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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5 年 12 月 17 日 

承辦學校：亞東技術學院 

東南科技大學 

 

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 

（北區）跨校聯合敘事工坊 
 

啟動教學的洞察力 

˙成就非凡的敘事力 

http://my.stust.edu.tw/board.php?courseID=46494&amp;f=doclist&amp;folderID=212915


105 學年度上學期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 

「啟動教學的洞察力˙成就非凡的敘事力」 
（北區）跨校聯合敘事工坊(12 月 17 日) 

 
報到：08:40-09:10 有庠科技大樓 10502(教師場) 

時間 議 程 講 師 

 
09:10-09:30 

 
長官致詞 

 

 
09:30-10:40 自然人文細貞觀 東圖西畫說顏色 

培養敏銳洞察力  成就非凡敘事力 
陳傳發 顏色貞觀文化事業藝

術總監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10 

 
畫中話-洞察繪畫中的圖象敘事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2:10-13:30 餐敘與對話  

 
13:30-14:50 話中畫-圖像敘事的表達手法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50 輕描淡抹 

Team-work  畫中話的敘事力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6:50-17:00 閉幕  



105 學年度上學期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 

「啟動教學的洞察力˙成就非凡的敘事力」 
（北區）跨校聯合敘事工坊(12 月 17 日) 

 
報到：08:40-09:10 有庠科技大樓 10503(TA 場) 

時間 議 程 講 師 

 
09:10-09:30 

 
長官致詞 

 

 
09:30-10:40 

 
畫中話-洞察繪畫中的圖象敘事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10 自然人文細貞觀 東圖西畫說顏色 

培養敏銳洞察力  成就非凡敘事力 
陳傳發 顏色貞觀文化事業藝

術總監 
 

12:10-13:30 餐敘與對話  

 
13:30-14:50 

 
話中畫-圖像敘事的表達手法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50 輕描淡抹 

Team-work  畫中話的敘事力 
廖美蘭 亞東技術學院駐校藝

術家 
 

16:50-17:00 閉幕  



校 園 地 圖 

（ 大 樓 及 停 車 導 覽   ） 
 

本此場地：有庠科技大樓 



交 通 地 圖 
 

 

學校地址：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58  號 電話：(02) 7738-8000  （代表 

號） 

到校路線說明： 

捷運 

台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土城及樹林民眾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公車 

本校前門  亞東技術學院站下車（四川路）： 

57 號、796 號、234 號、265 號、656 號、705 號、1070 號(基隆-板橋) 桃園機場乘車：

1962 號(大有巴士)、9103 號(大溪-台北) 
本校後門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 

51 號、99 號、F501 號、805 號、812 號、843 號、848 號、889 號、810 號、847 號、 

藍 37 號、藍 38 號 

火車      板橋火車站轉乘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師資介紹 

一、陳傳發顏色貞觀文化事業藝術總監 

陳傳發先生專精於新階攝影技術，是台灣當代視覺藝術創作的佼佼者，多次舉辦全國 

攝影金像獎活動，全力推動台灣攝影、繪畫藝術之生根與傳承，透過對畫的洞察而察 

覺畫中內涵，進而敘事動人心弦的畫中話。逕由畫中抽象化、色彩音樂化，與線條生 

命化的鑑賞而解說敘事宇宙自然藝術之美。這就是陳大師的風格吧！從繪畫中，有著 

變化無窮的線條和色彩，藝術創作內涵有童趣、音韻、詩意、幻想……，觀者看見了 

人性心靈的多面映照，正是吾人生命洞察與敘事的最佳寫照。 陳大師著有梵谷傳奇、

畫說米勒、抽象克利、六千殿堂名畫印象、台灣當代視覺藝術 創作…等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6%a2%b5%e8%b0%b7%e5%82%b3%e5%a5%87


二、廖美蘭 Liao, Mei-Lan 
 

廖美蘭教授以具象寫實的創作語彙，引領大家洞察世間動人 

的真情，兼容細膩生動的人物描寫及溫柔婉約的動物刻畫， 

精湛的寫實功力及技巧，敘事並展現不同於一般常見的彩墨 

風格。 

 

學歷 

20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創作與理論博士 

19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水墨創作碩士 

198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輔導組學士 

經歷 105 學年度上學期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 

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 

2013 迄今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011 迄今 國立師大附中美術班【水墨畫】兼任教師 

