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藝術教育網站
資料蒐集說明：
1. 以 Google、Yahoo、PChome 與 MSN 等搜尋引擎分別鍵入關鍵字如：「藝術教育」、「視覺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表演藝術教育」、「美術教育」、「戲劇教育」、「舞蹈教育」、「藝術協會」、「基
金會」、與「文物館」等等 ; 獲取大量網站標題暨網址。
2. 收錄教育部、文建會、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各縣市教育局暨社會局等網站之「相關連結」，並交叉比對，
再決定網站資料之刪留。
3. 其餘資料採分類網站搜尋模式收錄。收錄範圍與分類：
(1) 視覺藝術教學資源
(2) 音樂教學資源
(3) 表演藝術教學資源
(4) 跨領域藝術教學資源
(5) 民間藝術機構：美術館
(6) 民間藝術機構：文物館
(7) 民間藝術機構：基金會
(8) 視覺藝術學會暨協會
(9) 音樂學會暨協會
(10) 表演藝術學會暨協會
(11) 跨藝術協會
(12) 民間藝術機構：藝術中心
(13) 數位博物館 / 資訊站
(14) 音樂教育其他相關網頁
(15) 表演藝術教育其他相關網頁
4. 依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跨領域藝術教育等項目排列。分項排列後，再依「網站標題」筆劃序列。

（一）視覺藝術教學資源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行政院文建會視覺素養學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提昇全民視覺素養為目
習網
default.asp
的，設立此一網站
新竹教育大學數位藝術教
http://www.aerc.nhcue.edu.tw
育學習網

新竹教育大學張全成教授主持的網站，有論文研
究、教材庫、線上藝廊等

臺北市高中美術科輔導團 http://etweb.tp.edu.tw/fdt/A16/

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劃的「益教網」，為臺北
市教學輔導團的網站平臺，臺北市高中美術科輔
導團為其中之一，內容有團務資訊、最新消息、
活動記錄、線上論壇、教學資源等。

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http://arts.a-team.com.tw/
artsnewweb/index.php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 http://dlm.ntu.edu.tw/index.htm
子計畫
名畫檔案

由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負責建置的學科教學網站，
內容有工作會議、研習活動、活動花絮、教學資
源、電子報等。
提供數位典藏小百科、教學應用專區（含教案設
計、各級教師研習資料等）、典藏人員培訓課程
內容等

http://www.ss.net.tw/art/index.htm 提供各時期西洋名畫著名藝術家作品及其資料。

（二）音樂教學資源
網站標題
Music Kid 音樂聊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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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http://www.msu.edu/~yangtaob/
index.htm

說
暢談音樂教育理念的網站。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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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音樂家
(Music In Children）

http://home.pchome.com.tw/
提供關心兒童音樂學習的父母及音樂教育工作者
mysite/francine21/music_child.htm 實用的音樂資訊、學習探討和音樂聆賞。

小巨人絲竹樂團

http://www.littlegiant.idv.tw/

由一群熱愛國樂藝術、並具有專業演奏水準的青
年樂手們籌組成立，以絲竹樂編制為主，積極進
行國樂推廣工作。

古典音樂屋

http://www.concerts.idv.tw/ 

提供音樂會、音樂知識與並有同好討論區

古典音樂家

http://www.arstrio.com.tw/
musican.htm  

介紹數十位古典音樂家之背景

快樂音樂兒音樂聊聊網

http://www.msu.edu/user/
yangtaob/ 

全世界有關音樂教育資料的總列表

來去音樂網

http://comemusic.com/education.
提供國內外音樂教育相關資訊
php?select=list&class_idx=5  

知音者

http://www.odiestudio.com/sun/ 

介紹低音號、古琴及古箏的樂器、音樂家、流派、
音樂 CD 介紹等，並另有音樂教學、音樂資訊等連結

阿龍音樂樹服務網

http://www.musictree.com.tw/
yalonmus/taimp3.asp

提供國內外音樂人的相關網站連結

音樂教學

http://www.stps.tpc.edu.tw/~stps/
study/page5.htm

臺北縣新莊市新泰國小架設連接各教學資源網。

由國立臺灣師範教育研究中心負責統籌協調，教
http://www.scsh.tpc.edu.tw/3/2f-1/ 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北、高兩市教育局指派國立三
音樂學科中心 - 國立三重
重高級中學，為音樂學科中心並提供行政協助，
organization/special/music_
高級中學
緊密結合音樂學科輔導團現有功能，協助辦理音
center/ 
樂科課程研習推廣事宜 。
拿索斯 (NAXOS)
線上音樂 TAIWAN

http://naxosonline.com.tw/ 

教育部國小音樂科學習加 http://content.edu.tw/primary/
油站
music/tp_ck/2003/default.htm 

拿索斯線上圖書館擁有超過 13 萬首古典與爵士及
世界各地方音樂。
國小音樂科教材資源提供
奧福音樂世界有限公司，提供兒童音樂藝術教學
及師資研習，海外遊學等服務。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

http://www.orff.com.tw/ 

愛樂討論區

http://www.joyaudio.idv.tw/forum/
各種音樂相關討論區
default.asp  

臺灣合唱音樂中心

http://www.tcmc.org.tw/home/
index.phtml

臺灣地區音樂資料
聯合目錄

http://rimh.ncfta.gov.tw/ntnurimh/
音樂資料搜尋系統
index.asp

臺灣師大音樂系網路音樂 http://www.music.ntnu.edu.tw/
資源
resource/resource.htm

以合唱相關主題的介紹，包含舉辦活動等訊息

展現近年來音樂系的數位化學術成果、分享學習
心得、以及提供相關網路資訊。

酷家族音樂輔導資訊

http://www.coolfamily.com.tw/ 

音樂理論及作曲家介紹，音樂推廣教育及音樂網
站連結

銀色音樂網

http://www1.iwant-radio.com/ 

網路電臺，提供國語東洋專輯介紹、星聞、影音
分享

（三）表演藝術教學資源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文建會網路劇院

http://www.cyberstage.com.tw/
表演藝術知識庫網站
index.asp

表演藝術教學

http://blog.yam.com/newcool/

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網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 學習布袋戲起源、雕製、角色、行頭、彩樓、請尪
collection/palm_edu/index.html
仔與曲樂

