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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教授  丘永福

　　藝術才能班專長領域輔導群的輔導員們歷經一年準備，依據教育部公布的《藝術才能專長領

域課程實施規範》/《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與《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藝術才能資
賦優藝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等，研編課程手冊、教學示例、發行電子報等分享及公開說觀議課的

自我精進，展現輔導員們在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能力。本（110）學年度起除持續上一年度的課程
研發編寫及出版的任務之外，並將與各縣市之藝術才能班學校有緊密的連結，適切的提供諮詢服

務，以建構課程與教學專業對話的輔導機制，精進教師專業知能。

　　近年來參與國中小藝術才能美術班教師聚會座談時，教師們關心藝術才能班相關的事務，可

歸納如降低班級學生數、教師授課節數、設置藝術才能組長等建議，期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能給

予正向的支持。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亦能從法規修訂與業務

執行上，給予多方管道的支持與協助，為能讓教師們更具體清楚了解現況，茲將直轄市、縣

（市）設有藝術才能美術班學校，在招生學生數、術科測驗項目，教師員額編制及設置藝術才能

組長等方面，彙整資料供大家參考：

專家學者專欄

　　109年9月29日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以下簡稱《設立標
準》）第六條第四項「自一百十學年度起六學年內，逐年調降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在高級

中等學校不得超過二十五人；在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不得超過二十六人。」，並明定自110學
年度起國民中小學階段六年(高級中等學校階段五年)內，，逐年調降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
各教育階段班級人數調整原則如表1：
表1 各教育階段藝術才能班調整各年級之人數表

資料來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因應少子女化調整班級人數處理原則」，丘永福彙整

調降國民中小學美術班班級學生人數

　　《設立標準》第七條第一項「自一百十學年度起，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以十人以上為

原則；…」亦明確訂出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的下限。此二條文可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據

以調降與輔導的依據。

　　茲以110學年度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美術班之「招生鑑定簡章」，統計直
轄市、縣（市）美術班（計有國民小學20縣市59校；國民中學21縣市87校）招生名額，已有調
降，其中國民小學有5縣市（9校）、國民中學有4縣市（6校）是低於每班26人，詳細招生人數
如表2所示：

《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美術班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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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0學年度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美術班招生人數彙整表( ✽ 表示低於每班26人)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各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美術班招生鑑定簡章，丘永福彙整

 專家學者專欄    

國民中小學美術班「術科測驗」項目

　　依據110學年度直轄市、縣（市）國民小學藝術才能美術班之「招生鑑定簡章」，統計國民
小學「術科測驗」採「兩項目」計有7縣市24校，採「三項目」有13縣市35校。歸納「術科測
驗」項目依名稱計有：「繪畫」（線畫、彩畫、平面繪畫、繪畫、平面表現）、「創意表現」

（創意線畫、創意彩畫、創意表現、創意聯想）、「立體造形」（立體造型、造形）等三類11項
目，如表3：

 表3  110學年度直轄市、縣(市)國民小學美術班「術科測驗」項目彙整表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各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美術班招生鑑定簡章，丘永福彙整



　　依據《設立標準》第九條第一項：「藝術才能班每班教師員額編制，在高級中等學校及國

民中學，每班應置教師至少三人；國民小學，每班應置教師至少二人。」，第二項：「前項教

師，每班至少一人應具備所任教班別之藝術專長合格教師資格，並得優先聘任兼具資賦優異教

育之合格教師。」以國民中學（七、八、九年級）美術班而言，教師員額編制應有3位教師的總
授課節數，應該用於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科目的教學上。若以國中專任教師授課20（節/每週）計
算，則總計會有60節的教學節數，可分配到三個年級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科目的分組教學中。

　　近年已有多個縣市落實達到此員額編制的精神，茲舉「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藝術才能

美術班為例：從七、八、九年級專長領域課程總表（如表5）觀之，各年級專長領域課程均為七
節，有「六節課」是同時間分三組進行教學，「一節課」是分兩組教學，教學節數總計60節
（6節x3組）x3個年級+（1節x2組）x3個年級=60節 。換言之，福和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
班的教師員額編制，已充分反應在專長領域課程的教學上，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教師亦能

給予學生更多時間學習指導。

03

表4  110學年度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學美術班「術科測驗」項目彙整表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各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美術班招生鑑定簡章，丘永福彙整

藝術才能美術班每班教師員額編制

 專家學者專欄    

　　國民中學「術科測驗」採「兩項目」計有7縣市27校，採「三項目」有17縣市59校，採「四
項目」有1縣市1校。歸納「術科測驗」項目依名稱計有：「素描」（素描、鉛筆素描、靜物鉛筆
素描）、「繪畫」（水彩(畫)、彩繪(畫)、靜物彩繪、水墨）、「書法」(書法)、「創意表現」
（想像力繪畫、創意表現、創意設計）、「美術知識」（美術基本知識測驗、美術知能測驗、美

學常識）及「面試」等六類15項目，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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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藝術才能組長

　　國民中小學校藝術才能班的相關行政事務，在《設立標準》並無明文規定設置專責的藝術

才能組長，但各校會以職務分工安排於學校某一處室的組長來協辦，卻有行政負擔過重之勞，

對龐雜的藝術才能班專長領域課程規劃、教學和活動，確實需要有嫻熟藝術專長的教師擔任，

方能勝任。依據修訂的《設立標準》第九條，新增第三項：「設有藝術才能班之學校得依班級

類別置召集人一人，由教師兼任，綜理藝術才能班事務。」且教育部潘部長於本（110）年4
月12日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答詢時，針對第九條第三項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藝
術才能班召集人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2節納入權管相關規定之中，使藝術才能班行政事務的
推動上，有了一點明確的規範。

　　國民中小學校設置藝術才能組長係屬於地方權責，但綜觀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設有

藝術才能班學校能於「國民中(小)學校行政組織設置標準表」中，明訂列入「得(增)設藝術才
能組長」，目前僅有宜蘭縣、澎湖縣和花蓮縣，實令人稱羨，也顯示地方政府重視藝術才能教

育的推展與人才的培育。

　　另「臺北市國民小學組織規程」、「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組織規程」中，分別於第五條列有

「藝術才能教育組」，但基於學校自主管理，國民小學在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四項「各校設有藝

術才能教育班三班以上者，得於第一項組數範圍內設藝術才能教育組。」；國民中學在組織規

程第六條第三項「設有藝術才能教育班三班以上者，得設藝術才能教育組。上開組別依需要擇

一增設，或於第一項組數範圍內設組。」等規範。因此，設置「藝術才能教育組」尚須視學校

班級數規模下設的組數限制而定。茲將宜蘭縣、澎湖縣的「組織設置要點(標準表)」和花蓮縣
「行政組織及授課節數表)」有關藝術才能組長設置的部分(如表6，畫有底線者)，以及「臺北
市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組織規程」（如表7）等，提供大家參閱了解，也期望其他直轄市、縣
（市）政府能給予藝術才能班最有力的行政支持。

