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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區活動議程表 

一、 北區 

日期地點 108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臺北市立大學 博愛校區 

時間 流程 地點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公誠樓 2F 

第 3 會議室 

9:00~9:10 
開場迎賓表演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直笛隊 

9:10~9:20 

開幕式—致歡迎詞、大合照 

李毓娟 副司長／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趙惠玲 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9:20~10:20 頒發證書與贈書儀式 

10:20~10:5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概覽與執行項目 

主講人：趙惠玲 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10:50~11:30 
「跨域美感實驗室」課程模組概覽 

主講人：黃純敏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11:30~12:0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經費與執行期程 

主講人：李其昌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G302 

G303 

G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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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 課程設計實務及增能工作坊 

依階段參與 
【國小階段】 

公誠樓 第 2 會議室 

【中等階段】 

公誠樓 第 3 會議室 

13:30~14:20 

(含 15 分鐘

Q&A) 

課程設計與實務 

〈海洋中的不塑之客〉 

引言人：林小玉 院長／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主講人：饒詠婷 老師／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國小部 

課程設計與實務 

〈Yes，we can〉 

引言人：莊敏仁 院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主講人：陳瀅如 教務主任／ 

臺北市立五常國中 

14:20~15:10 

(含 15 分鐘

Q&A) 

增能工作坊 

〈從藝術中培養數感〉 

引言人：陳韻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

文教學研究所 

主講人：賴以威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增能工作坊 

〈數位遊戲學習與教學〉 

引言人：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主講人：洪榮昭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  

15:10~15:20 茶敘 第 3 會議室 

15:20~15:40 交流時間 第 3 會議室 

15:40~16:20 

【綜合座談】 

黃純敏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林小玉 院長／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李其昌 副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高震峰 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莊敏仁 院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陳韻文 副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陳淳迪 主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全體與會來賓 

第 3 會議室 

16: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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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區 

日期地點 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時間 流程 地點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B1 

演講廳 

9:00~9:10 
開場迎賓表演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絃樂團 

9:10~9:20 

開幕式—致歡迎詞、大合照 

與會長官致詞 

莊敏仁 院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9:20~10:20 頒發證書與贈書儀式 

10:20~10:5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概覽與執行項目 

主講人：林小玉 院長／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10:50~11:30 
「跨域美感實驗室」課程模組概覽 

主講人：高震峰 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11:30~12:0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經費與執行期程 

主講人：陳韻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B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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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 課程設計實務及增能工作坊 

依階段參與 
【國小階段】 

B1 演講廳 

【中等階段】 

B1 簡報室 

13:30~14:20 

(含 15 分鐘

Q&A) 

課程設計與實務 

〈從「青春記事本」到「陪著孩子

有效學習」〉 

引言人：莊敏仁 院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主講人：黃哲偉校長／ 

臺中市福陽國小 

課程設計與實務 

〈校園寶可夢/用五感體驗生命的

美〉 

引言人：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主講人：張澤平老師／ 

國立竹東高中 

14:20~15:10 

(含 15 分鐘

Q&A) 

增能工作坊 

〈跨領域美感教育中的舞蹈體驗〉 

引言人：陳韻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

教學研究所 

主講人：劉淑英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增能工作坊 

〈歌曲創作教學中的素養導向及運

算思維課程設計〉 

引言人：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主講人：蘇峰立 學務主任／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中國中部 

15:10~15:20 茶敘 B1 會議室 

15:20~15:40 交流時間 B1 演講廳 

15:40~16:20 

【綜合座談】 

莊敏仁 院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高震峰 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陳韻文 副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全體與會來賓 

B1 

演講廳 

16: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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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區 

日期地點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時間 流程 地點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行政大樓 

10F 

國際會議廳 

9:00~9:10 
開場迎賓表演 

國立屏東大學音樂系雙小提琴 

9:10~9:20 

開幕式—致歡迎詞、大合照 

與會長官致詞 

趙惠玲 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9:20~10:20 頒發證書與贈書儀式 

10:20~10:5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概覽與執行項目 

主講人：趙惠玲 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10:50~11:30 
「跨域美感實驗室」課程模組概覽 

主講人：黃純敏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11:30~12:00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經費與執行期程 

主講人：陳淳迪 主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2:00~13:30 午餐 

6F 

第四會議室 

第五會議室 

10F 

接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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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 課程設計實務及增能工作坊 

依階段參與 
【國小階段】 

10F 國際會議廳 

【中等階段】 

6F 第三會議室 

13:30~14:20 

(含 15 分鐘

Q&A) 

課程設計與實務 

〈分享 vs.共學，最美〉 

引言人：陳韻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

文教學研究所 

主講人：鍾千昭老師、黃慧慈老師／ 

高雄市旗山國小 

課程設計與實務 

〈發現你的文案力〉 

引言人：陳淳迪 主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 

主講人：方姿文老師、洪慧霖老師／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14:20~15:10 

(含 15 分鐘

Q&A) 

增能工作坊 

〈師培課程跨領域美感教育探索〉 

引言人：黃純敏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系  

主講人：伍鴻沂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增能工作坊 

〈數位遊戲學習與教學〉 

引言人：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主講人：洪榮昭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  

15:10~15:20 茶敘 
10F 

接待室 

15:20~15:40 交流時間 
10F 

國際會議廳 

15:40~16:20 

【綜合座談】 

黃純敏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李其昌 副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高震峰 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陳韻文 副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陳淳迪 主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全體與會來賓 

10F 

國際會議廳 

16: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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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概覽與執行內容 

一、 本期計畫理念與目標 

  ▎圖一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三期三階段執行理念進程 ▎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啟動，臺灣教育改革走向新的里程

碑。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本計畫自許成為美感教育的卓越領航者，擴充並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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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成

果，持續深耕於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面向，並以輔導與推廣為本階

段計畫之主軸，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建構更全面而永續

的跨領域美感教育樣態。 

▎圖二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願景 ▎ 

 

  依循前期計畫實驗之成果與建議回饋，擬定本期計畫之五大

發展目標如下。 

 

（一） 銜接並推廣跨領域課程之發展 

  以既有之中小學跨領域美感課程為基礎，推廣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綱之跨領域課程教學與學習體驗之方法與策略。橫向整

合縱向深化，發展各教育階段不同學科之跨領域美感課程，全面

普及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理念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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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紮根跨領域美感課程旗艦基地 

  透過組織師資培育大學之跨領域美感團隊，提供在地系統跨

領域美感課程知能，垂直連貫各學習階段之教師，能循序漸進地

提升教學品質與美感素養。運用旗艦基地成為各縣市跨領域美感

課程發展的軸心，並結合在地文化與價值，達到師資培育大學專

業實踐。 

（三） 建構跨領域美感課程實踐模組 

  辦理全國性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遴選，建立各教育階段各學

科之模組，成為跨領域美感課程典範。促進教學團隊跨領域專業

知能成長，逐步擴展至各學科教學資源的整合，使美感教育普及

於生活中無所不在。 

（四） 串聯各機構跨領域美感資源 

  連結縣市機構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擴展跨領域課程政策成

效；協作師資培育機制開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厚實跨領域美

感教育深度；偕同藝文館所與民間機構推動跨領域美感教育，整

合社會人力與資源；連結央團與縣市藝文深耕落實跨領域美感訪

視，建立多元教師社群。共推國家重要教育政策之資源整合。 

（五） 整合跨領域美感素養生活運用 

  辦理跨領域美感教育成果發表，提升跨領域課程研究之視野

預期成果，並出版課程相關宣傳資源，全面性宣導跨領域美感教

育，全面性行銷推廣跨領域美感課程，整合教育之多面及落實全

民美感素養，以利永續發展跨領域美感教育之全面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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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體執行方針 

  ▎圖三 跨領域美感卓越領航計畫總體執行方針 ▎ 

本計畫總體執行規劃如圖三，其中包含五項領導方針，將持續前

期的執行深度和力度，並採取更多相應的執行策略，實現跨領域美感

教育的最優化、穩定化與永續發展，以下為五項方針及施行方式： 

（一） 縱向深化及橫向整合，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跨領域

課程政策 

1. 深化學生學習經驗，垂直連貫各學習階段之跨領域美感教育。 

2. 橫向整合縱向深化，研發各教育階段各學科之跨領域美感課程。 

3. 組織師資培育大學跨領域團隊，提供在地支持系統強化跨

領域美感課程知能。 

4. 縝密連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普及素養導向之跨領域美

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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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全國性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遴選跨領域美感教育之典範 

