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宮南院「夏日親子藝術月」邁入第三屆，串聯當期「遠方的戰爭－清宮銅

版戰圖特展」，以「英雄的選擇－誰的勝利？誰的正義？誰的英雄？」為活

動主軸，推出展廳實境解謎、角色扮演戲劇課程、說演故事劇場、多元媒材

創作等，期望再次帶給大小朋友結合知識探索與遊戲互動的豐富體驗。

前兩屆廣受好評的實境解謎，今年將由駱駝商隊的哈哈商人帶領大家穿越時

空，回到18世紀的清帝國與準噶爾汗國邊境，在旅途過程中探索「誰是真正

英雄」的亙古之謎。本年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活動充滿了變數，但我

們也致力回應並服務無法到現場參與的民眾，如實境解謎增加開發線上版，

透過動畫導覽搭配解謎盒，讓大小朋友在家中也能參與體驗。

本年度營隊跨域戲劇教育，邀請到果陀劇場以歷史故事情境及肢體動覺為出

發，引領學童在遊戲中扮演及模擬，經由化身建構、換位思考，培養以多元

史觀思維理解事件的能力。親子觀眾可共同參與的工作坊，包含壓克力拼貼

畫創作、利樂包凹版畫創作、中西合璧繪畫創作等，在課程設計允許的情況

下，部分轉為線上教學，實體課程則延後視疫情趨緩狀況開放報名參與。而

呼應今年度特展的「戰爭」主題，活動也特別規劃與無國界醫生合作，舉辦

「地圖松」線上工作坊，邀請民眾一同參與，為人道救援貢獻一份心力。

防疫也如同一場戰爭，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早日迎來和平的一天。祝福大

家都擁有健康平安及快樂充實的暑假時光。 

關於夏日親子藝術月
「夏日親子藝術月」希望帶領孩子發現藝術是遊戲、

是生活，是吸引他們探索世界，並思考歷史及當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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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9/25（六）至 9/26（日）

地圖松工作坊

8/15（日）14:00- 16:00
   

親子創意大考驗
手作料理線上徵件

8/ 4 （三）至 8／11（三）
親子似顏繪

8/ 7 （六）至 8／  8  （三）
    二樓大廳

  線上活動 壓克力拼貼畫創作

8/ 7  （六）14:30-16:20

9/11（六）14:40-16:30

　兒創教室

《疫情下的英雄》

利樂包凹版畫創作

8/14（六）13:30-16:30

9/18（六）13:30-16:30

　兒創教室

《版畫裡的戰士》

角色扮演戲劇課程

8/22 （日）13:30-16:00

8/28 （六）13:30-16:00

　兒創教室

《英雄的選擇》

說演故事劇場

9/11（六）13:30-14:30

    兒創教室

《夜襲格登山大營》
中西合璧繪畫創作

8/29 （日）13:30-16:00 

9/19 （日）13:30-16:00

　兒創教室

《百駿總動員》

地圖拼貼創作

8/21 （六）14:00-16:00

9/12 （日）14:00-16:00

　兒創教室

《旋轉世界》

親子藝術工作坊

故宮南院實境解謎

09:00-17:00｜各展廳
每日09:00、13:30
　二樓服務臺限量發放
       搭配線上版導覽影片

明信片集章

每日09:00、13:30
　二樓服務臺限量發放

全期活動

國中組
9/25（六）至 9/26（日）

主題營隊
穿梭歷史的小小戲劇家

國小組
9/ 4  （六）至 9/ 5  （日）

　

        故宮南院全院區

地圖松工作坊

8/15（日）14:00- 16:00
   

公益活動

  線上場

  線上場

  線上場

親子創意大考驗
手作料理線上徵件

8/ 4 （三）至 8／11（三）

親子似顏繪
8/ 7 （六）至 8／  8  （日）
    二樓大廳

父親節主題活動

  線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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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程視疫情趨緩狀況開放報名，
   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線上報名南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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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3歲以上；8歲以下學童建議由家長陪同

活動全期開館時間皆可參與，每日09:00、13:30

於博物館二樓服務臺發放限量明信片（每人限領1份）

博物館內及親子互動遊憩區

適合年齡：

參加辦法：

活動地點：

哈哈商人穿梭在清準兩國間貿易。跟著他的足跡在博物館各地尋找駱駝集章臺，

集滿5個紀念章，即可兌換紀念品1份！

達瓦齊大汗

阿玉錫

準噶爾汗國

乾隆皇帝

清帝國



注意事項 

千百年來，戰爭與和平輪替不息，一個帝國最輝煌的年代，常也是
最殘酷事件展演的舞臺。
時空入口即將開啟，你將化身中亞商人，遊走在兩國邊境，聽到來
自各方的聲音。盡可能記錄下來吧，為後世留下隻言片語，最終我
們會發現，什麼才是真正的英雄事蹟……。

