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非正規教育課程 
學程學分認證申請經驗分享 

 

以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為例 

分享單位: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分 享 人:校長 李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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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學城社區大學簡介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簡介 

• 於９１年７月５日由新竹市政府核准設立，成立新竹市科
學城社區大學，辦學至今已成立14年。 

• 校本部位於新竹市東區傳統的清交大眷村文化生活圈及新
興的科學園區生活圈交界處，設置於新竹市光武國中內，
於新竹科學園區附近，交通便捷。 

• 連續十二年獲得新竹市政府評鑑社區大學經營優等，101、
104年榮獲特優 

• 由91年第1學季到104年第27學季開課班級數為1886門，選
課人次為86595人次。 

• 目前共有27門次課程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證，1個學程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 

   認證(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 



願景:家族共學   深耕社區 

核心價值:勤快熱忱   正直感恩 

我們的理念 

共好共學成為
知識分享與交

流中心  

開創家族永續
共學支持與陪

伴 

回饋社會與公共
事務→公民社會  

兼具科技人文
全方位視野  

引領學習 深耕社區 培養人才 追求卓越 

全國第一產投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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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簡介 



教師
群 

學員
志工 

辦學 
團隊 

營造 
共學：家族共學,   
            支持陪伴 
共好：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互助合作 

核心價值 
以勤快熱誠、正
直感恩、互助合
作、支持鼓舞、
優秀精進的團隊

獨領社群 

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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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城社區大學 
辦學理念 

強調公共意識 關懷竹塹弱勢 

建立家族共學 推動在地特色 

普及成人教育 



本校之課程結構五大學程 



貳、非正規教育課程 
學程學分認識與程序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之精神 

• 建構終身教育機構與大專院校接軌的橋樑 

• 符合成人學習的系統組織原則 

• 可呈現終身學習機構之辦學特色 

• 促進相近學科的講師之交流學習 

• 鼓勵社大學員系統性學習，培養核心能力 

• 邁向課程與教學優質化 

 



 
申請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 

之相關規定 
 

• 學程內各科課程須先通過單科學分課程認證
（每年2、5、8、11月收件，共4梯次） 

• 以人文、藝術、社會及科技領域之學程為申請
原則。 

• 學程規劃應包含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 
• 總學分數不得低於20學分，其中專業必修課程
學分數不得低於60% 

• 1/2以上之學分數應由申請機構開課，其餘課
程得與其他終身學習機構合作開設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之審查基準 

• 各科單科學分課程之
平均數40% 

• 以下審查基準之總分
佔60% 

• 課程名稱及目標規劃
合理性：占30%必選修
課程比率：占20%核心
能力素養及指標：占
40%資源運用或其他：
占10% 



實施計劃書之內容 

一、學程名稱 
二、規劃緣起 
三、學程目標 
四、核心能力素養與指標 
五、學程架構 
六、總課程數 
七、總學分數 
八、已通過認可課程名稱（認

可字號）：九、預期效益：
十、依序檢附原認證通過之
課程大綱與擬修定之課程大
綱（每一門課請分開檢附） 



檢視現有通過
之課程 

邀請專家學者召
開內部籌備會議 

撰寫學程認證實
施計畫書 

送認證中心書面
初審 

參加認證中

心複審會議 

依據複審會議
委員意見提出
回應與修正計
畫書 

認證中心
公告 

申請學程學分認證之步驟 



叁、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推動構想 



身 

心 靈 

漢字文化藝術鑑賞
與生活應用能力 
建立對於漢字文化 
認知的深度與 
廣度，強化 

生活靈感的應用 

中國音樂賞析
及演奏能力 
認識中國傳統
音樂的音韻變
化，達到自我
心境的提昇 

東方舞蹈藝術表達與分享能力 
藉由舞蹈教育，探索自身體能律

動與音樂的和諧結合 

學程目標:建立傳統藝術
人文與生活美學涵養教
育，促成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達到自我
「身、心、靈」的提昇 

