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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活動

（一）研討會

                    2008 藝術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一覽表

1. 視覺藝術

序
號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 ( 地址 )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2007 年
亞洲藝術雙年展論壇

2008/02/23 ～ 24
國立臺灣美術館演講廳

國立臺灣美術館
見附錄一
–（一）

2 2008 產品設計國際研討會
2008/03/03
臺南科技大學
設計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室

臺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設計戰國策
計畫辦公室

見附錄一
–（二）

3 第一屆美學藝術與文化創
意產業研討會

2008/03/14 ～ 15
南華大學成均館 334

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
究所、南華大學文化藝術與創意
產業研究中心／南華大學世界禪
學研究中心、中日思想研究中心

4 謝里法與書寫
臺灣美術研討會

2008/03/09
國立臺灣美術館演講廳

國立臺灣美術館
見附錄一
–（三）

5 「肖像畫的東西觀點」
小型國際研討會 

2008/03/18
國立臺灣博物館演講廳

日本科學研究補助計畫「有關『肖
像』的跨領域研究」研究小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籌備處、國立臺灣博物館

見附錄一
–（四）

6 超越時光 ‧ 跨越大洋—
南島當代藝術研討會

2008/03/27
高雄市立美術館
地下樓演講廳

高雄市立美術館
見附錄一
–（五）

7
2008 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
討會暨高峰論壇－「全球
與在地對話」

2008/04/25 ～ 26
國立聯合大學
蓮荷電影院

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見附錄一
–（六）

8

2008 圖文傳播學術研討會
「圖文傳播的新文藝復興：
藝術、科技、設計與生活
的匯流」

2008/05/01 ～ 02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B1 演講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學院圖文
傳播學系／教育部影像顯示科技
設備與材料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見附錄一
–（七）

9
心象，原型，無垠之境－
向陳夏雨、陳幸婉致敬藝
術學術研討會

2008/05/03
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藝術中心、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見附錄一
–（八）

10 設計戰國策 2008 數位動畫
國際研討會

2008/05/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2 樓 201 演講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設計
戰國策計畫辦公室

見附錄一
–（九）

11 第二屆文化創意與設計產
業學術研討會

2008/05/05
高雄市夢時代購物中心
八樓時代會館演藝廳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
見附錄一
–（十）

12 2008 年第七屆地方產業特
色與產品設計實務研討會

2008/05/09
和春技術學院萬大校區

和春技術學院商品設計系／教育
部技職司、教育部顧問室

見附錄一
–（十一）

13 創意．文化．傳達－華文
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05/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
見附錄一
–（十二）

14
2008 年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第十三屆設計學術研究成
果研討會

2008/05/17
長庚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見附錄一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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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8 年「美術與人文教
育」通識教育研討會

2008/05/23 ～ 2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公誠樓第三會議室

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見附錄一
–（十四 )

16 論述與思想－
2008 藝術學研討會

2008/05/30 ～ 3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3 樓演講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系
見附錄一
–（十五）

17 2008 亞太國際版畫邀請展
暨學術研討會

2008/5/31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中 山 講 堂 
2008/6/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一樓視聽教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版畫
學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

見附錄一
–（十六）

18 2008 年後設計國際研討會
2008/05/31
樹德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演講廳 D0105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

19 2008 全球創造力論壇高峰
會—臺灣臺北

2008/06/05 ～ 08
臺北市立美術館演講廳

世界藝術教育聯盟、國際藝術教
育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北市立美術館

見附錄一
–（十七）

20
2008 年玩具與遊戲設計暨
造形設計國際研討會
(TGPD 2008)

2008/06/0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造形設計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
計研究所 

21 2008 年文化商品設計與展
示設計國際研討會

2008/06/12 ～ 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三館 1、2 樓及國際會議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22
2008 年賽博光廊—
媒體 / 科技 / 美學之理論與
應用兩岸學術研討會

