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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服務知能與態度



教師歷程簡介

美術班導師（2年） -行動美術館、畢業美展
美術班行政老師（2年） -主辦北市十校聯展、美術班聯招
資訊設備組長（1年） -打造藝文數位館、
圖書館主任（12年） -圖書館精進工程、教育部高中優質化（8年）、
教育部均質化、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7年）、資訊專案計畫、世界
設計之都計畫、學校廊道優質化專案計畫…

扶植藝術相關社群-
文藝復興社群、創課教室社群、行動學習社群、教師劇團…

具體推動-
藝術護照、移地教學、 國際交流、北投燒、北投藍染…等在地藝術



起點，決定你的終點

考上教師才是責任的開始
考老師的時候，你懷抱的目的，只是要找一份安穩的
「職業」，有保障的薪水，而不是當成沒錢，一樣可
以做得很快樂的「志業」，那你未來的幾十年，可能
就得不到「最深層的快樂」。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486#article_guide-1


視野，決定你的高度

當行政很苦 但學的多
當了行政之後，才知道一所學校的整體運作。也因為
了解，有系統觀，才有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可能。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486#article_guide-3


感恩，是幸福的種子

處於謙卑姿態，一同學習

常從學生身上學習、從優秀的老師身上學習、
從課堂中所發生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上「偷學」。



孤獨久了，就不寂寞

多寫教案，多跨域學習

教案是教學的基礎，時時充實教學專業，多
撰寫教案養成跨域學習的習慣。



少加入小團體 ，
多做事；少傳是非



第二部分

創作分享

1-1 藝術展覽
1-2 藝術駐村
1-3 公共藝術



多年來秉持著與美術班同學『教學相長』
的理念，『言教與身教並行』為學生樹立藝
術家創作的方向與學習楷模，持續創作不輟，
除了舉辦多場個展、聯展外，不間斷地擔任
國內、外駐村藝術家，及製作公共藝術…等
藝術創作及藝術教育的影響力。

藝術創作與發表



個人創作展：

2008 〝皮層凝聚08 〞個展於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特展室
2013 〝特定地點 〞個展於新北市淡水藝文中心
2013 〝我種我自己〞個展於草山行館
2016 〝慢活 漫遊 Ⅰ 〞個展於新北市藝文中心
2020 〝慢活 漫遊 Ⅱ〞個展於新北市藝文中心

〝慢活 漫遊 Ⅱ 〞個展於新北市淡水藝文中心
2021 〝慢活 漫遊 Ⅳ〞個展於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2022 〝慢慢漫遊〞個展於國立竹北高中



藝術駐村：

2002〝蝶〞參展第一屆 Hondurians 國際藝術家大展
2007 435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2010〝第二自然〞駐村藝術家於加拿大溫哥華Capilano .U
2011 台中20號倉庫駐村藝術家
2012 台北市生活美學館駐館藝術家
2014 草山行館駐村藝術家
2015 東莒島駐島藝術家
2016 東海岸地景藝術節駐村藝術家
2022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公共藝術：

2007〝白日夢〞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台北市龍興大樓
2009〝迎向未來 〞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台北縣板橋市
2012〝紮根 〞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苗栗縣銅鑼鄉
2013〝禪武 〞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苗栗縣通霄鎮
2014〝野鶴〞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新北市土城區
2016〝關懷處處 〞公共藝術第一名設置於新北市土城區



代表台灣參展第一屆Honduras國際藝術家大展，及加拿大．溫
哥華冬季奧運藝術展，並在當地『夢想社區』舉辦20小時的雕
塑工作坊及5場相關藝術推廣講座，宣揚台灣。