2012～2015 新北市永平高中美術班【水墨畫】兼任教師 

2007～2008 華梵大學美術系三年級【國畫創作與賞析】兼任教師 

2002～2015 康軒出版社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編寫作者 

1995～2012  教師研習講座(班級經營、書法教學、水彩教學、水墨教學) 

1981～2012  國小教師、組長、主任 

會員 中華畫院、臺灣女書法家學會、２１世紀現代水墨畫會、國際彩墨畫家聯盟、

台灣彩 墨畫家聯盟、東方彩墨學術聯盟、中華九鼎藝術家協會、中華藝新創作學會、

海硯會 會員。 

個展 

2017 年一月「坊隅掠影」/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 

2016 年十二月「賞心」/得藝美術館 



2016 年十一月「靜觀‧流光」/亞東技術學院 

2016 年三月「時間旅人」/台中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三) 

2013 年六月「浮世‧滄桑」/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2011 年四月「浮世滄桑」/師大德群畫廊 

2009 年五月「面對‧生命關照」/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 

2009 年一月「回首向來蕭瑟處」/師大圖書館 

2007 年五月「依戀」/福華沙龍 

2007 年一月公務員訓練中心 

2005 年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2002 年淡水藝文中心 

2001 年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2000 年北市社教館 

2000 年 Art-show 網路個展一年 

1999 年師大畫廊 

聯展 

2016 年--- 
「頌揚女神陳靖姑兩岸女書法家聯展」於福建溪山書畫院 

「台灣小楷精品展」於高雄明宗書法藝術館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Art Revolution Taipei）於世貿三館 

「百大名人．慈善義賣」於世貿三館 

「傳承與衝擊—台灣中青水墨畫家學術展」於北京台灣會館展覽中心 

「2016 台灣彩墨布上藝術展」於金門文化局 

「台灣女書法家學會作品展」於寧波美術館 

「2016 國際彩墨魚類藝術大展」於大墩文化中心 

「海硯會雙年展」於明宗書法藝術館、國父紀念館翠溪藝廊 

「ART easy 台灣輕鬆藝術博覽會」於松山文創園區一號倉庫 

「中華兩岸藝術名家創作展」於鳥巢文化中心 

2015 年--- 
「2015 兩岸書法名家邀請展」於江蘇揚州大學 

「ART easy 台灣輕鬆藝術博覽會」於華山 1914 文創園區中 4B 
「2015 書法‧讚！」系列展覽活動於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美展」於龍潭客家文化館 

「2015 國際彩墨蝴蝶藝術大展」於大墩文化中心 

「第 19 屆桃城美展」於嘉義文化局 

「2015 新北市美展」於新北市藝文中心 

「海峽兩岸靜賞寫經展」於泰國普門報國寺、中國洛陽白馬寺釋源美術館 



「第 78 屆台陽美展」於台中大墩文化中心、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2015 乞巧情女兒夢」國際婦女書法展於北京 

「亞太女書法家大展」於中正紀念堂、臺南生活美學館 

「臺灣當代彩墨藝術展」於嘉義鐵道藝術村 

「2015 臺灣當代書畫家聯展」於臺北市立社教館 

「寶島義．湛江情」兩岸文化藝術交流於廣東湛江書畫院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Art Revolution Taipei）於世貿三館 

「百大名人．慈善義賣」於世貿三館 

2014 年--- 
「中華兩岸藝術名家創作展」於 101 大樓中華藝術館 

「海峽兩岸青年書畫作品展」於福建福州畫院 

「好的藝術盡在台灣 11」於上古國際藝術中心 

「臺灣當代國畫名家薪傳展」於九鼎國際藝術中心 

「漢字之美---滬台兩地女書法家交流展」於上海群眾藝術館 

「國際彩墨鞋子藝術大展」於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慶祝李奇茂教授九秩嵩壽暨兩岸藝術名家交流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海峽兩岸女書法家作品首展」於中國北京 

「海峽兩岸女書法家作品大展」於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國際彩墨畫家西班牙巡迴展」於新馬特博物館、塔眉魅史文化中心、佛蘭西史 

可 22 藝術中心、莎蒂瑪文化中心、干地亞文化中心。 

「國際彩墨畫家聯盟聯展」於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Art Revolution Taipei）於世貿三館 

