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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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認知/情意/

技能

授課時間

那些年--- 三少的點
點滴滴

7-9年級

藝術領域、社會領
域、多元文化教育

藝-J-C1 藝-J-A3

表1-IV-1 表1-IV-3
視2-IV-1 社2c-Ⅳ-1

表 E-Ⅳ-3 視 A-Ⅳ-
1 歷 Qc-Ⅳ-3

認知：認識日治時期
文化脈絡、台展三少
年興起背景與作品風
格特色；認識不同藝
術表現形式。情意技
能：透過表演體會創
作時代背景。

10節

藝載臺南--- 臺南藝
文所在

7-9年級

藝術領域、戶外教育

藝-J-A1

視2-IV-3 視3-IV-1

視 P-Ⅳ-1 視 P-Ⅳ-
2

認知：認識台南藝文
所在。情意：透過藝
文場所參訪拉近學生
與藝術文化之距離。
技能：認識展覽與策
展活動規劃。

10節

在地心、藝術情---
咱ㄟ故鄉新市

7-9年級

藝術領域、自然領
域、戶外教育

藝-J-A1 藝-J-A3

視2-IV-2 表2-IV-1
視3-IV-1

視 E-Ⅳ-4 視A-Ⅳ-3
視P-Ⅳ-1

認知：認識在地文化
與農作。 情意：能
利用創作回饋社會。
技能：能運用藍晒氰
版創作、能結合在地
農作創作。

10節

在地心、藝術情---
故鄉ㄟ白蓮霧

8年級

藝術領域、綜合領
域、戶外教育

藝-J-A1 藝-J-A3

視2-IV-3 表2-IV-1
視3-IV-1 綜3d-IV-1

視 E-Ⅳ-4 視A-Ⅳ-3
視P-Ⅳ-1 童 Db-IV-
3

認知：認識在地文化
與特色、認識手抄紙
文化。情意：能利用
創作回饋社會。技
能：能結合在地農作
創作。

10堂

此次展覽乃為本校因應新市區的歷史文化厚度與科技產業特色設定主軸「人文心、科技情」發展設計的跨領域
(藝術、綜合、社會、科技等)與多元議題(生命教育、多元文化等)之特色課程與教學活動。期許帶領學生重新
深度認識新市社區延伸至整座美學城市(大台南)，整合運用藝文產業資源，提升創意設計力、實作力與解決問
題能力，能讓學生有能力、有自信，在未來的跨校與跨國教育交流中，充分展現學校、社區與城市的特色及文
化，兼具在地關懷與國際接軌，刺激學習，更拓展全新的視野。

時光膠捲中的新視少年

1.與藝術家對話：認識藝術家的生命故事及其創作歷程，了解時代、土地與個人密不可分的關係 2.與在地文
化對話：認識在地藝術家與家鄉地方文化特色，透過在地藝文展演場所認識不同類型創作所呈現的人文關懷
3.與自我對話：省思自身與時代及環境的關係，透過藝術創作了解自我、展現自我，培養感恩及人文關懷之情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 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
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
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
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
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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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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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治時期藝術與文
化的關係介紹 2.台
展三少年的興起與畫
風介紹 3.「大稻
埕」電視影片段落賞
析 4.表演藝術「三
少年ㄟ新對話」 5.
藝術家作品導覽練習

1.情境學習：歷史錄
像及藝術家紀錄片、
軼事介紹賞析。2.角
色扮演：「新市少年
ㄟ」戲劇表演。

實作評量

分組討論 展演發表
學習單

1.台南藝文所在介紹
（以國立台灣歷史博
物館、台南市立美術
館、十鼓文化園區、
321藝術聚落、藍晒
圖文創園區為例）
2.藝文場所實地參訪
教學（以國立台灣歷
史博物館為例） 3.
廣達游於藝---校內
展覽與策展

