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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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

一、 依據
文化部—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業務—推廣工藝研究業務—多媒材產品開發

二、 計畫願景
透過人才培育制度，建立有利於工藝產業發展之契機，強化台灣工藝產
業競爭力。

三、 宗旨與目標
(一)
(二)
(三)
(四)
(五)

培育具有專業素養之工藝人才。
提供地方產業發展所需之工藝種子教師。
培養具有國際觀與創意設計能力指標性工藝人才。
活化各項傳統技藝強化創意加值與設計知能。
輔導學員創立工藝工坊。

四、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部
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五、 研習地點及聯絡方式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地址：23943 新北市鶯歌區鳳鳴路 160 號
電話：02-26793803 轉 25 賴小姐

六、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 日(五)止，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七、 報名方式

八、

一律採通信報名，請以掛號郵件並於信封加註「About The Voice -2017
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郵寄至：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23943 新北市鶯歌區鳳鳴路 160 號
錄取標準與錄取通知
甄審委員依學員繳交之書面資料擇優錄取，結果將於 106 年 6 月 16 日

(五)前公告於本中心網站(www.ntcri.gov.tw)，並由主辦單位發函通
知。
九、課程內容
班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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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類型的聲音充斥在生活中，大自然的蟲鳴鳥叫、道路上奔走的汽機
車、市場內小販的叫賣聲、房間內風扇轉動的聲音，甚或是心底那微小卻又純
粹的聲音，有實有虛，每種聲音代表了不同的意義，也給人不同的感觸，什麼
是最觸動人心的聲音？那聲音又代表了什麼？而你又會如何表現呢？而這東西
又如何與生活結合呢？
本年度多媒材人才培訓課程以「About The Voice」為設計主題，由方柏
欽老師、王幸玉老師、邱育民老師及施景南老師分別進行指導，課程中將結合
多媒材產品設計、模具輔助成形技法、釉藥調配及電窯操作等課程，引導學員
以陶瓷為基底，運用習得技法搭配多樣媒材，創作出以聲音為媒介，饒富創意
且具實用性之多媒材陶瓷產品。
研習時間

106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31 日，週二至週四(計 27 天)，每日 6 小時，
總計 162 小時

研習人數 錄取名額將視報名狀況而定，並以 12 名為限。

費用

1.本研習學雜費為新臺幣 3,402 元(一侓以郵政匯票繳交，抬頭「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本學雜費請於 106 年 6 月 23 日
(五)前繳交完畢，逾期者視同放棄本項研習錄取資格。
2.低收入戶學員檢附證明文件者，得免學雜費。
1. 多媒材產品設計實務
2. 模具輔助成形技法

研習內容 3. 釉藥實務及材料運用
4. 燒成原理（電窯）及實務運用
5. 產品製作實務
1.從事工藝設計相關行業之工作室或廠商。
報名資格 2.或具相關媒材之工藝基礎之個人。
3.或大專院校相關工藝、美術設計科系之教師、學生。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 日(五)止，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備註

1. 未依規定繳交報名資料(一式一份)或資料不全者，不予錄取。
2. 接獲錄取通知者，應於規定時間(106/6/23)內繳交費用，始得參
加研習，逾期繳費者以棄權論。
3. 無正當理由退訓者（含個人之任何因素）
，已繳學費，恕不退還。
4. 甄審作業採公正、公開、公平方式，由甄審委員就繳交書面資料
進行評選，擇優錄用，不接受請託關說。
5. 本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不提供膳食與住宿。

十、報名表與計畫書表
報名學員請詳填各種書表（含附件表 1、附件表 2、附件表 3、附件表 4、
附件表 5），並繳交一式一份，不論錄取與否，本報名書表均不予退還。
附件表 1（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報名表）
附件表 2（個人作品簡介，至少三件）
附件表 3（About The Voice -2017 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
附件表 4 (研習保證書)
附件表 5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提案設計）

