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臺藝冬令營 

【活動特色】 

 
 臺藝大最佳師資陣容與課程內容設計，參訪臺藝大校園，體驗藝術大學氛圍。 

 注重探究藝術思考與實作的能力，教導你如何激發想像力、發展創意。 

 藉由不同藝術媒材與形式，進行啟發創意的方法解析與實作操練。 

 多元的營隊帶領你探索自己真正的學習志向與能力，確立大學的學習方向。 

 

臺藝大 2022【書畫篆刻藝術】冬令營 

    本活動為增進學員對書畫藝術的認識，以及對水墨人物、寫生表現、書

法、篆刻藝術的了解，課程進行方式除了課堂上技法示範與講解之外，更以活

潑輕鬆的方式，帶領學員實地遊賞中國傳統園林宅邸，解析園林環境元素與空

間層次變化，以深化學員對中國水墨寫生內涵的了解，激發水墨寫生創作的靈

感。 

【師資】 

蔡介騰老師：臺藝大書畫藝術學系教授 

陳炳宏老師：臺藝大書畫藝術學系教授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6日(9:00-12:00/13:30-16:30)共 3天 18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教室 

【招生人數】25人 

費用：4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自我介紹、系所介紹、團體交流 

第二堂 書法-文人風尚（實作） 

第三堂 金石氣-篆刻印章（實作） 

第四堂 水墨(人物)畫（實作） 

第五堂 遊林家園邸（取景、速寫） 

第六堂 遊園大集合（水墨合作畫） 

第七堂 書寫創作 

第八堂 成果展現、心得分享、證書頒發、賦歸 

 

 



臺藝大 2022【自我與生涯探索】冬令營 

     讓青少年透過對自己的了解，在未來選擇合適自己性格和興趣的科系暨職業，面對

自己的情感（愛情和親情）可以更有智慧。透過「即興戲劇」課程訓練，將兩個中心思

想「Yes, and」&「讚頌失敗」深植心中。 「Yes, and」是面對任何狀況下，先接受

（挫折或挑戰）再處理（給予）的態度;「讚頌失敗」是「面對失敗卻不被失敗感襲擊」

的人生哲學。美國著名「皮克斯動畫工作室」便是活用這樣的理論在工作職場上，也期

待同學們能從中學習，面對未來美麗人生。 

【師資】 

汪友蘭老師：臺藝大特約講師、聯合報英文組國高中特約講師、104工作世界&     

           職涯診療室 giver、即興戲劇演員、神準觀人術講師、 

張翰昱老師：「哪有即興」劇團團長、「遊戲英語工作坊」特約英文戲劇老師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8日，(9:00-12:00/13:30-16:30)共 5天 30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 109教室 

【招生人數】25人 

費用：7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自我介紹、環境介紹 

§找出自己的舞台魅力： 

1.找出自己的個人魅力和舞台魅力 

2.如何一分鐘在舞台上抓住所有人目光 

§認識自己的性格： 

1.認識自己的潛能和天賦 

2.認識自己的性格和受挫能力 （畫圖） 

§讚頌失敗 

第二堂 1.暖身活動：指人叫名字、砍樹、拍手傳心五花八門 die、五花八門作

伙 die（進階版）、默契數數 

2.主題課程：單字購物專家 

第三堂 §情感不是我說了算： 

1.愛情教會我事：學會愛自己才有能力愛人 

2.快樂「性事」：保護自己、尊重對方 

3.網路交友真的安全嗎？ 

4.情緒「表達」：學習說出感覺 

5.相愛容易相處難，要談分手該怎麼辦？ 

§他/她不愛我，我是不是很糟糕？ 

第四堂 1.暖身活動：copy circle、想到什麽就想到什麽、我是一顆樹、Ba-

da-da、Ba-be-ba-be-ba、蜜絲佛陀 

2.主題課程：四句打地基、火星話＋火星重演 



第五堂 §我的爸媽不懂我 ： 

1.大人的世界我不懂，小孩的世界他們不聽 

2.該怎麼讓爸媽理解我？ 

3.真的可以「做自己」嗎？ 

§自由聯想開發： 

1.自由聯想的訓練  

2.事件面面觀，從不同角度分析探討事件和應對方法 

第六堂 1.暖身活動：打地基練習 

2.主題課程：觀察陌生人（呈現）＋討論 

第七堂 §職涯面面觀 part 1： 

1.當網紅、YouTuber、自媒體容易嗎？ 

2.軍職、公務人員的鐵飯碗過時了嗎？ 

3.老師除了罵人還要做哪些事情？ 

4.創業聽起來不錯，可以試試嗎？ 

§工程師等高科技產業真的賺很多錢嗎？ 

第八堂 1.暖身活動：情緒雲霄飛車、1/2故事 

2.主題課程：紙條練習、三人行必有你老師 

第九堂 §職涯面面觀 part 2： 

1.我適合哪一種職業？ 

2.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 

第十堂 1.彩排練習：五花八門作伙 die、三人行必有你老師、火星重演、1/2

故事、紙條 

2.成果發表 60mins: 