臺北市教師劇團團隊所設置的表演藝術邀學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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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介紹歌仔戲的文章，具搜索功能的歌仔戲音樂
曲調庫

歌仔戲藝術資源文化站

http://www.twopera.net/

舞在臺灣

http://web.arte.gov.tw/tdance/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設立之舞蹈教育知識網站
index.htm

（四）跨領域藝術教學資源
網站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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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說

明

人文藝術學習網

http://arts.edu.tw/

教育部設立之國內中小學人文藝術學習教材與相
關資訊網站

小蕃薯九年一貫百
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提供九年一貫的網路資源以及最新作品

中等學校藝術類科
教材教法設計網站

http://tart.ntua.edu.tw/index01.htm

提供全國中等師資教學資源

公視教育資源網

http://www.pts.org.tw/php/html_pub/education/
about.php

提供公視主辦相關活動訊息

文化臺灣

http://www.gio.gov.tw/info/culture_c/

行政院新聞局所架設網站，介紹臺灣傳統文化主題，包含
農曆新年、歌仔戲、民間信仰、陶藝、茶藝、 原住民文化、
客家文化、布袋戲、竹藝等

文建會公共藝術網

http://publicart.cca.gov.tw/

提供公共藝術相關法規、作品欣賞、藝術家速寫、
參考手冊等資源。

文建會藝學網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
Painter.asp

文化藝文活動相關介紹，活動查詢、人物介紹、
表演藝術快訊等等相關資源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

http://children.cca.gov.tw/children

以兒童為對象設置的文化網站

幼兒藝術教育資訊網 http://140.130.216.60/modules/newbb/

討論幼兒、藝術、資訊、教育的社群網站

全球華人網路
教學中心

http://edu.ocac.gov.tw/

由僑委會建置，介紹傳統藝術

全球藝術教育網

http://gnae.ntue.edu.tw/index.jsp

內容包括藝術教育研究、藝術教育成長團體、個人網頁
發表與討論區等

坦克藝術教育網

http://www.tankart.org/

提供教師教學計畫、教材資源與相關網站連結

思影藝術教育

http://host.hyes.tyc.edu.tw/~art/

以兒童的藝術教育為主

思摩特網

http://sctnet.edu.tw

一個專業教師知識管理、經驗分享的網路社群

故宮 e 學園

http://elearning.npm.gov.tw/index.htm

提供線上課程學習有青銅器數位課程、陶瓷世界
歷險記、陶裡乾坤瓷中秘、文物的續命、中國繪
畫學習、文物的修護、中國書法圖書文獻、文物
的新認識

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有豐富的典藏資源、學習資源等，提供教學、學
習中國文物的參考。

美育兒童音樂舞蹈
教育中心

http://www.meiyu.com.tw/

從事兒童奧福音樂教育，創造性舞蹈課程，以及相關舞蹈
與音樂教材介紹

海洋生物博物館─
兒童網站

http://kids.nmmba.gov.tw/

海洋生物博物館，兒童專屬網站

高雄縣傳統藝術教
育網

http://se.ks.edu.tw/folk/

高雄縣國小之傳統戲劇、音樂、舞蹈、雜技、童玩、
工藝介紹

國小活動課程與傳
統藝術

http://content.edu.tw/primary/
fellowship/tn_nt/main.htm

提供活動課程及傳統藝術的介紹

國立教育資料館藝
術教育網

http://3d.nioerar.edu.tw/2d/art/flash.htm 將我國藝術教育之各個面向作一全面性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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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http://www.cere.ntnu.edu.tw/main.php
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由原「教育研究中心」與「教
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整併而成。以研究國內
外教育議題、發展教育學術理論、擘畫教育政策
推動方針；再透過優質之評鑑研究解析教育現況
與發展趨勢，以提升評鑑研究的產能與品質，並
做為教育政策制訂與實務改進的依據。

國教專業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index.php

九年一貫教師教學資源、教育期刊、專業發展等資源

臺北市多媒體教學
資源中心藝術與人
文網站

http://tmrc.tp.edu.tw/tmrc/Default.
aspx?S=site06

提供課程綱要、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
指標、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教
案教材資料庫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http://www.tiec.tp.edu.tw/

提供教師研習資訊

臺灣民俗文化研究室 http://web.pu.edu.tw/~folktw/

附屬於靜宜大學文學院，主要研究內容是以臺灣
民俗文化及各類俗活動為主

臺灣社會電子影音
資料館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www.sinica.edu.tw/~video/main/
index.html
http://ed.arte.gov.tw

網路藝學園

http://elearn.arte.gov.tw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所設置的全國藝術教育資源整
合網站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所設置的藝術數位學習網站

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1.edu.tw/

教育部教材資源中心的網站，可找到各級學校的
美術教學設計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http://artlife.hs.ntnu.edu.tw/artlife/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index.php

http://king.kl.edu.tw/modules/tadbook2/ 內容有輔導團員名冊、年度工作計畫、專業成長、
全市性研習活動、巡迴輔導實施計畫、教學研究等。
open_book.php?book_sn=6

國小

http://king.kl.edu.tw/modules/tadbook2/ 內容有團員介紹、工作計畫、專業成長、巡迴訪
open_book.php?book_sn=17
視、種子研習、專題研究、政策推動等。

