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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10學年度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壹、依  據： 

一、教育部 109-110年度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09-110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  的：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以下簡稱藝才輔導群）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

進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教學品質之目的與精神，擬訂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

域輔導群專業對話機制，項目為建構教學輔導網絡、健全教學輔導組織、觸發教學省思、精進

教師專業知能。 

 

參、服務內容： 

諮詢服務內容含課綱轉化、課程計畫諮詢、課程教學分享及其他教學相關等，分述如下： 

一、建立分區或縣市課程諮詢服務機制。 

二、透過諮詢或輔導需求之調查了解藝術才能教育現況及問題。 

三、透過諮詢服務與各級學校藝才班/藝才資優班良好互動與協作機制。 

    執行方式涵蓋到校諮詢服務與網路諮詢服務兩種形式，到校諮詢服務為半天及全天之辦理

到校/縣市諮詢。 

肆、實施方式： 

一、機制建立 

(一) 分區 

截至 110年 10月全國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共計 418校(如附件一)，不分學習階

段音樂班 169校、美術班 181校、舞蹈班 68校；如依學習階段音樂班為國小 55校、國中 85

校、高中 29校，美術班為國小 58校、國中 86校、高中 37校，舞蹈班為國小 25校、國中 30

校、高中 13校。再依全國分區，音樂班及美術班分為北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

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花蓮縣)、中區(臺中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舞蹈班分為北

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花蓮縣)及南區(臺中市、高

雄市、臺南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各藝才班別分區校數

如表一所列。 

表 1全國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校數分區統計： 

藝才班別 分區 校數總計 

音樂班 

北區 

59 校 

美術班 62 校 

舞蹈班 30 校 

音樂班 中區 44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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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班 57 校 

音樂班 

南區 

66 校 

美術班 62 校 

舞蹈班 38 校 

(二) 服務區域編配 

1.專家學者 

依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專家人才庫，提供各分區可擔任各分區專家之學者如附件二所

列。 

2.輔導員 

輔導員以全區服務為原則，各分區並設置主責人員： 

北區：音樂組林怡君輔導員、美術組簡俊成輔導員、舞蹈組薛美良輔導員。 

中區：音樂組翁宗裕輔導員、美術組鍾政岳輔導員。 

南區：音樂組柯逸凡輔導員、美術組陳怡蒨輔導員、舞蹈組楊芬林輔導員。 

 

二、需求調查 

(一)前置調查 

  由常務委員會議研商調查問卷內容及取樣，以全面了解藝才課程與教學諮詢服務之需求，

據以提出服務模式並研擬調查問卷；前置調查以線上問卷方式向全台教育局處藝術才能班專責

人員、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組長發放問卷；問卷分析結果將反饋於藝術才能專長領

域輔導群及相關會議做諮詢模式與後續執行方式確認。 

1. 問卷研編 

(1)時程規劃：110年 3 月至 7月。 

(2)問卷研擬：透過全體輔導員工作會議提出問卷初稿，後續依「110學年度教育部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輔導群運作策略及執行方式」進行問卷修正。 

2. 問卷發放與收集 

(1)時程規劃：110年 7 月 27日(二)至 8月 10 日(二)。 

(2)調查對象：以參與 5 月 13日教育部「110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

異)班網頁填報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含資賦優異)課程創新計畫申請」說明會之人員為調

查對象，人員性質含全台縣市代表(教育局處藝術才能班專責人員)、藝才班行政代表(藝

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組長)，及藝才班教師代表(藝才輔導群教師專業社群成員)。 

3. 問卷分析 

(1)時程規劃：110年 8 月 11日(三)至 8月 13 日(五)。 

(2)資料分析：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了解各縣市/校之諮詢所需之服務形態與主題，並將其

中有諮詢服務之縣市/學校作為選擇到校服務對象之參考。 

(3)110學年度全體輔導員第一次示例研編會議進行因應與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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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調查 

    各諮詢服務實施後，皆以回饋問卷了解各場次辦理之成效，並蒐集相關建議。回饋問卷格

式如附件四，Google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waCJRzajsVXSGzfu9。 

 

三、申請程序 

(一)諮詢服務類型 

  包含到校諮詢及網路諮詢兩種型態。到校諮詢服務依據調查結果受理半日或全日之申請，

以半日申請為優先考慮；網路諮詢服務透過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或藝術才能領域輔導群

