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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文化機構 108 年度 7-12 月推薦展演活動 
 

文化館所別 ｢Muse 大玩家- High客任務｣主題活動 暑假特展活動 

國立臺灣博物館 

活動名稱：臺博「跳館」之旅 

活動日期：108/07/01~108/09/30 

活動地點： 臺博館本館、南門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票入館(本館：全票 30

元、優待票 15元；南門：全票 20元、優待票 10

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908 年成立之臺博館為歷史最悠久

之自然史博物館，除了讓國人認識臺灣精彩的

人文和自然，文化資產保存也是臺博館的重要

使命。臺博系統計畫目前開放的本館、土銀展示

館及南門園區，能讓大家遊歷各展館古蹟與展

覽的同時，體驗臺博館「跳館」之旅的魅力。 

特展名稱：來 say菜市場—食物

中的生物學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門

園區紅樓展示館 2樓特展室 

特展日期：即日起-108/12/29 

收費方式：全票 20元/張、半票 10

元/張(特展闖關學習單 50元/份，

需網路報名、限付現)場次與參觀

規則請詳官網資訊。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親子 

特展動介紹：在享用美食的同

時，你可了解自己口中吃的什

麼？它們是怎麼來的？取用這些

生物的行為對生態系有什麼影

響？歡迎來臺博館南門園區一邊

逛菜市場、一邊玩闖關遊戲，一

起來了解食用生物的名字、取得

食物的方式、食物在生態系裡的

角色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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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活動名稱：仙怪歷險記 

活動日期：07/1-08/31 

活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 2樓常設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

元；團體優待票 70元;半票 5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觀眾 

活動簡介：一段不為人知的臺史博秘密，一個未

曾開啟的平行異時空。你聽說了嗎? 那些躲在

常設展裡的文物仙怪……，下載臺史博仙怪歷

險記 APP，透過 AR 將常設展的重要文物轉化成

仙怪，與觀眾互動，瞭解文物的文化涵意。 

 

【特展一】 

特展名稱：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

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 4樓第 1

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8/11/01 - 

2019/11/03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元；團體優待票 70元;半票 50

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走進學校、成為學生、

接受教育，是多數人都曾有的經

歷。「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

試圖從學生的角度，看見國家透過

近代教育試圖培養我們成為「理

想」國民的同時，懵懂的我們如何

因教育認識自我、看見世界，從而

培養出質疑與挑戰既有體制的獨

立思考能力，也讓近代臺灣發展成

一個具整體形貌但保有各自性格

的「共同體」社會。 

【特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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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名稱：迫力‧破力：戰後臺灣

社會運動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 4樓第 2

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8.05.28-

2019.05.17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 元；團體優待票 70 元 ;半票

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本特展與許多民間團

體與個人合作，希望從參與社會

運動之臺灣人的小故事出發，從

勞工、教育、環保、性別、土

地、農業等多元主題，帶領觀眾

窺見戰後社會運動的發展，也看

見人民如何對社會議題討論、互

動，從而涵養了臺灣社會持續向

前的能動性。 

【特展三】 

特展名稱：「誰主沉浮：水文化在

臺灣」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 4樓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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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9/7/2 - 2020/5/17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 元；團體優待票 70 元 ;半票

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透過臺史博深耕的地

方學田野調查與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從水利工程師的視

角跨領域合力策畫，探索曾文溪

下游獨特的水文化。 

【特展四】 

特展名稱：「我的奇幻租書店 臺

灣租書店變遷」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 1樓大廳 

特 展 日 期 ：  2018/06/21 - 

2019/07/28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 元；團體優待票 70 元 ;半票

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特展主題呈現出各時

代租書店流行或是被禁的經典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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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小說，也透過老照片、手繪

場景以及租書規則、借閱紀錄等

重現了早期租書攤、租書店樣

貌，更重現互動租書店翻閱體驗

區，讓觀眾重溫昔日從漫畫小說

走入的奇幻旅程記憶。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活動一】 

活動名稱：史前大尋寶 

活動日期：7/1(六)~9/30(日)9: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展示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門票(票價及

