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 111 年度校外專家暨良師典範支援資優教育方案
專家演示「良師引導-時下流行舞蹈的介紹與體驗」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111 年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
二、苗栗縣 111 年 5 月 2 日府教特字第 1110082190B 號函辦理。
貳、 目的：
一、提供資賦優異學生接受適性教育之機會。

二、發展資賦優異教育特色，提升資賦優異教育品質。
三、推廣資賦優異教育活動，激發資賦優異學生潛能。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頭份市僑善國民小學。
肆、 辦理時間：111 年 0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00 分至 4 時 00 分。
伍、 辦理地點：苗栗縣僑善國民小學四樓禮堂。
陸、 活動聯絡人：僑善國小總務處，電話：037－663137#16。
柒、 參加對象、人數及錄取標準：
一、經本縣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舞蹈資優學生。
二、本縣藝術才能舞蹈班學生及教師。
三、除舞蹈資優學生外，經本縣鑑輔會鑑定通過之各類資優學生及教師。
四、各校推薦曾獲相關競賽全縣前三名以上具有資優潛質之學生及教師。

五、依前述資格依序錄取。
六、倘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依序錄取後之所餘名額，由承辦單位依比例分配，
再由原報名學校擇優錄取。
七、若有剩餘名額，則開放對本活動有興趣之學生及教師。
八、錄取名額，預計 80 名。
捌、 實施辦法：
一、課程內容：詳細課程請參閱附件之課程表(如附件一)。
二、辦理方式：邀請本校畢業校友，回校將所學分享後進。將自身之學習及國外
進修經歷，以活潑生動方式介紹給學弟妹，並親自示範帶領參加
學員體驗最新之流行舞蹈資訊，增展學員對時下流行舞蹈之認知
與視野。
玖、 報名事宜：
一、報名日期：公告日起至 111 年 05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00 分截止。
二、 報名方式：
(一) 學生部分：由學生之就讀學校統一辦理學生報名，於報名期間填妥活動報
名表(如附件二)郵寄至僑善國小總務處文書組長收
(地址：351008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一路 395 號)。
(二) 教師部分：教師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上網報名，參與活動全程的教
師核發 3 小時研習證明。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4)
三、 公告錄取：承辦單位依錄取條件審查資格並於 111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將學生錄取名單公告於僑善國小網站之最新消息；教師則

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確認審查結果。
四、其他：
(一) 參加學生應透過就學之學校推薦後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並由家長負責活
動期間來往之接送。
(二) 因名額有限，錄取名額之分配，悉依本計畫規範辦理，無論錄取與否，均
無異議。
(三) 為有效維護報名之公平性。凡報名錄取者，除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活動
因故延期或取消，報名學生重大事故請假）
，不得放棄參加活動。若錄取後
發生放棄情事或無故未參加，將取消未來參加相關資優教育活動之權利，
請報名前審慎評估。
(四) 活動期間，參加學生一律遵守相關作息規定及安全守則，期間素行表現不
良者，一律通知就讀學校及家長，並取消未來參加相關資優教育活動之權
利。
五、注意事項：
(一) 參加活動學生請攜帶個人水壺水杯。
(二) 活動期間若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事件)，經行政院人事局公告苗栗縣停課，則
本活動停止。
壹拾、 經費來源：由縣府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壹、

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圓滿達成任務後依相關辦法辦理敘獎，以資鼓勵。

壹拾貳、

本計劃奉 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苗栗縣 111 年度校外專家暨良師典範支援資優教育方案
專家演示「良師引導-時下流行舞蹈之介紹與體驗」課程表
時間：111 年 05 月 18 日(星期三)
地點：僑善國民小學四樓禮堂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報到

12:50~13:00
開幕式

13:00~13:10

校長

1. 時下流行的分類
講師
13:10~14:30

2. 什麼是「K-POP 舞蹈」?
吳郁瑩老師
3. 討論「韓國 MV」與「性別」
4. 什麼是編舞者的「智慧財
產權」?