2008/06/14 ～ 1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23 2008 年文化創意產業論壇
2008/06/2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4 第六屆漢字書法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08/07/01 ～ 0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

美國書法教育協會、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明道大學、中興大學

見附錄一
–（十八）

25
2008 年臺灣 . 西班牙—
版畫 . 手工書學術研討會
暨藝術家的書交流展

2008/07/15 ～ 1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 1 樓視聽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版畫藝術研究所

見附錄一
–（十九）

26
2008 年臺北雙年展論壇—
2008 臺北雙年展的議題及
表現

2008/10/10
臺北市立美術館地下視聽室

臺北市立美術館
見附錄一
–（二十）

27
當前藝術發展之觀察與省
思：美學、經濟與博物館
學術研討會

2008/10/17 ～ 18
國立歷史博物館遵彭廳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見附錄一
–（二十一）

28
2008 年第九屆國際色彩學
研討會—色彩設計、應用
與科學

2008/10/27 ～ 28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中華色彩學會

29 第四屆「創意開發學術研
討會」

2008/10/29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講廳

國立嘉義大學
見附錄一
–（二十二）

30 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
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11/01 ～ 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見附錄一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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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08 年視覺傳達設計國際
學術研討會—跨領域的視
覺設計整合 

2008/11/2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國際演講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見附錄一
–（二十四）

32
2008 年藝術 . 書寫 . 實踐—
第一屆造形藝術史論博碩
生論文發表會

2008/11/28 ～ 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

33 2008 年應用媒體藝術科技
與文化創意學術研討會

2008/11/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綜合
研究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34 2008《影像未來的視覺性》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12/05 ～ 06
大葉大學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5 2008 亞洲基礎造形
教育論壇

2008/12/0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 IB202

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

36 2008 年文化創新與設計發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12/19
中原大學
全人教育村 4 樓國際會議廳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見附錄一
–（二十五）

37

臺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
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
會臺北年會—「殖民 . 城
市 . 文化政策」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8/12/17 ～ 18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2008/12/19
佛光大學雲起樓國際會議廳

張啟華藝術文教基金會、
佛光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38 2008 年 design in Design
國際設計學術研討會

2008/12/22
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見附錄一
–（二十六）

2. 音樂

序
號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 ( 地址 )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德國特殊教育概況及音
樂治療之理論與實務」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8/03/05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2 「詩與音樂的邂逅」音樂
研討會

2008/03/21
臺南科技大學
音樂館 M101 教室

臺南科技大學

3 「聲之饗宴」研討會
2008/03/28
臺南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五樓 S502 演奏廳

臺南科技大學

4 「法國鋼琴音樂─水！
火！風！」研討會

2008/04/16
臺南科技大學 
S502 演奏廳、T105 教室

臺南科技大學

5 2008 管樂學術研討會
2008/4/25 ～ 26
輔仁大學音樂系懷仁廳

輔仁大學音樂系
見附錄二
–（一）

6

97 年度「美國替代教育方
案實施現況及音樂療育融
入特殊教育教學之理論與
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05/22 ～ 05/23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7 聲樂教學學術論壇研討會
2008/06/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見附錄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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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8 年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音樂學研討會

2008/06/06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
廳、國立臺北藝術大學研究大
樓 4F 階梯教室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見附錄二
–（三）

9
國際音樂學學術研討會：
浦契尼與其時代之義大利
歌劇

2008/09/04 ～ 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演奏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義大
利路卡浦契尼研究中心 / 柏林自由
大學研究中心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院

見附錄二
–（四）

10 「傳統音樂 vs. 文化變遷」
學術研討會

2008/09/2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中華民國（臺灣）民族音樂學會
見附錄二
–（五）

11 「演奏與詮釋」研究生
學術研討會

2008/10/1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見附錄二
–（六）

12

傳承與創新－音樂跨領域
詮釋「音樂家不能承受之
輕－演奏焦慮與健康彈奏
的探討」

2008/10/23 ～ 24
臺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五
樓演藝廳、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大樓二樓演藝廳、臺
南大學雅音樓