第二部分

教學案例
2-1 教學篇
2-2 推廣篇
2-3 國際篇



2-1 教學篇



行動美術館教學活動實施

• 配合投影片介紹達達主義（DADA）、集合藝術（ASSEMBLAGE） 現成物

﹝Ready-mades﹞ ……等藝術創作的派別與技法之史觀脈絡 。

• 引導學生製作創作企劃書（包含創作理念、草圖及創作進度表…等內容） 。

• 教師示範及引導相關創作技法。

• 同學透過彩繪、雕塑、裝置、改造等手法，成就多樣藝術面貌的作品。

• 師生共同討論展呈方式，並引導學生分組完成展呈活動。

• 師生共同討論作品之推廣與行銷方式（包含影片剪輯、作品集、網頁及參

加創意市集…等內容） 。

安全帽教案.doc


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
以雨傘、安全帽、溜狗等生活物件來作為引導



另類的展呈方式
以快閃、溜狗以及帶小豬去旅行等另類展呈方式



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
指導學生作品企劃書、活動策劃及行銷管理等能力



2-2 推廣篇



立體造型藝術的推手-校際活動

舉辦8屆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雕塑藝術資優
營，推廣立體造型藝術，並榮獲績優學校



立體造型藝術的推手-校園活動

與台灣藝術大學合作推動
國際袖珍雕塑巡迴展覽，推廣立體藝術



立體造型藝術的推手-校際活動

參展夥伴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新加坡南洋女中、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臺北市立育成高
中、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新北市立三
重高中、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雲林大成商工、

臺南縣國立新化高中。

塗鴉藝術牆-校園巡迴展覽計劃



國際教育-藝術創作與發表

帶領美術班師生與非洲畫家 Abbas Rafiki
與廚師Juma Hassan 合作，彩繪校園壁畫

學習TingaTinga藝術風格



2-3 國際篇



美術班日本教育旅行特色

日本

學校交流

HOMESTAY

住日本人的家

溫泉
體驗

各式
體驗

瀨戶內海

國際藝術祭

歷史
知識



美術班日本教育旅行 瀨戶內國際藝術季



國際教育-美術班藝術移地學習

辦理美術班「新加坡移地教學」計畫，結合寫生 、集體

藝術創作等，除了具備拓展國際視野，以畫會友，並進
一步理解文化差異下，培養世界公民責任與態度。



國際教育-美術班藝術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國際教育、藝術教育交流
與新加坡南洋女中共同彩繪浩然敬老院



國際教育-藝術移地學習

辦理美術班「香港教育畢業旅行」計畫，結合寫生 、集

體藝術創作等，除了具備拓展國際視野，以畫會友，並
進一步理解文化差異下，培養世界公民責任與態度。



國際教育-藝術志工服務

透過美術專長做高層次的國際志工服務，2015起連
續三年帶領學生，協助緬甸東枝興華中學籌建華語
圖書室、彩繪壁畫、繪製文化繪本，實踐所學。



國際教育-藝術志工服務

帶領學生，協助緬甸東枝興華中學拓展華語圖書室、
彩繪7間教室壁畫、文化繪本，實踐所學。



國際教育-藝術志工服務

帶領學生，協助緬甸東枝興華中學拓展華語圖書室、
彩繪緬甸東枝興華中學廁所、文化繪本，實踐所學。



柬埔寨 科學教育 國際志工隊



尼泊爾-科學教育、藝術教育及團康



尼泊爾生活體驗、文化參訪與紀錄



珍惜台灣所擁有的……

來一趟尼泊爾真的會比較珍惜一切所
有，像是熱水澡、好吃的食物、快速便
宜的網路和乾淨的馬桶，回台灣洗澡的
時候每次都抱持著感恩的心，再也不把
任何物質上的享受當做理所當然。



認清什麼才是真正需要的，
生活變簡單

我們想要的比需要的多太多了，來
尼泊爾之後，瞭解自己真正需要什麼，
生活變簡單，變規律，就像把多餘的枝
頭剪掉一樣，清爽很多



當地人的謝謝，就是我在
這裡的理由

12天只能說是國際志工體驗營吧。
對我來說，學生的謝謝就是我在這的理由，

只要一看到他們，跟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工作，

我就覺得在這裡的一切都值得。



第三部分

專案計畫申請

3-1 藝術企劃力
3-2 申請專案計畫



克里斯多（Jaracheff Christo, 1935～2009）保加利亞人，1950年代起開始活躍於巴黎
與紐約兩地，1958年時他開始發表最初的捆包作品，不論是椅子、書本、建築物或女人，
他都用巨大的塑膠布予以捆包，再以繩子纏繞。/作品〈被包裹的凱旋門〉為克里斯多生
前未完成作品，2021年9月18日至10月3日，凱旋門被包裹16天。



