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理念

教學設計表

主題課程架構

主題名稱

核心概念

總綱核心素養

單元名稱

教學對象

學習領域或
融入議題

領綱核心
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Rebirth重生--皮影
演義 傳承復興

六年級：已有參觀展
覽的導賞學習經驗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
題：認識家鄉文化的
豐富並維護傳統文化
價值

藝--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關聯，豐富美感
經驗。 藝--透過藝
術實踐，學習團隊合
作能力。 綜--樂於
與人互動達成團體目
標。

藝--能感知、探索與
表現表演藝術的元
素、技巧。 綜--持

Explore探索--藝域
尋寶 版畫復興

六年級：已有對家鄉
文化認知的概念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
題：認識家鄉文化的
豐富並維護傳統文化
價值

藝--感知藝術與生
活，豐富美感經驗。
社--敏覺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及其
影響。 綜--尊重與
欣賞自我文化。

藝--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社--解析特定

5印記--影像紀藝 文
化復興

六年級：具備文藝復
興三巨匠背景知識。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
題：認識東西方文化
的特色與豐富性

藝--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關聯，豐富美感
經驗。 藝--識讀科
技資訊與媒體和藝術
關係。 科--具科技
與人互動及合作能力
與態度

藝--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資--使用資訊

6璀璨--東西創藝 文
創復興

六年級：認識西方宗
教和東方信仰。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
題：認識西方宗教和
東方信仰的不同特
色。

藝--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關聯，豐富美感
經驗。 社--欣賞多
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數--具備藝術作品的
數學形體的素養。

藝--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社--理解不同

本課程方案主要結合廣達文教基金會「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計畫展覽資源，透過主題展覽為課程
主軸，發展跨領域美感教材為媒介，從歐洲義大利文藝復興，重返黃金年代，認識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搭建
學校單位與發展協會社區營造合作計畫，形成策略聯盟，創造在地居民共同參與藝文行動；從校園走進社區，
尋寶家鄉在地的老街、老廟的百年風華和走標文化的故事；探究東西方不同文化的經驗和感受，活化學科教
學、融會藝術知能、啟發學生思辨、拓展設計學習經驗，並透過參與美感服務活動，省思服務學習意義，體會
文化與生活關係，進而認同與肯定傳統文化的價值，促進藝術參與之美感經驗和社會服務的行動力，建構新世
代的『美力新復興』。 ￭RE 568 --新世代的『文藝復興』主題名稱核心概念說明如下： 「R」ebirth--重
生：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透過學習皮影戲，編寫老街、老廟、走標故事的劇本，學生與社區居民大手牽
小手，攜手合作戲說傳奇故事的展演活動，活化在地精神與傳承復興。 「E」xplore--探索：從文藝復興城邦
故事，到探索在地人文地產景特色，學習「版」印四張犁明信片，創作彩「畫」四張犁風情畫，在藝域尋寶
中，應用版畫創作復興四張犁。 「568」：是指仁美國小地址568號，也是代表文藝復興的印記、璀璨和足
跡。 「5」世紀前的印記-距今500年前文藝復興的結束：從文藝復興三巨匠，認識跨越時代的經典；從在地社
造三達人，認識復興文化的推手，學習記錄訪談、影像拍攝和剪輯，應用影像紀藝復興文化。 「6」世紀前的
璀璨-距今600年前文藝復興鼎盛時期：從聖經故事理解宗教繪畫、教堂建築和宗教雕塑；從神仙故事理解廟宇
圖像、廟宇建築和雕刻，合作設計在地文化色彩和圖像的藝術創作，應用東西創藝復興文創。 「8」世紀前的
足跡-距今800年前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認識文藝復興的美感元素和形式，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表現『新世
代』的『新復興』亮點。 以 「學生為主體」的角度思考：「人與人相處，過去與現在有什麼不同？」 從歐
洲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如何看身處在地百年的文化與歷史？在過去科技不發達的年代，究竟有什麼傳統而美好
的價值，值得我們珍惜收藏或創新傳承呢？仁美國小105年自發性參與社造合作計畫已經第四年，今年度以
『文藝復興』為主軸，從校園到社區，目的在啟動老四張犁的文藝復興，一起關注地方公共事務，共同復興四
張犁昔日的風華與驕傲！

RE 568 --新世代的『文藝復興』

1.以新世代『文藝復興』的美感做為藝術領域的主軸，連結各領域學習重點，透過美感元素、藝術媒介、藝術
資源、跨域文化、多元詮釋，與表現、鑑賞、實踐等，引發學生探索動機、藝術素養並增進教學內涵。 2.透
過參與美感服務活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認同與肯定自己文化，並促進藝術參與
之美感經驗和社會服務的行動力。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
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具備理解他 人感受，樂於與 人互動，並
與團 隊成員合作之素 養。 E-C3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認知/情意/

技能

授課時間

主要教學
活動

創意教學
策略

多元評量－
方式

多元評量－
內容

設計理念

續參與文化活動，省
思服務學習的意義，
展現感恩、利他的情
懷。

藝---規劃表演團隊
職掌、表演內容、時
程與空間。 社—理
解社區的文化背景和
傳統文化價值 綜---
學習團隊運作的問題
與解決

認知：理解文藝復興
的時代精神和社區文
化。 情意：樂於參
與展演活動與適切表
現， 技能：分配任
務協同合作並達成共
同目標。

16節：含校內彩排和
展演活動

1.導入活動：重返黃
金年代，認識文藝復
興 2.開展活動： ￭
探究在地歷史文化故
事 ￭理解皮影戲起源
與發展 ￭劇本導讀、
口白和操偶演練 3.
綜合活動：藝演皮影
戲說傳奇 ￭分配任
務、合作展演。

1.應用融入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2.應用融入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
教學。

1.實作評量： 2.高
層次紙筆學習單測驗

1.實作評量：任務分
組，評量展演表現。
2.高層次紙筆測驗：
學習單評量自我及同
儕

人物、族群與事件的
意義。 綜--體會文
化與生活，認同家鄉
文化。

藝--多元的媒材技法
與創作表現類型。
社--探究在地的文化
特色，形塑臺灣多元
的文化內涵。 綜--
不同文化中的經驗和
感受。

認知：探究東西方不
同的文化特色。 情
意：參與文史踏查和
在地實踐走讀。 技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8節：版印明信片＋
設計繪製風情畫

1.導入活動：跨域文
化認知，文藝復興城
邦故事 2.開展活
動： ￭四張犁尋寶
趣：認識在地人文地
產景特色。 3.綜合
活動：「版印」明信
片「彩畫」風情畫。
￭印製「版印四張
犁」。 ￭繪製「四張
犁風情畫」。

1.應用融入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2.以兼具能力、態度
與行為，從實作學習
中，重視學習歷程與
結果

1.態度評量 2.實作
評量

1.態度評量：從活動
中，評量態度與行
為。 2.實作評量：
從實作中，評量學習
成果。

科技合作產出想法與
作品。 生--體會實
作樂趣，養成正向科
技態度。

藝--運用多元的媒材
技法與創作表現類
型。 資--影音編輯
軟體的操作與應用。
生--拍攝紀實影像、
剪輯紀錄片。

認知：具文藝復興三
巨匠背景知識。 情
意：參與拍攝影像紀
實的科技態度。 技
能：記錄訪談、拍攝
影像、剪輯紀錄片。

8節：記錄訪談＋拍
攝影像＋剪輯紀錄片

1.導入活動：學習文
藝復興三巨匠，跨越
時代的經典。 2.開
展活動：認識在地社
造三達人，復興文化
的推手。 3.綜合活
動： ￭討論與規劃紀
錄片大綱內容和腳本
故事。 ￭訪談記錄、
拍攝影像、剪輯紀錄
片。