1. 學生學習方面，建構跨領域美感教育評量以檢視學習成效。 

2. 課程方案方面，遴選優質跨領域美感課程作為課程模組。 

3. 教學團隊方面，遴選優質跨領域美感團隊促進教師專業知能。 

4. 行政團隊方面，遴選傑出跨領域美感學校團隊為美感學校典範。 

 

（三）串聯各機構跨領域美感機制，共推國家重要教育政策之資

源整合 

1. 偕同國教院與縣市機關辦理國際學者講座、跨領域美感課程

工作坊等擴展跨領域課程研發成效。 

2. 偕同師資培育機關開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厚實跨領域美

感教育深度。 

3. 偕同藝文館所與藝文機構推動跨領域美感教育，整合社會人

力資源。 

4. 連結央團與縣市藝美深根落實跨領域美感資源整合，建立多

元教師社群。 

 

（四）推動教師國外參訪進修，提升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國際視野 

1. 遴選優秀合作學校教師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美感教育工作教

師國外進修參訪，體驗國際美感教育趨勢，促進教師增能

並達推廣跨領域美感計畫之目的。 

2. 藉由美感教育工作教師國外進修參訪活動，提供教師在職

增能之管道，並於參訪中體驗校園進班觀課、觀摩，培養

教師第一線的美感教育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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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當地藝文美學據點巡禮及街區踏查，以攝影、文字等方

式記錄與報告，帶回真實異國美感體驗。 

4. 辦理國際交流經驗分享會，將經驗融入研發跨領域美感課

程方案中。 

 

（五）多元化發展宣導與推廣，永續跨領域美感教育之全面紮根 

1. 辦理優良合作學校教學觀摩，擴大宣傳跨領域美感教育的

實踐經驗。 

2. 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成果發表，推廣多元學習歷程及落實

全民美感素養。 

3. 建立跨領域美感教育線上平臺，豐厚跨領域人才課程諮詢

輔導。 

4. 出版跨領與美感課程相關研究，全面性行銷與深化跨領域

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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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合作單位工作項目 

本計畫各單位實務工作規畫如下圖： 

▎圖四 跨領域美感卓越領航計畫實務工作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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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子學校工作項目 

種子學校執行開發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方案之期程共計四學

期，包含 108 學年度上、下學期，與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

110 學年度則配合參與總計畫會議活動，協助撰寫跨領域美感研

究專輯及推廣跨領域美感計畫成果。工作項目及內涵說明如下： 

（一）推動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1. 跨領域/跨校教師共同備課 

2. 開發並實施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 

3. 聚斂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內涵 

4. 彙集學生學習心得及家長回饋意見 

5. 拍攝課程實施照片及教學成果精華影片 

（二）辦理及參與總計畫相關活動 

1. 辦理區域/校內教師增能工作坊/研習會議 

2. 辦理區域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3. 參與總計畫/師培大學辦理之教師研習營/培訓活動 

4. 繳交成果光碟 

5. 年度結報作業（學年度結束後辦理，依函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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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子學校工作項目表 

下表為種子學校「一學期」之工作執行項目，請於每學期末課程執行完畢後彙整

繳交（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繳交期限為 109 年 1 月 31 日，第二學期繳交期限為 109

年 7 月 17 日），並製作電子檔案光碟。 

工作 

內容 
項目 格式/說明 數量 

1.推動

跨領域

美感課

程模組 

1. 跨領域/跨校教師共同備課 會議記錄、含照片/須兩位教

師以上共同備課 

至少 1

次 

2. 開發並實施跨領域美感課

程方案 

至少三節課之教學方案 1 件 

3. 聚斂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內涵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檢核表 1 件 

4. 彙集學生學習心得及家長

回饋意見 

挑選具代表性並能呈現跨領

域美感課程精神者，另可以

訪談方式收錄於教學成果精

華影片 

至少 10 件 

5. 拍攝課程實施照片及教學

成果精華影片 

照片每張 1920x1080 像素

以上，縮圖放入教學方案格

式並另提供原始 jpg 檔案； 

影片解析度 1080P 以上，長

度 5~10 分鐘 

照片至少

20 張/ 

影片至少

1 支 

2.辦理

及參與

總計畫

相關活

動 

1. 辦理區域/校內教師增能工

作坊/研習會議 

會議記錄/ 

每場含 4~6 張照片 

至少 1

場 

2. 辦理區域課程觀摩/公開分

享會 

至少 1

場 

3. 參與總計畫/師培大學辦理

之教師研習營/培訓活動 

視活動性質，每場至少 1 位

教師出席參與 

出席參與 

4. 繳交成果光碟 包含上述各項資料 1 份 

5. 繳交收支結算表（學年結

束後繳交） 

依函文規定辦理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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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記錄表與簽到表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學年度上學期種子學校會議記錄 

學校名稱  

會議性質 增能工作坊/研習 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共同備課 其他                  

主題  

時間  地點  

主講人 

簡介 

 

參與人員  

內容記錄（約 200~500字） 

 

心得與回饋（約 300字） 

 

照片縮圖（至少 4~6張照片與圖說，並另提供原始照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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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學年度__學期種子學校簽到表 

會議主題： 

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 (請詳填會議起訖時間) 

序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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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影片檢核表 

檢核

層面 
檢 核 重 點  

自我

檢核

評估 

（V） 

備註 

課程 

內涵 

1. 課程資訊  

包含：學校名稱、課程名稱、授課時

間、授課教師、授課年級、參與學生

輔以文字說明。 

2. 課程結構  
跨領域美感課程概念說明、課程結構

完備。 

3. 課程樣貌  
多元、整合、創新。照片或影片呈現，

輔以文字說明。 

教學 

歷程 

1. 教學準備  教師共備、工作坊。 

2. 教學實施  授課情況、學習單、學習過程。 

3. 教學成果  課後反思、成果展演、心得訪談。 

4. 其他參與或辦理活動  參與課程之相關活動或人員回饋。 

美感

元素 

1. 創意性     影片整體之創意性。 

2. 邏輯性  影片整體之邏輯性。 

3. 節奏感  影片與音樂搭配之影像節奏。 

4. 解析度、畫質、音質  解析度 1080P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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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種子學校計畫經費說明 

（一） 法規依據 

1. 核結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2. 經費編列依據： 

 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修正規定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3. 交通費補助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二） 補助原則 

種子學校共通補助原則如下： 

1. 各年度核定經費上限 12 萬元，依函定期程及格式編列【全學

年工作計畫書】及【經費表】（需核章），並請各校主計室協助

審閱後函送。 

2. 各校經費皆為「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一級用途別之「業務費」項下，執行期程內各項目得互相勻用，

上學期經費得流用至下學期。若有經費預算表未列之項目，或

完全不使用之項目欲勻用至其他項目，需函文辦理經費變更

後始得使用。 

3. 除上述法規與原則外，縣市轄屬種子學校須依照各縣市經費

相關規定辦理。 

4. 撥款期程依教育部及各縣市行政流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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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市立學校經費相關流程 

1. 請款流程：上學期 

 

6月

各校編列

全學年計

畫及經費

函送縣市

計畫書與

經費明細

一式3份

7月

縣市審閱

後彙整至

臺師大

臺師大審

核報部

各縣市轉發

核定文至各校

各校隨函檢送

領據至縣市政

府請款

縣市政府撥款

至各校

1/17前

各校繳交

上學期執行

成果報告

送至臺師大

成果報告及

成果光碟

臺師大評核

各校執行成

果報部備查

2. 請款流程：下學期 

 

審核通過

函知各校

各校隨函檢送

領據至縣市政

府請款

縣市政府撥款

至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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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費核結流程 

校內程序

變更

10/15前

4/15前

函送至

縣市政府

審核

•公文

•計畫規劃書

•原核定經費表

•調整後經費表

•經費調整對照表

統一彙整

至臺師大

審核

變更後

資料報

部備查

3. 變更經費流程 

 

