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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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想童年玩古今

帶領低年級孩子以巧
趣之眼學習探索生活
日常

生活、語文

國E-A2國-E-B1國-E-
B3 國-E-C3生-E-A3
生-E-B2 生-E-B3

國2-I-1 國6-I-2 國
6-I-4 生2-I-1 生2-
I-2 生4-I-1

筆墨造畫夢工廠

引導中年級孩子賞析
藝術畫，學習抒發情
感的

藝術、綜合、語文

藝-E-A1藝-E-C2國-E
-B1 國-E-B3綜-E-B3

藝1-Ⅱ-2藝1-Ⅱ-6
藝2-Ⅱ-7藝3-Ⅱ-3
國1-Ⅱ-3國2-Ⅱ-4
國6-Ⅱ-5綜2b-II-1
綜2d-I

聲優舞藝話經典

促進高年級孩子理解
大師「深遠」的獨到
處

藝術、社會、語文

社-E-A2藝-E-B3藝-E
-B2 藝-E-C2國-E-B1

藝2-Ⅲ-2藝2-Ⅲ-1
藝3-Ⅲ-2藝3-Ⅲ-4
國1-Ⅲ-2社1b-Ⅲ-3
國5-Ⅲ-7 國6-Ⅲ-3

福山FUN意新趣象

高年級學生省思往年
巡迴展場的優劣

藝術、語文

藝-E-B3、藝-E-C2、
國-E-B1

藝3-Ⅲ-4 藝3-Ⅲ-2
國6-Ⅲ-3

「創新之變經典之位」藝術家做出不同面向的繪畫改革，再創藝術新格局。然而，歷史長流的軌跡，畫家超越
的思想，如何讓兒童於消逝的年代及陌生的異域中，再度邂逅經典藝術的永恆光彩?如何讓觀畫者近身感觸憾
動心靈，喜遇創新變革的魅力形象?向大師致敬，為了讓孩子對美感更有鑑賞力與感知力，我們以經典童藝為
創作核心，幫助兒童從生活經驗貼近大師藝術，進行藝能探索，鼓勵學生從不同的領域思考躍競，激發創
作"共鳴"，在全人的藝術課程中，有”敢”創新，創新有感，理解經典的美好與傳承，體會創新的非凡與喜
悅。 本課程以兒童視角為起點，引藉畫家創新邏輯，透過生活觀察，玩藝思變，整合藝術、生活、語文、社
會及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設計發展四個模組單元。【憶想童年玩古今】帶領低年級孩子以巧
趣之眼學習，從熟悉的事物中找尋靈感，依循大師創新之道進行五個探索活動：〈小日常〉觀察學校日常，理
解生活處處是題材；〈簡單色〉探究古今畫作色彩與造型呼應的表現；〈微山水〉浮墨遊戲體驗，鼓勵創意無
極限;〈假古文〉文字轉為圖像，創作符號。〈數來寶〉綜合美感經驗學習，孩子用「說唱藝術」呈現自創作
品，展現新世代的童年藝術。【筆墨造畫夢工廠】引導中年級孩子賞析大師的創作內涵與創破之處，學習抒發
情感的藝術創作方式∶〈彩墨狂想〉從自然環境中尋找畫題，賦予時代新藝；〈童言童語〉以手寫心，自我觀
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傳達個人情感；〈有聲夢工廠〉為作品錄製有聲文字，學習資訊應用方法，將音
樂、畫作、文字排版，承載個人音樂故事，讓童年記憶逐夢飛翔。【聲優舞藝話經典】促進高年級孩子理解大
師「深遠影響」的獨到眼光。〈大話經典〉解構畫家心思，探討當代社會現象，了解不同時代價值觀。透過小
組討論，綜合發表，引發自我價值觀思考，深思現在與未來。〈舞韻詠流傳〉團體創思舞台表現型式，音藝聯
手演繹畫家內心世界，詠傳經典；〈藝曲現風華〉舉辦展演，讓觀眾對作品有更深的體會，為巡迴展做完美代
言。【福山FUN意新趣象】省思往年巡迴展場的優劣，〈策展練習曲〉以任務導向激發高年級孩子規劃展場脈
絡的動力，運用前置學習與觀展經驗，提出創意行動方案，並與同儕共做執行。〈魔法童藝境〉與同儕分工執
行，將集體的藝術想像化作可具體感受與經驗的展覽空間，為經典注入新童趣，展現新意。〈Never Stop〉透
過展覽結束後的檢討及對話開啟新思維

經典「童」藝•福山FUN意

透過教學讓學生了解四位藝術家創作的時代背景與氛圍，進而發現其創破之處。學習大師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環
境下，如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更發展出獨樹一格的藝術境界。將所見所學，以經典大師為眼，以藝術為
鑑，從跨度的視角，共同策畫出屬於兒童的、藝術的、Fun意的校園藝術展覽，讓藝術素養得於日常生活場域
展現其力量。

E-A1、E-A2、E-A3、E-B1、E-B2、E-B3、E-C2



活動教案

請填寫：

教學省思與建

議

(請以3000字

以內簡述)

感謝廣達游於藝的的經典藝術資源，豐富、拓展了福山孩子的藝術視野，更加激盪多元與創意的學習，以藝術
陶冶師生讓心靈提昇與成長。本次，清末民初的藝術家，身處動盪不安的年代，國家遭受困境，然而藝術家對
藝術的追求執著熱切，在面臨艱辛的環境中，仍以堅定的力量、愛國的情操，開創藝術多元面貌展現創新格
局。今年度，福山團隊教師秉持大師精神，創思課程設計，期望帶給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學習體驗，也鼓勵
學生從不同的領域思考躍競，激發創作"共鳴"，有”敢”創新，創新有感！在這次的課程結束後，團隊老師們
聚集一起分享教學的歷程，提出了以下的回饋與省思： 一、成果效益 1、生活微察，擦亮發現美的眼睛~ 生
活中習以為常看見的事物，因熟悉而被忽略。此次大師從蟲草魚鳥、山湖地貌，認真看生活每一處的視角，引
發學生學習用內在感受細微之處，如:綠油油的葉子、綻放的花朵、畫布的天空、節奏的雨聲….，不僅開啟了
心的視覺，也多了一份美的思考，擦亮發現美的眼睛，便看見平凡中蘊含美的所在。 2、聯想創造，豐富擴大
美感力~ 課程設計活動，以大師經典畫材幫助學生理解美的學習，並將文字、音樂、科技連結，運用相似、對
比、因果聯想，促進學生想像，擴大了美的範圍，也更加提升自我的美感力。學生創造成果(故事、影像、歌
曲)，與既往展現有所不同，看見許多創新之變。 3、資源活化藝術學習，跨域整合學習全方位~ 引進巡迴展
的世界名畫到校，豐富了藝術課程教學，增添學生參展的機會，活化學習有助藝術鑑賞。透過跨域開拓藝術未
竟之地，語文表達美的感受，社會了解文化洞察時事，學生學習有感，課程框架突破更適性。 4、資訊融合數
位深耕，支援教學翻轉學習~ 依照學習年段設計由淺到深的資訊融入或數位應用的課程，以科技縮短耗時的學
習歷程(如:Garageband app)，擴增豐富的美感體驗，學生創作多元，發展無限。藝術結合科普展現教學新風
貌，讓科技力扎根，奠基孩子未來競爭力。 5、任務導向自主學習，策展給力藝起童樂~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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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Ac-I-2 國Ad-I-3
國Bb-I-3 生A-I-2
生C-I-2

1.能理解過去與現在
環境變異現象，並喜
愛嘗試新方法2.能觀
照日常生活融入經典
畫風，進行藝術體驗
與創新3.認識藝術科
技結合

共18節，720 分鐘

1.小日常：穿越時
空，比較今昔，了解
「科技」與「創新」
為生活帶來新風貌。
2.簡單色、微山水：
向大師致敬，以水
彩、剪貼等進行典範
學習與創新展能。3.
數來寶╴說唱創藝：
融入視覺語彙，以童
趣唱念自己的畫作。

1.運用生活物件進行
多元創作 2.資訊融
入學習 3.創思教學
提升聯想

實作、賞析、討論、
專注、發表、創作、
團體合作

1.舉出日常生活實例
比較古早與現今差異
2.將各種藝材運用創
作 3.唸謠創作

視A-Ⅱ-1 視E-Ⅱ-1
視 E-Ⅱ-2 視 E-Ⅱ-
3 國Ad-Ⅱ-3綜Bd-II
-2 綜Bb-II-3

1.能感染畫家的創新
動力及影響力2. 能
錄製有聲文字及音樂
完成音樂故事輯3能
透過畫作詮釋將自己
的生活故事

共16節，640 分鐘

1.彩墨狂想：透過畫
冊，認識畫家的創作
內涵學習水墨技巧，
分組將畫作改造 2.
童言童語：依改造的
畫作，以新詩或短語
進行詮釋與聯想 3.
有聲夢工廠：融入情
感演繹詩作，並選擇
適切的音樂，結合畫
作完成音樂故事

1.運用各種水墨技法
進行創作，賦以文字
新詮釋 2.應用資訊
學習，結合文字、音
樂、畫作，創造出充
滿想像、新奇的童趣
聲畫

實作、賞析、詩文創
作、發表、分組合作

1.認識分析畫作 2.
分組完成水墨及水彩
作品 3.詩文創作 4.
完成音樂故事輯

視 E-Ⅲ-1 視 E-Ⅲ-
2 視 P-Ⅲ-1 音 E-
Ⅲ-5 音 A-Ⅲ-3 音
P-Ⅲ-2 國Ad-Ⅲ-3

1.能用音樂舞藝表現
近代藝術家創作背
景、技法、作品特色
的生命故事 2.能運
用近代藝術家使用之
媒材與形式，融入現
代科技創造

共24節，960 分鐘

1.大話經典：以藝術
文本想像畫作內涵，
進行藝術想像，討論
畫作的可能樣態，自
創樂曲，完成動態影
像詩2.舞韻詠流傳：
分析經典元素，選取
編舞討論，演繹經典
藝魂3.藝曲現風華：
勇敢表現創作內涵，
成果推全校社區

