.edu.tw/manedu/

default.htm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 08-722-6141 屏東市900民生路4-18號
http://www.npue.edu.tw/adm/

academy/GE/index.htm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8-762-4002*103
屏東縣907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號

http://www.tajen.edu.

tw%7Egeneral/

大漢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03-8210894 花蓮縣971新城鄉樹人街1號 http://www.gec.dahan.edu.tw/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中心 03-863-2001
花蓮縣974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

二段1號

http://www.ndhu.edu.tw/~ar ts/

index.html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中心 089-318855*1261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http://www0.nttu.edu.tw/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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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02)26558199     
臺北市115南港區園區街3-1號G棟

3樓
http://www.tdc.org.tw/

世華藝廊 (02)27170988 臺北市敦化北路236號7樓 http://gallery.cathaybk.com.tw/

伊通公園 (02)25077243 臺北市伊通街41號2-3樓
http://www.taipeitravel.net/pda/article.
asp?pcode=1&indexId=59&mrtId=-
1&uId=3960&pageNo=1

李氏文化財保存修復中心 (02)25233393 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27巷3之2號2樓 http://members.tripod.com/leefuchang/

長流畫廊 (02)23216603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2號3樓 http://www.artsgallery.com/index.jsp

索卡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06)2200677 臺南市忠義路二段111號
http://www.j7art.com/hua_tan_hua_shi/

hua-lan/main-taiwan/26.htm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07)5214899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http://sub.khcc.gov.tw/pier-2/index2.

aspx  

現代畫廊 (04)23051217 臺中市公益路155巷9號B1 http://www.smagtw.com/

晴山藝術中心 (02)27735155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24號13樓 http://www.imavision.com.tw/

華山藝文特區 (02)33436376~8 臺北市八德路1段1號 http://huashan.cca.gov.tw/

新樂園藝術空間 (02)25611548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15之2號

1F　
http://www.slyart.com.tw/

誠品藝文空間 (02)27755977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B2
ht tp: //blog.yam.com/esli te_event /

article/7883726

臺中20號倉庫 (04)22209972 臺中市復興路四段37巷6-1號
http://www.stock20.com.tw/db/s20/
pages.asp

臺南南瀛總爺藝文中心 (06) 5718123 臺南縣麻豆鎮南勢里總爺5號 http://tyart.tnc.gov.tw/index_into.php

觀想藝術有限公司 (02)27028885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76號20樓A2 http://www.jha.com.tw/

首都藝術中心 (02)2775-5268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343號2樓  (  仁愛

本館)
http://www.capitalart.com.tw/

傳承藝術中心 (02)27815864 臺北市106忠孝東路四段226號13樓 http://www.ccartsc.com/index.php

形而上畫廊 (02)27529974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19號7樓 http://www.artmap.com.tw/

悠閒藝術中心 (02)27780238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22號6樓
http://www.leisureart.com.tw/
traditionalchinese/default.asp

阿波羅畫廊 (02)27819332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阿波羅大廈

218-6號(二樓)
http://www.apollo-art.com.tw/

亞洲藝術中心 (02)27541366 臺北市建國南路2段177號
http://www.asiaartcenter.org/c_index.
php?c_lang=big5

大未來畫廊 (02)27508811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52巷11號1樓 http://www.lkartgallery.com/

家畫廊 (02)25914302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0號1樓之1
http://www.jia-artgallery.com/index2.
html

民間藝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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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02)86772727  臺北縣239鶯歌鎮文化路 200 號 http://www.ceramics.tpc.edu.tw/

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館 (03)5626091 新竹市300東大路一段二號  http://www.hcgm.gov.tw/

玻璃博物館
(04)7811299 

#266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30號

http://www.museumogglass.org/s99_

home.jsp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 (02)26369174 臺北縣三芝鄉芝柏路 26 號  http://www.litienlu.org.tw/ltlweb/

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 (02)25568909 臺北市西寧北路79號 http://www.taipeipuppet.com/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04)7250057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http://www.bocach.gov.tw/county/cht/

hall4_5.jsp

高雄縣皮影戲館 (07)6262620～3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 http://www.pact.org.tw/

臺北偶戲館 (02) 25287955 臺北市市民大道五段99號2-4樓 http://www.pact.org.tw/

臺灣戲劇館 (03)9322440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http://svr2.ilccb.gov.tw/theatre/