 

7月

校內核結

8/15前

函送至縣市政

府及臺師大

•公文

•成果光碟

•結案報告書

•收支結算表

•結餘款支票

繳回臺師大

彙整後資料

報部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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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私立學校經費相關流程 

1. 請款流程：上學期 

  

6月

各校編列

全學年計畫

及經費

函送臺師大

計畫書與

經費申請表

一式2份

7月

臺師大彙整

後報部審核

審核通過

教育部行核

定文至各校

各校隨函檢

送6萬元收據

至臺師大

臺師大撥款

至各校

1/17前

各校繳交

上學期執行

成果報告

送至臺師大

成果報告及

成果光碟

臺師大評核

各校執行成

果報部備查

3. 請款流程：下學期 

 

審核通過

臺師大函知

各校請款

各校隨函檢

送6萬元收據

至臺師大

臺師大撥款

至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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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費核結流程 

校內程序

變更

10/15前

4/15前

函送至

臺師大審核

•公文

•計畫規劃書

•原核定經費表

•調整後經費表

•經費調整對照表

變更後資料

報部備查

3. 變更經費流程 

 

 

7月

校內核結

8/15前

函送至臺師大

•公文

•成果光碟

•結案報告書

•收支結算表

•結餘款支票

繳回臺師大

彙整後資料

報部結案

餘款統一 

繳回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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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變更計畫規劃書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學年度 經費變更計畫規劃書 

壹、 執行項目與內容 

(一) 課程方案 

學校名稱 
 

執行教師 
 

教學名稱 
 

跨領域學科 
 

 藝術學科 
 

執行班級  執行堂數  

教學內容  

實施成果  

預期產出  

(二) 增能工作坊－第一場 

主 題  

講師簡介  

參與人數  

時 間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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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能工作坊－第二場 

主 題  

講師簡介  

參與人數  

時 間  地 點  

貳、 經費需求 

變更項目 變更項目說明 

 
 

 
 

 
 

新增項目 新增項目說明 

  

  

  

 
經費檢附文件： 

□ 公文 

(縣市轄屬學校函送至縣市政府，國私立學校函送至臺師

大) 

□ 調整後經費明細表(須核章) 

□ 經費調整對照表(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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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經費變更公文（範例）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函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5日 

發文字號：北一女教字第 1088008888 號 

速別：普通件 

附件：變更計畫規劃書、經費調整對照表、經費明細表 

 

主旨：有關本校執行「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學年度經費變更一案，請鑒核。 

 

 

說明： 

一、 依鈞局 108年 9月 15日北市教國字第 1080000000

號函辦理。（經費核定文函號） 

二、 為利於本校執行旨揭計畫，經費項目依實際執行需

求，於總經費不變下循校內程序變更調整。 

三、 隨函檢附經費變更計畫規劃書、經費調整對照表及

調整後經費明細表。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本校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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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調整後經費明細（範例）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明細 

 種子學校 
申請單位：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範例） 

計畫期程：108年 8月 1日至 109年 7月 31日 

計畫名稱：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種子學校補助款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2 節 

6,000 

一、 舉辦 2場增能工作坊、講座所使用的

講師費用，一場兩節。依據「講座鐘

點費支給表」，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支

給上限為 2,000 元，教育部隸屬學校

機關人員 1,500 元，內聘主辦機關、

學校人員支給上限為 1,000元。 

二、 於正規課程外時間辦理進班施作、共

備課程等，為撙節經費，每節(次)支

給 400元費用，並依實際參與教師人

數核實支給。(講座鐘點費與指導費/

出席費不得重複支領) 

1,000 2 節 

400 40 節 16,000 

鐘點費 
400 

(高中) 
80 節 32,000 

一、 提供執行本計畫之教師參與計畫相關

會議、增能活動等之減授鐘點。以每學

期 20 週，每週 2節計算，兩學期共 80

節。 

二、 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高級中等學校每節

400元。國民中學每節 360元。國民小

學每節 320元。 

三、 鐘點費與講座鐘點費不得重複支領。 

講座助理費 1,000 2 節 2,000 

講座所使用的講師助理費用，費用為講座鐘

點之 1/2。 

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主持費 2,000 2 人 4,000 舉辦 2場工作坊所使用的主持費用。 

出席費 400 60 節 24,000 

於正規課程外時間辦理進班施作、共備課程

等方可支領，為撙節經費，每節(次)支給

400元費用，並依實際參與教師人數核實支

給。(講座鐘點費與指導費/出席費不得重複

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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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剪輯費 6,000 1 式 6,000 
提供合作學校紀錄各項計畫相關活動及課

程歷程影片之剪輯費用，核實支應。 

工作費 150 16 2,400 

一、 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

基準辦理，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

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二、 辦理 2 場增能工作坊及協助計畫彙整

資料等相關行政事務。粗估需 16 小

時。 

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費 
92,400 

1.91

% 
1,765 

講座鐘點費、鐘點費、講座助理費、主持費、

指導費/出席費、撰稿費、編稿費、圖片使

用費、設計完稿費、影片剪輯費、工作費/

工讀費之二代補充保費。 

膳費 80 60 人 4,800 
提供課程觀摩當中總計畫團隊、訪視委員、

各校方觀摩人員之餐點費用。 

短程車資費 200 2 趟 400 提供講師之來回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辦理，核實支給。 
國內旅費 1,500 2 趟 3,000 

場地布置費 4,000 1 式 4,000 提供 2場講座之佈置費用 

教學材料費 6,000 1 式 6,000 
提供合作學校辦理計畫相關課程及業務之

教學材料費。 

印刷費 4,000 1 式 4,000 
提供合作學校辦理計畫相關課程及業務之

印刷費用。 

雜支 3,635 1 式 3,635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執行計畫相關之公務費

用均屬之，如購買文具用品、郵資、線材、

光碟壓印、光碟、電子紙張、其他等。 

合  計   120,000 以上各項經費均可勻支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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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調整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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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種子學校評核機制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種子學校評核要點 

壹、 依據 
教育部 108年 2月 15日臺教師（一）字第 1080006032號函核

定辦理。 

 

貳、 目的 
為了解種子學校計畫執行效益，強化跨領域美感計畫推動效能，

並評定各學年度合作學校名單。 

 

參、 評核時機 
一、定期：於每學期末繳交計畫執行相關資料後實施。 

二、不定期：於執行計畫期程中，由師培（合作）大學、總計畫團隊

及地方政府等評估各項工作執行效益、配合度及推廣效能等。 

 

肆、 評核結果及應用 
評核結果將於資料繳交後一個月內公布，並列為次年度經費補助

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一、種子學校合於下列條件者，列為執行特優學校，約占總學校數

10~15%，優先列入次年度補助名單，並由教育部函請主管機關建

請學校敘獎、頒發教育部獎狀、公開表揚、媒體曝光等。 

（一）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符合計畫宗旨，並能呈現校本特色，體現

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者。 

（二）成果照片與影片符合檢核標準，並能兼顧美感元素，具有推動

價值者。 

（三）種子學校主辦之工作坊、研習活動，能切合計畫主旨，並確實

達到地區推廣成效者。 

（四）經費項目妥善規劃，學期總執行率達 90%以上者。 

（五）積極配合本計畫相關活動，樂於並確實公開教學成果及進行經

驗分享者。 

（六）確實於執行期程內完成各項工作並如期繳交資料者。 

 

二、種子學校合於下列條件者，列為執行優等學校，列入次年度補助

名單，並酌情由教育部函請主管機關建請學校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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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大致符合計畫宗旨，並能體現十二年國教

課綱精神者。 

（二）成果照片與影片大致合乎檢核標準，並能詳實記錄者。 

（三）種子學校主辦之工作坊、研習活動，能符合教師增能需求者。 

（四）經費項目確實規劃，學期總執行率達 70%以上者。 

（五）配合本計畫相關活動，確實公開教學成果及進行經驗交流者。 

（六）於執行期程內完成各項工作並繳交資料者。 

 

