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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V1~V2：97 年度「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素養指標績優學校頒獎典禮
日　期：2008/07/10 
地　點：教育部大禮堂 
提供者：丘永福

V1 V2

▲圖 V3~V4：97 年度「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素養指標績優學校分享研習
　日　期：2008/09/17、24 
　地　點：北區臺北市新生國小、中區臺中市信義國小　
　提供者：丘永福

V4V3

V5

▲圖 V5~V6：獎勵藝術菁英培育計畫－ 2008 大玩藝場藝術營  　
　圖 V5 故事劇場教學
　圖 V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吳祖勝館長頒獎優勝團隊
　日　期：2008/08/14~17 
　地　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V6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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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V9~V10：2008 年文藝創作獎頒獎典禮
　圖 V9 開場表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弦樂四重奏演奏
　圖 V10 教育部呂木琳政務次長與學生組短篇小說項得獎者合影
　日　期：2008/10/06 
　地　點：教育部大禮堂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V7

V8

V9 V10

▲圖 V7~V8：2008 臺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
　圖 V7、V8 參與 2008 臺灣國際創意設計
　　　　　大賽評審委員
　日　期：2008/09/10
　地　點：學學文創志業大樓
　提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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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V7~V8：2008 臺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
　圖 V7、V8 參與 2008 臺灣國際創意設計
　　　　　大賽評審委員
　日　期：2008/09/10
　地　點：學學文創志業大樓
　提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　圖 V11~V12：第三十九屆世界兒童
　　　　　　　      畫展開幕典禮暨頒獎

 圖 V11 得獎兒童與貴賓合影
 圖 V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吳祖勝
 　　　　館長與得獎兒童合影
 日　期：2008/10/06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小天壇展場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圖 V13~V14：2008 年全國學生創意作品線上競賽頒獎
　圖 1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吳祖勝館長致詞
　圖 1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吳祖勝館長與評審委員合影
　日　期：2008/11/15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V11

V12

V13 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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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V17  ：2008 設計戰國策 - 設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
　　　　　教育部呂木琳政務次長與得獎者合影   
　日　期：2008/12/12 
　地　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提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圖 V15~V16：第二屆原住民兒童晝開幕暨頒獎典禮
　圖 V15 評審委員和頒獎貴賓與得獎兒童合影
　圖 V16 評審委員吳隆榮校長致詞
　日　期：2008/11/26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小天壇展場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V15

V16

V17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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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V18  ：2008 設計戰國策 - 產品設計國際研討會亞洲大學設計戰國策－設計國際研討會  
　日　期：2008/12/14~15 
　地　點：亞洲大學
　提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圖 V19~V20：97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
　圖 V19 瑞濱國小藝術與人文音樂課程，藝術家參與樂器協同教學
　圖 V20 柑園國中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課程，藝術家參與協同教學
　補助對象：各縣市偏遠、資源不足、師資缺乏之學校    
　提   供   者：丘永福

 2008 TAIWAN 
ARTS EDUCATION 

YEARBOOK

V18

V19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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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1   ：普通高級中學新課程音樂科教師研習 ( 南區 )
　日　期：2008/02/21　　
　地　點：國立臺南一中
　提供者：音樂學科中心

▲圖 M2   ：匈牙利國王歌手合唱團大師班
　日　期：2008/03/03
　地　點：國立嘉義大學文薈廳
　提供者：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圖 M3   ：9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日　期：2008/03/07
　地　點：桃園市婦女館國際演藝廳
　提供者：國立花蓮高中

▲圖 M4   ：當代作曲家作品發表與對談 IV(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 )
　日　期：2008/03/21
　地　點：高雄市音樂館
　提供者：王伯軒