世界宗教博物館 (02)82316118 臺北縣永和市中山路一段236樓7樓 http://www.mwr.org.tw/

朱銘美術館 (02)24989940 臺北金山鄉西勢湖2號 http://www.juming.org.tw/

李梅樹紀念館 (02)26732333 臺灣臺北縣三峽鎮中華路43巷10號
http://www.himrt.com.tw/cul/cul1/cul1-

2.htm

李澤藩美術館 (03)5228337 新竹市林森路57號3F http://www.tzefan.org.tw/

奇美博物館 (06)2660808 臺南縣仁德鄉三甲村59-1號 http://www.chimeimuseum.com/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02)28412611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82號 http://www.museum.org.tw/

楊英風美術館 (02)23961966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31號 http://www.yuyuyang.org.tw/

鳳甲美術館 (02)28942272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60號5樓 http://www.hong-gah.org.tw/

基金會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02)25031111 
臺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45號B1  三商

大樓
http://www.fcdc.org.tw/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02)23770794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31-3號

6樓
http://www.folk.org.tw/

公共網路文教基金會 (02)22505068
臺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段182巷3弄

76號6樓
http://www.who.tw/

日盛文教基金會 (02)25083075 臺北市復興北路164號3樓
ht tp: //www1.j ihsun.com.tw/group/

culture/index.html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02)23931088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9巷6號3樓 http://egretfnd.org.tw/

兒童藝術文教基金會 (02)29520997 臺北縣板橋市成功路12號 http://www.childrenart.com.tw/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02)23919394 臺北市銅山街十一巷六號一樓 http://www.deoa.org.tw/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03)8642290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二段

27巷6號

http://www.cyberstage.com.tw/troupe/

troupe_page.asp?ID=1229

耕莘文教基金會 (02)23655615
臺北市中正區(100)辛亥路一段22號

4樓
http://www.tien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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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7541122
臺北市106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

202室

http://www.ncafroc.org.

tw/AboutUs/Index_AboutUs.

asp?ID=About

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 (02)25772568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20號10樓D室
http://newaspect.aobox.com/

home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美術中心
(02)21002888
#5197  

臺北市松江路162號4樓(力麗商業大

樓)
http://www.kmsfund.org.tw/

富邦藝術基金會 (02)27546655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58號2樓 http://www.fubonart.org.tw/

智邦藝術基金會 (03)5770270 新竹市科學園區園區二路9號8樓
http://www.arttime.com.tw/

aboutus/foundation.asp

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02)27122102 臺北市復興北路231巷19號5樓 　 http://www.cloudgate.org.tw/

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02)28091753 臺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29號15F http://www.neo.org.tw/index1.html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02)23961966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31號
http://yuyuyang.e-lib.nctu.edu.
tw/activity/org.htm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02)37076955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8號15樓 http://www.taishinart.org.tw/

擊樂文教基金會 (02)28919900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10號6F
http://www.jpg.org.tw/event/
2005africussion.htm

學會暨協會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02)23929498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 http://www.art-district.org.tw/

臺北藝術推廣協會 (02)23925322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4號2樓  http://www.taf.org.tw/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02)23417251 臺北市愛國東路22號 http://www.textiles.org.tw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 (02)2321-8809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 (華山文化

園區)
http://www.avat-art.org/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02)23214808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　 http://www.aga.org.tw/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 (02)85110710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圖文傳

播學系1F
http://www.cagst.org.tw/

臺中縣陶藝家協進會 (04)26582853 臺中縣梧棲鎮中央路二段264號 http://tcca.eshare.tw/

台西藝術協會美的饗宴 (05)6983947 雲林縣台西鄉中山路299巷35之6號 http://220.132.199.209/ts-art/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02)25311997   臺北市民生東路一段25號3樓之8   http://www.scm.org.tw/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 (02)25965380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5號2樓 http://www.vocalistasso.org.tw/

中華民國玲木音樂才能教育協會 (02) 2833202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56號2樓 http://www.suzukimethod.org.tw/

中華奧福教育協會 (02)2754017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74巷2弄

5號2樓
http://www.orff.org.tw/

臺灣音樂教育學會 (02)23642668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69號1樓

臺灣古典音樂協會 (02)27688974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52號1樓 http://www.classical.org.tw/

臺灣國際達克羅士音樂節奏研究

學會
(02)23930355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80-1號B1 http://dalcroze.myweb.hinet.net/

中華民國世界土風舞總會 (02)23712966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74號8樓 http://www.wf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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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協會 (02)23930259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2號4樓之4 http://www.bellydance.org.tw/

中華民國舞蹈學會 (02)27071756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1之111號11樓 http://www.nda.org.tw/

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 (02)25571189 臺北市大同區興城街10巷16號2樓
ht tp: / /www.tdda.o rg /Fo rum /

Content.aspx?FID=1&ID=338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協會 (02)87711501 臺北市朱崙街20號806室 http://www.ctd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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