三、種子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個別通知並加強輔導，視次學期

改善之執行狀況，列入次年度補助考量中。 

（一）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符合計畫宗旨。 

（二）成果照片與影片未符合計畫宗旨。 

（三）未依照規定期程完成工作，或實際內容與計畫目的不符者。 

（四）浮報經費項目，或學期總執行率未達 70%者。 

（五）未能參與本計畫相關活動，且難以聯繫者。 

（六）資料繳交缺漏或延宕，且不願配合輔導改善執行狀況者。 

 

伍、 種子學校更動 
種子學校無法繼續執行之條件與遞補事項說明如下： 

一、種子學校若無法繼續執行計畫，本計畫得選取學校遞補之。 

二、種子學校主動放棄資格，請於各年度 6月 30日前檢具切結書函送

至本計畫團隊；餘款繳回程序由各主管機關訂定之。 

三、遞補學校須符合下列條件至少一項： 

（一）108年種子學校遴選備取學校。 

（二）經地方政府、師培（合作）大學委員或本計畫推薦者。 

（三）熱心實踐與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相關課程者。 

（四）積極參與各區種子學校、師培（合作）大學及本計畫主辦之增

能與推廣活動者。 

（五）其他符合本計畫「種子學校遴選辦法」之條件與執行計畫需求

者。 

 

陸、 評核委員 
由總計畫團隊、師培委員及執行計畫相關人員籌組之。 

 

柒、 實施 
一、 以上各項檢核標準由本計畫另定之。 

二、 本要點自公告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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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內涵 

一、 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發循環 

計畫實施時，由種子學校藝術領域教師作為校內跨領域美感課

程啟動者，組成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師團隊，開放性討論課程計畫，

審視跨領域之需求與發展，偕同其他學科領域教師共同開發跨領域

美感教育課程教學方案，並定期辦理增能講座、課程觀摩等教學分

享，共思教育內涵之活化。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發流程如圖五。 

▎圖五 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發循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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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期計畫卓越亮點 

（一）校內外連結 

跨領域美感教育重視領域、科目之間的融通應用，在課程設計

上增廣涵納多方資源，打破課室及圍牆的限制進行全域地考慮，將

生活中靈動的美感融入教學，以將各學科的核心素養深植學生內心。

本期將更加重視校內跨領域共備、校本課程應用、校外社區關懷等

校內外資源應用，深化跨領域美感課程內涵及多元特質，以下列出

5 點校內外連結執行方針供參。 

1. 跨領域之課程方案須由藝術及非藝術學科，複數科目教師共備

設計而成。 

2. 教育跨界，與研究機構、社區、產業、民間組織或個人等進行

合作及互動，連接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3. 與各校內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的趨向。 

4. 瞭解環境樣態，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

程方案。 

5. 媒合不同時間、地域，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培養思

考與批判能力。 

（二）國際視野 

在跨領域美感課程中，具備國際情勢探討、多元文化體驗是必

然的趨勢，本期希望課程不僅具備多元觀點，亦可自周遭向外產生

互惠、交織的連結，從當地、臺灣至國際，成就國際在地化、在地

國際化的目標，因此亦列出以下 5 點執行方針供參。 

1. 具備國際素養：認識全球重要議題、國際文化的多樣性，並

培養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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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積極探究及參與全球議題，具備跨文化反思、溝通

能力。 

3. 瞭解國際跨領域美感教育趨勢，並設計活動增加學生對國家

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 

4. 瞭解本土特色再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增進教學內

涵，實現國際在地化。 

5. 強化美感素養，連結多元文化執行跨域交流或觀摩，產生跨

國界的學習動機，實現在地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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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核心內涵 1.6 版 

 

壹、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定義與類型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定義 

    以「美感」做為藝術學科和其他學科共有的概念，使各領域／

科目的學習與藝術領域產生連結。實施時透過美感元素、藝術媒介、藝

術概念、藝術資源，與表現、鑑賞、實踐等藝術活動，活化、輔助或融

整其他學科之教學。 

二、 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舉例 

1. 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活化其他學科之教

學。 

2. 聚斂其他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發展

融整性課程。 

3. 檢視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的關係，發展包含不同學

科的多元文化等議題課程。 

4. 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包含不同學科之校本課程、特色課

程、彈性課程、主題課程、社區課程等。 

5. 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如跨領域美感走讀等，進行以在地藝

文活動、環境生態、媒材特色等為主軸之表現、鑑賞、實踐等活

動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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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的定義與元件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的定義 

    「模組」是由數個功能不同的元件所組成之具有特殊目的組件。因

此，課程模組包含數個教學功能不同的課程元件，經選擇並加以組合後，

可形成具獨特教學目標的課程方案，連續性的課程方案則形成教學系

統。理想上，當課程模組形成後，若需調整或修正課程方案時，可透過

調整課程元件來達成。「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即是以跨領域美感課程

模組的元件組構而成，為具有機性的課程樣態。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的元件 

（一） 跨領域內涵 

  依據課程目標以及課程類型，所選擇之跨領域／科目的學科知識

內涵，如特定的概念、專題、教學單元，或多元議題、主題等。 

 

（二） 美感元素與美感形式 

  依據課程目標，選擇跨領域／科目可以和美感元素、美感形式連

結的構件發展應用，如創作表現、鑑賞與實踐等藝術活動。 

1. 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    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

題等戲劇或舞蹈元素。 

2. 美感形式構件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

單純、虛實、特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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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領域美感素養 

  依據課程目標，選擇之跨領域美感素養。 

1.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

位和認同。 

2.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

慣 

3.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

於日常生活中。 

4.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5.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

息。 

6.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7.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四） 跨領域核心素養 

依據課程目標，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課綱中選擇對應之藝術

領域核心素養與跨領域／科目核心素養。 

 

（五） 跨領域美感課程構組 

依據課程目標，由所聚斂具跨領域美感特質之課程子元件組成，包含

學習目標、教學活動、教學策略、教材內容與教學資源、學習評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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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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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網站資源與成果 

一、 網站資源 

（一）官方網站：http://www.inarts.edu.tw/ 

包含總計畫介紹、中等學校各學期教案資源、影片資源、相

關表單資源、人才庫等，歡迎師長多加利用。 

 

 

  

http://www.inart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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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ultiaes2015/ 

計畫粉絲專頁內容包含計畫近期活動、各校活動宣傳、校園

主打星課程宣傳等活動訊息，歡迎師長密切關注。 

 

 

  

https://www.facebook.com/multiaes2015/


- 49 - 
 

（三）計畫社團：https://goo.gl/4vyXRq 

計畫社團為不公開社團，社團成員僅包含參加本計畫之師長

及計畫團隊成員，社團內容包含各校活動預告、計畫行政事項提

醒、師長實施計畫之提問等，歡迎師長於社團中踴躍分享與討論

跨領域美感課程。 

請搜尋：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https://goo.gl/4vyXRq
https://goo.gl/Wb9g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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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領域美感專書 

（一）第一期專書 

本計畫於第一期彙整計畫相關產出，與執行跨領域美

感課程之教師合作，出版跨領域美感教育專書《薈美・融

藝：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理論實務》，分為理論篇及實務篇

兩層面，分別探討跨領域美感教育之推展理念與成果。 

 

▎第一期計畫專書封面 ▎ 

 

下載網址：https://goo.gl/4kD7R7 

 

 

https://goo.gl/4kD7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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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專書 

《這堂什麼課—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想像與實踐》集

結第二期執行成果，共分為四冊以及光碟一張，包含中

等階段 I、中等階段 II、國小階段 I、國小階段 II，每冊

內容分為理論篇與實務篇，除合作學校開發課程成果

外，並收錄 2018 年 10 月 4-7 日「義結金蘭．育成美感

—2018 跨領域美感教育國際研討會暨成果展」發表內

容。 

▎第二期計畫專書封面 ▎ 

下載網址：https://tinyurl.com/y6aux5qc  

https://tinyurl.com/y6aux5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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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實務及增能工作坊 