1.應用融入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
學。 2.從舊經驗引
導新學習。 3.應用
資訊科技媒材的紀錄
視野，產出想法與作
品。

1.態度評量 2.實作
評量

1.態度評量：評量合
作態度與行為。 2.
實作評量：評量合作
學習成果。

文化的特色，欣賞尊
重文化多樣性。 數-
-理解比例的關係和
計算。

藝--運用多元的媒材
技法與創作表現。
社--比較東西方不同
族群的文化差異。
數--學習比與比值的
意義和實作應用。

認知：從聖經故事理
解宗教繪畫、教堂建
築和宗教雕塑。 情
意：參與創意發想、
合作設計的認真態
度。 技能：合作完
成大型藝術創作

8節：合作完成大型
藝術創作。

1.複習比與比值 2.
認識黃金比例 3.黃
金比例的應用 4.認
識Q版比例 5.決定比
例合作藝術創作

1.應用融入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
學 2.黃金比例的運
用在藝術創作。

1.口語評量 2.實作
評量

1.口語評量：評量口
語表達東西方的差
異。 2.實作評量：
評量合作學習成果。

本課程方案主要結合廣達文教基金會「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計畫展覽資源，透過主題展覽為課程
主軸，發展跨領域美感教材為媒介，從歐洲義大利文藝復興，重返黃金年代，認識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搭建
學校單位與發展協會社區營造合作計畫，形成策略聯盟，創造在地居民共同參與藝文行動；從校園走進社區，
尋寶家鄉在地的老街、老廟的百年風華和走標文化的故事；探究東西方不同文化的經驗和感受，活化學科教
學、融會藝術知能、啟發學生思辨、拓展設計學習經驗，並透過參與美感服務活動，省思服務學習意義，體會
文化與生活關係，進而認同與肯定傳統文化的價值，促進藝術參與之美感經驗和社會服務的行動力，建構新世
代的『美力新復興』。 ￭RE 568 --新世代的『文藝復興』主題名稱核心概念說明如下： 「R」ebirth--重
生：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透過學習皮影戲，編寫老街、老廟、走標故事的劇本，學生與社區居民大手牽
小手，攜手合作戲說傳奇故事的展演活動，活化在地精神與傳承復興。 「E」xplore--探索：從文藝復興城邦
故事，到探索在地人文地產景特色，學習「版」印四張犁明信片，創作彩「畫」四張犁風情畫，在藝域尋寶



教學設計表

主題課程架構

主題名稱

核心概念

總綱核心素養

單元名稱

教學對象

學習領域或
融入議題

領綱核心
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8足跡--多才多藝 美
力復興

二~六年級：文藝復
興主題創作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
題：從主題創作中學
習尊重並欣賞多元文
化的特色。

藝--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關聯，豐富美感
經驗。

藝--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藝--運用多元的媒材
技法與創作表現。

中，應用版畫創作復興四張犁。 「568」：是指仁美國小地址568號，也是代表文藝復興的印記、璀璨和足
跡。 「5」世紀前的印記-距今500年前文藝復興的結束：從文藝復興三巨匠，認識跨越時代的經典；從在地社
造三達人，認識復興文化的推手，學習記錄訪談、影像拍攝和剪輯，應用影像紀藝復興文化。 「6」世紀前的
璀璨-距今600年前文藝復興鼎盛時期：從聖經故事理解宗教繪畫、教堂建築和宗教雕塑；從神仙故事理解廟宇
圖像、廟宇建築和雕刻，合作設計在地文化色彩和圖像的藝術創作，應用東西創藝復興文創。 「8」世紀前的
足跡-距今800年前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認識文藝復興的美感元素和形式，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表現『新世
代』的『新復興』亮點。 以 「學生為主體」的角度思考：「人與人相處，過去與現在有什麼不同？」 從歐
洲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如何看身處在地百年的文化與歷史？在過去科技不發達的年代，究竟有什麼傳統而美好
的價值，值得我們珍惜收藏或創新傳承呢？仁美國小105年自發性參與社造合作計畫已經第四年，今年度以
『文藝復興』為主軸，從校園到社區，目的在啟動老四張犁的文藝復興，一起關注地方公共事務，共同復興四
張犁昔日的風華與驕傲！

RE 568 --新世代的『文藝復興』

1.以新世代『文藝復興』的美感做為藝術領域的主軸，連結各領域學習重點，透過美感元素、藝術媒介、藝術
資源、跨域文化、多元詮釋，與表現、鑑賞、實踐等，引發學生探索動機、藝術素養並增進教學內涵。 2.透
過參與美感服務活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認同與肯定自己文化，並促進藝術參與
之美感經驗和社會服務的行動力。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
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具備理解他 人感受，樂於與 人互動，並
與團 隊成員合作之素 養。 E-C3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第一次嘗試設計數學與藝術的跨領域課程，卻意外的發現兩個領域的合拍。因為「比與比值」單元剛好是六年
級上學期的課程，所以做了延伸的教學。從「班級人數比」導入，再次體驗比與比值的意義與其在生活中的價
值；進而帶入黃金比例0.618，「萬物密碼」這部影片有點像洗腦影片，從藝術創作、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營造出了0.618的神祕感，也成功引起學習興趣，善用資源是這次課程設計的最大收穫之一，老師不用萬能，
只要能找到資源就好；因為藝術創作需要實作，所以也嘗試了讓學生實際繪製黃金比例線段、黃金矩形的黃金
分割、黃金螺旋線和黃金圈。過去數學教學總以為上課、練習、考試，學生就學會了數學，這次教學最大的收
穫之二，是發現實作之後，「學生會」跟我們「以為學生會」有很大的差距：小數計算錯誤會導致黃金比例不
黃金，而教室裡會看見不斷重複計算、重新畫線，直到看起來變得順眼，「三位小數的乘法」、「數字與數線
表徵的轉換」，竟沒有人放棄或想抄別人的答案，突然有點莫名的感動，還有人發現了用「估算」來驗證-要
比0.5再多大約五分之一，會接近正確比例。之後嘗試了直接「測量」人體，一個學生模特兒以0.5公分的差
距，接近了黃金比例，讓我們驚呼連連，原來黃金比例真的存在。學生也不懂「順時鐘」，切割的邏輯錯誤導
致黃金螺旋畫不出來，第一次知道班上的孩子原來會主動詢問同學，得到學習，特別是在第三次切割的時候，
許多學生發現切割的正方形與剩下的矩形相似，但老師的卻很明顯是正方形和黃金矩形，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
重新測量、重新切割，在反覆操作的歷程中，竟有學生發現：「應該是因為老師剛開始的矩形設計長度比我們
的設定長，所以切割出來的矩形更明顯」，科學的探究歷程「觀察、假設、驗證」在短短的時光裡，被主動拿
出來運用了。接下來的黃金螺旋更是大挑戰，因為要「用圓規」，用了三年圓規的小六學生，卻不知道如何畫
出四分之一弧長，老師只幫助了一位學生裝筆、張開半徑、對準圓心，全班學生都學會了用圓規，有人偷偷觀
察別人怎麼用，有人從錯誤中學習，教室裡此起彼落的「喔!」頓時成了美妙的音律，本來只想教「黃金比例
在藝術上的運用」，結果一個不小心，學生統整了數學領域主題間的學習，從「數」-小數乘法與估算、
「量」-測量與順時鐘、「幾何」-矩形邊長與圓的弧長、和「關聯」-數與數線表徵的轉換，還加碼了科學探
究歷程的跨領域統整學習。這次的經驗，可以確認當認知領域搭配實作領域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學習成效更能
完整呈現，學習遷移也更有可能發生，正好了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跨領域探究課程，果然是「璀璨」篇的單
元設計，學生的學習表現確實光彩奪目。

