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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愷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北藝四十、師培二十，
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作為世界一流的藝術大

學，創校四十年來，培育無數享譽國內外

的藝術展演與創作人才。也正因為如此秀異、豐

沛、跨域的藝術專業能量，過去二十年來，自本

校師培中心創設之後所培育出的中學藝術領域教

師，其藝術專業及跨域教學表現深受全國各國、

高中所稱道，也倍受倚重。尤其，在全球社會及

教育不斷快速變革的大環境之下，強調素養導

向、重視跨域統整，以及真實問題解決精神的新

課綱上路實施後，美感與藝術學習活動以其所具

有的創新、連結及課程統整潛力，在學校課程教

學發展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更是獲得全國各級學

校高度重視。

本校師培中心在極為有限的教師人力之下，秉

持藝術大學辦學及藝術人開創性的精神，持續在

困境中推動各項變革，積極、務實地強化師培生

的學習與生涯發展輔導，除迎戰教師資格考試期

程的變化、鼓勵師培生強化英語文能力之外，同

時，也與體制內外藝術教學實務的現場建立起更

綿密的合作，希望藉此強化師培生藝術教學的專

業實務能力，不僅為進入體制內學校擔任藝術領

域教師做準備，未來，隨著實驗教育及體制外藝

術教育的蓬勃發展，本校師培生必然能在體制之

外開創屬於北藝特色的「藝術家教師」之路。以

下將更具體的分享本校師培中心近幾年主要的發

展特色及其實際做法。

強化中等教育、藝術教育教學專業及跨

域合作素養

在臺灣當前各項教育變革、地方及社會創新行

動中，藝術創作及藝術教育工作者無不積極扮演

重要角色。首先，十二年國教的變革及108課綱

的正式實施，增添各級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及開設

選修課程的空間，其中藝術及美感教育課程在

新課綱強調創新、跨域統整與重視實踐的發展

趨勢中普遍獲得各級學校與社會各界重視，以

▲北藝大裝置藝術－迴旋穿透。（董振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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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顯得具備藝術跨域能力

教師的培育之重要性則日

發重要。其次，在全球流

動與地方再生的社會發展

趨勢下，兼具藝術創作、

展演、教學發展知能及國

際交流經驗的師培生，不

僅能進入學校體制內擔任

專、兼任教師、藝術家駐

校教學、或是體制外的社

區／社群教學發揮各自藝

術專業長才，開展自我工

作生涯。透過教學與創作

並進，不僅能持續追求自我藝術專業的發展，同

時也能藉由藝術教育將美感與創意帶給各地學

校、社區及地方偏鄉。

尤其，本校為國際一流藝術大學，師資表現卓

越且藝術專業類別齊備，包含音樂、美術、戲劇、

劇場設計、舞蹈、動畫、新媒體藝術與電影創

作及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等各藝術專業系所，

且本校更具備高規格建置的專業展演場館，包

含音樂廳、舞蹈廳、戲劇廳、美術館、電影院，

以及即將完工的科技藝術大樓，可謂是國內培

育藝術專業展演、創作、教育及學術研究人才的

頂尖大學。因此，本校師培生在如此環境下學

習、成長，將不僅能具備各類藝術領域的優質

展演、創作能力，且透過師培中心師長在內的

教導，使得多數師培生都具備整合音樂、視覺、

表演藝術、新媒體藝術與多媒體動畫等藝術跨

域、藝術結合科技媒體，合作發展創新教學的優

秀能力。

因此，為強化藝術教育在學校體制內、外的社

會影響力，並培養本校師培生具備連結學校與社

群的藝術教育實踐能力，豐富學生未來生涯發

展潛力，本校師培中心之教育目標，從2020年開

始，除維持「培育中等學校藝術領域教師」不變

之外，更將「培育具跨域創新社會實踐能力的藝

術家教師」納為教育目標之一。這項有別於以往

及其他師培大學之教育目標，不僅提供本校師培

生不同的職涯想像與規劃，更期許透過本校師培

生的開展及多元就業，使得藝術專業能在不同領

域持續發展。

綜觀上述，本校師培中心為協助師培生順利修

習師培課程及畢業後的就業輔導，近年來亦針對

「課程與教學發展」、「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及「教育實習與地方教育輔導」等三大面向進行

