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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研習營，以暢通各不同「層級」

的藝術學習管道及激發全民美學體驗

的學習興趣。

蕭主任炳欽 (研究推廣組)：

台北市前幾年即有遴選社區規劃師的

計畫，透過此一計畫將社區營造的一部分

任務，由公部門下放至公益團體，甚至是

專業工作者個人的身上，讓民間或規劃師

個人的自我實現，結合大環境的社區美化

需求，共同營造具有在地特色的生活環

境。常常社區規劃師所提出的營造計畫，

並不是每案都能順利執行，但政府部門在

極有限的人力及經費之下，確實帶動民眾

重視社區環境改善及美化，而且讓人意識

到社區的改善也可以是自發性進行的。

相對於社區規劃師以硬體建設為主，

本館在九十二年度開始辦理社區藝術教育

種子教師的遴選，則是以軟體為主，並以民

眾從事社區藝文學習為目標。首年總計選出

北中南東每區各一位年度種子教師，負責在

當年度協助藝教館推廣具有地方特色的藝術

教學活動，與社區規劃師計畫同樣的是，藝

教館本身不需增加任何編制人力，所使用的

經費也不多的情形下，有效的提供了許多多

樣性的社區藝文學習機會。

提問：

目前政府主導的各項補助/徵選案，因

為涉及經費與分配，是很難兼顧不同面向

的需求，本館亦同樣受限於人力與經費，

僅能劃分幾區作蜻蜓點水式重點推廣，雖

顧及南北平衡，卻無法全面雨露均霑，因

此，為使「種子」理念能夠名實相符，在

未來如果種子教師及社區藝術教育推廣成

為年度執行的常態業務，要如何克服人力

而實質全面強化？

蕭主任炳欽 (研究推廣組)：

由於開辦初期所能分配之預算不多，

所以藝教館給予每位社區藝術教育種子教

師的經費極其有限(九十二年度上限為十九

萬元)，卻要種子教師推動藝術研習、藝文

講座及社區人文導覽等諸多工作，身為承

辦單位而言，確實感到過意不去。而且四

區各只有一人，如何能產生效果也不無疑

義。但社區藝文學習風氣的建立，主要在

於社區民眾價值觀及藝術生活習慣的改

變，此並非一朝一夕，或辦一場大型活動

即可達到的。基於細水長流的道理，未來

可以考量減少種子教師的工作量，並適度

增加種子教師的人數。我們也知道自然界

有觸媒的東西，是以極少的數量，引發全

面的反應，所以個人覺得種子教師的數

量，只要發揮觸媒的功能就夠了。

王主任玉路 (展覽演出組)：

有關種子教師的培訓計畫，個人以為

應作一點基本觀念的釐清：

首先，種子教師的培訓計畫，由本館

徵選有專長的人去辦理培訓工作，所招收

的對象應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包括社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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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教師、各級學校的教師、才藝班的教

