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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105年度北區美力講座實施計畫 

(105.03.11總計畫) 

 

 

壹、計畫依據 

教育部 102.09.25臺教師(一)字第 1020134750號函核定「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宣導「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之核心價值與意義。 

二、強化社會大眾對美感教育政策的理解、關懷與參與。 

三、引領美感教育中長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政策之落實發展。 

四、表揚 104學年度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種子學校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協辦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區美感教育基地）、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區美

感教育基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南區美感教育基地）、國立臺東大學

（東區美感教育基地）、國立成功大學（電子書計畫） 

肆、參加對象 

一、104學年度北區種子學校行政人員 

二、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連江縣）國小、國中、高中職行政人員及視覺藝術教師 

三、北區「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相關人員 

四、教育部、北區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代表 

五、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計畫人員 

 

伍、報名方式 

一、教師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inservice.edu.tw/報名，課程 

代碼 1944348。 

二、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代表、104學年度種子學校行政人員，請至下列網址 

報名：https://goo.gl/rxOXoa。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北 區 美 感 教 育 基 地 ） 吳 家 祺 先 生 ， 02-2736-0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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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ue.art@gmail.com。 

陸、日期與地點 

日期：105年 4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地點：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68號） 

柒、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者核發時數 3小時。 

捌、相關費用 
一、講座主持費、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由本計畫專案經費項下支應。 

二、本講座安排時間多以各區美感教育基地共學時間（共同不排課）為主， 

於期間擔任主講人種子教師之代課鐘點費不再另行支付，若因交通衍生

之代課鐘點費由輔導之美感教育基地支應。 

三、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之交通費由原服務單位給付。 

四、教育部和縣市政府代表由原服務單位給付。 

五、子計畫人員由專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玖、日程表 

     日期 

時間 105年 4月 29日（星期五） 

地點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68號 

12:40-13:00 報到 

13:00-13:15 
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說明 

主講人：陳瓊花教授 

13:15-13:30 104學年度實驗課程種子學校授贈典禮 

13:30-15:00 

美力教室：種子教師實驗課程分享 

主講人：陳育淳教師（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主講人：張素菁教師（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15:00-15:10 休息 

15:10-15:40 
以美養眼：《美感入門》電子書編輯概念分享 

主講人：黃若珣講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5:40-16: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瓊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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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北區縣市政府及 104學年度種子學校名單 

編號 縣市政府 

1-1 臺北市政府 

1-2 新北市政府 

1-3 基隆市政府 

1-4 桃園市政府 

1-5 新竹市政府 

1-6 新竹縣政府 

1-7 宜蘭縣政府 

1-8 連江縣政府 

 

編號 區域 學制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北區種子學校（23） 

1-1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2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1-3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4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1-5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 

1-6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1-7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1-8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1-9 北區 國中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0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1-11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12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1-13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1-14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1-15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新湖國民中學 

1-16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1-17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1-18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19 北區 國中 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1-20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21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22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1-23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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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域 學制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北區種子學校（30） 

1-1 北區 國中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2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1-3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1-4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1-5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 

1-6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1-7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1-8 北區 國中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9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1-10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1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 

1-12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1-13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1-14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1-15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1-16 北區 國中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17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1-18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19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1-20 北區 國中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1-21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1-22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23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1-24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1-25 北區 國中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1-26 北區 國中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1-27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28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29 北區 高中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30 北區 高中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