五花八門作伙 die、三人行必有你老師、火星重演、1/2故事、紙條 

 

 

 

 

 

 

 

 

 

 

 

 

 

 

 

 

 

 



2022【即興戲劇展現自我】冬令營 

 

    曾經問過自己「我是誰？」「我有什麼特質？」「我可以展現什麼能力？」本表演藝

術活動融合自我探索、創意戲劇、感知樂音，藝術療育與肢體動作等跨領域課程，透過 1. 

對戲劇活動增進人際關係、團隊合作與領導能力的生涯發展。2. 培養深度夥伴關係，以達

成人際交流與自我表達的目的。3. 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和表演藝術療育的活動讓學習者表

達未來學習需求。4. 運用藝術材料並療育彼此內在的故事、人際的發展。成果的展現將 1. 

藉由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表演模式，2. 配合學員詮釋自我、展現自我的藝術作品呈現。 

【師資】 

楊明憲老師：臺藝大推廣教育中心特聘助理教授 

【時間】2022 年 1 月 24 日-28 日 (9:00-12:00 /14:00-17:00) 共 5 天 30 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一樓(多功能教室) 

【招生人數】30 位 

費用：7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環境介紹、相見歡、自我介紹、團體融合、國際禮儀、身

體律動（活動解說與規範，放鬆、破冰之旅。） 

第二堂 藝術療育：內在情緒+外在變化反應、英雌 (雄) 之旅 

第三堂 藝術療育：願景新版、述說故事、大河戀 

第四堂 輕鬆玩樂器、輕鬆舒壓、生活故事、故事核心 

第五堂 團隊合作、心情分享、流動塑像、服務心情 

第六堂 人際互動、兩種心情、流動關係、一對對、心情轉換 

第七堂 三段落、三重奏、自由發揮、八元素 

第八堂 團隊合作、演出分工討論與排練 

第九堂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聯合演出、團隊合作與分享 

第十堂 服務自己、回饋彼此、發證書、說再見、後會有期 

 

 

 

 

 

 

 

 

 

 



臺藝大 2022【表達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冬令營 

 

    從小到大，我們一定都被要求過自我介紹，在「自媒體」的時代，只要能好好說

話，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創造「最大價值」的自我投資，對於高中生來說，自我介

紹，更是面試時的決勝關鍵，自我介紹不是介紹自己，而是讓別人對你留下深刻印象。

這個暑假，好好投資自己，好好自我介紹，學習掌握吸睛三步驟 

，培養表達力，讓自己變得更有魅力！ 

【師資】 

林宗憲老師：臺藝大推廣教育中心特聘講師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6日(9:00-12:00  13:30-16:30) 共三天 18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影音大樓視聽教室 

【招生人數】30人 

費用：4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相見歡、自我介紹、團體交流、環境介紹 

第二堂 說話創造影響力 

• 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說 

第三堂 說話創造影響力 

• 學習如何表達，贏得全世界 

第四堂 團隊溝通技巧 

• 學會簡報力 

第五堂 團隊溝通技巧 

• 吸睛很給力 

第六堂 覺察個人表達優勢 

• 找出個人說話魅力 

第七堂 成果展現與分享 

 

 

 

 

 

 

 

 

 

 

 



臺藝大 2022【拼貼．轉印．蒙太奇】冬令營 

 

   「拼貼．轉印．蒙太奇」視覺藝術課程，將利用不同色彩書畫紙材、形狀及現成物

進行材質研究的創作形式表現。課程涵蓋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及當代水墨拼貼藝術

家作品介紹外，並帶領學員實作拼貼、轉印及繪製等技能，激發視覺藝術創作靈感，

展現跨領域多元媒材實驗作品，呈現水墨媒材表現的「豐富性」、「未來性」及「可

能性」。 

【師資】 

何堯智老師：臺藝大書畫藝術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6日(9:00-12:00/13:30-16:30)共 3天 18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室 

