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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說內溝新藝采- 
111年內溝溪堤壁牆面美化實務活動簡章 

壹、 活動目的: 

內溝溪五份上溪圖自 103 年 4 月起開始規劃，並於 104 年底於內溝溪下游

堤壁以彩色馬賽克磁磚貼製完成，展現了百年前精采的東湖農村印象，於

此期間成立了五份上溪圖導覽志工團隊，持續至今提供免費導覽。近期為

再度修繕五份上溪圖前後二段畸零地之美化工程，打破過往採用外包廠商

設計的常態，開設本次公民參與工作坊，以「畫說內溝新藝采」為名稱，

讓民眾們進行社區公共參與模式，自行畫出理想中的堤壁牆面風貌，將五

份上溪圖的公民參與理念及溫度延續…。  
貳、 工作坊規劃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內湖區樂康里辦公處 

二、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三、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7 止(額滿提前結束) 

四、 參與對象：台北市民、樂康里在地里民 

五、 工作坊時間： 

1.第一梯次：8/13、8/20 每週六下午 13:30~16:30 

2.第二梯次：8/27、9/3 每週六上午 09:30~12:30 

六、 工作坊地點：臺北市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內湖區康樂街 110 巷

16 弄 20 號 7 樓)  

七、 報名費用：免費參與；但需繳納出席保證金 200 元 

八、 報名方式： 

1.現場報名：樂康里辦公處 張碧玉里長 

2.網路報名：https://reurl.cc/2DeVAE 

3.聯絡電話：02-87511587 陳凱銘 社區專員 

九、 工作坊備註： 

1. 每梯次限 25 人報名，每位民眾限報名一梯次。 

2. 工作坊不限年齡、無美工設計能力者亦可報名。 

3. 報名後須繳納出席保證金 200 元，逾期繳費視同放棄報名，參與

每梯次(二堂課)後，即全額退費並贈送精美禮品乙份。 

4. 工作坊需繳交完成作品，參與後續評選，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 

十、 工作坊套裝課程內容：(如下頁所示) 

https://reurl.cc/2De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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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說內溝新藝采- 
111年內溝溪堤壁牆面美化實務工作坊 

A.課程大綱  

 ∎第一梯次時間 111/8/13(六) 下午 13:30~16:30 

 ∎第二梯次時間 111/8/27(六) 上午 09:30~12:30  

日期 議程 內容 

09:30-09:40 

13:30-13:40 
10min 報到、簽到 資料領取 

09:40-09:55 

13:40-13:55 
15min 計畫說明 

內溝溪堤壁牆面介紹及美化範圍說明/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1.說明預計施工方式及範圍 

2.歷年水利處堤壁牆面美化實務圖分享 

09:55-10:25 

13:55-14:25 
30min 地區介紹 

五份上溪圖故事回顧過去與現在/陳素霞

講師(五份上溪圖資深解說員) 

10:30-11:15 

14:30-15:15 
45min 點子發想 

環境 x 藝術 x 創意 

創作發想，點子集思，實際公共藝術經驗

案例分享/夏同頡(個人藝術家) 

11:20-12:05 

15:20-16:05 
45min 交流討論 

以互動型式進行，講師帶領各位共同討論

/藍靜義講師(內湖社區大學) 

1. 探討堤壁牆面美化靈感發想(注意設

計時遵守智慧財產權)。 

2. 思考未來空間願景定位、規劃設計構 

想等形塑要點(大面積設計時須注意

事項) 

3. 如何蒐集創意及發想稿面 

 發放 A4 紙(空白草稿用)，如有靈感

可先嘗試繪畫於紙面上。 

12:05-12:30 

16:05-16:30 
25min 

藝起動手畫 

(初階) 

以個別指導方式，進行簡易實務操作，初

次嘗試繪畫心中堤壁/夏同頡講師(個人藝

術家)、藍靜義講師(內湖社區大學) 

1. 初步簡易設計發想交流。 

2. 指導繪畫注意事項要點。 

備註：實際繳件作品專用四開圖畫紙，可

於結束後帶回家先行設計，但注意下堂課

需自行攜帶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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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課程大綱 

 ∎第一梯次時間 111/8/20 (六) 下午 13:30~16:30 

 ∎第二梯次時間 111/9/03(六) 上午 09:30~12:30  

日期 議程 內容 

09:30-09:40 

13:30-13:40 
10min 報到、簽到 

1. 作品專用四開圖畫紙領取 

2. 繪圖材料領取 

3. 退出席保證金 

09:40-09:55 

13:40-13:55 
15min 實作溝通 講師分組及提醒時間安排，輔導繪畫設計

形塑要點/夏同頡講師&藍靜義講師 

09:55-11:45 

13:55-15:45 

110 

min 

藝起動手畫 

(進階) 