1.體驗學習：藝文展
場參觀、策展活動參
與。

實作評量 真實性評
量

學習單 互動表現

1.咱ㄟ故鄉新市---
新港社歷史班級快讀
活動 2.在地青農有
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
驗 3.新市毛豆節公
益義賣系列活動 (1)
藍晒氰版創作教學
(2)書籤、胸章創作
(3)毛豆田行動美術
館

1.體驗學習：有機農
田參訪體驗。2.協同
教學：有機農田參訪
體驗、公益義賣活動
參與。3.合作學習：
公益義賣作品製作。

實作評量 真實性評
量

創作表現 互動表現

1. 故鄉ㄟ白蓮霧---
張氏農場參訪 2.校
園白蓮霧樹種植活動
3. 白蓮霧樹多元價
值與運用：手抄紙認
識 4. 新市地方主題
特色「家鄉月曆」創
作 5. 地方特色分組
討論 6. 白蓮霧手抄
紙絹印版畫創作

1.體驗學習：白蓮霧
術種植。2.協同教
學：地方農場參訪體
驗。3.合作學習：作
品創作。

實作評量 真實性評
量

創作表現 互動表現

在地心、藝術情---
「家鄉月」系列創作

7-9年級

復刻與創新--- 藍晒
故鄉記憶

8年級

此次展覽乃為本校因應新市區的歷史文化厚度與科技產業特色設定主軸「人文心、科技情」發展設計的跨領域
(藝術、綜合、社會、科技等)與多元議題(生命教育、多元文化等)之特色課程與教學活動。期許帶領學生重新
深度認識新市社區延伸至整座美學城市(大台南)，整合運用藝文產業資源，提升創意設計力、實作力與解決問
題能力，能讓學生有能力、有自信，在未來的跨校與跨國教育交流中，充分展現學校、社區與城市的特色及文
化，兼具在地關懷與國際接軌，刺激學習，更拓展全新的視野。

時光膠捲中的新視少年

1.與藝術家對話：認識藝術家的生命故事及其創作歷程，了解時代、土地與個人密不可分的關係 2.與在地文
化對話：認識在地藝術家與家鄉地方文化特色，透過在地藝文展演場所認識不同類型創作所呈現的人文關懷
3.與自我對話：省思自身與時代及環境的關係，透過藝術創作了解自我、展現自我，培養感恩及人文關懷之情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 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
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
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
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
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活動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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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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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領域

藝-J-A2 藝-J-B3

視1-IV-2 視2-IV-3
視3-IV-3

視E-IV-2 視E-IV-4
視A-IV-2 視 P-Ⅳ-3

認知：認識地方文化
特色。情意：能關心
社區活動、體現在地
人文關懷之情。 技
能：能利用複合媒材
設計與創作表現。

10堂

1.「永安宮」廟宇文
化主題燈籠創作 2.
家鄉候車亭 (1)新市
車站、南科園區公共
藝術介紹 (2)訴說家
鄉印象、分享候車經
驗 (3)複合媒材立體
創作 3.找尋熟悉的
街頭記憶：「新市殷
賑」店招互動設計

1.合作學習：集體創
作。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創作表現 互動表現

藝術領域、科技教育

藝-J-B2 藝-J-B3

視1-IV-2 視1-IV-4
視3-IV-1 生s-IV-2

視E-IV-2 視 P-Ⅳ-2
生 P-IV-4

認知：認識紙相機與
藍晒原理。情意：能
展現地方人文關懷。
技能：能利用紙相機
攝影紀錄家鄉風景、
藍晒氰版顯影暨詩詞
創作。

10堂

1.紙相機膠捲底片DI
Y (1)傳統針孔相機
原理教學與製作 (2)
攝影初階教學 (3)校
園與家鄉攝影實拍
2.藍晒氰版照片顯影
教學 (1)藍晒氰版照
片實作 (2)故鄉記憶
詩詞創作 3.作品展
覽與分享

1.跨領域教學：針孔
攝影與藍晒氰版原理
認識。2.體驗學習：
攝影及作品實作。

實作評量

創作表現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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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那些年---三少的點點滴滴

