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八十期招生簡章 
 
＊目標：推廣藝術教育，增進國民藝術認知與技能，提升社會文化藝術風氣，建立終身

學習社會。 
一、報名資格：年滿16歲之民眾。 
二、報名時間：自自自自101010107777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週週週週二二二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009:009:009:00至至至至2222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週週週週四四四四))))下午下午下午下午4:004:004:004:00止止止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 
三、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ed.arte.gov.tw/study/http://ed.arte.gov.tw/study/http://ed.arte.gov.tw/study/http://ed.arte.gov.tw/study/，不諳電腦作

業者，本館報名時間，可予以協助。 
四、招生人數：各班最低招生人數為18人，額滿人數為24人。惟美術與療育班最低招生

人數為12人，額滿人數為15人。 
五、學費：素描班素描班素描班素描班、、、、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水彩班水彩班水彩班水彩班、、、、美術與療育班美術與療育班美術與療育班美術與療育班、、、、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書書書書、、、、重彩與膠彩繪畫重彩與膠彩繪畫重彩與膠彩繪畫重彩與膠彩繪畫、、、、油油油油

性粉彩性粉彩性粉彩性粉彩及及及及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的繪本課的繪本課的繪本課的繪本課學費新台幣學費新台幣學費新台幣學費新台幣3,6003,6003,6003,600元整元整元整元整，，，，其他班別學費新台幣其他班別學費新台幣其他班別學費新台幣其他班別學費新台幣2,4002,4002,4002,400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六、繳費方式、對象及時間：報名後請儘速繳款報名後請儘速繳款報名後請儘速繳款報名後請儘速繳款，，，，請注意繳款期限請注意繳款期限請注意繳款期限請注意繳款期限，，，，逾期恕不受理逾期恕不受理逾期恕不受理逾期恕不受理。。。。 
（一）凡網路報名人數未逾24名，報名該班之報名者即直接獲得正取學員，超逾24名

則為備取學員（以報名先後為準），額滿為止。惟美術與療育班正取學員為15
名，超逾15名則為備取學員（以報名先後為準）。備取學員：請於107年2月13
日(週二)以後至本館網站查看是否遞補為正取學員。 

（二）各班報名人數如未達最低招生人數（暫勿繳交學費），則不予開班。 
（三）完成線上報名後完成線上報名後完成線上報名後完成線上報名後，，，，班級報名人數已達最低招生人數班級報名人數已達最低招生人數班級報名人數已達最低招生人數班級報名人數已達最低招生人數，，，，即可依下列方式繳費即可依下列方式繳費即可依下列方式繳費即可依下列方式繳費，，，，逾逾逾逾

期視為棄權期視為棄權期視為棄權期視為棄權。。。。正取學員正取學員正取學員正取學員繳費方式說明如下繳費方式說明如下繳費方式說明如下繳費方式說明如下：：：： 
1111、、、、線上刷卡線上刷卡線上刷卡線上刷卡。。。。((((僅限僅限僅限僅限2222月月月月6666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222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    
2222、、、、超商代碼繳費超商代碼繳費超商代碼繳費超商代碼繳費((((僅限僅限僅限僅限2222月月月月6666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222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請至全省各超商門市請至全省各超商門市請至全省各超商門市請至全省各超商門市（（（（7777----11111111、、、、全家全家全家全家、、、、

OKOKOKOK、、、、萊爾富萊爾富萊爾富萊爾富））））繳款繳款繳款繳款。。。。    
（四）備取學員：若已遞補為正取學員者，請於107年2月14日(週三)前依上述方式繳

款。 
七、上課時間：自107年3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八、上課地點：本館研習教室或適當場地空間。 
九、注意事項： 

（一）各班學員學費一經繳付，概不能轉班、轉讓或延至下期上課（請慎選課程）。 
（二）為鼓勵老年人及身障者學習，年滿65歲以上學員及身心障礙學員學費九折優待

（請身心障礙學員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三次上課前一日持證明文件到館申請退
費）。 

