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臺北市公共藝術實務研習營
簡章
一、

活動目的：
為利各機關辦理公共藝術相關業務人員熟悉公共藝術法令的運作及發
展，並培育藝術行政者等相關專業領域人員參與公共藝術設置，本局特辦理
「2018 臺北市公共藝術實務研習營」
。邀請具有豐富公共藝術執行經驗之講
師，針對辦理公共藝術時，可能遭遇之法令及執行實務問題深入講習，且為
擴大研習效益，除了單向靜態的「公共藝術實務教戰」之外，為擴大研習效
益，並規劃雙向動態的「公共藝術實務操作」及「公共藝術導覽」，藉由提
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並模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的撰寫等實務操作，強
化公共藝術從業人員之實務執行能力，提昇未來本市公共藝術品質。

二、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四、

研習參與對象：
本研習營以各機關興辦公共藝術設置業務相關人員為主要參與對象，開
放 40 名為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五、

研習營時間：
本研習營訂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三)辦理「公共藝術實務教戰」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辦理「公共藝術實務操作」
，上述兩日為延續性實作課程，
建議全程參與。107 年 10 月 18 日(四)及 107 年 10 月 23 日(二)辦理「公共
藝術導覽」兩場次，學員可任擇一場次參與。

六、

研習營地點：
(一)

「公共藝術實務教戰」及「公共藝術實務操作」
：臺北 NGO 會館(臺
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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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二)

「公共藝術導覽-路線 1」
：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敦南
街 76 巷 28 號)。集合地點：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校門口

(三)

「公共藝術導覽-路線 2」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集合地點：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5 號出口

研習時數：
具公務人員身分，全程參與課程者(包含「公共藝術實務教戰」
、「公共藝術
實務操作」)，頒發研習證書，並核實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八、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12 日(五)止
(二) 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請至 https://bit.ly/2M1GH5q 填寫報名資料。
(2)電子郵件報名：請將報名表填妥後，寄至：deoapaa@gmail.com

九、

(三)

承辦單位將於接獲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回覆，方完
成報名手續。如未接獲電子郵件回覆，請主動來電確認。

(四)

活動聯絡人：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02-2391-9394 分機 15 黃佩琪

注意事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本研習營為延續性實作課程，建議全程參與「公共藝術實務教
戰」、「公共藝術實務操作」及「公共藝術導覽」(任一路線)，以
達完整培訓之效。
以報名時間先後錄取。如因報名情形踴躍，將依據報名順序候補。
報名後不克出席者，請於活動前七日來電 02-2391-9394 分機 15
取消，以利安排候補。
需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者，報名時務必填寫身分證字號。
如遇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需取消或變更活動，主辦單位將統
一以簡訊告知，報名時請務必提供正確可連繫之手機號碼。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
以上內容主辦單位保有臨時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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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課程規劃：
107/10/17(三)
【公共藝術實務教戰】
辦理日期：107/10/17(三)
辦理時間：09:00-17:00
辦理地點：臺北 NGO 會館 (中正區青島東路 8 號)
時間

課程項目

講師

09：00-09：20

學員報到

09：20-09：25

開幕式

臺北市文化局

09：25-09：30

課程簡介

帝門基金會

09：30-11：00

公共藝術怎麼辦
1.公共藝術介紹
2.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法規解析
共同 3.公共藝術資源簡介
科目 4.設置計畫書撰寫要訣

11：00-12：00

帝門基金會

公共藝術執行案例經驗談

12：00-13：00

午休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00-14：30

共同 公共藝術執行案例經驗談
科目 (每位講師 20 分鐘)

劉瑞如(蔚龍藝術有限公司經理)
周逸傑(亞洲版圖創藝有限公司藝術總監)

14：30-14：40

中 場 休 息

14：40-16：40

專業
公共藝術案例操作─分組授課
科目

16：40-17：00

課程總結 暨 公共藝術作品實地觀摩導
帝門基金會
覽說明

許敬忠(石淘記工作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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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銓(陽光國際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107/10/19(五)
【公共藝術實務操作】
辦理日期：107/10/19(五)
辦理時間：09:00-15:00
辦理地點：臺北 NGO 會館 (中正區青島東路 8 號)
時間

課程項目

說明

09：00-09：20

學員報到

09：20-09：30

公共藝術實務操作工作營活動說明

講師

帝門基金會

劉瑞如(蔚龍藝術有限公司經理)

09：30-12：00

分組討論，完成 由講師帶領進行分組 周逸傑(亞洲版圖創藝有限公司藝術總監)
許敬忠(石淘記工作室負責人)
設置計畫書
討論
孫立銓(陽光國際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12：00-13：00

午休交流時間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00-13:30

分組成果發表準備

13:30-14:30

分組成果發表

14:30-14:50

總結 暨 Ｑ＆Ａ

14:50-15:00

結業式

15：00

每組 10 分鐘發表

帝門基金會

帝門基金會 暨 講師群

頒發參與學員研習證書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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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門基金會

107/10/18(四)
【公共藝術導覽-路線 1】
辦理日期：107/10/18(四)
辦理時間：14:00-16:00
報到地點：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校門口 (臺北市大安區敦南街 76 巷 28 號)
時間
13：30-13：50

學員報到

14：00-15：30

學校設置案例

15：30

講師

導覽行程

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許敬忠
(石淘記工作室負責人)

總結、解散

107/10/23(二)
【公共藝術導覽-路線 2】
辦理日期：107/10/23(二)
辦理時間：13:30-16:30 (3 小時)
報到地點：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5 號出口
時間

講師

導覽行程

13：30-13：50

學員報到

14：00-15：00

公共空間設置案例

大安森林公園─台 北 健 林維源
(噪咖藝術技術總監)
森房

15：00-16：30

交通設施設置案例

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16：30-

總結、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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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舜龍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2018 臺北市公共藝術實務研習營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絡
□素

緊急聯絡人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方
□葷

民國

辦公室

聯

職稱
10/17(三)、
10/19(五)午餐

出生日期

電子信箱

式

緊急聯絡人電話

10/18、10/23 公共藝術導覽參與場次 (兩
路線皆參加亦可)
曾參加過的公共藝術相關講習(無則免填)

□ 10/18(四)路線 1

□ 10/23(二)路線 2

年度：
研習名稱：

是否為初次辦理公共藝術(無則免填)

□ 是

□ 否

公共藝術預定執行年度(無則免填)
執行公共藝術預算金額(無則免填)
是否需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 是，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 否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12 日(五)止
二、 報名方式:
(一) 線上報名：至 https://bit.ly/2M1GH5q 填寫報名資料。
(二) 電子郵件報名：請將報名表填妥後，寄至：deoapaa@gmail.com

備註

(三) 承辦單位將於接獲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回覆，方完成報名
手續。如未接獲電子郵件回覆，請主動來電確認。
(四) 聯絡人: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黃佩琪
(五) 聯絡電話: 02-2391-9394 分機 15
電子信箱: deoapaa@gmail.com
三、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
四、 交通費用(停車費)敬請自理。
五、 研習營之公共藝術導覽，將以步行進行，請著輕便服裝並自備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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