設計理念
透過生活環境中之熟悉古蹟及場域，及易於融入教學之影音媒體，引領學生進入藝術家的時代背景。環扣社會
領域知識、營造時代氛圍，並藉由戲劇表演提供學生情境想像空間，能以自我的觀點看待過去，嘗試理解藝術
家的生命故事及其創作歷程。

教材來源 家鄉的永恆對話導覽手冊、藝術家紀錄片、網路影音媒體、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文領域、社會領域、多元文化教育

適用年級 7-9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C1、藝-J-A3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表1-IV-1、表1-IV-3、視2-IV-1、社2c-Ⅳ-1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表 E-Ⅳ-3、視 A-Ⅳ-1、歷 Qc-Ⅳ-3

學習目標 認知: 1.認識日治時期的文化歷史脈絡 2.認識台展三少年的興起背景與其作品的風格特色 3.認識不同的藝術
表現形式 情意、技能： 4.透過表演活動體會藝術家創作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意義



教學資源 家鄉的永恆對話導覽手冊、電腦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表演道具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日治時期藝術與文化的關係

二 日治時期藝術與文化的關係

三 台展三少年的興起與畫風介紹

四 台展三少年的興起與畫風介紹

五 台展三少年的興起與畫風介紹

六 「大稻埕」、「紫色大稻埕」電視影片賞析

七 日治時期台灣歌謠賞析

八 表演藝術「三少年ㄝ新對話」

九 表演藝術「三少年ㄝ新對話」

十 表演藝術「三少年ㄝ新對話」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1. 日治時期歷史脈絡概況介
紹(結合社會領域課程) 2.
日治時期經濟文化發展介紹
(網路媒體、紀錄片賞析) 3.
日治時期建築風貌（認識日
治建築美學觀：以台南日治
建築林百貨、台南美術館及
台灣老街建築為例） 4. 以
海角七號電影、藝人林志玲
美術館婚禮為例談起台日歷
史文化交流至今之影響

家鄉的永恆對話導覽手冊、
網路媒體

口頭評量、學習單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日治前期畫風介紹 2. 日
治時期「台展」與「台展三
少年」興起之背景介紹 3.
石川欽一郎、陳進、林玉
山、郭雪湖藝術家時代背景
及畫風介紹（結合網路媒體
影片、藝術家紀錄片）

ppt、網路媒體、藝術家紀錄
片、家鄉的永恆對話導覽手
冊學習單

紙筆評量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1. 結合表演藝術，透過電視
電影藝術熟悉藝術家創作之
時代背景 2. 結合音樂課
程，認識日治時期之台灣歌
謠（以「四月望雨」為例）

網路媒體、藝術家紀錄片 口頭評量



活動四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練習闡述藝術家作品及其
創作心境 2. 角色扮演---三
少年ㄝ新對話 3. 分組練習
4. 展演發表

相機、表演道具 分組討論 展演發表

學習單

「那些年*那些美術史」台展三少年隨堂測驗 / 藝術
作品賞析心得

108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藝術領域紙筆測驗

教學歷程

藝術家作品賞析及導覽訓練發表 《家鄉的永恆對話》導覽手冊閱讀

日治時期臺灣歌謠直笛演奏 「那些年*那些美術史」隨堂測驗及學習單書寫



台展三少年課程教學 藝術家作品賞析及導覽訓練發表

導覽發表審查---校長鼓勵與指導 表演藝術戲劇討論

「三少年ㄝ新對話」短劇排練 「三少年ㄝ新對話」短劇排練

教學成果

開幕式學生戲劇表演 開幕式學生小提琴音樂演奏---《四月望雨》

補充資料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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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藝載臺南---臺南藝文所在

設計理念
走入博物館，進入歷史及藝術場域，以觀賞者角度學習並以觀察者身份分析博物館語彙。學習策展及佈展的知
識，嘗試導覽並辦理大規模展覽，在執行中展現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共享學習成果，體現新課綱
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

教材來源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網路影音媒體、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文領域、戶外教育

適用年級 7-9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A1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視2-IV-3 、視3-IV-1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 P-Ⅳ-1、 視 P-Ⅳ-2

