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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來學學－臺灣藝術與人文教育啟蒙計畫 

         「色彩學學－師資美感研習」初階工作坊 

107 學年度上學期 第一梯次【北區】臺北場 

報名簡章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成立於 2007 年，以推動臺灣文化色彩學習、藝術師資培訓、弱勢美感教育及

國際文化交流為經營範疇，長期深耕臺灣美感教育，藉由與各縣市教育、文化、社會局處及民間社

福機構合作，幫助全臺弱勢學子免費參與美感體驗，使美感教育得以更快速普及至全臺灣各個角

落。 

 

為推廣臺灣文化色彩的學習及運用，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長期投入文化色彩研究，2011 年建置完

成「學學台灣文化色彩」網站平臺，獲教育部發函推薦，鼓勵全臺各中小學校運用「學學台灣文化

色彩」網站做為美育教材。目前網站已收錄逾九百位臺灣藝術家、攝影師、生態學者的逾九千多件

作品，作品媒材則包括水彩、水墨、油畫、版畫、粉彩、攝影等藝術創作，教師將可帶領國小孩童

由臺灣藝術家作品、臺灣自然與人文主題圖庫中，學習藝術家與大自然的色彩及配色，亦可搭配運

用「XueXueColors」APP，帶領學童進行在地色彩採集，發現在地文化色彩，並進行色彩創作與

應用，深化各級學校美感教育，與跨學科之學習內涵。 

 

自 2013 年起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辦理「藝起來學學－臺灣藝術與人文教育啟蒙計畫」，以「教師

美感增能」與「學生美感體驗」為計畫目標，透過舉辦「師資美感研習」工作坊、學生小感動生肖

彩繪創作、學生作品成果展覽，及推動展覽校外教學活動，鼓勵全臺教師以鄉土教育為起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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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在地色彩探索，認同自然、土地、歷史與人文風貌，找出代表學校的 5 個家鄉文化色彩，

作為「小感動生肖」彩繪主要用色，並藉臺灣藝術家的藝術創作，加強學生對美感特色的認知，及

對臺灣傳統文化具美感的人事物之學習與認同，並藉藝術創作建立學生自信，翻轉孩子的生命價

值。 

 

2019 時序豬年，邀請臺灣抽象藝術家莊普創作「感動豬」原型，將於「師資美感研習」初階工作

坊課程結束後，開放教師報名參加「小感動豬」彩繪創作活動，並於課後提交文化色彩教案參與甄

選。通過甄選之優秀種子教師將帶領學生參與「小感動豬」彩繪創作、參加於臺北學學舉辦之「感

動豬」臺灣北部兒童及青少年彩繪特展，並帶領學生進行美感體驗校外教學活動。透過展覽作品導

覽與賞析，培養學生對於色彩的敏銳度與文化的感知，讓臺灣文化色彩概念與運用，從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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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上學期 第一梯次「色彩學學－師資美感研習」初階工作坊【北區】臺北場 

 

一、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二、課程內容 

將邀請學者及專家以美感啟蒙、文化色彩、故事策展為課程主題，進行知能傳授。課程內容

包括： 

1. 傳統文化色彩-學習傳統文化色彩學、色彩的起源、生活中色彩及藝術生活。 

2. 臺灣與國際文化色彩-引用國際與本國色彩案例，認識各國色彩的文化詮釋。 

3. 流行色彩趨勢-透過國際色彩趨勢發展，了解流行色彩發想提案與創意應用。 

4. 數位美感教學-運用「學學台灣文化色彩」網站之靈感圖庫與配色練習，作為

美感教育取材與授課使用，教授「XueXueColors」APP 數位行動學習，研發

在地色彩教案。 

5. 在地文史-學習在地人文主題之資料蒐集，企畫具故事性與特色之文史教材，

結合實地走訪踏查，增進生活與美感體驗學習。 

6. 文化色彩課程-帶領學生進行文化色彩採集、尋找在地文化色彩，並進行複合

媒材藝術創作。 

7. 藝術欣賞-透過美術館展覽教育推廣案例，學習從展覽活動中培養學生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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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美學素養。 

8. 美感教育案例分享-以色彩為核心的美感教育執行案例分享。 

 

三、課程報名 

1. 對象與名額 

針對「具藝術專長」及「未具藝術專長」教授藝術與人文相關課程教師，舉辦「師資美感研習」

初階工作坊【北區】臺北場 

鼓勵公立國小及國中教師參加，本場次將開放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

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教師報名。偏鄉及教育資源優先地區學校教

師優先錄取。預計招收 100 人。 

2. 課程費用 

開放教師免費參加，並提供午餐。全程參與初階工作坊者，將核發教師研習時數 12 小時。 

3. 課程時間 

2018 年 9 月 8 日（六）09:00-16:00 (08：30 開放報到) 