 專家學者專欄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藝才班各年級課表

表5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110學年度第1期藝術才能美術班「專長領域課程」總節數表



 專家學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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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澎湖縣、宜蘭縣和花蓮縣國中小學組織設置法規內容



 專家學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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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澎湖縣國中小學校行政組織設置標準表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
id=GL000667；https://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66
宜蘭縣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組織設置要點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25
 
花蓮縣立國民中小學行政組織及授課節數表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
id=GL000138；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311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67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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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
LawID=P05A1004-20180810&RealID=05-01-4004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5A1003-
20180810&RealID=05-01-4003

表7 臺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組織規程第五、六條之內容

 專家學者專欄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5A1004-20180810&RealID=05-01-4004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5A1003-20180810&RealID=05-01-4003


《疫情中的國際鋼琴賽事：華沙國際蕭邦鋼琴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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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因Covid-19疫情影響，許多藝文界盛事受到很大的衝擊，因此導致音樂家們生活陷入困
境。這些頂尖的音樂家們無不重新思考，音樂家的生涯該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繼續延續。而許多音樂

界的國際賽事在沉寂一段時間之後，紛紛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比賽，更提升了許多在線上可以展現

音樂藝術的可能性，也因此給予世界各地的優秀音樂家繼續延續對音樂的熱愛與夢想。

　　在2021年期間，有兩大國際鋼琴比賽盛事被關注著，美國克里夫蘭國際鋼琴大賽（Cleveland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以線上的方式（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r2ugxt2O09E&list=PLW-faaeUb05u1wKiZsgkSoHxTNIvgB-i6）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鋼琴
賽事，選手必須經過四輪的賽事完成獨奏、室內樂、協奏曲不同的曲目與組合，對演奏家而言真的

是一大的挑戰，『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顯露出要成就一位頂尖演奏家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比賽，則是蕭邦國際鋼琴大賽（Chopin Piano Competition），今年在
臺灣掀起了一股音樂人『追劇』的風潮，這是有史以來蕭邦國際鋼琴大賽臺灣籍的演奏家入圍最

多人數的一屆，想要進入這樣的賽事，無不成為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鋼琴家的夢想。

　　國際蕭邦鋼琴大賽於1927年成立，為了紀念波蘭最具代表
性的音樂家蕭邦，70多年來在政府及民間的協力之下，在規則
制度上不斷改良，現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鋼琴比賽之一。第一

屆比賽由波蘭鋼琴家Jerzy Zurawlew（1887-1980）創立，
於1927年的1月在華沙愛樂的音樂廳舉行，有來自8個國家的
26位年輕鋼琴家參賽，大部分來自蘇聯與東歐國家；首屆第一
名是蘇聯鋼琴家歐柏林（Lev Oborin，1907-1974）。歐柏
林在獲獎後，選擇留在莫斯科，後成為莫斯科音樂院的教授，

也曾擔任哈察都量鋼琴協奏曲的首演，更和歐依斯特拉夫合作

演出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音樂會。

　　其後的幾屆比賽，以相隔五年的間距進行，只有原該在

1942年舉行的第四屆比賽，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暫停。戰後的
第一次比賽在 1949 年舉行，換了一個場地，這年的首獎由兩
位女性鋼琴家，蘇聯的達維多維奇（Bella Davidovich，
1928-）與波蘭的徹爾尼 - 史提凡斯卡（Halina Czerny-
Stefańska，1922-2001）。達維多維奇於 80 年代移居美
國，任教於茱麗亞音樂院；徹爾尼 - 史提凡斯卡則留在波蘭發
展。

五年一度的盛事

���知

 作者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林怡君   



　　

　　1980年，越南鋼琴家，方才訪臺的鄧泰山，以黑馬之姿贏得首獎，打進決賽卻未得獎的還有
臺灣的陳宏寬。波哥雷里奇當年的演奏，精采絕倫，卻因詮釋太過異類而未能進入決賽；一樣有個

性的前輩阿格麗希為了挺他，憤而退出評審團以示抗議，鬧得沸沸揚揚，最後大會只好頒給波哥雷

里奇一個佳作獎來平息眾怒。1985年的首獎由蘇聯的布寧（Stanislav Bunin，1966-）拿走，現
居日本的他，演奏事業似乎並沒有太好的發展。

　　奇怪的是，在這一屆的比賽後，連續兩屆的首獎都從缺。1990年的第二獎由當時美國琵琶第
音樂院的學生Kevin Kenner拿下，而他在稍早的同年夏天也拿下柴可夫斯基大賽的銅牌，現居倫
敦，任教於英國皇家音樂院。1995年的第二獎則由法國的Giusiano及蘇聯的蘇塔諾夫（Alexei
Sultanov，1969-2005）共享，蘇塔諾夫憤而拒領獎項，不久甚至抑鬱導致中風；移居美國後又
來了一次中風，最後以35歲英年逝世於德州，是近年來大賽的悲劇人物。
　　2000年在首獎從缺了10年之後，來自中國的18歲青年李雲迪，成為大賽史上最年輕的第一位
華人首獎得主；當年的第四名，是同鄉的陳薩，為華人成績最棒的一次，從這時起亞洲人以勢如破

竹之姿攻進各大比賽。最近舉行的2005年比賽，首獎又回到波蘭人手中，當時只有20歲的Rafał
Blechacz前景看好，而第二獎雖從缺，第三獎由兩位韓國人獲得，第六獎則是香港的Colleen Lee
獲得。

　　根據第十八屆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官網消息指出，從預選賽脫穎而出，進入初賽的鋼琴家包括22
名中國人，16名波蘭人，14名日本人，9名臺灣人，7名韓國人，6名義大利鋼琴家以及來自亞美尼
亞、加拿大、古巴、拉脫維亞、俄羅斯、泰國、美國、英國和越南等鋼琴家。蕭邦國際鋼琴大賽主

辦單位蕭邦音樂協會也邀請曾贏得國際大獎的9名鋼琴家直接跳過預賽，共87名進入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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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的比賽為了華沙音樂廳的修繕工程，相隔6年才在1955年舉行。這一屆的比賽對亞
洲人來說是個里程碑，來自中國的傅聰獲得第三名，第二名則是名鋼琴家阿胥肯納吉；當年獲

得首獎的波蘭鋼琴家Adam Harasiewicz（1932-），則沒有其他兩人隨後燦爛的事業發展。
1960年的比賽，由義大利鋼琴家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1942-）獲得首獎，演奏事業至
今還在發燒中，去年更以他在DG錄製的蕭邦《夜曲》，贏得葛萊美獎的肯定。