學習目標
認知/情意/

技能

授課時間

主要教學
活動

創意教學
策略

多元評量－
方式

多元評量－
內容

認知：理解文藝復興
的美感元素和美感形
式。 情意：參與創
意發想和扮演體驗的
態度。 技能：完成
扮演體驗與藝術創
作。

8節：扮演體驗與藝
術創作。

1.導入活動：文藝復
興的美感元素和形
式。 2.開展活動：
￭與世界名畫開玩笑-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
想 *蒙娜麗莎的微笑
*最後的晚餐 *母與
子 3.綜合活動：分
析鑑賞具美感元素和
形式作品

1.體驗學習法 2.設
計學習法

1.展演實作 2.實作
評量

1.展演實作：評量扮
演體驗的表現。 2.
實作評量：評量具美
感元素和形式的作
品。



參考資料連結

(課程照片、

投影片、影片

請以雲端空間

為主，設為公

開連結貼入欄

內)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F77tt_hpbvzudGHmmDkUejODVhWMImZ?usp=sharing

教學單元 一、Rebirth重生—皮影演義 傳承復興

設計理念

【發展起源】四張犁，是臺灣臺中市北屯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四張犁自雍正年間，由潮州人張達京率六館
業戶取得開墾權後，而潮州人的農閒娛樂就是-「皮影戲」，自此開啟了二百年的繁榮興盛，是早期台中最發
達的地區之一。乾隆中末期，因為位居豐原、彰化兩大城間的交通要道上，商業順勢興起；至日本時代初期，
更成為熱鬧的街肆，米店、布莊、打鐵店等商家林立；直到日本時代末期，官道興建，三十張犁(現今北屯區)
崛起，四張犁就徹底沒落了。 【歷史對應】義大利在歷經了近千年的黑暗時代，終於破繭而出，從藝術、文
學、科學，演繹出偉大創新的黃金年代；而仁美國小開始於2005年成立，剛好距離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一甲
子；四張犁在經過了一甲子的沉潛沒落，終於破土重現，從歷史、文化、藝術，開展昔日的風華時代。 【傳
承復興】「RE568」從字面上的意義：「Rebirth」是重生、「Explore」是探索，「568」是仁美國小的門址。
象徵以仁美國小為起點，從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到編寫四張犁老街、老廟、走標故事的劇本演譯，開啟
學生與社區居民大手牽小手，廟宇說書人說故事，攜手合作戲說皮影演義的展演活動，活化重生與傳承復興在
地精神。

教材來源 廣達文教基金會展品＋文史工作者教材 社區通各社區網站-台中市四張犁文化協會-文化部 國家圖書館-學術
知識服務網

統整領域 藝文領域+社會領域+綜合領域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教學節數 12

領綱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
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綜-E-C2理
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1-Ⅲ-4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藝-3-Ⅲ-4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
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社-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綜-2b-Ⅲ-1參與各項活
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表E-Ⅲ-1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 表E-Ⅲ-3動作素材、視覺圖像和聲音效果等整合呈現。 表P-Ⅲ-4議題
融入表演、故事劇場、舞蹈劇場、社區劇場、兒童劇場。 社-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
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綜- 2b-Ⅲ-3-學習團隊合作的技巧。

學習目標 【認知】：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社區文化背景。 【情意】：參與文史踏查和在地實踐走讀的學習態
度。 【技能】：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等協同整合呈現。

教學資源 文藝復興展品、影子傳奇劇團師資、文史工作者、自編教學簡報

學生所需教具 製作皮影戲偶、道具和背景片等實作工具材料。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

二 探究在地歷史文化故事

三 在地實踐，走讀四張犁

四 認識皮影戲起源與發展及特色

五 劇本導讀、口白和操偶演練

六 故事口白練習和操偶技巧演練

七 音樂和燈光場景演練



八 分配任務、合作展演

九 分配任務、合作展演

十 分配任務、合作展演

11 校園場服務義演

12 社區場服務義演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重返黃金年代】：認識文
藝復興的時代精神 【在地實
踐，走讀四張犁】：探究四
張犁的發展和歷史文化背景
【神仙廟宇說故事】：廟宇
除了是宗教信仰中心之外，
亦有勸人向善教化世人的作
用，廟宇裡精緻的雕樑畫棟
典藏著文化精髓，屬於在地
的精彩故事深藏其中。 1.市
定古蹟「文昌廟」：是四張
犁人文薈萃的證明，更有書
院的功能，肩負培育地方學
子，提倡文風進取功名的責
任。 2.地方信仰中心（公
廟）「三官堂」：扮演整合
地方發展與社區資源提供
者。 3.「開漳聖王廟」的興
衰傳奇：開漳聖王的起源和
興衰，有著令人惋惜的故
事，然而聖王公始終堅守崗
位扮演稱四張犁守護神。
「走」進廟宇聽故事：辦理
文史專家學者導覽走讀四張
犁廟宇古蹟。 「讀」懂各廟
顯神通：走讀四張犁廟宇古
蹟，認識各廟宇的文化資
產。 「聞」到古蹟老廟香火
味：透過感官的體驗，感受
虔誠信仰的香火味。

文藝復興教學簡報 四張犁的
前世今生教學簡報

高層次紙筆測驗：評量自己
及同儕的學習回饋單。 【評
量規準】： A等級-優秀：能
知道社區歷史背景和區分廟
宇古蹟的特色。 B等級-良
好：能知道社區歷史背景和
廟宇古蹟的名稱。 C等級-通
過：能知道社區廟宇古蹟的
名稱。 D等級-補強：能知道
四張犁名稱的由來。 E等級-
重做：未達D等級的理解。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9節

【皮影演義戲傳奇】 1.
「讀」走標繪本故事：導賞
繪本插畫家＜阿樂走標＞的
故事。 2.「做」自己的皮影
戲偶：實際體驗製作皮影偶
樂趣，傳承和推廣技藝文
化。 3.「學」皮影戲操演體
驗：操偶技巧演練 4.「演」
皮影戲登場演出：分配任
務、合作展演，規劃演出場
地參與皮影戲演出和推廣活
動。

＜阿樂走標＞繪本、演出劇
本、皮影戲偶、布幕戲台、
音響設備

1.實作評量：任務分組，評
量展演表現。 2.高層次紙筆
測驗：評量自己及同儕的學
習回饋單。 【評量規準】：
A等級-優秀：能盡心完成分
配的任務和合作展演。 B等
級-良好：能參與分配的任務
和合作展演。 C等級-通過：
能完成分配自己的任務。 E
等級-重做：未達D等級。

學習單



【服務學習課程回饋單】 一、推薦服務典範人物 今
天和我們同行參與的每一位服務者，不論是同學或老
師還是長輩，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請將這些志
願服務者與服務行動成功配對(填入姓名和代號，可
複選)，並請你推薦其中一位「最佳服務典範人
物」，寫下你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哪些服務精神的典
範？ 二、分享校內外服務學習體驗 除了學習將失傳
的戲偶繪製組裝和操偶技巧，將走標的故事用戲劇呈
現，在課程中體驗傳統的戲劇特色外，你獲得了什麼
呢?請跟大家分享你的服務學習經驗。

【服務學習課程回饋單】 一、推薦服務典範人物 今
天和我們同行參與的每一位服務者，不論是同學或老
師還是長輩，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請將這些志
願服務者與服務行動成功配對(填入姓名和代號，可
複選)，並請你推薦其中一位「最佳服務典範人
物」，寫下你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哪些服務精神的典
範？ 二、分享校內外服務學習體驗 除了學習將失傳
的戲偶繪製組裝和操偶技巧，將走標的故事用戲劇呈
現，在課程中體驗傳統的戲劇特色外，你獲得了什麼
呢?請跟大家分享你的服務學習經驗。