優惠方案請詳本館官網)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闖關趣～走哪條路線，會遇上什

麼，全憑運氣。拿地圖～出發搜查去，以館內

3大展示主題設計 3大關卡路線，邀請大小朋

友一起在館內尋寶，完成探險任務，體驗親子

共遊、共學的樂趣。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完成活動後，於活動現場集章 

【活動二】 

活動名稱： 沉浸式互動光雕 

活動日期：2019/07/1~2019/09/30 

 

http://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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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本館展示廳中庭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門票(票價及優

惠方案請詳本館官網)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座落於本館核心位置的巨型蛇紋岩

探坑中庭空間，新設置完成國內首座室內光雕

劇場，本投影以高階影像融接系統與光學感測

互動裝置，八聲道音響系統，配合聲效雕塑空

間，與巨型玉玦造景共同展演歷時萬年，跨越時

空的人類活動歷程。期間人群對島上新天地的

探索，孕育成豐富多彩的文化，在 L 型投影空

間娓娓道來，將過去發生於這塊土地上、消逝於

風中，並重新由博物館再現的敘事，以沉浸式 3D 

光影及互動特效，邀請觀者置身其中，感受先民

曾經於相同星空下，那一份感知的創造力。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憑手機上傳活動照或打卡畫面至服

務台集章。 

【活動三】 

活動名稱：史前館說故事「AR互動繪本」 

活動日期：2019/07/1~2019/09/30 

活動地點：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收費方式：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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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本館出版「山海臺灣～從臺灣島嶼的

誕生解碼史前玉蛙的身世」、「山海先民～臺灣

史前工藝之美」AR繪本， AR繪本提供兒童在文

化、科學考古、繪本、數位媒體之間穿梭的多樣

樂趣，期望大小朋友體驗精彩故事後，將豐富的

故事記憶帶回家。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體驗並完成 3D立體著色卡後，於活

動現場集章 

國立臺灣美術館 

活動名稱：108年全國美術展 

活動日期：108/6/15-9/15 

活動地點：本館美術街、103-107展覽室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全國美術展」是國內獲得高度認同的公辦競

賽美展，現今美術流派風起雲湧，藝術的發展更

趨多元。展出的部分作品在創作表現上嘗試另

闢蹊徑，發展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在作品內

涵的層面上除了以個人創作語彙表達內心的情

感與想像，展現創作者深刻關注生活周遭，以作

品展現對環境的關注，彰顯豐沛的創作能量匯

特展名稱：國美館藝想號 

特展地點：本館兒童繪本區 

特展日期：108/7/1-8/3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學童及親子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藝想號」飛船即

將再次開航了，還沒有上船的朋友

們邁開你的步伐，趕快登船吧！ 

親愛的小朋友、大朋友！歡迎搭乘

「藝想號」夢想飛船。是不是迫不

及待的想要一探究竟呢？準備好

了嗎？看看船艙內的繪本雷達站、

話書艙、故事屋、體驗區等奇異空

http://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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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出斐然的成果。 間，讓我們一起用想像力作為翅

膀、用理想、夢想、幻想、奇想作

為推進器，勇闖藝想世界！ 

國立臺灣文學館 

活動名稱： 逆旅之旅 

活動日期：Muse 大玩家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 D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前往參觀「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

移民文學展」，並將現場拍攝的影像上傳到 FB，

分享影像及文字，文字可包含展區出現的作家

名字和書籍與作品名稱各種元素之一；並加上

＃國立臺灣文學館，即可獲得服務台集章戳記。 

 

特展名稱：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

後移民文學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 1F 展

覽室 D 

特展日期：03/29-12/22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本展邀請觀眾從老兵身

上的刺青、窗框間的倒影、籬笆內

一隅，以及狹窄眷舍裡的各式擺

設，細讀這段具有特殊時空背景及

歷史意義的年代裡，文學所留下的

印記。展區特別將館藏作家手稿再

製成冊，供民眾翻閱覽，體會時代

巨輪底下的人性與悲憫。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本館 

活動名稱：High客玩工藝 （集章活動） 

活動日期：108.7.1～108.9.3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南投縣

草屯鎮中正路 573號）  

收費方式：免費，但依各體驗項目定價收費 

特展名稱：「天造地設-歲時中的

工藝」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工藝文化館（南投縣草屯鎮

中正路 5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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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High客出任務囉！這次 High客來到適合親子共