（三）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者，退費標準如下：實際開課日期前一日，
退費九成五；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三次上課前一日（不含當次），退費七成；實
際開課日期起第三次上課後，則不予退費。 

（四）退費方式︰採匯款轉帳(匯款手續費新台幣30元，由退款金額中另外扣除)，請
檢具繳費收據正本、存摺封面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寫「退費
申請表」傳真(02-23894822)到本館，逾期恕不受理。 

（五）退費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繳費收據請
妥善保管。 

（六）為避免影響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謝絕旁聽或試聽。 
（七）學員請勿攜帶幼童上課，以免干擾上課秩序。 
（八）上課所需用具、材料請學員自備，在學期間，應善用公物及教具，如有毀損或

遺失，則照價賠償。 
（九）請於上課前進入教室，不遲到、不早退、不無故缺席。 
（十）為鼓勵利用大眾運輸為鼓勵利用大眾運輸為鼓勵利用大眾運輸為鼓勵利用大眾運輸，，，，本館不提供停車位服務本館不提供停車位服務本館不提供停車位服務本館不提供停車位服務，，，，敬請配合敬請配合敬請配合敬請配合。。。。 
（十一）請事先審酌個人健康等因素後報名，並全程參與，以善用終身學習機會。 
（十二）學員於研習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得取消其研習資格（並不予退費）

及限制其一年內不得參加本研習班之報名： 
1.將班費移作餽贈老師之禮金或禮品者。 



2.未經師長同意或班會決議，擅自處理班務或相關活動，有損他人聲譽或權
益者。 

3.擾亂秩序，妨害師長上課或學員學習者。 
4.破壞紀律，誣控亂告或發表不實言論，有損本館館譽者。 

（十三）本期研習結束，本館依學員出勤紀錄及相關規定得核予研習時數，請於課程
結束後2年內申請（出席率達2/3以者）。 

（十四）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3333月月月月33331111日日日日補行上班日補行上班日補行上班日補行上班日、、、、4444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至至至至4444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6666月月月月18181818日日日日））））放假放假放假放假，其他遇
天然災害等情事，依政府規定停止上班上課，課程則另擇期補課。 

（十五）洽詢電話：(02)23110574轉232或110。本館地址：臺北市南海路43號（建國
中學對面）。 

十、師資介紹及課程內容大要： 
序
號 

課程 
班別 

教師 
姓名 教師學經歷 教學內容大要及學員程度要求 

1 工筆人物 高鳳琴 

1.三德畫會指導老師 
2.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佛畫班講

師 
3.師承工筆人物：吳文彬、孫家

勤、翁文煒老師 

1.教學繪畫內容：敦煌佛畫、飛天、仕
女。 

2.人物畫的造形與筆法的應用。 
3.傳統繪畫的色彩美學與潑墨破彩法。 
4.如何將傳統圖紋應用生活化。 
5.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以藝術修身

養性，提昇生活品味與樂趣。 

2 水墨寫意人物 王  愷 

1.政戰學校藝術系畢業 
2.專業畫家 
3.臺北市社會教育館研習班教

師、中正紀念堂水墨人物畫教
師 

4.曾獲新文藝美術金像獎二次，
全國畫會金爵獎，行政院新聞
局金鼎獎，美國亞太藝術研究
院「廿世紀藝術貢獻獎」 

5.中國美術協會理事長 

1.教學主題：寫意國畫水墨人物。 
2.教學內容：涵蓋人物造型、人物表情、

人物動態、古今人物服飾之畫法與技
巧。 

3 山水 A 及Ｂ 廖賜福 

1.台南師專畢業 
2.專業畫家 
3.波蘭邀請展（國立華沙民族博

物館2011/01/12~02/11、托倫
博物館2011/03/05~05/08、拉
當市文化中心
2011/06/14~06/30、克拉科夫
文化中心2011/07/21~08/19） 

1.注重基礎工夫由傳統理法入手。 
2.各種樹木及山石雲水之畫法。 
3.臨摹→寫生→創作。 
4.工筆、寫意兼具，傳統與現代並重。  
5.得黃君璧真傳擅長雲煙瀑布。 