教學歷程

四張犁文昌廟 日治時期台中州大屯郡寺廟臺帳記
載，嘉慶3年（1798）四張犂地區提倡當地文風而設
立「文蔚社」；嘉慶5年（1800）當地儒者黃正中、
林宗衡等人設立「文炳社」，教授漢學之「學會」組
織。道光5年（1825）奉旨倡建文昌祠，二社社員成
立「文昌會」，奉祀文昌帝君。同治2年（1863）開
始建廟，同治10年（1871）竣工。

四張犁三官堂 四張犁三官堂位於台中市北屯區昌平
路二段，是四張犁住民之信仰中心。先民感念天、
地、水三官神祐，福澤廣被，遂於道光十五年 (西元
1835年)由地方士紳江文蘭等捐資籌建而為廟。



四張犁文化協會於2005年成立後即致力於社區資源調
查，在調查中發現70幾年前的四張犁地區在端午節這
天也有屬於自己的民俗活動〜走標比賽；為復興這項
傳統民俗，於2010年推動臺中市社區文化深耕計畫中
辦理第一次的端陽文化節走標比賽的活動，至2018年
已經舉辦九年了，這一項走標比賽現在成為地方居民
熱切期待的藝文節慶活動。

「四張犁文昌廟」是四張犁人文薈萃的證明--「聞」
到古蹟老廟香火味：透過感官的體驗，感受虔誠信仰
的香火味。

「四張犁文昌廟」是四張犁人文薈萃的證明--「聞」
到古蹟老廟香火味：透過感官的體驗，感受虔誠信仰
的香火味。

多座超過百年的土地公廟，其中〝合福祠〞更與清末
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多座超過百年的土地公廟，其中〝合福祠〞更與清末
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劇本導讀、口白和操偶演練



故事口白練習和操偶技巧演練 故事口白練習和操偶技巧演練

教學成果

活動名稱：【神仙廟宇說故事 皮影演藝戲傳奇】 實
施日期/時間：108年11月29日(五）11：10-12：00
實施地點：仁美國小校園場演出 觀賞人數：130人
(二年級四個班級含師生）

活動名稱：【神仙廟宇說故事 皮影演藝戲傳奇】 實
施日期/時間：108年11月29日(五）16：00-17：00
實施地點：社區市集場演出 觀賞人數：200人(社區
親子＋學生家長＋市集攤販）

活動名稱：【神仙廟宇說故事 皮影演藝戲傳奇】 實
施日期/時間：108年11月29日(五）16：00-17：00
實施地點：社區市集場演出 觀賞人數：200人(社區
親子＋學生家長＋市集攤販）

活動名稱：【神仙廟宇說故事 皮影演藝戲傳奇】 實
施日期/時間：108年11月29日(五）19：00-20：00
實施地點：社區星光場演出 觀賞人數：300人(社區
親子和民眾＋社區發展協會＋學生家長）

補充資料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第一次嘗試設計數學與藝術的跨領域課程，卻意外的發現兩個領域的合拍。因為「比與比值」單元剛好是六年
級上學期的課程，所以做了延伸的教學。從「班級人數比」導入，再次體驗比與比值的意義與其在生活中的價
值；進而帶入黃金比例0.618，「萬物密碼」這部影片有點像洗腦影片，從藝術創作、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營造出了0.618的神祕感，也成功引起學習興趣，善用資源是這次課程設計的最大收穫之一，老師不用萬能，
只要能找到資源就好；因為藝術創作需要實作，所以也嘗試了讓學生實際繪製黃金比例線段、黃金矩形的黃金
分割、黃金螺旋線和黃金圈。過去數學教學總以為上課、練習、考試，學生就學會了數學，這次教學最大的收
穫之二，是發現實作之後，「學生會」跟我們「以為學生會」有很大的差距：小數計算錯誤會導致黃金比例不
黃金，而教室裡會看見不斷重複計算、重新畫線，直到看起來變得順眼，「三位小數的乘法」、「數字與數線
表徵的轉換」，竟沒有人放棄或想抄別人的答案，突然有點莫名的感動，還有人發現了用「估算」來驗證-要
比0.5再多大約五分之一，會接近正確比例。之後嘗試了直接「測量」人體，一個學生模特兒以0.5公分的差
距，接近了黃金比例，讓我們驚呼連連，原來黃金比例真的存在。學生也不懂「順時鐘」，切割的邏輯錯誤導
致黃金螺旋畫不出來，第一次知道班上的孩子原來會主動詢問同學，得到學習，特別是在第三次切割的時候，



許多學生發現切割的正方形與剩下的矩形相似，但老師的卻很明顯是正方形和黃金矩形，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
重新測量、重新切割，在反覆操作的歷程中，竟有學生發現：「應該是因為老師剛開始的矩形設計長度比我們
的設定長，所以切割出來的矩形更明顯」，科學的探究歷程「觀察、假設、驗證」在短短的時光裡，被主動拿
出來運用了。接下來的黃金螺旋更是大挑戰，因為要「用圓規」，用了三年圓規的小六學生，卻不知道如何畫
出四分之一弧長，老師只幫助了一位學生裝筆、張開半徑、對準圓心，全班學生都學會了用圓規，有人偷偷觀
察別人怎麼用，有人從錯誤中學習，教室裡此起彼落的「喔!」頓時成了美妙的音律，本來只想教「黃金比例
在藝術上的運用」，結果一個不小心，學生統整了數學領域主題間的學習，從「數」-小數乘法與估算、
「量」-測量與順時鐘、「幾何」-矩形邊長與圓的弧長、和「關聯」-數與數線表徵的轉換，還加碼了科學探
究歷程的跨領域統整學習。這次的經驗，可以確認當認知領域搭配實作領域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學習成效更能
完整呈現，學習遷移也更有可能發生，正好了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跨領域探究課程，果然是「璀璨」篇的單
元設計，學生的學習表現確實光彩奪目。

參考資料連結

(課程照片、

投影片、影片

請以雲端空間

為主，設為公

開連結貼入欄

內)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F77tt_hpbvzudGHmmDkUejODVhWMImZ?usp=sharing

教學單元 二、Explore探索—藝域尋寶 版畫復興

設計理念

【課程主軸】本方案結合廣達文教基金會「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計畫，以主題展覽為課程主軸，發
展跨領域美感教材，整合學校與社區資源，研發四張犁在地的藝文課程。 【發展起源】四張犁，是臺灣臺中
市北屯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四張犁自雍正年間，由潮州人張達京率六館業戶取得開墾權後，而潮州人的農
閒娛樂就是-「皮影戲」，自此開啟了二百年的繁榮興盛，是早期台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乾隆中末期，因為
位居豐原、彰化兩大城間的交通要道上，商業順勢興起；至日本時代初期，更成為熱鬧的街肆，米店、布莊、
打鐵店等商家林立；直到日本時代末期，官道興建，三十張犁(現今北屯區)崛起，四張犁就徹底沒落了。
【歷史對應】義大利在歷經了近千年的黑暗時代，終於破繭而出，從藝術、文學、科學，演繹出偉大創新的黃
金年代；日本時代末期，沒落的不只四張犁，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灣的藝術發展環繞在「皇民化運動」
的思潮裡，美術的表現普遍運用作戰武器、日本帝國旗幟，戰爭隱喻圖像等各種視覺符號，「明信片」是其中
重要的作品，可做為宣傳聖戰意識，也可做為對外聯繫募款的工具(姚村雄，2001)。 【版畫復興】「RE568」
從字面上的意義：「Rebirth」是重生、「Explore」是探索，「568」是仁美國小的門址。象徵以仁美國小為
起點，從理解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E」xplore是學習方法與表現形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雕刻
及建築的表現形式，開始脫離被宗教所框架的思想，如今，四張犁也努力跳脫出威權時代的框架，從文藝復興
的城邦，來探索在地人文特色，學習「版」印四張犁明信片，創作「彩」畫四張犁風情畫，賦予「明信片」復
興的新價值。

