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

「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
招生簡章

360-019 苗栗市水源里 11 鄰水流娘 8 之 2 號
洽詢電話：(037) 222-693＃105

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招生簡章
一、主旨：
苗栗分館工藝工坊旨在提供予工藝創作者之工作與交流並重的發展平
臺，並增進大苗栗地區工藝文化創意產業之附加價值及透過基礎教學之推動，
促進民眾對工藝的認知與興趣，從做工藝的過程中獲得愉悅美感，推廣生活
工藝之美，推動工藝技藝之傳承與創新，以永續發展工藝文化產業。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 染織育成中心
陶藝工坊：凡泥陶手作
三、參加對象：
對陶藝工藝、藍染工藝有興趣之一般大眾。
四、開設班別：
公辦班
課程名稱

1. 2020 專 屬 文
青的輕薄手感
-手作質感咖
啡杯趴兔！

研習期程

109年7月18日
至 109 年 8 月 23
日

研習時數

5週
60小時

1

名額

費用

4,000元(材料費)
12名

+1,260學雜費

共：5,260元

研習時間

週六日
每天6小時
09：30～
16：30

公辦自費班
課程名稱

研習期程

研習時數

名額

費用

研習時間

學費6,000元

2. 藍染意象山水 109年7月22至
研習專班

109年10月14日

10週

12-

60小時

16名

(含講師費+材料

每週三

費)不含染色費

每天6小時

+1,260學雜費

09：30～16：30

共：7,260元
學費6,000元

3. 藍染蠟染初階 109年7月23至
運用研習班

109年10月15日

10週

12-

60小時

16名

(含講師費+材料

每週四

費)不含染色費

每天6小時

+1,260學雜費

09：30～16：30

共：7,260元

五、報名辦法：
(一) 線上報名：報名請到本中心官網-開課訊息。
(二) 郵寄報名：詳填報名資料後，須在報名截止日前寄達苗栗分館
(非以郵戳日)。
(三) 報名表及各項資料填妥備齊後，以電話通知繳費；缺件者則取消報名
資格。報名額滿後開放每班 3 個備取名額，若有正取名單逾期未繳
費，則視同自願放棄資格，將依順序由備取遞補。錄取名單在開課前
公告於中心網站。
六、報名期限：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止。
(二) 截止日期：每日 9:00-17:00，額滿則提前截止。
班別

截止時間

1、2020 專屬文青的輕薄手感
-手作質感咖啡杯趴兔！

至 10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2、藍染意象山水研習專班

至 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3、藍染蠟染初階運用研習班

至 109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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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若於報名截止日期報名人數如未達預計招收名額，則本中心將延長
開放招生報名期程，相關日期則依本中心網站公告為準。
七、研習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 學雜費：依本中心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訓練、研習課程學雜費收費
標準規定，每人每日以 8 小時新臺幣 168 元計收，本課程
60 小時，學員需繳交學雜費新臺幣 1,260 元。
(二) 材料費：由各工坊老師依教學內容合理訂定，並由工坊開立收據。
(三) 報名手續：正取學員請於電話通知後 3 日內(不含假日)繳交學雜費、
材料費，始完成報名手續，逾期視同自願放棄資格。
(四) 公辦班教學指導鐘點費：由本中心預算支應，學員免繳。
(五) 繳費方式：
1. 學雜費：請洽承辦人辦理繳交。請勿與
2. 陶藝材料費：請親洽工坊老師。請勿與學材費一同繳入國庫。
3. 藍染 學費：上課時交給謝老師。
(六) 工坊繳費資訊：
工 坊

戶 名

陶藝工坊 羅志峰

銀行代號
國泰世華
ATM 代碼 013

帳 號
2045-0008-7000

連絡電話 037-222693 轉分機
陶藝工坊#301 羅志峰老師 0911-665161
(七) 退費須知：
1. 經完成繳費，因個人因素要求退訓，須於開課前 6 天提出申請，
並自行負擔退款所產生之費用，逾期恕不退費。
2. 研習中無正當理由退出研習者，已繳費用概不得要求退費，並不
得轉讓或尋人替補等情事；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者(須提證
明)，則不在此限。
八、簡章公告及索取方式：
（一）公告於本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ntcri.gov.tw/開班訊息。
（二) 洽(苗栗工藝園區)服務台索取或由本中心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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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地點：360-019 苗栗市水源里 11 鄰水流娘 8 之 2 號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
承辦人：張鈺昇

