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2022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年度研討會：「藝·群·人」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 109 至 110 學年度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工作計畫。
貳、主題：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以下簡稱輔導群）

肆、時間、地點及參與方式
一、 時間：民國 111 年 06 月 27 日（週一）
二、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三、 參與方式：以實體為主，因應疫情採實體及線上共同辦理方式，詳報名項次說明。

伍、實施方式
一、開幕式及閉幕式/綜合座談：各 1 場次，旨在進行研討會設置目的及相關說明，暨歸納與會人
員觀點，為研討會提供開場及總結。
二、主題演講：計 1 場次，特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輔導群召集人專題演講，主
題以「由『術』而『藝』」，提供藝術才能教育的全方位思維。
三、年度成果：計 1 場次，由輔導群各組依據 109 至 110 學年度辦理項目，提供具體成果及歷程
分享，分為音樂、美術、舞蹈三組同時段舉行。
四、課程分享：計 1 場次，邀請國內藝術才能班優秀教師與輔導群輔導員分享其課程成果，分為
音樂、美術、舞蹈三組同時段舉行。
五、海報發表：計 1 場次，透過學術論文與教學方案之徵稿、審查、發表與討論，探析藝術教育
或藝術才能班課程與教學之學術研究或教學實務相關議題。
議程詳見附錄一

陸、組織職掌
一、召 集 人：輔導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輔導群工作計畫協同主持人。
二、籌備委員：輔導群常務委員。
三、執行團隊：輔導群輔導員、輔導群工作計畫專任助理等。

柒、徵稿
本研討會特以徵稿蒐集藝術教育或藝術才能班課程與教學之學術研究或教學實務之成果，自 3 月
至 5 月收件及審查，通過者以海報方式發表。徵稿啟事詳附錄二。

捌、報名及相關資訊
一、參與對象：藝術才能班教師、藝術才能教育專家學者、關心藝術才能教育之社會人士。
二、報名管道：現職學校教師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其餘以表單方式報名，表單網址連
結為 https://forms.gle/STV36DGywWBN7hR2A。報名請註明實體或線上參與，因疫情以實體參
與 10 人為原則，優先錄取全程參與者。
三、本研討會業已申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在職教師研習時數，課程代碼：3437296，全程
參與者核發 5 小時研習時數。
四、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6 月 22 日（週三）止，6 月 25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教育推動資源
中心公告報名錄取者。
五、本研討會最新消息敬請關注：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頁輔導群專區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type/5
(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FB 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V5XQNY
六、聯絡資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工作計畫賴助理、李助理
地址：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31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電話：02-77493276 或 77496519 電郵：artstalentededu.ntnu@gmail.com

附錄一

2022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年度研討會：「藝·群·人」 議程
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週一） 09:00~16: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20 分鐘)

第一場 開幕式：同聚藝堂 開幕暨合影
主持人：鍾政岳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貴 賓：教育部代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代表、藝術教育專家學者

09:50~10:40
(50 分鐘)

第二場 主題演講：藝才理念
講 題：由「術」而「藝」-藝術才能教育的全方位思維
主講人：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輔導群召集人
陳沁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丘永福 東方設計學院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暨輔導群常務委員
曾瑞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主持人：陳曉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10:40~10:50

休息/轉場
第三場 年度成果：藝點藝滴

10:50~11:50
(60 分鐘)

音樂組 場地：教 202 會議廳
美術組 場地：教第 1 會議室
講 題：輔導群音樂組年度成果 講 題：輔導群美術組年度成果
主講人：林怡君 桃園市立武陵
主講人：鍾政岳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

舞蹈組 場地：教 201 演講廳
講 題：輔導群舞蹈組年度成果
主講人：楊芬林 嘉義市東區崇文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暨輔導群音樂組組長

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國民小學教師暨輔導群舞蹈組組長

主持人：陳沁紅

主持人：丘永福

主持人：曾瑞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
設計研究所專案教授暨輔導群常務委員

11:50~12:50

餐敘：藝起食刻 請於 12 點 40 分準時回到會議現場

12:50~13:20
(30 分鐘)

第四場 海報發表：藝論紛紛
主持人：楊芬林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教師暨輔導群舞蹈組組長

13:20~13:30

休息/轉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第五場 課程分享：藝享天地

13:30~15:30
(120 分鐘)

音樂組 場地：教 202 會議廳
講 題：音樂專長課程分享(一)
主講人：羅偉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組 場地：教第 1 會議室
講 題：美術專長課程分享(一)
主講人：王明鐘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舞蹈組場地：教 201 演講廳
講 題：舞蹈專長課程分享(一)
主講人：尤曉晴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附屬高級中學教師

教師

教師

講 題：音樂專長課程分享(二)
主講人：高瑀婕 臺北市立南門

講 題：美術專長課程分享(二)
主講人：陳怡蒨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

講 題：舞蹈專長課程分享(二)
主講人：徐子晴 基隆市建德國民中學

國民中學教師暨輔導群音樂組輔導員

國民小學教師暨輔導群美術組輔導員

教師暨輔導群舞蹈組輔導員

主持人：江淑君

主持人：羅美蘭

主持人：曾照薰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常務委員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常務委員

15:30~15:40

休息/轉場

15:40~16:10
(30 分鐘)

第六場 綜合座談/閉幕式結語暨合影
主持人：鍾政岳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暨輔導群副召集人

16:10~

賦歸：藝路平安領取參與證明/感謝所有參與者的支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教授暨輔導群常務委員

附錄二
2022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年度研討會：「藝·群·人」【徵稿啟事】

藝才教育夥伴們：
首屆「2022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年度研討會：藝·群·人」將於 6 月 27 日（週一）舉行，
本研討會透過學術論文與教學方案之徵稿、審查、發表與討論，以海報發表為原則（視徵稿審查結
果而定），探討藝術教育及藝術才能班課程與教學等之現況發展與未來應用趨勢。
歡迎各位師長及朋友們，「藝」起來投稿！
<徵稿內容>
 徵 稿 截 止：111 年 5 月 9 日（週一）
 錄 取 公 告：111 年 5 月下旬
 完整海報繳交日期：111 年 6 月 3 日（週五）
主
題：藝術教育或藝術才能班課程與教學之學術研究或教學實務相關議題。
形
式：海報發表（由主辦單位提供統一格式及印製），摘要並將登載於議程及成果
專輯。
語
言：中文。
體
例：請於計畫頁面（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article/detail/176）下載「徵
稿報名表」word 檔及海報初稿 ppt 檔（擇一版頁書寫）與格式說明。
 報 名 方 式：自即日起，傳送檔案至本計畫聯絡人信箱（主旨請註明：110 學年度藝術才
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年度研討會海報發表_姓名），採摘要方式收件，如有全文
歡迎併附以利審查。
聯絡資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計畫賴先生
地址：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31 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電話：02-77493276 電郵：artstalentededu.ntnu@gmail.com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論壇日期：111 年 06 月 27 日（週一）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