教材來源 廣達文教基金會展品＋文史工作者教材 社區通各社區網站-台中市四張犁文化協會-文化部 國家圖書館-學術
知識服務網

統整領域 藝文領域+社會領域

適用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4

領綱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1-Ⅲ-3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藝-3-Ⅲ-4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
明其中的美感。 社-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E-Ⅲ-2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社-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
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認知】：認識文藝復興和百年老廟的繪畫、雕塑和建築。 【情意】：啟發東西方不同的審美經驗與創造
力。 【技能】：學習「版」印四張犁明信片，創作「彩」畫四張犁風情畫。

教學資源 文藝復興展品、文史工作者、文昌廟之美教學簡報

學生所需教具 水彩用具、版畫、木質片、明信片等實作材料。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認識文藝復興的繪畫、雕塑和建築。

二 探究百年老廟的繪畫、雕塑和建築特色。



三 觀察文昌廟和三官堂的建築特色，學習「版」印四張犁明信片。

四 發想在地人文地產景特色，設計「彩」畫四張犁風情畫。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4節

【重返文藝復興】： 1.繪
畫：15世紀義大利壁畫主要
的繪畫形式是濕壁畫，這個
時期也是油畫發明直至取代
膠彩畫的時期。由於美蒂奇
家族的贊助，佛羅倫斯畫派
成為這個世紀最鼎盛的畫
派。這個畫派早期的代表人
物是馬薩喬，他也是15世紀
初期最著名的畫家。 2.雕
刻：洛倫佐•吉貝爾蒂是15
上半葉最重要的雕刻家。主
要作品是佛羅倫斯洗禮堂的
銅門，另一個著名的雕刻家
是多那太羅，文藝復興初期
寫實主義與復興雕刻的奠基
者，對當時及後期文藝復興
藝術發展具有深遠影響。進
入16世紀，三傑之一米開朗
基羅不僅在繪畫上還在雕刻
顯現出自己的才華。 2.建
築：文藝復興運動興起，義
大利的建築師開始吸收古代
建築的特色，諸如柱式、浮
雕等。布拉特曼設計了格拉
齊聖母堂、羅馬掌璽大臣官
邸等建築。聖母百花聖殿的
是文藝復興建築在佛羅倫斯
的代表作，多名藝術家參與
了該教堂的建造，喬托、布
魯內萊斯基，特別是由聖母
百花聖殿大圓頂。 【探究百
年文昌廟】： 1.建築形制：
文昌廟的方位座北朝南略偏
東南方。面寬五開間、兩
進、外有拜亭、左右兩側各
有護龍的祠宇式建築。 2.門
神彩繪：三川殿門扉採秦叔
寶和尉遲恭傳統門神彩繪，
畫風樸實，兩位武官門神未
佩弓箭，慈顏敦厚，不怒而
威，可說是文昌廟門神彩繪
的1大特色。 3. 石雕雕刻：
石鼓為清代石雕作品，兩側
均呈捲螺狀，造型渾厚，線
條流暢。 學習「版」印四張
犁明信片。 4.學習「版」印
四張犁明信片。 5.發想在地
人文地產景特色，設計
「彩」畫四張犁風情畫。

文藝復興教學簡報、四張犁
的前世今生教學簡報、文昌
廟教學簡報

【實作評量】： 1.學習
「版」印四張犁明信片。 2.
設計「彩」畫四張犁風情
畫。

學習單



無

教學歷程

從地名由來發想，以耕種的牛為主題 「四張犁」包
括今北屯區仁美里、四民里和仁和里一帶，其地名的
由來係因初期開墾的農田約有二十甲地，而每五甲地
稱「一張犁」，所以命名為「四張犁」。

從在地廟宇發想，以文昌廟為主題 臺灣臺中市的著
名古廟，主祀文昌帝君。是中臺灣著名之文昌廟，而
多年來常常有眾多盼望學業進步、升學與求職考試順
利。

教學成果

從地名由來發想，表現農村之美為主題 「四張犁」
包括今北屯區仁美里、四民里和仁和里一帶，其地名
的由來係因初期開墾的農田約有二十甲地，而每五甲
地稱「一張犁」，所以命名為「四張犁」。

從地名由來發想，表現耕種的牛為主題 「四張犁」
包括今北屯區仁美里、四民里和仁和里一帶，其地名
的由來係因初期開墾的農田約有二十甲地，而每五甲
地稱「一張犁」，所以命名為「四張犁」。

觀察文昌廟和三官堂的建築特色，學習「版」印四張
犁明信片。

觀察文昌廟和三官堂的建築特色，學習「版」印四張
犁明信片。

補充資料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第一次嘗試設計數學與藝術的跨領域課程，卻意外的發現兩個領域的合拍。因為「比與比值」單元剛好是六年
級上學期的課程，所以做了延伸的教學。從「班級人數比」導入，再次體驗比與比值的意義與其在生活中的價
值；進而帶入黃金比例0.618，「萬物密碼」這部影片有點像洗腦影片，從藝術創作、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營造出了0.618的神祕感，也成功引起學習興趣，善用資源是這次課程設計的最大收穫之一，老師不用萬能，
只要能找到資源就好；因為藝術創作需要實作，所以也嘗試了讓學生實際繪製黃金比例線段、黃金矩形的黃金
分割、黃金螺旋線和黃金圈。過去數學教學總以為上課、練習、考試，學生就學會了數學，這次教學最大的收
穫之二，是發現實作之後，「學生會」跟我們「以為學生會」有很大的差距：小數計算錯誤會導致黃金比例不
黃金，而教室裡會看見不斷重複計算、重新畫線，直到看起來變得順眼，「三位小數的乘法」、「數字與數線
表徵的轉換」，竟沒有人放棄或想抄別人的答案，突然有點莫名的感動，還有人發現了用「估算」來驗證-要
比0.5再多大約五分之一，會接近正確比例。之後嘗試了直接「測量」人體，一個學生模特兒以0.5公分的差
距，接近了黃金比例，讓我們驚呼連連，原來黃金比例真的存在。學生也不懂「順時鐘」，切割的邏輯錯誤導
致黃金螺旋畫不出來，第一次知道班上的孩子原來會主動詢問同學，得到學習，特別是在第三次切割的時候，
許多學生發現切割的正方形與剩下的矩形相似，但老師的卻很明顯是正方形和黃金矩形，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
重新測量、重新切割，在反覆操作的歷程中，竟有學生發現：「應該是因為老師剛開始的矩形設計長度比我們
的設定長，所以切割出來的矩形更明顯」，科學的探究歷程「觀察、假設、驗證」在短短的時光裡，被主動拿
出來運用了。接下來的黃金螺旋更是大挑戰，因為要「用圓規」，用了三年圓規的小六學生，卻不知道如何畫
出四分之一弧長，老師只幫助了一位學生裝筆、張開半徑、對準圓心，全班學生都學會了用圓規，有人偷偷觀
察別人怎麼用，有人從錯誤中學習，教室裡此起彼落的「喔!」頓時成了美妙的音律，本來只想教「黃金比例
在藝術上的運用」，結果一個不小心，學生統整了數學領域主題間的學習，從「數」-小數乘法與估算、
「量」-測量與順時鐘、「幾何」-矩形邊長與圓的弧長、和「關聯」-數與數線表徵的轉換，還加碼了科學探
究歷程的跨領域統整學習。這次的經驗，可以確認當認知領域搭配實作領域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學習成效更能
完整呈現，學習遷移也更有可能發生，正好了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跨領域探究課程，果然是「璀璨」篇的單
元設計，學生的學習表現確實光彩奪目。

參考資料連結

(課程照片、

投影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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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設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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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F77tt_hpbvzudGHmmDkUejODVhWMImZ?usp=sharing