亞洲鋼琴家崛起

　　經過激烈的首輪賽事，來自臺灣的三位演奏家挺進了第二輪，繼續往夢想邁進。

　　謝維庭出生於1996年，師事張欽全，4歲時開始演奏，師大附中就讀高三時赴巴黎深造，跟隨
教授蜜雪兒‧貝洛夫（Michel Beroff）和助教洛朗‧卡巴索（Laurent Cabasso），曾獲2014
年德國埃特林根國際比賽（Ettlinge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二等獎等多項大獎。
　　蘇思羽，1998年出生於臺南，4歲由母親啟蒙，從小就有絕對音感與視譜視奏能力，表現出
色，曾多次在國內外大賽屢獲佳績，在美國寇帝斯音樂學院攻讀。

　　張凱閔2001年出生於臺灣彰化，曾拿過庫柏國際鋼琴大賽（Thomas & Evon Coop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二獎，目前就讀美國歐柏林音樂學院，受教於鄧泰山門下。
這樣的成績開啟了臺灣青年音樂演奏家的新紀元。

 ���知/  《疫�中的國�鋼�賽事��沙國���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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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青年美學論壇｜
                  臺北新世代： 給藝文工作者的職涯備忘錄》

youtube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NILLEIrXE

(圖片來源：https://artemperor.tw/focus/4303)

　　臺北作為一座與國際同步邁向21世紀20年代的創新城市，新世代在後疫情時代中激發的創
意能量，讓這座首善之都在當代的文化藝術領域中，展現了強韌且多元的可能性。 新世代對生
存的想像與實踐的創造力，代表著不同於以往的價值。作為倡議臺北新世代創新價值的平台，臺

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將於2021年9月26日舉辦「2021青年美學論壇 ─ 臺北新世代：給藝文工
作者的職涯備忘錄」，分別從「新世代的藝文職涯實踐之道」與「新世代藝文工作者的資源探

索」兩個面向，邀請臺北市立美術館副研究員蕭淑文、Lightbox攝影圖書室發起人曹良賓、
「走路草農/藝團」藝術家劉星佑、臺北藝術與設計指導協會理事長彭星凱、藝文空間「朋丁」
主理人陳依秋與立方計劃空間專案經理黃郁捷等六位來自藝術策展、當代創作、裝禎設計與另類

空間團隊的工作者。在論壇中，與談者將針對各自的觀察與經驗，分享在文化產業中，如何尋求

合作管道與資源活水，又如何在現實和夢想間取得平衡。提出不同的觀察視角，建立專業的產業

知識，提供有志於藝術、設計與文化產業的年輕工作者們，有更多元的想像與實踐價值。”

(資料來源：https://artemperor.tw/focus/4303)

2021青年美學論壇｜臺北新世代：給藝文工作者的職涯備忘錄 
身為藝文工作者，該如何在現實和夢想間取得平衡 ?
身為藝文工作者，想知道有什麼不一樣的資源管道嗎 ?  

 作者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主任  莊浩志 

���知



 ���知/ 《2021�年�學論壇｜臺��世代� 給�⽂⼯作者的�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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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美術館《影像燴─劉時棟個展》展場實紀

(圖片來源：https://www.kmfa.gov.tw/ExhibitionDetailC001100.aspx?Cond=0c8c90e9-b057-44a4-86af-772c4d8b9222)

　　2021年創作論壇「影像燴─劉時棟個展｣，由資深策展人游崴策畫，以當代藝術家劉時棟
1990年代後期迄今作品54件為展覽核心，並以「觀看｣鋪設路徑，帶領我們從觀看的尺度及圖像
風格，去理解並掌握創作者的歷程與理念。展出的作品包含劉時棟1990年代的文件與錄像作品，
2000年之後的拼貼、繪畫、雕塑與裝置，以及近5年關注生存及自然環境議題的系列性與計畫性
作品。

　　展出藝術家劉時棟，在1990年代就讀大學期間，正是臺灣進入大量設立公私立美術館與藝術
專業學校的時代，他以深具實驗精神與強大企圖心的作品，積極活躍於多樣形式與主題的展覽活

動中。其創作風格多元豐富，技法自由不受今古及形式拘限，既製作大型挑釁式裝置，也拾起海

灘上的沙子作畫或以現成物複合結構出空間作品。繪畫性作品具體呈現其細膩思維，表現法強調

視覺效應與時代感，也清晰連結著古典藝術的傳統。

　　策展人游崴，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人文學暨文化研究博士，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研策展人暨

研究員，是資深文化與藝術研究者，策展經驗豐富。2001年起即積極策劃及參與國內外公私藝術
機構重要展;2010與2018年本館「高雄獎｣延聘為海外觀察員，以報導和評論的觀點，參與作品
徵件評選與審查機制的運作; 2017 年與在地實驗共同策劃「破身影｣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
2018年起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策畫「重訪臺北之晨｣、「姚瑞中:犬儒共和國｣、「實驗通信
CREATORS 2020-21｣。

　　協同策展計畫包括「時間另類指南｣、「城市震盪：污痕｣及「臺灣國際錄像展：ANIMA｣。
(資料來源：https://www.kmfa.gov.tw/ExhibitionDetailC001100.aspx?
Cond=0c8c90e9-b057-44a4-86af-772c4d8b9222)

https://www.kmfa.gov.tw/ExhibitionDetailC001100.aspx?Cond=0c8c90e9-b057-44a4-86af-772c4d8b9222


 ���知/ 《2021�年�學論壇｜臺��世代� 給�⽂⼯作者的�涯���》

　　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主辦之第12屆臺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呈獻來自27個國家和地區共57位參與
者及團隊的強勁陣容，迄今已吸引9萬多名訪客入場，在疫情期間持續獲得民眾的積極參
與。展覽由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法國獨立策展人馬汀．圭納
（Martin Guinard）共同策展，並特別邀請臺灣獨立策展人林怡華策劃公眾計畫。

　　2020臺北雙年展旨在以星球的角度審視人們之間的差異及其影響，探索地緣政治以及
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為此，策展人將北美館轉化為「星象廳」，藉藝術家的作品對應到各

個星球，象徵人們對地球認知上的歧異，試圖讓觀者在不同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中做出評判及

抉擇。而一系列的公眾計畫則代表不同星球之間碰撞的時刻，不斷激發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

力行微型革命的動能。

(資料來源：https://www.taipeibiennial.org/2020/zh-TW/News/News_Conten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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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臺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圖片來源：https://www.taipeibiennial.org/2020)

線上導覽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8QHCikG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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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eljang．知！所以？」舞蹈演出介紹

　　kemeljang是排灣族語，意指了解、懂得，「kemeljang．知！所以？」想要表達的是
「你真的知道嗎？」首次結合國際、義大利及臺灣等三種手語的當代舞蹈作品。希望透過舞者結