北區／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海洋中的不塑之客〉 

 講師簡介：饒詠婷 老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造形藝術所畢業 

⭐竹大附小美術班教師、合唱團指導老師 

⭐國北教大附小國際交流組長 

⭐國立科學園區實驗中學教師 

⭐新竹交響管樂團團員 

⭐曾參與唱片 demo 錄製、廣告、電影配唱 

⭐僑委會外派巡迴教師，曾外派至越南、印尼、菲律賓、美國、加拿大、南非

等國進行民俗藝術及民俗舞蹈教學 

⭐南ㄧ出版社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編輯委員 

⭐臺北市卓越藝術團隊 

⭐夢的 n 次方藝文組講師 

⭐中國現代與經典、名師之路、千課萬人等全國小學音樂教學觀摩會公開課講

師 

 演講大綱： 

(一) 課程名稱：海洋中的不塑之客 

(二) 創新教學背景 

本團隊老師們以藝術教育為主軸，設計了「海洋中的不塑之客」教

學活動，結合語文、自然、表演藝術、音樂、視覺藝術的學習，希冀藉

由跨領域的統整課程使學生認識海洋、感受海洋。 

(三) 教學目的或能力指標 

1. 閱讀文本，探討文本。 

2. 跨領域式主題教學課程。 

3. 表演活動排練。 

4. 結合海洋與環境議題。 

(四) 創新教學的理念、做法與實施策略 

(五) 課後問卷統計 

(六) 師生的分享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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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國小／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從藝術中培養數感〉 

 

 講師簡介：賴以威 助理教授 

 

臺大電機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數學推廣

平臺「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人。為了介紹數學有趣實用的一面，他寫

作、演講、辦比賽、開設動手做的數學實驗課。獲得第五屆中國菠蘿科

學獎數學獎，關鍵評論網 2017 未來大人物。作品散見於《聯合報》、

《國語日報》、《科學少年》等。著譯有《超展開數學教室》、《超展

開數學約會》、《再見，爸爸》、《葉丙成的機率驚豔》、《Ring of 

the day》、《平面國》。臉譜〈數感書系〉特約主編。 

 

 演講大綱： 

 

數學與藝術密不可分，舉例來說，伊斯蘭寺院中斑斕絢麗的幾何圖

案，象徵著信徒對神祇的虔誠，重複出現的規律鑲嵌圖案，運用大量的

幾何多邊形、對稱等概念。葛飾北齋的經典作品〈神奈川沖浪裏〉中波

濤洶湧的巨浪，符合了碎形的數學概念；梵谷〈星空〉中的螺旋，則精

準捕捉了空氣流動時的紊流效應。藝術家憑藉著天分創作的藝術作品，

再數學家的眼中幻化成一道道公式。本次演講，我們將介紹幾幅藝術作

品中的數學，以及幾項能讓中小學生動手操作的數學藝術課程，再藝術

創作中了解數學，也學會數學紙筆運算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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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中等／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Yes，we can〉 

 

 講師簡介：陳瀅如 主任 

現任臺北市立五常國中教務主任。很愛自造的生活科技教師，會一

點點資訊，認為教學設計跨域是必須的，因為這才是真實生活的樣貌。 

 

 演講大綱： 

(一) 課程名稱：製琴．傳情 

(二) 跨領域科目：生活科技、音樂、理化 

(三) 課程理念與目標：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我們設計發想主題性、跨領域的統整

課程，並融入新興的自造精神，讓美感的陶冶融入生活。 

  自己做一把琴與自己能彈一首歌原屬兩個不同領域科目的能力範

疇。「製琴」與部訂課程中原本就有的生活科技課相關；彈琴「傳情」則

是屬於藝文領域的課程內容：學生要能演奏至少一種樂器。因此我們想：

讓學生自己在生活科技課幫自己做一個能在音樂課演奏的樂器。 

(四) 課程實施歷程： 

  本課程教學時間共計 14 節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生活科技「製

琴」；第二部分為音樂課「傳情」。 

  在「製琴」的部分，一步步從認識原料，到零件，組件，再到成品的

自造歷程，也是將「做中學」的精神徹底落實在教學活動中的最佳證明。 

  在「傳情」的部分，藉由「畢氏音階」來認識弦長與音程，並搭配資

訊軟體的輔助，找出音階。引導學生彈奏簡單歌謠。 

(五) 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師們由下而上發起的跨領域共備，不同的領域學習內容交織而成

的課程設計，最大的受惠者是參與的師生，教學不再是單一面向的能力培

養，而是跨界的統整能力。藉由美感教育的融入，有效涵養學生鑑賞能力，

也能更有人味，帶著這樣的能力立足在未來的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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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中等／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數位遊戲學習與教學〉 

 

 講師簡介：洪榮昭 教授 

 

洪榮昭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講座，同時也是數位遊戲學

習實驗室的主持人。數位遊戲學習實驗室以遊戲學習理論為基礎開發 24

款教育遊戲 App，每款遊戲 App 都蘊含不同知識能力（結晶智慧）及思

考能力（流體智慧）培養的元素。知識力方面涵蓋語文學習、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與綜合學科的知識範疇，而思考能力則包含邏輯思考、推論思考、

擴散性思考、聚斂性思考等各種思考能力的訓練。 

 

 演講大綱： 

 

本演講以教育性數位遊戲為主題，體驗 APP 及 VR 之教育遊戲，並

引導參與者拋棄原有傳統學習模式，嘗試以不同的 APP 及 VR 體驗進而

熟悉遊戲學習理論、遊戲學習設計規劃方法。透過活動的進行去除對於遊

戲舊有想法之體驗活動，藉以引導參與者感受在遊戲中學習的情緒與情

境。有別於紙本教課書，APP 與 VR 技術結合之教育軟體，體驗者可以透

過互動遊戲的方式，挑戰傳統教學模式。透過體驗式學習的目標協助學生

應用基礎知識，並在培訓期間創造更真實的體驗。 

 

本演講將分享遊戲學習案例，以及闡明遊戲式學習之概念，並引導

參與者進行學習遊戲的應用與題目的編撰，透過此演講讓參與者在學習

理論及遊戲設計之整合能力有所提升，且了解編撰學習教材之方式。並讓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得以與教育遊戲結合，發展跨領域之合作。 

 

 

 

  

註：右方 QR Code 為上架之 APP 可先下載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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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從「青春記事本」到「陪著孩子有效學習」〉 

 講師簡介：黃哲偉 校長 

黃哲偉，現職為福陽國小校長、國教輔導團社會學習領域召集人、

數學奠基模組活動師、初任教師跨校共學輔導員、教專方案專業回饋人

才、中投區輔導夥伴。 

擔任校長後，每年幫六年級撰寫畢業歌，並親自教唱作為贈別禮

物。從玩音樂、學網管、文史生態走讀、課程領導到學校經營，斜槓人

生變成了縱橫交織的海馬迴網絡，也更能正向而自在的迎接挑戰。 

 演講大綱： 

(一) 楔子：當素養遇上能力指標 

新課綱更深層的努力：認知、能力、態度 

ARCS 的動機模式 

(二) 動起來：以跨域課程規劃為例 

閱讀理解文本探究--與生活經驗相連結 

曲式和弦、歌詞韻文模仿實作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健康點心資源之探究式教學 

執行期程 

預期效益 

課程實施困境 

微調措施 

(三) 關於「美感鑲嵌」的那些事 

教學專業 

課程研發 

弱勢扶助 

國際視野 

(四) 共築「有效學習」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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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國小／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跨領域美感教育中的舞蹈體驗〉 

 

 講師簡介：劉淑英 副教授 

美國 UCLA 藝術碩士(MFA)主修編舞、英國 Roehampton 大學舞

蹈教育學哲學博士(Ph.D.)。清華大學幼教系副教授與幼兒劇藝術總監、

臺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與臺灣國際達克羅士音樂節奏研究學會理事。曾

任雲門舞集舞者與編舞者、北藝大與臺藝大兼任副教授。教育部幼兒園

輔導計畫輔導教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生活與表演藝術

領域編撰委員、「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

畫」與「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師培大學指導教授。 

 

