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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幼 兒 園 美 感 教 育 扎 根 計 畫 

1 0 8 年【北】區幼兒美感教育專業成長社群招募辦法 

壹、目的： 

一、建立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

縣、金門縣、連江縣）幼兒美感教育專業成長社群，提升幼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美感教育專業素養。 

二、形塑區域共學網絡，促進教學相長，增強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美感教學動

能。 

三、鼓勵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發展具「在地」和「校本」特色之美感課程實踐

方案，培養幼兒發展多元美感認知能力，並提高學習成效。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三、協辦單位：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參、 辦理期間：民國 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7 月。 

肆、 參與對象： 

一、每個社群成員以 12 人為原則。依報名資料內容完整性及志願順位排序，同

分者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每一社群如報名人數超出錄取名額，同一服務

單位以不超過 2 人為原則，主辦單位依照上列原則保有最後錄取決定權。 

二、現職公、私立幼兒園（包括非營利園）園長、主任、組長或教保服務人員。 

三、優先錄取條件： 

（一）具熱忱且對該社群主題課程有實施經驗及意願之教保服務人員。 

（二）曾參加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研習、美感環境或幼兒園美感及藝

術課程相關研習活動（請檢附研習時數證明）。 

（三）具備幼教理念和課程設計能力，能運用在地資源，發展具有美感特色

的課程方案（請檢附課程資料）。 

（四）因應課程性質，若協同教保服務人員能一同參與社群尤佳（若協同教

保服務人員同時報名該社群，請備註）。 

伍、 社群運作方式與課程安排 

一、運作方式： 

（一）108 學年度共 8 次課程，包含 1 次共識營、6 次專業課程與 1 次成

果發表。 

（二）社群課程列入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共識營與成果發表均為全天

各 6 小時，專業課程每次為 3 小時。共識營與成果發表不得缺席，

專業課程最多僅能請假 2 次（請假不提供時數，但仍須繳交作

業），且須完成並繳交所有課程作業，方予以核發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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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安排： 

課程內容 師資 日期 地點 

幼兒園美感生活─ 

【幼兒園餐桌美學】 

1. 美感社群共識營 

2. 餐飲色彩與餐飲創意色彩 

3. 餐飲基本構圖 

4. 擺盤原理與應用 

5. 口布與餐墊 

6. 擺桌原理與應用 

7. 餐桌美學 

8. 美感社群成果分享 

帶領人： 

王慧敏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

與兒童發展學系） 

講師（暫定）： 

王慧敏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

與兒童發展學系） 

楊時昕老師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

學系兼任教師、旭亞系

統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總監 /行銷副總

監） 

黃如慧講師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

學系） 

岸本絹花團隊 

08/10（六）全天 

09/21（六）半天 

10/19（六）半天 

12/21（六）半天 

03/14（六）半天 

04/18（六）半天 

05/16（六）半天 

07/11（六）全天 

實踐大學 

（地址：臺

北市中山區

大直街 70

號） 

幼兒園美感課程─ 

【運用鬆散素材於美感教育】 

1. 美感社群共識營 

2. 運用鬆散素材於視覺藝術 

3. 運用鬆散素材於聽覺藝術 

4. 運用鬆散素材於戲劇表演藝術 

5. 鬆散素材運用於幼兒園美感教

育之多面向（課程、學習區、例

行活動） 

6. 鬆散素材與作品運用於幼兒園

美感空間之營造 

7. 教學成果之策展 

8. 美感社群成果分享 

帶領人： 

張召雅助理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退休） 

講師（暫定）： 

張召雅助理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退休） 

陳麗媜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 

廖美瑩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 

08/10（六）全天 

09/21（六）半天 

10/26（六）半天 

12/14（六）半天 

02/22（六）半天 

03/21（六）半天 

05/16（六）半天 

07/11（六）全天 

新竹縣竹

北國小附

設幼兒園 

（地址：新

竹縣竹北市

中央路 98

號） 

幼兒園美感課程─ 

【圖畫．話圖之美感教育】 

1. 美感社群共識營 

2. 點線面與構圖 

3. 色彩與知覺 

4. 音韻與節奏 

5. 媒材多元性與可能性：探索、實

作與回應賞析(I) 

6. 媒材多元性與可能性：探索、實

帶領人： 

王怡云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

部） 

講師（暫定）： 

王怡云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

部） 

張睿誠老師 

（大樹工作室負責

人） 

08/10（六）全天 

10/05（六）半天 

11/02（六）半天 

12/07（六）半天 

01/11（六）半天 

03/14（六）半天 

05/23（六）半天 

07/11（六）全天 

桃園捷運

A17 領航

站 

（地址：桃

園市大園區

領航北路四

段 3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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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回應賞析(II) 