臺南科技大學音樂系暨音樂研究
所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 臺南大學
藝術學院

見附錄二
–（七）

13 教會音樂學術研討會
2008/11/08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廳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見附錄二
–（八）

14 2008 年臺灣音樂學論壇學
術研討會

2008/11/14 ～ 15
國立臺南大學圖
資大樓演藝廳、圖資大樓 214 室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 / 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 /
臺灣音樂學論壇籌辦小組

見附錄二
–（九）

15 「仲秋之聲—聲樂篇」
教師學術論文研討會

2008/11/2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6 浪漫派鋼琴音樂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8/11/28 ～ 29
輔仁大學音樂系懷仁廳

輔仁大學音樂系
見附錄二
–（十）

17
演奏 ‧ 詮釋 ‧ 經典與新
視野─實踐大學音樂系
2008 國際弦樂研討會

2008/12/12
實踐大學綜合大樓 H601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音樂學系 /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協會

見附錄二
–（十一 )

18 東亞的七十八轉時代：
唱片錄音與聯結式現代性

2008/12/12 ～ 14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國立臺灣大學 / 日本國立人間文化
研究機構

19 2008 兩岸傳統器樂教學論
壇─器樂演奏音色之探討

2008/12/12 ～ 1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見附錄二
–（十二 )

20 2008 音樂教育國際學術研
討會─質量混合設計之探究

2008/12/1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公誠樓 2 樓第三會議室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見附錄二
–（十三）

21 2008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
─合唱教學與研究

2008/12/2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演奏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

見附錄二
–（十四）

3. 表演藝術（戲劇）

序
號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地址）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2008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2008//04/1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一樓視廳教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
劇場應用學系

見附錄三
–（一）

2 【劇點】2008 全國碩博士
生戲劇學術研討會暨讀劇

2008/05/03 ～ 0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館 T107 教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
劇本創作研究所 / 劇場藝術研究所

見附錄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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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8 義大利劇作家達利
歐 ‧ 佛（Dario Fo）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08/05/14 ～ 1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研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表演學院 /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見附錄三
–（三）

4 第三屆英語文教育和戲劇
國際研討會

2008/05/17 ～ 18
臺南科技大學圖資大樓 5 樓
L501 會議室暨學生活動中心
S404

臺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見附錄三
–（四）

5

2008 教育戲劇與劇場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
工作坊講題：
十二生肖的故事
戲劇、創意與個人成長
對弱勢族群的關懷的一個

實際行動
打開多采多姿的世界－戲

劇的力量

2008/10/21 ～ 24
研討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研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工作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研大樓十樓演講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表演學院 /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見附錄三
–（五）

6

2008 戲劇教育與應用國際
學術研討會與工作坊
工作坊講題：
應用戲劇於中小學課程

研討會：
2008/10/23 ～ 25
臺南大學榮譽校區 
D303 國際會議廳 &
D203 多功能實驗劇場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見附錄三
–（六）

7
2008 臺北縣文化季傳統
戲曲研討會—「傳統戲曲
@ 現代社會」

2008/10/25
臺北縣縣府大樓 307 簡報室

臺北縣政府 /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
彩紅餘全傳播行銷有限公司 / 中華
民國表演藝術協會 ( 表演藝術聯
盟 )

見附錄三
–（七）

8 探索新景觀：2008 劇場學
術研討會

2008/10/31 ～ 11/02
國立臺灣大學
第二活動中心「蘇格拉底」廳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見附錄三
–（八）

9
2008 年戲曲國際研討會—
歌仔戲、客家戲、京劇學
術研討

2008/11/01 ～ 02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漢學研究中心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見附錄三
–（九）

4. 表演藝術（舞蹈）

序
號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 ( 地址 )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2008 年臺灣舞蹈研究學會
夏初研究生研討會「舞蹈
的理論與實踐」