學員特性:高達70%學員
來自科學園區 
課程比重:生活美學與藝
術教育學程課程比例佔了
總課程數的39.4 % 

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推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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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能力與指標規劃 

 



•藉由舞蹈教育，探索自身體能律動與音樂的和諧結合 
•指標: 

– 透過舞蹈鍛鍊，開發身體潛能，建立自信 
– 透過舞蹈學習與多元文化藝術結合，展現自身體能律動與音樂的和諧美感 

身 東方舞蹈藝術表達與分享能力 

•認識中國傳統音樂的音韻變化，達到自我心境的提昇 
•指標: 

– 培育中國傳統音樂賞析及演奏技巧，建立對音樂藝術鑑賞能力 
– 提昇藝術美感與心境，以期達到音樂生活化，生活音樂化的境界 

心 中國音樂賞析及演奏能力 

建立對於漢字文化認知的深度與廣度，強化生活靈感的應用 
•指標: 

– 透過對漢字的習寫，體會文字演變及漢字藝術審美與認知 
– 藉由了解漢字並啟發靈感，以強化漢字的藝術創作 

靈 漢字文化藝術鑑賞與生活應用能力 

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能力與指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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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課程規劃過程 

 



書法之美-楷書初級(必修)3 

書法臨習與藝術風格 (必修)3 

箏樂賞析及古箏彈奏技巧(必修)3 

二胡演奏實踐與賞析(必修)3 

中東肚皮舞初級(必修)3 

民族風肚皮舞進階(選修)3 

書法篆刻藝術與生活美學應用(選修)3 

中國音樂鑑賞系列(選修)3 

書法之美-行書初級(選修)3 

書法之美-草書初級(選修)3 

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課程規劃過程 

隸書臨習與書風介紹(選修)2 

楷書之美-初階班3 

書法風格介紹與臨習3 

基礎古箏彈奏技巧3 

胡琴美學基礎3 

肚皮舞初級3 

埃及文化舞蹈-肚皮舞進階班3 

楷書書風分析與探討3 

隸書風格與臨習3 

行書之美-初階班3 

草書之美-初階班3 

原先通過非正規課程 此次申請非正規學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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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架構 



漢字文
化藝術
鑑賞與
生活應
用能力 

書法之美- 
楷書初級 

(必修) 

書法臨習與 
藝術風格 

(必修) 

書法之美- 
草書初級 

(選修) 

書法之美- 
行書初級 

(選修) 

隸書臨習與 
書風介紹 

(選修) 

書法篆刻藝
術與生活 
美學應用 

(選修) 

指導學員認識唐楷五大家的生平事績及楷書名家名作的賞析、
了解，更激發效法及學習唐楷及欣賞楷書之美的興趣。 

本課程結合書法技法、書論與作品形式的介紹內容，讓參與上
課之學員，習得篆隸行草臨池表現之要領，期待同學們藉由對
書寫技巧練習經驗與理論之介紹認識中，以培養其對於書法藝
術欣賞之能力與興緻，增進對中國古典人文教養之美的體會。 

本課程主要培養同學瞭解中國草書藝術的筆法特色及價值，其
中針對有規律、科學、實用性、藝術性兼具的于右任標準草書
進行研習，作為書法藝術繼續進修的養份，課程中除了讓同學
熟練標準草書的筆法，並能於生活上加以活用。 

本課程主要培養同學堅實的行書技巧及理論基礎，作為書法藝
術繼續進修的養份，課程中除了熟練行書名家的筆法、章法、
結字藝術等，讓同學可以活用於生活，進而與社區服務結合。 

