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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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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校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辦理「茶陶文創產
業研習」活動，敬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專任教師踴躍報
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了解傳統產業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以及認識臺
灣茶葉特色及茶道品茗之於茶器製作的關係，本校會展暨
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訂於108年1月14日至108年1月
25日辦理「茶陶文創產業研習」，地點為本校茶創中心及
陶藝教室，檢附活動計畫書 (如附件)。
二、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Z08EP5Oj11WmuBgo2
三、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參與，敬請公告及惠准參
加活動之專任教師公假前往為荷。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
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逢甲
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大葉大學、朝陽科技大
學、龍華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
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
大學、亞洲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
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
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
法人醒吾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本：本校企業管理系(所)、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電 子 公 文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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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陶文創產業研習】
執行單位：福祉產業學院、企管系、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活動名稱：茶陶文創產業研習
活動期程：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08 年 1 月 25 日（每周一至五共計十天）
活動時間：08:00~17:00
活動地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茶創學苑-陶藝教室）
研習目標：一. 了解傳統產業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
二. 認識臺灣茶葉特色及茶道品茗之於茶器製作的關係。
三. 體驗茶席之五感體驗與陶製茶器之美感。
四. 親身體驗實際手作從發想、設計、製作、裝飾到完成的完整過程。
遴選方式：一、以人文及藝術、茶陶、文創、會展等相關領域有興趣之教師為優先。
二、人數超額時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但各校至多以三名為限。
參加者之義務關係：
一、錄取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下一順位遞補。
二、須全程參與並完成作品，參與作品分享及心得討論。
三、缺席超過 20％（二天）以上者，不予核發研習證明。
＊本活動限制參與人數校內 10 人、校外 10 人，額滿為止。
＊本活動提供研習證明（80 小時），提供中午餐盒。
＊本計畫為「計畫補助」，無教師自費負擔費用。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Z08EP5Oj11WmuBgo2

課程目標：1.了解傳統產業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
2.認識臺灣茶葉特色及茶道品茗之於茶器製作的關係。
3.體驗茶席之五感體驗與陶製茶器之美感。
4.親身體驗實際手作從發想、設計、製作、裝飾到完成的完整過程。

深度研習課程規劃表：
週數

主題

具體內容規劃

第1週

茶陶文創產業
現況分析

探討研習當前茶、陶、文創工藝產業的發展現況，並實
際操作與技法練習，使整個研習有更深度的體驗。

第2週

茶陶文創產業
發展趨勢

透過產業營運現況探討與移地現場研習課程，強化知
識、認知、學理與實務的連結。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課程主持