1.字畫想像增強藝術
感知 2.學生共作，
結合聽覺藝術展現藝
魂之美

實作、賞析、討論、
專注、發表、同儕互
評、團體合作

1.創作樂曲搭配畫
作，完成影像詩2.同
儕合作主動參與討論
3.小組提出肢體創作
構思

視 P-Ⅲ-1音 P-Ⅲ-2
國Ad -Ⅲ-3國Cc -Ⅲ
-1

1.能加入個人觀展經
驗，與同儕共同發想
屬於兒童的藝術展覽
企劃要點2.能分工合
作完成展場規劃與執
行3.能於展覽結束進
行回饋

共16節，640 分鐘

1.策展練習曲：以討
論對話共同爬梳四大
家藝術特質，形成策
展初步共識2.魔法童
藝境：依各組能力優
勢，分工執行任務細
部規劃與製作，完成
佈展3.Never stop；
檢討展期各項狀況，
對話交流學習所得

1.以藝術創新與經典
為策展核心，交流與
企劃、討論與執行，
讓經典藝術賦予童真

實作、賞析、討論、
專注、發表、同儕互
評、團體合作

1.完成策展企畫書
2.創思有特色的經典
童藝 3.展期規劃與
應變調整 4.省思



論，以自己喜歡的藝術展場為任務核心，引領學生從策展中進行思考設計，分別從主題宣傳、展品內容、動線
規劃、交流互動，考量低中高年級的程度與喜好，構思展場布置。小組動手製作宣傳單、導覽圖，團結合作場
佈，從過程中解決實境問題(如燈光投影架設、素材選用、展品位置調整…)，建立美感培養思考力，完成的展
場有創作區、映像區、心得交換區….別有童趣，整個展場就是兒童遊藝場，拉近兒童與藝術的距離。 6、大
師創新之道引發深省，促進落實生活實踐~ 大師藝術創新的自覺意識與社會貢獻，幫助學生體悟個人行為對社
會環境的意義、喚起周邊人事物的感覺，從典範傳承中，關注生活議題，更願意落實公民實踐，為社會貢獻，
以及對社會作出責任承擔。 二、教師省思與回饋 1、自主學習，互動共好~ 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設
計，此次放手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及創作的歷程，雖然創作過程挑戰重重、小組合作意見分歧，但對於學生及
老師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與深刻的回憶。 2、跨域共備，教學相長~ 過往教學現場，教師總是獨自建構一
套課程。本次的教案編寫與課堂教學，採用跨域協同，不同領域的專業教師提供彼此專業技法與知識，讓學生
的學習更扎實，對自己最後產出的成品更具成就感。教師也跟著學生一起獲得新的專業知識，如：「憶想童年
玩古今」-說唱創藝所使用的APP「Musemage 」綠幕拍攝技巧、「筆墨造畫夢工廠」-有聲夢工廠及「聲優舞藝
畫經典」-大話經典所使用的影片製作軟體I-MOVIE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得教學深度與廣度獲得提升，成
長的不僅是學生，老師本身也獲益良多。 3、學生融入生活經驗，創作更有感~ 我們以經典童藝為創作核心，
幫助兒童從生活經驗進行藝能探索，在「筆墨造畫夢工廠」的彩墨狂想課堂上，學生的畫作白馬上面有牛仔彷
彿是在畫他自己在沙漠中奔馳，而湛藍色的天空中有條紅色的龍，整幅畫讓人感覺有點衝突，於是老師問學生
為何天空會有一隻龍，學生回答：「我看很多神話故事中天空都有龍，我覺得龍很酷！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學生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加入畫中，這不是藝術大師的生活體驗，不是老師的生活體驗，而是學生自己的生活體
驗。 4、學生主場，藝術無代溝~ 策展練習曲激發高年級學生規劃展場脈絡的動力，以孩子的視角為不同學習
階段的學弟妹們規劃，讓大師的經典藝術更加貼近兒童，深受喜愛。 5、福山FUN意，素養起藝~ 學生作品內
涵從連結自身經驗方式展現，作品裡有生活、有幽默、更有自己的成長，展現素養學習的美好。體驗藝術即生
活、生活即藝術。 三、教學建議： 1.協同教學部分：跨領域的教師協同教學除了課前的討論之外，在課程進
行中仍需相互連繫，視學生學習情形滾動修正，避免實施進度因落差而造成無法銜接。 2.學生策展部分：因
為疫情晚開學的原因，學生策展時間不足，建議策展教學於對展覽內容有初步的認識之後就必須逐步規畫進
行，避免因為時間不足，影響及壓縮了教與學的成效。 3.創意激發部分：「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怕你不動手
做」，當孩子在腦力激動的時候，老師要先做一個盡責的傾聽者，不要急於否定孩子的想法，轉個彎動動腦，
孩子的創意總是讓你會驚呼連連、拍手叫好。 四、學生回饋： 1.(藝想童年玩古今)謝謝老師讓我們欣賞張大
千創作的影片，這是非常珍貴的影像資料，「潑墨山水」原來是利用大毛筆先把宣紙染濕，趁紙未乾前，染上
整片整片的墨色，再用小筆潤飾勾勒而成，真是太神奇了。老師教我們用濕染法畫水彩畫，感覺跟潑墨技巧有
異曲同工之妙呢！ 2.我最喜歡〈簡單色微山水〉單元，老師讓我們發表學校生活覺得最有趣的兩個活動，我
選了跳繩和拍毽子，老師要我們用誇張方式表現出來，我覺得我畫的很有趣。齊白石也喜歡畫生活周遭的小事
物，老師說我們也是觀察力敏銳的小畫家呢！ 3.(筆墨造畫夢工廠)第一次使用影片編輯軟體，感覺很有趣，
沒有想像中困難。在選擇音樂及編輯劇本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我們小組的同學意見會不同，但是到最後我們會
投票決定，大家也都願意遵守。拍影片真的是個難得的經驗。 4.(福山fun意新趣象)在這次策展中，學到怎麼
把所有重點節錄在一張A4紙上，也能更快速從中找到錯誤的地方。若下次參加類似的活動，我會用這次的經
驗，將失敗的地方更改，並且製作出更好的規劃，而且抱持著要努力，要做到最好的心，力求上進！把每件事
做到最好！ 5.這次策展讓我知道時間分配、會議討論必須提前準備規劃。剛開始，我不懂時間分配，結果工
作交到我手上，沒有進展。這次，讓我更加反省歉疚，因為我偷懶的部分，都是同學幫忙補齊。往後應該要更
加配合團體的節奏，行動要即時。 6.這次策展活動，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路線圖，因為場地不斷的在變
化，所以畫好的路線圖必須得再修改一次，又要考慮到動線，以及每個年級適合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這
些都是必須考量的，因此我跟父母和中年級的妹妹討論。希望讓學弟妹都有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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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kWMMc3LA 福山國小「經典童藝•福山FUN意」課程成果
https://youtu.be/XYyHW_3i_Yc 「說唱創藝」-憶想童年玩古今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6RHWM4JI&t「童畫童詩」童年音樂故事輯-筆墨造畫夢工廠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w17O_suM「大話經典」-聲優舞藝話經典

教學單元 一、憶想童年玩古今

設計理念

帶領低年級孩子以巧趣之眼學習，從熟悉的事物中找尋靈感，依循大師生活體察靈感震盪創新之道，進行五個
探索活動，從趣味體驗中，感受美與生活的交融互動： 〈小日常〉觀察學校日常，關注自己周遭特別及趣味
點滴，理解生活處處是題材； 〈簡單色〉探尋校園，覺察建築物、動、植物色彩，感受平日視覺易見的顏
色，引導探究古今畫作內容及色彩與身邊周遭物體造型的呼應表現； 〈微山水〉進行浮墨遊戲體驗，欣賞色
暈千變姿態，感受色彩遊戲的趣味，並鼓勵創意無極限; 〈假古文〉運用文字象形，啟發圖像與文字結構的概
念聯結，學習將文字轉為圖像，創作個體的意義符號。 〈數來寶〉綜合美感經驗學習，孩子用「說唱藝術」
呈現自創剪貼作品，結合Musemage 科技應用，展現新世代的童年藝術。

教材來源 翰林版 首冊 國語第四課 找一找 康軒版 第一冊 生活第三單元 走!校園探索去 、 第五單元 聽!那是什麼聲
音 自編~憶想童年玩古今學習教材

統整領域 生活、語文

適用年級 低年級 教學節數 18

領綱核心素養 國E-A2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
日常生活問題。 國-E-B1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
本素養。 國-E-C3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化，並能包容、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生E-A3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E-B3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
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國2-I-1 以正確發音流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國6-I-2 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作材料。 國6-I-4 使用仿
寫、接寫等技巧寫作。 生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生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生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
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國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國Ad-I-3 故事、童詩等。 國Bb-I-3 對物或自然的感受。 生A-I-2 事物變化
現象的觀察。 生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學習目標
1.觀察畫家畫作內容，能列舉個人日常點滴，描述過去生活與現在日常的異同現象。 2.察覺日常生活事物轉
化為藝術創作題材的自然聯結，融入中西方藝術家經典畫風，進行藝術體驗與創新。 3.理解時代進程的轉
變，喜愛嘗試新方法，欣賞藝媒與科技連結應用的創新表現。

教學資源 創新之變經典之位畫家作品 小學堂甲骨文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 變色龍馬諦斯動畫
影片://www.youtube.com/watch?v=KBOnLIB3hj4&t=32s Musemage app