合手語的身體語言，向世界展現藝術平權，是非常特別而有意義的作品，相當令人期待。

　　舞團藝術總監路之．瑪迪霖表示，要結合不同版本的手語及舞蹈的身體語彙，對舞者而言，

等於同時學習多種語言，理解與融和就是最大的挑戰，而這也是作品所要呈現：「我們該如何在

語言隔閡之下，了解彼此的心？」的精神。舞蹈總監巴魯．瑪迪霖希望透過舞者的表演，不斷提

醒觀眾與自己對話：「你真的知道嗎？」

　　在作品中，編舞家巴魯除了融入各種手語外，還埋了許多有趣的伏筆，觀眾會發現，原來在

平常生活中，早有手語的存在，只要用心「聆聽」，人人都可以理解不同的世界。

　　蒂摩爾古薪舞集是臺灣第一支排灣族當代的職業舞團，舞團將於11月發表15周年的年度創
作《kemeljang．知！所以？》，自11月起將在臺灣首演，11月2日至7日每天下午3時30分在
蒂摩爾古薪舞集劇場演出，13日下午2時30分在南投文化局演藝廳，11月20日至21日下午2時
30分在高雄衛武營國家戲劇院，12月3至5日在臺北水源廣場。

圖片來源：蒂摩爾古薪舞集 提供

 作者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教師   陳秋莉 

���知



現場/教學與活動的結合『大師班講座專業協同』
演奏全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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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教師   林怡君

�才�⾯⾯�

　　臺灣高中音樂班制度，設立之初衷以

培育音樂人才為主要目標，藉由藝才課綱

的上路，更是強化此設班目的，培養專業

人才以符應現今社會環境的需求。音樂班

的教學當中，有許多面向的學習可以藉由

講座活動的『專業協同』來完整學生在成

為『音樂人才』過程當中所需的能力，也

因此我們更重視在特殊領域當中的專業課

程需求，本期將與各位分享在眾多音樂學

習模式下的『大師班講座』活動如何與課

程進行結合，來揭開高中端如何培訓全面

音樂人才的序幕。

　　大師班講座的辦理與課程效益，牽涉到邀請來的

國際大師對於臺灣高中音樂班學子的了解有多少？有

些演奏家或許在演奏上有其頂尖的表現，但是其指導

如何轉化成教學上讓學生能夠理解到『演奏』精髓則

是第一線一同參與課程講座協同教師的工作。依稀記

得多年前高中端尚未有大師班講座的資源，一般來

說，學生到了大學才有機會參與大師班講座，有時候

還得跟同儕競爭才能獲得接受大師的指導，也因為每

學期辦理為數極少的講座，就我們看來效果微乎其

微。這樣的現象，激發出第一線教師開始起心動念規

劃，不只一次性辦理國際大師，而是每年演奏家到台

灣演出時，都能夠成為我們在教育上合作的夥伴，能

夠讓師生從講座指導當中發展演奏專業上所需加強的

術科課程內容。

　　臺灣在音樂演奏與教育的環境當中，有許多『習

慣』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視的，例如：全國音樂比賽個

人賽當中，因為時間的關係，當參賽者尚未演奏完畢

時，即已響鈴的方式終止演奏者的彈奏，這樣的方

式，讓學習音樂掌握完整作品的這個觀念被弱化，而

這樣的『陋習』也影響了在高中端辦理系列大師班的

可能性，因為多數學生沒有『完整的曲目』可以上台

接受指導，機會來了、大師到你面前了，卻因為沒有

完整曲目，而喪失了上台的機會，這就是第一線教師

藉由講座意識到環境的不足，也刺激了教師在課程改

革上的想法，進而希望改變學生在學習上的觀念，透

過專業協同的方式來達成活動與教學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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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強化『演奏』的正確觀念，教師們開始著手商討該如何用最全面的方式來扭轉學生

對練習曲子的目的，不是為了分數、更不是為了考試，因此透過大師班講座進行了以下的教

學策略來改善學習的環境：

策略：
1. 期末術科評量每位學生必須演奏完全曲。
2. 以樂器類別的不同分別透過專家學者的諮詢會議。
3. 訂定每一樂器的學習進度。
4. 讓學生能夠分階段對於自己樂器的作品有基本曲目庫的曲量。

困難：
1.評審時間過長。
2.學生從小就不習慣彈完曲子。
3.須改變選曲思維，不以大曲子為主要挑選對象。

解決：
1.拉長考試的天數。
2.依據樂器類別區分更精緻的考程。

成果：
1.提升演奏能力。
2.確切掌握作品的整體性。
3.教師可以依據學生的程度選擇適合的曲目講座活動與教學，密不可分，新課綱賦予的教學空
   間，教師也能透過大師班的內容，進行專業增能，也因此改變了許多教學上的想法，更貼近 
   音樂班各種人才培訓的目標。

 �才⾯⾯�/現場/�學�活動的結合『�才知�』演奏�曲的重�性�



新課綱裡的STEAM與藝才班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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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非常火紅的STEAM，或是有人稱為創客教育，在108課綱加入了生活與科技
領域之後，對教育的生態也產生了影響，一開始，喊的口號是STEM教育，是由S＝
Science（科學）、T＝ Technology（科技）、E＝ Engineering（工程）、M＝
Mathematics（數學）所組成，培養動手做、發明、創新的下一代，後來再加入了A＝
Art（藝術）， 成為STEAM，期待學習更完整，創造、發明更連結人的溫度和關懷。

　　而當ART的加入，藝術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讓作品的呈現不只是科技的展現，更多了人
文的思考以及美感的加持，相輔相成，提昇了作品的完整性與藝術性。

　　在108的藝才領綱裡的核心素養，所提及到的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就是很好的切入點，在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指標，也有好幾條是與科技有關的，例如美才Ⅳ-P1運用平面、立體、數
位媒體等媒材進行多元藝術創作。美才Ⅳ-P1-4數位藝術與多媒體創作。美才Ⅳ-L1探討藝術與
人文、自然環境的關係。美才Ⅳ-L1-3藝術與科技的關聯：含新媒體藝術、互動科技藝術等。以
此可見，新課綱也涵蓋了科技的範疇，同樣理解了科技媒體對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性。