Music 
音 樂

M1 M2

M3 M4

圖 M5   ：臺北市高中音樂科輔導團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音樂教
　　　    學觀摩研習活動
時　間：2008/03/25
地　點：萬芳高中活動中心
　　　　3F 視聽教室二
提供者：臺北市高中音樂科輔導團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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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8  ：音樂教育心理學講座
　日　期：2008/06/10
　地　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5123 教室
　提供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圖 M9   ：國際展演交流「第三十屆巴里藝術節－臺灣傳統
　　　　　音樂之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
　日　期：2008/07/02~06
　地　點：Bali Arts Festival           
　提供者：王玉玲

圖 M6   ：巴洛克音樂講座
日　期：2008/04/07~05/25 
地　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提供者：游璧霞

M6

圖 M7   ：霹靂樂光大道
           　( 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
日　期：2008/04/17
地　點：國家音樂廳
提供者：張思絲

M7

M8 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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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12  ：傳承與創新－音樂跨領域：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演奏傷害與健康彈奏
　日　期：2008/10/23~24
　地　點：臺南科技大學活動中心五樓 s502
　提供者：臺南科技大學音樂系

▲圖 M14 ：民族音樂學堂
　日　期：2008/11/08   
　地　點：國家演奏廳
　提供者：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M12

M14

▲圖 M10  ：國際音樂學學術研討會－浦契尼與其時代的義大利歌劇
　日　期：2008/09/04~06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
　提供者：羅基敏　

M11

▲圖 M11 ：傳統音樂 vs. 文化 變遷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09/28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提供者：許瑞坤

M10

▲圖 M13 ：2008 年河合之友鋼琴比賽北區初賽頒獎典禮
　時　間：2008/11/02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禮堂
　提供者：陳曉雰

M13

Music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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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16 ：鋼琴與聲樂之合作藝術—
　　　　　藝術歌曲研習營暨大師班
　日　期：2008/11/10~12
　地　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伴奏合作藝術研究所
　提供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伴奏合作藝術研究所

M15

▲圖 M15 ：教會音樂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11/08
　地　點：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廳
　提供者：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M16

M17

M18

圖 M17 ：2008 年臺灣音樂學論壇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11/14~15
地　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提供者：蔡儀融

圖 M18 ：浪漫派鋼琴音樂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11/28~29
地　點：輔仁大學音樂系懷仁廳
提供者：輔仁大學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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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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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2008/12/12 
　地　點：實踐大學綜合大樓 H601
　提供者：實踐大學音樂學系

▲圖 M21 ：2008 音樂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質量混合設計之探究
　日　期：2008/12/14
　地　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誠樓 2 樓第三會議室
　提供者：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M20 M21

M22

M19

圖 M19 ：2008 兩岸傳統器樂
教學論壇器樂演奏音色之探討
日　期：2008/12/12~14
地　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提供者：游曉卉

圖 M22 ：2008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
              合唱教學與研究
日　期：2008/12/27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
提供者：陳曉雰

Music 
音 樂



19

▲圖 P1    ：十城十美－國際城市「表演藝術暨創意   
　　　　　產業」國際研討會
　日　期：2008/01/11~12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
　提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圖 P3    ：2008 全國創意舞蹈大賽
　日　期：2008/02/26~27
　地　點：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 臺中 ) 體育館舉行
　提供者：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 臺中 ) 體育舞蹈學系暨碩士班
　　　　  （黃仁男攝影）

▲圖 P2     ：九十六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
                （大專團體甲組—民俗舞優等花蓮縣慈濟技術學院—慶豐收）
　日　期：2008/02/25~03/28
　地　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臺東縣立體育館、花蓮縣立體育場體育館（小巨蛋）
　提供者：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蘇振隆 ( 林迺昂攝影）

▲圖 P4    ：2008 義大利劇作家達利歐 . 佛（Dario Fo）
　　　　　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05/14~16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研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圖 P5    ：2008 年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國際評論與創作研習營」
　日　期：2008/05/19~30
　地　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舞三教室 (S3)、209 學科教室 (D209) 
　提供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圖 P6    ：2008 家扶基金會「兒童保護宣導」兒童戲劇比賽 ( 優選水里國小 ) 
　日　期：2008/05/25
　地　點：臺北集思會議中心臺大館
　提供者：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P1 P2

