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潛能開發表演工作坊 

2019年第一期【心靈繪畫班】招生簡章 

課程簡介     

「心靈繪畫班」教導大朋友、小朋友使用簡單繪畫技巧，培養藝術概

念，引導學員在學習過程中肯定自我，並在藝術的陶冶下，更積極的面對

人生。內容除了繪畫、立體創作課程外，也安排戶外參訪活動，由導覽人

員或老師現場講解，同時舉辦藝術體驗活動、戶外寫生，大夥一同走入綠色

郊外，引領學員更能融入繪畫與自然的結合，並開展學員視野。這麼豐富

的課程，怎麼可以錯過呢？誠摯的邀請您的加入喔！  

上課時間 

3/16、3/23、3/30、4/13、4/20、4/27、5/4、5/11、5/18、5/25，共計 10堂。 

A班：上午 09:30-12:00   B班：下午 13:30-16:00 

※ 4/4 清明連假停課一次。 

*特別活動: 

4/13 參觀「吉卜力動畫手稿展」、5/11 大安森林公園寫生，兩天皆為戶外課程，將會在另行調查參

與意願， 交通資訊將於前一週課程時提供。 

上課地點 

★罕見疾病基金會 台北病友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2 號 10 樓(匯泰大樓) (國賓飯店斜對面) 

1. 捷運：捷運雙連站一號出口出站，延民生西路遇中山北路右轉，步行約五分鐘。 

2. 公車：國賓飯店-220、224、247、中山幹線、260、287、310、三芝-台北、40、216、 218  

師資介紹 

師資：王蓮曄 老師  

現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王蓮曄老師，是一位笑起來甜甜的、看起來很溫暖的好老師， 

她的眼神總專注而豐沛，言談清晰且有理，溫柔中又帶著堅定。 

老師格外重視孩子與生俱來的創造力，也常用讚美鼓勵大人們勇於下筆， 

同時培養每個人欣賞自己與他人作品的能力，進一步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師資：白景文 老師  

現職：桃園縣同德國小教師 

白景文老師，是一位笑起來很靦腆、教學認真的帥哥老師， 

課堂中與學生們的互動充滿了歡笑聲。擅長運用各種教材增加孩子們的感受性， 

且不侷限孩子們的潛力。擁有豐富公共藝術經驗且充滿服務熱忱的白老師， 

讓每位同學在課堂上都能恣意發揮對美的創造力與感受性喔！  

 

想認識這二位溫暖有內涵的老師嗎？歡迎您加入我們喔！ 



2019年第一期 心靈繪畫班 課程表 
授課老師：高年級/王蓮曄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低年級/白景文（桃園同德國小教師） 

2019/03/16~05/25  A班：09:30-12:00  B班：13:30-16:00 

年級區分：高年級 12歲以上的學員。  低年級 12歲以下，以及部份心智成長遲緩的學員。 

本期重要事項： 

(1) 3/23有意參加基金會 20周年特展，專輯報導遴選的同學，請繳交創作理念。 

(2) 4/6清明節連假停課乙次。 

(3) 5/18請繳交自錄影像成品（USB或自備傳輸線），未繳交者在成果展錄像作品中視同棄權。 

(4)本期結業證書頒發給出席 2/3以上的學員，另頒發出席 9堂課以上的學員全勤獎品，以茲鼓勵。 

月 日期 教學單元 材 料 類 別 (基金會提供) 教學目的 
授課 

老師  

3 

3/16 

(一) 

始業式 

用色彩說故事 

8 開圖畫紙、A4 紙張、蠟筆、鉛筆、水彩用

具、筆電相關設備 
認識色彩與心理 王老師 

北台秘境 8開圖畫紙、蠟筆、鉛筆、橡皮擦、水彩用具 自動性技法 白老師 

3/23 

(二) 

編 織 

4開各色紙張或圖畫紙、第一堂課程作品、剪

刀、刀片、白膠、抹布、尺、鉛筆、全開 

黑色壁報紙 

創作延展 王老師 

室內設計師 
8開圖畫紙、剪刀、彩色鉛筆、鉛筆、橡皮擦、

彩色筆、白膠 
由平面至立體 白老師 

3/23有意參加基金會 20周年特展，專輯報導遴選的同學，請繳交創作理念。 

3/30 

(三) 
版畫(一) 

16開白色珍珠板、黑色奇異筆（粗、細）、鉛

筆、16開圖畫紙、16開黃素描紙、報紙、抹

布、版畫用具 

認識版畫（一） 
黃馨慧 

王老師 

4 

4/13 

(四) 
展覽參觀 吉卜力動畫手稿展 認識動畫 

王老師 

白老師 

4/20 

(五) 
貓頭鷹（土坯） 陶土、美工刀、直尺、梅花盤、裝水容器 陶板成形 

王老師 

白老師 

4/27 

(六) 
版畫(二) 

16開白色珍珠板、黑色奇異筆（粗、細）、鉛

筆、16開圖畫紙、16開黃素描紙、報紙、抹

布、版畫用具 

認識版畫（二） 

黃馨慧 

王老師

白老師 

5 

5/4 

(七) 
設計新髮型 

8開圖畫紙、蠟筆、鉛筆、橡皮擦、水彩用具、

墨汁、吸管 
自動性技法 

王老師 

白老師 

5/11 

(八) 
戶外寫生 大安森林公園寫生 師法自然 

王老師 

白老師 

5/18 

(九) 