一系列相關發展策略及作法的調整。

（一）課程與教學發展面向

1. 期許以培育「中等學校藝術領域教師」及

「體制外藝術家教師」作為本校師培中心之

主要教育目標

為回應現今臺灣整體教育環境及社會變遷趨

勢，本校師培中心之教育目標除了持續培育中等

學校藝術領域未來優秀的教師之外，同時也開

始重視現行體制下學校之外，多元藝術教育工

▲

北藝大人文廣場。（北藝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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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培育的可行性。於此試圖擴大師培生對於

未來教學生涯的創新想像與發展，並積極培養

能夠了解學校教育的藝術工作者，進而成為協助

學校與鄰近社區及各類型文化藝術機構之間的教

育鏈結。

2. 新增、修訂本校師培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

程科目，呼應本校藝術專業發展及各級學校

藝術教育之需求

藉由教育部近年開放師培課程自主規劃政策，

及充分發揮北藝大頂尖藝術專業教育特色，本校

師培中心將透過連結多元、齊備的動畫、新媒體

藝術、音樂跨域等獨特稀有藝術專業相關系所，

逐步規劃開設結合不同類型之藝術跨域以及科技

媒體融入藝術等相關特色課程，以此加強師培生

藝術專業跨域及發展創新課程教學的知能，進而

提升教師甄試競爭力，及符應社會各界及教育現

場對於藝術教育師資專業發展與創新教學的需

求。

（二） 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面向

1. 輔導本校師培生之職涯發展

透過各式不同正式或非正式場合輔導本校師培

生了解現今教育發展重要趨

勢與所需專業跨域知能。使

師培生們能對新課綱、中等

學校藝術領域與跨域統整課

程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知能

有所掌握，促使本校師培生

體會習得教育專業知能與修

畢師培課程對於開拓藝術專

業學習者未來生涯多元發展

的重要性。

2. 調整教學模式，強化本

校師培生教學實務經驗

調整本校師培中心教學模

式，採取小班精緻培育策略，提供更適性化與個

別化輔導。結合教育方法及教學實踐類等相關課

程，引導師培生進行教學現場之見習與實習，並

結合教案設計等方式強化個別學生教學實務經

驗。

3. 加強師培生教育專業及藝術跨域知能

結合師培課程、工作坊、研習、教案設計競賽

等多元學習活動辦理，加強培育師培生發展美

感、跨域統整及新媒體與科技融入的創新課程教

案，並透過見習、實習、教案徵件競賽與研討會

發表之機會，整體提升學生藝術教育專業及跨域

知能。

（三）教育實習與地方教育輔導面向

1. 結合各類藝術教育計畫與課程，強化師培生

藝術教學能力

結合「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及「史懷哲偏鄉藝

術服務計畫」等，強化本校藝術教育專業與社區

地方的鏈結。持續堅持本校師培中心長年推廣藝

術教育的傳統與做法，與偏鄉地區國、高中攜

手，結合本校師培中心各式課程與教學規劃，密

切與夥伴學校校長、主任及藝術領域教師的長期

▲北藝大校園景緻鷺鷥草原。（吳俊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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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進而發展藝術融入

