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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教育部2015
藝術教育貢獻獎
ARTS EDUCATION
CONTRIBUTION
AWARD
| 終身成就獎 |

| 終身成就獎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施翠峰	榮譽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淑德 名譽教授

李彩娥舞團 李彩娥 團長

| 教學傑出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綠娜 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 翁英惠 講座教授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教師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 謝基煌 教師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邱鈺鈞 教師

| 活動奉獻獎 |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潘莉君 副教授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葉子彥 教師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吳望如 校長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黃清淵 校長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蕭木川 校長

| 績優團體獎 |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金會

| 績優學校獎 |大專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績優學校獎 |高中組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 績優學校獎 |國中組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 績優學校獎 |國小組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國民小學

嘉義縣水上鄉忠和國民小學

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國民小學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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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學生為施教授祝壽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施翠峰 榮譽教授 |

以藝術豐富生命

施翠峰教授 1925 年出生於鹿港，在藝術和文學方面均有多元化的表現，一生兼具畫家、作家、民俗學家、

藝術人類學學者等多重身份。藉由海內外的講學、田野調查、參與論壇發表論文等增廣見聞，並吸納各種提昇

藝術美感的能量。對於臺灣鄉土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願意用一生的時間為臺灣文化付出，涉獵範圍甚廣，

在日、韓、馬學術界備受敬重。著作等身，包括藝術理論、民俗學、文化人類學、文學報導等計 46 本（不含

譯作及劇本），個人畫冊 7 本。曾任教於師大、文化大學、臺藝大及日本高崎藝大，教育無數英才。

曾獲國立歷史博物館頒發「臺灣美術貢獻 40 年獎章」、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第一屆文藝獎章」以及臺北

西區扶輪社頒發之「文藝獎章」。

得獎感言

此次能夠獲得「藝術教育終身成就獎」本人感到非

常驚喜與感激。雖然從事藝術教育工作不是為了得獎，

但獲獎絕對是對教育人員最大的鼓勵。教學工作是我一

生中最愉快的事，在教育的領域裡，學生與時空環境是

多變的，身為教師除了豐富的學養與教學技巧之外，需

要寬大的心胸；老師的工作不僅於學問的傳授，必須要

有旺盛的好奇心，對所教授的學問進行研究，將結果與

學生分享，古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為師者最

佳的寫照，教學時也不忘幽默一下，在嚴肅的教學氣氛

中，提振學生的注意力。

今日的成就，應該歸功於養育我的父母及當年服務

單位同仁們的諸多協助，最後由衷、誠摯的感謝所有評

審給我的肯定和獎勵。謝謝各位，也祝福大家！

具體事跡摘要

 1. 任教師大、臺藝大、文化大學、臺北大學五十餘載，

推動美術教育與文化人類學研究，創立華岡博物館並

擔任第一任館長，現為臺藝大榮譽教授。

 2. 教學之餘投入研究，身教重於言教，寒暑假帶領學生

深入臺灣原住民地區與南洋各島、中國等地進行田調，

給予學生豐富的調查經驗與嚴謹的研究態度。

 3. 一生致力於臺灣美術、民間藝術之研究。著作等身，

包括藝術類專書，文化藝術人類研究與小說創作、文

學翻譯、電視劇本等，樂於與學生分享成果。

 4. 熱衷推動繪畫創作，經常與海外藝術家進行交流，並

成立「臺灣水彩畫協會」、「純美畫會」、「光陽畫會」

等畫會。

 5. 關懷臺灣鄉土撰文報導鄉土之美，著有「風土與生

活」、「思古幽情集」等書，積極投入民俗與民間藝

術的研究與調查，搶救彰化孔廟古蹟免於被拆遷的危

機，催生民族藝師之選拔，獎勵民間出色匠師。

 6. 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藝術文化現況，並以「貴

賓」身分赴印第安族保留區進行田野調查及考察美國

五大博物館，返國後由文化大學出版「縱橫美國尋幽

情」。

 7. 四度應邀赴日、韓參加亞洲國際民俗學會議，發表論

文「民間藝術的現代機能」、「臺灣原住民的巫術與

道具」、「略論漢民族崇拜祖先的觀念」。常赴海外

講學擔任客座教授，包括馬來西亞藝術學院、日本岐

阜齒科大學，曾兩度赴日任教高崎藝術大學。

 8. 應邀舉辦七次個展，多次將多年珍藏的銅鏡、玻璃器、

琉璃珠、書畫、佛像等收藏品提供官方機構展出，並

供畫作與收藏品提供民眾欣賞。

 9. 探尋臺灣原始藝術發揚其價值，著有「臺灣原始宗教

與神話」、「臺灣原住民身體裝飾與服飾」、「臺灣

原始藝術研究」等，捐贈清代阿美族獨木舟予順益博

物館 ; 史前巨石文物 20 件，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1 交趾陶傳藝計劃剪綵

2001 年帶領臺北大學研究生訪談交趾陶匠師姚自來並錄影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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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德教授 80 大壽音樂會，音樂會後與學生陳沁紅（現為師大音樂系系主任）合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淑德 名譽教授 |

臺灣小提琴界的教母

李淑德教授，1929 年出生於屏東。由於父母親的影響，她從小就接受音樂與藝術的薰陶，1948 年，李淑

德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之後轉讀音樂系，成為師大音樂系第一屆畢業生。

1957 年赴美國進修，1964 年畢業於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回到臺灣後，李淑德頂著臺灣第一位小提琴