教學單元 三、5印記—影像紀藝 文化復興

設計理念

【發展起源】「5」在這次的課程方案裡是一個重要的數字-500年前，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經成為歷史；5
00年後，四張犁的「美力復興」正在撰寫歷史。 【人物對應】每一段歷史，必定存在代表性的人物，透過代
表性的人物，可以窺視當代的生活樣貌與價值觀。就如同我們透過文藝復興三巨匠，看見跨越經典的藝術成
就；我們也試圖透過了解在四張犁土地上，致力於重現社區榮景的三位美力達人-四張犁文化發展協會的創辦
人陳玲珠女士，透過「歷史」資料的蒐集、訪談地方耆老、並培植在地文史人才，系統性的整理四張犁在中台
灣史的地位；知名繪本插畫家劉俐穎老師，是四張犁的媳婦，經常穿梭在鄰里的父執輩間，聽著大家念念不忘
的兒時回憶-走標比賽，後來竟將兒時的走標比賽，完成了＜阿樂走標＞繪本，成為傳遞在地「文化記憶」的
重要鄉土教材；仁美國小謝婉妮老師，四張犁的新住民，因為101年的新游於藝計畫-台展三少年，一頭栽進了
社區，用四張犁的在地教材，開啟文化紮根小學教育；加入青年參與社造服務，創造居民參與行動，營造社區
美感空間；注入社區新生氣，復興文化，成為社區再造的重要推手。 【文化復興】如何讓更多人認識為這片
土地默默努力復興的在地人，我們想到了紀錄片，因為之前記錄社區故事的經驗，我們邀請了戴家銘導演做協
同教學，透過訪談、拍攝和剪輯，應用影像記錄來社區文化的再生印記，留下珍貴紀藝的影像。

教材來源 社會局創新基地心詠設計實驗所(戴家銘導演)、仁美國小團隊自編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社會領域+科技議題

適用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8

領綱核心素養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關係。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
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 化內涵。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3-Ⅲ-1能參與、記錄各類藝術活動，進而覺察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社-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科-E4-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藝-視E-Ⅳ-3數位影像、數位媒材。 社-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
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科-E1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科 E5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
想。 科 E7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製作步驟。

學習目標 【認知】： 能舉例說明文藝復興三巨匠的藝術作品特色與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能分享四張犁的【香火味】
【人情味】【傳承味】文化特色。 【情意】：能感受四張犁的【香火味】【人情味】【傳承味】文化特色。



【技能】： 1.能運用影像紀錄訪談「社造三達人」的美力復興故事。 2.能規劃紀錄片的腳本。 3.能依據腳
本拍攝與剪輯，完成在地復興四張犁榮景運動的紀錄片。

教學資源 文藝復興手冊、自編教學簡報、手機剪輯軟體(Quick)、分鏡腳本單

學生所需教具 能拍攝與剪輯的載具(手機、平板)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理解義大利三巨匠與四張犁社造三達人與藝文的關聯

二 認識自媒體影音與其趨勢、了解攝影製作流程，並運用於訪談紀錄。

三 理解成果導向的剪接後製概念、學習影音企劃製作流程

四 剪輯軟體認識與操作、手機應用與拍攝練習

五 劇本發想與分鏡應用、發散思考與蔓陀蘿思考應用發表

六 認識影片種類與田野調查、紀錄片拍攝訪談規劃

七 小組影片製作與實際演練-1

八 小組影片製作與實際演練-2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遇見三達人】： 1.運用教
學簡報，快閃文藝復興三巨
匠的作品。 2.各組選擇其中
一件藝術作品，分析其特色
與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3.各
組分享與回饋。 4.播放社區
文化協會成果影片 5.分享曾
經參與過或聽過的四張犁文
化活動或場域。 6.介紹致力
3位代表四張犁文化復興的社
造達人。 7.說明紀錄片的工
作內容和分配任務。

自編教學簡報、學習單、社
區文化協會成果影片

【實作評量】：製作初階影
片、規劃分鏡腳本 【評量規
準】： A等級-優秀：能以影
像紀錄被訪談達人分享復興
四張犁文化的故事。 B等級-
良好：能簡單訪談達人，並
進行影像紀錄。 C等級-通
過：能運用構圖法練習如何
攝影。 D等級-補強：能練習
攝影，但未掌握構圖法。 E
等級-重做：未達D等級的創
作。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4節 【導演養成班】： 一、影音
企畫製作流程概要： 1.影音
企畫概念運用 2.影片設計思
考 3.動態攝影：鏡頭語言
4.動態簡易腳本教學 5.剪片
技巧大公開 -第一節完-
二、影片編輯軟體認識概
要： 1.微電影分析 2.剪輯
色彩應用與節點分析 3.Quic
k軟體介紹 4.現場應用與創
作 5.初階影片製作成果發表
-第二節完- 三、分鏡腳本製
作流程概要： 1.微電影分析
2.分鏡發想應用思考-發散
式、曼陀羅式 3.小組分組討
論與主題訂定 4.成果發表與
認識分鏡目的 -第三節完-
四、田野勘查與訪談流程概
要： 1.初階常見影片種類認
識 2.田野調查情境介紹 3.

自編教學簡報、腳本示例 自
編教學簡報、手機或平板。

【實作評量】：製作初階影
片、規劃分鏡腳本 【評量規
準】： A等級-優秀：能製作
初階影片與規畫流暢的分鏡
腳本。 B等級-良好：能製作
初階影片與規劃分鏡腳本。
C等級-通過：能製作初階影
片與部分分鏡腳本。 D等級-
補強：能製作初階影片。 E
等級-重做：未達D等級的創
作。



訪綱設計與常見問題 4.案例
教學與分析討論 -第四節完-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小小導演夢】： 1.影音企
劃製作 2.訪談情境模擬 3.
影片拍攝角度討論 4.錄製設
備與環境確認 (於課後進行
影片拍攝) -第一節完- 05.
編輯後製與成果發表

筆電、剪輯軟體

【實作評量】：完成紀錄片
【評量規準】： A等級-優
秀：依據腳本完成紀錄片並
包含編輯後製，且能傳達出
四張犁文化重現的概念。 B
等級-良好：依據腳本完成紀
錄片並包含編輯後製。。 C
等級-通過：依據腳本完成紀
錄片但未進行編輯後製。。
D等級-補強：完成拍攝，但
與腳本不相符。 E等級-重
做：未達D等級的創作。