 作者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主任  莊浩志 

本單元實施對象為第四階段，九年級學生，美術班學生，其先備知識已有相當的視覺組織能

力，以及分組合作能力，並具有電腦平面繪圖的能力，本課程採分組創作，且因作品較大，

故成本較高，且創作時間較長，若其他有興趣進行本教學者，可視情況縮小規模。

一開始，先教學生電腦繪圖，繪製四種不同型式的花片，用向量軟體繪圖，然後教學生如何

使用雷切機，學生會將繪製的圖案，用切雷機完成切割的動作，這部分學會之後學生就可以

自行操作雷切機，完成後面的進度。

接著把學生分組，引導學生觀察，本課程中有幾個任務要學生去達成的：用花片去表現出不

同樹種的造形特徵，要分組完成，抽籤決定每組要表現的樹種，每組學生的樹高要超高2公
尺，最後組與組之間的樹，要留空間讓觀察可以走入作品，且樹與樹之間要有連結。

接下來就是學生的發展與討論，這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加上學生製作這麼大量的雷切花片也

需要時間，讓學生有時間思考花片的組合，以及如何與其他組合作配合，這些都需要時間。

最後當樹的造形都完成之後，再把感應燈加到作品之中，感應燈不是一般市售的，而是學生

用機電整合，用感測器加繼電器，還有程式的燒錄，讓燈光可以感應人的接近而亮燈，離開

就息滅，但因為超音波容易互相干擾，所以在進行裝設時要留意安裝的位置。

接下來在本文中分享一個結合科技的創作課程：【樹．造】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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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造】這個單元，學生會接觸到平面電腦繪圖，雷切機的使用，機電整合及程式的撰

寫，這些都脫離了傳統藝術創作的媒材範圍，學生需要跨領域的能力才能完成，以國中階段的

學生仍需要教師較多的協助才能完成，有一定的技術難度，但可以啟發學生，讓學生認識這些

媒材都是藝術創作的工具，或許日後也因些改變了創作的想法與觀念。

作品解說牌 學生討論與組合的過程

學生討論與組合的過程學生討論與組合的過程

機電整合的零件 作品完成



　　自108新課綱起跑後，藝才（藝優）明文規定課程分為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特別
是在校訂課程的部分，各校可多所發揮，發展出各校的特色課程。藝才班的校訂課程可

以如何規劃與實施？以下分別透過臺中篤行國小、光明國中及桃園高中三所學來為大家

介紹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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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新頁·校訂課程好樣！

 作者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教師  陳秋莉 

　　篤行國民小學的校訂課程規

劃有「Fun眼天下」、「Join數
位世界」、「Eye書悅讀」、
「Joy愛玩積木」等課程。藝才
班的課程規劃面向扣緊五大核心

知能及學校特色課程，將專業課

程、展演規劃、運動傷害、藝術

欣賞、校內外活動等融入其中。

因此，在藝才班三、四年級的現

代舞課程，以「藝術欣賞」結合

校訂課程特色教學-Joy數位世
界，發展出篤行國民小學三四年

級現代課-世界舞蹈。

　　「世界舞蹈」課程包含不同國家的特色介紹，有著輕快鮮明的節奏以及豐富的隊形變化，

讓學生很快建立起團隊合作的精神，使剛進入藝術才能舞蹈班的孩子們可以很輕鬆地上手。在

快樂的舞動身體的同時，也能擁有世界觀，進而了解不同國家的舞蹈特色以及文化發展。

　　光明國民中學則是運用在地資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其目的在於豐富學生藝文素養，增

進舞蹈班學生對多元文化的體認，進而了解在地藝術發展脈絡。特別以專題課程【道禾六藝文

化館巡禮--我的六藝舞時代】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借重古蹟地景的歷史風貌，進行舞者肢體動
作於多元場域情境的主動探索，課程實施的對象是八年級的學生，課程跨領域結合國文、視覺

藝術、即興與創作、本國傳統舞蹈等發展豐富的教學內容，包括：

(一)六藝文化的認知與體驗
(二)探究歷史建築之美
(三)靜態藝文展覽與動態展演觀賞與分享
(四)透過多元場域與情境之體驗，進行肢體
      動作探索。 
(五)六藝文化的傳統與創新。 

光明國民中學：道禾六藝文化館~肢體的探索

篤行國民小學：世界舞蹈~跨年演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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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欣賞六藝文化館的藝文展演活動【傳習藝展—精筆水墨創作展】為例，透過觀察

水墨畫作—找出線條與構圖，並運用身體寫書法方式，進行動作探 索、讓學生可以透過
視覺欣賞轉化舞蹈藝術之涵養。

　　桃園高級中等學校校訂課程則以「學生創意的思考與展現」作為課程發展主軸，同

時結合部定課程的學習，讓學生在部定課程所學習的現代舞、芭蕾與中華民族舞透過即

興創作為主題的課程設計，發揮創意能力的表現，強調校訂課程作為整體課程發展的樞

紐及連結，和部定課程串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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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多元選修課程也會連結到校訂課程，例如一年級有「舞蹈劇場實務」，

二年級增加有「表演技法」及「跨領域創作」，三年級加入「舞蹈行政實務」，表面看

起來是分科，但教學者在課程設計的思維卻是環環相扣。透過有系統縱向與橫向連結編

排之下，給予學生更多元學習的機會，提供不同刺激及探索，在不同面向展現自己的能

力。

　　從以上三所不同階段學校的校訂課程可以發現，各個學校都有其發展的特色，無論是結合

校本課程或在地文化，均能從學生能力展現的面向進行，讓校訂課程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能

看出課程設計者的巧思、理念與想法，也期待藝才班教師亦能戮力地發展各校具特色的校訂課

程。

桃園高級中等學校：中華民族舞融入舞蹈創作，連結舞作排練之紀錄。

攝影:邵樹源

桃園高級中等學校：中華民族舞融入舞蹈創作，連結舞作排練之紀錄。

攝影:邵樹源



藝術才能班的未來與願景/「在地人才培訓～校際策略聯盟」

　　

⾳�專欄-�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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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對於藝術人才的培育，在高中階段進行專才分流，這是對於人才培育的重要黃金時期，藉由專

業的課程訓練與學習，一步步成就國家培育在地人才目標。108新課綱上路之後，藝術才能班在課程的
規劃與經營上有更大的彈性，將舊式課程進行統整規劃，盤點專業領域課程使其更符合藝術才能班人才

培訓的設班目的。

　　在歷史時間軸上，各時代的「藝術」領域都是走在當代最前端，人才培育所需要的專業課程與環

境，是成就頂尖必備的基礎條件。此次新課綱時代的來臨，正好提供各校於專長領域課程進行統整，重

新思索設計符合學生特質的學習與訓練系統。

　　 106學年度起，國內數所高中開始執行新課綱前導學校計畫，著手課程改革與試行，朝向建構完整
人才培育及提供學生多元發展的藝才領域專業課程架構，因此自發性的籌組專業教師社群，透過校際間