學生所需教具 玩具、奇異筆、彩色筆、粉蠟筆、黑色簽字筆、墨汁、壓克力顏料、宣紙、清水、水盤、報紙、彩色西卡紙、
色紙、剪刀、口紅膠、動物參考圖片、水彩紙、水彩顏料、調色盤、筆洗、水彩筆、排筆或刷子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活動一：小日常、簡單色(6節)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小日常、簡單色：6節課，共
240分鐘

第1~3節：小日常 1.校園尋
寶記：我們每天在校園生活
至少4個小時，但是我們可有
曾好好地走過校園，觀察校
園的一景一物呢？讓我們開
啟巧趣之眼來探索校園。 2.
寶物大分享：全班一起討論
學校日常生活有哪些有趣或
印象深刻的地方。 3.寶物再
進化：透過影片及簡報介紹
齊白石、趙無極及馬諦斯的
作品，從生活中尋找靈感、
激發創意，每位學生選擇兩
個學校生活主題，利用粉蠟
筆的疊色技巧與黑色簽字筆
的點線繪畫方式，完成漫畫
作品。 第3~6節：簡單色 1.
透過簡報及影片，認識趙無
極與馬諦斯的生平與繪畫風
格，並討論兩人作品的共同
特色。 2.非「筆」也可：先
欣賞《變色龍馬諦斯》動畫
影片，從影片中發現原來並
不是只有用色筆才可創作畫
圖，原來用剪刀也可以創作
出美麗特別的畫作。 3.創意
剪貼畫：請學生自訂主題，
使用剪刀、色紙及膠水，利
用對比色及、點、線、面構
圖完成半抽象的剪貼作品。

電腦 簡報 網路 影片 粉蠟
筆 彩色筆 黑色簽字筆 八開
畫紙 彩色西卡紙 色紙 剪刀
口紅膠

1.學生能說出學校日常生活
有哪些有趣或印象深刻的地
方。 2.學生能舉例說明過去
與現在生活上有那些差異。
3.學生能將生活日常融入創
作中，完成作品。

學習單



說唱創藝：以文字表達自己創作的設計理念，並以唱
跳的方式展現自己的作品。

說唱創藝：以文字表達自己創作的設計理念，並以唱
跳的方式展現自己的作品。

教學歷程

小日常：選擇兩個學校生活主題，利用粉蠟筆的疊色
技巧與黑色簽字筆的點線繪畫方式，完成漫畫作品。

假古文再現：發揮創造力與想像力，將文字重新拆
解、組合、穿插，並以蠟筆厚塗，當東方的文字遇上
西方的水彩，體現藝術的魅力。

透過吸管吹動浮墨印染完成作品，在墨水隨風流動、
無意與有意的瞬間，一幅獨一無二的水墨作品就此誕
生。

從阿公阿嬤時代的「點仔膠」到現代幼幼台的「捏泥
巴」，透過歌謠的念誦及作曲家創作理念的傳達，讓
孩子了解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生活
方式不斷地在改變，但孩提時期的共同回憶，卻不分
年代，歷久彌新。



透過孩子們最熟習的唸謠「捏泥巴」，讓孩子們運用
照樣照句的概念進行歌詞的改編與創作，也將生活與
語文結合進行跨域的課程設計。

將「簡單色」活動剪貼的作品再次檢視，孩子有了不
同的發現及想像，這也是授課教師意料之外的收穫，
從孩子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孩子眼中的童趣。

透過資訊科技軟體「Musemage」加上綠幕拍攝，讓孩
子進入作品中與想像的物件互動，孩子們覺得既神奇
又有趣。

全班一起唱唱自己的作品，一起唱唱同學的作品，錄
下童年的歌聲放進用綠幕拍攝的影片中，完成屬於大
家的童年回憶。

教學成果

效仿齊白石先生取材自然與日常，從孩子的角度看日
常生活，學校的小日常充滿了童趣，也真實呈現了學
校的生活，是不是很有趣呢？

學生將文字拆解並融入色彩豐富的色塊中，當東方遇
到西方，碰撞出絢麗的火花，整幅畫所隱藏的密碼你
能解開嗎？答案：媽媽我愛你

學生將文字拆解並融入色彩豐富的色塊中，當東方遇
到西方，碰撞出絢麗的火花，整幅畫所隱藏的密碼你
能解開嗎？答案：我很開心

學生利用浮墨技巧，產生不一樣的線條，一幅充滿意
境的水墨畫就此誕生。



利用剪貼不同的色塊，自訂主題，拼貼出半抽象的風
格

利用剪貼不同的色塊，自訂主題，拼貼出半抽象的風
格

前來參觀展覽的小朋友，看到現場小朋友的作品及真
人出現在影片中，莫不驚呼連連！希望自己也能成為
影中人，體驗看看先進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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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廣達游於藝的的經典藝術資源，豐富、拓展了福山孩子的藝術視野，更加激盪多元與創意的學習，以藝術
陶冶師生讓心靈提昇與成長。本次，清末民初的藝術家，身處動盪不安的年代，國家遭受困境，然而藝術家對
藝術的追求執著熱切，在面臨艱辛的環境中，仍以堅定的力量、愛國的情操，開創藝術多元面貌展現創新格
局。今年度，福山團隊教師秉持大師精神，創思課程設計，期望帶給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學習體驗，也鼓勵
學生從不同的領域思考躍競，激發創作"共鳴"，有”敢”創新，創新有感！在這次的課程結束後，團隊老師們
聚集一起分享教學的歷程，提出了以下的回饋與省思： 一、成果效益 1、生活微察，擦亮發現美的眼睛~ 生
活中習以為常看見的事物，因熟悉而被忽略。此次大師從蟲草魚鳥、山湖地貌，認真看生活每一處的視角，引
發學生學習用內在感受細微之處，如:綠油油的葉子、綻放的花朵、畫布的天空、節奏的雨聲….，不僅開啟了
心的視覺，也多了一份美的思考，擦亮發現美的眼睛，便看見平凡中蘊含美的所在。 2、聯想創造，豐富擴大
美感力~ 課程設計活動，以大師經典畫材幫助學生理解美的學習，並將文字、音樂、科技連結，運用相似、對
比、因果聯想，促進學生想像，擴大了美的範圍，也更加提升自我的美感力。學生創造成果(故事、影像、歌
曲)，與既往展現有所不同，看見許多創新之變。 3、資源活化藝術學習，跨域整合學習全方位~ 引進巡迴展
的世界名畫到校，豐富了藝術課程教學，增添學生參展的機會，活化學習有助藝術鑑賞。透過跨域開拓藝術未
竟之地，語文表達美的感受，社會了解文化洞察時事，學生學習有感，課程框架突破更適性。 4、資訊融合數
位深耕，支援教學翻轉學習~ 依照學習年段設計由淺到深的資訊融入或數位應用的課程，以科技縮短耗時的學
習歷程(如:Garageband app)，擴增豐富的美感體驗，學生創作多元，發展無限。藝術結合科普展現教學新風
貌，讓科技力扎根，奠基孩子未來競爭力。 5、任務導向自主學習，策展給力藝起童樂~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
論，以自己喜歡的藝術展場為任務核心，引領學生從策展中進行思考設計，分別從主題宣傳、展品內容、動線
規劃、交流互動，考量低中高年級的程度與喜好，構思展場布置。小組動手製作宣傳單、導覽圖，團結合作場
佈，從過程中解決實境問題(如燈光投影架設、素材選用、展品位置調整…)，建立美感培養思考力，完成的展
場有創作區、映像區、心得交換區….別有童趣，整個展場就是兒童遊藝場，拉近兒童與藝術的距離。 6、大
師創新之道引發深省，促進落實生活實踐~ 大師藝術創新的自覺意識與社會貢獻，幫助學生體悟個人行為對社
會環境的意義、喚起周邊人事物的感覺，從典範傳承中，關注生活議題，更願意落實公民實踐，為社會貢獻，
以及對社會作出責任承擔。 二、教師省思與回饋 1、自主學習，互動共好~ 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設
計，此次放手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及創作的歷程，雖然創作過程挑戰重重、小組合作意見分歧，但對於學生及
老師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與深刻的回憶。 2、跨域共備，教學相長~ 過往教學現場，教師總是獨自建構一
套課程。本次的教案編寫與課堂教學，採用跨域協同，不同領域的專業教師提供彼此專業技法與知識，讓學生
的學習更扎實，對自己最後產出的成品更具成就感。教師也跟著學生一起獲得新的專業知識，如：「憶想童年
玩古今」-說唱創藝所使用的APP「Musemage 」綠幕拍攝技巧、「筆墨造畫夢工廠」-有聲夢工廠及「聲優舞藝
畫經典」-大話經典所使用的影片製作軟體I-MOVIE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得教學深度與廣度獲得提升，成