本課程藉由現場示範與投影片介紹的方式，除了能瞭解書法之
風格表現與書寫趣味，更能增加中國古代文字的欣賞與美學構
造之認識。 

本課程因應同學對于書法理論與書法史有興趣而開設的課程，
主要介紹中國書法之沿革簡介，以時代篆隸行草章草狂草等書
體演變特色為經，再依各書體在歷史上後續影響作垂直介紹為
緯，使學習者能熟悉書法篆刻演變特徵；課程中穿插生活美學
應用DIY製作課程，強化同學對生活藝術應用之體會 22 



箏樂賞析及 
古箏彈奏技巧 

(必修) 

二胡演奏 
實踐及賞析 

(必修) 

中國音樂 
鑑賞系列 

(選修) 

本課程介紹古箏的來源、演變及流傳，並規劃介紹一
系列由淺入深的古箏彈奏方法，讓學員循序漸進的了
解古箏的藝術，學員學會彈古箏後，又可配合社區活
動，提供古箏的表演活動及教學經驗傳承，不但提昇
個人與社區藝術美感與心境，以期達到音樂生活化，
生活音樂化的境界。 

本課程主要在於訓練學員對於二胡技巧與二胡音樂特
色的了解，課程規劃從簡易的兒歌到民謠等曲目之訓
練，再加入耳熟能詳的老歌流行音樂等生活化的樂曲
訓練，進而培養同學對中國傳統音樂的賞析能力，孕
育對音樂藝術鑑賞興趣。 

本課程主要在於介紹中國音樂中的二胡音樂，藉由二
胡音樂傳奇人物-劉天華大師音樂的熟習與了解，讓
學員知道二胡音樂發展歷史與演變，從而培養同學對
二胡音樂優美的音樂變化有更多的了解，進而培養同
學對中國傳統音樂的興趣。 

中國音
樂賞析
及演奏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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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 
肚皮舞初級 

(必修) 

民族風 
肚皮舞進階 

(選修) 

東方舞
蹈藝術
表達與
分享 
能力 

肚皮舞是一呈現柔美的健身運動，它不拘年齡和
身材，不需要舞蹈基礎，透過音樂舞動身軀，不
但能提高身體的柔韌性及培養肢體的協調性，美
化身體的曲線，透過身體的律動增加新陳代謝，
可紓解身心壓力，且有助於健身健美之效果。 

將不同文化藝術特色相融創造新的不同風格肚皮
舞，並結合舞蹈道具(金翅、手扙、鈴鼓、紗巾、
飄扇、燭台、頂刀、彩帶)更豐富了此舞蹈運動，
能讓學員學習到不同風格肚皮舞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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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座談會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審查會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複審審查會議 



陸、整合課程說明 



書法篆刻藝術與生活美學應用課程說明 

28 

主要介紹中國書法之沿革簡介，以時代篆隸
/行草/章草/狂草等書體演變特色為經，再
依各書體在歷史上後續影響作垂直介紹為緯，
使學習者能熟悉書法篆刻演變特徵；課程中
穿插生活美學應用DIY製作課程，強化同學
對生活藝術應用之體會 



中國音樂鑑賞系列課程說明 

 本課程主要在於訓練學員對於二胡音樂特色
的了解，課程規劃由二胡音樂傳奇人物-劉天
華大師音樂的熟習與了解，讓學員知道二胡
音樂發展歷史與演變，從而培養同學對二胡
音樂優美的音樂變化有更多的了解，進而培
養同學對中國傳統音樂的興趣，課程並用科
學實驗精神，帶出二胡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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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非正規教育課程過往成效 



非正規課程認證96年迄今共通過27門81學分課程 
104年通過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學分認證！ 

6 

8 

4 4 
3 

2 

0 
1 
2 
3 
4 
5 
6 
7 
8 
9 

96年 97年 99年 100年 103年 104年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96~104年  通過門數 