臉書專頁進行通訊詢答。 

(二)申請回應  

  申請回應於到校服務以 5個工作天為原則，網路諮詢服務以 3個工作天為原則。 

(三)到校諮詢服務申請流程 

1.到校諮詢服務可申請日程 110年 11月至 111年 7月。 

2.受理申請至即日起至遲於到校諮詢服務日期前兩個月。 

3.到校諮詢服務辦理流程：如圖 1所視。 

4.學校申請表單格式，如附件三。 

Google表單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5.注意事項 

(1)因應疫情得調整到校諮詢方式為實體或線上方式。 

(2)到校諮詢服務人員因安排專學者與輔導員至少各一位，並由主責輔導員編排議程、執行人員

及資料蒐整。 

(3)到校諮詢服務每學年度依檢核辦理之縣市，編排及決定服務之優先順序應考量分區及縣市之

均衡。  

 

 

 

 

 

 

 

 

 

 

 

 

 

https://forms.gle/waCJRzajsVXSGzfu9
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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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到校諮詢服務辦理流程 

 

 

伍、本實施計畫經本輔導群全體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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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學年度音樂班及美術班設置情形(增列藝才班截至 110年 10月) 

分區 縣市 班別 學校名稱 

北區 臺北市 

音樂班 

10 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國中部)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美術班 

12 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北區 新北市 

音樂班 

13 校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美術班 

18 校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國中部）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6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北區 桃園市 

音樂班 

14 校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 

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 

美術班 

17 校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北區 基隆市 

音樂班 

3 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基隆市仁愛區成功國民小學 

美術班 

3 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北區 新竹市 

音樂班 

4 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美術班 

3 校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北區 新竹縣 

音樂班 

7 校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國中部)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關西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美術班 

3 校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北區 宜蘭縣 音樂班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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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美術班 

5 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北區 花蓮縣 

音樂班 

3 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美術班 

3 校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中區 臺中市 

音樂班 

19 校 

臺中市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 

美術班 

16 校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國中部)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國中部)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中區 苗栗縣 

音樂班 

4 校 

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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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班 

9 校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苗栗縣通霄鎮通霄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鎮頭份國民小學 

中區 南投縣 

音樂班 

3 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美術班 

6 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 

中區 彰化縣 

音樂班 

9 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國中部） 

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鎮員林國民小學 

美術班 

9 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鎮僑信國民小學 

中區 雲林縣 

音樂班 

9 校 

雲林縣建國國民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雲林縣土庫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學(國中部) 

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美術班 

16 校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元長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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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北港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 

雲林縣元長鄉元長國民小學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南區 高雄市 

音樂班 

27 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美術班 

14 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部)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南區 臺南市 
音樂班 

10 校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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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美術班 

13 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南區 嘉義市 

音樂班 

7 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嘉義市西區博愛國民小學 

嘉義市東區嘉北國民小學 

美術班 

3 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嘉義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南區 嘉義縣 

音樂班 

7 校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水上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美術班 

8 校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南區 屏東縣 

音樂班 

10 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國中部)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民小學 

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 

美術班 

13 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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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屏東縣潮州鎮潮州國民小學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南區 臺東縣 

音樂班 

2 校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 

美術班 

6 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 

南區 澎湖縣 

音樂班 

3 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美術班 

3 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 

南區 金門縣 
美術班 

1 校 
金門縣金城鎮金城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舞蹈班設置情形 

分區 縣市 班別 學校名稱 

北區 

臺北市 

舞蹈班 

6 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新北市 

舞蹈班 

6 校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桃園市 

舞蹈班 

5 校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 

基隆市 

舞蹈班 

2 校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新竹市 

舞蹈班 

2 校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新竹縣 
舞蹈班 

1 校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苗栗縣 

舞蹈班 

3 校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鎮僑善國民小學 

宜蘭縣 

舞蹈班 

3 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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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舞蹈班 

2 校 

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南區 

臺中市 

舞蹈班 

6 校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高雄市 

舞蹈班 

5 校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臺南市 

舞蹈班 

5 校 

國立臺南市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彰化縣 

舞蹈班 

6 校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鎮育英國民小學 

雲林縣 

舞蹈班 

3 校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嘉義市 

舞蹈班 

3 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嘉義縣 

舞蹈班 

3 校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 

屏東縣 

舞蹈班 

4 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國中部)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澎湖縣 

舞蹈班 

3 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13 
 

附件二 

專家學者所屬單位地區分配 

分區 藝才班別 服務單位/職稱 姓名 

北區 

音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陳沁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教授(退休) 顏綠芬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副教授 黃新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劉瓊淑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 江淑君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徐玫玲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郭美女 