「百大名人．慈善義賣」於世貿三館 

「第七十七屆台陽美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台中市文化局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美展」於桃源市文化中心、客家文化館 

「全省公教美展」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齊舞水墨‧八十永續」師大師生聯展於德群畫廊 

2013 年--- 
「第七十六屆台陽美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國際彩墨帽子藝術大展」於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美展」於桃園客家文化館 

「海峽兩岸寫經展」於吉隆坡、高雄、洛陽 

「海峽兩岸女書法家聯展」於中正紀念堂 

法國巴黎冬季沙龍 

2012 年--- 
「藝新創作學會聯展」於桃園文化局、桃園客家文化館 

「國際彩墨面具藝術大展」於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2011 年--- 
「藝新畫會創作展」於桃園文化中心 

「水墨的裂變--兩岸水墨創新展」於國父紀念館翠溪藝廊 



「國際彩墨扇子藝術大展」於台中文化中心 

2010 年--- 
「國際彩墨人文藝術大展」於台中市文化局 

2009 年--- 
「台灣師範大學美研所博士生聯展」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八八風災藝術家作品義賣展」賑災活動於國父紀念館 

「繁花秀影」四人聯展於福華沙龍 

2008 年--- 
「台灣師範大學美研所碩博生與韓國朝鮮大學師生聯展」於師大畫廊 

「雪霸百景聯展」於中正紀念堂 

「第七十一屆台陽美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台中文化中心 

「國際彩墨生態藝術大展」於台中文化中心 

「五岳看山」聯展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沈墨高揚」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博生聯展於師大畫廊 

2007 年--- 
「70 屆台陽美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國父紀念館百美」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吾土吾民」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國際彩墨圖騰大展」於台中文化局 

「立意出新--師大博士班聯展」於法務部 

2006 年--- 
「國際彩墨方巾展」於台中大墩藝廊 

「69 屆台陽美展」於中正藝廊 

「牡丹文化特展」於天使美術館 

「第一屆當代水墨雙年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 

2005 年--- 
「鳥語花香多媒材創作展」於天使美術館 

「彩繪昆蟲展」於天使美術館 

「北師藝蕾百年風華」校友聯展於國父紀念館 

「2005 國際彩墨衣裳藝術大展」於台中文化局 

「68 屆台陽美展」於中正藝廊 

2004 年--- 
「台灣彩墨世紀走向大展」於台中文化局 

「台灣彩墨布旗乾坤展」於雲林文化中心 

「花漾台北--一號窗畫會聯展」於天使美術館 

「水墨新動向—台灣現代水墨畫展」於青島市文化博覽中心 

「中華書道學會甲申年作品展」於國父紀念館 

「21 世紀現代水墨畫會聯展」於逢甲大學藝術中心 

2003 年--- 
「女畫家聯展」於高雄名展藝術空間 



「國際彩墨布旗展」於台中文化局，暨法國、波蘭、美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巡迴展 

「兩岸當代藝術家交流展」於台中文化中心 

「2003 水墨新動向---21 世紀現代水墨畫會聯展」於國父紀念館 

2002 年--- 
「21 世紀現代水墨大展」於中正藝廊 

「65 屆台陽美展」於中正藝廊 

2001 年--- 
「師大美研所 88 級四人聯展」於國父紀念館逸仙畫廊 

「一號窗」畫會聯展於國父紀念館 

「傳統與實驗雙年展」於何創時書藝基金會 

「辛巳台灣書法年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64 屆台陽美展」於中正藝廊 

2000 年--- 
「庚辰台灣書法年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 師大教授及校友義賣聯展」於新莊藝文中心 