的交流與共備，逐漸發展出許多培育全面音樂人才的課程，例如：演奏人才培訓課程、科技音樂、室內

樂、爵士音樂與即興創作、電腦音樂、音樂與科學、音樂與物理、音樂與歷史、音樂治療、藝術行政與

行銷、數位影音創作、錄音工程……等多元課程，也提供了臺灣在音樂人才培育的新環境，第一線不僅擁

有強大的教學與課程改革動能，藉由跨校際的交流串連起來，音樂班教師社群間以自發、互助、共好的

精神，秉持資源共享的核心價值，開始了新課綱上路前的第一場人才培育的校際音樂會「2016藝起前
進～明日之星」音樂會，參與演出的學校有師大附中、武陵高中、臺中二中、新北高中，並於專業的音

樂場館舉辦獨奏者音樂會，累積學生的正式演出的舞台經驗，這是成就演奏家的最基本訓練。

　　 爾後，108新課綱上路，高中音樂班教師卯足全力啟動課程的改革，藉由前導試行的成果，滾動修
正強化新式課綱精神，正式啟動「藝教2.0」。在既有的專業課程架構上，建構符合不同學生特質的各
校特色，過程當中提出「國際巡迴大師班」專案之申請，為音樂專才培訓引進國際大師指導的資源，提

升音樂班學生的演奏格局與國際視野，同時藉由講座進行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讓第一線教師得以著手

進行專業領域課程的改革，達到在地人才培訓國際化的目標。

　　 高中音樂班教師專業社群經營迄今，突破共備交流的場域限制，在數位世界中開始構思臺灣未來音
樂人才培訓的架構，2019年為使音樂班學生走出琴房、走出校園，與來自臺灣各地共同學習音樂的同
儕同台交流，著手進行音樂教育的推廣，期望培育更多藝術公民，提升國人藝術鑑賞的能力，與高雄衛

武營合作辦理「2019高校龍虎鬥」期盼能夠讓這一群接受專業訓練的高中音樂班學生能夠在舞台上展
現所學，並結合音樂藝術的推廣，讓更多人願意走進音樂廳欣賞並支持在地人才培育的成果。各校意猶

未盡，為提倡室內樂演奏的風氣更發起「2019高校音樂節～藝起前進」，第一線教師的教育動能就此
展現。

　　

　　這是一股「由下而上的教育力量」，希望能藉由這樣的活動，讓藝術才能班的學生了解成為全面的

音樂人才，所具備的各種養分，對未來的生涯進路有更明確的方向與規劃，這就是高中音樂班必須要提

供給學生的學習環境，得以成就臺灣未來的音樂人才，永續藝術教育的經營。

 作者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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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才��的未來�願景-「在�⼈才培訓〜校��略�盟」

主軸一：藉由各校專業領域課程的訓練，強化室內樂演奏之能力

展演主題：2020第二屆高校音樂節「藝起前進」。
展演學校：基隆高中、新北高中、師大附中、新竹高中、臺中二中、中大壢中

                  嘉義高中、武陵高中、南崁高中、高雄中學、屏東女中、清水高中
展演時間：2020年11月13至14日。
展演地點：蘆洲功學社音樂廳、師大附中。

參與學生人數：（請參閱各校「藝起前進」成果報告）。

國立新竹高中-室內樂課程 臺中市立臺中二中-弦樂合奏課程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大提琴室內樂工作坊暨多元選修課程桃園市立南崁高中-絲竹室內樂課程



　　

22

主軸二：提供專業展演空間體驗身為演奏家的舞台累積對於音樂廳聲響泛音之掌控經驗

⾳�專欄/��才��的未來�願景-「在�⼈才培訓〜校��略�盟」

師大附中於音樂廳中調整適合的演出位置 高雄中學音樂班老師現場指導學生展演該注意的事項

新北高中稀有專長樂器豎琴與管、弦的合作武陵高中彩排讓學生測試聲響與學習如何掌握音樂廳中的聲響

主軸三：全面音樂人才藉由跨域的合作展現多元人才培育的目的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爵士樂、西樂、國樂跨域創作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中西合併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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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四：辦理國際大師班提升學生演奏能力與國際視野

⾳�專欄/��才��的未來�願景-「在�⼈才培訓〜校��略�盟」

主軸五：多元專業學習養分成就全面音樂人才培訓

接受國際大師指導提升臺灣學子演奏核心能力 國際級演奏家室內樂講座強化演奏合作藝術的目標

音樂節「演奏傷害與預防講座」 音樂節「室內樂演奏藝術講座」



現場/教學與活動的結合『藝才知外』各校經驗分享

　　

　　現今當下的教育生態日益多元，在學校端所要承辦的各式活動也與日俱增，而這些各式大

大小小的活動，相信各位藝才班第一線的老師們，在原本就忙碌且緊湊的教學現場，又要因為

這些”外加”進來的活動而頭痛不已，但似乎這些活動又無法避免，學校也有行政上的壓力要執

行，不論是主辦或協辦，規模小大，都增加了老師們的負擔。

　　但換個角度思考，這些活動帶給了學生更多的體驗與刺激，對學生的學習並非沒有幫助，

不同的教學形式，往往更能激發生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習動機，更樂於參與，這些都屬於正向

的影響，再以行政做為來看，豐富多元的活動，往往也能夠替學校爭取較多的行政資源，提昇

學校的能見度，這些也是學校所樂見，也需要去努力的。

　　綜合以上，『藝才知外』雖然有利有弊，但在似乎無法避免的情況下，如何運用策略將活

動與課程做結合，才是較佳的解決方式。

　　此外，當我們檢視藝才領綱，其中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抑或是與議題的融入，都有相

當程度的與活動有關，舉例而言，核心素養中的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藝才 J-C2：在藝術
相關學習與團隊互動歷程中，發展觀察與溝通的能力， 積極與他人或群體合作。A2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藝才J-A2 關注生活中的藝術課題，運用適當策略，將藝術與生活有效聯結。學習表
現則有：美才Ⅳ-P3  在團體藝術活動中協同合作。美才Ⅳ-L2  運用藝術活動來協助生活事物的
發展。引申出的學習內容是：美才Ⅳ-L2-1個人藝術專長主動對學校特色或主題相關活動的協
助。美才Ⅳ-L2-2個人與同儕的藝術專長主動對社區活動的關懷參與。而19項議題中，更是可
以做為融入課程的依據與方向。

接著，就做簡單教學與活動結合的分享：

��專欄-�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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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議題）