十一、研習權利與義務
(一) 本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不提供交通、膳食與住宿，相關費用請
自行付擔。
(二) 因器械使用具相當危險性，為保障權益，學員於課程期間須投保意
外傷害保險，並統一由本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代為投保，保險
費用請於開課時繳交。
(三) 本研習班須繳交課程研習費用，並請於 106 年 6 月 23 日(五)前以郵
政匯票繳交(抬頭「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逾期未繳交費
用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該名額由備取者遞補。
(四) 研習期間無正當理由退訓及缺課達上程時數八分之一或期末未能繳
交作品者視同未結訓，不退還學費且不發予結業證書。
(五) 研習期間或結訓後應盡力配合課程及成果發表時所需現場示範表演
及人力支援。
(六) 學員成果經展示推廣一年後（留置本中心做為教學示範教材），得依
使用者付費原則加計成本後由學員於期限內購回，逾期未購回者，
視同委由本中心全權處理。作品欲購回時，應整組件同時購回，不
得要求拆散買回。
(七) 本年度研習成果，將於課程結束後一年內擇日於合適場地展出。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凡參加研習之學員即視同遵守研習辦法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對本
活動的所有文件、資訊保留最終解釋權，任何與本活動有關之未盡
事項，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權利。
(二) 學員於研習期間創作之作品、智慧財產權均屬於各學員所擁有，惟
主辦單位可將學員作品及其圖像使用於未來宣傳、發表、出版、佈
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圖書等用途。
(三)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繳款等各項日期之延長。
(四) 凡參加研習之學員需全程參與，並完成繳交作品後經授課老師認可
後結訓。學員於本研習結束後，請全力配合本分館之相關成果發表

會活動時間。如無法配合研習成果發表會或未繳交作品，將視同未
完成作品，故無法退回繳交之保證金。
(五) 切勿遲到早退並辦理簽到手續，為維護上課品質，上課時手機請關
機或轉為震動。
(六) 研習所需基本材料、工具與設備由本中心提供。惟學員品與公有工
具材料不得攜離本中心。
十三、 成績考核
研習成績依研習態度及作品優劣綜合評定，研習期間缺席時數超過總研
習時數八分之ㄧ者，或研習期末未能繳交報告或作品者視同未結訓，不
發予結業證書。
十四、 附則
(一) 為安全考量，患有法定傳染疾病者，請勿報名參加。倘經錄取後發
現有為上述情形者，必須辦理自動退訓，已收費用，以日計算，退
還餘款，不得異議。
(二) 本班所定錄取名額未達預定開班人數，本中心保留開辦與否之權
利。
(三) 開訓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本中心保留有終止或延後開
課之權利。
十五、簡章索取方式
網站下載：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ntcri.gov.tw
本中心藝文活動報名平台 http://event2.culture.tw/NT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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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單

元

講

師

鐘

點

數

9:00~12:00

工廠設備安全講習

施景南

授課 x3

13:00-16:00

多媒材產品探討

方柏欽

授課 x3

7/5(三)

9:00~16:00

模具輔助成形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7/6(四)

9:00~16:00

設計主題發想與討論（草圖）

方柏欽

授課 x6

7/11(二)

9:00~16:00

設計主題發想與討論（模型）

方柏欽

授課 x6

7/12(三)

9:00~16:00

模具輔助成形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7/13(四)

9:00~16:00

模具輔助成形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7/18(二)

9:00~16:00

產品設計引導（成形分析）

方柏欽

授課 x6

7/19(三)

9:00~16:00

釉藥實務(釉藥學理論與釉藥設計)

邱育民

授課 x3、實作 x3

7/20(四)

9:00~16:00

模具輔助成形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7/25(二)

9:00~16:00

實驗性創作與修改

方柏欽

授課 x3、實作 x3

7/26(三)

9:00~16:00

釉藥實務(試片燒製與配方調整基礎)

邱育民

授課 x3、實作 x3

7/27(四)

