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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 

108 年教學實踐研究案例全國發表會實施辦法 

 
一、 依據：依據教育部108年4月24日臺教師(一)字第1080040352號函及 

「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108年工作計畫」辦理。 

二、 目的： 

（一） 透過教學實踐研究案例發表驗證本計畫實施效應。 

（二） 經由發表現場的評論與共同研討，分析視覺藝術課程結構與發展。 

（三） 累積教學實踐研究的結果，探究藝術教育理念的落實方式。 

（四） 藉實踐研究案例與發表活動，檢驗視覺藝術教學專業成長機制。 

三、 主辦：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國立屏東大學 

四、 承辦：台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五、 辦理時間：2019 年 10 月 19、20 兩日全天。 

六、 辦理地點：台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大同樓階梯教室。 

七、 辦理方式： 

（一） 歷經本計畫說明會、教師研習、專長教師社群活動，彙集全國教學實

踐研究案例，甄選符合本計畫理念的代表性教學設計案例，舉行全國

性教學實踐發表與評論、研討。 

（二） 發表過程安排提問及研討時間，並安排評論人主持研討，評論人內聘

本計畫核心工作團隊成員，搭配外聘國內、外藝術教育相關學者教

授，詳細活動方式與內容請參閱《全國發表會流程表》 

（三） 本年度活動敦聘日本實踐美術教育學會理事長岡山大學 大橋 功教

授、日本文部科學省教育課程課 教科調查官岡田 京子，及國內知名

視覺藝術教育學者參與評論與共同研討。 

（四） 實踐研究發表報告總共 15 案例，每一案例發表時間 15 分鐘，研討提

問 15 分鐘，換場 5 分鐘。每天上下午各安排 30 分鐘總評研討。發表

程序及國內總評人選另依聯繫確認名單，若有變動將於發表會實施前

修訂流程表並公告。 

八、 參加對象：預定總名額 120 人，得依會場座位容納數擴增旁聽名額。 

（一）本計畫工作團隊成員與發表人、參與實踐研究之各分區教師社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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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縣市教育局處藝術教育相關人員、藝文輔導團視覺藝術輔導員。 

（三）各縣市中小學視覺藝術教師於全國教師進修網報名經核可後參加。 

（四）亞洲各地區中小學視覺藝術教師報名經連繫確認後參加。 

九、 報名方式： 

（一）  本計畫工作團隊及各分區社群成員教師參加名單，由工作團隊彙整

提報承辦單位。非編制內參與計畫並實施教學實踐研究之相關教學

者，可向本計畫工作團隊各分區社群負責人報名經核可後參加。 

（二）  各縣市教育局處人員及輔導團視覺藝術輔導員，各縣市視覺藝術

教師公開報名參加者，由全國教師進修網接受報名(課程代碼：

2709486)，或填具報名表向主辦單位報名。聯絡人： 

屏東大學：張 濤 0968-300993 / E-mail：mick0358@gmail.com 

大同國小：鐘兆慧 0958-906485 / E-mail：hui.220@yahoo.com.tw 

（三）  亞洲各地區參加教師，另由本活動工作小組安排連絡人負責聯繫  

接受報名並協助行程安排。 

（四） 報名截止日期：108 年 10 月 9 日，逾期不予受理。 

十、 以上第（一）項參加人員及發表人、評論人之交通費及偏遠地區住宿費用

可憑據由主辦單位補助。其他參與者相關活動手冊、文書資料及午餐、19

日晚間交流晚宴費用，由主辦單位依經費預算項目支應。 

十一、 經費：本活動各項經費由本計畫經費預算相關項目支應。 

十二、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工作團隊與主辦單位協商修訂後實施。 

2019 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實踐案例全國發表會報名表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連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郵箱： 

膳食：□葷食  □素食 □參加 19 日學術交流晚宴 

□不克參加 

住宿：□不必住宿   □10 月 18 日住宿   □10 月 19 日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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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 全國發表會流程表 

日期:2019 年 10 月 19 日星期六 (第一天)   

地點: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大同樓階梯教室) 

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 / 發表 / 評論 

08：20～

08：50 

30 報到 工作團隊 

08：50～ 

09：10 

20 開幕式 

來賓介紹/長官、來賓致詞 

司儀：王馨蓮、黃咨樺 

 

09：10～ 

09：30 

20 教學實踐研究優秀案例頒獎 頒獎：教育部長官 

      主辦單位首長 

09：30～

09：40 

10 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理念

與實施概況報告 

計畫主持人：吳正雄 

 

09：40～

10：10 

30 工作團隊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 主持人：林朝祥 

發表人：歐秋媛 

評論人：陳致豪 

10：10～

10：20 

10 中場休息 

 

10：20～

11：2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2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3 

主持人：林朝祥 

發表人：呂榕榕、侯映州 

評論人：鄭明憲 

11：30～

12：00 

30 總評與共同研討 總評人：大橋功 

與談人：萬榮瑞 

12：00～ 

13：30 

 午餐、休息 

13：30～

14：3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4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5 

主持人：張美智 

發表人：熊培伶、劉宜政 

評論人：羅美蘭 

14：35～ 

14：50 

15 中場休息（經驗交流） 

14：50～ 

15：5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6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7 

主持人：張秀潔 

發表人：馬妤涵、陳羿潔 

評論人：王麗雁 

16：00～ 30 總評與共同研討 總評人：劉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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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 年 10 月 20 日星期日(第二天) 

地點: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大同樓階梯教室) 

時程 時間 流程 主持 / 主講 / 評論 

08：20～ 

08：50 

30 報到、入場 工作團隊 

09：00～ 

10：0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8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9 

主持人：張釋月 

發表人：黃乙軒、蔡明潔 

評論人：李靜芳 

10：05～ 

10：20 

15 中場休息 

 

10：20～ 

11：2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0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1 

主持人：于玉文 

發表人：阮梨碧、李仕萌 

評論人：顏名宏 

11：30～

12：00 

30 總評與共同研討 總評人：岡田京子 

與談人：萬榮瑞 

12：00～ 

13：30 

 午餐、休息 

13：30～ 

14：3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2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3 

主持人：曾瑞靖 

發表人：黃咨樺、陳麗惠 

評論人：陳一凡 

14：35～ 

14：50 

15 中場休息 

14：50～ 

15：55 

65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4 

教學實踐案例發表 15 

主持人：呂文雅 

發表人：謝佳豫、李若蕙 

評論人：陳箐繡 

16：00～

16：30 

30 總評與共同研討 總評人：張栢烟 

與談人：林大維 

16：30～

17：00 

 綜合座談與意見交流 計畫主持人/工作團隊/ 

諮詢教授及所有參加成員 

16：30 與談人：盧安來 

18：00～

20：00 

120 學術交流餐會 

地點：臺中富信大飯店 

全體成員，含教育部長官、

來賓及國外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