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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簡章與辦理徵選說明會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教育部 105 年 2 月 15 日臺教師（一）字第 1050007959 號函核定國立臺中教育大

學辦理「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計畫

(105 年-107 年)」。 

 

貳、辦理目的 

教育部推動 103-107 年度五年「教育部中長程美感教育計畫」，從幼兒教育到中

等教育，執行各項學校美感創意活動，讓美感教育能由點到面做系統性推展。為施行

美感教育各項子計畫，提升國民美感素養與公民美感教育翻轉，自 105 年度起啟動「校

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補助專案，協助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再造校園環境美感場

域，營造師生與社區美感共學之教育對話空間。 

教育部特別委託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成立「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

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辦理相關輔導、徵選與說明，為幫助提案學校充分瞭解

107 年度徵選計畫辦理目標與相關申請徵件需求內容，訂於 10 月 12 日（臺中場）、

10 月 18 日（臺北場）、10 月 19 日（花蓮場）、10 月 25 日（高雄場）、10 月 26 日（臺

東場）、11 月 3 日（全國高中職及國中曾參與四區美感教育基地大學美感教育課程計

畫之種子學校教師場）進行分區六場說明會，協助各校瞭解本案境教精神，進以提出

具體可行計畫之申請。 

 

參、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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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地點、時間 

梯次/場次 
/課程代碼 

時間 地點 人數 

一/臺中場
/2260706 

10/12(四) 
09:00-12:2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求真樓音樂廳
（K101）臺中市西區民生路 140 號) 

限額250人

二/臺北場
/2260717 

10/18(三) 
09:00-12:2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北師美術館一樓
講座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
段 134 號) 

限額100人

三/花蓮場
/2260736 

10/19(四) 
09:00-12:20

花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 稻住通 
(花蓮縣花蓮市中華路 144 號) 

限額 70 人

四/高雄場
/2260787 

10/25(三) 
09:00-12:2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路 161 號) 

限額220人

五/臺東場
/2260792 

10/26(四) 
09:00-12:20

國立臺東生活美學館視聽教室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路 254 號) 

限額 60 人

六/全國高中職及
國中曾參與四區
美感教育基地大
學美感教育課程
計畫之種子學校

教師場 
/2260808 

11/3(五) 
09:00-12:2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 
英才樓 R412 教室 
(臺中市西區民生路 227 號) 

限額120人

 

伍、參加對象 

1.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2.直轄市及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3.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4.全國高中職及國中曾參與四區美感教育基地大學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之種子學校

教師 

敬請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踴躍報名參加。 

本活動核發 3小時研習時數，請各校准予公（差）假課務排代。 

 

陸、報名方式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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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場次議程及交通資訊 

第一場-臺中場 10/12(四)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求真樓音樂廳 K101（臺中市西區民生路 140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王如哲校長 

09:1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大眾運輸: 

1.搭乘火車: 

(1)臺中火車站至臺中教育大學：11、27 、32 、290 、323 、324 、325 等 7

路公車 。 

(2) 臺中教育大學至臺中火車站：11、27、30、32、37、40、45、101、107、125、

290 、324 、325、7045 等 14 路公車。 

(3)搭乘計程車至本校約十分鐘。 

2.搭乘公車: 

火車站前搭乘 11、27 、32 、290 、323 、324 、325 等 7 路公車，於臺中教育

大學站下車抵達。 

   

 



4 
 

第二場-臺北場 10/18(三)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北師美術館一樓講座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 134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致詞 

 教育部代表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

林曼麗教授 

（美感教育北區基地計畫主持人）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美術館館長） 

09:3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大眾運輸: 

1.捷運木柵線科技大樓站下車，往和平東路二段走，約 2分鐘路程即可。 

2.公車(復興南路口站下車)：237、295 

公車（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站下車）：15、18、52、72、211、235、278、278(區

間車)、284、284(直行)、662、663、685、和平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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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花蓮場 10/19(四)  

  花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 稻住通(花蓮縣花蓮市中華路 144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羅美蘭教授 

09:1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開車前往: 

台 9 線→花蓮市區→中山路往市區→民國路右轉→自由街路口往前約 30 公尺→   

即可抵達花蓮文創園區。 

 大眾運輸: 

步行：距離花蓮火車站步行約 20 分鐘可抵達花蓮文創園區。 

由花蓮火車站正門離開→沿國聯一路直行 550 公尺→左轉中山路，沿中山路直行

1.5 公里→左轉中正路，直行 500 公尺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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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高雄場 10/25(三)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高雄市鳳山區光遠路 161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09:1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開車前往: 

一、南下：由中正交流道下，左轉中正一路經自由路再經光遠路即可抵達。 

二、北上：在中正交流道下右轉中正一路經自由路再經光遠路即可抵達。 

 大眾運輸: 

火車：在高雄火車站下車，於車站轉搭高雄捷運橘線大東站【O13】2 號出口。 

搭高鐵、飛機或本市各地來，搭乘高雄捷運橘線大東站【O13】2 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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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臺東場 10/26(四)  

  國立臺東生活美學館視聽教室(臺東縣臺東市大同路 254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國立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林永發教授 

(前美感教育東區基地計畫主持人)

  （前國立臺東生活美學館館長） 

09:1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創意

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1:0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開車前往: 

1.南下─自臺北出發 

經臺九線公路從宜蘭、花蓮、至臺東。 

縱谷線部分→-沿臺九線進入臺東。 

海線部分→自花蓮轉臺十一線進入臺東。 

2.北上─自高雄屏東出發 

經屏鵝公路在楓港左轉南迴公路進入臺東。 

 

 大眾運輸: 

乘坐火車抵達臺東站->搭乘鼎東客運->至中山路站下車 

乘坐飛機抵達臺東航空站->搭乘鼎東客運->至中山路站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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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場-全國高中職及國中曾參與四區美感教育基地大學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之種子學校

教師場 11/3(五)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英才樓 R412 (臺中市民生路 227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09:10-10:15 

107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與辦法簡

章說明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5-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校園美感教育與環境再造政策介紹

與成效案例分享。 

 計畫主持人: 

顏名宏副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30-12:20 綜合討論  

12:20- 賦歸  

 大眾運輸: 

1.搭乘火車: 

(1)臺中火車站至臺中教育大學：11、27 、32 、290 、323 、324 、325 等 7

路公車 。 

(2) 臺中教育大學至臺中火車站：11、27、30、32、37、40、45、101、107、125、

290 、324 、325、7045 等 14 路公車。 

(3)搭乘計程車至本校約十分鐘。 

2.搭乘公車: 

火車站前搭乘 11、27 、32 、290 、323 、324 、325 等 7 路公車，於臺中教育

大學站下車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