 演講大綱： 

肢體為「知識之體」，本跨領域美感教育工作坊的舞蹈體驗，要透過

生活周遭的事件與物件，來發想延伸所處所用的關聯性，以創造性舞蹈教

學運用動作元素為基底，來豐厚主題探究與藝術想像的美感表徵樣貌；相

信會思考的肢體是本體價值形塑的起點，對於動作元素表徵的理解與創

意舞蹈發展是美感體現的基礎。 

這是和紙對話與互動的肢體體驗，請參與教師帶五張廢紙來，可以

是自家或是學校不再使用的紙張，我們要開始用感知經驗來看、來摸、來

聽、來動、來想…這些紙可以做的幾件事，以及你可以為紙做的幾件事。 

期待透過感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還有人與環境的特質，在

師生互動中多用感官肢體去探索覺察，多參與藝術創作與展演回饋，多在

教學中增添體現美感的感知經驗，隨著的人與心一起萌發豐厚與美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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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中等／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校園寶可夢／用五感體驗生命的美〉 

 

 講師簡介：張澤平 老師 

竹東高中美術教師。每學年帶領師生參與藝文活動、帶學生至蕭如

松藝術園區戶外教學、包場看電影及導演座談、培育文化志工及帶團美

術館導覽等。關於美感參與計有跨領域美感課程、美感環境計畫及學美

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目前皆在新竹縣竹東高中實踐當中，其中

跨領域美感課程於親子天下雜誌七月號有專文報導。曾獲教育部第一屆

藝術教育貢獻獎。 

 

 演講大綱： 

(一) 課程名稱：校園寶可夢 

(二) 跨領域科目： 

國、生科、（英、美、生、歷）、地科 

(三) 課程理念與目標： 

透過方案的執行能讓學生在課程中了解自己是誰，建立自己的品

牌，進而成為能自我認同的人。在後續的綠色體驗樹起林等課程時，是

以與他人建立互助互信的人際關係為教學的目標，近兩年來教學團隊則

以校園豐富的生態環境做為五感體驗的場域，藉以和生活環境產生互

動，關懷自己生活的環境，設計思考解決環境中的問題，最後能完成生

命與美相遇的創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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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實施歷程： 

 

(五) 教學省思與建議：跨領美感課程是一○八課綱精神最易媒合的關鍵

課程。行政部門的參與度影響跨域課程的整合度，甚或可發展極佳

的校本課程。本質上可讓整合課程模組化，融合生活的美感經驗。 

  

發展 

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校園寶可夢 生命樹 樹起林 

發展方向 

美術與相關的藝文

活動整合，藉此認識

在地社區意識，進而

提升自我認同。 

以校園攀樹活動為

開場，在這場綠色教

育中，期待師生共同

學習找回校園生態

與自己的連結，體驗

與自然的對話。 

回歸各領域基本授

課狀態，個別找尋美

感元素，再輔以相關

成果，協助達到美感

的提昇。 

參與學科 國、美、英、生科 生、歷、美、英 國、美、英、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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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中等／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歌曲創作教學中的素養導向及運算思維課程設計〉 

 

 講師簡介：蘇峰立 主任 

單位：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職稱：中學部學務主任 

學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 

      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學士 

經歷：生活輔導組長 6 年 

      領域召集人 6 年 

      學務主任 8 年 

      101 年度教學卓越獎觀察員 

      105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認證通過 

 

得獎記錄： 

(1) 99 年度臺北市第十一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之教育專業經驗

分享類特優 

(2) 臺北市 100 年度教學卓越獎國中組優選 

(3) 100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 

(4) GreaTeach-KDP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藝術與人文組標竿 

(5) 臺北市 102 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藝術藝能學科得主 

(6) 臺北市 103 年度教學卓越獎國中組優選 

(7) 103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佳作 

(8) 106 年度臺北市第 18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之教育專業經驗

分享類佳作 

(9) 106 年指導學生參加香港發明展榮獲金獎、青少年特別獎 

(10) 106 指導學生參加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臺北市複賽優等 

(11) 2019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榮獲外國語文組

標竿及藝術人文組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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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大綱： 

(一) 課程目標 

靜心國中畢業歌詞曲創作課程已實施 11 年，是靜心中學跨領域整合

性實作音樂歌曲創作課程，涵蓋語文領域以及美術創作。近年來透過數位

科技輔助，有效彌平學習落差，達到人人都可創作專屬之畢業歌曲專輯。 

 

(二) 課程規劃 

(1) 歸納歌曲應有的基本曲式與結構 

(2) 歌曲當中 ABC 段寫作風格技巧 

(3) 基本和弦連接公式 

(4) Chordbot 編曲運用 

(5) 歌詞節奏化及骨幹音及連接音創作教學法 

(6) 小組創作指導及錄音 

(7) 完成畢業歌詞曲創作、音樂 MV 製作以及專輯製作 

 

(三) 文字與音樂的結合 

(1) 教學的初衷：能講話就能學音樂 

(2) 音樂和語言一樣，語言人人都可學會，音樂也一樣可以學好 

(3) 文字與音韻、音韻與旋律、和絃與連接公式、曲式學、錄音、混音

與剪輯、成果與分享 

 

(四) 學習成果/作品實例賞析與應用 

(1) 完整錄音製作經驗 

(2) 歷年優秀作品網站分享 

(3) 獨一無二之畢業歌歌曲創作專輯 

 

(五) 文字音韻、節奏與音樂 

(1) 歌詞發想 

(2) 音韻與節奏、音韻與旋律 

(3) 如何開始下筆創作音樂 

(4) 運用數位載具發想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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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分享 vs.共學，最美〉 

 講師簡介：鍾千昭 老師、黃慧慈 組長 

(1) 鍾千昭：臺中教育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育研究所 

現任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小音樂專長教師 

(2) 黃慧慈：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幼兒體操專長 

現任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小體育專長教師兼訓育組長 

 演講大綱： 

(一) 課程名稱：樂愛樂美力 

(二) 跨領域科目：藝文+健體 

(三) 課程理念與目標： 

該如何讓學生能有感受進而有發覺與欣賞的能力，是藝術與人文教

師的最終教學目標。本課程的設計理念便由此為開端，藉由經典音樂劇

《羅密歐與茱麗葉》為欣賞與舞臺分析的起點，結合街舞來引起學習動

機，進而將音樂、舞臺表演及舞蹈合而為一，跳脫傳統靜態教室課程，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並能觀察及感受生活周遭所有關於美的事物。 

(四) 課程實施歷程： 

(1) 舞臺的空間配置是表演課中占有相當重要的部分，欣賞完舞臺表演

後帶領學生到舞臺上感受面對觀眾的真實感及實際參與空間運用。 

(2) 音樂專長教師主要教學內容為音樂劇及舞蹈欣賞與感受，讓學生能

感受音樂的重音與節奏、速度等。 

(3) 體育專長教師主要教學內容則為肢體動作教學。先以最基礎的有氧

基本動作再帶入街舞舞步，接著配上街舞音樂。 

(五) 教學省思與建議： 

(1) 教師方面，音樂專長教師與體育專長教師必須同心協力地共同備課

與觀課，一起學習彼此的教學技巧。 

(2) 學生方面，合作學習最大的成效並非完成預定的教學目標，而是看

到了學生的善良與貼心，為了能讓學習較落後的同學也跟上進度，

學生願意陪伴同學共同學習，這是另一個意外又美麗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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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小／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師培課程跨領域美感教育探索〉 

 

 講師簡介：伍鴻沂 教授 

奧地利國家小提琴教育文憑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課程與教學、音樂哲學博士 

現任：國立屏東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 

曾任：系主任、所長、學務長、院長 

 

1982 大學期間參加臺北世紀交響樂團，赴維也納參加 1980 年世界

青少年交響樂團比賽，獲得第一名，隨後參加英國亞伯丁音樂節並應邀至

新加坡演奏，回國獲頒教育部朱匯森部長獎狀。 

1988 由維也納返國任教於文化大學音樂系，後專職於屏東師院，教

授小提琴並指揮管絃樂團。1996 年赴美國進修。 

2000 取得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返國擔任屏東師院音樂教

育系主任、所長，稍後，擔任學務長開始帶領音樂系管絃樂團巡迴大專院

校校際演出，極力推動音樂社教功能並增強校際聯繫，發揮音樂教育與社

會教育影響力。 

2005 起接續擔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共

11 年，積極投入全面性的音樂教育奉獻，例如發表音樂教育相關論文並

曾獲國科會甲種與乙種優良著作獎、受委託音樂相關研究計畫案、自閉症

特殊音樂才能探究專案、擔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藝術與人文輔

導團委員與副召集人、教育部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

委員、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審核作業」音樂科審查委員、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修訂小組、參加跨領域