4 山水Ｃ 黃昭雄 

1.臺北師範學院畢業 
2.美伊利諾大學研究 
3.現任中華梅花藝文協會理事長 
4.曾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

中興文藝獎章 

1.傳統技法之介紹、練習、解析與比較。 
2.現代繪畫之觀念表達、欣賞、分析與體

會。 
3.引導學員觀察自然景觀，以探討自然界

之神奇與奧妙。 
4.引導學員運用所學技法，自我創作，表

現個性。 

5 水墨寫生 白宗仁 筑墨畫會會長 

1.認識水墨畫寫生之要領。 
2.以傳統筆法為主，引導學員觀察自然景
觀之變化。 

3.講述各種構圖及特殊寫生技法。 
4.教授如何水墨寫生並實地創作。 
5.傳統與現代創作並重，重視激發個人潛
能及風格。 

6 山水花鳥初級 陳銘顯 

1.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 
2.美國南加大研究 
3.曾獲省展、臺陽美展第一名、

中山文藝獎、金像獎國畫特別
獎等等 

4.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理事長 

1.國畫基礎引導入門，山水花鳥初級技法
兼修。 

2.筆墨技法由淺入深示範，解析練習。 
3.理論與技法講解，融會貫通。 
4.現代觀念教授新技法，重新詮釋山水花
鳥畫法。 

7 篆刻書法 陳宏勉 

1.國立藝專雕塑科畢業 
2.臺北市、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委員 

3.臺灣印社副社長 

1.講述篆刻之源流及與書法之關係。 
2.示範篆刻之刻法。 
3.篆刻之章法。 
4.篆刻與書法各體基本筆法。 



8 
書法賞析 

與 
習作 

蔡明讚 

1.省立台北師專 

2.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 

3.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4.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理事長 
5.現為《書法教育月刊》社長 

1.歷代書法經典作品之賞析與臨摹。 
2.篆、隸、楷、行、草五體之臨摹、自
運、創作。 

3.書法史、書法家、書法名作、書論、文
房之介紹。 

9 水彩 陳志成 
1.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 
2.市立美術館美術教室講座 
3.私立銘傳大學兼任講師 

1.以靜物題材介紹水彩基礎技法。 
2.講解示範（構圖光線、用色、水分控制
等）。 

3.以風景畫為題材，介紹水彩表現技法。 
4.講解、示範立體空間透視之技法。 
5.講解、示範風景畫之各元素表現，如樹

木、天空、水面、房舍…等畫法。 

10 彩色素描 戴士元 
1.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2.亞東技術學院講師 
3.行天宮文藝講堂講師 

1.色彩在素描中扮演的角色。 
2.講述色彩學，色彩調色、搭配及運用的

技巧。 
3.色彩三屬性（色相、明度、彩度）在素
描理論中，應有的認識與示範。 

4.豐富多樣的彩色素描主題，提升擴展單
色素描多元性的發展。 

5.藉由豐富素描材料（鉛筆、炭筆、炭
棈、彩色鉛筆、粉彩、油性粉彩、鋼
筆、沾水筆、水彩）探究綜合繪畫技巧
的可能性練習。 

6.解析各流派在色彩學運用的特點。 

11 素描Ｂ 戴士元 
1.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2.亞東技術學院講師 
3.行天宮文藝講堂講師 

