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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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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b0z8wJfhU

Musician’s improvisation
by Lukáš Kmiť, viola

Nokia Fugue - Vincent Lo (Op. 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isQlg6V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b0z8wJfh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isQlg6VGU


裝滿祕密的抽屜
每一道都是未知
彷若身軀的自我
矛盾但欲言又止

 達利(Dali, Salvador 1904-1989)
《抽屜人》(The Anthropomorphic Cabinet)(1982)

張婷婷〈抽屜人〉(2013) 《肢·色系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ESp3cA7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ESp3cA7ps


視覺設計邱煥升
蘇打綠 sodagreen - 【彼得與狼 @小巨蛋 2016/12/02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hE-sWLkqfU

曾是美術班畢業生的動畫MV導演邱煥升
拾荒文化影像有限公司負責人
美術>平面設計>動態設計>動態視覺設計
流行歌曲MV視覺及舞臺設計作品如
《入陣曲》《彼得與狼》《烏托邦2.0慶典》等

2019.5.1 林宥嘉「IDOL」演唱會臺北初登場砸4500萬打造大型藝術展
https://www.facebook.com/yogalinmusic/videos/308602420032535/

動畫統籌邱煥升專訪 by JoJo 2019.3.20
https://www.kkbox.com/tw/tc/column/features-0-2867-1.html?fbclid=IwAR2NzjFjNTQp37Ia20m8Z5GyJXx1SyDpNUy7Y5M4oqaJ6ZyeIOY0Dl1Ow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hE-sWLkqfU
https://www.facebook.com/yogalinmusic/videos/308602420032535/
https://www.kkbox.com/tw/tc/column/features-0-2867-1.html?fbclid=IwAR2NzjFjNTQp37Ia20m8Z5GyJXx1SyDpNUy7Y5M4oqaJ6ZyeIOY0Dl1OwRA


許哲誠「可愛的鋼琴小男孩」
曾就讀基隆市成功國小/成功國中音樂班
師事東吳大學音樂系范德騰教授

2012.12.08中天夢想驛站用鋼琴說出生命的顏色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CPfV-qfXCa8QbceMr-69JmYbSTZweU8j

《獨奏曲》(2011)  詞：玻璃鰻 曲：許哲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diqUCz7GU

2017全國身障街頭藝人音樂徵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WebaIcukk

2016.03.21充滿生命力的音符視障鋼琴家許哲誠鼓勵學弟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0HSiQafO4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CPfV-qfXCa8QbceMr-69JmYbSTZweU8j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diqUCz7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WebaIcuk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0HSiQafO4


藝術才能培育：特定的認知特質
1.某一藝術感覺(感官)發展
特別強烈明顯

(1)音樂-聽覺優異
(2)美術-視覺優異
(3)舞蹈-動覺優異
(4)多重感覺優異

2.具有個人獨特思維
想法兼具邏輯與創意

(1)思考有邏輯性
(2)精於實作表現
(3)想像力豐富
(4)願意嘗試/勇於冒險

3.生活事物觸類旁通
跨域興趣濃厚

(1)日常聯想敏捷
(2)觀點表達多元
(3)已知未知互通
(4)主動求知熱忱

4.自我覺察後設認知
能有反身思考

(1)自我監控
(2)問題解決
(3)經常提問
(4)彈性調適



(1)實作取向

藝術生涯發展所需之多元成分與能量

(4)社會取向(3)教育取向(2)學術取向
• 獨立創演

大師/藝術家/…

• 群體創演
樂團/舞團/主題團體/…

• 跨域合作
藝術跨域/多元跨域/…

• 產業應用
藝術治療/文創產業/
科技應用/…

• 其他…

• 理論研究
美學/哲學/
心理/史論/…

• 文化踏查
文史/區域/
族群/個案/…

• 社會思潮
事件/觀點/
史實/媒體/…

• 科技新知
研發/網絡/…

• 其他…

• 一般藝術教育
大學通識課程/
中小學藝術領域/…

• 專業藝術教育
大學專業科系/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 社會藝術教育
學校社團/學齡前/
銀髮族/私人教室/…

• 藝術師資培育
小教/中教/
輔導/特教/…

• 其他…

• 公務體系

• 社教機構

• 人民團體

• 創業品牌

• 家庭管理

• 其他…

來自藝才教育-機關/學校/教師/家長等



藝術為伴的成長歷程與反思

生長於臺中
學成在臺北
樂居處桃園

三個孩子的媽

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暨音樂教育碩士、學士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專任副教授

Email: t82018@ntnu.edu.tw

mailto:t82018@ntnu.edu.tw


個人成長經驗分享
• 家庭是強而有力的後盾
• 藝術學習的啟蒙關鍵
• 生涯另一章-高中志願的抉擇

• 我的良師典範
• 生涯探索-除了藝術，我還擁有甚麼？！

• 瞭解己身人格特質的生涯抉擇
• 藝術之外的生活圈-與不同族群共處

• 面對壓力與挫折的自我調適
• 鎮日於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自我期許
• 邁入資深的悠然自得

「與音樂共舞-我的音樂人生」載於楊垂芳(2011專訪)
資優教育行動方案-資優教育宣導「我所經驗的資優教育」



結語

1.從天才到人才之培育
第一道槓-術為末但化為藝>第二道槓-技為匠且轉能思

2.藝才學術兼備之養成
知識力knowledge>概念力concept>程序力procedure>反思力reflection>反身力reflexivity

3.藝才經驗之反身思考
才藝啟蒙>藝才趨向>學術抉擇>職涯命定>藝共美好



 Academy: Higher Learning
 Arts: Higher Creativity
 Academy + Arts: Highest Personality

思考-藝術的邏輯
創演-詮釋的藝術

藝才班簡介
長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nzwLlTS9Y
短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3BWUGThS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nzwLlTS9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3BWUGThSc


C

藝才教育課題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教育部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召集人

楊芬林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組長/教育部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副召集人兼舞蹈組組長

林怡君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音樂組組長

鍾政岳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教育部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美術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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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

1. 藝才培育方向的多元
2. 藝才教師自我的定位
3. 藝才主管部門的作為

講者發言後也邀請與會夥伴分享

回饋表單 https://forms.gle/6j4Ddmz8XTEuRS2j6

https://forms.gle/6j4Ddmz8XTEuRS2j6


• 國家給予藝術人才培育的支持為何?

• 藝才或藝才資優是資源的區隔或分化?

• 現行課綱如何暢通即將面臨的學生升學?

• 現行課綱對於排課的問題如何因應?

 由法令修訂、資源挹注、縣市溝通、師培專業、諮輔機制、觀念宣導、考招連動等措施著手。

 藝教特教並立給予藝才不同面向之完整界定，關鍵在於多元鑑定與安置是否能達適性揚才之的。

 即時的權責單位溝通，保障學生權益前提之下，依據課綱精神與內涵，妥善調整鑑定模式。

 以學理及實徵研究進行觀察與分析，確立藝才教育在普通學校實施的意義，暢通每一教育階段。

由私校建置(民52)、官方計畫(民60)、入法特教(民73)、特教藝教並行(民86)、法規浮動(民98)、反思策略(民100)、課程制定(民103)、
事權整合(民108)，歷史回顧給予未來契機，期待課綱之後，藝才教育的健全與時俱進，藝才學生的亮點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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