洽詢電話：(037) 222-693＃105

九、注意事項：
（一）公辦班學員作品將於課程結束後，擇日辦理成果展，展後歸還。
（二）為安全考慮，有身孕之女性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或對漆有嚴重過敏
者、蠶豆症患者(漆藝課會使用樟腦油)，請勿報名參加。
（三）若發生法定傳染病（如新型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疫情
時，主動配合相關防範措施，拒絕配合者，不得報名。曾旅遊疫區者，
應主動告知，若藏匿疫情依法究責。為保護其他學員，身體不適者請
勿報名。
（四）學員非有重大要事時，不得任意請假而影響學習進度，請假不另行補
課，除非課程中有其他狀況，由講師判斷後決定。
（五）各項課程由苗栗分館提供場地、設備，公辦課鐘點費由本中心支付。
（六）苗栗工藝園區雖每年針對蒞臨遊客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惟其保險之
對象以遊客為限，尚不包含上課學員在內，請學員自行評估上課期間
投保保險。
（七）公辦班研習課程成績及格，及缺席未逾總研習時數 60 小時的五分之
一者，由本中心核發結業證書，以茲鼓勵。公辦課程結束之研習時數
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
（八）未能於課程結束後指定時間內，完成指定作品者，將不予核發結業證
書；未達 60 小時之短期研習課程不核發結業證書。自辦班研習課程
未提供教師研習時數與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情形，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或地方縣市政府
公布，不另行通知。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停課處理原則：
1、依據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辦法，以培訓地之縣市政府宣布不
上班不上課時，本課程均比照辦理。
2、本課程研習期間如因天然災害當天停課，將另擇期補課，其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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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課程仍依課程表如期上課；如其居住地（以學員報名表之通訊
住址為依據）宣佈不上班上課者，則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課程，
當日之課程不另行補課、不退費亦不併入曠缺課之時數計算。
(十)其他未盡事宜，則隨時修訂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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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工藝工坊」
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
■陶藝工坊
一、 研習課程：2020 專屬文青的輕薄手感-手作質感咖啡杯趴兔！
二、 授課老師：張立杰、羅志峰、郭宜哲
三、 研習日期：109 年 7 月 18 日至 109 年 8 月 23 日，計五週(共 60 小時)
四、
五、
六、

七、

八、

(父親節 8/8 當週無上課)
研習時間：週六、週日上午 09：30～12：00、下午 13：00～16：30
招生限額：12 人(7 人以上開班、須年滿 16 歲以上)
費
用：材料費 4,000 元(材料費請親洽工坊老師)，及 1,260 元學雜費，每
位學員可以燒制 3 只杯子(1 柴 2 電)，完成作品需配合成果展展出，展完可以
取回。(如有多餘茶杯要燒制，電燒 150 元/個，特殊靠造施釉另計加工費用)
★陶藝品燒成皆有風險，無法保證作品能燒成無裂損）
課程介紹：
手作咖啡杯－這門課程讓學(文)員(青)們從手作陶的角度，走入日常的一杯咖
啡。綜合了視覺、觸覺和味覺享受，展現生活即藝術的生活哲學，並將手心及
咖啡的溫度一同刻畫在自己的手作咖啡杯中。依第一期上課回饋調整進度及內
容，希望能讓學員吸收的更飽滿喔！
課程表：課程內容會依實際上課狀況做調整。

週 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日期

師資

課程內容

7/18(六)

張立杰

咖啡杯陶板成型技巧示範及實作(一)

7/19(日)

張立杰

咖啡杯陶板成型技巧示範及實作(二)

7/25(六)

郭宜哲

咖啡杯手捏成型示範及實作(一)

7/26(日)

郭宜哲

咖啡杯手捏成型示範及實作(二)

8/1(六)

張立杰

表面質感裝飾技法

8/2(日)

張立杰

陶板成型技巧應用

8/15(六)

羅志峰

作品完稿及修飾(一)

8/16(日)

羅志峰

作品完稿及修飾(二)

8/22(六)

羅志峰

柴燒概述、施釉及進窯示範

8/23(日)

郭宜哲

成施釉及進窯示範

備註：報名者可附作品集供師資群審核。＊授課教師保有變更課程時間與調整授課內容的權利。
課程中請勿攜帶個人材料至上課教室，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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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羅志峰 Lo Chih Feng
《凡泥陶手作》陶藝工作室 創辦人
《苗栗縣山城藝術文化協會》 秘書長
接觸陶藝之後，深深感受到泥土的生命力及它的無限潛力，讓我漸
漸的欲罷不能！喜歡以手捏、泥條成型及手拉坯搭配使用來呈現作
品的多變氛圍。用雙手與大自然的泥土談場戀愛，再經過高溫火焰
的淬煉，蛻變成全新的樣貌。做成能讓大家感到開心或喜愛的作品，
是最棒的事了！
經歷
2016 台灣國際金壺獎入選
2016/2017 苗栗陶 台灣柴燒藝術節入選
2017 苗栗工藝園區戶外裝置藝術創作
2018 台陽美展雕塑組入選
2019 國立聯合大學-陶瓷工藝程作-課程業師