2008/05/31 ～ 06/0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際會議廳 （研究大樓二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 臺灣
舞蹈研究學會

見附錄三
–（十）

2 2008「說文蹈舞 – 舞蹈的
多元風貌 IV」學術研討會

2008/07/0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一樓視聽教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同濟大學電影
學院舞蹈專業

見附錄三
–（十一）

3 2008 舞蹈文化人類學研討
暨表演會

2008/11/22
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
會紅樹林劇場
2008/11/24 
臺南科技大學
舞蹈系服設館地下室 F001 室  
2008/11//24 ～ 25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 臺中 ) 
地下視聽教室

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 臺南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體育大
學 ( 臺中 )

見附錄三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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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 舞蹈教育暨動作教
育新紀元」臺灣舞蹈研究
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工
作坊
工作坊講題：
美國與澳洲舞蹈學系課程

設計之分析比較
舞蹈、繪畫及詩歌：教育

上的三重奏

2008/12/12 ～ 1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 臺灣舞蹈研究
學會 /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所

見附錄三
–（十三）

5

2008 說文蹈舞舞蹈學術
研討會— 「舞蹈藝術與教
育的對話跨校舞蹈學術論
壇」

2008/12/19 ～ 2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一樓視聽教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中國文化大學
見附錄三
–（十四）

6 2008 年民族教育實務研討
會暨成果展

2008/12/19 ～ 20
國立臺東大學教學
大樓國際會議廳、視廳教室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國立臺東
大學師範學院 /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
民教育研究中心

見附錄三
–（十五）

5. 跨領域

序
號

會議名稱 日期／地點 ( 地址 )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十城十美國際城市「表演
藝術暨創意產業」國際研
討會

2008/01/11 ～ 01/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
所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臺北市
文化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學院、音樂系、體育系

見附錄四
–（一）

2 第五屆表演藝術跨界對談
學術研討會

2008/05/15 ～ 1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研究大樓十樓學術演講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表演藝術學
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見附錄四
–（二）

3 2008 年特殊教育與藝術治
療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06/15 ～ 1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求真樓 1 樓演講廳與音樂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
業發展中心

見附錄四
–（三）

4 2008 人文與藝術跨領域教
學創新學術研討會 

2008/10/3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會議廳、演講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
研究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

見附錄四
–（四）

5
「Diversity, Creativity
 & Possibilities」
學術研討會

2008/12/0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大樓 R421 教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 二）講座／研習 

 2008 藝術教育講座（研習）一覽表

1. 視覺藝術

序
號

講座名稱 日期／地點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高中美術科專業課程
教師研習

2008/10/14 ～ 15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2008/10/28 ～ 29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2008/11/04 ～ 05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2008/11/25 ～ 26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美術學科中心學校－臺北市立
大同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師大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黃明川電
影工作室

見附錄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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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美術教學資源研
發推廣小組成果展暨
研習

2008/10/30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2008/11/06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2008/11/27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美術學科中心學校－臺北市立
大同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前鎮
高級中學、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見附錄五
–（二）

3 高中美術教師專業成
長工作坊

2008/04/16 ～ 18 國 立 員 林 高 級 中 學
2008/05/07 ～ 09 高 雄 市 立 鼔 山 高 中
2008/05/26 ～ 28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2008/06/11 ～ 13 國立臺東高中

美術學科中心學校－臺北市立
大同高級中學∕國立史前博物
館、林建成藝術家工作室、國
立員林高中、高雄市立鼔山高
中、國立臺東高中

見附錄五
–（三）

4

2008 教育部鼓勵學生
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
際競賽計畫成果發表
記者會暨研討會

2008/12/12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B1 國際會議廳
2008/12/14
亞洲大學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
2008/12/15
臺南科技大學設計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
學中心∕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
院、臺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見附錄五
–（四）

2. 音樂

序
號

講座名稱 日期／地點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普通高級中學新課程音樂科教
師研習（南區）