2018 年 9 月 9 日（日）09:00-16:00 (08：30 開放報到) 

4. 課程地點 

 臺北學學（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207 號一樓） 

 5. 報名方式 

本工作坊一律採線上網路報名，即日起請至「藝起來學學」網路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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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lor-up.xuexue.tw 填寫線上報名表，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錄取通知將於開課一周前以電子郵件寄發通知。參加本研習之教師，請攜帶教師證報到。 

6. 專案聯絡人    

「藝起來學學-第六期」工作小組 謝小姐 

 02.8751.6898  分機 324  E-mail：colorup@xuexue.com.tw 

 

四、課程日程 

第一天 2018 年 9 月 8 日（六）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參與式藝術-愛上美術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

策研究所 

教授 賴瑛瑛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傳統文化色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 

教授 曾啟雄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美感教育的影響力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執行長 駱佳鴻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學學台灣與國際文化色彩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色彩研究協理 陳雅惠／講師 林昀佐 

 

 第二天 2018 年 9 月 9 日（日）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mailto:colorup@xuexu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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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30 食光文化之旅-探索好滋味 跨領域創作者 

丁芯瑜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安尚秀's.活-字.」展覽導覽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展覽部協理 李育容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影像的力量-攝影說故事 

 

攝影師  

汪正翔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交流時間:文化色彩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色彩研究協理 陳雅惠 

*本單位擁有修改內容的權利，相關內容以活動當日公佈為準。 

 

 

五、彩繪教師「種子教師培力課程」【北區】臺北場 

全程參與「色彩學學－師資美感研習」初階工作坊【北區】臺北場教師，得報名參加「小感

動豬」彩繪創作活動，參與彩繪教師須全程參與 9 月 15 日（六）09:00-12:00 彩繪教師「種

子教師培力課程」【北區】臺北場，並於課後提交彩繪活動文化色彩教案參與甄選。 

 

通過甄選之優秀種子教師將帶領學生參與「小感動豬」彩繪創作、參加於臺北學學舉辦之「感

動豬」臺灣北部兒童及青少年彩繪特展，並帶領學生進行美感體驗校外教學活動。 

 

1、對象與名額 

針對通過徵選之優秀種子教師，預計 40 位。 

 

2、 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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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師免費參加，全程參與工作坊者，將核發教師研習時數 3 小時。 

 

3、課程時間（共半日） 

2018 年 9 月 15 日（六）09:00-12:00 (08：30 開放報到) 

 

4、課程地點 

臺北學學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207 號一樓) 

 

六、交通資訊 

 

 

1. 捷運直達 

    請搭乘捷運內湖線於西湖站下車，自西湖站二號出口右轉直行，至紅綠燈再行右轉進 

內湖路一段 288 巷，直行接瑞光路 583 巷至 548 巷，於堤頂大道左轉即可抵達學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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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步行約 10 分鐘。 

 

2. 捷運轉乘公車 (請於仁寶大樓站下車) 

【板南線】市府站：藍 27、忠孝敦化：902 

【淡水線】民權西路站：紅 31，劍潭站：紅 3、902，士林站：紅 3  

 

3. 公車 

   (1) 仁寶大樓站 (建議路線，步行約 5 分鐘) 

下車後步行至緯來電視臺前，由瑞光路 478 巷南行至堤頂大道，右轉後直行 

一分鐘即達。參考車次： 286(副)，645，645(副)，902，902(區間車)，紅 3， 

紅 31，藍 27。※公車 286 副線仁寶大樓為單邊設站。 

 

(2) 麗山街站或恕德家商站 (步行約 8 分鐘)  

       下車後前行至摩斯漢堡，沿內湖路一段 360 巷南行，直行接瑞光路 513 巷， 

穿越洲子街，接瑞光路 478 巷南行至堤頂大道右轉直行一分鐘即達。參考車次： 

21，21(直達車)，247，247(區間車)，267，28，286，287，287(區間)， 620， 

646，646(區間車)，紅 2，紅 2(直達車)，棕 16，藍 7，藍 26。 

 

(3) 臺北花市站 (步行約 10 分鐘)  

下車後沿瑞光路西行至緯來電視臺，由瑞光路 478 巷左轉南行至堤頂大道，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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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直行一分鐘即達。 參考車次：0 東，222，222(區間車)，551，646，646(區間車)， 

652，棕 16，藍 7。 

 

    4. 自行開車 

(1) 由南港方向前來者 

請直行堤頂大道通過學學後，過港墘路右轉瑞光路 548 巷，隨即右轉 

基湖路 35 巷(工研招牌)前行，緊臨土地公廟之地下室車道即為學學停車場入口。 

 

(2) 由大直方向前來者 

請直行堤頂大道或樂群一路，左轉基湖路，隨即右轉 35 巷(工研招牌)前行，緊鄰 

土地公廟之地下室車道即為學學停車場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