國中 http://etweb.tp.edu.tw/fdt/C05/
國小 http://etweb.tp.edu.tw/fdt/D06/

臺北縣

藝
術
與
人
文
輔
導
團

桃園縣

國中

新竹縣

臺北縣國教輔導團同窗共格內容有行事曆 、團隊
組織、相簿 、標籤 、連结、管理、RSS 等。

http://kid2.spjh.tyc.edu.tw/~tycart/
index_2.htm

內容有新聞區、行事曆、相片區、部落格、討論區、
影片區、教案區、留言簿、網站連結、電子相簿、
線上書籍等。

http://teacher.nc.hcc.edu.tw/tguide/
main.php

國中

http://php.hceb.edu.tw/~fdt/modules/
tinycontent1/content/index.php?id=7

國小

http://php.hceb.edu.tw/~fdt/modules/
tinycontent/content/index.php?id=16

新竹市

內容有團務資訊、最新消息、活動紀錄、線上論
壇、教學資源、常見問題、聯絡本團、相關連結等。

http://erdc-blog.tpc.edu.tw/index.php

國小 http://web.hyes.tyc.edu.tw/

內容有輔導團員、方案分享、重要文論、參考書
目、網網相連等。
內容有最新消息、討論區、資源分享、到校服務、
創新教案分享、到校服務等。

國中 http://9years.mlc.edu.tw/?dirId=24

內容有最新消息、領域會議、工作團隊、全縣師
資、領域增能研習、輔導訪視、網路資源、教案
設計、留言板、討論區等。

國小 http://9years.mlc.edu.tw/?dirId=23

內容有最新消息、組織成員、工作計畫行事曆、
領域會議、領域增能研習、各項研習成果、優良
教案、教學示例、輔導訪視資料、學習單等。

苗栗縣

國中
臺中縣

提供師資培育、研習管道、藝廊、論壇、問卷調查，
並提供電子報訂閱

國中
基隆市

臺北市

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社會現況的相關記錄片

http://resource.tcc.edu.tw/modules/
enduser/main.php?pp_sub=6j

http://resource.tcc.edu.tw/modules/
國小
enduser/main.php?pp_sub=6e

內容有實施計畫、組織成員、成果報告、教學資
源、討論交流、領域網頁、網路資源等。

291

國中 http://ceag.tceb.edu.tw/lifetype/blog/83

內容有最新藝文訊息、專題研究、巡迴輔導、研
習活動等。

國小 http://ceag.tceb.edu.tw/lifetype/blog/61

內容有素養指標、研習活動、年度工作計畫、巡
迴輔導、專業成長、教學研究、會議資料、數位
音樂學習、藝術天使學習護照、藝術教育白皮書、
相片等。

彰化縣

http://www.trsc.chc.edu.tw/index.
php?UnitName=artistic

內容有團員名單、年度計畫、行事曆、公告欄、到
校輔導、教學輔導、團員專業成長、團員對話等。

南投縣

http://nirc.encntc.edu.tw/support/
index-2007.htm

南投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共同網頁。

國中

http://eteacher.mljh.ylc.edu.tw/ylc/
index.php?gid=24

內容有精進教學計畫、教學資源分享、實務教學
交流等。

國小

http://ceag.ylc.edu.tw/blog/index.
php?blogId=8

內容有諮詢服務 、研習訊息、年度計畫、專業對
話、到校輔導等。

http://ceag.cyc.edu.tw/

嘉義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共同網頁

國中

http://163.27.38.245/1/Homepage.
php?teacher_id=14

內容有文件、相片、連結、公告、行事、討論、
流言、管理等區資料。

國小

http://163.27.38.245/1/Homepage.
php?teacher_id=21

內容有文件、相片、連結、公告、行事、討論、
流言、管理等區資料。

臺中市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藝
術
與

輔
導

內容有課程教學、輔導訪視、研習進修、專題研
究、輔導團成員、相關政策與規定等。

國小 http://stu.dj2es.tnc.edu.tw/~arttnc/

內容有團務公告、研習資訊、領域團員介紹、相
關工作計畫、輔導訪視教案、到校諮詢服務講義、
研習課程資料檔案、團務會議紀錄、行動研究、
團員著作、年度工作報告、相關參考書目等。

臺南縣

人
文

國中 http://art2.tnc.edu.tw/

臺南市

http://163.26.6.3/artedu/indexhome.htm

內容有成員組織、團務成果、到校服務、教師研
習、資源下載、好站推薦等。

高雄縣

http://ceag.ks.edu.tw/

高雄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共同網頁。

高雄市

內容有專題研究、課程教學、研習進修、輔導訪
http://www.ceag.kh.edu.tw/art/index40.
視、線上藝能館、相關連結、表演藝術增能學分
htm
班、鄉土戲曲研習照片等。

團
國中
屏東縣

http://163.24.165.30/territory/jh_art/
R1.htm

國小 http://163.24.114.140/Art/

內容有輔導團隊、活動剪影、教材資料、交流分
享、好站連結等。

澎湖縣

http://ceag.phc.edu.tw/web/

內容有研習計畫、輔導員基本資料、工作報告、
輔導各校成果、訪視記錄、成果照片等。

臺東縣

http://210.240.118.2/artparty/menu/
index.php?account=admin

內容有精進課堂網站、各年度計畫、服務團隊、
精進課程 - 到校輔導、行事曆、檔案櫃、相簿館、
影音櫃、好站報報、留言版等。

花蓮縣

國中 http://teacher.hlc.edu.tw/?id=78
國小 http://teacher.hlc.edu.tw/?id=87

內容有基本資料、最新公告、教學研發、檔案庫、
討論區、活動相簿、行事曆、相關網站等。

國中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1

內容有教材資源檔案中心、藝術欣賞、教育宣導、
研習訊息、教學資料、意見交流等。

國小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1

內容有課程與教學範例、資源庫導覽、藝術人文
教育論壇、藝術教材田野實查、研習活動預告等。

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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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輔導團期程工作表、各校教學分享、研習
資料庫、藝文大補帖、問題討論、輔導團成員等。

金門縣

http://learning.edu.tw/moodle/km/km/

連江縣

http://learning.edu.tw/moodle/matsu/matsu/ 連江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共同網頁。

金門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共同網頁。

伍 資料彙編

（五）民間藝術機構：美術館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世界宗教博物館

http://www.mwr.org.tw

朱銘美術館

http://www.juming.org.tw/index2.
由朱銘一手建立位於金山的美術館
html

李石樵數位美術館

http://www.cute.edu.tw/~dvcd/LI提供李石樵年代記事、相關文獻、作品集成等。
digital%20museum/INDEX.htm

李梅樹紀念館

h t t p : / / w w w . l i m e i s h u . o r g / 初設於 1990 年
introduction_01.htm
李梅樹文教基金會

李澤藩美術館

http://www.tzefan.org.tw/

民國八十三年成立李澤藩紀念藝術教育基金會

奇美博物館

http://www.chimeimuseum.com/

民國六十六年，在董事長許文龍的指示下成立臺南
市奇美文化基金會 79 年成立奇美博物館

敦煌藝術中心

http://www.arts100.com/Home/

華人藝術家作品展覽及藝文資訊，有網路書店、藝
術新聞、討論區、網路拍賣等等，並提供會員服務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http://www.museum.org.tw/

成立於 2001 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正式開幕，為一人類學博物館，館
內主要蒐藏、研究並展示臺灣原住民文物，藉教育
活動之推廣來呈現臺灣本土文化之樣貌