2008/02/21
國立臺南一中

音樂學科中心
見附錄六
–（一）

2 管樂器維修講座
2008/02/2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譜集音樂公司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音樂詮釋與風格」工作坊

2008/03/24 ～ 2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見附錄六
–（二）

4 臺大美育音樂講座
（系列 20）八場

2008/03/31 ～ 05/26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 中國
廣播公司 / 佳音廣播電臺

5 鋼琴合作藝術面面觀—巴爾博
士訪臺系列講座

2008/04/22 ～ 2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伴奏合
作藝術研究所

見附錄六
–（三）

6 波 蘭 打 擊 樂 藝 術 協 會 大 使
Katarzyna Mycka 木琴講習會

2008/04/2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博弘股份有限公司

7 三校聯合音樂學論文發表
2008/05/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國立中山大音樂學系 / 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8 國際展演交流─巴里島音樂 2008/ 07/02 ～ 06 教育部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
樂學院傳統音樂學系

9 普通高級中學新課程音樂科教
師研習（中區）

2008/10/07 ～ 09
國立臺中女中

音樂學科中心
見附錄六
–（四）

10 普通高級中學新課程音樂科教
師研習（南區）

2008/10/20 ～ 22
國立臺南一中

音樂學科中心
見附錄六
–（五）

11 臺大美育音樂講座
（系列 21）八場

2008/10/27 ～ 12/22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 中國
廣播公司 / 佳音廣播電臺

12 普通高級中學新課程音樂科教
師研習（北區）

2008/10/28
國立三重高中

音樂學科中心 / 臺北市立萬芳
高級中學

見附錄六
–（六）

13 2008 兩廳院民族音樂學堂─亞
洲篇

2008/10/25 ～ 12/20
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 國立國家
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 國家國
樂團

14 陳宏寬鋼琴講座
2008/10/29
國立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

國立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蕭滋
教授音樂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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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義大利藝術歌曲作品研究
2008/11/03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廳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 任蓉
表演藝術學坊

16 奧地利音樂教育制度現況
2008/11/13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廳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 奧地
利國際葛拉茲音樂院

17 擊樂進行式與經驗分享
2008/11/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譜集音樂公司

18 2008 年巴洛克音樂演奏討論會
2008/12/18 ～ 1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樂系演藝
廳、A109 講座教室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見附錄六
–（七）

3. 表演藝術（戲劇）

序
號

講座名稱 日期／地點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假如劇場像魚缸一樣
2008/03/16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

2 向京劇大師致敬─談四大名旦
2008/04/20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 財團法人真
善美基金會

3
9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花 young 年華─教師創意戲
劇研習會」

2008/05/13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 國立東石
高級中學 / 嘉義縣教育處 / 嘉
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 南風劇團

4 戲曲創新教學工作坊
2008/05/28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內湖校區嘯雲樓 1 樓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5 電影剪接與表演藝術研討會
2008/06/03
東方學院中正樓 301 教室

東方學院傳播藝術系

6 如果有一場兒童劇
2008/06/15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

7 創造性戲劇研習會
2008/07/07 ～ 10
基隆文化中心大廳、島嶼劇坊

基隆市文化局 / 基隆故事協會

8 2008 年高雄縣市中小學教師暑
期歌仔戲研習營

2008/07/12 ～ 15
衛武營文化藝術中心

高雄歌劇團 / 高師大歌仔戲研
究社 / 臺灣豫劇團

9 掌中乾坤─捏麵人
2008/07/19
國立教育資料館南海書院
二樓多媒體研習中心

國立教育資料館

10

97 年度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花 young
年華─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
工作坊」

2008/07/19 ～ 21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 國立東石
高級中學 / 南風劇團

11 老師相招來扮戲
2008/07/21 ～ 26、07/28 ～ 08/02
臺北市東門國小、臺北縣昌平國
小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牛古劇
團 / 臺北市東門國小 / 臺北縣
昌平國小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附小 / 臺北市藝術與人文國教
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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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戲劇研習營
2008/07/26 ～ 27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表演藝術資訊館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3 夏季戲劇研習營
2008/08/02 ～ 03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表演藝術資訊館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4
9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花
young 年華─教師創意戲劇工
作坊」