9:00~16:00

成型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8/1(二)

9:00~16:00

產品設計實務(實作檢討)

方柏欽

授課 x3、實作 x3

8/2(三)

9:00~16:00

釉藥實務(試片燒製與配方調整進階)

邱育民

授課 x3、實作 x3

8/3(四)

9:00~16:00

成型技法與應用

王幸玉

授課 x3、實作 x3

8/8(二)

9:00~16:00

產品設計實務(實作檢討)

方柏欽

授課 x3、實作 x3

7/4(二)

8/9(三)

9:00~16:00

釉藥實務(作品試釉與調整基礎)

邱育民

授課 x3、實作 x3

8/10(四)

9:00~16:00

實驗性創作與修改

方柏欽

授課 x3、實作 x3

8/15(二)

9:00~16:00

產品設計實務(實作檢討)

方柏欽

授課 x3、實作 x3

8/16(三)

9:00~16:00

釉藥實務(作品試釉與調整進階)

邱育民

授課 x3、實作 x3

9:00~12:00

最終產品製作指導

方柏欽

授課 x3

13:00~16:00

燒成實務(電窯操作)

施景南

實作 x3

8/22(二)

9:00~16:00

專題產品製作

施景南

實作 x6

8/23(三)

9:00~16:00

專題產品製作

施景南

實作 x6

8/24(四)

9:00~16:00

燒成實務(電窯操作)

施景南

實作 x6

9:00~12:00

專題產品製作

施景南

實作 x3

13:00~16:00

專題產品成品修飾與展示討論

方柏欽

授課 x3

9:00~16:00

專題產品成品修飾

施景南

實作 x6

9:00~12:00

場地整理歸位與發表準備

13:00-17:00

作品發表 / 結訓

8/17(四)

8/29(二)

8/30(三)

8/31(四)
分館長等 4 人

師資簡介
方柏欽
現職

陶藝創作者

獲獎
經歷

2002 第一屆台灣陶瓷金質獎生活茶具競賽展金
獎及第 16 屆南瀛美展優選

展覽
經驗

2011

富貴陶園「方柏欽實用陶瓷創作個展」

2014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應用.物件─方柏

2005 第二十四屆澳洲黃金海岸國際陶藝獎入選

欽實用陶瓷創作個展」

及澳洲塔斯馬尼亞州 Hobart 市藝術獎入

2016

新思惟人文空間「不安於適」方柏欽創作展

2010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幸福時光 – 陶

選
2006 第三屆台灣陶瓷金質獎生活餐具競賽展餐
具組銀獎與單品組優選
2007 第五屆台北陶藝獎藝術創作獎首獎
2008 第一屆台灣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銅獎、
2012 第四屆臺灣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展佳作獎

王幸玉
現職

陶藝創作者

獲獎
經歷

2004 第一屆國際台灣陶瓷雙年展 入選
2005 第二十四屆澳洲黃金海岸國際陶藝獎入選

展覽
經驗

藝生活美學邀請展」特展

高雄獎暨第 22 屆高雄美展 優選

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陶藝˙生活˙美學」

2007 第五屆臺北陶藝獎 入選

主題展
2011

韓國首爾 YIDO「酒邊－酒器展」
現代陶藝交流展

2012

中國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陶‧來我家作客
－陶藝生活美學邀請展」
富貴陶園「一加二陶瓷創作聯展」

邱育民
1994 年

國立師範大學物理碩士

2000~2006 年

世外陶園陶藝工作室教師

2007 年

上海靜安寺 台灣陶藝名家上海創作聯展

2008~2013 年

台北科技大學陶藝社指導教師

2016 年

亞太技術學院進專釉藥課講師

施景南
1962 年

生於台灣嘉義縣

1972 年

福藝工藝社-石膏模具師

1983 年

中聯高熱-窯業工程師父

1993 年

成立阿南師工作室

2012 年

古早窯- 手拉胚師父

附件表 1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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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英文姓名