美感課程計畫…等， 

另外，與大陸高校密切交流，曾訪問過中國大陸高校多所，例如中央

音樂院、中國音樂院、瀋陽音樂院、 浙江大學、交通大學、東北師大、

湖南師大、蘭州大學、新疆師大、青海師大、杭州師大、西北師大、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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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外國語學院、南京第二師範學院、福州大學、寧德

師院、嶺南師大、滁州學院…等，並曾在首都師大、泉州師院、南昌師院、

陽師院..等校講學。 

 

 演講大綱： 

 

師培課程跨領域美感教育探索 

 

(一) 美感教育對師培生的吸引力：這是什麼課？ 

(二) 顛覆自己的經驗：無框架 

(三) 嘗試與體驗：讓心去飛行 

(四)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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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 

南區／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實務 

〈發現你的文案力〉 

 

 講師簡介：方姿文老師、洪慧霖老師 

方姿文／小港高中美術教師。低彩度重度迷戀者，主張無目的的旅行可

以忘憂，專長為不務正業，觸角多元，致力將自己於生活所截取的經驗

與畫面，與學生共享。 

洪慧霖／小港高中歷史教師。善變、叛逆，喜歡具有挑戰性的思考，認

為教與學是彼此聆聽需求、共同成長的過程，視好好生活為美感境界。 

 

 演講大綱： 

(一) 課程名稱：發現你的文案力 

(二) 跨領域科目：社會、美術 

(三) 課程理念與目標：透過文案學習，讓學生理解文字與創作的力量，

由深度觀察開始探索、分析、討論、企劃再到師生共同創作，找到

個人與世界的連結，也期待「好好生活」的信念，能讓學生追求更

卓越的美感人生。 

(四) 課程實施歷程：文案力於 106 年第一次合作，由方姿文、洪慧霖、

張哲倫共同執行，經過數次溝通協調後，將課程定調為「咖啡時光

文案創作經驗」，著重在文案結構與圖文設計。在課程結束後教師

群共同討論 2.0 課程目標，於 107 年開課，加入陳苑碩，並鎖定在

如何教會學生「發現與解決問題」。在學完文案結構與哲學思維探

索後，將「解憂扭蛋機」作為一次文案撰寫練習，並以「廣告提

案」作為讓學生實際經歷觀察現象、發現問題、系統思考、創作文

案，並反思回饋自己的學習歷程。 

(五) 教學省思與建議：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歷程除了思索學生的

學習需求，搭建學習鷹架，安排適當的情境脈絡外，學生當下的表

現與反應更考驗老師們是否能掌握課程核心思維，隨時修正調整，

過程經歷的種種畫面都是寶貴的教學經驗，也很感謝優秀的夥伴們

一路陪伴前行。 

 



- 67 - 
 

南區／中等／跨領域美感增能工作坊 

〈數位遊戲學習與教學〉 

 

 講師簡介：洪榮昭 教授 

 

洪榮昭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講座，同時也是數位遊戲學

習實驗室的主持人。數位遊戲學習實驗室以遊戲學習理論為基礎開發 24

款教育遊戲 App，每款遊戲 App 都蘊含不同知識能力（結晶智慧）及思

考能力（流體智慧）培養的元素。知識力方面涵蓋語文學習、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與綜合學科的知識範疇，而思考能力則包含邏輯思考、推論思考、

擴散性思考、聚斂性思考等各種思考能力的訓練。 

 

 演講大綱： 

 

本演講以教育性數位遊戲為主題，體驗 APP 及 VR 之教育遊戲，並

引導參與者拋棄原有傳統學習模式，嘗試以不同的 APP 及 VR 體驗進而

熟悉遊戲學習理論、遊戲學習設計規劃方法。透過活動的進行去除對於遊

戲舊有想法之體驗活動，藉以引導參與者感受在遊戲中學習的情緒與情

境。有別於紙本教課書，APP 與 VR 技術結合之教育軟體，體驗者可以透

過互動遊戲的方式，挑戰傳統教學模式。透過體驗式學習的目標協助學生

應用基礎知識，並在培訓期間創造更真實的體驗。 

 

本演講將分享遊戲學習案例，以及闡明遊戲式學習之概念，並引導

參與者進行學習遊戲的應用與題目的編撰，透過此演講讓參與者在學習

理論及遊戲設計之整合能力有所提升，且了解編撰學習教材之方式。並讓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得以與教育遊戲結合，發展跨領域之合作。 

 

 

 

  

註：右方 QR Code 為上架之 APP 可先下載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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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計畫團隊成員 

（一）計畫主持人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計畫主持人 趙惠玲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暨

美術學系專任教授 

共同主持人 黃純敏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協同主持人 林小玉 院長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暨

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協同主持人 李其昌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

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專任教授 

協同主持人 莊敏仁 院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

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韻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

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淳迪 主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

學系系主任暨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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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助理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專任助理 林芸安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總計畫） 

專任助理 林芷秀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行政聯繫、北北區） 

專任助理 張芝榕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課程研究、北區） 

專任助理 黃宥嘉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國際事務、中區） 

專任助理 朱卿鋒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總務招標、南區） 

專任助理 吳宥徵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社群網路、東區外島） 

兼任助理 邱鈴惠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美編設計） 

兼任助理 劉宣佑 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協助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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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種子學校名單 

（一）縣市轄屬學校 

區域 
縣市別 

(校數) 
實施階段 學校名稱 

北北區 

基隆市 

(3) 

國小 中山區 中和國民小學 

國小 
信義區 東光國民小學 

(正濱、深美三校聯盟) 

國中 基隆市立 中正國民中學 

臺北市 

(7) 

國小 中山區 長安國民小學 

國小 大安區 仁愛國民小學 

國小 臺北市立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中 臺北市立 成德國民中學 

國中 臺北市立 五常國民中學 

高中 臺北市立 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特教 臺北市立 啟聰學校 

新北市 

(11) 

國小 三芝區 興華國民小學 

國小 板橋區 大觀國民小學 

國小 三峽區 建安國民小學 

國小 中和區 復興國民小學 

國小 板橋區 中山國民小學 

國小 新北市立 達觀國民中小學 

國小 新北市立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國中 新北市立 青山國民中小學 

國中 新北市立 福和國民中學 

高中 新北市立 竹圍高級中學 

高中 新北市立 三重高級中學 

宜蘭縣 

(3) 

國小 礁溪鄉 四結國民小學 

國小 蘇澳鎮 蘇澳國民小學 

國中 宜蘭縣立 復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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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桃園市 

(9) 

國小 八德區 大忠國民小學 

國小 楊梅區 瑞塘國民小學 

國小 龜山區 樂善國民小學 

國小 蘆竹區 光明國民小學 

國小 桃園區 文山國民小學 

國中 桃園市立 楊明國民中學 

國中 桃園市立 中壢國民中學 

高中 桃園市立 武陵高級中學 

高中 桃園市立 桃園高級中學 

新竹市 

(2) 

國小 香山區 大湖國民小學 

國中 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國中部 

新竹縣 

(5) 

國小 竹北市 興隆國民小學 

國小 橫山鄉 內灣國民小學 

國小 關西鎮 太平國民小學 

國中 新竹縣立 芎林國民中學 

高中 新竹縣立 六家高級中學 

苗栗縣 

(5) 

國小 頭份市 信義國民小學 

國小 苑裡鎮 蕉埔國民小學 

國小 苗栗市 文山國民小學 

國小 大湖鄉 新開國民小學 

國小 後龍鎮 同光國民小學 

中區 
臺中市

(11) 

國小 潭子區 潭陽國民小學 

國小 北屯區 文心國民小學 

國小 豐原區 福陽國民小學 

國小 北屯區 仁美國民小學 

國小 西區 忠孝國民小學 

國小 豐原區 南陽國民小學 

國中 臺中市立 五權國民中學 

國中 臺中市立 烏日國民中學 

高中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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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臺中市立 文華高級中學 

高中 臺中市立 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彰化縣

(8) 