通過門數 

科學城社區大學申請非正規課程成效 



104年通過非正規教育學程認證-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
共計11門課程 

序 課程名稱 講師 序 課程名稱 講師 

1 書法之美-行書初級 

鄭芳林 

7 二胡演奏實踐及賞析 
楊純慧 

2 書法之美-楷書初級 8 二胡演奏實踐及賞析 

3 書法之美-草書初級 9 中國音樂鑑賞系列 

劉惠珠 4 書法臨習與藝術風格 
陳孟誼 

10 中東肚皮舞初級 

5 隸書臨習與書風介紹 11 民族風肚皮舞進階 

6 箏樂賞析及古箏彈奏技巧 
謝義弘 



音樂教師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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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創校十週年音樂會淬勵奮發‧再創風華 

 

 
 

 

 



音樂教師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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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仲夏假日親子音樂會 

 



藝術教師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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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客家文物及童玩展．美學暨特色商品展 
 

 
 



藝術教師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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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撼動生命的四季樂章攝影展 
 

 



藝術教師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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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辦理藝起同遊～科學城社大視覺藝術聯展   新竹縣市 
 
 
 



104年師生展覽 
時間 地點 主題 

104/04/11 新竹市文化局 
演藝廳 

胡聲箏樂齊飄揚～古箏＆二胡師
生聯合音樂會 

104/8/12-8/23 新竹縣文化局 竹緣墨客~中原書法五人聯展 

104/10/1~104/12/31 台大新竹分院 
杏苑畫廊 

陳維鈞師生~馬祖風情攝影展 

104/11/8 新竹市文化局 
演藝廳 

歌仔戲-鴻鸞天註定 

104/11/11~104/11/29 新竹市文化局 
梅苑畫廊、琉璃畫廊 

耕心耘藝～鄭芳林潘瑞美伉儷書
法薪傳展 

104/11/1~104/11/21 枕石畫坊 林滿足老師作品展～深秋的溫暖 



104年春遊美術館舞動浪漫音樂會及美術節系列
推廣活動假日親子藝起來8場 



捌、未來推動方向與預期效益 

 



•鼓勵由相近領域老師聯合開課(例如:

中國音樂鑑賞系列) 

•鼓勵跨領域橫向整合展演:已完成6
場次聯合展演(最大已達60人次以上
規模，其中4班為本次申請班級) 

•已完成共7場次聯合生活美學聯合展演
(新竹市演藝廳/竹東樹杞林展覽館等) 

•已出版教與學/學與習/習與藝學員心得
與成果刊物 

•相關課程已有40人次學員獲獎/學會認
證，未來3年有機會再成長15-20% 

•提昇課程品質:學程推動未來可
帶動校內教師非正規課程申請 

•鼓勵單一教師相近領域課程
組合開課(例如:書法篆刻藝術與生

活美學應用) 

 

•強化課程總體規劃:以此非正規學程逐步展
開特色能力規劃，更具社大發展特色 

•以整體規劃宣傳呈現學校課程特色(取代單
點式宣傳) 

•可更有效推動非正規核心理念 
•已通過之10門課程，近3年來，共開設32班
次，學員人次共497人次，未來3年有機會再
成長10-20% 
 

科學城社區大學 
成果產出 

課程整合 

美學深耕 

師資強化 

學程推廣 

未來推動方向與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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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 網址：

http://www.s3c.com.tw 
• 電話：03-6663477  
• 傳真：03-6668319 
•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512號(光武國中內) 
• 信箱：yes3c06@gmail.com 
•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3:00-21:30 

簡報完畢，謝謝指教 

http://www.s3c.com.tw/�
mailto:yes3c06@gmail.com�

	 105年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申請經驗分享�
	目次
	投影片編號 3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簡介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簡介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本校之課程結構五大學程
	投影片編號 9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之精神
	�申請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之相關規定
	非正規教育課程學程學分認證之審查基準
	實施計劃書之內容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課程規劃過程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書法篆刻藝術與生活美學應用課程說明
	中國音樂鑑賞系列課程說明
	投影片編號 30
	非正規課程認證96年迄今共通過27門81學分課程�104年通過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學程學分認證！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104年師生展覽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