學習單

無

教學歷程

認識自媒體影音與其趨勢 分享手機的應用攻略

影音企畫概念運用 現場應用與創作



分鏡發想應用思考-發散式、曼陀羅式 小組分組討論
與主題訂定

動態簡易腳本教學 剪片技巧大公開

教學成果

初階常見影片種類認識 訪綱設計與常見問題 小組影片製作與實際演練

訪談人物情境模擬 田野調查情境介紹

編輯後製與成果發表 編輯後製與成果發表



編輯後製與成果發表 編輯後製與成果發表

補充資料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第一次嘗試設計數學與藝術的跨領域課程，卻意外的發現兩個領域的合拍。因為「比與比值」單元剛好是六年
級上學期的課程，所以做了延伸的教學。從「班級人數比」導入，再次體驗比與比值的意義與其在生活中的價
值；進而帶入黃金比例0.618，「萬物密碼」這部影片有點像洗腦影片，從藝術創作、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營造出了0.618的神祕感，也成功引起學習興趣，善用資源是這次課程設計的最大收穫之一，老師不用萬能，
只要能找到資源就好；因為藝術創作需要實作，所以也嘗試了讓學生實際繪製黃金比例線段、黃金矩形的黃金
分割、黃金螺旋線和黃金圈。過去數學教學總以為上課、練習、考試，學生就學會了數學，這次教學最大的收
穫之二，是發現實作之後，「學生會」跟我們「以為學生會」有很大的差距：小數計算錯誤會導致黃金比例不
黃金，而教室裡會看見不斷重複計算、重新畫線，直到看起來變得順眼，「三位小數的乘法」、「數字與數線
表徵的轉換」，竟沒有人放棄或想抄別人的答案，突然有點莫名的感動，還有人發現了用「估算」來驗證-要
比0.5再多大約五分之一，會接近正確比例。之後嘗試了直接「測量」人體，一個學生模特兒以0.5公分的差
距，接近了黃金比例，讓我們驚呼連連，原來黃金比例真的存在。學生也不懂「順時鐘」，切割的邏輯錯誤導
致黃金螺旋畫不出來，第一次知道班上的孩子原來會主動詢問同學，得到學習，特別是在第三次切割的時候，
許多學生發現切割的正方形與剩下的矩形相似，但老師的卻很明顯是正方形和黃金矩形，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
重新測量、重新切割，在反覆操作的歷程中，竟有學生發現：「應該是因為老師剛開始的矩形設計長度比我們
的設定長，所以切割出來的矩形更明顯」，科學的探究歷程「觀察、假設、驗證」在短短的時光裡，被主動拿
出來運用了。接下來的黃金螺旋更是大挑戰，因為要「用圓規」，用了三年圓規的小六學生，卻不知道如何畫
出四分之一弧長，老師只幫助了一位學生裝筆、張開半徑、對準圓心，全班學生都學會了用圓規，有人偷偷觀
察別人怎麼用，有人從錯誤中學習，教室裡此起彼落的「喔!」頓時成了美妙的音律，本來只想教「黃金比例
在藝術上的運用」，結果一個不小心，學生統整了數學領域主題間的學習，從「數」-小數乘法與估算、
「量」-測量與順時鐘、「幾何」-矩形邊長與圓的弧長、和「關聯」-數與數線表徵的轉換，還加碼了科學探
究歷程的跨領域統整學習。這次的經驗，可以確認當認知領域搭配實作領域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學習成效更能
完整呈現，學習遷移也更有可能發生，正好了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跨領域探究課程，果然是「璀璨」篇的單
元設計，學生的學習表現確實光彩奪目。

參考資料連結

(課程照片、

投影片、影片

請以雲端空間

為主，設為公

開連結貼入欄

內)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F77tt_hpbvzudGHmmDkUejODVhWMImZ?usp=sharing

教學單元 四、6璀璨—東西創意 文藝復興

設計理念

【宗教對應】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各有不同的風俗民情，卻又隱約有著巧妙的雷同，「宗教信仰」就是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指標之一。以引領某個時代的宗教來看，西方有「基督」，東方有「佛祖」；西方有「門徒」，東
方有「羅漢」。而環繞在宗教周圍的，一定有異教徒也有戰爭，當然還有宗教藝術。因此，隨著時代的演進，
多元成為理所當然，文化和宗教多樣性是應被評價、欣賞與理解的瑰寶。 【黑暗黃金】從遠古無文字時代的
壁畫到現代的文創，藝術始終扮演著傳遞訊息的重要角色。其中一種有趣的訊息就是當藝術只為單一價值代言
的時候，藝術走入了黑暗時代；當藝術百家爭鳴的時候，世界便走進了黃金時代。 【文藝復興】「6」璀璨-
訴說距今6世紀前的文藝復興脈絡，我們將挑戰文藝復興時期的「黃金比例」：「0.618真的最美嗎?」 從聖經
故事延展的宗教繪畫、教堂建築和宗教雕塑；來理解神仙故事展現的廟宇圖像、廟宇建築和雕刻，學習運用文
藝復興時期的「黃金比例」，合作設計在地文化色彩的藝術創作，應用東西創藝復興文創。

教材來源 上帝密碼：解讀神秘的黃金分割率（網路影片） 三分構圖＋黃金螺旋＋黃金圈運用（網路圖片）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社會領域＋數學領域

適用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10



領綱核心素養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數-E-B3 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3-Ⅲ-4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社-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
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數-n-III-9理解比例關係的意義，並能據以觀察、表述、計算與解題。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藝-視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 藝術。 社-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
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數-N-6-6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 同類量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
相等的比中牽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礎）。

學習目標
【認知】： 1.理解比與比值在生活的應用。 2.理解宗教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3.比較文藝復興與在地信仰的
宗教藝術的特色。 【情意】：參與創意發想、合作設計的認真態度。 【技能】： 1.認識黃金比例，並能應
用黃金比例進行件單設計。 2.與他人合作規劃完成大型的藝術創作。

教學資源 文藝復興展場、網路影片、網路圖片、自編教學簡報、學習單

學生所需教具 彩色筆、畫布、保麗龍膠、剪刀、壓克力顏料、海報紙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黃金比例的基本概念

二 黃金比例實作、了解比例與生活的關係

三 比較東西方宗教藝術的異同

四 從宗教經典找宗教故事，並說明故事所傳達的訊息

五 規劃大型藝術創作的方向與分工-1

六 規劃大型藝術創作的方向與分工-2

七 合作完成大型藝術創作-1

八 合作完成大型藝術創作-2

九 合作完成大型藝術創作-3

十 合作完成大型藝術創作-4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比與比值的人生】 1.複習
比與比值的概念與生活運
用。 2.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黃金比例」。 3.認識「黃
金比例與生活」的關係。 4.
運用「黃金比例」進行簡單
人物創作。 5.了解「黃金矩
形與攝影九宮格」布局的關
聯。 6.實作「黃金螺旋與黃
金圈」。 7.運用「黃金圈」
進行商標設計練習。 8.認識
「四頭身、三頭身與二頭
身」比例，並進行Q版人物簡
單創作。

自編教學簡報、網路影片、
學習單

【實作評量】： 1.運用黃金
比例，進行人物創作。 2.運
用黃金圈設計商標。 3.選用
Q版比例，進行Q版人物創
作。 【評量規準】： A等
級-優秀：能完成黃金比例人
物、黃金圈商標、與Q版人物
創作。 B等級-良好：能完成
黃金比例人物、黃金圈商
標、Q版人物三選二。 C等
級-通過：能完成D等級內
容，並能運用黃金比例進行
人物創作。 D等級-補強：能
計算黃金比例，並畫出黃金
比例線段、黃金矩形與黃金
分割。 E等級-重做：未達D
等級的創作。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宗教與藝術的人生】 1.從
文藝復興覺察義大利的宗教
信仰。 2.分享生活中對天主
教的印象，包含教徒活動、
飲食文化、禁忌等。 3.探索
在地的民間信仰，包含宗教
活動、飲食文化、禁忌等。
4.比較東西方宗教藝術表現
上的異同。 5.理解宗教藝術
所傳達的訊息，比對在地常
見信仰的經典，並能從經典
中找出故事(加恩堂-聖經、
三官堂-24孝、三國演
義……)

文藝復興展場、自編簡報、
學習單

【實作評量】： 從在地主要
信仰的經典中找出神仙故
事。 【評量規準】： A等
級-優秀：能找到三種以上不
同的信仰經典，並只少找出
一個故事。 B等級-良好：能
找到兩種不同的信仰經典，
並個找出一個故事。 C等級-
通過：能至少找出主要信仰
中心(三官堂)的一則經典故
事。 D等級-補強：能至少找
到主要信仰中心(三官堂)的
一本經典書籍。 E等級-重
做：未達D等級的創作。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4節

【理解與詮釋的人生】 共同
討論大型創作的內容與形
式。 1.規劃大型創作設計的
分工與期程(例如：作品創作
設計師、經典故事撰稿人、
創作媒材提供商……等) 2.
依據分工與期程進行創作。