鳳甲美術館

http://www.hong-gah.org.tw

邱在興文教基金會

博物館家族

http://museum.cca.gov.tw/directory/

文建會建置臺灣的博物館網站平臺，並以博物館類
別來分類，簡明清晰，易連結。

（六）民間藝術機構：文物館
網站標題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

網

址

說

明

http://www.litienlu.org.tw/ltlweb/ 1996 年成展覽伴隨李老師大半歲月的尪仔，以薪
index.htm
傳傳統藝術為主

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 http://www.taipeipuppet.com

前身「臺原大稻埕偶博館」2005 年改名為「林柳
新紀念偶戲博物館」具備典藏、展覽、表演、教育
推廣、學術研究等功能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1989 年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開始規劃籌
http://www.bocach.gov.tw/county/
設以重新發掘與定位臺灣「南管」、「北管」的音
cht/hall4.jsp
樂戲曲為己任

臺北偶戲館

http://www.pact.org.tw

2004 年開館兼具戲偶展示、演出、教學、典藏、
偶藝專賣的主題館

http://svr2.ilccb.gov.tw/theatre/

1990 年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及宜蘭縣政府的共同輔導下，成立臺灣第一個
公立地方戲劇博物館初期以歌仔戲與傀儡戲為維護
與推展的目標

臺灣戲劇館

（七）民間藝術機構：基金會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http://www.folk.org.tw/

1979 年成立，其宗旨為：維護民俗藝術，傳承民
間藝人之精湛技藝，以提高民俗文化的學術價值，
充實精神生活。

公共網路文教基金會

http://www.who.org.tw/

1998 年成立，致力在整合各界資源、達到資源交
流共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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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基金會運作，對過去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本土藝
術文化進行保存與發揚，並經由社會教育的途徑，
使之達到普及的功效。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http://www.egretfnd.org.tw/

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

http://www.litienlu.org.tw/ltlweb/
1996 年成立
page02.htm

邱在興文教基金會

http://www.hong-gah.org.tw

鳳甲美術館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http://www.deoa.org.tw/

是以藝術教育為宗旨所創立的非營利機構，1989
年成立，以提昇臺灣藝術教育水準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d0040.cyberstage.com.tw/

藉由基金會的公共性運作，為舞團開創更多元化的
原住民歌舞工作、帶來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更以舞
團長程發展做更紮實的規劃。

耕莘文教基金會

http://www.tiencf.org.tw/

民國 79 年，當時之耕莘文教院院長 - 王敬泓神父，
有鑒於文化活動廣受青年朋友的歡迎及肯定，遂將
耕莘文教活動組、耕莘青年寫作會、耕莘青年山地
服務團、耕莘視聽服務處等四個文教活動組織合
併，成立了「耕莘文教基金會」。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www.ncafroc.org.tw/

是一個以營造有利於文化藝術工作之展演環境、獎
勵文化藝術事業，以提升藝文水準為宗旨的非營利
組織。

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

http://www.newaspect.org.tw/

從事藝術活動推展工作

富邦藝術基金會

http://www.fubonart.org.tw/

提供課程、展覽、研習營資訊

智邦藝術基金會

智邦藝術基金會成立於西元 2000 年，是以推廣文
http://www.arttime.com.tw/aboutus/ 化藝術教育、建立臺灣藝術家資料庫、推動科學園
foundation.asp
區藝文社區總體營造，並以建構文化創意藝術社群
網站為宗旨之基金會。

菁霖文化基藝術基金會 http://www.chinlin.org.tw/

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http://www.cloudgate.org.tw/

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http://www.neo.org.tw/

由李雅煌先生出資，邀請舞蹈專家、文化藝術界協
助於 2003 年成立以「小量金額、廣泛支持各類舞
蹈活動」為宗旨。
一九七三年春天，林懷民以「雲門」作為舞團的名
稱這是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
第一個當代舞團。
劉鳳學所創辦

成立於 1993 年，主要目的是為了典藏、展示並推
h t t p : / / w w w. y u y u y a n g . o r g . t w / 廣楊英風教授的藝術創作，同時透過展覽的舉辦與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相關作品、著作的出版，進一步來推動社會藝術教
boardview.asp?messageid=141
育成立「楊英風美術館」典藏楊英風教授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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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一群熱愛音樂的企業家和音樂家，有鑒
於國內音樂環境仍有許多開創及發展空間，亟需結
合更多的人力、財力來推動，於是成立了以推廣音
樂活動、提昇國內音樂普及化為宗旨的「財團法人
臺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臺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http://www.tpf.org.tw/

臺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新國際商業銀行捐助新臺幣一千萬設立基金，於
http://www.taishinart.org.tw/01/
2001 年 5 月成立，以「提昇文化生活品質、健全
index.html
藝術發展環境」為宗旨。

擊樂文教基金會

http://joung.im.ntu.edu.tw/
專司樂團的經紀、行政事務，對於國內音樂創作及
multimedia/project/86/ju/htdocs/
演奏人才的培養與提升不遺餘力。
Jugroup.html

伍 資料彙編

為紀念蕭滋教授對我國樂團卓越貢獻，緬懷教授無私奉
獻的教育情操，並延續蕭滋教授關懷我國音樂教育的發
蕭滋教授音樂文化基金會 http://www.music.ntnu.edu.tw/ 展，即籌設並成立基金會。1987 年初，由吳漪曼教授
conference/robert/ci/14.htm
及蕭滋的好友、門人等捐贈及義賣樂譜、錄音帶，共得
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設立基金，並於 1993 年完成法人登
記。

（八）視覺藝術學會暨協會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www.cam.org.tw

主要業務及服務範圍包括：專業出版、學術及專案研究、
專業培訓與會員活動、專業資訊與諮詢，提供國內博物
館相關資訊和網站連結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http://www.aga.org.tw/index.htm