學習目標 認知: 1.認識台南藝文所在 情意： 2.透過藝文場所參訪拉近學生與藝術文化之距離 技能： 3.認識展覽與策
展活動規劃



教學資源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電腦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台南藝文所在介紹

二 台南藝文所在介紹

三 藝文場所實地參訪教學

四 藝文場所實地參訪教學

五 藝文場所實地參訪教學

六 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與策展

七 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與策展

八 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與策展

九 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與策展

十 廣達游於藝---校內展覽與策展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1. 歷史建物的再生（以台南
日治時期歷史建築為例）
(1) 台南市立美術館 (2) 山
上水道博物館 (3) 十鼓文化
園區 (4) 321藝術聚落 2.
見證台灣---台灣歷史博物館
介紹 3. 其他藝文好所在---
以藍晒圖文創園區等為例

PPT、網路媒體 口頭評量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台展三少年」導覽小尖
兵訓練研習 (1) 導覽重點與
要領分組討論 (2) 作品導覽
書寫練習 (3) 台史博出任
務---「土角厝」導覽分組練
習 2.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參訪 (1) 參觀禮儀認識 (2)
觀察策展模式及佈展特色

PPT、歷史博物館及其文物
實作評量、真實性評量、學
習單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5節 1. 「台展三少年」藝術家作
品學生個人與分組導覽練習
及發表 2. 展覽作品與物件
整理蒐集 3. 策展動線規劃
與安排 4. 參與佈展與開幕
彩排 5. 美術館參觀禮儀 6.
家鄉的永恆對話---台展三少
年校內展覽參觀

學習單、家鄉的永恆對話---
台展三少年展覽作品與物件

實作評量、真實性評量、學
習單



學習單

藝術家作品導覽文稿書寫練習 藝術家作品導覽文稿書寫練習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訓練研習學習資料

教學歷程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課程訓練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課程訓練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課程訓練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課程訓練---小組討論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小尖兵課程訓練---小組導覽分
享

佈展過程

佈展過程
佈展成果---箱中(鄉中)記憶 學生校園攝影作品裝置
藝術

佈展成果---藍晒家鄉記憶/家鄉候車亭/膠捲紙相機D
IY 學生作品展示及互動區

整體佈展動線規劃

教學成果

開幕典禮來賓合影---傳遞祝福明信片 開幕典禮新聞稿



開幕當日活動 開幕日學生導覽

開幕活動地方報紙報導 全校各班展覽參觀與介紹

參觀學生與作品互動 社區小學師生導覽參觀

全校學生課程參觀導覽 學生課程參觀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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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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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在地心、藝術情---咱ㄟ故鄉新市

設計理念
進一步認識地方(新港社)歷史，透果地方文化連繫豐沛家鄉情感與使命感。親近土地並感受家鄉魅力，學習惜
福感恩之心並有能力運用「美力」回饋社會，創造多元合作與分享的機會。

教材來源 新市區農會、網路影音媒體、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自然領域、戶外教育

適用年級 7-9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A1 、藝-J-A3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視2-IV-2 、表2-IV-1 、視3-IV-1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 E-Ⅳ-4 、視A-Ⅳ-3 、視P-Ⅳ-1



學習目標 認知：認識在地文化特色與農作。 情意：能建立對家鄉的認同與情感並利用創作作品回饋社會。 技能：能運
用藍晒氰版創作，並結合在地農作於創作中。

教學資源 藍晒氰版創作素材、電腦、地方有機農田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藍晒氰版創作素材、毛豆等相關農作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走讀新港社」班級本位課程閱讀活動

二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三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四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五 藍晒氰版創作教學

六 藍晒書籤、胸章創作

七 藍晒書籤、胸章創作

八 新市毛豆節公益義賣系列活動暨毛豆田行動美術館

九 新市毛豆節公益義賣系列活動暨毛豆田行動美術館

十 新市毛豆節公益義賣系列活動暨毛豆田行動美術館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1節
1. 認識新港社歷史沿革與地
方特色 2. 新港社歷史文化
書籍導讀、班級閱讀與分享

