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教育部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與發表中程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分區發表會實施辦法 

壹、 依據： 
教育部107年2月8日台教師(一)字第1070009190號函及 

2018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與發表中程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透過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增進教師理解自主性教學研究的觀

念，有效拓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效應。 

二、提供教師專長社群共學模式與成果的參考，發展教學實踐研究相關活動與研

習，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品質。 

三、經由發表現場的評論與共同研討，探究藝術教育理念的落實方式。鼓勵教師

參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升視覺藝術教學研究風氣及藝術教學成效。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國立屏東大學 

二、承辦單位及辦理日期、地點： 

（一）台北、基隆、金門地區，承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 

      日期：107年 11月 28日（三）﹔地點：台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 

（二）新北、宜蘭、馬祖地區，承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 

日期：107年 11月 7日（三）﹔地點：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 

（三）桃園、新竹、苗栗地區，承辦單位：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小 

日期：107年 10月 13日（六）﹔地點：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小 

（四）台中、彰化、南投地區，承辦單位：台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 

日期：107年 10月 6日（六）：地點：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小 

（五）雲林、嘉義、台南地區，承辦單位：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日期：107年 9月 29日（六）：地點：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小 

（六）高雄、屏東、澎湖地區，承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日期：107年 10月 14日（日）：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七）花蓮地區，承辦單位：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 

日期：107年 9月 29日（六）：地點：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 

（八）台東地區，承辦單位：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日期：107年 10月 13日（六）：地點：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肆、實施對象： 

一、各縣市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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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任課教師、其他兒童美術教師與教育機構相關成員。 

二、主辦單位函請各縣市教育局處鼓勵所屬學校教師參與並核予公假。 

伍、實施方式： 
分區發表會流程表如下，發表的教學研究案例及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等

人選由各區承辦單位另行公告。 

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2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09：15 15 開幕式：來賓介紹/長官、來賓致詞 

09：15～09：30 15 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簡介與實施概況報告 

09：30～10：00 30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1 

10：00～10：15 15 中場休息 

10：15～11：20 65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2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3 

11：20～11：50 30 評論、共同研討 

12：00～13：30 90 午餐、休息 

13：30～14：35 65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4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5 

14：35～14：50 15 中場休息 

14：50～15：55 65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6  

教學實踐研究案例發表 7 

15：55～16：40 45 評論與總結研討 

 

陸、報名方式： 

一、依據各承辦學校公告研習代號，自行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非現職

人員請依據各場次公告聯絡資料，填具報名表以 email或電話向承辦單位

聯繫報名，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請自備環保杯與環保餐具。 

三、因各區承辦場地座位考量，線上報名及傳真報名人數，由承辦單位另行限

定參與人數，額滿截止 

四、若報名當天無法出席者，請提前告知，將名額釋放給其他有意參加者。 

柒、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公告於「教學實踐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實施計畫網及臉書

粉絲網頁」，同意參與研習者基於個人非營利、學術研究性質之線上檢索、閱

讀、下載或列印。 

 

 



3 
 

捌、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教學案例發表主講及評論人(如附件二名單)、參加研習人員均由主辦

單位公文函請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活動辦理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

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

報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

承辦單位備查，並副知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四、 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經費： 

本活動各項相關經費由「教育部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與發表中程計畫」經費預

算項下支應。 

拾壹、成效與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活動照片、簽到表、課程表等）彙整於「教學實

踐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實施計畫網」，供全國教師參考利用。 

 

 

 

 

附件一：2018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案例分區發表會報名表 

姓名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電子郵箱  

午餐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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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案例分區發表會工作人員及發表人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工作分配 