長的不僅是學生，老師本身也獲益良多。 3、學生融入生活經驗，創作更有感~ 我們以經典童藝為創作核心，
幫助兒童從生活經驗進行藝能探索，在「筆墨造畫夢工廠」的彩墨狂想課堂上，學生的畫作白馬上面有牛仔彷
彿是在畫他自己在沙漠中奔馳，而湛藍色的天空中有條紅色的龍，整幅畫讓人感覺有點衝突，於是老師問學生
為何天空會有一隻龍，學生回答：「我看很多神話故事中天空都有龍，我覺得龍很酷！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學生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加入畫中，這不是藝術大師的生活體驗，不是老師的生活體驗，而是學生自己的生活體
驗。 4、學生主場，藝術無代溝~ 策展練習曲激發高年級學生規劃展場脈絡的動力，以孩子的視角為不同學習
階段的學弟妹們規劃，讓大師的經典藝術更加貼近兒童，深受喜愛。 5、福山FUN意，素養起藝~ 學生作品內
涵從連結自身經驗方式展現，作品裡有生活、有幽默、更有自己的成長，展現素養學習的美好。體驗藝術即生
活、生活即藝術。 三、教學建議： 1.協同教學部分：跨領域的教師協同教學除了課前的討論之外，在課程進
行中仍需相互連繫，視學生學習情形滾動修正，避免實施進度因落差而造成無法銜接。 2.學生策展部分：因
為疫情晚開學的原因，學生策展時間不足，建議策展教學於對展覽內容有初步的認識之後就必須逐步規畫進
行，避免因為時間不足，影響及壓縮了教與學的成效。 3.創意激發部分：「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怕你不動手
做」，當孩子在腦力激動的時候，老師要先做一個盡責的傾聽者，不要急於否定孩子的想法，轉個彎動動腦，
孩子的創意總是讓你會驚呼連連、拍手叫好。 四、學生回饋： 1.(藝想童年玩古今)謝謝老師讓我們欣賞張大
千創作的影片，這是非常珍貴的影像資料，「潑墨山水」原來是利用大毛筆先把宣紙染濕，趁紙未乾前，染上
整片整片的墨色，再用小筆潤飾勾勒而成，真是太神奇了。老師教我們用濕染法畫水彩畫，感覺跟潑墨技巧有
異曲同工之妙呢！ 2.我最喜歡〈簡單色微山水〉單元，老師讓我們發表學校生活覺得最有趣的兩個活動，我
選了跳繩和拍毽子，老師要我們用誇張方式表現出來，我覺得我畫的很有趣。齊白石也喜歡畫生活周遭的小事
物，老師說我們也是觀察力敏銳的小畫家呢！ 3.(筆墨造畫夢工廠)第一次使用影片編輯軟體，感覺很有趣，
沒有想像中困難。在選擇音樂及編輯劇本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我們小組的同學意見會不同，但是到最後我們會
投票決定，大家也都願意遵守。拍影片真的是個難得的經驗。 4.(福山fun意新趣象)在這次策展中，學到怎麼
把所有重點節錄在一張A4紙上，也能更快速從中找到錯誤的地方。若下次參加類似的活動，我會用這次的經
驗，將失敗的地方更改，並且製作出更好的規劃，而且抱持著要努力，要做到最好的心，力求上進！把每件事
做到最好！ 5.這次策展讓我知道時間分配、會議討論必須提前準備規劃。剛開始，我不懂時間分配，結果工
作交到我手上，沒有進展。這次，讓我更加反省歉疚，因為我偷懶的部分，都是同學幫忙補齊。往後應該要更
加配合團體的節奏，行動要即時。 6.這次策展活動，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路線圖，因為場地不斷的在變
化，所以畫好的路線圖必須得再修改一次，又要考慮到動線，以及每個年級適合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這
些都是必須考量的，因此我跟父母和中年級的妹妹討論。希望讓學弟妹都有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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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kWMMc3LA 福山國小「經典童藝•福山FUN意」課程成果
https://youtu.be/XYyHW_3i_Yc 「說唱創藝」-憶想童年玩古今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6RHWM4JI&t「童畫童詩」童年音樂故事輯-筆墨造畫夢工廠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w17O_suM「大話經典」-聲優舞藝話經典

教學單元 二、筆墨造畫夢工廠

設計理念

透過說演課文，學習講述故事生動的技巧。引導中年級孩子賞析大師的創作內涵與創破之處，從畫作選取經典
元素，創作故事情節與變化繪畫題材，學習生活中自我抒發情感的藝術創作方式∶ 〈彩墨狂想〉依據大師畫作

經典元素，聯想故事情節，討論小組創作畫題，以彩墨進行繪畫； 〈童言童語〉為作品命名，題寫新詩句，
說演創作內容，賦予畫作創想童言新意； 〈有聲夢工廠〉為作品錄製有聲文字，學習I-Movie資訊應用方法，
將音樂、畫作、文字排版，承載個人音樂故事，讓童年記憶逐夢飛翔。

教材來源 康軒版 國語 第六冊 單元一 生活的滋味 南一版 綜合活動 第六冊 單元三 生活調味料 翰林版 藝術與人文
第二冊 單元一 花鳥與我 自編筆墨造畫夢工廠學習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綜合、語文

適用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16

領綱核心素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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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綜-E-B3
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藝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視自己與
他人的創作。 藝3-Ⅱ-3 能為不同對象、空間或情境，選擇音樂、色彩、布置、場景等，以豐富美感經驗。
國1-Ⅱ-4 根據話語情境 分辨內容是否切題 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 並與對方互動。 國2-Ⅱ-1 用清晰語音、適
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國6-Ⅱ-5 仿寫童詩 。 綜2d-III-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
現。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表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現形式。 音A-Ⅱ- 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國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綜Bd-III-2 正向面對生活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學習目標 1. 能討論歸納畫家的創新動力來源及影響至今的突破點。 2. 能將自己的生活故事藉由 名畫藝境重新創作並
詮釋新意境。 3. 能錄製有聲文字及音樂，合作完成音樂故事輯。

教學資源 電腦、網路、投影機、畫冊、網路、學習單、CD圓標紙、CD盒、掃描器、彩色印表機



學生所需教具 水彩紙、水彩用具、黑筆、鹽巴、吸管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活動一：彩墨狂想(6節)

二 活動二：童言童語(4節)

三 活動三：有聲夢工廠(6節)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彩墨狂想，6節課，240分鐘

第一~二節(國語) 1.小組分
別討論國語單元~生活的滋
味，運用聲情、肢體、道
具，分享說演"曬棉被"、"下
雨的時候"、"追風車隊"的表
現型式。 2.歸納生活種種情
境，可透過文字表達、繪畫
拍照、情境表演等方式，留
下回憶或抒發心得感受。 第
三~六節(藝文) 1.透過展品
畫冊、簡報及MV，介紹四位
藝術大師的創作風格與內
涵，並透過討論、資料分
類，了解大師中西融合的理
念、突破傳統窠臼的表現方
法。 2.分組訂定主題，進行
彩墨狂想音樂故事專輯企
劃。 3.透過作品分析，認識
水墨畫的形式與內涵，並學
習濕染、潑染、吹畫、皴
法、勾勒、禪繞等繪畫技
巧。 4.分組選定齊白石、徐
悲鴻、張大千、趙無極的畫
作局部元素，連結個人日常
經驗與生活事物，討論延伸
改造的情節。 5.小組進繪畫
共作，將經典畫作轉化成屬
於自己的童年經典印記。

四位大師的畫冊、簡報、市
面上銷售的音樂故事CD、水
彩紙、水彩用具、黑筆、鹽
巴、吸管、其他立體創作材
料

1. 能與小組成員熱烈討論課
文分段重點，並在說演中完
整表達主要情節。 2. 說演
的表現，能透過清楚字音，
豐富肢體、表情，增加課文
敘述的豐富度。 3. 能列舉
畫作主體的特色或描述巧妙
之處。 4. 能熱烈分享個人
生活點滴與畫作經典相互融
合。 5. 能克盡己責與小組
成員共同進行構圖、彩繪，
完成童趣創作。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童言童語，4節課，共計160
分鐘

第七~九節(國語) 1.欣賞齊
白石的圖文，學習明喻、暗
喻、比擬、問答等用法，了
解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
境。 2.小組成員針對創作畫
作的主題及編撰故事情節，
討論童詩撰寫內容。 3.各組
運用"童詩飛毯"學習單，進
行敘事句改寫童詩的練習。
4.撰寫草稿分享與修正。 第
十節 1.撰寫定稿詩句。 2.
根據改造過後的畫作，進行
文字題寫，為每幅作品寫出
新詩、歌詞或短語。

齊白石的圖文、童詩集

1. 完成”童詩飛毯”學習
單。 2. 能提出詩句予小組
成員參考，尊重共同意見，
完成創作畫的童詩。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有聲夢工廠，6節課，共240
分鐘

第十一~十二節(藝術) 1.觀
賞iMove製作的趣味影片。介
紹運用的方式及所需的題材

1.學生自己創作的畫作 2.為
畫作創作的童詩 3.相機 4.

1. 能在iMove加入照片或影
片。 2. 能完成錄製前的分
工任務。(拍攝照片、影片、



物件。 2.引導學生思考如何
結合iMove的特性，將已創作
的童畫及童詩，更加突顯個
人特色展現專屬的風格。 3.
透過分鏡學習單，依照想
法，討論構思呈現童畫創作
的照片的順序及文稿內容與
搭配音樂。 第十三~十六節
(綜合) 1.依照分鏡架構，小
組合作分工，運用平板拍
照。 2.小組觀看照片，討論
挑選主要呈現照片，搭配文
稿說演，實際練習操作iMov
e。 3.以自己的情感演繹方
式朗誦詩作，選輯適切的音
樂為背景，錄製有聲故事，
進行燒錄。亦製作CD圓標封
面。 4.與小組討論創思第二
版的另類故事，呈現風格迥
異的創作。創意發想進行圖
文排版編輯，完成另一段不
一樣的故事。 5.將朗誦詩作
的作品及創意發想的故事利
用影音軟體編輯並輸出影
片，並製作專輯封面，合作
完成《童話童詩—童年音樂
故事輯》

影音軟體：I-MOVIE 5.平板
電腦

角色扮演、動作編排….) 3.
與小組成員共同協製完成影
片內容。

學習單

小組討論創思第二版的另類故事，呈現與第一段文青
風格不同的創作，那是一種屬於孩子的童年想像，對
生活探險的渴望。

小組討論創思第二版的另類故事，呈現與第一段文青
風格不同的創作，那是一種屬於孩子的童年想像，對
生活探險的渴望。

教學歷程

老師帶著學生欣賞「1976年張大千現場作畫全程視
頻」及大千畫作簡報，進行問題思考討論， 請你大
致說出張大千的畫風歷經哪些時期的轉變？學生上台
說一說什麼是潑墨畫呢？