以個別指導方式，進行進階實務操作，繪

畫心中堤壁/夏同頡講師&藍靜義講師 

1. 引導各位將上次草稿內容，畫入作品

專用四開圖畫紙上 

2. 二位講師分別個別指導繪畫內容及注

意事項 

備註:請自行安排時間上廁所及飲水 

11:45-12:25 

15:45-16:25 
40min 堤壁新面貌 個人發表繪畫成果及設計理念，每人約

1~2 分鐘，講師由自身專業給予反饋 

12:25-12:30 

16:25-16:30 
5min 總結 

1. 講師活動總結，並由現場工作人員將

創作作品回收。 

備註：如欲想將作品帶回家修正，請於期

限內繳交作品，才能如期進行評比。 

 8/13、8/20(第一梯次)報名者，最晚繳

交期限 8/27 前，送至內湖社區大學辦

公室。 

 8/27、9/3(第二梯次) 報名者，最晚繳

交期限 9/12 前，送至內湖社區大學辦

公室。 

2. 發放參與獎-精美禮品乙份 

1. 採個別指導，透過討論及互動，設計出心目中較嚮往之稿件。可運用網路圖

片、發想方式，激發對於內溝溪堤壁牆面的想像，呈現設計方案，但注意此

作品為公共藝術，須遵守智慧財產權之概念。 

2. 具電繪美工能力者，可採用電繪方式，請自備筆電參與活動。 

3. 工作坊將提供紙張、12 色廣告顏料及畫筆使用，如有個人習慣之繪圖工具，

請參與者自行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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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資料 

姓名 經歷 備註 

陳素霞 五份上溪圖資深解說員、內溝溪生態館解說隊長 
工作坊講師 

(外聘) 

藍靜義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康寧大學數位影視動畫科教

師、內湖社大繪畫講師 

工作坊講師 

(外聘) 

夏同頡 

哈蘇爾 3D 藝術彩繪藝術家、2017 九份國小黃金

階梯 3D 畫作、2016 巴喜告部落創作全台灣最大

的 3D 地景藝術大作《布農洪水神話之螃蟹與 巨

蛇戰爭》、2015 創作北投巴賽族女巫系列油畫創

作、2011 參與夏夜晚風超現實主意創作展覽獲得

冠軍達文西獎 

工作坊講師 

(外聘) 

陳金讚 
第 4 屆「臺北文化獎」得主、「社大十年」優良

講師、內湖文化史工作室 主持人 
文史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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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說內溝新藝采-徵件時間及票選活動 
 

一、 創作作品徵件時間 

1. 第一梯次(8/13、8/20)報名者，111.08.20(六)當日回收，最晚補繳期限

111.08.27(六)前，於內湖社大上班時間繳至社大辦公室。 

2. 第二梯次(8/27、9/3)報名者，111.09.03(六)當日回收，最晚補繳期限

111.09.12(一)前，於內湖社大上班時間繳至社大辦公室。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21:30，週六 09:00-16:00 

 繳交地點｜內湖路一段 520 號(捷運港墘站 2 號出口) 

二、 創作作品決選方式 

 專業評審評判(50%)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評審團評分作品。 

 民眾公開投票(50%) 投票期間 9/26(一)~10/15(六) 23:59 分結束，由大

眾評審進行投票 

1. 投票網址：將於 9/26(一)公告於臺北市政府水利處官網、內湖社 

          大臉書、官網開始進行投票。 

2. 公告結果：10/22(六)將綜合結果公布於臺北市政府水利處官網、  

          內湖社大臉書、官網，獲選者將個別通知。 

3. 作品將取前三名及佳作三名。 

4. 頒獎地點：臺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 

 專業評審團評分標準 

 主題內容(35%)：主題適切性與創作理念。 

 創意構圖(35%)：作品構思富有想像力、創造力。 

 繪畫技巧與色彩運用(30%)：整體美感(筆法、線條、色彩)呈現。 
 

三、 獎勵辦法：（可從缺） 

1. 取前三名，臺北市政府水利處獎狀乙幀、內湖社大學習抵用券 

 第一名：1 名，頒發獎狀乙幀、內湖社大學習抵用卷 3,000 元、 

        作品將優先製作於指定堤壁上。 

 第二名：1 名，頒發獎狀乙幀、內湖社大學習抵用卷 2,000 元 

 第三名：1 名，頒發獎狀乙幀、內湖社大學習抵用卷 1,000 元 

2. 取佳作三名，每名頒發獎狀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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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意事項： 

1. 得獎作品如有抄襲或經檢舉曾參加公開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

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不遞補，追繳及沒入已頒發之獎狀及學

習抵用券，並由參賽者自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 

2. 參賽作品作者須同意將作品之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主辦單

位，並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有改作、編輯、重製、公開

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散佈等方式使用參賽作品。 

3. 凡參與者視同接受本簡章規定，活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保留

此活動辦法之修改、變更、取消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內湖社區

大學官網公告，活動聯絡電話：02-87511587 陳凱銘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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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活動期程 

工作項目 時間 備註 

第一場次工作坊 

111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11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下午時段：13:30~16:30 

套裝課程二堂課，每

場次 25 人，每位民

眾限報名一梯次 

第一場次 

作品繳交期限 

111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週一至週五 10:00-21:30 

週六 09:00-16:00 

以郵寄或親送方式

至內湖路一段520號

(捷運港墘 2 號出口) 

第二場次工作坊 

111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111 年 9 月 03 日(星期六) 

上午時段：09:30~12:30 

套裝課程二堂課，每

場次 25 人，每位民

眾限報名一梯次 

第二場次 

作品繳交期限 

111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 

週一至週五 10:00-21:30 

週六 09:00-16:00 

以郵寄或親送方式

至內湖路一段520號

(捷運港墘 2 號出口) 

民眾公開投票 111 年 9月 26日(星期一)至 11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 23:59 分結束 

投票網址於臺北市

政府水利處官網、內

湖社大臉書、官網公

告進行投票 

專業評審評分 111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暫定 
於內湖社區大學校

區內辦理 

成績公布 11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 

將以電話通知得獎

者，並公布於臺北市

政府水利處官網、內 

湖社大臉書、官網 

頒獎典禮 10-12 月份辦理(日期未定) 
於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水利工程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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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實體設計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