書籍 口頭評量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在地氰農有機農作理念與
栽種流程認識 2. 有機農作
田參訪與採收體驗 3. 學習
單書寫與心得分享

地方有機農田、學習單
實作評量、真實性評量、學
習單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1節

1. 藍晒氰版歷史沿革與應用
2. 藍晒氰版製作流程示範與
介紹 3. 藍晒氰版實作體驗
與作品欣賞

藍晒氰版素材、PPT 實作評量

活動四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1. 毛豆節公益義賣活動意義
與鼓勵推廣 2. 毛豆公仔胸

毛豆實物、藍晒氰版素材 實作評量



章設計與製作 3. 藍晒氰版
書籤、胸章集體創作

活動五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毛豆田行動美術館---學
生創作作品展覽與推廣 2.
新市區農會毛豆節公益義賣
系列活動參與體驗 3. 校慶
運動會公益義賣系列活動參
與與體驗 4. 公益義賣所得
捐贈與地方回饋

公益義賣相關佈置 實作評量、真實性評量

學習單

有機農作參訪體驗心得 有機農作參訪體驗心得

教學歷程

「新港社」地方歷史文化介紹 「走讀新港社」班級本位課程閱讀活動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在地青農有機農作參訪與採收體驗 藍晒氰版教學過程

藍晒氰版公益義賣作品集體創作過程 藍晒氰版公益義賣作品集體創作過程

藍晒氰版公益義賣作品集體創作過程 藍晒氰版公益義賣作品集體創作過程

教學成果

毛豆田行動美術館 毛豆田行動美術館



毛豆節公益義賣活動 毛豆節公益義賣活動

毛豆節公益義賣活動 校慶公益義賣活動

校慶公益義賣活動 公益義賣作品---藍晒氰版毛豆書籤創作

公益義賣作品---藍晒氰版毛豆文創小品創作 毛豆節公益義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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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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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在地心、藝術情---故鄉ㄟ白蓮霧

設計理念
認識家鄉資源及地方特色，建立社區群體文化。與在地藝術家對話，學習專業技能、喜愛並能轉化應用在地特
色，展現人文關懷之情，延續文化傳承和藝術價值。

教材來源 新市區張氏農場、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綜合領域、戶外教育

適用年級 8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A1 、藝-J-A3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視2-IV-3、表2-IV-1、視3-IV-1、綜3d-IV-1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 E-Ⅳ-4、視A-Ⅳ-3、視P-Ⅳ-1、童 Db-IV-3

學習目標 認知：認識新市在地文化與特色、認識手抄紙技法。 情意：能利用創作回饋社會。 技能：能結合在地農作創
作，並利用創作展覽展現對在地文化的人文關懷。



教學資源 電腦、PPT、絹印媒材、白蓮霧樹手抄紙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絹印媒材、白蓮霧樹手抄紙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故鄉ㄟ白蓮霧---張氏農場參訪

二 故鄉ㄟ白蓮霧---張氏農場參訪

三 故鄉ㄟ白蓮霧---張氏農場參訪

四 校園白蓮霧樹種植活動

五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六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七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八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九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十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故鄉ㄟ白蓮霧---張氏農
場參訪 2. 張氏農場有機農
作理念生態教學 3. 新市編
號57號白蓮霧樹相見歡---高
樁壓條繁殖技術介紹 4. 白
蓮霧樹多元價值與運用：手
抄紙認識與製作體驗 5. 與
在地藝術家對話---張郁雅版
畫工作室參訪

張氏農場、速寫用具 真實評量、實作評量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1節
1. 白蓮霧樹現況與新市地方
文化關係認識 2. 新市國中
白蓮霧樹種植深根活動

新市白蓮霧樹 真實評量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6節

1.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
月曆」創作 2. 新市11里地
方特色分組討論、設計理念
分享 3. 地方特色月曆製圖
絹印製版 4. 白蓮霧手抄紙
絹印版畫創作