讓學生將帶來的有聲書專輯在班上及小組裡分享，上
台報告其創意及特色。全班採用分組合作學習及任務
導向學習策略，全班分四組，分別以齊白石、徐悲
鴻、張大千、趙無極四位大師為專輯主題，接下來即
將開始進行屬於自己的故事生活畫專輯創作。



圖為「大白馬與天空龍」的鉛筆草稿，學生在創作前
都需要畫草稿在美術筆記本上，這組學生是選擇徐悲
鴻的畫來創作，因為徐悲鴻很喜歡畫馬，所以他們畫
了一位牛仔騎著一匹馬在沙漠中奔馳，因為想要呈現
中西融合的概念，於是在畫面中畫了比薩斜塔；學生
因為常看民間故事還畫了一條龍在空中盤旋，畫面雖
然感覺有點衝突但也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這組學生選擇齊白石的畫作來改編，她們自己創作的
畫作名稱取名為「勞鼠與懶貓」，在正式畫之前一直
用毛筆練習勾勒貓、老鼠和燭台，以免正式畫上宣紙
時失敗，很有畫家的精神。

師生一起欣賞齊白石《燈鼠》圖文。 昨夜床前點燈
早，待我解衣來睡倒。 寒門只打一錢油，那能供得
鼠子飽？

學生分組討論，進行問題思考，提出對畫作的看法。
改造的畫作中有那些元素與物件？畫面用了哪些色
彩？畫面是採用什麼構圖？主題的位置在哪裡？畫作
帶給我什麼感受？最後，為畫作賦予新意，以新詩、
打油詩、歌詞改編、故事短文呈現。

根據各組合力完成的畫作，進行童話童畫音樂故事劇
情編排

選擇youtube提供的無版權音樂，為童年音樂故事輯
選擇適合的背景音樂，同時了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利用午休或晨光時間，公共場域較沒有同學在走動的
時候，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影片的片段拍攝，學生對於
自己能當導演這件事，都覺得非常開心，常常搶著掌
鏡，一點都輪不到老師掌鏡呢！

利用平板電腦中的I Movie軟體進行影片編輯，將畫
作、文字輔以音樂，重新排版，完成屬於我們的童年
音樂故事輯

教學成果

學生選擇齊白石的畫風來改編成自己的故事畫-作品
名稱「玩具店」

學生選擇張大千的潑墨山水畫來改編成自己的故事
畫-作品名稱「王者之王」

學生選擇徐悲鴻畫作中最愛的馬來改編成自己的故事
畫-作品名稱「大白馬與天空龍」

學生選擇齊白石的畫來改編成自己的故事畫-作品名
稱「勞鼠與懶貓」



學生選擇趙無極的畫來改編成自己的故事畫-作品名
稱「有所變化」

「大白馬與天空龍」的短詩創作

「懶貓與勞鼠」的短詩創作 「王者之王」的短詩創作

「有所變化」的短詩創作 「玩具店」的短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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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廣達游於藝的的經典藝術資源，豐富、拓展了福山孩子的藝術視野，更加激盪多元與創意的學習，以藝術
陶冶師生讓心靈提昇與成長。本次，清末民初的藝術家，身處動盪不安的年代，國家遭受困境，然而藝術家對
藝術的追求執著熱切，在面臨艱辛的環境中，仍以堅定的力量、愛國的情操，開創藝術多元面貌展現創新格
局。今年度，福山團隊教師秉持大師精神，創思課程設計，期望帶給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學習體驗，也鼓勵
學生從不同的領域思考躍競，激發創作"共鳴"，有”敢”創新，創新有感！在這次的課程結束後，團隊老師們
聚集一起分享教學的歷程，提出了以下的回饋與省思： 一、成果效益 1、生活微察，擦亮發現美的眼睛~ 生
活中習以為常看見的事物，因熟悉而被忽略。此次大師從蟲草魚鳥、山湖地貌，認真看生活每一處的視角，引
發學生學習用內在感受細微之處，如:綠油油的葉子、綻放的花朵、畫布的天空、節奏的雨聲….，不僅開啟了
心的視覺，也多了一份美的思考，擦亮發現美的眼睛，便看見平凡中蘊含美的所在。 2、聯想創造，豐富擴大
美感力~ 課程設計活動，以大師經典畫材幫助學生理解美的學習，並將文字、音樂、科技連結，運用相似、對
比、因果聯想，促進學生想像，擴大了美的範圍，也更加提升自我的美感力。學生創造成果(故事、影像、歌
曲)，與既往展現有所不同，看見許多創新之變。 3、資源活化藝術學習，跨域整合學習全方位~ 引進巡迴展
的世界名畫到校，豐富了藝術課程教學，增添學生參展的機會，活化學習有助藝術鑑賞。透過跨域開拓藝術未
竟之地，語文表達美的感受，社會了解文化洞察時事，學生學習有感，課程框架突破更適性。 4、資訊融合數
位深耕，支援教學翻轉學習~ 依照學習年段設計由淺到深的資訊融入或數位應用的課程，以科技縮短耗時的學
習歷程(如:Garageband app)，擴增豐富的美感體驗，學生創作多元，發展無限。藝術結合科普展現教學新風
貌，讓科技力扎根，奠基孩子未來競爭力。 5、任務導向自主學習，策展給力藝起童樂~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



論，以自己喜歡的藝術展場為任務核心，引領學生從策展中進行思考設計，分別從主題宣傳、展品內容、動線
規劃、交流互動，考量低中高年級的程度與喜好，構思展場布置。小組動手製作宣傳單、導覽圖，團結合作場
佈，從過程中解決實境問題(如燈光投影架設、素材選用、展品位置調整…)，建立美感培養思考力，完成的展
場有創作區、映像區、心得交換區….別有童趣，整個展場就是兒童遊藝場，拉近兒童與藝術的距離。 6、大
師創新之道引發深省，促進落實生活實踐~ 大師藝術創新的自覺意識與社會貢獻，幫助學生體悟個人行為對社
會環境的意義、喚起周邊人事物的感覺，從典範傳承中，關注生活議題，更願意落實公民實踐，為社會貢獻，
以及對社會作出責任承擔。 二、教師省思與回饋 1、自主學習，互動共好~ 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設
計，此次放手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及創作的歷程，雖然創作過程挑戰重重、小組合作意見分歧，但對於學生及
老師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與深刻的回憶。 2、跨域共備，教學相長~ 過往教學現場，教師總是獨自建構一
套課程。本次的教案編寫與課堂教學，採用跨域協同，不同領域的專業教師提供彼此專業技法與知識，讓學生
的學習更扎實，對自己最後產出的成品更具成就感。教師也跟著學生一起獲得新的專業知識，如：「憶想童年
玩古今」-說唱創藝所使用的APP「Musemage 」綠幕拍攝技巧、「筆墨造畫夢工廠」-有聲夢工廠及「聲優舞藝
畫經典」-大話經典所使用的影片製作軟體I-MOVIE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得教學深度與廣度獲得提升，成
長的不僅是學生，老師本身也獲益良多。 3、學生融入生活經驗，創作更有感~ 我們以經典童藝為創作核心，
幫助兒童從生活經驗進行藝能探索，在「筆墨造畫夢工廠」的彩墨狂想課堂上，學生的畫作白馬上面有牛仔彷
彿是在畫他自己在沙漠中奔馳，而湛藍色的天空中有條紅色的龍，整幅畫讓人感覺有點衝突，於是老師問學生
為何天空會有一隻龍，學生回答：「我看很多神話故事中天空都有龍，我覺得龍很酷！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學生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加入畫中，這不是藝術大師的生活體驗，不是老師的生活體驗，而是學生自己的生活體
驗。 4、學生主場，藝術無代溝~ 策展練習曲激發高年級學生規劃展場脈絡的動力，以孩子的視角為不同學習
階段的學弟妹們規劃，讓大師的經典藝術更加貼近兒童，深受喜愛。 5、福山FUN意，素養起藝~ 學生作品內
涵從連結自身經驗方式展現，作品裡有生活、有幽默、更有自己的成長，展現素養學習的美好。體驗藝術即生
活、生活即藝術。 三、教學建議： 1.協同教學部分：跨領域的教師協同教學除了課前的討論之外，在課程進
行中仍需相互連繫，視學生學習情形滾動修正，避免實施進度因落差而造成無法銜接。 2.學生策展部分：因
為疫情晚開學的原因，學生策展時間不足，建議策展教學於對展覽內容有初步的認識之後就必須逐步規畫進
行，避免因為時間不足，影響及壓縮了教與學的成效。 3.創意激發部分：「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怕你不動手
做」，當孩子在腦力激動的時候，老師要先做一個盡責的傾聽者，不要急於否定孩子的想法，轉個彎動動腦，
孩子的創意總是讓你會驚呼連連、拍手叫好。 四、學生回饋： 1.(藝想童年玩古今)謝謝老師讓我們欣賞張大
千創作的影片，這是非常珍貴的影像資料，「潑墨山水」原來是利用大毛筆先把宣紙染濕，趁紙未乾前，染上
整片整片的墨色，再用小筆潤飾勾勒而成，真是太神奇了。老師教我們用濕染法畫水彩畫，感覺跟潑墨技巧有
異曲同工之妙呢！ 2.我最喜歡〈簡單色微山水〉單元，老師讓我們發表學校生活覺得最有趣的兩個活動，我
選了跳繩和拍毽子，老師要我們用誇張方式表現出來，我覺得我畫的很有趣。齊白石也喜歡畫生活周遭的小事
物，老師說我們也是觀察力敏銳的小畫家呢！ 3.(筆墨造畫夢工廠)第一次使用影片編輯軟體，感覺很有趣，
沒有想像中困難。在選擇音樂及編輯劇本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我們小組的同學意見會不同，但是到最後我們會
投票決定，大家也都願意遵守。拍影片真的是個難得的經驗。 4.(福山fun意新趣象)在這次策展中，學到怎麼
把所有重點節錄在一張A4紙上，也能更快速從中找到錯誤的地方。若下次參加類似的活動，我會用這次的經
驗，將失敗的地方更改，並且製作出更好的規劃，而且抱持著要努力，要做到最好的心，力求上進！把每件事
做到最好！ 5.這次策展讓我知道時間分配、會議討論必須提前準備規劃。剛開始，我不懂時間分配，結果工
作交到我手上，沒有進展。這次，讓我更加反省歉疚，因為我偷懶的部分，都是同學幫忙補齊。往後應該要更
加配合團體的節奏，行動要即時。 6.這次策展活動，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路線圖，因為場地不斷的在變
化，所以畫好的路線圖必須得再修改一次，又要考慮到動線，以及每個年級適合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這
些都是必須考量的，因此我跟父母和中年級的妹妹討論。希望讓學弟妹都有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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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kWMMc3LA 福山國小「經典童藝•福山FUN意」課程成果
https://youtu.be/XYyHW_3i_Yc 「說唱創藝」-憶想童年玩古今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6RHWM4JI&t「童畫童詩」童年音樂故事輯-筆墨造畫夢工廠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w17O_suM「大話經典」-聲優舞藝話經典