師等等，培訓出來的人稱之為「種子」，然

後由這些種子教師去播種。招收的對象絕

非是一般民眾，否則就和研習班沒什麼兩

樣了。

本館近年來辦理的「種子教師的培訓

計畫」、「藝術教育行政人員培訓營」及

「藝術教育人才培訓營」等，實際上都是在

做藝術教育人員的培訓，也都是「種子教

師」的性質，應該予以統整，使之成為有

系統的常態性工作，每年有不同的主題目

標，據此擬定計畫及公告招標辦理，你所

說的人力應不是問題了，關鍵在有專業的

規劃。

另外，幾個業務整併起來，也有三、

四百萬元，對本館而言已屬大案子了，有

多少錢做多少事，逐年辦理，每年分區執

行，每個推廣站一期可有四十至上百位學

員，應是會見出成效的。

提問：

社區藝術教育推廣相關計畫是否具備

永續經營的體質，首在有無健全的規劃，

請就您承辦社區藝術教育學苑的豐富經

驗，概要說明今年辦理的情形與去年有何

不同？過去實施的成果最值得稱許的是什

麼？其所考慮推廣的層面與預估效益為

何？未來的展望為何？

高助理員麗玲 (展覽演出組)：

本館這次遴選九十三年度鄉土藝術種

子教師之招標規範，為使更有效發揮與落

實，故針對去年計畫予以改進，其變更項

目內容可略述如下：

一、遴選名額：囿於經費限制，名額仍按

去年四名辦理，惟不再硬性劃分北、

中、南、東四區，使之能有彈性配合

地域之需。

二、課程規劃：除了應結合當地鄉土藝

術、地方文化及運用地方資源外，並

規劃活動內容有： (一 )戲劇：歌仔

戲、皮影戲、傀儡戲、布袋戲等地方

戲劇；(二)音樂：民歌(謠)、說唱、戲

曲、舞樂、器樂等；(三)舞蹈：民間

舞蹈、民俗雜技等； (四 )工藝：雕

藝、編藝、繪畫、塑藝、剪裁、童

玩、女紅等；(五)建築：歷史建築、

傳統建築等。較去年的計畫具體化，

使參加遴選者有明確的策劃方向。

三、授課時數：不同於去年將課程時數細

分研習活動、演講、社區環境藝術之

解說，並規定場數與時數，本年度則

採總時數之規定方式，即授課時數至

少二十小時以上，充分授權種子教師

依策劃需要自行安排授課種類及細

節，發揮規劃的初衷理想。

四、撥款核銷：由於去年係採活動結束後

檢附支出原始憑證覈實報銷，此舉使

得種子教師需先自墊經費辦理，造成

執行上諸多不便，故今年改良方式為

(一)每月將已履行項目掣製領據，併

同原始支出憑證辦理請款；由本館覈

實撥付九成款項，惟人事費部份可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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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報支；(二)餘款撥付：尾款於期末

書面評鑑合格後，檢齊原始支出憑

證、尾款領據及相關資料辦理請款。

如此一來，可確保種子教師在執行過

程中經費不虞匱乏，本館也能掌握其

執行的情形與品質。

至於未來的展望，關鍵還是在種子教

師本身，本館只是一個提供經費的媒介角

色，以種子培育種子，逐漸擴展影響層

面，如此一來，鄉土藝術就不只在土地上

生根，更在你我心中生根，這才算是成功

的推廣。

蕭主任炳欽 (研究推廣組)：

上面提到九十二年度所遴選出的四位社

區藝術教育種子教師，協助藝教館開設了多

樣化的藝術研習課程、藝教講座及社區人文

的導賞活動。光由此來看，這些工作以藝教

館本身的人力而言是無法做到的。但我覺得

這個計畫重點不只在於用多少經費完成多少

藝術教學的工作，而是計畫本身告訴我們一

個觀念，那就是藝術教育的推廣，不一定要

設很多的硬體或投入很多人力經費，透過社

區中具有帶頭作用的藝術家或藝術教師來發

起，或許可以得到更好的標竿效果。另一方

面，對於熱心獲選的藝術教師，由藝教館頒

予年度種子教師之榮銜，並給予有關經費及

資源的提供，雖不足以對價於各教師的奉

獻，但透過這種公部門與個人奉獻理想的有

機結合，開創了另一種有效推動藝術教育扎

根的新模式。

提問：

接續前項問題的答覆內容，今年取消

北、中、南、東四區各自遴選種子教師的

規定，而改採不分區的方式，會否造成資

源分配不均，或者人力經費集中某區的現

象？

王主任玉路 (展覽演出組)：

每年擬定計畫的重點視社區藝術教育

需求而有所不同，但會顧及整體的文化資

源，並非採某一區才有的特色當做主題。

以今年計畫為例，種子培訓的主題是傳統

民間技藝，而民俗藝術家是廣佈各區，不

一定均集中在北東南中四區中的某一區，

應不致有資源分配不均的困擾。

提問：

本案遴選作業建立了一套評審標準，

去年審查表格內有部分項目為「整體計畫

內容詳實完整」，其分數佔百分之五十，審

查對象的計畫書內容當然是越豐富越好，

然而種子藝術教師於專題文章有反映本館

支付的經費過少，以致不符整體需求。因

此，在審查計畫書時，除了比較誰做的餅

最大、料最多之外，是否也能兼顧『經費

範圍』內執行量的合理性？請就審查委員

的身分提出看法，如何解決「經費的限制

性」與「計畫的豐富性」之間的矛盾，並

取得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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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秘書金定：

