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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與學生練習 16 手聯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綠娜 教授 |

發揮所學，承先啟後，扎根臺灣鋼琴教育。

葉教授師事吳漪曼、蕭滋、吳季札、Kurt Leimer、Hans Leygraf、Jacob Lateiner 等教授。畢業於奧地利莫

札特音樂院與德國漢諾威音樂院，通過德國國家鋼琴教師甄試。並曾獲加拿大班芙藝術中心與紐約茱莉亞音樂

學院獎學金，在茱莉亞音樂學院期間擔任該校正式之聲樂伴奏。

67 年迄今任教於師大音樂系，30 幾年來葉教授不曾間斷地以獨奏、雙鋼琴、伴奏、室內樂等各種不同的

演出活躍於國內外樂壇，曾與國內外許多樂團搭檔演出，演奏足跡遍及德國、美國、俄羅斯、中南美洲、東歐、

芬蘭、愛沙尼亞、澳洲、紐西蘭等地。並兩度與俄羅斯國國家交響樂團由普雷特涅夫，及卡羅˙龐第指揮演出。

得獎感言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這 37 年來所給予卓越優

秀的學術及工作環境，以及同事間之相互扶持鼓勵與學

生們教學相長的過程，都是難忘的成長歲月，也讓我從

錯誤失敗中一再學習、改進，希望日後能夠繼續將所學

成就學子及貢獻社會。

具體事跡摘要

 1. 教學傑出且與學生互動良好，培育出許多優秀之學生，

目前從事教職及演奏家等職務，對社會貢獻良多，足

為楷模。

 2. 曾獲獎項有 2013 年獲金曲獎最佳製作人獎、「雙鋼

琴 30 週年禮讚 CD」獲金曲獎最佳演奏獎與最佳古典

專輯獎及 1990 年獲得國家文藝獎。

 3. 2010 年赴教廷演出，獲教宗本篤十六世接見，及獲外

交部頒發睦誼獎章，對於我國外交活動確有貢獻。

 4. 多年來以獨奏、雙鋼琴、伴奏、室內樂等各種不同的

演出活躍於國內外樂壇，曾與國內外許多樂團搭檔演

出，對於國際學術交流有顯著之成效。

 5. 出版多項精緻及動聽之有聲出版品，受惠學生及民眾。

 6. 二十多年來，從事臺北愛樂電臺鋼琴音樂廣播節目，

受惠學生並普及一般民眾。

 7. 多年來彈奏並錄製許多國人作曲家鋼琴作品，有助於

作品之推廣與提昇。

 8. 曾製作許多兒童青少年音樂節目，演出普及各鄉鎮，

受惠學生及民眾。

 9. 多年來為青年傑出鋼琴家策劃主題性系列音樂會，具

提攜與教學承傳之意義。

10. 多年來主持許多國際級鋼琴家來臺之大師班，受惠學

生及愛樂者，並對鋼琴教學之國際性交流有顯著績效。

音樂會後與不同時期之學生合影

課後與學生於師大校園合影

與學生練習 16 手聯彈後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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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教授 ( 右一 ) 與指導國際競賽銀牌得主陳國良及國際裁判王建柱教授合影

樹德科技大學

翁英惠 講座教授 |

弘揚藝術教育，作育英才為國爭光！

翁教授深耕藝術教育，造福學子萬千，多次指導學生參與國際競賽榮獲金牌，為國爭光！擔任中華藝術學

校創校校長任內，成功扶植學校改制轉型，開創南臺灣專業藝術教育園地，為各界所肯定。於大學服務期間，

曾任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任內帶領全院國際創意設計競賽績效，獲 iF 全球排名第八之國際聲望，為