教學單元 三、聲優舞藝話經典

設計理念

促進高年級孩子理解大師「深遠影響」的獨到眼光。〈大話經典〉引藉經典畫作的藝術鑑賞課程，促進學生與
大師對話，開啟美感五力(眼、耳、心、口、手)，體驗創新之變歷程。〈舞韻詠流傳〉團體創思舞台表現型
式，音藝聯手演繹畫家內心世界，詠傳經典；〈藝曲現風華〉舉辦展演，讓觀眾對作品有更深的體會，為巡迴
展做完美代言。

教材來源 康軒版 藝術第6冊 單元四奇幻的空間 單元六自然之美 校訂課程 閱讀理解 媒體識讀 自編聲優舞藝化經典教
材

統整領域 藝術、閱讀、綜合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教學節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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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E-1 0 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的知識。 綜-E- B3覺
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藝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綜2d-III-1運用
美感與創意，解決生活問題，豐富生活內涵。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表E-Ⅲ-1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主旨、情節、對話、人物、音韻、景觀)與動作元素(身體部位、動作/舞
步、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之運用。 視P-Ⅱ-2藝術蒐藏、生活實作、環境布置。 綜Bd-III-1生活美感的運
用與創意實踐。

學習目標
1.嘗試現代科技融入動態影像詩，體驗創新之變歷程，提升自我藝術觀及個人對美感視界的理解感受。 2.透
過音樂、學習成果，設計展演舞藝，傳達近代藝術家創作的經典特色，增進藝術鑑賞力。 3.敢於提出創新的
想法融入展演活動當中，趨動藝術實踐力。

教學資源 低中高作品、貓的展覽媒體資訊、不同藝展的DM、無版權音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j_ql3
Jclk

學生所需教具 展演服裝及材料、畫架、畫紙、平板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活動一:大話經典(8節)

二 活動二:舞韻詠流傳(8節)

三 活動三:藝曲現風華(8節)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大話經典 ，8節，共320分鐘 第一~三節(閱讀) 1.向大師
學習：教師分別展示徐悲
鴻、齊白石、張大千與趙無
極的作品部分畫面，介紹焦
點寫實、生活巧趣、大千自
然、印象空間等經典藝術。
學生依據所見，比較真實情
境與畫作內容的觀感，並分
辨藝術家不同的表現技法。
2.與畫家對話∶提問如何促進
藝術作品與觀賞者間的交流
互動?小組討論，提出想法，
發表與分享，引導出透過文
字、聲效、音樂、科技傳
媒…等，可作為藝術橋樑的
傳遞方式。 3.福山小文青∶發
下四位近代藝術家作品相關
說明講義，逐一討論每一篇
可產生的文字想像。小組相
互交流對話，交換不同的創
想靈感，並共同關注畫作裡
所描述的焦點、巧思，在那
些具體物件？顏色？筆法的
運用？傳遞的精神涵義? 4.
<梵谷之歌>MV欣賞: http
s://www.youtube.com/watc
h?v=SXj_ql3Jclk 透過影片
欣賞，感受梵谷畫作與歌曲
交互作用產生的情感觸動，
發現歌詞文字所聯結的表達
內涵、音樂引發增添的感受
力量與心靈交流促進觀者溝
通的效果。 第四~八節(藝
術) 1.經典創畫: 引介水墨
流動姿態，請小朋友閉上眼
睛安靜聆聽音樂，用心揣摩
隨著音樂起舞的情景。請學
生依照直覺描述、內容述
說，思考可以用什麼不同的
創作媒材與創作形式，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2.學生
根據自己的構思，進行圖畫
創作與文字創作，透過圖案
剪貼、重組，作為資訊科技
應用及拼貼主題創作的兩種
材料。 3.音藝聯手- 介紹Ga

投影片、水墨、水彩、油
彩、繪畫用具、影像工具、
平板、投影設備、耳機

1.學生能應用不同的素材進
行創作。 2.學生能利用科技
媒體進行音樂及影像編輯。
3.學生能分享自己的想法分
工合作完成作品。 4.學生能
具體說出創新歷程中應需的
條件或因素。



rageband app裡『即時循環
樂段』裡的各式音樂風格音
樂與堆疊技巧，小組練習操
作。結合自己的畫作，選擇
喜愛的音樂風格、和弦、Bas
s、擊樂，樂器軌進行影音創
作。 4.學生運用iＭovie ap
p，加入創作文字與音樂一起
進行編排，完成創新之變~水
墨寫意動畫。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舞韻詠流傳，8節，320分鐘

第一~四節(綜合活動) 1.綜
合「大話經典」的學習成
果，觀摩分享，並激起學生
再次創作動機及興趣，開啟
開幕當日展演節目內容如何
呈現的討論話題。 2.請小組
成員運用前置學習水墨動畫
的經驗，相互討論如何結合
多元的元 素、媒材、畫家的
不朽之作，將此次的學習成
果展現在觀眾面前。 3.小組
擬定主要元素，以主題內
容、劇情角色、表演方式、
演出時間、結合效果…等重
點，運用心智圖，擴散延伸
思考詠頌大師創新經典的方
式。 4.透過發表，票選每組
構想最優的環節，進行組織
串連，班級共同進行設計試
排，檢討修正，達成共識，
完成腳本基礎架構內容。 第
五~八(藝術) 1.依據腳本架
構，分配任務項目，各組成
員進行負責的橋段設計與演
譯內容討論，完成背景音樂
的選定，表演動作搭配，成
果融合運用….等場景。 2.
小組個別演練，教師分組進
行指導並給予建議。 3.整合
演出順序，進行演練。

大話經典寫意水墨動畫影
片、學校代表性音樂、平板-
心智圖app

1.能與同儕共同討論展演相
關內容。 2.能與小組共同運
作心智圖app，呈現展演活動
的構思內容。 3.能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依循教師指導，
熟練個人演出動作，並用心
演出。 4.能與小組共同解決
排練中遇到的難題。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藝曲現風華，8節，320分鐘

第一~八節(綜合活動)(藝術)
1.強化展演舞碼演練，教師
進行動作指導與肢體律動教
學。 2.挑選各年段代表性學
習成果，師生共同構思道具
製作，舞台呈現順序及方
式。 3.籌備展演相關服裝，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調
整應變演出場地。 4.進行展
演，為此次巡迴展作完美代
言。

各年段創作或仿作的畫作

1.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依
循教師指導，熟練個人演出
動作，並用心演出。 2.能與
小組共同解決排練中遇到的
難題。

學習單



教師分別展示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與趙無極的作
品部分畫面。學生依據所見，討論出藝術家創作的特
色、媒材與技法。

教師複習四位藝術家創作技法。學生能根據自己對藝
術家的理解，運用現成的媒材與藝術家創作形式，創
造出作品。並且重新思考可以用什麼不同的創作媒材
與創作形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經歷一整學年的課程，學生在藝術課、音樂課與閱讀
課的交互薰陶下，更了解四位藝術家創作的時代背景
與氛圍。這一連串的學習歷程，有別於以往的經驗，
每個人都完成一部獨一無二的影像作品，回顧一下自
己創作的影片內容，再欣賞別人的作品，思考並觀察
自己與他人作品的優缺點，最後反思，如果還有機會
重新創作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期望新作品有哪些更創
新之處，分別以藝術、音樂、閱讀三個不同角度來思
考新作品的創作方向。

教學歷程



學生能根據自己對藝術家的理解，思考可以用什麼不
同的創作媒材與創作形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教學過程中，學生透過探索體驗，發現墨汁在水面流
動的效果很美，希望能保留住那瞬間的美。運用墨流
藝術的教學，讓學生實際體驗與創玩他們發現的新藝
術。