P3 P4

P5 P6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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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P7    ：97 年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
　　　　　社會民眾皮（紙）影戲表演比賽
　日　期：2008/05/29~30
　地　點：高雄縣政府文化局皮影戲館
　提供者：高雄縣文化局花堂翔先生

▲圖 P8    ：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舞蹈教學研習營 
　日　期：2008/07/03~20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410 教室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圖 P10  ：2008 暑期兒童舞蹈教育研習營
　日　期：2008/07/05~06
　地　點：臺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四樓 S401、S413 室
　提供者：臺南科技大學舞蹈系

▲圖 P9    ：南加州僑界慶祝美國國慶－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訪美公演
　日　期：2008/07/05
　地　點：美國南加州
　提供者：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李銘訓攝影）

P7

P9 P10

P8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

▲圖 P11  ：2008 國際舞蹈治療研討會
　日　期：2008/07/18~22
　地　點：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1 視聽教室及舞蹈教室
　提供者：臺北市立體院舞蹈系所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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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P13  ：2008 初級舞蹈種子教師培訓暨進修課程研習營－「競技啦啦舞」
　日　期：2008/07/26~27、09/03~04、10/04~05
　地　點：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舞蹈學系
　提供者：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舞蹈學系暨研究所

P13

圖 P1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大觀舞集
與國樂學系至大陸山東、上海、杭州
演出 「  2008 臺灣意象舞樂展   」與進
行學術交流
日　期：2008/10/21~11/03
地　點：大陸山東、上海、杭州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P14

▲圖 P12：9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花 young 年華～創意戲劇比賽」（第一名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日      期：2008/07/25　　　地    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提供者：國立東石高中郭春松主任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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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M19 ：2008 消保創意戲劇表演競賽決賽
　日　期：2008/11/02
　地　點：臺北市信義商圈香堤大道
　提供者：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圖 M20 ：教育部「97 年度反性 / 別暴力全國戲劇競賽」
　　　　　( 臺北市麗山國中 )
　日　期：2008/11/11 及 11/18
　地　點：高雄市勞工育樂中心大禮堂、臺北縣板橋藝文中心演藝廳
　提供者：教育部訓委會黃乙軒先生

▲圖 P17  ：第八屆維他露文化獎全國河洛語答嘴鼓比賽
                  ( 國中組第一名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
　日　期：2008/10/21~24
　地　點：臺中市維他露基金會會館
　提供者：維他露基金會

▲圖 P18  ：2008 戲劇教育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10/23~24
　地　點：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校區 
              　 D303 國際會議廳 & D203 多功能實驗劇場
　提供者：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P17 P18

P19 P20

▲圖 P15  ：2008 教育戲劇與劇場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
　日　期：2008/10/21~24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研大樓十樓演講廳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圖 P16  ：2008 教育戲劇與劇場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8/10/21~24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研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P15 P16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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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P21  ：第四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決賽
　日　期：2008/11/15
　地　點：苗栗縣造橋鄉育達技術學院
　提供者：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圖 P22  ：2008 舞蹈文化人類學研討暨表演會
　日　期：2008/11/22、11//24、11//24~25
　地　點：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紅樹林劇場、
　　　　　臺南科技大學舞蹈系服設館地下室 F001 室、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 臺中 ) 地下視聽教室
　提供者：臺南科技大學舞蹈系

P21 P22

▲圖 P23  ：2008 全國啦啦對錦標賽—啦啦舞組（臺北市北安國中）
　日　期：2008/12/07
　地　點：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館 2 樓
　提供者：中華民國臺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P23 P24

▲圖 P24  ：「同學來演戲」第四屆全國交通安全話劇校際
　　　　　精英賽決賽 ( 第一名：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
　日　期：2008/12/13
　地　點：臺中逢甲大學啟垣廳
　提供者：中華民國機車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

▲圖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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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2008/12/19~20
　地　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綜合大樓一樓視聽教室
　提供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圖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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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2008/12/13~14
　地　點：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提供者：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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