「一號窗」畫會聯展於高雄名展藝術空間 

「橘枳之變—東海大學與台灣師大研究所水墨教學比較展」於台 

中文化中心及台北草土社 

「師大美研所 88 級五人聯展」於北市社教館 

「63 屆台陽美展」於中正藝廊 

1999 年--- 
北市教師美展於市立美術館 

「一號窗」畫會聯展於台南永都藝術館 

「己卯台灣書法年展」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 

1998 年--- 
北市教師美展於市立美術館 

出版 

2016《候機勃發》海硯會雙年展作品專輯 

2015《優游》亞太女書法家作品大展專輯 

2014《是說欣語》海硯會雙年展 

2013〈浮世滄桑〉廖美蘭水墨書法作品集Ⅲ 

2013《揚帆》首屆海峽兩岸女書法家作品專輯 

2012《啟程》臺灣女書法家學會專輯 

2011〈浮世滄桑：廖美蘭水墨創作中的意象指涉與生命關照〉博士畢業論文 

2011《流離 Traveling Aesthetics 藝術英文散集》 2009〈面對‧生命觀照：廖

美蘭作品集Ⅱ〉 

2009〈水墨創作中的悲憫美學〉廖美蘭「面對‧生命觀照」水墨創作系列論述 

1999〈從繪畫語言的詭譎意象探討衝突---痕系列創作研究〉碩士畢業論文發表 

1999 出版〈廖美蘭作品集Ⅰ〉 



發表 
 

2015〈歷史敘事與藝術書寫：對謝里法文本的閱讀理解〉發表於《謝里法論壇》 

2015〈台灣當代書藝之跨域實踐與評析〉於揚州大學兩岸書法名家邀請展學術研討會 

2015〈伏藏於微塵暗影中的弦外之音---閱讀「探影」有感〉孫翼華《探影》畫冊序文 

2013〈客家人物描寫研究〉《客家學術研討會》 

2012〈「水墨靈光」觀畫有感〉《洪顯超教授紀念畫展文輯》 

2012〈水墨創作中的悲憫審美〉（桃園文化局「視覺心窗與大自然對話專題學術研討 

會」發表） 

2011〈浮世滄桑：廖美蘭水墨創作中的意象指涉與生命關照〉博士畢業論文發表 

2010〈思索：藝術的價值何在〉《藝術文選》國際彩墨畫家聯盟出版 

2009 〈現代水墨動向觀察---以北美館「水墨變相---現代水墨在台灣」及國父紀念館「時 

尚水墨---第一屆台北當代水墨雙年展」為例〉於《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發表 

2009〈寧靜中的騷動〉《「沈墨高揚」---師大美研所創作與理論發表專輯》師大美術系出 

版 

2009〈水墨創作中的悲憫美學〉（廖美蘭「面對‧生命觀照」水墨創作系列論述） 

2008〈書法 e 化教學實務探討---有效提高國小書法教學效能之方法與策略〉（發表於台

中 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論壇】《E 世代教學專業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 

2008〈兩位深耕藝壇四十年的台灣水墨畫家---劉國松與黃朝湖之創作與影響比較〉「台 

灣美術專題研究」發表 

2008〈慾．望．浮．游─記鄧仁川 2008 創作展〉《藝術家雜誌》 

1999〈從繪畫語言的詭譎意象探討衝突---痕系列創作研究〉碩士畢業論文發表 

獲獎 



2015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優良課程評選特優 

2015 七十八屆台陽美展墨彩部優選 

2013 七十六屆台陽美展墨彩部銅牌獎 

2011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第二名 

2010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第一名 

2008 七十一屆台陽美展墨彩部優選 

200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班優秀學生獎 

200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班優秀學生獎 

2007 七十屆台陽美展墨彩部優選 

2006 六十九屆台陽美展墨彩部銅牌獎 

2005 六十八屆台陽美展墨彩部優選 

2002 第二屆中華民國國際藝術協會美展國畫優選 

2002 六十五屆台陽美展墨彩部優選 

2001 六十四屆台陽美展墨彩部銅牌獎. 

2001 全省公教美展國畫專業組優選 

2000 六十三屆台陽美展墨彩部銅牌獎 

1995 全國優良教師師鐸獎 

1995 國際書畫印藝美展大賽教師組書法類特優 

1995 國際書畫印藝美展大賽金翰獎 

1995 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第一名 

1994 教育部人文科學教學優良獎 

1994 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特優 

1993 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特優 

1992 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特優 

1992 台北市「教育愛」表揚 

1991 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特優 

1991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第一名 

收藏 

「新維納斯的誕生」、「前後赤壁賦」、「徐志摩詩集冊頁」、「吾土吾民」、「國父紀念館百美之 

一---白千層」獲國父紀念館收藏 

「花之精靈」、「依戀」獲天使美術館收藏 

釋源美術館 

湛江書畫院 西和縣博物

館 台灣國際當代藝術家

協會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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