協會每年定期舉辦一次畫廊博覽會，1995 年時大力
轉型、拓展到國際，成為國際性的臺北國際藝術博
覽會 (Taipei Art International Fair)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

http://www.cagst.org.tw/

前身「中華學術院印刷工業研究所」

臺灣鄉園文化美數推展協會是依法成立之社團組
臺 灣 鄉 園 文 化 美 術 推 展 http://asia.geocities.com/taiwan_ 織，非以營利為目的，以敦睦會員友誼研究有關中
協會
cc/index.htm
華文化及臺灣文化美術之活動推廣，藉以提倡社會
美學風氣為宗旨。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

http://www.gda-tw.org/

致力於設計創意探討與研究，促進相關創作及提昇
國際地位，網站有活動紀實、專題展覽、設計出版
等資訊。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

http://www.dmd.org.tw/

「數位媒體設計」領域的學者、團體、組織積極從
事相關學術研究工作，並推動「數位媒體設計」學
術研究發展，為產業技術與人才培育做出貢獻。

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之成立，在於以多
中 華 民 國 公 共 藝 術 教 育 http://www.patw.org.tw/patw/ 元且具前瞻性的發展觀點，融合建築與藝術兩專業
領域，以環境藝術的再定義性與價值重建觀點，來
發展協會
page.php?pageid=9
成為未來推動國內公共藝術發展的目標。
中華色彩學會

http://www2.pccu.edu.tw/color/ 以研究色彩學及其相關之應用為主，網站有會員專
區、活動資訊、出版刊物、線上互動等資訊。
html/red.htm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http://140.116.42.236/Cid_
Website/index.html

從事與設計有關之學術研究及活動，及國內外設計
團體之學術交流。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

http://www.tiup.org.tw/
news/2005_23_3.htm

以從事都市計畫學術之研究、人才培養訓練、介紹
都市計畫著之著作等研究發展事項。

臺灣變形蟲設計協會

匯集建築、工業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環境空間設
http://amoeba-taiwan.blogspot. 計、服飾設計，及廣告或媒體事業的相關設計等內
com/
外資源，並拓展國際設計交流、改善設計環境、普
及設計新觀念等，提昇全民設計生活化為主。

臺灣建築史學會

http://www.saht.org.tw/chinese. 以推動臺灣的建築史專業研究、教育與發展；促進
htm
臺灣的建築史學界與國際建築史學界之交流。

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

h t t p : / / a r c h . t h u . e d u . t w / c a c a / 從事建築及相關文化之研究，出版建築相關刊物，
default.htm
並以加強建築相關政策之研究與推動等。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
http://sbra.kjsh.tpc.edu.tw/
學會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出版具有學術主題的年刊，以傳承優良學術研究傳
統，並提供對學校建築有專長及興趣者，研究發表
及討論的園地。

h t t p : / / w w w. a i r o c . o rg . t w / k m - 為我國建築及相關學術領域中，歷史最久且相當具
portal/front/bin/home.phtml
有影響力的學術研究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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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http://www.taiwangbc.org.tw/

以介紹綠建築的概念，對推動生物多樣化、基地保
水、綠化指標、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節能、
節水、室內環境品質、廢物回收等九大指標。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http://www.ciie.org.tw/main.htm

以研究工業工程學術、推廣工業工程技術、促進國
家經濟建設、及提高產業之生產力等為宗旨之學術
文化團體。

由一群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建築景觀、電影創作、
藝術教育等資深工作者發起並組成。曾經營管理華
中 華 民 國 藝 術 文 化 環 境 http://www.art-district.org.tw/
山藝文特區，目前致力關照其它文化空間的再造，
改造協會
index.html
期待臺灣的藝術文化環境能夠朝向更多元創新的方
向前進。

（九）音樂學會暨協會
網站標題

網

址

明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

http://www.music.ntnu.edu.tw

成立於 1987 年，以研究建立完整之音樂教育體系，
培育音樂專業人才、增進國際音樂文化教育交流及
強化一般性音樂教育成效為宗旨。20 年來，學會因
應教育制度變革與音樂教育的發展，從早期積極參
與國內音樂教育政策討論，到近年來舉辦各項全國
性、國際性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及研習活動，提供
學者專家與職場教師交流平台，充實教學知能並累
積學術研究成果。

中華民國音樂藝術
應用協會

http://www.m3a.org.tw/ 

提供音樂講座，研習，師資培訓，有教師長笛團與
教師直笛團，主辦 M3A 新秀盃全國音樂大賽，補
助參加大阪國際音樂大賽，舉辦音樂會，夏令營等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http://www.scm.org.tw/ 

提供學會的活動介紹外，還列出許多國樂的資訊、
音樂家介紹與教學論文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

集結海內外的聲樂家，努力提昇歌唱藝術及聲樂教
學水準，並以拓展會員演出機會，推廣臺灣當代聲
http://www.vocalistasso.org.tw/ 
樂作品，及促進國際交流為目標，除例行音樂會外，
也舉辦「聲樂分級檢定」

中華音樂才能發展協會

http://art.pccu.edu.tw/cmtda/ 

本協會將積極推動音樂才能教育之研究與發展，以提供
音樂教育諮詢與相關資源之提供，並針對各級學校音樂
教育與才能發展之課程，教學，評量，與行政之現況與
未來發展，提出策略性與實證性之研究與諮詢

中華民國鈴木音樂
才能教育協會

http://www.suzukimethod.org.
tw/ 

提供教師教學法以及學生檢定等相關訊息，並與國
際的鈴木協會結合，相互交流。

http://www.orff.org.tw/ 

提供很多音樂教育的實務與理論資料，綜合藝術類
的文章和研習，對幼稚園、九年一貫人文藝術、或
是要研究奧福音樂教育的大專院校師生，或幼保科
系學生，葚至只是關心孩子音樂教育的家長，這個
網站都會有不錯的資訊

http://www.classical.org.tw/ 

這是由國內一群古典音樂愛好者所發起的非營利社
會團體，藉由協會幫助很多愛好古典音樂的人能有
個地方可以來接觸古典音樂，彼此互相認識，集合
眾人之力來推廣社區藝文活動並拓展國內古典音樂
市場。

中華奧福教育協會

臺灣古典音樂協會

臺灣柯大宜音樂教育學會 http://www.kodal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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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為基於柯大宜音樂教育之理念，以本土化為基礎，
致力於研究並改進本國音樂教學水準，以期落實音
樂教育，提升社會大眾之音樂素養。

伍 資料彙編

臺灣國際達克羅士音樂
http://www.dalcroze.org.tw/ 
節奏研究學會

臺灣國際達克羅士音樂節奏研究學會為研究發展融
合藝術『洗滌心靈』的特質，和關懷、體驗生命的
人文精神之達克羅士音樂節奏教學、培養達克羅士
音樂節奏教學人才

（十）表演藝術學會暨協會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中華民國世界土風舞總會 http://www.wfda.org.tw/