學習目標：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

  　            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活動內容舉例：校外教學。

說明：美術班的學生，在戶外寫生本來就是最常見的課程活動，而活動本身也符合了戶外教育的

精神，但是若是要再更完善，可以在流程上再多花些心思，例如在寫生前，請導覽或解說，講解

今天寫生地點有什麼樣的特殊性，這個地點有什麼歷史淵源，讓學生在寫生前對於所要描繪的對

象有更深入的了解，不僅僅是外在的觀察。

　　在寫生完畢之後，則可以把寫生的作品，不管是素描、水彩、速寫等，選擇一個適當的地點

做展覽，算是一個課程的總結，也在展覽時，讓學生互相觀摩，彼此成長。

 作者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主任  莊浩志 



戶外彩繪（美才Ⅳ-L2）

　　戶外彩繪也是美術班最常見的活動之一，也是最常與社區產生互動的方式，只是彩繪地點

通常不在校內，學生的交通需要另外安排，若無法一次性完成，容易造成浪費，因此建議在前

置作業上花時間，讓學生分組討論草圖、配色，甚至可以事先至現場構圖，當天只要彩繪上

色，以節省時間。

　　若是有單位提出需要，通常可以增進學校與社區間的關係，也可以達到社區美化的效果。

在活動本身與美術的專長課程並不脫節，同時可以讓學生分組合作，完成工作，此外，作品能

夠讓更多人的欣賞到，也是另外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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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位於偏鄉的學校，則可以把戶外教學做延伸與擴大，改變形式，例如五天四夜的戶外教

學之旅，在行程中安排各種適合寫生的景點，也讓學生有機會去實地觀察與成長背景不同的景

色，帶給學生視覺上的刺激，更能理解自身與他人的不同；雖然這樣的活動規畫較為複雜，但

能帶給學生的成長也更多。

寫生本來就是最常見的活動 縣外的寫生參觀活動

彩繪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會有不同的成就感，也增進與社區的互動，又不離美術的專長。

��專欄/現場/�學�活動的結合『�才之�』各校經驗�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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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  『澎湖縣110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教師增能研習』，由輔導群簡俊成主
任擔任講師，講題有導讀藝才班課程實施規範、藝才班專長領域課綱重點意涵以及藝才班專

長教育發展方向。

　　10月4日  美術組第1次到校諮詢服務：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小，活動內容有課程教學案
例分享、學校教師公開授課，以及公開授課後的議題綜合討論。

　　10月25日  美術組簡俊成輔導員社群第1次增能研習，主題：美術班評量專題，講員：
鄭明憲教授，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月28日  美術組鐘兆慧輔導員社群第2次增能研習，主題：設計思維導入教學方法，
講員：阮英豪，地點：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

輔導群活動報導-美術組

��專欄/現場/�學�活動的結合『�才之�』各校經驗�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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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與大家分享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與陽

光交響樂團合作展演「克拉拉的胡桃鉗」舞劇音樂會。

教學活動源自於兩位舞蹈班老師的創意發想，將專業舞

者與陽光交響樂團引進學校舞蹈教學中。

　　校方安排五年級的芭蕾課程讓學生與專業舞者共同

排練，進行協同教學。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完成舞劇的

編排及陽光交響樂團的合作演練。排練期間，數次至國

家戲劇院練習室彩排，也讓學生真切感受到舞台上的學

習及正式演出的經驗。

　　雖然豐富的教學計畫意味著更多的經費支出，所幸

校方結合了新北市教育局的年度「美感教育計畫」，適

時提供了經費的支援。正式的演出相當成功，獲得民眾

的掌聲與喝采。

　　長期擔任特教組長的玫伶老師提到，這樣的經驗非

常難得，對於國小舞蹈班學生而言，不僅可以透過教學

過程體驗正式演出的學習歷程，在共同排練的過程中，

專業舞者的優美舞姿與紮實的基本動作，也在他們心中

樹立了學習的典範，啟發了對舞蹈的夢想。

�蹈專欄-�才知�

舞 蹈 跨 出 去....

　　走出舞蹈教室，舞蹈學習可以有創意變化？透過一個創意教案的計畫與執行，學習可以很

不一樣。本專題就北、中、南地區三所學校合作分享這篇報導，分別為新北市埔墘國小、新竹

縣竹北高中及高雄市左營高中，藉由不同的教學經驗，讓我們知道更多舞蹈發展的可能性。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埔墘國民小學：學生與專業舞者、陽光交響
                          樂團於國家戲劇院練習室
                          的共同排練

埔墘國民小學：學生與專業舞者、陽光交響

                         樂團於中山堂的合作演出

 作者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教師  陳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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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專欄/�才「知」�-�  蹈  跨  出  去 · · · ·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是一所特色學校，芭蕾與當代個人創

作是學校課程發展的重點。近年，已培養許多優秀的國、內

外人才。學校常提供很多的機會讓學生走出去，讓學生有展

現的舞台。在校園推廣的部分，學校每年會舉辦「新鮮人舞

展」和「新人創作展」，前者是給高一學生演出的機會及舞

台，後者則是由高三的學生來擔綱演出，皆開放給全校師生

來欣賞。尤其在高三的部分，所有節目都是學生的創作作

品，整個活動由學生個人主導、提企劃案、做整場的製作

等，讓學生不僅可以展現自己的創作，也可以接觸到藝術行

政，把這樣的能力帶進大學。

　　在藝術的推廣方面，學校會結合一些計畫來推動。例

如：第一個管道透過「擴大藝才-國教署的計畫」，讓各校可
主動聯繫竹北高中來促成；第二個管道則是連繫鄰近縣市的

教育局單位，透過教育局，把相關訊息傳遞給各校，針對有

意願的學校再一一的聯繫與安排；第三個管道是徵詢各校校

長，來了解國中小有哪些活動可以配合，進而找到可合作的

對象。經過長期的藝術耕耘與推廣，近兩年已有幾個學校反

過來主動接洽竹北高中到校表演，甚至提供演出經費，也間

接挹注到竹北高中年度舞展的表演。竹北高中積極的主動行

銷，無形中與各校間創立互惠的平台，讓舞蹈得以永續推展

下去，相當值得推崇與學習。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的「環境劇場」

是高三的創作教學課程，也是一個表演計

畫，更涵蓋了藝術推廣的意義。其教學方式

是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校園某一處角落作為創

作的地點及演出舞台，觀眾為全校師生，固

定在每年三月其中的一個星期五，全校班週

會時間辦理。前年，課程結合音樂、美術之

裝置藝術、國文之詩詞等進行跨領域的舞蹈

創作。所有舞碼為學生創作的作品 ，利用新
課綱多元選修課程以及加深加廣的表演實習

課程來進行。演出地點是流動式的，會事先

繪製「劇場地圖」讓全校師生有所指引，依

節目地點的不同移動位置，舞者們就像舞動

的花朵在校園中綻放。  

左營高級中學-環境劇場：學生自由選擇校園中的
角落進行創作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新人創作展表演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新人創作展表演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新鮮人創作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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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了讓更多民眾能認識舞蹈及欣賞舞蹈，左