各領域及地方特色的課程

教學與創作。

2. 精進本校優秀師培生

藝術教學專業知能

透過地方教育輔導、美

感教育計畫等相關師培

中心之計畫與資源，規

劃一系列如藝術家駐校、

藝術教育下鄉等多元教

學形式，進而支持已完

成教育實習、表現優異的

優秀師培畢業校友能持續

精進自身藝術教學與創作

知能。

3. 辦理相關教育活動，

增進師培生藝術跨域

教學能力

整合本校多元齊備之動

畫、新媒體藝術、音樂跨

域學程等獨特稀有的藝術

圖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目標與核心素養關係圖」

素養關係圖」（圖一），藉以涵蓋說明本校師培

中心相關之辦學目標與特色。

北藝師培下一個十年的挑戰與期許

近年來教師資格考試及教育實習制度的改變，

確實造成本校師培生不小的困擾，因為依據新修

正的「師資培育法」規定，自107學年度起進入

本校修習師培課程的學生，必須得參加並通過每

年六月第一個星期教師資格考試，才能取得半年

全職教育實習的資格；若沒能通過考試，也還願

意選擇教師生涯之路，那就是要再花一年或數年

的時間準備、再考。對於北藝大學生而言，每年

四、五月為其專業學習歷程中最重要、必須投入

專業教育資源，針對本校師培生規劃辦理一系列

藝術跨領域及科技媒體融入藝術教學的工作坊與

研習活動，以此增進本校師培生藝術跨領域課程

與創新教學的實戰能力。

綜觀上述說明，其實不難看出本校師培中心近

年來的發展趨勢，藉由不同教育面向的設計與發

展，逐步強化本校師培生習得不同藝術領域之

跨領域課程能力及規劃不同學生職涯規劃發展

的可能性，進而強化本校師培中心所規劃及期

許的「培育藝術教育跨域素養」及「培育體制內、

外藝術領域教師」的教育目標。為此，本校師培

中心結合現行教育部所公告之核心素養概念圖，

設計出一幅屬於本校師培中心「教育目標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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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心力準備的畢業製作高峰期，日以繼夜忙於

畢製展演的學生，要同時兼顧資格考試的準備，

時間與精神上都是莫大挑戰。

只是教師資格考試時間與教育實習制度變革的

挑戰還不是最棘手的，更令人為未來藝術教育師

資儲備及教育現場擔憂的是，國家雙語政策的推

動！在此一愈演愈烈的政策趨勢下，近年教師甄

試開缺，各領域都遭受到或多或少的衝擊，然

而，首當其衝、受到影響最深的即為原本缺額就

稀少、對國高中升學競爭影響最小的藝術領域職

缺。此轉變對於所有面臨少子化與招生壓力的中

小學而言，「雙語師資」已儼然成為全國公立中

小學招生的利器！然許多已在教學現場累積三、

五年代理經驗的優秀藝術專業老師，卻只因無暇

準備英文檢定考試，在教師甄試門口被拒。同時

間，還得面對全國各師範校院為鞏固自身未來優

勢、來勢洶洶的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學程的開設，

可預見三、五年後，無法開設雙語教學師資培育

學程的北藝大，學生投入修習教育學程的可能性

將會降低不少。

此外，國內外許多大專院校，於一所學校之

中，同時存在音樂、美術、

戲劇、舞蹈、電影、動畫及

多媒體等眾多藝術領域相關

系所實屬少見，而這正是北

藝大得天獨厚之處，以此絕

對優勢作為基礎招收不同藝

術領域的優秀人才。對本校

師培中心而言，面對外部大

環境的各種艱難，該如何吸

引本校不同藝術領域的優秀

人才加入師培這個大家庭，

不僅影響本校師培中心的發

展，對於未來國家社會及學

校藝術教育人才的培育，這亦是一個值得本校及

各相關主關機關重視的議題。

隨著十二年國教及108課綱的正式上路，各級

學校漸漸意識到藝術教育作為統整各教學領域的

重要性；此外，從蓬勃發展中的實驗教育學校或

機構，也可見證藝術教育在實驗教育中所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其對於各類具備藝術專業之教師

需求也持續增長。

最後，藝術，作為一個重要的學習路徑，會帶

領學習者看見不同的自己，也會帶著辦學者看到

不同的教學風景，以及更多教育的各種可能性。

同樣的，我們也勉勵每一位北藝大的師培生，教

師這個角色，不該僅是找尋一份足以溫飽的工作

選項之一，身為頂尖藝術大學出身且具備高度藝

術專業的師培生，更該要有承擔藝術教育推廣的

自我期許及使命，能用心、有效的透過教學，將

藝術的力量與感動帶給更多人、帶到更多角落，

尤其相對弱勢、需要藝術陪伴的地方。這不僅是

本校師培中心每一位師生的自我期許，也是本校

師培中心最最核心、最獨特、最與眾不同的「師

資培育」目標。

▲藝大書店。（北藝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