1.藉由室內靜物寫生訓練構圖能力，表現
物體光影質感肌理之變化。講解示範
（水果、杯、盤、瓷器、玻璃、不鏽
鋼、布紋）。 

2.臨摹世界古典名家畫作。精細剖析名畫
優點，引領學員進入名作精髓。（畢卡
索、雷諾瓦、安格爾） 

3.講解、示範石膏像畫法。（幾何石膏、
手足部、摩西角面像、維納斯、阿古力
巴、荷馬、阿波羅）。 

4.如何擴展素描題材、描繪技法與新時代
藝術風格的結合，綜合技法的展現。
（炭精、粉彩筆、油性粉彩、彩色鉛
筆） 

5.探究風景素描透視原理空間層次，意境
表達與筆觸技法的關連性。（雲海、樹
石、建築物）。 

6.人體（裸體寫生）精確掌握人體比例動
態特徵簡易快筆構成。（速寫） 

12 油畫Ｂ 廖繼英 

1.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2.中國科技大學講師、曾任經國
管理暨健康學院講師 

3.曾獲中國文藝獎章「油畫創作
獎」及「藝文報導獎」、環球藝
術貢獻獎「油畫金獎」及「特
別貢獻獎」 

4.專業畫家 

1.解析油畫與基礎素描關係之轉換。 
2.示範─明暗對比法、暈塗法（空氣透視

法）、色彩調節法、留白邊以及畫布打
底、西方油畫三大技法─罩染法（多層
次畫法）、透明畫法、直接畫法等方
法。 

3.基礎色彩學、解剖學、透視學在油畫作
品中的運用與名家例舉。 

4.專題寫生︰著重戶外光線明暗及立體形
象描繪形式與創作指導（西洋相關畫派
例舉）。 

13 南胡(初級) 盛賜民 

1.國立藝專國樂科畢業 
2.曾任臺北市立國樂團及國家樂
團團員 

3.現任客家文化推廣協會、春江
樂集、中科院、龍潭農會等二
胡指導教師 

1.二胡歷史結構保養等介紹。 
2.坐姿、運弓、持弓基本動作練習。 
3.左手按指一把位練習。 
4.簡易變奏訓練、四拍、二拍、一拍、附
點、八分音符等。 

5.連弓、小曲子配合練習。 
6.D調、G調、F調、C調 獨奏曲 練習。 
7.本期舊生著重在樂曲音樂性處理及曲子
分析。 



14 南胡(進階) 黃美滿 

1.國立藝專國樂科畢業 
2.曾任臺北市立國樂團及中華國

樂團團員 
3.曾任光仁中學、三民國小、社
區教室南胡教師 

4.現任松年大學下城分校教師、
淡水分校教師 

1.D、G、F、C、bB、A 調（各個調的應用
與綜合練習）。 

2.傳統樂曲拉奏與表現。 
3.各種風格民謠及拉奏。 
4.拍子練習（含四分、八分、附點…節奏
練習） 
※※※※本班學員需會拉本班學員需會拉本班學員需會拉本班學員需會拉Ｄ、Ｇ、ＦＤ、Ｇ、ＦＤ、Ｇ、ＦＤ、Ｇ、Ｆ調調調調。。。。    