19998 年成立

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協會 http://www.bellydance.org.tw/

2005 年成立積極參與 Belly Dance 國際觀摩交流

中華民國舞蹈學會

1952 年由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聯合倡組「民族
http://www.nda.org.tw/index_1.
舞蹈推行委員會」1976 年更名為「中華民國舞蹈學
html
會」

中華民國編劇協會

2006 年成立該會任務為發揚編劇藝術、培植編劇人
http://blog.yam.com/taiwan_
才、推廣編劇教育、增進編劇福利、獎勵及保存優
drama
良劇作、創作之後的製片及播放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舞蹈協會

1994 年成立以推廣體育運動舞蹈，以達正當休閒體
http://www.ctdsf.org.tw/portal/
育運動之全民化，提昇我國體育運動舞蹈之水準，
modules/news/
並淨化社會風氣為宗旨
http://www.chta.org.tw/

中華戲劇學會

1990 年成立「中華民國戲劇學會」1992 年更改為「中
華戲劇學會」宗旨為整理戲劇資料、開拓戲劇領域、
推展學術研究著手，進而培育戲劇人才、倡導藝術
活動，提昇生活品質，開創和諧美滿人生

世界舞蹈聯盟亞太網站─ http://www.wda-ap.org/taiwan_ 提供臺灣編舞家名錄、臺灣舞蹈團體、夏季舞蹈節、
舞蹈在臺灣
Ch/festival.htm
以及臺灣舞蹈界最新活動消息
金門縣紀錄片文化協會

http://www.film.km.edu.tw/ 協會於 1999 年 3 月 28 日正式成立，迄今四年多，
history/history01.htm
由電影導演董振良發起

彰化縣影劇協會

1996 年成立以倡導影劇活動，培養影劇人才，研究
http://home.kimo.com.tw/
影劇理論，從事影劇創作及提高藝術欣賞素養為宗
chenuea/
旨

臺灣舞蹈研究學會

http://www.danceresearch.tw/

2001 年成立宗旨為提倡舞蹈研究風氣、擴展舞蹈研
究領域、強化舞蹈實物與理論的互動、以及促進國
際間舞蹈研究交流

（十一）跨藝術協會
網站標題

網

址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
http://www.art-district.org.tw/
改造協會
臺北藝術推廣協會

http://www.taf.org.tw/

說

明

成立於 1998 年華山藝文特區
萌芽於 1997 年以「推廣藝術活動」為成立宗旨的臺
北藝術推廣協會

（十二）民間藝術機構：藝術中心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世華藝廊

國泰世華銀行多年來贊助支持文化藝術事業，迄今
典藏逾千幅本土名家油畫作品，懸掛在各營業單位，
http://gallery.cathaybk.com.tw/
於 2000 年 3 月 25 日（美術節）基於「贊助支持本
default.asp
土藝術 推廣提昇藝文風氣」的理念設立了國泰世華
藝術中心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http://open-c.blogspot.com/

提供當代藝術資訊、理論與展覽訊息

297

伊通公園

http://etat.com/itpark/

一九八八年成立，開放藝術論壇以供討論與介紹數
位藝術家

長流畫廊

http://www.artsgallery.com/

長流畫廊以專營國際大師精品著稱，收藏名家精品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係指第二號接駁碼頭，位於高雄港第三船
http://sub.khcc.gov.tw/pier-2/
渠內，建於民國 62 年，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現為
index2.aspx
一實驗創作場所與工藝創意發展中心。

現代畫廊

http://www.smag.com.tw/

經營中西油畫、水彩、雕塑、展覽企畫、藝術投資
諮詢、景觀雕塑規劃

晴山藝術中心

http://www.imavision.com.tw/

晴山藝術中心自 1993 年成立，從早期代理俄羅斯油
畫家作品，並以公開大型企劃展於臺北新光三越百
貨南西店

新竹沙湖壢藝術村

本藝術村成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屬私人土地、私
http://www.safulakart.com/c_ 人經營之藝術村而成立的意義是為提供國內外現代藝
page.htm
術創作者們一個對外發表的窗口，希望藉由雙方的互
動發掘出更多對臺灣藝術人文有貢獻的行動者

新樂園藝術空間

http://www.slyart.com.tw/

誠品畫廊

誠品藝文空間 : 人文、電影、音樂、舞蹈、戲劇、攝
http://www.eslitegallery.com. 影、生態…，現代與傳統、流行與古典，精緻與即
tw/page2-1.asp
興…，不論是展覽、表演藝術或講座，往往都能凝
聚文化界的注視

臺中 20 號倉庫

http://www.stock20.com.tw/

為實驗藝術之展場

臺南南瀛總爺藝文中心

http://tyart.tnc.gov.tw/

89 年 12 月初步縣文化局大力支持，魄力施政鎮長、
效率幹練的組織團隊並整合地方藝術、文史、音樂、
社區、社團各界人才積極推動下，初步以和糖廠共
同開發經營並以閒置空間再利用為目標，定名為「南
瀛總爺藝文中心

遠塵軒三觀堂

http://www.antique.idv.tw/

提供私人藏品拍攝照片

藝奇藝術授權中心

http://www.artkey.com/eweb/ 以兩岸 700 位華人藝術家 6 萬件作品 及 故宮館藏書
big5site/index.htm
畫數位真跡授權，提供企業形象整體解決方案

觀想藝術有限公司

http://www.jha.com.tw/

自組畫廊方式，自 1994 年底籌備成立

「觀想藝術」為一私人藝文空間 ( 約 500 餘坪 )， 經
營「中國文物」與「現代藝術」藝文活動空間定期
舉辦展覽，並免費對外開放參觀

（十三）數位博物館／資訊站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布袋戲：三百年掌中演義

http://thematic.slps.tp.edu.tw/ 士林國小專題研究網站，內容包括布袋戲之演進、構
expo/puppet/
造、角色、音樂、藝術、演出、展望等。