學的臺灣工藝文化園區，High 客任務是到生活

工藝館或地方工藝館進行工藝體驗學習，以及

至園區各展館觀賞展覽，同時只要拍下任一個

指定景點上傳 FB個人動態頁或 IG，即可至地方

工藝館一樓服務台集章！（指定景點：平安吉祥

留影機、十全十美祈福樹、喜樂豬許願池） 

 

特展日期：108.06.05-11.03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100字左右) 

展覽以「順天時」、「接地

氣」、「新島人的歲時」等三個

單元側寫工藝在歲時中的角色，

邀請觀眾感受天然化育的工藝材

料特性、質地和纖維，並認識材

料的所在與人類足跡是如地何互

相牽引，同時展現工藝家對天然

原料的哲思與匠意，如何反映在

人們的日常美學及工藝表現之

中。本展將以現代科技化的展示

手法，引領觀眾感受存乎自然、

與天時相應的工藝之美。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當代工藝設計臺北分館 

活動名稱：小小工藝家- 工藝 1日體驗課程 

活動日期：108.7.1-9.30 

活動地點：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3 樓設計工

坊 

收費方式：付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親子活動 

活動簡介：本館陶藝、皮革與金工等設計工坊，

特展名稱：女藝。匯:女性主體與

藝術創作展 

特展地點：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4樓 

特展日期：108.6.11-8.4 

收費方式：免費參觀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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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規劃相關工藝材質體驗課程。透過動手

作的樂趣，認識工藝材料的多變性，盡情揮灑美

感的創意，人人皆是小小工藝家。本課程適合喜

愛工藝手作的民眾與親子共同學習參加(時間

約 1-2小時) 

特展介紹：本展以女性藝術的集結

作為策展概念，展覽標題以「匯」

一字，代表匯集、集結、聚集。預

計邀請 24 位來自臺灣、美國、英

國、日本與菲律賓女性藝術家(包

括臺灣原住民)，展出約 41組(件)

作品，呼應自 70 年代早期女性主

義對於女性藝術家集結的重視，更

藉著不同文化、世代背景的藝術家

之創作，展現女性藝術家透過當代

藝術創作重新詮釋對自身生命與

社會議題及觀察。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活動名稱：亞太樂器常設展-多媒體互動體驗 

活動日期：2018/06/01 -  

活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蔣渭水演藝廳 

收費方式：購票入園後免費參觀(108 年園區普

通票 150元；優惠票 120元；縣民票 100元；敬

老票 75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臺灣，鑲嵌於太平洋島鍊上的亞洲之

心。在時間的淬煉下，各族群的歷史記憶在這片

土地上積累出音樂文化的結晶。本常設展將以

臺灣及亞洲各國特色樂器，為您揭開亞太音樂

特展名稱：接班人駐園工藝師作品

展 

特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展示館 1

樓大廳 

特展日期：2019/5/20-10/27 

收費方式：購票入園後免費參觀

(108 年園區普通票 150 元；優惠

票 120元；縣民票 100元；敬老票

75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本展集結漆藝、竹編、



11 

 

文化的神祕面紗，太平洋上的各地風情將匯聚

至此，音樂文化的豐麗瑰寶將呈獻予您！ 

粧佛、錫工藝及傳統木雕等 5項工

藝共 11 位駐園工藝師的作品，以

及他們的老師，也就是人間國寶的

鼎立之作，既看到年輕一輩如何奮

力突圍、接續傳統，也看見國寶們

豎立的標竿典範，從而看見師徒間

一脈相承的薪火，以及臺灣傳統工

藝細膩溫厚的手路，還請您細細品

味。 

國家人權博物館 

活動名稱：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週年主題特展

（展名暫定） 

活動日期：108年 11月 20日(三)至 109年 5月

3日(日) 

活動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紀念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 

活動簡介：2019 年 11 月 20 日適逢聯合國兒童

權利公約頒布 30 週年，兒童權利公約亦已於 

2014 年納入臺灣國內法，國家人權博物館特別

推出本特展介紹兒童權利給臺灣社會大眾，讓

更多兒童與成人藉由展覽與多元化的推廣活動

來認識與理解人權與兒童權利的核心內容和重

要性。 

特展名稱：2019綠島人權藝術季 

特展地點：綠島白色恐怖紀念園區 

特展日期：6/15-9/15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2019 綠島人權藝術

季」6月 15日至 9月 15日將於白

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展出。本次展覽

共邀請 12 組藝術家和團體，從藝

術的角度出發，重新詮釋臺灣走過

的白色恐怖歷史。展出的 13 件作

品包括表演藝術、行為藝術、裝置、

錄像、動畫等不同形式，而其中 10

件更是因本次展覽而誕生的全新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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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父紀念館 