校締造佳績。翁教授經營「駁二藝術特區」、策辦「亞太流行文化節」、建構「高雄城市 C.A.D. 品牌」等重大

計畫，並榮任中央暨地方政府多項審議、評鑑、顧問等無給職工作，回饋社會不餘遺力，獲得「高雄市社會優

秀青年」、最高榮譽「師鐸獎」及「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之榮耀。

得獎感言

感恩父母在性向基因的遺傳，也感恩兄姐的提攜與

愛護，讓我得以從小順性發展！

藝術教育之可貴在於成就個人心智得以適性發展，

終能達成自我實現之最高價值。

藝術有純粹與應用之分，純粹藝術以滿足於自我

主觀的理念、思想、感情的發抒為；而應用藝術貴在轉

藉、服務與利用的價值。個人從事藝術與設計教育工作

35 年，一直扮演著在發展中國家培育實務致用人才的

角色，期盼藝術教育在純粹的學理與美感創作經驗的基

礎上，能再修煉擁有藝術美學應用之設計能力，以提升

人類精神需求品質，實踐回饋社會、生活與產業文明之

職志。

具體事跡摘要

 1. 引進業界先進專業實務知能，推展藝術與設計教育工

作，培育實務致用專業菁英無數，榮膺多次優良教師

獎之肯定。

 2. 榮任國際競賽國手訓練師，親自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性

暨國際性藝術設計競賽，榮獲多次全國第一暨國際金、

銀、銅牌之獎勵，為國爭光。

 3. 擔任中華藝術學校創校校長，成功扶植學校改制轉型，

開啟南臺灣專業藝術教育園地，造福學子無數。

 4. 力行在地國際化文創推廣工作；經營「高雄駁二藝術

特區」，策畫辦理「亞太流行文化節」，建構樹德「橫

山創意基地」，薦拔藝術設計菁英連結產業，接軌國

際發展。

 5. 推行創意、美學、設計三項軟實力，為高雄城市建構

C.A.D. 品牌，協助產業提升競爭力，榮獲樹德科大最

高榮譽典範之獎勵。

 6. 從事藝術與設計教育 35 年，成就卓著，曾榮獲「高雄

市社會優秀青年」、全國優良教師最高榮譽「師鐸獎」

及「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之獎勵。

 7. 榮任教育部、文化部、經濟部及地方政府等多項審議、

評鑑、諮詢、輔導、顧問及法人董事等無給職務，熱

心回饋社會不遺餘力。

 8. 擔任設計學院院長任內，帶領全院創意創新接軌國際

發展，全院國際創意設計競賽績效曾獲 iF 全球排名第

八，並為教育部歷次科大評鑑一等之肯定。

翁英惠校長與中華藝校畢業班學生合影

翁老師於復興美工任教期間指導學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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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師生活照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教師 |