2008/08/02 ～ 03
嘉義縣政府創新學院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 國立東石
高級中學 / 嘉義縣教育處 / 南
風劇團

15
「振玉繞樑在彰化─ 2008 國
際傳統戲曲節」─「傳統戲曲
社區種子教師─戲劇研習營」

2008/08/09 ～ 10
彰化縣南北管音樂戲曲館表演廳

彰化縣政府 /
彰化縣影劇協會 / 快官國小

16 錦飛鳳傀儡戲研習營和成果發
表會

2008/08/12 ～ 15、08/19 ～ 22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表演藝術資訊館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7 如何鑑賞戲曲精華
2008/08/17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 財團法人真
善美基金會

18 活力歌仔戲
2008/09/01 ～ 11/31
新竹市文德國小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
板橋市社教站

19 兩廳院藝術講座─「莎士比亞
的愛情狂想」

2008/09/16
統一星巴克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

20
表演藝術學門學生座談會─全
球化人文與科技的互動對表演
藝術的啟發

2008/10/18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20 教室

教育部

21 漫談客家戲曲
2008/10/19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

23
「莎士比亞空愛一場」工作坊
與「從儀式到劇場創意」工作
坊

2008/11/15 ～ 16
華山創意園區東三、中四 B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主辦 /
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大學戲劇系

24 劇場音響工作坊：「基本音響
系統」及「數位音響與軟體」

2008/11/15 ～ 16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電腦教室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25 「創新自由力 & 兒童戲劇」研
習

2008/11/23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館

社團法人臺灣幼教學術發展
學會

26 戲曲創新教學工作坊
2008/11/26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區中正堂

教育部技職司 /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教務處

27
戲劇融入社會科教學工作坊—
以歷史物件為主導劇場視覺與
空間變化解析工作坊

2008/12/03 ～ 05
臺南大學榮譽教學中心
多功能實驗劇場 D203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
用學系

4. 表演藝術（舞蹈）

序
號

講座名稱 日期／地點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舞蹈文化人類學系
列》新古典用功日 II—
專業人士講座

2007/012/29 ～ 2008/11/22
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紅樹林劇場

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
會 / 新古典舞團

見附錄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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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8 年國際身心動作教
育研習會

2008/04/25 ～ 27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
休閒產業學系 / 臺灣身心教育
學會

3
2008 年臺北藝術大學舞
蹈學院「國際評論與創
作研習營」

2008/05/19 ～ 3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舞三教室 (S3)、209 學科教室 (D20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4 2008 民俗技藝—舞蹈研
習營「身體之光」 

2008/05/31 ～ 06/01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5 2008 北體「藝術與哲學
的對話」研討會

2008/06/28 ～ 29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1 視聽教室及舞蹈教室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所
見附錄七
–（二）

6 2008 暑期
舞蹈技巧訓練營

2008/06/23 ～ 08/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7 2008 年暑期
兒童舞蹈教育研習營

2008/07/05 ～ 06
臺南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四樓 S401、S413 室

臺南科技大學

8 海峽兩岸高等教育
舞蹈教學講座

2008/07/1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所 /
上海同濟大學

9 2008 國際舞蹈
治療研討會

2008/07/18 ～ 2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1 視聽教室及舞蹈教室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所
見附錄七
–（三）

10
兩岸芭蕾對話—
海峽兩岸芭蕾舞發展概
況座談會

2008/07/19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資訊館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 臺灣之舞—
第 6 屆臺灣民俗舞蹈營

2008/07/19 ～ 20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海韻國際民俗舞
蹈社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2
2008 初級舞蹈種子教師
培訓暨進修課程研習營
─「競技啦啦舞」