7. 教學成果策展規劃 

8. 美感社群成果分享 

幼兒園美感環境─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 

1. 美感社群共識營 

2.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生活美學

的培養 

3.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空間上的

減法哲學 

4. 美感特色園分享：美感空間改造

案例一 

5.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視覺設計

運用 

6.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空間上的

加法哲學 

7. 美感特色園分享：美感空間改造

案例二 

8. 美感社群成果分享 

帶領人： 

楊淑雅助理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幼兒保育系） 

講師（暫定）： 

楊淑雅助理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幼兒保育系） 

唐富美老師 
(臺中市私立西屯四季

藝術幼兒園創辦人) 

王揚恩設計師 

（學校咖啡館等系列

設計師） 

洪翠青園長 

（新竹市私立陽光幼

兒園） 

08/10（六）全天 

09/28（六）半天 

11/09（六）半天 

12/28（六）半天 

03/07（六）半天 

04/25（六）半天 

05/30（六）半天 

07/11（六）全天 

實踐大學 

（地址：臺

北市中山區

大直街 70

號） 

陸、 報名方式： 

一、欲參加社群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於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五）之前

報名完成（招募辦法及報名表下載網址：https://pse.is/GZGPB）。 

二、報名方式如下（擇一）： 

（一）報名系統（使用 Google 帳戶者適用，不須另外填寫報名表）： 

填寫報名並將相關附件資料上傳至 http://si.piee.pw/G7355； 

（二）E-Mail（沒有 Google 帳戶者適用）： 

將「附件一、報名表」與相關附件資料填寫完畢後轉成 PDF 檔， 

E-mail 至 aestheichild@gmail.com 後來電確認。 

三、各項附件資料提供請依以下方式命名及排序： 

（一）「附件一、園所名稱_姓名_報名表」（以報名系統報名者免附） 

（二）「附件二、園所名稱_姓名_研習時數證明」 

（三）「附件三、園所名稱_姓名_課程資料」 

（四）「附件四、園所名稱_姓名_專業能力說明與佐證資料」 

（五）「附件五、園所名稱_姓名_其他資料」 

四、經審查之後，將於 108 年 6 月 28 日（五）以 E-mail 通知，並於「幼兒園

美感教育扎根計畫」粉絲專頁（http://si.piee.pw/FN5Q5）公告錄取名單。 

柒、 聯絡資訊： 

一、關於本社群相關事項詢問，請於上班時間（國定假日除外，週一至週五

mailto:aestheichild@gmail.com
http://si.piee.pw/FN5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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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 13：00-17：00）洽國立臺南大學亞太美感暨戲劇教育研

發中心（北區、東區：陳昱秀助理 / 中區、南區：蕭立妤助理）。 

二、聯絡電話：（06）2130700；電子信箱：aestheichild@gmail.com。 

捌、 審查方式： 

（一）審查流程： 

1. 所有報名者依第一志願序排列，審查委員再就報名者提供資料，依

各審查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

序位，按社群名額錄取之。 

2. 未錄取第一志願序者，依第二志願序排列後，審查程序同上，依此

類推。 

（二）配分標準： 

審查項目 審查子項 配分 

1. 研習時數證明 

（1）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研習 10 

（2） 美感環境或幼兒園美感及藝術

課程相關研習活動 
10 

2. 課程設計相關資料 

（單一學期教學日誌或課程紀實，擇一提供） 
20 

3. 專業能力自我提升 

（檢附過去參與和該社群主題相關的課程、研習等相關資料，例如：

研習證書、時數證明等） 

30 

4. 其他 

（檢附過去曾參與其

他社群、參賽獲獎及作

品等相關佐證資料） 

 

※ 每項 10 分，最高

30 分。 

（1） 參與其他社群經驗 10 

30 

（2） 參賽及得獎紀錄 10 

（3） 相關作品提供 10 

（4） 協同教保服務人員共同參與 10 

總分 100 

 

  

mailto:aestheichil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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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編號_____（審查單位填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僅供活動保險使用）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身分證字號 

（僅供活動保險使用） 
 

通訊地址 
□□□-□□ 用餐習慣 

（社群共識營/成果分享） 

□葷□素 

□不用餐 

服務單位  職稱  

協同教保服務人員 □有□無 
協同教保服務人員姓名 

（無則免填） 
 

報名社群 

（請依志願 1-4 排序） 

□ 幼兒園美感生活 

─【幼兒園餐桌美學】 

□ 幼兒園美感課程 

─【運用鬆散素材於美感教育】 

□ 幼兒園美感課程 

─【圖畫．話圖之美感教育】 

□ 幼兒園美感環境 

─【幼兒園美感空間營造】 

參與社群動機 

（請以 200 字內說明） 

 

其他相關經歷 

（請以 200 字內說明過去曾參與其他社群經

驗、參賽及得獎記錄及相關作品經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