張立杰 (外聘講師)
擅長手捏、土條與陶板成形與化妝土技法，作品風格喜歡簡單、樸
拙表現陶的特質在現代風格中還表留著傳統，在細節上琢磨，除個
人創作外常與父親合作，母親當助手協助作品成形，再與父親討論
呈現方式，一家人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作品。
經歷
2005 年 師從謝宗興、湯潤清老師
2008 年 成立甑窯工作室
2013 年 與家人(父 -張夢雨、母 – 莊麗華)成立雨花磁工作空間
2018 年 苗栗陶 臺灣柴燒藝術節-陶藝競賽佳作

郭宜哲 Guo Yi Tse
國立聯合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大學時期便對陶瓷的製作過程產生
濃厚興趣，畢業後即向湯潤清老師拜師，並在清窯工作室擔任徒弟，
參與打樣過程、各式茶器具坯體製作、釉料的配置...等工作室之生產
流程。
經歷
2013-2016 湯潤清 清窯工作室
2012-2018 參與各類陶藝研習課程
苗栗柴燒藝術節陶藝課程
苗栗工藝園區舉辦之陶藝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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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意象山水研習專班、藍染蠟染初階運用研習班-師資介紹】外聘
明道中學美工科畢業
韓國羅州市天然染色指導師第三級認證
得獎&展覽：
南投玉山美展入選
桃城美展入選
中部美展佳作
中部美展入選 2 次
105-107 入選台臺灣文博會嚴選限定廠商
105 臺日藍染聯展作品展出
109 偶藍、異見雙人展

謝國鵬 老師
現職：


安染工坊設計師

經歷：
107 臺北客家推廣教育中心創意型糊藍染課程助理講師
臺北客家推廣教育中心縫紮藍染應用課程助理講師
臺中纖維博物館秋季藍染紮染山水課程講師
指導員林農工參加員林市第十九屆美術設計聯展
108 臺韓天然染色交流座談會蠟染工藝示範藝師
臺北客家推廣教育中心藍染山水主題課程助理講師
臺中纖維博物館春季藍染蠟染技藝課程講師
臺中纖維博物館秋季藍染蠟染技藝課程講師
受邀韓國羅州市天然染色博物館綁紮山水技藝課程講師
109 公辦民營教師研習－花葉移印染課程講師
109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藍染蠟染課程講師
109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山水意象課程講師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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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意象山水研習專班(星期三)課程表：
一、研習課程：藍染意象山水研習專班
二、授課老師：謝國鵬老師
三、上課日期：7/22 – 10/14(每週三) 計 10 堂(共 60 小時)
四、上課時間：上午 9：30~下午 16：30(共 6 小時)
五、招生限額：16 人
六、費

開班人數：12 人

用：7,260 元 (學雜費 1,260 元，學費 6,000 元請親洽老師)，染色費另計。

七、課程主題：自然界的大山大水，隨著季節的變化，藴育出令人讚嘆的山光水色。以藍染
的綁紮渲染最能貼近那種寧靜悠遠的氛圍，課程將運用紮染、防染、渲染、段染等技法
並以大自然為師，向大自然借境，創造出一幅幅令人動容的魅力山水作品。
八、課 程 表：(＊授課教師保有變更課程時間與調整授課內容的權利。)
日期

課程內容

第一週

7/22

紮染山水入門（風水簾作品）山水的結構、染法、程序分享與實作

第二週

7/29

紮染山水的入門實作與作品完成後討論

第三週

8/5

第四週

8/19

山水初階作品實作練習，完成後討論

第五週

8/26

技法應用－山水抱枕製作四連幅作品（一）

第六週

9/2

技法應用－山水抱枕製作四連幅作品（二）

第七週

9/16

第八週

9/23

第九週

10/7

第十週

10/14

紮染山水初階（風水簾作品）絞染技法與實務運用，作品實作（水紋、
山形、月光、氛圍營造）

設計應用－山水進階：構圖、染色、程序佈局，大件山水作品創作（溪
流、瀑布、樹木、田埂、雪山….）
設計應用－山水進階：構圖、染色、程序佈局，大件山水作品創作（溪
流、瀑布、樹木、田埂、雪山….）
設計應用－山水進階：構圖、染色、程序佈局，大件山水作品創作（溪
流、瀑布、樹木、田埂、雪山….）
設計應用－山水進階：構圖、染色、程序佈局，大件山水作品創作（溪
流、瀑布、樹木、田埂、雪山….）

自備工具：
線剪、剪刀（剪刀頭不要太尖，易戳破布）、熱消筆（簽字筆型熱消筆更佳，水消筆不行，
布用粉土亦可）、橡膠手套、工作圍裙、中型水盆、抹布、吸水布（舊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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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蠟染初階運用研習班(平日：星期四)課程表：
一、研習課程：藍染蠟染初階運用研習班
二、授課老師：謝國鵬老師
三、上課日期：07/23～10/15(每週四) 計 10 堂(共 60 小時)
四、上課時間：上午 9：30~下午 16：30(共 6 小時)
五、招生限額：16 人
六、費