2008/07/26 ～ 27、09/03 ～ 04、
10/04 ～ 05、11/01 ～ 02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區）
舞蹈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
區）/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
中校區）舞蹈學系暨碩士班

13
「2008 國際舞蹈菁英學
堂」舞蹈編創暨專業舞
蹈工作坊

2008/08/04 ～ 1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14
2008 初級舞蹈種子教師
培訓暨進修課程研習營
─「民俗舞」

2008/09/03 ～ 04 及 10/04 ～ 05 及
11/15 ～ 16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區）
舞蹈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
區）/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
中校區）舞蹈學系暨碩士班

15
2008 初級舞蹈種子教師
培訓暨進修課程研習營
─「流行舞」

2008/09/27 ～ 28、11/01 ～ 02、
12/13 ～ 1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區）
舞蹈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
區）/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
中校區）舞蹈學系暨碩士班

16 肢體開發與即興舞蹈教
學研習

2008/11/01 ～ 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館 318 教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音樂學系

17 「阿拉伯藝術風情介
紹—肚皮舞文化」講座

2008/11/11
彰化縣文化局一樓演講廳

健生工廠（股）公司 / 彰化縣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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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領域

序
號

講座名稱 日期／地點 主／承 ( 協 ) 辦單位 備註

1
高中藝術生活學科—
環境藝術系列教師研習
（第一～七場）

2008/03/18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中興堂
2008/03/24 ～ 25
淡江大學建築系
2008/03/27 ～ 28
中原大學建築系佑生大樓 B1F
2007/04/01 ～ 02
東海大學
2007/04/09 ～ 10
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 2 樓 212 教室
2007/04/14 ～ 15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2007/05/29 ～ 30
實踐大學 A30 教室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學校─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
學、國立交通大學建築所、
淡江大學建築系、中原大學
建築系、東海大學建築系、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實踐
大學建築設計系、高雄大學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2
澎湖縣 97 年度藝術與人文
領域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能力」研習（一）–（五）

2008/03/19 馬公國小
2008/03/26 馬公國小
2008/04/09 馬公國小
2008/06/29 澎湖縣特殊教育綜合資源館
2008/11/19 馬公國小

澎湖縣國教輔導團國小藝術
與人文領域 / 馬公國小

3 藝術生活學科教學研發小
組教材教案發表教師研習

2008/06/04 ～ 6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樂教館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學校─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國立三重高級中學、臺
北市立大同高級中學、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國立交通大
學、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國
立臺北藝術大學、文化大學、
建築改革社 

4 做一個 A+ 的觀眾
2008/07/20
國立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國立國父紀念館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

5 臺北─美國 2008 國際表演
藝術研習營

2008/08/10 ～ 23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

6

「璀璨再現（一）我們的
教學故事（二）從孩子生
活經驗出發的藝術教育」
藝術與人文領域國小教師
研習

2008/08/14
新竹市陽光國小

新竹市國民教育課程與教學
精進輔導團

7 國教輔導團輔導員進階研
習─藝文

2008/08/18 ～ 22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豐原院區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8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教
輔導團輔導員初階培育班

2008/09/22 ～ 26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三峽院區 303 教室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9
澎湖縣 97 年度藝術與人文
領域推動「精進教師課堂
教學能力」研習

2008/09/24
馬公國小視聽教室

澎湖縣國教輔導團國小藝術
與人文領域 / 馬公國小

10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教
輔導團召集人研習班

2008/10/27 ～ 31
國家教育研究院
籌備處三峽院區 303 教室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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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增能研習─中央輔導團到
團輔導

2008/10/31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12

97 年度國小藝術與人文
領域種子教師研習班（第
2 期 第二期聽覺與表演藝
術）

2008/12/11 ～ 12 及 /12/16 ～ 17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 臺北
市國小藝術與人文輔導團

13 97 年度國中藝術與人文領
域種子教師研習班

2008/12/18 ～ 19 及 /12/23 ～ 24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 臺北
市國中藝術與人文輔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