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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中課程美術學科中心 

109學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 

「新媒體時代下的雲端策展與檔案建置」工作坊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教署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3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69755 號函。 

二、 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109 年 7 月 15 日第 9 次研究暨種子教師擴大會議決議。 

三、 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109 年 6 月 16 日第 7 次研究教師工作會議決議。 

四、 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109 年 4 月 23 日第 2 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 發展符合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美術科課綱素養導向之課程，並透過規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

推廣教師運用。 

二、 協助現職藝術教師瞭解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學評量等相關措施，協助教師

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精神融入各項教學活動之內涵。 

三、 規劃辦理北一、北二、中、南、東五區各縣市研習活動，俾使各區在職教師得以就近參與，

並蒐集各分區藝術教學資源，提供教師在地化藝術教學素材。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肆、參加對象 

一、 南區（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高中職美術科教師(含綜合高中學

術學程、技術型高中/高職美術科教師)，請各校薦派1名美術教師參加並准予公(差)假課

務排代，其餘地區請視情況自由報名參加。 

※ 若報名人數超出預期，以高雄市高中職學校教師優先核定錄取，餘裕名額釋出予其他縣市

高中職教師參與。 

二、 各區域包含縣市學校分區表及預計辦理日期（持續更新）： 



2 

 

各區域包含

縣市分區 

北一區 

(基隆市、臺北

市、新北市、金

門縣、連江縣) 

北二區 

(桃園市、新竹縣

市、苗栗縣) 

中 區 

(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 

南 區 

(嘉義縣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

縣、澎湖縣) 

東 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

東縣) 

研習負責 

辦理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

級中學

(109/10/6 

已辦理） 

桃園市立武陵高

級中學

（109/11/17 已

辦理）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

中學(110/3/30)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

中學（109/10/20 已

辦理）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110/4/13) 

臺北市立大同高

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

學(110/2/28)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

高級中學(110/5/4)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

中學(110/3/23)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109/11/24

已辦理） 

新北市立鶯歌工

商(110/1/21) 

國立竹南高級中

學（109/10/30、

11/8已辦理）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

中學(110/4/22) 

國立鳳新高級

中學(110/1/19)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

學（109/8/6-8/7 已辦

理）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110/5/11) 

伍、南區（高雄市）研習內容 

一、 研習日期：110年 1月 19日(二) 08:30-17:00。 

二、 研習地點：國立鳳新高中 美感教室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 257號)。 

三、 報到時間／地點：上午 8:30-08:50，國立鳳新高中 美感教室。 

四、 研習課程表： 

日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負責人員 地點 

1/19(二) 

08:30-08:50 報到 美術學科中心 

鳳新高中 

美感教室 

08:50-09:00 開幕式 
高中美術學科中心主任

/莊智鈞校長 

09:00-11:00 科技跨域的新媒體藝術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

與造形設計學系/ 

李炳曄 老師 

11:00-12:00 
新媒體與數位科技運用- 

雲端策展課程分享 

國立竹南高中/ 

林靜怡老師 

12:00-13:00 學員交流及用膳 美術學科中心 

13:00-15:00 
新媒體與數位科技運用- 

雲端策展實作工作坊 

國立竹南高中/ 

林靜怡老師 

15:00-17:00 
一起重返 18歲─ 

學習歷程檔案實作交流 

國立鳳新高中/ 

鄭伊璟老師 

17:00~ 賦歸 美術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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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 報名。 

(一) 上排選單點選【研習搜尋】，開課單位點選【學科中心】，進入後點選【美術】，即可

找到美術學科中心所辦理之研習。 

(二) 上排選單點選【研習搜尋】，右邊選單進入【研習進階搜尋】，於【研習名稱/代碼】

後，輸入研習代碼【3003270】，按下方查詢即可找到研習報名頁面。 

二、 研習報名截止日：110年 1月 12日(二)止，請務必提早報名。 

三、 報名人數：30人為限，因場地容納人數有限，額滿恕不再提供報名。 

四、 研習時數：研習全程參與核發研習時數 7小時，請與會老師務必完成簽到簽退流程，俾利

核發研習時數。 

柒、注意事項： 

一、 請欲參與研習之師長，請於報名截止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因研習場地座位

有限，敬請提早報名，報名額滿後將不再提供報名。 

二、 已報名研習之教師，請務必準時參加。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到者，請提前告知主辦單位。 

三、 研習供中午用膳，請教師自備茶杯、環保筷，不提供紙杯。 

四、 參加研習教師請自行訂購車票、機票與選擇住宿場所；美術學科中心種子及研究教師之交

通費，由美術學科中心支應(限跨區一次)。 

五、 本次研習請自行抵達研習現場，將無安排車站至研習場地接駁車，乘車時間請詳閱交通資

訊；另請留下常用 E-mail 信箱，以利行前通知之發送。 

六、 本次研習有提供校內停車位可供停車，請由正門駛入至松炎樓附近停車。 

七、 如遇颱風，原則上依縣市分區表，該分區研習中其一縣市停班停課，則取消研習另擇期辦

理，確定訊息請留意美術學科中心 Facebook粉絲專頁。 

網址: https://goo.gl/4T9x1Y 

八、 因應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範，敬請您如有發燒、咳嗽、上呼吸道等症狀，請您

盡速就醫，並提前告知辦理單位無法參與研習;另因應疫情防範，敬請您於研習當中，請

全程配戴口罩。 

九、 因應研習實作工作坊「請教師自備電腦或平板及數位資料如：個人/教學相片 x1、個人/

教學簡介文字、個人/學生作品 x3(靜態/動態)」，可預先下載手機 app：Cospaces、Google 

Art&Culture、Youtube」。 

 

http://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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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承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研習內容細節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美術學科中心訊息&直播 LINE 群組 QR code 

 

歡迎師長加入「美術學科中心訊息&直播群組」，未來研習

及直播等相關資訊都會在群組裡公告，師長們可以快速掌

握第一手美術脈動。 

捌、交通方式：國立鳳新高中  

一、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 257號。  

二、 交通方式： 

交通工具 交通方式 

高鐵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下車後，搭乘捷運至鳳山西站。 

可利用 高雄市公共腳踏車，本校新富路正門及新康街側門均有站點可供借還車。 

捷運+公車 

從 捷運鳳山西站(O11)： 

從 2號出口可搭乘 橘 12公車，約 8分鐘即可扺達本校。 

從 捷運衛武營站(O10)： 

從 3號出口步行穿越衛武營都會公園，沿新康街或大明路至側門，約 20分鐘即

可扺達本校。 

自行開車 

從 國道 1號 南下： 

下中正交流道，左轉往鳳山方向，右轉國泰路、南京路、新富路即可抵達本校。 

從 國道 1號 北上： 

下三多路交流道，右轉往鳳山方向，右轉國泰路、南京路、新富路即可抵達本校。 

從 台 88線 北上： 

下鳳山交流道，右轉鳳頂路往鳳山方向，左轉國泰路、新富路即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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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地圖 ： 

 

 

玖、研習聯絡人 

美術學科中心專任助理李小姐、蘇小姐，電話(02)2501-9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