南瀛數位博物館

http://tdm.tnc.gov.tw/

係臺南縣文化局所建置的數位網站，典藏南瀛獎作品。

「苗栗陶瓷博物館」集結了逾千件以上，富含苗栗歷
h t t p : / / w w w 1 . m l c . g o v. t w / 史、文化與生活特色的陶瓷文物和作品，呈現苗栗
苗栗陶瓷文物數位博物館
pottery/home.php
陶瓷近百年的風華，苗栗陶瓷的古樸、包容與多元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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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友棣音樂數位博物館

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內容收錄黃友棣老師生命
http://mim.khcc.gov.tw/hyl/
歷程、創作手稿、影像寫真、新聞採錄、作品集、著
photo.aspx
作等。另有資料庫查詢功能。

國家文化資料庫

文建會建置的藝文平台，內容有老照片、美術、音樂、
http://nrch.cca.gov.tw/ccahome/ 戲劇、舞蹈、漫畫文學、建築、電影、古地圖、報紙、
漢詩、古文書、新聞電視影像等。

伍 資料彙編

雲門舞集數位典藏網

http://140.113.39.172:1234/

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

交通大學圖書館建置臺灣民間藝術家數位藝術博物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
館，內含楊英風、蘇森墉、高棪、張系國、陳慧坤、
tw/
牛哥等創作資料、典藏與數位化。

歌仔戲藝術文化資訊站

http://www.twopera.net/

臺灣民族藝師
數位博物館

h t t p : / / t e c h a r t . t n u a . e d u . 提供臺灣虛擬劇場、互動式學習區、資料庫檢索，主要介
tw/~twmemory/folkart/index. 紹臺灣民族藝師張德成、李天祿、李松林、黃龜理等人的
生平事蹟與民族藝術。
html

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http://www.dmtip.gov.tw/

典藏與介紹雲門舞集

收錄介紹歌仔戲的文章；內含音樂館、歌仔戲音樂曲
調庫、展覽廳、與資料室等。

認識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並提供原味電影院、原聲
音樂、線上展示、遊戲下載、充電大補帖及原住民文
化年表、南島學等資訊。

臺灣現代戲劇暨表演影
http://www.eti-tw.com/
音資料庫

以臺灣現代戲劇為專題的非營利性影音資料庫 / 網
站，主要目標在於保存重要文化資產與推廣相關教育
與研究。

臺灣視覺記憶
數位博物館

http://twmemory.tnua.edu.tw/

「臺灣視覺記憶博物館」主要包括三大數位博物館：
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民族藝師數位博物館、傳
統節慶數位博物館等，典藏資料種類有老照片、明信
片、漫畫、 地圖、手繪圖片、畫作 、翻攝民俗器 . 等
平面視覺記憶資料。

臺灣陶瓷數位博物館

http://digital.ceramics.tpc.gov.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建置的數位網站，內容有鶯
tw/
歌製陶 200 年、典藏精選、藏品搜尋、及出版品等。

臺灣藺草編織
數位典藏博物館

提供臺灣藺草編織文化相關文史研究、技藝傳承記
錄、編織文化鄉土教材開發與運用，為國內文化藝術
http://www.museum.nccu.edu.
教育的重要資源，對中小學「認識臺灣」的主題與「藝
tw/
術人文」的課程，提供豐富的教材資源與完整的文史
資料。

數位典藏金銀島

http://dlm.ntu.edu.tw/land/

提供國內外數位典藏網站與相關推廣教育

織品服飾數位博物館

http://www.tcdm.fju.edu.tw/

包含藏品、文字、影像、設計稿、動畫、聲音等豐富
資源，透過網路傳輸及交易平台的建立，提供給學
生、教師、研究者、設計師使用的加值網站。

（十四）音樂教育其他相關網頁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All music 音樂時代

http://www.allmusic-mag.net/

提供書籍、出版品、音樂劇、音樂會節目資訊

Guitar Castle

http://www.tacocity.com.tw/
alexyeh/ 

木吉他新手最溫馨的家，有吉他相關資料的搜集，
教學。

Piano Garden

http://www.pianogarden.tw/ 

此網站以免費提供線上閱讀。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
臺灣華僑，與眾多鋼琴教學書籍不同的是，這本書
以科學性、有根據的方式，歸納出一套「有效率的
練習途徑」，本書已有許多歐洲國家的自願翻譯者。

十鼓擊樂團

http://www.ten-hsieh.com.tw/
index.htm

介紹鼓樂文化的擊樂藝術

丸玩琴專業音樂家教

http://www.harpo.idv.tw/ 

音樂才藝班，網站並提供線上音樂教學

口琴天堂

http://harmonica.com.tw/ 

提供口琴保養須知、樂譜下載、活動訊息提供及口
琴相關產品購物資訊

土土的半音階口琴園地

http://harmonica.cc.ccu.edu.
tw/~tdc/ 

提供半音階口琴教學、構造介紹及用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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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葉電子鋼琴

http://www.yamahamusic.com.
tw/ 

音樂才藝班與相關聯結網站，除了提供音樂教室的
相關資訊外，並有教學研究相關文章分享。

五號音樂

http://tw.myblog.yahoo.com/
jw!by_mW5WCGRa4is._
TAwzMmMkCw
－ /proﬁle

提供音樂教學、詞曲創作、錄音等資源

友友迷宮

http://www.cityfamily.com.tw/
yoyo/  

介紹馬友友專屬華文網站，有馬友友的相關介紹

木笛夢工廠

http://home.kimo.com.tw/
canonrecorder/main.htm

郭焜照個人網頁，提供木笛、直笛教學、技巧、演
奏會、研習等資訊

功學社音樂中心

http://www.khsmusic.com.tw/
index.asp  

KHS 功學社樂器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商業的網站內
容外，亦提供音樂百寶箱等音樂知識及資訊介紹。

古典音樂屋

http://www.concerts.idv.tw/ 

音樂會資訊、音樂知識庫、討論區、音樂酷網站、
心靈的花園…等資訊提供。

古典啟示錄

http://mypaper.pchome.com.tw/
news/classic/ 

古典音樂優越論，上自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下至
21 世紀當代音樂，舉凡古典音樂文化現象、作曲家
深度探討、名曲介紹、演出或唱片評論、音樂會及
新片發行訊息都是本臺論談的範疇。