發揮創意，為作品寫首<新詩>或<微童話>。

學生合作學習，將作品重新剪貼拼湊成一幅新作品，
尋找新創意。

學生上台發表，將完成的作品張貼在黑板供同儕欣
賞，交流創作想法。

老師介紹Garageband中的即時循環樂段，並說明創作
時會使用到的操作介面。

學生聆聽即時循環樂段裡的音樂，並依據自己的畫
作，選擇適合的音樂風格



學生根據畫作，使用Garageband中的『即時循環樂
段』，進行音樂創作。

將畫作照片檔及音樂創作檔匯入I-Ｍovie app中，進
行藝術ＭＶ的製作，之後再將文字創作加入，完成獨
一無二的藝術ＭＶ作品。

學生手繪介紹作品的看板，讓欣賞的人能進入孩子的
藝(異)想世界。

展演舞碼演練，教師進行動作指導與肢體律動教學。

教學成果

學生練習使用張大千潑墨潑彩方式呈現的「潑墨山
水」風格。

FUN意、無拘束、大膽地運用色彩，創造屬於自己的
潑墨山水。

趙無極的「甲骨文時期」作品，在混沌氛圍中隱約透
露近似書法的線條游走其中。學生練習將甲骨文符號
融化於畫面當中，隨之飛舞。

趙無極的「甲骨文時期」作品，在混沌氛圍中隱約透
露近似書法的線條游走其中。學生練習將甲骨文符號
融化於畫面當中，隨之飛舞。



齊白石一生堅持生活的藝術，畫圖以寫實為主，取材
都是自己接觸或親眼見過的，沒見過的從來不畫，因
他覺得親身經歷生活週遭的事物，才會有深刻的靈
感。我們從齊白石的日常，聯想到我們自己生活的各
種用品。為我們的日常，寫一首詩；畫一張日常，向
齊白石致敬。

學生將完成的藝術ＭＶ 利用Air drop傳送給老師，
老師協助彙整後先在班上進行MV發表會，之後在展覽
會場布置一個展示空間播放大家辛苦努力的成果。

展場裡，行動電影院播放學生的藝術ＭＶ，讓更多人
一起欣賞孩子們的創意。原來，水墨畫結合音樂、文
字後，也可以modern！經典加上創新，大開藝術之
眼。

挑選各年段代表性學習成果，師生共同構思道具製作
融入展演中，呈現團隊合作的豐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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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廣達游於藝的的經典藝術資源，豐富、拓展了福山孩子的藝術視野，更加激盪多元與創意的學習，以藝術
陶冶師生讓心靈提昇與成長。本次，清末民初的藝術家，身處動盪不安的年代，國家遭受困境，然而藝術家對
藝術的追求執著熱切，在面臨艱辛的環境中，仍以堅定的力量、愛國的情操，開創藝術多元面貌展現創新格
局。今年度，福山團隊教師秉持大師精神，創思課程設計，期望帶給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學習體驗，也鼓勵
學生從不同的領域思考躍競，激發創作"共鳴"，有”敢”創新，創新有感！在這次的課程結束後，團隊老師們
聚集一起分享教學的歷程，提出了以下的回饋與省思： 一、成果效益 1、生活微察，擦亮發現美的眼睛~ 生
活中習以為常看見的事物，因熟悉而被忽略。此次大師從蟲草魚鳥、山湖地貌，認真看生活每一處的視角，引
發學生學習用內在感受細微之處，如:綠油油的葉子、綻放的花朵、畫布的天空、節奏的雨聲….，不僅開啟了
心的視覺，也多了一份美的思考，擦亮發現美的眼睛，便看見平凡中蘊含美的所在。 2、聯想創造，豐富擴大
美感力~ 課程設計活動，以大師經典畫材幫助學生理解美的學習，並將文字、音樂、科技連結，運用相似、對
比、因果聯想，促進學生想像，擴大了美的範圍，也更加提升自我的美感力。學生創造成果(故事、影像、歌
曲)，與既往展現有所不同，看見許多創新之變。 3、資源活化藝術學習，跨域整合學習全方位~ 引進巡迴展
的世界名畫到校，豐富了藝術課程教學，增添學生參展的機會，活化學習有助藝術鑑賞。透過跨域開拓藝術未
竟之地，語文表達美的感受，社會了解文化洞察時事，學生學習有感，課程框架突破更適性。 4、資訊融合數
位深耕，支援教學翻轉學習~ 依照學習年段設計由淺到深的資訊融入或數位應用的課程，以科技縮短耗時的學
習歷程(如:Garageband app)，擴增豐富的美感體驗，學生創作多元，發展無限。藝術結合科普展現教學新風
貌，讓科技力扎根，奠基孩子未來競爭力。 5、任務導向自主學習，策展給力藝起童樂~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
論，以自己喜歡的藝術展場為任務核心，引領學生從策展中進行思考設計，分別從主題宣傳、展品內容、動線
規劃、交流互動，考量低中高年級的程度與喜好，構思展場布置。小組動手製作宣傳單、導覽圖，團結合作場
佈，從過程中解決實境問題(如燈光投影架設、素材選用、展品位置調整…)，建立美感培養思考力，完成的展
場有創作區、映像區、心得交換區….別有童趣，整個展場就是兒童遊藝場，拉近兒童與藝術的距離。 6、大
師創新之道引發深省，促進落實生活實踐~ 大師藝術創新的自覺意識與社會貢獻，幫助學生體悟個人行為對社
會環境的意義、喚起周邊人事物的感覺，從典範傳承中，關注生活議題，更願意落實公民實踐，為社會貢獻，
以及對社會作出責任承擔。 二、教師省思與回饋 1、自主學習，互動共好~ 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設
計，此次放手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及創作的歷程，雖然創作過程挑戰重重、小組合作意見分歧，但對於學生及
老師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與深刻的回憶。 2、跨域共備，教學相長~ 過往教學現場，教師總是獨自建構一
套課程。本次的教案編寫與課堂教學，採用跨域協同，不同領域的專業教師提供彼此專業技法與知識，讓學生



的學習更扎實，對自己最後產出的成品更具成就感。教師也跟著學生一起獲得新的專業知識，如：「憶想童年
玩古今」-說唱創藝所使用的APP「Musemage 」綠幕拍攝技巧、「筆墨造畫夢工廠」-有聲夢工廠及「聲優舞藝
畫經典」-大話經典所使用的影片製作軟體I-MOVIE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得教學深度與廣度獲得提升，成
長的不僅是學生，老師本身也獲益良多。 3、學生融入生活經驗，創作更有感~ 我們以經典童藝為創作核心，
幫助兒童從生活經驗進行藝能探索，在「筆墨造畫夢工廠」的彩墨狂想課堂上，學生的畫作白馬上面有牛仔彷
彿是在畫他自己在沙漠中奔馳，而湛藍色的天空中有條紅色的龍，整幅畫讓人感覺有點衝突，於是老師問學生
為何天空會有一隻龍，學生回答：「我看很多神話故事中天空都有龍，我覺得龍很酷！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學生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加入畫中，這不是藝術大師的生活體驗，不是老師的生活體驗，而是學生自己的生活體
驗。 4、學生主場，藝術無代溝~ 策展練習曲激發高年級學生規劃展場脈絡的動力，以孩子的視角為不同學習
階段的學弟妹們規劃，讓大師的經典藝術更加貼近兒童，深受喜愛。 5、福山FUN意，素養起藝~ 學生作品內
涵從連結自身經驗方式展現，作品裡有生活、有幽默、更有自己的成長，展現素養學習的美好。體驗藝術即生
活、生活即藝術。 三、教學建議： 1.協同教學部分：跨領域的教師協同教學除了課前的討論之外，在課程進
行中仍需相互連繫，視學生學習情形滾動修正，避免實施進度因落差而造成無法銜接。 2.學生策展部分：因
為疫情晚開學的原因，學生策展時間不足，建議策展教學於對展覽內容有初步的認識之後就必須逐步規畫進
行，避免因為時間不足，影響及壓縮了教與學的成效。 3.創意激發部分：「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怕你不動手
做」，當孩子在腦力激動的時候，老師要先做一個盡責的傾聽者，不要急於否定孩子的想法，轉個彎動動腦，
孩子的創意總是讓你會驚呼連連、拍手叫好。 四、學生回饋： 1.(藝想童年玩古今)謝謝老師讓我們欣賞張大
千創作的影片，這是非常珍貴的影像資料，「潑墨山水」原來是利用大毛筆先把宣紙染濕，趁紙未乾前，染上
整片整片的墨色，再用小筆潤飾勾勒而成，真是太神奇了。老師教我們用濕染法畫水彩畫，感覺跟潑墨技巧有
異曲同工之妙呢！ 2.我最喜歡〈簡單色微山水〉單元，老師讓我們發表學校生活覺得最有趣的兩個活動，我
選了跳繩和拍毽子，老師要我們用誇張方式表現出來，我覺得我畫的很有趣。齊白石也喜歡畫生活周遭的小事
物，老師說我們也是觀察力敏銳的小畫家呢！ 3.(筆墨造畫夢工廠)第一次使用影片編輯軟體，感覺很有趣，
沒有想像中困難。在選擇音樂及編輯劇本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我們小組的同學意見會不同，但是到最後我們會
投票決定，大家也都願意遵守。拍影片真的是個難得的經驗。 4.(福山fun意新趣象)在這次策展中，學到怎麼
把所有重點節錄在一張A4紙上，也能更快速從中找到錯誤的地方。若下次參加類似的活動，我會用這次的經
驗，將失敗的地方更改，並且製作出更好的規劃，而且抱持著要努力，要做到最好的心，力求上進！把每件事
做到最好！ 5.這次策展讓我知道時間分配、會議討論必須提前準備規劃。剛開始，我不懂時間分配，結果工
作交到我手上，沒有進展。這次，讓我更加反省歉疚，因為我偷懶的部分，都是同學幫忙補齊。往後應該要更
加配合團體的節奏，行動要即時。 6.這次策展活動，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路線圖，因為場地不斷的在變
化，所以畫好的路線圖必須得再修改一次，又要考慮到動線，以及每個年級適合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這
些都是必須考量的，因此我跟父母和中年級的妹妹討論。希望讓學弟妹都有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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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kWMMc3LA 福山國小「經典童藝•福山FUN意」課程成果
https://youtu.be/XYyHW_3i_Yc 「說唱創藝」-憶想童年玩古今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6RHWM4JI&t「童畫童詩」童年音樂故事輯-筆墨造畫夢工廠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w17O_suM「大話經典」-聲優舞藝話經典