國小 竹塘鄉 土庫國民小學 

國小 芬園鄉 文德國民小學 

國小 彰化市 三民國民小學 

國小 鹿港鎮 鹿東國民小學 

國小 社頭鄉 社頭國民小學 

國中 彰化縣立 和群國民中學 

國中 彰化縣立 萬興國民中學 

國中 彰化縣立 彰興國民中學 

南投縣

(5) 

國小 竹山鎮 過溪國民小學 

國小 國姓鄉 福龜國民小學 

國小 竹山鎮 秀林國民小學 

國小 國姓鄉 長福國民小學 

國小 中寮鄉 永康國民小學 

雲林縣

(6) 

國小 古坑鄉 水碓國民小學 

國小 四湖鄉 鹿場國民小學 

國小 元長鄉 新生國民小學 

國小 莿桐鄉 育仁國民小學 

國中 雲林縣立 莿桐國民中學 

國中 雲林縣立 北港國民中學 

南區 

嘉義市

(1) 
國中 嘉義市立 玉山國民中學 

嘉義縣

(4) 

國小 阿里山鄉 香林國民小學 

國小 竹崎鄉 圓崇國民小學 

國小 民雄鄉 東榮國民小學 

國小 大林鎮 平林國民小學 

臺南市

(9) 

國小 麻豆區 麻豆國民小學 

國小 新營區 新營國民小學 

國小 南區 省躬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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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安南區 土城國民小學 

國小 新營區 新民國民小學 

國中 臺南市立 和順國民中學 

國中 臺南市立 復興國民中學 

國中 臺南市立 佳里國民中學 

高中 臺南市立 永仁高級中學 

高雄市

(12) 

國小 左營區 福山國民小學 

國小 旗山區 旗山國民小學 

國小 三民區 陽明國民小學 

國小 仁武區 仁武國民小學 

國小 大寮區 後庄國民小學 

國小 杉林區 杉林國民小學 

國中 高雄市立 民族國民中學 

國中 高雄市立 文府國民中學 

國中 高雄市立 陽明國民中學 

國中 高雄市立 燕巢國民中學 

高中 高雄市立 小港高級中學 

高中 高雄市立 文山高級中學 

屏東縣

(8) 

國小 屏東市 建國國民小學 

國小 高樹鄉 田子國民小學 

國小 潮州鎮 光春國民小學 

國小 新埤鄉 大成國民小學 

國小 屏東市 公館國民小學 

國小 高樹鄉 高樹國民小學 

國小 佳冬鄉 昌隆國民小學 

國中 屏東縣立 潮州國民中學 

東區 
花蓮縣 

(4) 

國小 玉里鎮 觀音國民小學 

國小 秀林鄉 景美國民小學 

國小 豐濱鄉 港口國民小學 

國中 花蓮縣立 國風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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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4) 

國小 臺東市 馬蘭國民小學 

國小 池上鄉 大坡國民小學 

國小 臺東市 新生國民小學 

國小 成功鎮 三民國民小學 

外島 

澎湖縣 

(5) 

國小 馬公市 中興國民小學 

國小 馬公市 嵵裡國民小學 

國小 馬公市 中正國民小學 

國小 白沙鄉 吉貝國民小學 

國中 澎湖縣立 澎南國民中學 

金門縣 

(2) 

國小 金城鎮 中正國民小學 

國中 金門縣立 金寧國民中小學 

連江縣 

(1) 
國中 連江縣立 東引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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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私立學校 

區域 所在縣市 實施階段 學校名稱 

北北區 

基隆市 高中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 國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 國中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北區 

桃園市 高中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新竹市 國小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新竹縣 高中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苗栗縣 高中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中區 

臺中市 國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彰化縣 高中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彰化縣 特教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彰化縣 高中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南投縣 高中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雲林縣 高中 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 高中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南區 

嘉義市 國小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嘉義市 高中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嘉義縣 高中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臺南市 高中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臺南市 高中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臺南市 高中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 國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屏東縣 高中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 高中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東區 

花蓮縣 高中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東縣 高中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臺東縣 高中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高職部 

臺東縣 高中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外島 澎湖縣 高中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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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培/合作大學委員名單 

（一）學科領域 

領域 服務單位 系所 師資培育委員 

自然科學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

資源學系 
蘇慧君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永達 副教授 

科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張玉山 教授 

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石蘭梅 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吳育臻 教授 

數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賴以威 助理教授 

語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文學系 潘麗珠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施枝芳 講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張善貿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朱書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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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領域 

科目 服務單位 系所 師資培育委員 

視覺 

藝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李靜芳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陳箐繡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跨領域藝

術研究所 
蔡佩桂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張繼文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羅美蘭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 江學瀅 助理教授 

音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潘宇文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陳孟亨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伍鴻沂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 郭美女 教授 

表演 

藝術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張連強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劉淑英 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師培中心主任 林仁傑 副教授 

其他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曾逸仁 副教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鍾怡慧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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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培委員輔導種子學校列表* 

 

師培委員 服務學校 輔導學校名稱 

江學瀅 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新北市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 

新北市樹林區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國民小學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蘇慧君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

源學系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國民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民小學(正濱、深美三

校聯盟)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國民小學  

張永達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高級中學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張玉山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高級中學 

潘麗珠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文學系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店區達觀國民中小學 

宜蘭縣礁溪鄉四結國民小學 

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國民中學 

潘宇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系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中學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國民中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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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蘭梅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臺北市中正區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大同區啟聰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賴以威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國民中學 

桃園市平鎮區中壢國民中學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張連強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臺中市北區五權國民中學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高級中學 

臺中市北區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孟亨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系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國中部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國民中學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高級中學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民小學 

新竹縣關西鎮太平國民小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劉淑英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國民小學 

苗栗縣後龍鎮同光國民小學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 

國立苑裡高中 

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民小學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羅美蘭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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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枝芳 老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南投縣國姓鄉福龜國民小學 

南投縣中寮鄉永康國民小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南投縣國姓鄉長福國民小學 

南投縣竹山鎮秀林國民小學 

南投縣竹山鎮過溪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國民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仁傑 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師培中心主任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里區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中學 

李靜芳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國民小學 

彰化縣芬園鄉文德國民小學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國民小學 

彰化縣和美鎮和群國民中學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國民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張善貿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雲林縣元長鄉新生國民小學 

雲林縣莿桐鄉育仁國民小學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國民中學 

雲林縣北港鎮北港國民中學 

雲林縣四湖鄉鹿場國民小學 

雲林縣古坑鄉水碓國民小學 

雲林縣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國立虎尾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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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箐繡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嘉義市西區玉山國民中學 

嘉義縣阿里山香林國民小學 

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民小學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民小學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民小學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蔡佩桂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跨領域藝

術研究所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中學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中學 

吳育臻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民中學 

臺南市永康區永仁高級中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中學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小學 

張繼文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屏東市建國國民小學 

屏東市潮州鎮潮州國民中學  

朱書萱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學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學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高級中學 

屏東縣屏東市公館國民小學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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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 

伍鴻沂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系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中學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中學 

高雄市鳥松區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屏東市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 

屏東市潮州鎮光春國民小學 

屏東市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 

郭美女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

系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 

臺東縣池上鄉大坡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連江縣東引鄉東引國民中小學 

鍾怡慧 副教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嵵裡國民小學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民小學 

澎湖縣馬公市澎南國民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民小學 

曾逸仁 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 

金門縣金寧鄉金寧國民中小學 

*此表單為 8/26 更新內容，若有調整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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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器材設備租用 

（一）可租借器材 

 

 

 

 

 

 

 

 

 

 

 

（二）租借辦法 

請填寫線上租用申請表單，詳細器材清單與借用辦法請參閱

網頁說明。 

 

  

數位攝影機 

腳架 

擴音器 

數位相機 

數位投影機 

平板電腦 

GoPro 

Camtasia Studio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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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增能系列講座活動預告 

 

根據過往計畫的施行狀況，教師的視野直接決定了跨領域美感

教育的深度，因此總計畫團隊為第一線教師提供系列增能研習機會，

在社會變遷、翻新極快的情況下密切掌握計畫宗旨與必備技能，不

斷踏足新的領域與課程，並把收穫應用於教育現場，帶領學生迎向

多元的當代環境。 

系列講座規劃如下：（實際日期視邀請講師及報名狀況後公

布） 

 

 

行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