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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泰武鄉 111年部落美學教育 

「泰武好咖─zemuga tua niya qinal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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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葉明勳診所 

 



2 

 

  



3 

 

屏東縣泰武鄉 111 年部落美感教育 

「泰武好咖─zemuga tua niya qinaljan」 

寫生比賽 

壹、活動緣起 

屏東縣原住民部落的好山好水、瑰美文化一直是許多外來訪客讚嘆不已的仙境，更

是部落內族人賴以生存的重要基地，無論是政府單位或民間愛好者透過各種方式，捕捉

部落最美的人文、自然景色，與世界分享原鄉部落之多樣美。這樣的仙境吸引許多外地

專業人士，選擇從部落出發執業，以大愛為服務基礎，傳播部落分享文化之美，讓部落

充滿溫暖與感動。而其中，在武潭部落葉明勳診所執業的葉明勳醫師就是一個鮮明的典

範。 

台灣原住民是個重視美感的族群，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各項需要，皆脫離不了美感元

素，讓原住民的文化擁有獨特之美，更讓台灣因此而光耀世界舞台。教育部自 2015年

推廣美感教育至今，深感與其把「美」視為智德體群之後，行有餘力才得以學習的「科

目」，不如以「美」作為帶動學習、整合學科為素養的催化劑。因此，富涵美感元素的

原住民學童，是否可以重拾生活美感內涵，期盼藉政府機關及贊助人愛的行動支持，讓

本縣原鄉學童對自我居住部落環境進行寫生探索活動，還原並昇華其原住民獨特生命價

值，創造一個屬於自己專屬的每一個可能機會，邁向卓越人生的舞台。 

葉醫師關懷部落、培植部落的初衷，讓「愛」滋潤部落孩子長長久久。葉醫師贊助

部份，本所承接活動執行任務，深知這樣的愛心應該讓其他原鄉孩童都感受到，，讓文

化教育、美感教育透過部落寫生的活動，得到滋養與發芽的機會。讓部落人文與自然之

美，藉由孩子純真的視野，發光到世界各個角落。讓我們從部落之美發跡，讓我們的美

學教育延伸到台灣各個角落吧！ 

本鄉辦理 111年部落美感教育「泰武好咖─zemuga tua niya qinaljan」活動，結

合原鄉特色農產品及美食之展售促銷活動，強化原住民傳統農產品體質、增進產銷功

能，並以本活動整合部落產銷組織及人力，推動原住民部落文化及地方產業，開拓行銷

通路，整合產銷功能，增加消費者對原住民傳統農特產品及美食之認同及購買力，並就

活動訴求來影響部落周邊相關產業之發展與繁榮，帶動原住民各鄉整體經濟發展。 

貳、活動目的 

一、傳揚大愛的理念，讓參與學生從中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與行動，扎根個人服務部落

信念。 

二、提供部落孩童藝術揮灑舞台，從中探索自我藝術內涵，發展個人美感素養，創造多

元人生機會。 

三、藉助活動探索機會，啟發孩童對自我部落人文與生態之認識，扎根成長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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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活動發現屏東原鄉部落之美，宣傳部落在地特色之最，伺機連結國際視角，創

造部落與國際之互動。 

五、提供本鄉「農特產品及美食展售活動」平台，交流彼此精進，增加產品的能見度及

提升部落經濟效益。 

參、活動內容 

一、活動日期：111年 3月 19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泰武鄉萬安萬安國小週邊（不含達里､安平及萬安溪河床周圍） 

三、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說明 

08：00-08：30 報到 參賽人員報到 

08：30-09：00 

開幕 
主持人引言，活動說明 

介紹與會貴賓 

開幕表演 部落青年會 

貴賓致詞 與會貴賓致詞 

寫生比賽開始儀式 由貴賓共同宣布寫生比賽活動開始 

09：00-09：10 部落簡介 部落環境簡介 

09：10-09：20 領取寫生用紙 參賽學生領取寫生用圖畫紙 

09：20-12：20 競賽時間  

12：20以前 收件時間  

12：30-13：30 評選、午餐 
評審會議、評選作業、參加人員午

餐 

13：30-14：30 頒獎儀式 頒獎 

15:00~ 賦歸 場地整理 

   

 

四、本活動報名採網路報名或鄉公所民政課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8Pai6eTqcZmM9tZA 

五、報名收件截止日期： 

111年 2月 22 日起至 3月 15日中午 12時 截止，如人數未滿 150人始開放現場報名。 

六、競賽規程： 

(一)組別：原住民學生組： 

1.幼兒組（國小一年級以下） 

2.國小組低年級（國小一、二年級） 

        3.國小組中年組（國小三、四年級） 

4.國小組高年級（國小五、六年級）  

5.國中組  

6.高中職組 

（二）、非原住民學生組： 

1.國小組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 

https://forms.gle/G8Pai6eTqcZmM9t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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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小組高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 

  3.國中組 

  4.高中職組 

（三）社會組：不分組群（大學生及社會人士） 

(四)類別：寫生用材不限、採平面創作（建議以蠟筆創作）。 

(五)寫生主題：不限、萬安部落國小附近景物均可內景物均可（不含安平、達里、萬

安溪河床）。 

(六)收件時間：活動當天12：20截止收件，逾時不列入評選。（文建站著色比賽6種版

本以蠟筆或彩色筆描繪，3月15日下午5時截止送至公所。 

 