「企劃力」是培養學生面對未來
藝術創作世界的關鍵能力之一。

問題分
析力

資料蒐
集力

企劃撰
寫力

溝同協
調力

執行管
理力



藝術行政與專案計畫

以藝術的美感打造怡人的圖書空間，
讓校內師生更加 悅讀 閱讀



跨領域美感教育以Arts代表的藝術領域為核心出發，串
聯跨科學習為設計理念，期望學生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
的推動，獲得更全面且創新的學科及藝術學習歷程。以
藝術媒介、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與藝術資源等作為活化、
輔助與融整其他學科學習的媒介、資源與策略及主軸，
建構「以藝術為核心」（arts-based）的跨領域美感課
程。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自2014年起跑至今，經過前兩期
的開發及深耕階段，目前第三期則著重於推廣。據此，
我們結合種子學校、師培合作大學三方的力量，在1至16
的教育階段中，透過課程融會藝術知能，活化學科教學；
培育學生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並進一步厚植其核
心素養，期望最終能夠落實我們推動全民美育的理想。
參考網址：
https://www.inarts.world/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https://www.inarts.world/


「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是一個教育
部的校園改造計畫。為了提升台灣校園美感，我們運
用設計進行實踐，讓設計思考的概念不只導入校園、
更導入教學的思維，我們網羅各領域專業人才，以設
計驅動教育現場的創新。本計畫的核心在於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帶著師生一起，在習以為常的
亂象中發現問題 (Discover)、用共創的形式定義問
題 (Define)、並借專業之手找出解決方法 (Develop) 
改造環境以解決問題 (Deliver)。透過建構美感學習
環境，落實校園生活中的美感教育。

計畫於2019年首度辦理，經過專業的評選機制，從
各種校園常見標的物著手，透過改造設立美感校園的
標竿，共同為下一代思考、打造符合時代趨勢的學習
空間。
參考網址：
https://aew.moe.edu.tw/project/Design_Movement
_on_Campus#/

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

https://aew.moe.edu.tw/project/Design_Movement_on_Campus#/


教育部為精進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
之創新與實踐，強化支持系統，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並連結中央、地方及學校運作機制，規劃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創
新計畫。
實質審查基準包括計畫內容之「特色與創新(40%)」、

「可行性與完整 性(40%)」、「資源整合與運用
(10%)」、「組織與運作(5%)」及「經費合 理性(5%)」
等。預計徵選45所學校(國中小30校、高中15校)，並
於審查後函知結果及補助額度。
參考網址：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files/att
r/1100423%E6%95%99%E8%82%B2%E9%83%A8%E6%8E%A8%E
5%8B%95%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4%
BB%A5%E4%B8%8B%E5%AD%B8%E6%A0%A1%E8%97%9D%E8%A1
%93%E6%89%8D%E8%83%BD(%E5%90%AB%E8%B3%87%E8%B3%
A6%E5%84%AA%E7%95%B0)%E5%B0%88%E9%95%B7%E9%A0%9
8%E5%9F%9F%E8%AA%B2%E7%A8%8B%E5%89%B5%E6%96%B0%
E8%A8%88%E7%95%AB(%E7%99%BC%E6%96%87).pdf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含資賦優異)課程創新計畫申請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files/attr/1100423%E6%95%99%E8%82%B2%E9%83%A8%E6%8E%A8%E5%8B%95%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4%BB%A5%E4%B8%8B%E5%AD%B8%E6%A0%A1%E8%97%9D%E8%A1%93%E6%89%8D%E8%83%BD(%E5%90%AB%E8%B3%87%E8%B3%A6%E5%84%AA%E7%95%B0)%E5%B0%88%E9%95%B7%E9%A0%98%E5%9F%9F%E8%AA%B2%E7%A8%8B%E5%89%B5%E6%96%B0%E8%A8%88%E7%95%AB(%E7%99%BC%E6%96%87).pdf