「經費的限制性」與「計畫的豐富性」

確是魚與熊掌難以得兼，因此，在公平、

公開的遊戲(競標)規則中，本館的遴選過程

是：1.由「意者」自行依有限經費、自行

提出能提供服務內容的企劃書；1.由評審

視各「意者」的提案公開評選。故而它隱

含了1.意者的自願性；2.非有使命感、具教

育熱誠者，是難以執行。在未來，本館會

再斟酌調整經費的合理性。

蕭主任炳欽 (研究推廣組)：

有關於九十二年度種子教師的遴選標

準，將參選個人學經歷及其所擬社區教育

工作計畫書兩項，各佔百分之五十之權重

評審決定之，此乃一方面顧及年度教學實

施方式的可行性，另一方面顧及種子教師

必須具有個人的號召力，才能帶動社區藝

文教學之推行。就好像現在的學校徵求教

師，除了要看看應徵者的學經歷外，通常

也要看看他的教學或研究計畫，才能掌握

全貌。因此個人以為未來的遴選標準，仍

應以此兩項做為最主要的項目。

常有人提到社區藝術教學工作，究竟

應以大眾化的主流藝術學習，或是小眾的

鄉土藝文學習呢？一般的發現是，評審委

員常會偏好後者，但社區民眾也許偏好前

者。當然這個問題必須回過頭來檢視計畫

本身的目的，是要達成藝術生活觀念扎根

呢？或是延續鄉土藝術的傳承為主？關於

此問題，個人以為藝教館本身的目的是教

育民眾落實藝術生活觀，且依後現代的觀

點，文化既然已變成因地制宜、由下而上

的過程，或許可由參選種子教師者自行審

視在地的需求，於教學工作計畫中說明清

楚即可。

高助理員麗玲 (展覽演出組)：

補充一點，本(九十三)年度的評選項

目有做一番調整，分別為1.執行教學者之

專業性、2.活動計畫內容之周延性、3.課程

設計之完整性及其內容傳承性、4.地方資

源運用之整合性、5.場地空間設備及其妥

適性、6 .招生方式及其預期效益。其中

「課程設計之完整性及其內容傳承性」配分

比重最多(占三十)，其餘項目配分為十到二

十，因為課程設計是整個計畫的靈魂要

角，涉及種子傳播宗旨以及推廣效益，須

予以特別審視。另經過遴選出的種子教

師，教育推廣經歷豐厚，其專業本能通常

會在經費範圍內儘可能做最大的發揮，然

而精神上所付出的並不是區區經費所能回

饋的，所以種子教師的教育地位須予以肯

定與尊崇的。

提問：

種子教師遴選案係去(九十二)年首度

策辦，已建立雛型模式，若要評估其成效

與影響，確實言之過早，惟在經過一年的

草創計畫、上網招商、遴選、訪視及核銷

等每一環節，對承辦人而言是在考驗智慧

與耐心，也是一種成長與學習，請以過來

人的身分來說明在策辦過程中所遭遇的困

擾以及需特別注意的原則細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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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助理員千儀 (展覽演出組)：

草創實施計畫時雖歷經集思廣益並多

次修改，然而要使該計畫真正完備，還是

要靠執行時所累積的經驗不斷修正，因為

唯有在執行階段，隱性問題才會一一浮

現，但這反而是好事，可以讓未來的計畫

有明確的標竿、使之更符合期望。

根據首屆的合作經驗，自我檢討需改

進事項如下：

一、擬定計畫時須考慮執行的立場，例

如：活動款項於簽約後即刻撥付第一

期經費，才不致發生種子教師先行墊

支的困擾；在種子教師能負荷的合理

範圍內，來規定各種活動的執行量，

質的重要性遠勝過量。

二、有些教師無上網之習慣，招商方式需

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除了上網公告

之外，利用通訊方式將訊息廣為週

知，尤其是中部與東部。遴選種子教

師時，則以能妥善運用經費完成推廣

需求、內容具多樣性與啟發性為優先

遴選之對象。

三、活動招生方面，透過本館網站為媒介

連結至報名專區，並規定合理的開班

人數，避免資源的浪費。戶外研習及

演講活動均已納入保險，但日後若承

接相關活動，保險範圍應擴大至室內

以策安全。

四、核銷方面，由於種子教師不十分熟悉

政府核銷須知，諸如使用何種表單、

購買物品須開立發票、妥善保存原始

憑證、保險費應檢附要保書等，均要

事先提醒注意事項。

提問：

近年來鄉土藝術教材之開發設計，確

實導正了傳統教學上偏重精緻文化/名作賞

析的偏差，不致孤立於文化環境。基於同

樣的理念，本案種子教師策劃執行完全是

就地取材，其成果報告本身更是一套藝術

教材，但推廣活動是一時的，要如何將成

果延續運用/分享，而不是僅被當成核銷憑

證依據，以提高本案的使用價值？

蕭主任炳欽 (研究推廣組)：

當然社區藝術教育種子教師遴選計畫

開辦一年來，目前發現有一些可以強化的

地方。除了成果報告的延伸運用外，製作

統一的文宣、簡化報名方式、教學或活動

時間常態化、設置固定的專屬網站、教材

教案的整編、製定標準的作業流程等，均

可使得此一計畫更增效能。此外目前學校

及社區的互動愈來愈頻繁，資源共享的觀

念也已建立，因此社區教育種子教師的身

份，可以是學校教師來從事社區教育，或

者也應考量讓社區中的藝術家到學校教

學，以活化傳統的學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