絹印創作媒材 實作評量、口頭評量

學習單



家鄉月系列活動學習單 家鄉月系列活動學習單

家鄉月系列活動學習單

教學歷程

張氏農場參訪
農場有機經營理念分享與植物介紹暨 白蓮霧茶品嘗
體驗



白蓮霧紙漿手抄紙製作 白蓮霧紙漿手抄紙製作

新市編號57號白蓮霧樹相見歡 高樁壓條繁殖技術介紹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新市國中白蓮霧樹種植課程講解活動 新市國中白蓮霧樹種植課程活動

教學成果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新市地方主題特色「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暨創作理念展示 白蓮霧樹紙漿手抄紙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新市區11里地方特色創
作)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創作

「家鄉月曆」絹印版畫執行創作理念 新市國中白蓮霧樹栽種活動 (張氏農場編號57號白蓮



霧樹高樁壓條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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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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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在地心、藝術情---「家鄉月」系列創作

設計理念
透過熟悉的街景、廟宇，強化學生與生活場域對話。創造生活話題，並學習關心周遭人、事、地、物。嘗試運
用創作與家鄉做情感連結，引導其建立城市美學觀。

教材來源 網路影音媒體、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

適用年級 7-9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A2 、藝-J-B3

學習重點－ 藝-J-A2 、藝-J-B3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E-IV-2 、視E-IV-4 、視A-IV-2、 視 P-Ⅳ-3

學習目標 認知：認識在地文化特色。 情意：能關心社區活動、體現在地人文關懷之情。 技能：能利用複合媒材設計與
創作表現。

教學資源 電腦、PPT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複合媒材創作素材、燈籠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

二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

三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

四 家鄉候車亭：複合媒材候車亭立體創作

五 家鄉候車亭：複合媒材候車亭立體創作

六 家鄉候車亭：複合媒材候車亭立體創作

七 家鄉候車亭：複合媒材候車亭立體創作

八 家鄉候車亭：複合媒材候車亭立體創作

九 找尋熟悉的街頭記憶：「新市殷賑」店招互動設計

十 找尋熟悉的街頭記憶：「新市殷賑」店招互動設計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3節

1. 認識地方廟宇「永安宮」
及其廟宇建築、神祇文化特
色 2. 集體創作小組討論：
廟宇元素結合現代文化、青
年時尚元素融入燈籠彩繪創
作 3. 廟宇文化主題燈籠集
體彩繪創作

電腦、PPT、燈籠 實作評量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5節

1. 新市車站、南科園區公共
藝術、候車亭介紹 2. 訴說
對家鄉的印象、分享候車經
驗 3. 候車亭草圖設計、媒
材收集 4. 複合媒材候車亭
立體創作

電腦、PPT、複合媒材
實作評量、口頭評量、學習
單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2節 1. 郭雪湖「南街殷賑」時代 電腦、PPT、創作紙材 實作評量、口頭評量



背景及作品介紹 2. 「南街
殷賑」桌遊互動 3. 找尋熟
悉的街頭記憶：新市街景地
圖認識 4. 訴說新市街頭記
憶及店招描繪設計 5. 「新
市殷賑」店招磁鐵互動集體
創作設計

學習單

家鄉候車亭創作草圖 家鄉候車亭創作草圖

家鄉候車亭創作草圖

教學歷程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過程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過程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過程 「家鄉候車亭」立體複合媒材創作過程

「家鄉候車亭」立體複合媒材創作過程 「家鄉候車亭」立體複合媒材創作過程

教學成果

「永安宮」廟宇文化主題燈籠創作成果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家鄉候車亭」創作成果展示