思辨靈活且執行力滿載的藝教鬼才

盈君老師從師大美研所畢業後進入臺北市立金華國中任教至今，期間曾任美術組長、設備組長、班級導師

與專任教師，其中最喜愛教學工作。除負責美術班教學，也擔任普通班美術教師，所以從九年一貫初期帶領金

華藝文團隊進行每學期不同主題的校本課程開發，到參與教育部美術班教學優質化工作，建構金華美術班之課

程模組，至近年配合各項新興議題，如 : 美感教育、2016 世界設計之都、世界河流計畫等，更具挑戰的教學實

驗與教材研發工作，盈君老師以源源不絕的教學活力與創意，為金華學子提供更寬廣的藝術學習視野。

得獎感言

感謝滋養我成長的師長與學校全體同仁，特別是金

華國中美術班教學團隊的好夥伴，及所有陪著我慢慢找

到教學方法的學生們，是他們教會我該如何成為一位老

師。教育無他，為愛與榜樣，當我們想要世界改變，我

們就要先成為改變的一部分。期許自己應以成為一位優

良老師為目標，克盡自己的本分與才能，為更多學生提

供適合他們的學習環境與方法。

具體事跡摘要

 1. 擔任臺北市國中藝文輔導團兼任輔導員十餘年，致力

新興教學議題與教材研究，推動藝文領域教學不遺餘

力。 

 2. 2009 年帶領金華美術班團隊撰寫第一版 『金華國中

美術班專業課程設計理念與架構』，開美術班課程研

究之先河。

 3. 帶領金華美術班參與藝術才能班優質發展計畫，獲選

教育部藝術才能班課程模組典範學校。

 4. 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第一批種子

教師，熱心課程研發與教學實驗工作。

 5. 多次獲邀與學術單位合作開發課程與擔任教科書編寫

委員，如 : 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數位典藏融入

教學教材等。

 6. 參與各項教學比賽並獲獎無數，如臺北市教育專業與

行動研究比賽特優、全國創意教學獎特優等。

 7. 主持金華國中參加臺北市申辦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

校園角落美學暨文創教材教學方案，落實設計思考融

入教學。

 8. 主持金華國中參與臺北市「世界河流」(rivers of the 

world) 藝術教育專案計畫，透過藝術進行國際交流。

 9. 常年指導學生參加各級美術學藝競賽，成果豐碩，如 : 

2011 年指導學生蔡季珊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獲版畫

類特優。

10. 擔任設備組長任內，善用美術專長，承辦圖書館優質

化工程，將學生美術作品與工程結合，打造美觀舒適

的閱讀環境。

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

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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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學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

謝基煌 教師 |

有愛無礙讓孩子展翅藝世代

謝老師擔任教職後，開始投入藝文教學、兒童攝影、生態攝影、紀錄片教學、環境教育及行動學習，這些

年帶著學生參加新北市及全國的攝影與記錄片競賽，獲得超過百項以上的獎項，發現學生的潛力，更讓孩子們

獲得自信。個人曾獲得全國 power 教師、教育部師鐸獎、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教育部資訊融入教學典範團

隊…等獎項，出版【我還有熱情 情願做個傻老師】一書。

謝老師最喜歡看到孩子拿到自己攝影作品的笑容，感動他的除了是孩子動人的作品外，更動人的是孩子拿

到作品的喜悅與成就感，那是支持他一直充滿熱情，樂在教學的原因。

得獎感言

有人說：第一流的創作者是藝術家，第二流的是藝

術教育家。攝影好像也是這樣，我大概是第二流的攝影

人吧！但是想想，能夠當個攝影教學家，好像還更棒！

因為我經常從孩子的攝影作品中，發現不同的視野與真

實。看到孩子們拍出很棒的攝影作品，那種喜悅遠比自

己拍到好作品還強烈。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最大的工作

之一就是累積孩子的作品，也累積孩子的自信與成就，

看到每個好作品的瞬間，彷彿可以看到，孩子晶亮的雙

眼！我希望透過孩子手中的鏡頭，讓孩子長出一對翅

膀，飛離負面的情緒、飛離缺乏自信的枷鎖、飛離以課

業論斷一切的教室、飛離弱勢的家庭影響，飛離……任

何的不愉快！透過孩子的鏡頭，我看到孩子的笑容、眼

中的自信、積極學習的企圖、渴望記錄生態、樂於創作

的心，還有讓人感動的改變。我真的相信，透過鏡頭，

孩子們就能飛翔。

具體事跡摘要

 1. 關注弱勢孩子的藝術學習及潛能，發展出全國獨步的

攝影教學，學生在全國與全市攝影比賽每次都囊括最

多的獎項，近幾年來，每一年都有 1 部以上的專題節

目進行個人報導。

 2. 帶領孩子透過攝影記錄自己和旅行的足跡，在藝術教

學上的用心與付出，獲得教育部師鐸獎與全國 Power

教師國小組當年度唯一得主。

 

 3. 將生態、數位與藝文課程結合，發展出學校的特色藝

文課程，協助學校獲得 2 次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與教育

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典範團隊。

 