15 月琴(初級) 黃美滿 

1.國立藝專國樂科畢業 
2.曾任臺北市立國樂團及中華國

樂團團員 
3.曾任光仁中學、三民國小、社
區教室南胡教師 

4.現任松年大學下城分校教師、
淡水分校教師 

  讓學員了解並認識月琴，並介紹月琴的
歷史、沿革、故事、特色及如何彈奏基
礎入門、音階、節奏、彈挑、滾音練習 
樂曲彈奏 

16 中國書畫鑑賞 洪昌榖 中韓美術交流學會會長 

1.傳統書畫源起與脈絡。 
2.由現代造型學的觀點解構書畫作品。 
3.傳統書畫美學的詮釋。 
4.時代風格的傳承與水平類比。 
5.書畫作品的良窳析論。 

17 
戲劇、電影及文

學賞析 
朱文慧 

1.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碩
士 

2.電視節目製作人 
3.曾任邁葳多媒體公司專案經理 
4.曾任信誼基金會企畫處主任 

課程進行方式：賞析小說、劇作，並配合
相關影片專題討論。  
 
本期課程：詳見教學進度表  
一、文學與改編電影 
二、大師系列影片賞析 
三、莎士比亞專題 

18 美術與療育 郭育誠 

1.國立米蘭藝術學院繪畫研究所
畢業 

2.台大、台北榮總、三總醫院安
寧病房、台北榮總精神科青少
年團體美術療育老師 

3.華梵大學、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藝術治療兼任講師 

4.台大醫院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
藝術療法諮詢老師 

5.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專業認證會
員 

6.教育部部定講師 

使學習者或想更了解自己的人透過繪
畫的非語言感受，建立起潛意識的自然對
話，以圖畫意象舒展心情促使身體與心靈
層面邁向良性的溝通。 
開放自己進入實務課程，願意以媒材記錄
學習﹝歡迎有無繪畫經驗者﹞。授課方
式：講述、圖片欣賞、作品創作、體驗分
享。自備畫具：A4圖畫本20頁、十二色旋
轉蠟筆、十二色水彩用具。 

19 手作．書 吳哲叡 

1.國立台灣大學「檔案修裱進階
班」講師 

2.受聘國家檔案局修護人員遴選
評分委員 

3.2009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主講：古籍線裝書沿革暨製
作 

4.2009年，台灣圖書館主講：古
籍線裝書賞析暨縫製要領解說 

5.2009年，當選台北國際文物維
護學會第二屆常務理事 

文以載道，多少聖賢的智慧結晶，皆留駐
于書頁中，誰能從中爬梳到前輩的精髓，
誰就能掌握到先機。在世的老師屈指可數
且不盡可拜在門下接受薰導，唯有眾多的
大師可就近指導，書本的魅力就是如此誘
人。如能習得修護書籍的技法，那豈不更
加令人神往，既能承先又能啟後，精神上
定將不孤寂。 

20 重彩與膠彩繪畫 陳敏聲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部藝術
學門講師 

2.慈濟大學社會教育中心藝術學
門助理教授 

3.臺灣臺北監獄附設宏德高級進
修學校藝術班教師 

4.救國團社會教育中心藝術學門
資深講師 

5.桃園縣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
工會理事長 

6.桃園市市民大學設立計劃主持
人兼藝術學門指導教授 

☆臺北市中華重彩文藝協會榮譽
顧問 

課程簡介：介紹膠彩畫、重彩畫的繪畫技
巧與其在創作表現上的異同。 
課程目標： 
一、重彩畫與膠彩畫的畫用煤材介紹：

A、純天然礦物顏料。B、現代人造礦
物顏料。C、化學合成礦物顏料。 

二 、 重 彩 畫 與膠彩 畫的 繪 畫 技 巧。           
A、各類礦物顏料的表現技巧。B、膠
的使用技巧。C、基底材的製作。 

三、重彩畫與膠彩畫在創作表現上的異
同。 
四、實務習作與名作賞析。 
 



21 星期四的繪本課 陶樂蒂 

1.繪本作家，1996年成為「圖畫
書俱樂部」的一員，開始繪本
創作的生涯。 

2.曾獲得第九屆陳國政兒童文學
獎首獎以及第十四屆信誼幼兒
圖書獎佳作。除了兒童繪本創
作，也為多位知名作家繪製封
面及插圖。 

3.已出版『我要勇敢』、『我沒有
哭』、『給你咬一口』、『給我咬
一口』、『媽媽打勾勾』、『誕生
樹』、『花狗』、『睡覺囉』、『好
癢好癢』等繪本   

4.2000~2007永和社區大學「我愛
圖畫書」講師 

5.2015 高雄小房子 蒲公英繪本
學校 講師 

插畫練習、繪本欣賞、故事寫作練習、 
繪本創作 
 

22 
夏威夷四弦琴烏
克麗麗彈唱班 

魏宗吉 

現任萬華社區大學、大同社區大
學夏威夷四弦琴烏克麗麗彈唱班
講師、社教館兒童冬夏令營烏克
麗麗班講師、中正紀念堂兒童冬
令營烏克麗麗班課程講師 

左右手協調訓練、和絃自彈自唱、音階與
和聲演奏、分組教學以及個別指導，用烏
克麗麗自我娛樂也同時娛樂他人！ 
按照學員程度分組教學、按照不同歌曲風
格分組練習以及課堂上分配合奏一起展現
學習成果。 