(請與護照同)

電

話

手

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通訊地址

年

月

報名表

日

半身脫帽
正面 2 吋相片

□□□-□□

E-mail
性

別

□男

□女

畢業學校

現就讀學校

(非在校生免填)

科系名稱

現工作單位

(在校生請填就讀年級)

職務名稱

(在校生免填)

職經歷
技藝專長

報名動機

是否為本中心陶瓷類研究會成員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是否具低收入戶資格
備註

□是：

（請填寫參與之研究會名稱）□否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是(請檢附證明文件)

一、鶯歌多媒材分館無提供食宿服務。
二、報名視同同意本次研習各項權利義務規定。
三、以上資料必詳填，如造成權益損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否

附件表 2

個人作品簡介(一)

每人至少須提出三件作品供審查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材質
主要技法

構想特色

作品圖片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表 2

個人作品簡介(二)

每人至少須提出三件作品供審查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材質
主要技法

構想特色

作品圖片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表 2

個人作品簡介(三)

每人至少須提出三件作品供審查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材質
主要技法

構想特色

作品圖片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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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提案設計

提案名稱：
提 案 者：
請提出「與聲音具連結性」的實用性產品設計
設計概念
(200字以內)

提案說明
工藝技法
材

質

件

數

(請標示尺寸、材質說明並上色，本頁不敷使用可另以 A4 紙繪製)

設計草圖

附件表 4

About The Voice -2017 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
研 習 保 證 書
本人

姓名

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 ，

報名參加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106 年工藝人才培
訓計畫－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研習期間 106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31 日，週二至
週四，每日 6 小時，為期 27 天、162 小時。
願以最認真態度學習，完成所有課程進度，並切實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1. 愛惜實習工坊所有設備、器具材料與宿舍公物，如有損毀願照價賠償。
2. 願遵守實習工坊管理規定，發揮團隊榮譽精神，自動自發維護環境整潔。
3. 願負責盡職輪流擔任工坊值日服務與研習日誌紀錄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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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研習期間分發的講義教材或參考樣本、試作品、書籍資料等，屬於本中心
或原作者講師等，願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以示尊重。
6. 研習期間請假若超過全部課程時數之八分之一無異議自行退訓，並繳回已
分發的器具材料，所繳交之學雜費自願放棄。
7. 研習期間創作之作品、智慧財產權均屬於各學員所擁有，惟本中心可將學
員作品及其圖像使用於未來宣傳、發表、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
誌或印製圖書等用途。
8. 研習完成作品同意免費完全授權提供本中心辦理展覽推廣使用，並留置本
中心一年，並於加計材料費用後(計算公式:作品體積*0.2)，由學員於期限
內購回，逾期未購回者，視同委由本中心全權處理。作品欲購回時，應整
組件同時購回，不得要求拆散買回。

研習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___________________

日

附件表 5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1、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
計畫業務拓展等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令之規定下，本中心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本同意書處理結束後轉入本中心學員資料庫，並
受本中心妥善維護，
3、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請您詳讀下列本中心應行告知事項：
(1)機關名稱：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蒐集目的：主要提供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業務相關資訊，如國內
外培訓班、論壇、講座、研習營、工作坊及設計交流活動等，輔以本中
心業務拓展及專案計畫所需。
(3) 個人資料類別：含姓名、電話、電子郵件、公司名稱、地址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106年度開始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本中心內部、與本中心合作之官方及非官方單位。
前述合作關係包含現存或未來發生之合作。
(7)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
4、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
(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如欲行使以上權利，請洽活動承辦人(02)2679-3803#25(賴小姐)或來信至
pongru@ntcri.gov.tw。
5、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中心您的個人資料，惟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
本中心將無法提供【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系列課程之相關課程宣傳
推廣與後續產業培訓資訊等相關服務。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並同意遵守相關事項，謝謝。
□同意□不同意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