備註

08:00～08:30

報到

茶創中心

王龍德

08:30～09:00

課程說明及講師介紹與引導討論

茶創中心

王龍德

09:00～12:00

1、六大茶類製造工序與原理。
2、六大茶類品嚐。

茶創中心

藍芳仁

外聘

13:00～16:00

1、台灣七大特色茶製造工序與原理。
茶創中心
2、台灣七大特色茶品嚐。

藍芳仁

外聘

16:00～17:00

學習課後討論及學習心得分享

茶創中心

王龍德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茶創中心

王龍德

09:00～12:00

1、茶樹品種與茶葉製造之關係。
2、茶樹品種鑑別。

茶創中心

藍芳仁

外聘

13:00～16:00

1、講述閩南、閩北、廣東、台灣
四大烏龍茶區製造工藝特色。
2、四大烏龍茶品嚐。

茶創中心

藍芳仁

外聘

16:00～17:00

學習課後討論及學習心得分享

茶創中心

王龍德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陶藝教室

王龍德

翫茶物語 - 茶與器的對話講座

陶藝教室

李幸龍

外聘

茶器製作-手捏與泥條結合應用

陶藝教室

李幸龍

外聘

16:00～17:00

學習課後討論及學習心得分享

陶藝教室

王龍德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陶藝教室

王龍德

認識陶板成形法與作品賞析

陶藝教室

卓銘順

外聘

陶板成形法實作技巧

陶藝教室

卓銘順

外聘

16:00～17:00

學習課後討論及學習心得分享

陶藝教室

王龍德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陶藝教室

王龍德

09:00～12:00
108/01/18
12:00～13:00
（五）
13:00～16:00

金屬茶則介紹與製作

陶藝教室

陳遠芳

外聘

多媒材的概念與介紹

陶藝教室

陳遠芳

外聘

16:00～17:00

學習課後討論及學習心得分享

陶藝教室

王龍德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茶創中心

王龍德

茶空間暨茶席桌花研習（示範與實
作）

茶創中心

王秀琴

108/01/14
（一）
12:00～13:00

108/01/15 12:00～13:00
（二）

09:00～12:00
108/01/16
12:00～13:00
（三）
13:00～16:00

108/01/17 09:00～12:00
12:00～13:00
（四）
13:00～16:00

108/01/21 09:00～12:00
（一）
12:00～13: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00～17:00

陶藝作品上釉及討論

陶藝教室

王龍德

108/01/22 08:00～09:00

課前介紹與引導討論

陶藝教室

王龍德

外聘

（二）

09:00～12:00

茶藝美學的進化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陶藝作品上釉及討論

08:00～08:3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門口集合）

08:30～09:30

車上聯誼討論

108/01/23
（三）
09:30～16:00

行政院農委會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
參訪研習

16:00～17:00

賦歸

08:00～08:3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門口集合）

08:30～09:30

車上聯誼討論

09:30～12:00

五穀文化村參訪研習

108/01/24 12:00～13:00
（四）
13:00～14:00

廖紹惠

陶藝教室

王龍德

外聘

王龍德
產業見習

接洽中

王龍德
產業見習

徐永奐

總經理

午餐
車上聯誼討論

14:00～16:00

圳頭窯藝術空間參訪研習

16:00～17:00

賦歸

08:00～12:00
108/01/25
12:00～13:00
（五）
13:00～17:00

茶創中心

研習成果展示交流

王龍德
產業見習

王秀甄

陶藝教室

王龍德

陶藝教室

王龍德

藝術
執行

午餐
研習成效與心得分享討論

師資簡介：
姓

名

簡

介

專

長

藍芳仁

藍芳仁老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
系、嘉義大學農藝研究所，曾任亞太創意技術
學院茶業技術應用系專任助理教授兼任系主
任、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兼任講師、財政部關稅總局茶葉原產地認定檢
驗專家、茶業改良場茶樹改良新品種命名評鑑
委員、聯合國泰緬金三角根除罌粟花改植茶葉
輔導專家、金萱紅茶創始人、耕讀園茶專業教
師、南投名間鄉農會總幹事、農會比賽茶主辦
及評審 30 年、中央警察大學茶道老師、
FM93.7 省都電臺省都茶藝節目主持人，參與過
行政院農委會茶業改良場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
才能力鑑定(評茶師) 專業訓練課程、勞動部
丙級製茶技術士證照考試輔導課程。

專長領域為茶葉課程、評茶、
選茶、茶葉品質管理、茶葉市
場銷售、茶樹品種、茶園管
理、茶葉加工製造、茶葉感官
品評等…。

李幸龍

李幸龍老師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茶陶研究所碩
士，曾任大葉大學兼任講師，先後擔任過臺中
縣美展、彰化縣美展、南投縣美展玉山獎、雲

專業領域為陶藝創作、教學，
漆、陶複合媒材創作及教學。

林縣文化美術獎、臺南市南瀛美展、臺中市大
墩美展、臺灣陶藝展、國家工藝獎、全省美
展、臺灣金壺獎等重要競賽評審，並獲國內外
重要獎項肯定，1999 年既榮獲第二屆國家傳統
工藝獎一等獎殊榮，作品也獲得英國維多利亞
阿伯特博物館、澳洲西普頓博物館、國立歷史
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立臺灣美術
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灣工藝研究所、鶯歌
陶瓷博物館、和成文教基金會，及基隆市、新
北市、臺中市、臺南市等文化局典藏，個人也
獲登入為臺中市無形文化技藝保存者。
卓銘順