1.  張秀潔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校長 承辦負責人 

2.  盧素貞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校長 承辦負責人 

3.  陳育姿         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小校長  承辦負責人 

4.  王麗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小校長 承辦負責人 

5.  林秋美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校長 承辦負責人 

6.  許有麟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 承辦負責人 

7.  林秀娟   臺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主任 承辦負責人 

8.  劉雅瑜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主任 承辦負責人 

9.  鍾璧如   臺北市新生國小教師 主持、工作成員 

10.  張美智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教師  評論、工作成員 

11.  呂文雅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教師 主持、工作成員 

12.  于玉文   嘉義市大同國小教師 評論、工作成員 

13.  林朝祥 花蓮市中原國小教師 評論、工作成員 

14.  張釋月   臺東市新生國小教師 評論、工作成員 

15.  歐秋媛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教師 主持、工作成員 

16.  黃思雅 國立清華大學附屬小學教師 評論、工作成員 

17.  郭宗德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附小教師 工作成員 

18.  蔡汶錡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課程督學 工作成員 

19.  鐘兆慧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主持、工作成員 

20.  陳建安    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21.  侯映州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小教師 主持、工作成員 

22.  劉宜政 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小主任   主持、工作成員 

23.  陳文美    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24.  李麗菁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主任 工作成員 

25.  李茜茜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教務主任 工作成員 

26.  黃咨樺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27.  王馨蓮 台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28.  曾瑞靖  高雄市私立大榮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29.  翁淑敏 高雄市天才幼稚園美術教師 工作成員 

30.  許純華 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31.  賴睿聆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小教師 工作成員 

32.  高小棻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小/兼任教師 工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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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人 服務單位與職稱 教學實踐案例 

1 張伶宇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中/教師 再現藍色海洋傳說 

2 謝涵璇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國小/兼任教師 用木頭？用頭腦！ 

3 蔡明潔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中/教師 送你一個花園 

4 邱麗玲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小/教師 春仔花的幸福魔法棒 

5 童淑蓉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教師 烏龜逃走了 

6 傅嘉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中/教師 做「字」己，自己做 

7 張意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中/教師 穿越東糖廠的時光隧道 

8 陳佳淇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小/教師 梅樹精靈的魔法陣 

9 李靜宜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教師 嘰哩呱拉~畫<話>不停 

10 李若蕙 高雄市大榮中學附設小學/兼任教師 咻~滑出期待 

11 王鈺維 高雄市大樹區小坪國小/教師 小坪．老街．心感動 

12 李仕萌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小/教師 魔力面具 

13 黃乙軒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小/教師 看見心視界 

14 馬妤涵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國小/教師 彈珠世界冒險趣 

15 王宣雅 臺中市健行國小/教師 小小鸚鵡要回家 

16 林美枝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教師 惜福愛物小小雕塑家 

17 張家華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教師 建築穿上身 

18 蕭雅雯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國小/兼任教師 影子變身術-猜猜我是誰? 

19 陳虹月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國小/主任 海洋樂設，廢不廢? 

20 潘美勳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中/教師 我導你演-17play 

21 李樹芬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教師 送給校樹朋友的祝福 

22 張華辛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小/兼任教師 把風吹進畫紙裡！ 

23 朱枝秀 高雄市野人華德福實驗小學/兼任教師 我是很愛現的線 

24 呂榕榕 新北市瑞芳區侯硐國小/教師 我們都是赴雨(富戶)人 

25 葉于璇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小/教師 給十年後的自己 

26 郭宜芬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小/教師 生活好幫手 

27 施宇珊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小/教師 我是小教主 

28 陳寶如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小/教師 我的夢想基地 

29 吳憶禎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小/教師 我想對你說謝謝 

30 劉沛彤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教師 未來學校藝想家 

31 蔡思嘉 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小/教師 猜猜我是誰 

32 周邦彥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小/教師 機械改造狂 

33 呂心玫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小/教師 看見危機，共塑奇蹟 

34 陳婉嫻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教師 典藏記憶-寄予未來 

35 許思蜜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教師 運動員的汗水與驕傲 

36 沈沛諭 嘉義縣水上鄉南靖國小/兼任教師 夢想的小火車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