九、評審事項： 

(一)主辦單位聘請3位畫家、學校美術老師擔任評審，其中一人為主任評審委員。 

(二)寫生評分標準： 

1.寫生內容契合度：佔40％ 

2.寫生意境：（美感表達、情意表現、視覺表現、豐富度）：40％ 

3.繪畫技巧：（技法、圖面乾淨度）：佔20％ 

（三)各組個人比賽成績之核計，一律採用各出席評審委員評定之總平均分數計列， 

參賽作品件數不足，或品質未達評審要求之水準，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缺，

若遇同分者得由出席評審委員當場重新票選或議決名次。 

十、優勝錄取： 

（一）各組比賽組別實際出賽人數如逾14人者取前3名佳作3名，7-14者取前3名，

佳作1名：不足7人者取前3名僅取前三名。 

（二）作品水準不足，得以從缺處理。 

    十一、獎勵方式：， 

高中職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國中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6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幼兒園組－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1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獎狀乙張，獎金 500元 

   社會組-（不分族群，大學生及社會人士） 

  第一名獎狀乙張，獎金 6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張，獎金 45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張，獎金 3000元  

  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張，獎金 1500 

 參加獎-本鄉文建站長者在活動期限交作品 3/15日繳交給公所後，由活動當天評審擇

優錄取三名。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請自備畫具，活動當天僅提供8開或4開圖畫紙。 

(二)圖畫紙以蓋有承辦單位戳章為準，畫紙背面的基本資料欄，務必填寫清楚，以方

便評審作業。 

(三)參賽者所繳作品及得獎作品怒不退還並現場簽同意書及著作權同意，恕不退還，

且作品將供承辦單位刊登或印製之用，作者不得提出異議。 

      (四)本活動服務人力有限，敬請家長或親友陪同參賽活動。 

(五)其他未盡事宜，以承辦單位公佈為主。 

(六)報名作業及比賽查詢聯絡人/電話： 

泰武鄉公所/7832495分機138、劉秀珍小姐。 

 

肆、活動宣傳計畫 

一、活動簡章：於活動進行前一個月，由泰武鄉公所以電子公文函文縣內各學校，簡章

內容（含活動資訊、報名方式、主辦與贊助單位）等。 

二、網站訊息：於活動前一個月，委請縣政府、鄉公所、贊助單位及相關單位張貼活動

訊息於機關或個人網站、臉書或 LINE群公告。 

三、活動贈品：參賽者均可獲得由承辦單位提供之紀念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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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人員 

 

 

活動組別 工作人員 執掌 
備註 

執行長 邱登星鄉長 綜理活動督導事宜 
 

顧問 葉明勳醫師 活動經費挹注與經費監察事宜 
 

副執行長 莊德才秘書 
綜理活動督導事宜 

負責工作人力安排 

 

行政組 
曾月蓮課長(組長) 

劉秀珍 

寫生活動策畫事宜 

負責寫生活動報名、成績計算作業 

負責寫生活動工作人員聯繫事宜 

負責寫生用地規劃與接洽事宜 

負責寫生活動評審事宜 

 

總務組 李愛玉 活動各項用品採購 
 

活動組 
周美珍(組長) 

李紘恩.許汀諾 

負責開幕表演準備事宜 

負責寫生活動青年志工招募事宜 

 

獎品組 
邱霄雯(組長) 

邱幸美 
負責頒獎所需獎狀繕印事宜 

招待組協助獎

品組 

招待/服務組 

涂小雲(組長) 

黃月珠、劉美英、

葉玉貞、高惠娟、

倪秋蘭、李元甄 

林顏旭華、闇嘉麒 

負責寫生活動參賽人員招待 

負責長官、來賓簽到 

負責工作人員簽到/退、便當 

負責發放圖畫紙及餐盒紀念品 

負責發放抵用券 

 

攤商規劃組 

古雅婷（組長）、

柳曉君、顧慧瑛、

奧絲·導蘇努克 

負責招商事宜 

攤商簽到/退事宜 

協助處理攤商疑難 

 

清潔組 

陳至昕(組長) 

王士華、林國豪.何

維.雇工 3 名 

負責活動期間維護場地清潔事宜 

 

場地組 

葉成平.､高至

聖.､蔡南平 

 

負責活動期間場地安全維護事宜 

 

文宣組 
袁紹華(組長) 

江怡婷 
負責活動影像宣傳攝影與後製事宜 

 

防疫組 

李娟（組長）  

蕭志祥、楊心瑜、

葉文卉 

現場防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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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概算： 

經費來源: 

(一)經費6萬元整由蔡明勳診所贊助。 

(二)經費10萬元由51290010101-教育管理及輔導業務-200 

2054-一般事務費項下支出。 

 

 

 

柒、預期效益 

一、透過此次的戶外寫生比賽，讓參與人員重新認識部落之美，展現原住民應有文化自

信。 

二、參與競賽學生獲得觀摩學習機會，建立同儕學習社群，使藝術美感教育串聯原鄉各

部落。 

三、宣傳部落之美，重整部落內部志工組織能量，展現部落永續經營新能量。 

四、優勝作品印製成專輯以義賣方式販售，除具有紀念價值外，所得將可做為未來推廣

部落教育公益使用。 

五、開啟傳愛部落行動，吸引外界公益團隊及個人投入人才探索及培育領域，創造部落

經營恆久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