23 
台北市-  

『城南前世今
生』 

鄭勝吉 

傳統建築研究員 / 講師； 
文化史蹟導覽活動講師； 
古蹟志工培訓講師； 
文化史蹟導覽人員培訓課程講
師； 
公立大學文化史蹟類課程業界專
家講師。 

以城南街區相關知名建築為核心，介紹相
關文史背景、人文特色與建築內容等等，
讓學員們清楚理解成南區域的古往今來。 

24 油性粉彩 陳瑞西 

1.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系碩士 
2.榮獲臺北市優良教師(藝術與人
文類) 
3.擔任南投縣及花蓮縣教師進修
講座 

以油性粉彩為媒材，示範及講解物體之形
象、明暗、色彩、質感的表現方法，學習
繪畫基本概念，即使新手也能輕易進入繪
畫殿堂。 

25 
兒童美術教育 

教材教法 
吳望如 

1.曾任新北市米倉國小校長。 
2.先後擔任國教輔導團美勞科輔
導員、研究員，團體活動科副召
集人、輔導員、藝術與人文領域
研究員、新北市藝術與人文教育
輔導團召集人、教育部藝術委員
長達二十六年。  
3.經常辦理「教務、訓導、輔
導」各種教育專業知能研習，並
擔任主講講師，與縣內各級教師
互動良好，共同促進教師專業形
象發展。  

從理論到實務教學，美感教育如何落實在
校園中，並帶領學員欣賞兒童繪畫。 



十一、課程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推廣藝術教育研習班第八十期招生課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期 
3月5日 

∣ 

6月25日 

3月6日 

∣ 

6月19日 

3月7日 

∣ 

6月27日 

3月1日 

∣ 

6月21日 

3月2日 

∣ 

6月22日 

3月3日 

∣ 

6月30日 

時間 班別/教師 班別/教師 班別/教師 班別/教師 班別/教師 班別/教師 

09:30 

∣ 

11:30 

月琴初級 

/黃美滿 
水墨寫生 

/白宗仁 

山水Ｃ 

/黃昭雄 

南胡(初級) 

/盛賜民 

重彩與膠彩 
繪畫 

/陳敏聲 

＊上課時間為 

9:00～12:00 

工筆人物 

/高鳳琴 

＊上課時間為 

10:00～12:00 

南胡(進階) 

/黃美滿 

戲劇、電影 

及文學賞析 

/朱文慧 

美術與療育 

/郭育誠 
＊上課時間為 

10:00～12:00 

14:30 

∣ 

16:30 

水彩 

/陳志成 
＊上課時間為 

14:00～17:00 

彩色素描 

/戴士元 
＊上課時間為 

14:00～17:00 

山水花鳥 

初級 

/陳銘顯 
＊上課時間為 

13:30～15:30 

台北市-  
『城南前世今

生』 

/鄭勝吉 

水墨 

寫意人物 
/王  愷 

油畫Ｂ 

/廖繼英 
＊上課時間為 

14:00～17:00 

星期四的繪本課 

/陶樂蒂 

＊上課時間為 
14:00～17:00 

山水 A 

/廖賜福 
＊上課時間為 

14:00～16:00 

山水 B 

/廖賜福 
＊上課時間為 

14:00～16:00 

油性粉彩 

/陳瑞西 
＊上課時間為 

14:30～17:30 

18:30 

∣ 

20:30 

中國 

書畫鑑賞 

/洪昌穀 

素描Ｂ 

/戴士元 

＊上課時間為 

18:30～21:30 

手作．書 

/吳哲叡 

＊上課時間為 

18:30～21:30 

書法賞析與習

作 

/蔡明讚 

篆刻書法 

/陳宏勉 
 夏威夷四弦琴烏

克麗麗彈唱班 

/魏宗吉 

＊上課時間為 

19:00～21:00 

兒童美術教育 
教材教法 

/吳望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