1.教堂與教堂圖片 2.神像圖
片

【實作評量】： 合作完成大
型創作。 【評量規準】： A
等級-優秀：能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外，還能主動協助夥
伴，合作完成作品。 B等級-
良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完成自己的分工任務。
C等級-通過：能參與與作品
創作有關的至少一項工作。
D等級-補強：能參與團隊分
工，但與作品創作無關。 E
等級-重做：未達D等級的創
作。

學習單

【比與比值的人生】學習單 1.運用「黃金比例」進
行簡單人物創作 2.實作「黃金螺旋與黃金圈」。 3.
運用「黃金圈」進行商標設計練習。

教學歷程



1.複習比與比值的概念與生活運用。 2.認識生活中常見的「黃金比例」。

3.認識「黃金比例與生活」的關係。
認識「四頭身、三頭身與二頭身」比例，並進行Q版
人物簡單創作。

教學成果

1.運用黃金比例，進行人物創作。 2.運用黃金圈設
計商標。 3.選用Q版比例，進行Q版人物創作。

1.運用黃金比例，進行人物創作。 2.運用黃金圈設
計商標。 3.選用Q版比例，進行Q版人物創作。

補充資料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第一次嘗試設計數學與藝術的跨領域課程，卻意外的發現兩個領域的合拍。因為「比與比值」單元剛好是六年
級上學期的課程，所以做了延伸的教學。從「班級人數比」導入，再次體驗比與比值的意義與其在生活中的價
值；進而帶入黃金比例0.618，「萬物密碼」這部影片有點像洗腦影片，從藝術創作、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營造出了0.618的神祕感，也成功引起學習興趣，善用資源是這次課程設計的最大收穫之一，老師不用萬能，
只要能找到資源就好；因為藝術創作需要實作，所以也嘗試了讓學生實際繪製黃金比例線段、黃金矩形的黃金
分割、黃金螺旋線和黃金圈。過去數學教學總以為上課、練習、考試，學生就學會了數學，這次教學最大的收
穫之二，是發現實作之後，「學生會」跟我們「以為學生會」有很大的差距：小數計算錯誤會導致黃金比例不
黃金，而教室裡會看見不斷重複計算、重新畫線，直到看起來變得順眼，「三位小數的乘法」、「數字與數線
表徵的轉換」，竟沒有人放棄或想抄別人的答案，突然有點莫名的感動，還有人發現了用「估算」來驗證-要
比0.5再多大約五分之一，會接近正確比例。之後嘗試了直接「測量」人體，一個學生模特兒以0.5公分的差
距，接近了黃金比例，讓我們驚呼連連，原來黃金比例真的存在。學生也不懂「順時鐘」，切割的邏輯錯誤導
致黃金螺旋畫不出來，第一次知道班上的孩子原來會主動詢問同學，得到學習，特別是在第三次切割的時候，
許多學生發現切割的正方形與剩下的矩形相似，但老師的卻很明顯是正方形和黃金矩形，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
重新測量、重新切割，在反覆操作的歷程中，竟有學生發現：「應該是因為老師剛開始的矩形設計長度比我們
的設定長，所以切割出來的矩形更明顯」，科學的探究歷程「觀察、假設、驗證」在短短的時光裡，被主動拿
出來運用了。接下來的黃金螺旋更是大挑戰，因為要「用圓規」，用了三年圓規的小六學生，卻不知道如何畫
出四分之一弧長，老師只幫助了一位學生裝筆、張開半徑、對準圓心，全班學生都學會了用圓規，有人偷偷觀
察別人怎麼用，有人從錯誤中學習，教室裡此起彼落的「喔!」頓時成了美妙的音律，本來只想教「黃金比例
在藝術上的運用」，結果一個不小心，學生統整了數學領域主題間的學習，從「數」-小數乘法與估算、
「量」-測量與順時鐘、「幾何」-矩形邊長與圓的弧長、和「關聯」-數與數線表徵的轉換，還加碼了科學探



究歷程的跨領域統整學習。這次的經驗，可以確認當認知領域搭配實作領域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學習成效更能
完整呈現，學習遷移也更有可能發生，正好了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跨領域探究課程，果然是「璀璨」篇的單
元設計，學生的學習表現確實光彩奪目。

參考資料連結

(課程照片、

投影片、影片

請以雲端空間

為主，設為公

開連結貼入欄

內)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F77tt_hpbvzudGHmmDkUejODVhWMImZ?usp=sharing

教學單元 五、8足跡—多才多藝 美力復興

設計理念

藝術文化創意的核心在於人才培育，人才培育有賴美感素養的落實與提升，仁美國小多年來致力於藝術教育課
程，每年度舉辦的《游於藝》主題展覽暨教學成果展，透過創新課程建構學童美感素養與創意表現能力，已成
為校園美力亮點的特色。今年度巡迴展覽主題為「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僅訂於10月09日(三)上
午9：30於本校活動中心盛大舉辦，由象徵力量的羅馬國王、美麗的維納斯女神和幸福的愛神邱比特，在文藝
復興的磅礡樂音下，文藝迎巨星登場走秀，盛大揭開序幕。 仁美國小張永雄校長表示：文藝復興，這一場時
代的躍進，起源於思想的衝擊，以人為主體；猶如現在108課綱教育的變革，由校內學校教師發展教師專業，
融入跨領域美感課程，不僅奠基於學習的翻轉，以學生為主體。相同的是，都需要與時俱進、具備開創時代的
勇氣與熱情。本校也將學生作品印製撲克牌和明信片，成果發表日當天受到來賓和家長們的熱情喜愛，爭相收
藏。 「文藝復興」的教育意涵，就是不斷的探索、思辨，大膽的嘗試，本次成果展凝聚學校行政與教學團隊
美感的共識，善用聯想力，揮灑馬諦斯和草間彌生的創意元素，成為小小服裝設計師，展現不同風格的大衛；
卡漫版「最後的晚餐」，顛覆十足的創意；還有捏塑的實作教學，體驗人體肌肉呈現的力與美，感受全神貫注
的緊張情緒和堅強的意志，走進大衛的世界；從大衛狂想曲的戲劇，妝扮名畫的走秀展演，讓學生成為最佳名
畫主角！ 校園情境佈置還有「邀您來扮蒙娜麗莎」、「大衛雕像」的互動體驗參與，本校巡迴展期至10月17
日，歡迎大家蒞臨仁美國小，期待這場展覽帶給大家的不僅是文藝的饗宴，也是藝術啟發創意，展現多才多
藝，創造美力價值的新典範！

教材來源 廣達文教基金會展品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社會領域

適用年級 二~六年級：文藝復興主題創作 教學節數 12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藝--運用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

學習目標 認知：理解文藝復興的美感元素和美感形式。 情意：參與創意發想和扮演體驗的態度。 技能：完成扮演體驗
與藝術創作。

教學資源 廣達文教基金會展品

學生所需教具 實作材料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12節 1.導入活動：文藝復興的美
感元素和形式。 2.開展活
動： ￭與世界名畫開玩笑--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 *蒙娜
麗莎的微笑 *最後的晚餐 *

文藝復興教學簡報、廣達文
教基金會展品

【實作評量】： 分析鑑賞具
美感元素和形式作品



母與子 3.綜合活動：分析鑑
賞具美感元素和形式作品

學習單

無

教學歷程

無

教學成果

四年級創作：「邀您來扮蒙娜麗莎」! 四年級創作：「邀您來扮蒙娜麗莎」!



四年級創作：「邀您來扮蒙娜麗莎」! 四年級創作：「邀您來扮蒙娜麗莎」!

三年級創作：「維納斯的誕生」! 三年級創作：「維納斯的誕生」!

四年級創作：「創世紀」! 四年級創作：「創世紀」!



二年級創作：「變裝的大衛」! 六年級創作：「誰來晚餐」!

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