 4. 推動紀錄片創作與教學課程十多年，除了曾獲教育部

與林務局等全國性紀錄片獎項，指導學生每年都獲得

全國與全市紀錄片獎項，並受邀擔任新聞局電視金鐘

獎與小金鐘獎評審 3 次，臺北兒童國際影視展小導演

大夢想評審 2 次。

 5. 因為藝文、行動學習及攝影課程受到肯定，擔任全國

研討會與研習講師，並到各地分享，每個月至少 2 場

以上，走遍臺澎金馬每個縣市進行演講，分享超過百

場以上。

 6. 除了擔任新北市教育局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將近 10

年外，也擔任教育部中央諮詢委員 - 藝術與人文領域

團員，及臺北市立美術館導覽志工與資源教室教案組

組長，在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上非常用心與持續學習。

 7. 結合行動學習、研發創新與獨一無二的藝文及生態觀

察工具與教學模式，並將生態與藝術結合，發展藝術

結合數位的課程，常受邀各地分享。

 8. 透過攝影與紀錄片方式，帶領學生記錄地方藝術、慶

典與文史活動，參與編輯地方文史與藝術專輯，及擔

任三鶯區區域課程編輯與攝影三次。

 9. 經營個人與學校藝文環境部落格，參與全國及全球部

落格競賽皆獲前三名，透過網路分享自己的藝文教學

與心得。

10. 三采出版社對個人部落格文章感興趣，主動出版個人

專書《我還有熱情 情願做個傻老師》，書中分享個人

對藝術、生態、攝影教學及班級經營…等故事。

師生雨中攝影

到世貿分享成福的雲世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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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鈺鈞老師表演課指導學生利用報紙製作戲劇道具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邱鈺鈞 教師 |

重視合作與創新的藝術教學者

邱鈺鈞老師，畢業於國立新竹師範大學美勞教育系，之後分別取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碩士與英國艾希

克特大學藝術教育碩士學位。在求學階段起關懷藝術教育頗深，對其下了很大的功夫。任教數十年來，與學生

們共同改造校園空間，藉由學生的熱情參與也一併提升學生對美感的認知。101 學年度後在桃園市國小藝術與

人文輔導團中擔任兼任輔導員，為人和善與地方輔導團隊共同努力追求卓越。近來更領導大忠國小教師成立表

演藝術教師增能社群，其後與社群教師一起參與 GREATEACH-KDP 全國創意教學競賽，並在去年榮獲藝術與人

文組標竿獎（全國第一）的殊榮。

得獎感言

自求學以來就對藝術教育有不變熱情的我。在過去

雖然教導我的師長很認同鈺鈞的創作能力，但我一直深

信唯有投入教育才能讓世界更美好。會畫畫的藝術家已

經很多，不差我一個。在我心中學生因為藝術教育所展

露出的笑顏，才是我最認同的。我很珍惜並感謝每一個

經過身邊的緣分。更希望藉由每一堂快樂的藝術與人文

課讓學生感受到當下的幸福。這一路走來，沒有長官與

同儕教師們的支持，我是很難有所成就的。因此對於身

邊的這些貴人，心中既尊敬又感謝。未來希望能創作出

更多有益於現場教師操作的教案，讓孩子們的笑聲能響

遍每一個校園。

具體事跡摘要

 1. 2014 年獲 GREATEACH-KDP 全國創意教學競賽 - 藝術

與人文組標竿獎（全國第一）。

 

 2. 2014 年獲 GREATEACH -KDP 全國創意教學競賽 - 國語

文教育組特優獎 （表演藝術融入語文教學）。

 

 3. 2013 年獲 GREATEACH-KDP 全國創意教學競賽 - 藝術

與人文組優等獎及甲等獎。

 

 4. 2012 年獲 GREATEACH-KDP 全國創意教學競賽 - 藝術

與人文組優等獎。

 

 5. 榮獲桃園縣 103 年度國小特殊優良教師。

 

 6. 2008 至 2015 年於桃園市教育電子報發表藝術相關教

育文章共計達二十篇。

 

 7. 入選桃園縣 101、103 年度發展創造力教學活動。

 

 8. 榮獲桃園縣 102 學年度教學觀摩獎勵競賽佳作。

邱鈺鈞老師結合閱讀在表演課中進行故事鐘遊戲

邱鈺鈞老師於表演課中帶領學生進行坐針氈遊戲


	內頁 1
	內頁 2
	內頁 3
	內頁 4
	內頁 5
	內頁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