開班人數：12 人

用：7,260 元 (學雜費 1,260 元，學費 6,000 元請親洽老師)，染色費另計。

七、課程主題：蠟染，古稱蠟纈，是一種古老的手工防染工藝，與絞纈、夾纈並列為中國古
代染纈工藝的三種基本類型。蠟染的自由變化，可以讓學員的想像力無限馳騁。
八、課 程 表：

(＊授課教師保有變更課程時間與調整授課內容的權利。)

日期

課程內容
蠟染概述、繪蠟工具運用，蠟的種類與特性介紹，蠟染作品分享染缸建置，

第一週

7/23

第二週

7/30

蠟染工具運用操作練習

第三週

8/6

蠟染工具運用操作練習

第四週

8/13

蠟染封蠟的運用練習，與染色色階練習

第五週

8/27

除蠟的方式與實際操作

第六週

9/3

蠟染的染色技法運用練習－灑蠟、點蠟、塗蠟

第七週

9/10

蠟染的染色技法運用練習－刮蠟、敲蠟

第八週

9/24

點、線、面運用與構圖練習

第九週

10/8

點、線、面運用與構圖練習

第十週

10/15 蠟染成品後製作教學 / 作品檢討、成果討論

染色原理

自備工具：
熱消筆、橡膠手套、工作圍、中型水盆、抹布、舊毛巾、大塊舊浴巾…、中型水盆、方格
尺、剪刀或線剪、毛筆（羊毫或狼毫或兼毫，筆桿需整支為木頭）中楷 2 支、細鐵筆、蠟壺
筆、蠟刀（天染工坊有售）。
作品練習－練習布、桌旗、手帕、工作巾、桌墊、裝飾布、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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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報名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工藝工坊」
109 年工藝推廣公辦班第三期報名表
＊請務必詳填個人基本資料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以護照為準，請務必填寫）

*通訊地址
性

別

□□□-□□（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

□男

□女

年

*手

*電

話

工作單位

相關經歷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公辦班

歲

齡

電子信箱

*報名班別

相片（背面請寫上班
別及姓名）

教育程度
機

浮貼半身正面 2 吋

（H）

（O）

□ 1.2020 專屬文青的輕薄手感-手作質感咖啡杯趴兔！(六日班)
□ 2.藍染意象山水研習專班(星期三)
□ 3.藍染蠟染初階運用研習班(星期四)
※請注意：
1.課程結束後由本中心完成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登錄。

※請注意：

1.請貼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各一張，清晰 2.未檢附者，恕難受理報名。
正確之身份證字號。
2.證件可填寫註明：辦理 109 年工藝推廣
公辦班課程報名用。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務必勾選）：
3.未檢附身分證、照片者，不核發證書。

11

□ 需要

□ 不需要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

參與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工藝中心）

苗栗分館工藝工坊-「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招生，茲同意機關為業務之需
要，將相關報名資料（含圖片及文字）供工藝中心自行或合法公開處理與應用，
包含建置於機關網站、刊物、出版品及與機關相關之電子媒體與網路平台等，並
授權第三者合法使用。
工藝中心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隱私權保護政策，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同意工藝中心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
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相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
之使用方式。工藝中心針對您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您簽署同意起至您請求
刪除個資為止。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工藝中心進行查詢或請求閱覽、
請求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及處理與利用、請求刪除。但因
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工藝中心相關業務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工藝中心不
負相關賠償責任。
此致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立同意書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日

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
研 習 保 證

書

本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參加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109 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課程。願
以最認真態度學習，完成課程進度，並切實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一、愛惜實習工坊所有設備、公發器具材料與宿舍公物，如有損毀願照價賠償。
二、遵守工坊管理規定，發揮團隊榮譽精神，自動自發維護環境整潔。
三、願負責盡職輪流擔任工坊值日服務與研習日誌紀錄工作。
四、研習期間不任意請假或遲到早退耽誤課程，願身體力行達成研習進度；研習
完成作品同意留置工藝中心一段時間辦理展覽推廣使用。
五、研習期間分發的講義教材或參考樣本、試作品、書籍資料等，屬於工藝中心、
該原作者或講師所有，願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以示尊重。
六、研習期間請假若超過本中心「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之
時數，無異議自行退訓，並繳回已分發的器具材料；所繳交之學費、器材費
等自願放棄。如有不良言行，願接受告誡糾正，必要時得通知家長與保證人
前來處理。
七、同意本中心為執行「109年工藝推廣班第三期」相關業務蒐集本人資料，於
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
資料。
研習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人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保證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保證人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