「新市殷賑」新市店招磁鐵互動遊戲設計 「新市殷賑」新市店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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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廣達游於藝---「台展三少年」藝術巡迴展，為本校首次舉辦的大型展覽活動。配合校史、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新市在地特色，學校團隊從108年10月即陸續進行「家鄉月」系列教學活動，結合區公所、農會、社
造、社區發展協會與大社張氏農場等多元資源，帶領師生透過社會、藝文、自然與綜合跨領域課程教學，與新
市這塊土地進行深度對話與互動。針對故鄉特色、農業文創與友善農業等深入體驗、學習、回饋與思考，體現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教案設計以「台展三少年」的課程認識開啟，「對話」與「新視」為
核心主軸，安排緊繫家鄉特色的豐富教學，期望藉由課程及活動過程引導學生與家鄉多元對話，更對家鄉有更
深入的認知與瞭解，並賦予使命感及責任，參與學生樂在學習並有所深刻體悟。活動最後以「台展三少年」藝
術巡迴展作為成果的展現，讓地處市郊的本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大感驚艷。整體活動籌畫雖然辛苦，但也充滿許
多成就與回憶。活動最後帶動了地方各界的迴響，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的捐款、白蓮霧樹的種植、白蓮霧
紙家鄉月曆創作等都讓其中意義得以不斷延續。 教學過程其中，我們看到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啟動、努力克服
困難的信念、作品上求善求美的要求與熱心公益不求回報的善念等，都成為了教學中最美麗的畫面，也是教與
學彼此最佳的成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觀察到具體的學生改變及影響如下： 1. 學生習得技能後(如藍晒氰
版)能舉一反三做出更多技巧性的變化，並能展現合作力，在有限的場域及時間內達成作品要求。 2. 學生願
意投入更多課餘心力於熱愛的事物中(如膠捲紙相機創作)，並鑽研其中原理、相互指導討論、克服製作困難，
且對所獲得的拍照成果感到驕傲。在各班作品交流中也能相互欣賞並從中學習。 3. 學生願意不求回報的以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如毛豆文創作品公益義賣)，從購買者(贊助者)及新竹東興國小師生的回饋中真實感受到社會
中人與情感之間的緊密交流與互動溫度。 4. 學生能感受家鄉地方之美、能眼見為憑感受到地方人士對這塊土
地的付出與努力(如張氏農場參訪及與藝術家對談、在地青農有機農田採收與體驗)，在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期
待未來觸發更多的感動與行動。 5. 學生能有對地方建設的創見與想法(如家鄉候車亭)，充分展現學子的創意
與巧思，期望未來能與區公所接洽合作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將夢想具體化，使其作品延續更長遠的藝
術價值。 6. 透過「白蓮霧紙家鄉月曆創作」課程，學生由認識社區特色白蓮霧樹的多元運用可能性開始，進
而以白蓮霧紙為媒材，版畫為創作形式，將學生對社區11個里的細膩觀察與感受，完成集體創作，並陳述創作
理念，作品更作為感謝區公所與社區重要人士(議員、里長等)長期關懷的贈禮，藝術創作與社區人事物緊密連
結，激發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 很榮幸也很感謝廣達基金會給予新市國中團隊在教學上的肯定，評審在教案
上的引導與建議也十分受益，團隊抱持著感恩及虛心學習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比賽。未來，我們也將朝此建議作
努力，在城市美感與跨域整合上再多做努力，讓教學脈絡串連更為緊密，並適切融入資訊科技以刺激學習並拓
展國際視野。 團隊針對課程省思與未來延伸可能性(建議)進行對話，分述如下： 1. 在家鄉月的主題脈絡
下，團隊持續不斷的向學校同仁溝通與宣導，期望能讓此次巡迴展獲得最大利益與收穫。但礙於國中課程本體