碩士的光環，專注於小提琴音樂的研究、演奏和教學，並先後任教於臺南神學院及師大音樂系。在四十多年的

教學生涯中，出自她門下的學生，不計其數，更培育出許多國際頂尖知名的音樂家。李淑德有「臺灣小提琴之

母」、「臺灣弦樂教育的拓荒者」之稱，不僅帶動弦樂教育達全面性提升的局面，也改寫了臺灣弦樂發展史。

得獎感言

此能夠榮獲「2015 年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之

「終身成就獎」，讓我深感無比之光榮。在 40 餘年中

投入於弦樂音樂教育，我一直期許以小提琴教學這項專

業做為終身志業，此外，也投入了研究及發表著作，期

盼能給予後輩更多影響以及傳承。如今榮獲此獎，不僅

是對個人的鼓勵與肯定，也激勵了我們當代音樂教育工

作者，一起繼續在我們臺灣藝術教育的路上耕耘。感謝

推薦者與評審委員，在此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

具體事跡摘要

 1. 1971 年成立中華少年管絃樂團。

 

 2. 1975 年著 < 西洋弓絃樂器發展史 >。

 

 3. 1980 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音樂系講學、演奏。

 4. 1981 年赴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講學，並獲年度傑出校

友獎。

 

 5. 1989 年 9 月於臺北、高雄舉行「李淑德教授慶生音樂

會」，並獲李登輝總統接見。

 

 6. 1992 年母校屏東女中 60 週年校慶，獲傑出校友獎。

 7. 1993 年獲臺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 (TAF Award)。

 

 8. 1994 年著 < 漫談小提琴教學及演奏 >。

 

 9. 1995 年自師大退休後，擔任師大附中音樂班管絃樂團

指揮，爾後十多年的時間，率領樂團赴歐洲、日本琉

球、北京、上海、義大利等地演出。

10. 2004 年榮獲母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傑出校友獎。

林邊集訓時的樂團練習，李教授把椅子當指揮臺！

李教授在家庭音樂會中為學生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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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拍攝於李彩娥舞團教室

李彩娥舞團

李彩娥 團長 |

飛舞人生李彩娥－春風化雨九十載

李彩娥老師為臺灣第一位赴日習舞的舞蹈家，自民國 38 年來，在高雄從事舞蹈教育推廣工作已逾六十年。

自幼隨父母僑居日本，畢業於日本石井漠舞蹈專科學校。求學時，見學及巡演至世界各地，多元化的歷練厚實

了舞蹈創作的內涵，以「創作舞」為典型品牌。

學成返國後，在屏東市及高雄市創設「李彩娥舞蹈研究所」。除指導學校、社團機構、公家單位等。逾半

世紀教學及薪傳，桃李滿天下。

李老師兒孫滿堂，雖高齡九十，仍持續舞蹈教學。除曾孫尚屬幼兒教育外，計有三代實際從事舞蹈工作，

堪稱「舞蹈世家」。

得獎感言

舞蹈讓人生豐富而美麗。年輕，不是人生的一段時

光，而是人生的一種態度！秉持活到老、學到老、跳到

老的舞蹈熱情，堅持的信念，成就了九十年的燦爛，舞

出華麗九十歲月。

舞動生命，透過舞蹈紀錄，讓歲月留下美麗的舞

痕。在我的生命中，我將在舞臺上一直跳下去。

具體事跡摘要

 1. 創辦李彩娥舞團、擔任高雄市中央國際女獅會創會會

長以及高雄市舞蹈協會創會理事長；並參與日本石井

漠同門會、出任中華民國舞蹈學會監事以及南臺灣表

演藝術發展協會理事。

 2. 舞蹈生涯歷經一甲子，主要包含中華民族舞蹈創作、

現代舞重建以及芭蕾舞。首倡創作舞，為創作舞蹈開

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3. 長年率團前往日本、美國、歐洲等地演出，以藝文建

立友好外交，並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藝術。

 4. 榮獲國內外藝術文化有功之殊榮：中華民國舞蹈學會

終生貢獻獎、春風化雨教學獎－五十年、舞蹈社教推

廣有功獎、文藝獎 ( 舞蹈類 ) －終身成就獎、全球中華

文化藝術薪傳獎、特殊優良文化貢獻獎、創作舞蹈獎、

中華民國舞蹈工作績優者、資深文化人。

 5. 2007 年 8 月率李彩娥舞團赴日本市靜岡縣磐田市民文

化會館參加 2007 國際交流音樂會－「亞洲青少年舞

蹈祭」，演出現代創意舞劇－「動物狂想曲」，以舞

蹈會友，參加的舞團包括有日本北海道、關東、甲信

越、近畿、九州地區及中國、韓國等的青少年舞蹈團

體。

 6. 2008 年 7 月應邀前往日本名古屋市青少年文化中心，

參與名古屋爵士舞觀摩大賽，演出「爵士芭蕾舞劇－

邂逅」。

 7. 2010 年應邀前往日本新瀉、佐渡、東京，參與建國

100 年臺日舞蹈文化交流，「千年舞情－跨海交流」

演出，演出作品「人力車」，呈現臺灣早期在地文化

特色及臺灣人熱情又內斂的性格。

 8. 2012 年應邀前往日本秋田能市民代文化會館，參與

石井漠大師逝世五十週年－情繫秋田與臺灣，舞蹈文

化演出暨交流座談會，演出作品「福爾摩沙－臺灣民

謠」、「迷情探戈」，展現臺灣文化風俗民情。

2014 薪傳國寶李彩娥春風化雨九十載演出作品「Dream Girls」

2012 李彩娥舞團秋季公演舞 - 舞 - 舞─迴演出作品「奇異恩典」.

2006 秋楓舞宴 蜻蜓祖母李彩娥  風華再現演出作品「花之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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