印度與世界音樂華文入 http://www.indianandworldmusic.
介紹印度音樂與文化
口網
net/
朱宗慶打擊樂

http://www.jpg.org.tw/team/
jugroup.html

國際上少數能融匯中西打擊樂器演出的團體，也是
率先將打擊樂的演奏、教學、研究與推廣工作進行
結合發展的專業團隊。

李哲藝豎琴工作室

http://www.harpjoe.idv.tw/joe_
index.htm  

豎琴演奏家李哲藝個人工作室，提供豎琴音樂會資
訊、樂曲試聽、豎琴音樂簡介、國內外豎琴相關網
站連結及豎琴 CD 推薦等。

李訓麟的二胡網站

http://www.cmusic001.com/
baron/ 

二胡教學、討論、二胡音樂下載

來去音樂網

http://comemusic.com/ 

全方位的音樂入口交流網站，有音樂專欄、論壇，
音樂家及樂器介紹，音樂術語，音樂加油站等音樂
知識，表演活動，網友音樂作品發表，樂訊協尋等
綜合資訊。

奇美古典音樂網

http://radio.hinet.net/radio/
player/player.jsp?radio_id=294

帕勒斯之梯

http://www.geocities.com/piano_ 提供學琴前評估、練琴秘訣、樂理、音樂史、歌劇
parnassum/ 
欣賞等

底細爵士樂團

http://www.dizzy.org.tw/

東和樂器木業 ( 股 ) 公司 http://www.kawa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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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播網站

爵士音樂教學
製銷河合鋼琴及樂器、廚具、木器產品，另有音樂
教育及推廣

采風樂坊

http://www.cfmw.com.tw/ 

傳統樂器資訊提供與交流

指揮臺上

http://blog.sina.com.tw/13519/
index.php?pbgid=13519

指揮莊璧華的個人網站，有最新演出訊息，以及指
揮法及合唱教學法相關訊息，期盼各界同好的指教
與鼓勵 ! 

胡朋琴友
Sunny Club

http://www.sunny-wong.com

二胡演奏家黃晨達個人網頁，介紹胡琴樂器及 CD 專
輯、晨達樂友會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

http://www.pts.org.
tw/~yoyoma/  

公共電視臺所製作，大提琴家馬友友 (Yo-Yo Ma) 
的專題網站

國立實驗國樂團

http://m0023.cyberstage.com.
tw/ 

教育部成立的專業國樂團，提供音樂會訊息、網際
國樂教室、樂團及團員簡介等相關資訊。

伍 資料彙編

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

http://www.ntch.edu.tw/nso/

交響樂團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形成背景，在沒有西方
管絃樂傳統的臺灣，過去樂團都以文化教育體系營
運。經過二十多年耕耘，現在的 NSO 國家交響樂團
已經是一個擁有 95 位團員、每樂季演出 70 場次以上
的自信、精銳，有文化意識的臺灣藝術代表團隊。

國際鋼琴檢定委員會

http://www.iecmusic.org/ 

提供鋼琴檢定、教師進修教育學分、升學甄試加分、
留學遊學、義大利術語等，並有豐富的音樂相關資訊。

游於藝曼陀鈴．豎琴樂團 http://www.in-arts.com/#

於 2004 年，由幾位喜愛音樂的朋友共同成立。因為覺
得音樂帶給大家很多美好和快樂，希望藉由樂團的展
演、教學…將這種甜美的滋味，分享給更多的人。
有 drum、MIDI、鼓、打擊樂器、鼓手、教學教材、
網路教室等，是華人地區最大的 drum 網站

華人鼓之國度網站

http://www.drum.com.tw/ 

福爾摩沙合唱團

http://www.formosasingers.com.
合唱音樂教學與展演
tw/main.aspx

臺北打擊樂團

臺北打擊樂團於 1986 年創立，由前藝術總監 連雅文
先生創辦 ( 現任國家交響樂團定音鼓首席 )，二十年
http://tppercussion.myweb.hinet. 來，培養了多位優秀青年打擊樂家，推廣打擊樂合
net/index.html
奏藝術，每年例行的全省城鄉巡迴表演、創作公演、
校園展演系列、社區藝術巡禮等活動 ，也多次與國
外專業表演團體及藝術家聯合演出。

臺灣咁仔店

http://www.taiwan123.com.
tw/ 

提供臺灣的文化歌謠介紹、作家介紹、臺語歌謠資
料庫、臺灣諺語、民間故事、鄉土謎猜測驗，與臺
灣戲曲，如歌仔戲、七字調等

薩克斯風吹奏教學課程

http://myweb.hinet.net/home3/
sax/  

薩克斯風吹奏教學

（十五）表演藝術教育其他相關網頁
網站標題

網

址

說

明

大腳丫劇團

http://bigfeet.2u.com.tw/

該網站以戲劇教育宣導為主

牛古演劇團

http://newcool.202artstudio.com/

以演出兒童戲劇為主，提供劇團演出活動、人員培訓
及教師研習資訊

如果兒童劇團

http://www.wretch.cc/blog/ifkids 如果戲劇教室與專屬部落格及討論區

表演 36 房

http://pas36.tw/

提供藝文資訊，以及表演藝術方面的學習場地

相聲瓦舍

http://www.ngng.com.tw/index.asp

創作相聲及相聲劇的舞臺劇團，提供相聲介紹、團員介
紹、演出記錄及演出時間表，並可試聽下載相聲專輯

原舞者

http://fasdt.yam.org.tw/theatre.
htm

原住民傳統歌舞資訊

紙風車劇團全球資訊網

http://www.paperwindmill.com.
tw/paper/

兒童劇資訊暨兒童劇場教學資料

國立國光劇團

http://www.kk.gov.tw/onweb.
jsp?webno=3333333337

藝術教育推廣與傳統戲劇劇本等資訊

童顏劇團

http://www.stagenet.biz/

戲劇理論及劇場實務之專業資訊

華洲園皮影戲團

http://www.taconet.com.tw/
HuoChou/

皮影戲與皮偶簡介與教學

臺北市吉林國小
黑光工作室

http://mail.clps.tp.edu.
tw/~blacklight/

吉林國小黑皮劇團，介紹舞碼、劇團經歷、劇本欣賞、道
具製作法分享

臺灣咁仔店

http://www.taiwan123.com.tw/

提供臺灣的文化歌謠介紹、作家介紹、臺語歌謠資料
庫、臺灣諺語、民間故事、鄉土謎猜測驗，與臺灣戲
曲，如歌仔戲、七字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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