營高中每年都會利用年度舞展機會，到各縣市或離島進

行兩天半的校園示範講演，讓舞蹈藝術深入各級學校校

園，開拓更多舞蹈藝術欣賞群眾。

　　校園示範講演主要的對象為普通班的學生，透過基

本動作演示與講解，傳達學生什麼是舞蹈？如何欣賞？

以及介紹芭蕾、現代舞、中華民族舞等不同型式的舞

蹈。在活動進行過程中，有時也會以互動方式來讓學生

體驗，例如在小學的部分，會邀請學生上台和表演者一

起互動跳舞，現代舞會以現場打節奏方式體驗現代舞，

芭蕾會以雙人舞的形式來呈現等。
         
　　例如：今年左營高級中學則安排了金門島及烈嶼地

區共15所學校示範講演，包括有金門農工、金城國中、
中正國小、金湖國小、金湖國中、金沙國中、何浦國

小、柏村國小、多年國小、金門高中、上岐國小、烈嶼

國中、卓環國小、西口國小等。由此可見，在藝術的推

展，左營高中是一個非常有動能的學校，長年且持續廣

泛的培養藝術欣賞的人群，更是相當不容易，非常難能

可貴！

　　這個活動對一般的學生來說，不僅可

以欣賞舞蹈，亦可以藉著這個機會走出教

室，認識校園、發現校園之美。對於舞蹈

班的學生來說，使用的空間不是平面的教

室，有石桌、石椅、花圃、玄關或樓梯

等，創作者必須把自己融合於空間，且觀

眾是四面環繞，沒有角度設限，肢體方位

也要隨之改變，還會有各種突發狀況，像

風聲、鳥聲、汽車聲不定時會出現，學生

要懂得去靈機應變。

　　以上，有別於教室內的學習，學生獨

力完成作品的同時，也看見學生各項能力

的展現。周素玲老師形容：「原來經過不

同人的經營之後，原來這個『角落』就變

成『一顆樹』，變成很不一樣的環境。」

左營高級中學-環境劇場：全校師生觀賞舞蹈班學生創作
表演

　　藝術教育的紮根與推廣非立竿見影，而是透過長期經營與實踐，從埔墘國小跨領域的合作學習，讓

孩子打開眼界。竹北高中舞蹈人才的培養與計畫的推動，讓學生有不一樣的舞台與能力的展現。左營高

中的「環境劇場」及藝術推廣讓校園的角落活起來，有著藝術的種子在發芽。舞蹈教學不是一成不變，

是可以很有想法與創意，相信還有更多有意思的點子還沒發現。期待各位老師的創意發想，讓學習可以

更寬廣，舞蹈藝術邁開大步跨出去！ 

左營高級中學-校園示範講演: 舞蹈班同學與小
學生的互動

左營高級中學-校園示範講演:學生專注欣賞與
聽講

�蹈專欄/�才「知」�-�  蹈  跨  出  去 · · · ·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到校諮詢服務已於2021年10月25日正式開放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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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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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為半
天及全天之辦理到校/縣市諮詢，受理日程為110年11月至111年7月，受理申請至即日起至遲於到
校諮詢服務日期前兩個月，申請回應以5個工作天為原則，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
心賴助理，02-77496519。

Google申請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藝才輔導群相關資訊可至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站：http://artstic.finearts.ntnu.edu.tw/。

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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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群到校諮詢服務開放報名

http://artstic.finearts.ntnu.edu.tw/)%E5%8F%83%E9%96%B1%E3%80%82%E5%88%B0%E6%A0%A1%E8%AB%AE%E8%A9%A2%E6%9C%8D%E5%8B%99%E5%8F%97%E7%90%86%E6%97%A5%E7%A8%8B%E7%82%BA110%E5%B9%B411%E6%9C%88%E8%87%B3111%E5%B9%B47
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http://artstic.finearts.ntnu.edu.tw/)%E5%8F%83%E9%96%B1%E3%80%82%E5%88%B0%E6%A0%A1%E8%AB%AE%E8%A9%A2%E6%9C%8D%E5%8B%99%E5%8F%97%E7%90%86%E6%97%A5%E7%A8%8B%E7%82%BA110%E5%B9%B411%E6%9C%88%E8%87%B3111%E5%B9%B47


「2021藝術才能教育國際論壇：潛藝適才．課程前瞻」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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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藝術才能教育國際論壇：潛藝適才．課程前瞻 」
日期 | 2021.10.16-17 (六-日)
地點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202國際會議廳 

　　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本次論壇圓滿結束。本次論壇共舉辦一天半，線上及現場總共參與

人數欲300人，有來自英國、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各地區之學者、教師、學生、家長與社會人
士，打破地域限制，讓藝術教育交流能夠更加無限制的暢通交流。

輔導群活動交流

300⼈300⼈300⼈
專家學者

教師

學生

家長

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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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藝同來 Bar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武曉霞司長 致詞

第一場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藝同來 Bar

主持人：吳舜文教授

致詞

第一場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藝同來 Bar

第二場 圓桌論壇：藝術才能鑑定
Roundtable: Identifying Arts-

Talented Students

第三場 圓桌論壇：藝才專長課程創新
Roundtable: 

Innovations in Arts-Talented
Program

第四場 主題演講：
「藝」猶未盡——藝才班教育核心問題探討

Keynote: Key Issues in Arts-
Talented Education

輔�群活動交�/2021��才���國�論壇����才�課���」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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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主題演講：
「藝」猶未盡——藝才班教育核心問題探討

Keynote: 
Key Issues in Arts-Talented Education
主講人：鄭淵全教授 / 主持人：宋曜廷副校長

第五場 主題演講：日本音樂才能教育——
以三所音樂教育機構探討音樂專業生涯之路

Keynote: Music Education for “Musically Talented Children” in Japan: 
A Career Path Toward Professionals and Three Music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主講人：小川昌文教授(Dr. Masafumi Ogawa ) / 主持人：廖嘉弘院長

輔�群活動交�/2021��才���國�論壇����才�課���」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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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主題演講：
以「五感」培育藝術人才——如何在疫情時代活用遠距教學

Keynote: Artistic talent education through five senses -the use of online
non-face-to-face education in the Pandemic era

主講人：金廷修教授(Dr. Jeong-Su Kim ) / 主持人：趙惠玲教授

第七場 主題演講：
培育藝才優異學生為藝術家

Keynote: From talented student to artist
主講人：大衛．密德教授(Dr. David Mead) / 主持人：劉淑英教授

輔�群活動交�/2021��才���國�論壇����才�課���」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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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師生論壇：
藝才教育及職涯發展

Student Forum: 
Arts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第九場 綜合座談/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藝帆風順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藝術教育科

彭寶樹科長  致詞

學生展演Student Performance
音樂表演：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美術作品創作分享：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舞蹈表演：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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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群海報發表

輔�群活動交�/2021��才���國�論壇����才�課���」圓�成功!!



電 子 報 教育部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輔導群

2021年10月
第二期

※歡迎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