講師

14:30~16:00
5. 即興創作的重要性

吳郁瑩老師

6. 舞蹈體驗
16:00

賦歸

師資介紹
來賓
姓名

現職

經歷

˙簡介
Siren 小瑩 0915673371 Siren 小瑩於 16 歲開始從事舞蹈
教育工作，19 歲起任教於桃竹苗區舞蹈工作室，2008 年與親
姐姐 OneDay 老師成立自己的舞蹈工作室(PDC) PUNCH DANCE
STUDIO，20 年以上的教學經驗。
科班出生從小學習芭蕾、民俗、現代、古典舞，13 歲後開
始學習街舞、拉丁、佛拉明哥與瑜珈，參加大小型舞蹈活動，
2005 年考取 A-PIC 美國體適能有氧協會國際教練證照 ; 教學

1. 駐唱歌手
創作歌手
吳郁瑩

2. 主持
3. 舞蹈老師
舞蹈編排

內容融合多種舞蹈風格，由於本身是樂團主唱、創作歌手 ，編
舞喜歡挑戰不同曲風，勇於嘗試節奏變化，無論如何跳舞永遠
是她的信仰，本身也是全職表演者（專職中英文主持，職業歌
手 ）曾於飯店駐唱，自 2008 年起於美國、法國、紐西蘭、中
國、新加坡、台灣各地參與過無數的表演活動。2016 年移居美
國紐約，於美國和台灣兩地教學舞蹈與 fitness 有氧雕塑，2017
年返台持續推廣舞蹈教育。
海外進修經歷：2014-2019 年年定期赴美國紐約進修舞蹈，
師於超過五十位世界頂尖舞者包含（麥可傑克森、珍妮傑克森
、碧昂絲、粉紅佳人、夏奇拉、珍妮佛洛佩茲、雷哈娜、尙保
羅、瑪莉亞凱莉、 Jay-Z、菲姬、瑪麗布萊姬、夏奇拉、肯伊
溫斯特、妮莉費塔朵、席亞拉、MTV 頒獎典禮&歐普拉秀等巨星
之專屬舞者與編舞老師逐年參加美國多個紐約街舞舞蹈節以及
香港舞蹈節 workshops…,etc )
˙教學經歷：
➤舞蹈工作室：美國紐約 Dreamer Studio/美國紐約 Love Art Studio/
紐西蘭 City Dance Studio/新竹 MIX
➤公司行號：2004 - 2020 台積電/華碩/華邦/群創/群聯/昱晶/中光
電/第一銀行/三軍總醫院/富邦……等 知名大廠指定舞蹈
老師，業界口碑保證。
➤教育單位：中崙高中/苗中教師/中華大學熱舞/竹北熱舞/竹南爵舞/
建台熱舞/苗商熱舞/苗栗農工/大成熱舞/世界高職熱舞/
忠信熱舞/大同熱舞/新竹婦女社大/民富舞蹈班/僑善舞蹈
班 /建功舞蹈班…等
♫ 業界少數赴美進修的女歌手♫
♩ 2015 美國紐約爵士學院短期進修
♩ 2015 美國 Berklee 音樂學院短期進修

♩ 2014 芝加哥爵士學院短期進修
♩ 2014 美國 Berklee 音樂學院短期進修
♩ 2014 Musician Institute (M.I)好萊屋音樂學院短期進修
♩ 2014 美國紐約市 Baruch 大學語言進修
♩ 2016 就讀美國 CUNY 紐約市立大學
重要經歷：
2018 i SiNG world Paris 巴黎歌手奧運總決賽 台灣代表選手 晉升世界
十五強
2018 L.A voice 世界好聲音 晉升全美 20 強
2017 紐約市美國中文電視美國中文網 美國大學聲全美巓峰之戰 亞軍
2017 紐約市美國中文電視美國中文網 美國大學聲美東爭霸賽 冠軍
2016 紐約市曼哈頓 Highline Ball Room Under Stage Festival 開場演
出舞者
2015 客家委員會 築夢靑年遴選藝術家赴紐約進修流行歌唱
2012 綜藝教父王偉忠監製、全民大悶鍋謝念祖編導之全民大劇團之節
目”寶島電視史”&”寶島綜藝秀” 舞台劇 開場歌手（演出為期一
年） 媒體採訪：
2017 紐約市美國中文電視英文部”Cheers 留學生” 節目 一小時專訪
於紐約市時報廣場
2009 壹週刊亞運特刊 緯來亞運十四妹 體操項目代言 紐西蘭華人之聲
廣播電台專訪
2008 廈門晚報頭版報導、中國台灣網、中國廣播網、你好台灣網 採訪報
導
證照：
2005 AFAA 美國體適能有氧協會 國際基本有氧教練證照
公益合作：
2014-2016 身心障礙者技藝培訓活動 歌唱班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