卓銘順老師為國內外陶藝競賽的常勝軍，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藝術碩士、曾任亞
太創意技術學院陶瓷創意設計系講師、鶯歌陶
瓷博物館「草本印象-陶板成形技法」講師、
林口社區大學「卓銘順陶藝創作－講座」講
師、外交部國合會「薩爾瓦多一鄉一特產計
畫」講師、臺中科技大學 「陶板成形技法教
學與實作研習」講師、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5 年陶瓷多媒材研習計畫」講師、鶯歌陶
瓷博物館「與陶藝家有約：茶壺系列講座」講
師、臺灣茶藝文化學會「好茶本事-行動知識
庫系列講座」講師，從事陶藝創作二十年餘
年，教學經驗豐富。

專業領域為陶藝創作、教學、
複合多媒材創作及教學。

陳遠芳

陳遠芳為臺灣金工藝術家，從珠寶設計製作轉
型打造刀劍工藝，專攻刀劍鑄造，同時兼採木
工、皮雕、漆藝、縫製皮套等技術和近代新式
煉鋼材料，不斷創新挑戰高難度的刀劍樣式製
作。2008 年獲高雄獎，作品並多次入選國家工
藝獎、南瀛美展、大墩美展等等，並於 2007
年獲頒大墩工藝師證書，2010 年時榮獲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肯定為臺灣「工藝之
家」。「陳遠芳刀劍金工藝術坊」位於人文薈萃
的臺中市梅川東路，工作室牆上掛著琳瑯滿目
的得獎紀錄，說明了陳遠芳於臺灣工藝設計競
賽中的表現亮眼而突出。

專長領域刀劍金工藝術、木
工、皮雕、漆藝、縫製皮套等
工藝製作。

王秀琴

王秀琴老師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
學系藝術碩士，專長陶瓷藝術創作及花藝設計
教學。現任臺北陶藝學會榮譽理事長暨常務理
事、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特約花藝教

專長陶瓷藝術創作、陶藝教學
及花藝設計教學。

師、臺北市客家藝文教育推廣中心生活陶瓷藝
術講師。曾任亞太技術學院陶瓷設計系兼任講
師，萬芳高中國中部特教組、文山特殊教育學
校、螢橋國中特教組、博嘉國小等擔任陶藝教
師，第十二屆北區陶藝教育聯誼會會長、2014
年擔任「國際花卉設計大展」澳洲區主設計
師。1993 年迄今參與中華花藝每年於國立歷史
博物館舉辦之插花藝術聯展，陶藝作品也獲得
林葆家陶藝獎、苗栗縣陶藝獎、金壺獎等多項
獎項。
廖紹惠

茶藝廖紹惠老師擔任臺灣茶藝文化學會理事
長、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茶陶研究所碩士、仁川
實業社負責人及茶藝敎室主任，對於茶藝的教
學推廣不遺餘力，具泡茶師執照。

專長製茶、茶道、無我茶會教
學，茶葉課程、評茶、選茶、
茶葉市場銷售、專業知識傳授
等等。

王龍德

先後研修於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設計與管理
系、私立東海大學公共藝術學程、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休閒遊憩系碩士班。曾任臺中縣社區大
學講師、苗栗縣社區大學講師、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業界講師、大葉大學業界講師、中國青年
創業協會總會講師、行政院農委會創新鄉村社
區人文發展計畫講師、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陶瓷
創意設計系專技副教授、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
系專技副教授，並擔任過臺灣陶藝學會理事
長、苗栗縣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臺
灣工藝之家協會副秘書長，目前擔任臺灣陶藝
學會榮譽理事長、臺灣工藝之家協會理事、臺
灣陶瓷學會陶藝研究委員會、文化部公共藝術
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目前任教於本校福祉產
業學院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兼任
茶創學苑主任。

(本專案計畫主持人)
專長領域為策展、立體藝術創
作、陶藝創作、公共藝術、文
化創意產業、景觀藝術工程、
環境藝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