適合年齡 : 7歲以上；10歲以下學童建議由家長陪同

遊戲時間 : 約1至1.5小時，視玩家遊戲過程而定

遊戲地點 : 博物館各展廳；線上版請搭配活動網站中的導覽影片解謎 

注意事項 : 本遊戲鼓勵親子互動、團隊合作，建議以2至3人為一組，每組一盒。
      請珍惜學習資源，讓更多觀眾有機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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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營隊
英雄如何做選擇？你的英雄也是我的英雄嗎？

本年度營隊將帶領孩子們穿越歷史時空，在情境扮演及戲劇遊戲中，經由化身建

構、換位思考，培養以不同角度理解同一事件的多元史觀思維。活動包含展廳導

覽及實境解謎、想像力暖身及角色模擬、夜間環境劇場、創作及成果發表等精彩

內容。

實境解謎、想像力暖身、戲劇遊戲、夜間環境劇場、創作及成果展示國小組

實境解謎、意識學暖身、慢調角色模擬、劇場打鬥的力與美、創作及成果展示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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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狀況調整，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國小組 9-12歲（三至六年級）、國中組 13-15歲（七至九年級）

國小組 9/4（六）至 9/5（日）、國中組 9/25（六）至 9/26（日）

故宮南院全院區

果陀劇場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本活動免費，惟需繳納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整，全程參與2天1夜

課程方可全額退還。

適合年齡 : 

活動期間 : 

活動地點 :

講        師 :

報名方式 : 

注意事項 : 



親子藝術工作坊

《夜襲格登山大營》說演故事劇場

當期特展所展出之銅版畫《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山斫營圖》中，描繪乾隆

二十年（1755），阿玉錫夜率精騎二十二人，成功突襲準噶爾汗達瓦齊格登山大營

的情形。本活動邀請具有多年說故事經驗的陸爸爸，搭配手偶道具，為大小朋友說

演此一重點展件中的精采故事。

6歲以上學童及其家長

9/11（六）13:30-14:30（兒創教室）

陸爸爸說演故事劇場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適合年齡：

活動時間：

講        師：

報名方式：

《疫情下的英雄》壓克力拼貼畫創作

新冠病毒的猛烈襲擊如同開啟一場戰爭，影響了你我的生活。在這場戰爭中，有一

群人默默地築起防衛城牆，為守護生命與健康而戰。本活動以「疫情下的英雄」為

題，引領大小朋友以壓克力顏料及膠膜等多元媒材進行創作，同時也向自己心目中

的英雄致敬。

6歲以上學童及其家長

8/ 7  （六）14:30-16:20（線上場）

9/11（六）14:40-16:30（兒創教室）

蕭宇珊／鄧羽茹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課程使用壓克力顏料作畫，請穿著不怕弄髒之衣物。

適合年齡：

活動時間：

講        師：

報名方式：

注意事項：

本活動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狀況調整，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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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齡：

時間地點：

講        師：

報名方式：

注意事項：

《英雄的選擇》角色扮演戲劇課程

適合年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講        師：

報名方式：

9至12歲學童

8/22（日）13:30-16:00

8/28（六）13:30-16:00

兒創教室

兔兒漫兒童劇團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黑水圍解圖》描繪乾隆二十四年（1759），兆惠將軍所

部在葉爾羌城外受困，堅持至援軍抵達後突圍的過程。本活動以此故事為出發，透過

不同陣營的角色扮演及攻防戰戲劇遊戲，引領學童認識歷史及練習換位思考，並在分

組討論中發想故事多元結局，以同理心、思考力、想像力，探索「歷史上的英雄」課題。

《版畫裡的戰士》利樂包凹版畫創作

8歲以上；12歲以下學童建議由家長陪同

8/14（六）13:30-16:30（線上場）

9/18（六）13:30-16:30（兒創教室）

Texture版畫工作室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課程中將使用機器印製，操作時須由家長陪同。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系列銅版畫，是清乾隆皇帝為紀念戰功，命郎世寧等畫

家繪成圖稿後遠送法國，以蝕刻銅版方式製作而成，畫面極為精細。本課程將帶領

大小朋友認識凹、凸、平、孔版等不同版種的差異，並以簡易、好玩又環保的方式

完成一幅凹版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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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以上；10歲以下學童建議由家長陪同