貓頭鷹 

（素坯上釉） 

釉色、梅花盤、裝水容器、水彩筆 

請繳交自錄影像成品（USB或自備傳輸線），

未繳交者在成果展錄像作品中視同棄權。 

上釉色 
王老師 

白老師 

5/25 

(十) 

錄像賞析 

結業式 
賞析 5/18同學繳交的影像剪輯成品 錄像藝術 

王老師

白老師 



【潛能開發表演工作坊～心靈繪畫班】報名表 
報名資格：只要您是罕見疾病病友或家屬，都可免費加入「潛能開發表演工作坊」。 

為維護上課空間與品質，上課報名人數以一位病友+一位家屬，共 2 人為限，敬請見諒。 

聯絡窗口：罕見疾病基金會 病患服務組  表演工作坊 張毓宸社工 (02)2521-0717 分機 167 

報名方式：請填妥書面報名表並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抑或填寫線上報名表： 

1.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傳真至(02)2567-3560，並請來電確認。 

2.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寄到 ps02@tfrd.org.tw，並請來電確認。 

3.線上報名：請至 https://reurl.cc/oQGzv 填寫報名表 

注意事項：1.報名截止日期 108 年 3 月 8 日（五）。 

2.請報名者按時出席，無法出席請確實請假喔。 

3.4/13 參觀展覽票價金額較高，一戶最多 2 位陪同者 

（不含非病友的學員），第 3 位以上請自行購票。 

4. 4/13、5/11 戶外課程報名表將會額外發放。 

--------------------------------------------------------------------------------------------------------------------------------- 

潛能開發表演工作坊報名表 

我要報名   心靈繪畫班 A班（上午班-低年級）    心靈繪畫班 B班（下午班-低年級） 

心靈繪畫班 A班（上午班-高年級）       心靈繪畫班 B班（下午班-高年級） 

  ※紅粗框內請務必填寫，手足如要參與課程，也請一併填寫。 

 

◎學員姓名 1  性    別 男生    女生 

疾病名稱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身障手冊 有      無 

電話  手機  

輔具使用 無  輪椅  電動輪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學員姓名 2  性    別 男生 女生 
是否為

病友 
□是 □否 

疾病名稱 （非病友免填）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身障手冊  有      無 

電話  手機  

輔具使用 無  輪椅  電動輪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關係  手機  

通訊地址  

為減少資源浪費，期末時是否欲領取結業證書  □是   □否 

資料運用聲明暨同意書 

在課程期間會由本會指派之攝影志工，不定時於課堂中有拍照或攝影之行為，主要是為了收集成果展等

相關活動之影像製作，並作為本會相關宣導資料之運用。 

□是 □否 同意課程本會進行拍攝或將相關影像做為其他用途。 立同意書人簽章：                  



【潛能開發表演工作坊-心靈繪畫班】 

吉卜力動畫手稿展報名表 

☆ 時間：2019年 4月 13日（六）    
上午班 9：30-12：00；下午班 13：30-16：00 

☆ 地點：國立中正紀念堂 1展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號) 

☆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傳真報名 
【敬請務必來電確認】 

★網路報名：https://reurl.cc/XVK7D 
★傳真專線：(02)2567-3560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 洽詢電話：(02)2521-0717分機 167 張毓宸社工師； 
PS02＠tfrd.org.tw  

☆ 交通路線： 
捷運： 
1. 搭乘捷運淡水線或松山新店線至中正紀念堂 5號出口，步行

約 12分鐘即可到達。 

2. 捷運新蘆線至東門站 3號出口，步行約 15分鐘即可到達。 

公車： 
1. 愛國東路：248、644、648 

2. 羅斯福路：15、18、208、236、236夜、251、252、660 

3. 中山南路：18、227、648、中山幹線 

4. 信義路：0東、20、22、204、670、1503、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 

5. 仁愛路：15、22、37、208、208直、245、261、263、270、295、297、621、630、651、665、671 

6. 杭州南路：38、237、253、297 

☆ 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日期 107 年 3 月 15 日（五）。 

2、 因本展覽票價金額較高，一戶最多 2 位陪同者，（不含非病友的學員），第 3 位以上請自行購

票。 

--------------------------------------------------------------------------------------------------------------------------------- 

 

◎學員姓名 1  
輔具

使用 

無  輪椅   電動輪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身障

手冊 

□有 

□無 

◎學員姓名 2  
輔具

使用 

無  輪椅   電動輪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身障

手冊 

□有 

□無 

◎參展與戶外課程

活動報名 

(如要參加活動請務必

勾選!請填妥資料回傳

以利統計人數及辦理保

險喔!謝謝您!) 

班別：□A班（上午班）     □B班（下午班）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大孝門 
*報名人數:      位（含學員）     
*陪同者資料  ※陪同者為非學員 

姓名 關係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身障手冊 

    □有 □無 

    □有 □無 

*當天聯絡電話：                        

*因經費有限，每個病友僅支付 2位陪同者門票費用，第 3人以上，需自行
負擔。 

資料運用聲明暨同意書 

□同意 □不同意 

  課程中本會進行拍攝或將相關影像做為活動成果或本會相關宣導資料運用 
                                                              立同意書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