招生人數：30 人 

費用：4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與環境介紹 

第二堂 認識拼貼、轉印、影像蒙太奇藝術家作品 

第三堂 紙材介紹與染紙操作 

第四堂 拼貼、轉印技法介紹 

第五堂 作品基底選材與製作（油畫布） 

第六堂 構圖解析及實作 

第七堂 拼貼、轉印技法實作指導 

第八堂 拼貼、轉印技法實作討論 

第九堂 成果發表與分享 

 

 

 

 

 

 

 

 

 

 

 

 

 

 



臺藝大 2022【精雕細塑】冬令營 

 

    雕塑是甚麼？在加法和減法的過程中，將創作者構思的意念鋪陳而出，其中涵

蓋著對生命的思索、生活的憧憬、美學的涵養、情感的奔放，架構出個人的特質與

直觀。 

課程的目的： 

1. 開發和培養創造思維能力 

2. 理解和訓練對形態本質的觀察與掌握力 

3. 實作能力的訓練與創作能力的實踐 

【師資】 

王國憲老師：臺藝大雕塑學系副教授 

陳銘老師：臺藝大雕塑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8日(9:00-12:00/13:30-16:30) 共 5天 30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綜合教室 

【招生人數】25人 

費用：7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相見歡、自我介紹、團體交流、環境介紹 

第二堂 始業式、立體構成與空間美感創意講座 

第三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創意發想、討論 

第四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構思、草圖、討論 

第五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材料、架構 

第六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大形製作 

第七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 

第八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 

第九堂 立體構造創作體驗工作坊-創意實作完成 

第十堂 成果展現、心得發表分享、證書頒發、珍重再見 

 

 

 

 

 



臺藝大 2022【線性與雕塑】冬令營 

    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當中，充滿著各式各樣有生命或無生命的形體，這些

美妙的形體也經常透過視覺與觸覺，確實地豐富著我們的心靈生活。在這次的

課程中，我們將要運用空間中的線條，將這些生活當中充滿魅力的形體捕捉下

來，運用雕塑的方式，提煉出在個人直觀之下，形體的造形本質之美。 

課程目標： 

1.開發和延展創造思維能力 

2.理解和訓練對型態本質的觀察與掌握力 

3.培養對媒材的應用與創作表現的實踐能力 

【師資】 

江孟喜老師：臺藝大雕塑學系兼任講師 

【時間】2022年 1月 24日-28日(9:00-12:00/13:30-16:30)共 5天 30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大樓綜合教室 

【招生人數】20人 

費用：7800元(含材料費) 

第一堂 報到、自我介紹、環境介紹、團體交流 

第二堂 始業式、「線性、空間與雕塑」課程講座 

第三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1創意發想、討論 

第四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1認識材料與組構方法 

第五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1製作完成 

第六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2延伸創造、構想 

第七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2討論造形結構安排 

第八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2形體變化方式及細節 

第九堂 線性與雕塑工作坊-作品 2製作完成 

第十堂 成果展現、心得分享、證書頒發、賦歸 

 

 

 

 

 

 

 



臺藝大 2022【影音劇本創作】冬令營 

 

   這是為高中生設計的夏季研習營，提供希望報考大學影音創作相關科系的同學，一個

創作影音劇本的體驗機會。 

    本課程將帶領學生從創意發想、人物設計、故事大綱、史奈德架構設計、編劇與討

論、作品發表，實際創作影音劇本。 

【時間】2021年 1月 24日-27 (9:00-12:00  13:30-16:30) 共 4天 24小時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一樓(多功能教室)  

【招生人數】30位(需自備可以下載免費軟體的筆記型電腦) 

費用：5000元(含材料費) 

授課老師 吳麗雪(電影系副教授 ) 

隋淑芬導演(業師) 

校師與業師雙師教授 

1月 24(一) 第一堂 報到、揭開序幕：課程與環境介紹；創意發想 

 1月 24 (一) 第二堂 優秀劇本賞析、人物設計與分組討論 

1月 25(二) 第三堂 故事大綱與分組討論 

1月 25(二) 第四堂 史奈德架構設計與分組討論 

1月 26(三) 第五堂 敘述方法分組練習與討論 

1月 26(三) 第六堂 對白設計與分組練習與討論 

1月 27(四) 第七堂 劇本初稿分組討論 

1月 27(四) 第八堂 完成劇本創作與發表，頒發研習證書、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