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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桃園燈會-手作提燈傳承」 

種子師資培訓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培養手提燈籠製作種子教師與志工，傳承提燈製作經驗，鼓勵參與
推廣教學與燈節展演活動。 

(二)結合科技現代工藝融入鑑賞美學，提升藝術與人文素養。 

 

二、相關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培訓課程安排： 

以桃園市 13 個行政區為主，於各行政區分別安排一場培訓課程（詳細
課程表如附件一）。 

 

四、培訓招收對象及優先順序： 

(一)本市各級學校對教授或指導手作藝術有興趣之教師，第一順位優先
錄取。 

(二)本市有志參與推廣手作藝術提燈傳承之民眾，第二順位錄取。 

(三)其他各縣市民眾具有工藝教學基礎或對提燈製作有興趣者，第三順
位錄取。 

(四)上述報名若為相同順位者，將會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做為錄取名額
選擇標準。 

 

五、報名日期： 

自 108 年 12 月 20 日 8:00 起至 108 年 12 月 27 日 22:00 止。 

             

六、報名人數： 

(一)每場報名名額 50 位，額滿為止，並依順位錄取 30 位。若欲報名場
次名額額滿，則改參加其他場次。 

(二)主辦單位將於 109 年 1 月 3 日前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錄取學員，並
於每堂課程上課日期前 3 天聯絡確認出席狀況，若無法出席者視同
放棄，缺額將以順位依序後補。 

 

七、報名方式： 

(一)網路線上報名網路線上報名網路線上報名網路線上報名：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網站登錄，並填妥報名表並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 

(二)電郵報名電郵報名電郵報名電郵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以拍照或掃描方式，將檔案
傳送至 E-mail: maxim1699@gmail.com，郵件標題請標明「2020 桃
園燈會-手作提燈傳承培訓工作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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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報名諮詢： 

洽詢專線：0932-225384 林小姐或 0927-952023 王先生 

洽詢時間：每日 08:00-22:00。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若遇天災或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授課日將進行調整，主辦單
位保留決定延後、取消或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力。 

(二)錄取學員於出席上課時，須攜帶相關身分證件核對確認是否為報名學
員本人。 

 

九、培訓費用： 

(一) 課程安排及課程材料由主辦單位負責。 

(二) 報名參加者須自行負責交通，如有額外自需特殊材料或裝飾用品者
請參加者自行處理。 

 

十、 培訓課程材料： 

(一) 主辦單位於現場提供基本工具，尺、筆、筆刀、剪刀、斜口鉗、老虎
鉗、尖嘴鉗、剪線鉗、十字起子、剝線鉗、絕緣膠帶、熱熔膠槍、膠
條、吹風機、彎剪刀、壓克力顏料或布染料(依課程準備)、彩繪用具等。 

(二) 課程使用的道具、材料、配件屆時依課程內容調整提供。 

  

十一、培訓完成配合及獎勵： 

(一) 參與培訓學員且完成作品者，即成為 109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
「2020 桃園燈會-手作提燈館」課程種子志工(無給職)。 

(二) 13 堂培訓課程的授課老師將於每堂課程結束時，徵選出可優先配合
參加「2020 桃園燈會」期間手作提燈館授課的種子志工(3 位)，協
助手作體驗現場教學。 

(三) 參加「2020 桃園燈會」手作提燈館體驗教學的 3 位種子志工，只要
協助教學滿 2 小時，將可獲得「竹編工藝師 謝玉環老師」親手製作
竹編用品一個，作為感謝協助現場體驗教學之獎勵。 

 

十二、手作提燈作品處理情形： 

(一)凡參加種子師資培訓學員之提燈作品，成果照片將彙整於相關網站
露出。 

(二)13 堂培訓課程的授課老師將選出適合之作品，於「2020 桃園燈
會」手作提燈館展出，展出期間結束後，主辦單位將通知學員親自
領回；若無法親自領回者，主辦單位負責聯繫取回方式。 

(三)參與「2020 桃園燈會」手作提燈館展出之學員作品，主辦單位具有
無償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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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種子師資培訓課程表 

日期 
行政

區域 

課程地點 課程教室 
所在地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2020/1/3 

13:30-16:00 
桃園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桃園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 24

號 

月桃葉/林投葉手編提燈 匠藏工坊 樵夫龍山 六雨老師 

2020/1/4 

13:30-16:00 
中壢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 76

號 

DIY 手作竹編燈籠 竹編達人工藝家 謝玉環老師 

2020/1/5 

9:00-11:30 
平鎮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三段

88 號 

紅包燈籠 知識工藝巧手  小丘老師 

2020/1/5 

13:30-16:00 
復興區 

桃園市復興區圖書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復興區中正路 20

號 

蔬果燈籠  果雕金牌大師 賴彥汶老師 

2020/1/10 

13:30-16:00 
八德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八德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264

號 

摺紙燈籠 紙雕工藝達人 洪新富老師 

2020/1/11 

09:00-11:30 
大園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園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

15 號 

彩球花燈燈籠 台灣摺紙協會師資團隊 

2020/1/11 

13:30-16:00 
楊梅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楊梅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楊梅區光華街 26

號 

剪紙燈籠 剪紙工藝達人 陳治旭老師 

2020/1/12 

09:00-11:30 
大溪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溪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 33

號 

襪子娃娃燈籠 好時光手作坊師資團隊 

2020/1/12 

13:30-16:00 
蘆竹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南崁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138

號 

利樂包燈籠 剪紙工藝達人 陳治旭老師 

2020/1/17 

09:00-11:30 
觀音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觀音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觀音區文化路 2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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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寶特瓶燈籠 環保燈籠工藝師   林新來老師 

2020/1/17 

13:30-16:00 
龜山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龜山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

97 號 1 樓 

精工彩繪燈籠 禪繞畫燈籠 陳孟真老師 

2020/1/18 

09:00-11:30 
新屋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新屋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 91

巷 11 號 

打包帶燈籠 竹編工藝打包帶達人 黃煥玉老師 

2020/1/18 

13:30-16:00 
龍潭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 研習教室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680

號 

牛皮紙袋燈籠  剪紙工藝達人 陳治旭老師 

*註:課程表項目為暫定，若有變動則依開放報名時內容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