活動名稱：2019 年夏季巧虎大型舞台劇《魔法

世界變變變》演出 

活動日期：108年 7月 26日至 28日 

活動地點：大會堂 

收費方式：需購票入場(400-1300元，請至網路

年代售票系統購票) 

活動對象：親子觀眾 

活動簡介：小巫天生具有天賦異稟魔法能力。當

時可怕壞巫師正統治魔法世界，有一天魔法使

者告訴小巫，他是魔法世界偉大巫師繼承人，要

承擔使命搶救魔法世界。於是小巫與巧虎應用

魔法變出紙飛機等，打敗壞巫師，拯救魔法世界

的故事！ 

特展名稱：湧動—張萬傳藝術大展 

特展地點：中山國家畫廊 

特展日期：108年 7月 16日～8月

21日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油畫巨擘張萬傳，1909

年生於臺北淡水。曾任教於臺北建

國中學、大同中學、國立藝術專科

學校油畫科等校。其一生對於臺灣

美術史的教育與傳承，具有深刻的

意義。見證了臺灣從日治時期、國

民政府來臺，再從戒嚴時代，走向

解嚴之後的自由民主社會。他的作

品呈現鮮明的個人特色，其強烈筆

觸和濃厚色彩被譽為「臺灣野獸派

之父」。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活動名稱：民主大道藝文表演  

活動日期：108/07/13~108/12/29週末 

活動地點：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提供國內優質藝文團體表演舞台，擴

特展名稱：魚裳-熱情洋藝特展 

特展地點：中正紀念堂中央通廊 

特展日期：108/6/18-108/10/20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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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眾藝文參與，讓國內外觀光客欣賞藝術演

出，促進文化觀光。演出節目包括爵士樂、絲竹

演奏、布袋戲、民俗說唱、客家戲曲、兒童劇等，

精彩可期，歡迎蒞臨觀賞。 

特展介紹：本展覽透過海洋生物翻

模工藝技術、海洋生物彩繪藝術作

品的展示，讓旅客能夠近距離欣賞

海洋生物及藝術創作之美。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八卦山郊外踏青賞景趣．美學館蒙

藏風情文物展 

活動日期：6/5-7/28 

活動地點：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首度與美學館

合作，展出蒙藏多元民族文物，搭配展出蒙古

包、藏式帳篷等各類蒙藏生活器物，讓民眾更

真實體驗遊牧民族生活的特色。並搭配展覽舉

辦蒙藏服飾穿戴、蒙古包、藏式帳篷紙雕製作

等活動，讓民眾想像體驗生活於草原、高原上

多元族群文化特色。 

特展名稱：黑潮 | 逆流-台灣當

代水墨新世代意象展 

特展地點：彰化生活美學館第三

展覽室 

特展日期：7/17-8/25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

學系首度合作辦理「黑潮 | 逆流

-台灣當代水墨新世代意象展」，

由 15位年輕的新世代創作者展現

當代水墨的多元現象。黑潮的豐

富與滋養及逆流的叛逆，呈現出

台灣的前衛與傳統並置，華麗與

俗尚混搭的世代語境。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我與動畫的距離—其實也不遠啊！ 

活動日期：7月 3、4、5日 

活動地點：本館一樓教室 

特展名稱：日用之美－東南亞生活

美學展 

特展地點：B1藝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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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新臺幣伍佰元 

活動對象：國中一、二年級與國小五、六年級 

活動簡介：以社區營造的相關議題為主題，利用

暑期透過逐格動畫的趣味性，與運用影像視覺

技術的特色，擾動青少年對社區生活環境的關

注。 

特展日期：108.5.18-7.3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以「材料美」、「童趣

美」、「生活美」、「音律美」、

「傳統美」、「織品美」等主題串

聯展區，展現東南亞各國與臺灣既

相似又相異的生活工藝、地域美學

與文化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