美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藝術學院院長 趙惠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江學瀅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教授 郭博州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教授 羅美蘭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 高震峰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教授(退休) 丘永福 

舞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教授 曾瑞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院長 曾照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教授(退休) 張中煖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教授(退休) 王雲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吳義芳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劉淑英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系教授兼系主任 詹佳惠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教授 陳書芸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教授 江映碧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教師 董述帆 

戲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夏學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李其昌 

中區 

音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吳舜文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 江淑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莊敏仁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張俊賢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郭美女 

美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鄭明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蕭寶玲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系講師 吳望如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教授(退休) 丘永福 

戲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夏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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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所屬單位地區分配 

分區 藝才班別 服務單位/職稱 姓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李其昌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侯剛本 

南區 

音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陳沁紅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 江淑君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張俊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藝術學院院長 黃芳吟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郭美女 

美術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教授(退休) 丘永福 

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 林美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蔡佩桂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 張繼文 

舞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教授 曾瑞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教授(退休) 王雲幼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教授 陳書芸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戴君安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教師 董述帆 

戲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夏學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李其昌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教授兼藝術學院院長 林玫君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友輝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侯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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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10學年度到校諮詢服務申請表 

敬愛的師長，您好：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9-110年度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09-110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  的：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以下簡稱藝才輔導群）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藝

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教學品質之目的與精神，擬訂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輔導群

專業對話機制，項目為建構教學輔導網絡、健全教學輔導組織、觸發教學省思、精進教師專業知

能。 

 

參、服務內容： 

  諮詢服務內容含課綱轉化、課程計畫諮詢、課程教學分享及其他教學相關等，分述如下： 

一、建立分區或縣市課程諮詢服務機制。 

二、透過諮詢或輔導需求之調查了解藝術才能教育現況及問題。 

三、透過諮詢服務與各級學校藝才班/藝才資優班良好互動與協作機制。 

    執行方式涵蓋到校諮詢服務與網路諮詢服務兩種形式，到校諮詢服務為半天及全天之辦理到校/

縣市諮詢。 

 

肆、到校資訊辦理流程： 

  到校諮詢服務受理日程為 11 月至 111年 7月，受理申請至即日起至遲於到校諮詢服務 2個月

前。到校諮詢服務受理半日及全日之服務，以半日為優先考量，敬請詳填以下需求，以利輔導群之

安排。 

 

網路諮詢請洽：aec.ntnu@gmail.com 

 

請依您的諮詢需求進行報名表之填答，誠摯感謝您。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話洽詢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信箱網址：aec.ntnu@gmail.com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賴助理：02-7749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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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                                     。 

(請以全稱填寫，包含縣市別及學校全稱。例：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校設置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別： 

□音樂班 □美術班 □舞蹈班 

 

申請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職稱(未兼行政請填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聯絡人/公務電話：                                。                     

 

一、申請到校諮詢服務日期：  年  月  日，□上午 □下午 □全天。 

(請填寫三組申請日期) 

 

二、服務內容： 

□課綱轉化 □課程計畫諮詢  □課程教學分享  □其他：                 。 

 

三、提問及相關建議（請簡述）：                            。 

                                                                                                             

非常感謝老師您的報名。 

後續諮詢服務項目相關資訊公告於「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並將有專人聯繫您。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信箱網址：aec.ntnu@gmail.com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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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10學年度諮詢服務回饋問卷 

敬愛的老師，您好： 

感謝您提供本輔導群針對藝術才能教育之諮詢服務機會，為瞭解辦理成效及相關建議，特製本回饋

問卷。 

懇請填寫以提供本輔導群作為參考，問卷結果僅作整體分析，不涉及個資及隱私，敬請放心填

寫。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敬上，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信箱網址：aec.ntnu@gmail.com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賴助理：02-77496519 

 

※本回饋問卷以 google 表單形式填寫 

 

服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職稱(未兼行政請填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設置藝術班別： 

□音樂班 □美術班 □舞蹈班 

 

諮詢服務日期(網路服務請填網路提問日期；到校服務請填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諮詢服務滿意度調查 

1. 對本次服務申請之回應速度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對本次服務申請之內容安排/回應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 本次服務對本校藝才辦學之助益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對本次服務之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老師您的填寫。 

後續輔導群相關活動資訊將公告於「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期待您的來信。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信箱網址：aec.ntnu@gmail.com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