採分科教學，各領域及任課教師在課程討論及實作上仍有困難，難以全面施行，為活動中甚為可惜之處。為
此，我們盡可能的跨領域統整讓教與學更趨完整，也利用最後的展覽呈現向全校師生做最充分的成果分享與交
流。 2. 針對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元素部分可將學生毛豆文創義賣過程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並以視訊方式向捐
款的新竹偏鄉東興國小師生介紹毛豆文創作品，作為城市及學子的交流互動。 3. 可嘗試安排藝才班戶外教學
課程至藝術公益捐贈對象新竹縣東興國小做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延伸藝術公益的實踐。 4. 可透過學弟妹訪問
學長姐創作理念的方式，製成創作專輯，讓作品得以進一步向全校師生與社區宣傳及認識，並達到傳承的目
的。甚至可向區公所創意提案，將學生的作品融入地方建設，具體實踐更可觀的藝術價值，為社區或城市美學
盡一份心力。 5. 疫情的關係導致許多活動無法延續安排，日後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新市，體驗新市的城市之
美，體會城市新舊面貌、復刻與創新之間的衝突及美感，讓「新視」與「對話」得以在各項創作呈現中實踐落
實，以求符合新課綱精神---知識(認知)、創作(技能) 、感受(情意)、反思實踐(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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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t6fiRSdcsjo

教學單元 復刻與創新--- 藍晒故鄉記憶

設計理念
嘗試利用舊時代科技紀錄新時代生命故事，省思自身與時代及環境的關係，透過藝術創作了解自我、展現自
我。在創作行動中體會實作努力的精神、並感受藝術創作的驚喜與感動。

教材來源 《我愛造相機：管伯伯的針孔攝影小百科》、網路影音媒體、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領域、科技教育

適用年級 8年級 教學節數 10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J-B2、e藝-J-B3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視1-IV-2、視1-IV-4、視3-IV-1、生s-IV-2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E-IV-2、視 P-Ⅳ-2、生 P-IV-4

學習目標 認知：認識紙相機與藍晒製作原理。 情意：能展現對地方的人文關懷。 技能：能利用紙相機攝影紀錄家鄉風
景、能利用藍晒氰版製作照片顯影暨詩詞創作。

教學資源 紙相機製作素材、藍晒氰版素材、電腦、PPT

學生所需教具 學習單、紙相機製作素材、藍晒氰版素材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傳統針孔相機原理教學與製作)

二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傳統針孔相機原理教學與製作)

三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傳統針孔相機原理教學與製作)

四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攝影初階教學)

五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校園與家鄉攝影實拍)

六 紙相機膠捲底片DIY (校園與家鄉攝影實拍)

七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教學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實作)

八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教學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實作)



九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教學 (故鄉記憶詩詞創作)

十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教學 (故鄉記憶詩詞創作)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6節

1. 認識針孔成相原理 2. 認
識傳統膠捲相機材料及成像
原理 3. 牙膏盒紙相機膠捲
底片DIY 4. 攝影技法初階教
學 5. 膠捲底片校園與家鄉
攝影實拍 6. 攝影作品分享
與討論

膠捲底片、牙膏盒、電腦、P
PT

實作評量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4節

1. 蒐集家鄉印象之照片（兒
時照片、家人照片、家鄉景
色、膠捲底片攝影作品…）
2. 藍晒氰版創作原理示範講
解與複習 3. 家鄉印象照片
以電腦進行負片處理 4. 藍
晒氰版照片顯影實作 5. 故
鄉記憶詩詞創作暨作品美編
裝飾

透明片、電腦、藍晒氰版素
材、剪貼素材

實作評量

學習單

膠捲底片小組拍攝紀錄單

教學歷程

膠卷紙相機製作教學 膠卷紙相機小組製作教學



膠卷紙相機小組製作教學 膠卷紙相機小組製作教學

膠卷紙相機分組校園實拍 膠卷紙相機分組校園實拍

膠卷紙相機分組校園實拍 藍晒氰版照片顯影製作

藍晒氰版照片沖洗製作 藍晒氰版班級創作



教學成果

膠捲紙相機針孔攝影成果海報 膠捲紙相機針孔攝影成果海報

牙膏盒膠捲紙相機成品展示 膠捲紙相機針孔成相學生攝影作品

膠捲紙相機針孔成相學生攝影作品 膠捲紙相機針孔成相學生攝影作品



膠捲紙相機針孔成相學生攝影作品 「藍晒家鄉記憶」藍晒照片暨詩詞創作作品

「藍晒家鄉記憶」藍晒照片暨詩詞創作作品 「藍晒家鄉記憶」藍晒照片暨詩詞創作作品

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