8/29（日）13:30-16:00

9/19（日）13:30-16:00

兒創教室

鄒保禛（繪葉書工作室）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適合年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講        師：

報名方式：

經歷清帝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傳教士畫家郎世寧，將擅長的西洋寫生技法與中

國繪畫相融合，以中西合璧方式成就許多精彩畫作。本活動以郎世寧所繪的駿馬為

題，引領大小朋友認識東西方繪畫的各自特色，並以寫意、寫實或自創畫法，創作出

自己獨一無二的駿馬圖。

《百駿總動員》中西合璧繪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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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世界》地圖拼貼創作

地圖的中心是哪裡？遠方是誰的遠方呢？

本活動以院藏《坤輿全圖》為開端，並介紹現代地圖設計元素，引導學童透過不同

地圖看世界。再以撕、剪、黏等方式，拼貼創作出一幅屬於自己的生活地圖。

6歲以上學童及其家長

8/21（六）14:00-16:00

9/12（日）14:00-16:00

兒創教室

陳姝里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適合年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講        師：

報名方式：

本活動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狀況調整，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一年一度的父親節，一起大展廚藝吧！

以故宮南院或文物為主題，一同完成創意料理。不論是點心、餐點、飲品

均可，可以透過顏色、形狀及內容特色做發揮，創意無極限！

主題活動 

親子創意大考驗  
手作料理線上徵件

8/4（三）10:00 至 8/11（三）23:59

親子一同與完成料理合照，上傳至故宮南院臉書專頁

之活動貼文下方，並寫下簡短創意理念，就有機會獲

得故宮精品小物。

徵件期間 : 

參與方式 : 

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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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南 院 臉 書

完成故宮南院實境解謎，即有機會獲得

藝術家現場繪製Q版親子畫！

活動時間：8/7（六）、8/8（日）
   10:00-12:00，14:00-17:00
活動地點：二樓大廳
備        註：每小時限定5組
  

父刻回憶–親子似顏繪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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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當期「戰爭」主題特展，本活動與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SF)

合作，邀請對地圖繪製或人道救援有興趣的民眾一同參與，以雲端繪圖的方

式，為前線醫療人道救援貢獻一份心力。

13歲以上，具備網路資料搜尋等基礎資訊力

8/15（日）14:00-16:00（線上活動）

無國界醫生

線上報名，系統抽籤

需自備可上網之電腦，並建議在順暢的網路環境下操作

適合年齡：

時間地點：

講　　師：

報名方式：

注意事項：

如何進行？

世界各地的義工根據衛星

圖像在「開放街圖」平台

上繪製地圖

第一步

項目地的義工根據當地的實際

狀況修改地圖，如加上社區、

街道名稱和疏散中心等

第二步

人道救援組織利用地圖上的訊息

規劃減少災害及回應災難的前線

救命行動 

第三步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地　　址：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 號
服務專線：（05）3620777

自行開車

高鐵嘉義站至故宮南院
1. 故宮南院高鐵免費接駁車【約 10－15 分鐘車程】
週二至週日 08:45－16:45，每1小時一班
乘車地點：高鐵嘉義站 2 號出口
 
2. 於高鐵站轉乘公車

 3號出口：BRT 7212
2號出口：106 台灣好行故宮南院線、166高鐵嘉義站－鹽水
      168 西濱快捷線、7235北港－高鐵嘉義站

 

  

  

 

搭乘 BRT 7212 直達故宮南院
搭乘 BRT 7211至高鐵嘉義站轉乘免費接駁車或公車

停車及園區接駁

嘉義火車站／轉運站至故宮南院

南側停車場（由故宮大道進入）
小客車每次50 元；機車每次 10 元。
可至遊客中心搭乘免費接駁巴士，或步行至博物館（約 10 分鐘）。

■ 身心障礙車輛持相關證件免費，如需無障礙接駁服務，請撥

■ 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05）3627568。

大眾運輸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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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博物館園區：國立故宮博物院南北院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臺灣

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奇美博物館、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愛臺灣博物館卡
持「愛臺灣博物館卡」，全臺9館（19園區）可免費入館，

並享有特展優惠及活動搶先預約。

一般年卡 650元 / 一般季卡 400元 兒少年卡 450元 / 兒少季卡 300元

更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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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院 官 網

■ 本活動配合新冠肺炎疫情趨緩狀況調整，最新訊息請見故宮南院官方網站。

活動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服務專線    （05）3620777

開放時間 每日 09:00 至 17:00（每週一休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