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學
生透過校際或跨領域聯合展演，展現
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促進觀摩學習
與交流，精進藝術才能表現能力。

擴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藝術
與美感活動體驗機會，培育藝術欣賞
之基本素養，豐富美感體驗，發展跨
領域視野。
參考網址：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
tent.aspx?id=GL001656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才能班活動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56


鼓勵學校聘用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交流藝術專業
領域知識或技能，並進行配合教學課程或活動，以推動融
合在地藝術與文化資產為目標。並配合本計畫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邀請在地文化工作者
或傳統藝師，針對學校既有課程或器材資源，規劃融合在
地文化或傳統藝術之課程，藝師需親自於課堂上指導與教
學，並與該校藝術教師配合進行協同教學，需規劃橫跨上
下學期，至少40小時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課程，可邀請一
位以上專業藝師，辦理長期教學或文資踏查等相關課程，
擴展在地藝文學習領域，將教學成效回饋學校，精進教學
並呈現學習成果及心得回饋，為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
師與學校建構相互合作與對話之交流平台，以利傳統藝師
與學校間的資源相互支援，促成在地文化與傳統藝術傳播
與文化傳承。
參考網址：
https://www.schoolandcollegelistings.com/XX/Unknow
n/420244718784519/%E6%95%99%E8%82%B2%E9%83%A8%E8%9
7%9D%E5%B8%AB%E8%97%9D%E6%9C%89%E8%A8%88%E7%95%AB

教育部「藝師藝有―鼓勵學校延聘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計畫

https://www.schoolandcollegelistings.com/XX/Unknown/420244718784519/%E6%95%99%E8%82%B2%E9%83%A8%E8%97%9D%E5%B8%AB%E8%97%9D%E6%9C%89%E8%A8%88%E7%95%AB


文化部與教育部共同推動文化體驗教育，邀請藝文團體、
藝文工作者及藝文場館發想更豐富多元的文化體驗內容。
經過3年累積研發能量，110年文化體驗課程上架149案，
讓學校有機會進行文化體驗，讓藝術文化向下扎根。

110年上架「藝拍即合」課程包含民間團隊、藝文工作
者及文化部所屬場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體驗內容多
元豐富。在民間團隊及藝文工作者部分，包含歌仔戲、布
袋戲、現代戲劇、舞蹈、相聲、北管等精彩內容，視覺藝
術方面除了畫作、色彩、行為藝術等主題外，財團法人蒲
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亦推出「視覺障礙雕塑體驗」，
提供視障生進行雕塑體驗。工藝方面，包含木藝、雕塑、
玻璃、金工、藍染、陶藝、竹藝、織品等類型。文化資產
方面，包含家將文化、歷史走讀等。文學閱讀方面，包含
阿美族神話閱讀、以繪本討論新移民議題等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1872.arte.gov.tw/application_list_index.as
px

臺灣藝術教育網/藝拍即合

https://1872.arte.gov.tw/application_list_index.aspx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藝推
中心」）原依據教育部「中小學藝術才能
班優質發展中程計畫（104年至108年）」
之策略一「健全藝才教育支持系統」而設
置，旨在協助藝才班/藝才資優班訪視及設
備資源等業務；106年起，因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綱之陸續制定及發布，專責協
助課綱教育部有關中小學藝才班其課程實
施規範及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之制定及宣導
事項；至本（109）年，賡續辦理藝才班/
藝才資優班於課綱制定後之推動措施。
參考網址：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
/article/detail/99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



感謝聆聽

幫助孩子找到未來的方向

台北市立復興高中 簡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