教學單元 四、福山FUN意新趣象

設計理念

省思往年巡迴展場的優劣，〈策展練習曲〉以任務導向激發高年級孩子規劃展場脈絡的動力，運用前置學習與
觀展經驗，提出創意行動方案，並與同儕共做執行。〈魔法童藝境〉與同儕分工執行，將集體的藝術想像化作
可具體感受與經驗的展覽空間，為經典注入新童趣，展現新意。〈Never Stop〉結束是另一個開始，透過展覽
結束後的檢討及對話，解構畫家心思，探討當代社會現象，了解不同時代價值觀。透過小組討論，綜合發表，
引發自我價值觀思考，深思現在與未來。自我省思與成長，開啟新思維 。

教材來源 1.歷年廣達基金會展覽作品及廣達基金會網站 2.策展相關書籍：策展的50個關鍵、藝術介入空間 3.自編教材

統整領域 藝術、語文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教學節數 16節

領綱核心素養
藝-E-B3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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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B1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藝3-Ⅲ-2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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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6-Ⅲ-3學習審題、立意、選材、組織等寫作步驟。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視 P-Ⅲ-1在地及全球藝文展演、藝術檔案。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國Ad -Ⅲ-3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國Cc -Ⅲ-1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1.欣賞近期藝術展覽內容，分享有感的展場布置。檢討過往本校布置游於藝展場的優缺點，提出策略進行改
善。 2.討論分工的任務與方式，共同設計實踐屬於兒童的藝術展覽企劃要點。 3.理解畫家自覺對國家社會思
變的作為及賦予時代的價值感動，主動關懷個人生活領域遭遇的問題，提出想法和改變的策略。 4.能於展覽
結束進行回饋與省思

1.創新之變經典之位展覽畫作及教具 2.策展相關書籍



教學資源

學生所需教具 1.電腦 2.印表機

時間

分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 活動一：策展練習曲，6節課

二 活動二：魔法童藝境，8節課

三 活動三：NEVER STOP，2節課

活動一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策展練習曲，6節課，共240
分鐘

第1~6節課(閱讀) 1.學生以
展場裡的觀賞者、事情、時
間、地點、物件，五個面
向，逐一整理過去參觀展覽
的經驗，並以筆記方式，整
理於筆記紙。 2.學生發表<
展覽經驗心智圖>，同儕給予
回饋。 3.畫展活動提案與實
踐：如何在一個展覽場地，
藉由作品擺置、動線設計、
導覽資料與路線圖的設計、
延伸活動等，讓參觀畫展的
人，能在展覽裡更喜歡與親
近這四大畫家的作品。 4.學
生討論與發表：針對這些向
度，逐一對話，激盪想法，
同時，請同儕給予建議，評
估可行性。 5.針對學生提
案，進行票選，根據得票
率，分工合作，完成提案的
設計與實現。

1.電腦 2.印表機 3.筆記紙
4.畫家資料簡報

1.學生能針對去年畫展的觀
展經驗，發表自己的印象。
2.學生能專注聆聽發表，並
清楚回應自己的看法。 3.學
生能說明自己對畫展的觀看
要點與延伸思考的想法。 4.
學生能針對各面向共同思考
展覽的安排與布置。 5.學生
能與同儕共同分工完成提案
的設計。

活動二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魔法童藝境，8節課，320分
鐘

第7~14節課 魔法童藝境 1.
魔法密笈第一招-分工合作：
針對上堂課票選決定的提
案，包含尋找生命的意義-夢
想紙飛機、畫作體驗-閃閃惹
人愛、水族箱--神奇水墨
箱、導覽說明書及路線圖-包
含低中高年級及成人版，小
組規劃任務、分工合作。 2.
魔法秘笈第二招-Just do i
t：透過小組討論分工，將各
個提案需要準備的材料備齊
後，開始製作，在製作過程
中隨時與老師討論修正各個
提案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解決
方式。 3.魔法秘笈第三招-
熱誠的心：將完成的各項提
案作品佈置到活動中心，並
在現場再次排練或測試，以
參觀展覽人員的視角來重新
調整規劃的內容。

1.夢想紙飛機所需教具：紙
卡、鉛筆、紙膠帶、立牌、
色筆 2.神奇水墨箱：木板、
白布、LED燈、釘槍 3.閃閃
惹人愛：雙面翻亮片布、膠
帶 4.導覽說明書及路線圖：
電腦、列表機

學生能與同儕共同分工完成
提案的設計與實踐。

活動三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教具 評量方式



NEVER STOP，2節課，共80分
鐘

第15~16節：Never stop 1.
策展後的分享與討論：全班
共同觀看展覽現場照片及活
動影片，加深對此次展覽的
印象 2.針對展場共同設計的
提案，提出想法與建議：
(1)跟之前設計時的想像，有
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2)參
觀的人對活動的參與，和你
想像的一樣嗎？ (3)什麼原
因造成這樣的差異？ (4)下
次，我們如何做得更好？ 3.
針對這次策展活動的參與，
對於<分工合作>與<策畫藝術
展覽>這兩件事，你學到甚
麼？進行對自己的檢討與擬
定下一步的計畫。 4.NEVER
STOP：結束是另一個開始，
透過策展後的再討論與分
享，歸納出一個活動的完成
需要許多人付出努力，為他
人付出，除了策展之外，平
常我們還可以再為學校做些
什麼呢？運用在這次的活動
累積的經驗，重新整頓再出
發。

1.學生筆記 2.展場照片及影
片

1.學生能上台分享參與策展
活動的收穫與感想。 2.學生
能針對提問，逐一檢視學習
歷程與收穫。 3.學生能依據
策展的經驗再次提出讓環境
更美好的計畫。

學習單

透過參與策展活動體認辦理活動的辛勞及對他人的關
懷與體貼，並將這份心意延續下去，為自己生活的環
境盡一份心力。

透過參與策展活動體認辦理活動的辛勞及對他人的關
懷與體貼，並將這份心意延續下去，為自己生活的環
境盡一份心力。

夢想紙飛機-學生在認識四位藝術大師的生平之後，
挑選與他們生命有關的鼓勵小語寫在紙卡上，希望透
過展場的交流與互動，提供參觀展覽者不同的生命意
義發現與鼓勵。

教學歷程



策展團隊同學聚集一起細部討論四位藝術家作品特色
與觀看要點

老師與策展團隊同學互相討論如何策展及分享過去參
觀學校歷年廣達展覽的經驗

團隊同學經過多次的討論與修正，並到展場實際看現
場布置，開始構思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學弟妹或同學
們參觀動線及導覽說明，提供同學們到展場參觀時的
建議，以孩子的眼界及角度去貼近藝術。

經過團隊討論，繪製參觀動線圖，先以手繪，之後再
運用電腦將參觀動線圖以word文書處理系統繪出，並
列印出來，提供前來參觀的同學們使用。

策展團隊成員互相討論、腦力激盪，先將初步構想寫
下來。學生設計了許多互動體驗區，如：畫作體驗、
導覽說明書、水族箱、活著的意義、生活細節等。團
隊經過後續的討論細節及完成的可能性，分別完成
了：畫作體驗---閃閃惹人愛撥畫體驗、導覽說明書-
--分低中高年級及成人版、水族箱--神奇水墨箱、活
著的意義--夢想紙飛機•尋找生命的意義

分工合作，每個不同的班級負責協助一個展場的布置
項目，讓學生一起和老師動手布置，對展覽更有感、
更有心，將美的素養實踐於日常。



策展團隊的學生由廣達基金會所提供的神奇水墨箱互
動教具帶來的靈感，因為這個互動遊戲很受小朋友的
喜愛，所以就提出製作放大版神奇水墨箱的計畫，由
老師與學生共同完成放大版的水墨箱，讓更多的同學
可以體驗光影的神奇魅力。

將藝術課堂上同學的水墨作品，透過學生的巧手拼
貼，集結成更大的水墨畫作品，呈現不一樣的風景。

「經典童藝•福山FUN意」這次展覽會場的核心精
神，透過孩子的共同合作，將同學的水墨作品重新拼
貼，加上文字，展現出另一種抽象的美，懸掛在展覽
會場相當吸睛。

夢想紙飛機--給予觀者「尋找-生命的意義」的體
驗，呈現方式： 1.從四大家的故事裡，擷取藝術家
對生活或對藝術的看法，列印至書卡上。 2.邀請願
意一起參與的班級學生，在紙卡上寫上<最能鼓勵自
己的文字>。 3.蒐集50張左右的意義紙卡 4.紙卡：
可供書寫<暖暖鼓勵文字>的各色紙 5.參觀者動手完
成自己的字卡後，挑選桌面符合自己心情或需求的字
卡交換，留下自己寫的字卡分享給下一位觀賞者。

教學成果

策展團隊成員依照不同的年段規劃不同的參觀路線，
以一年級來說，團隊們建議從趙無極的畫作看起，因
為低年級的小朋友想像力豐富、用色大膽！趙無極的
抽象畫可以讓低年級的學弟妹盡情想像

中年級參觀路線圖說明摘要： 首先,邀請你先走前往
<徐悲鴻畫作> (你看見了嗎？有一幅畫上，有一匹精
神飽滿的馬^^！沒錯，就是那裡！)，希望你從徐悲
鴻的動物畫作裡，感受到強烈的生命力！徐悲鴻的
「馳駿圖」，看看馬的輪廓，在畫中是如此的生動，
隨著動作不同，情境不同，帶來的感覺也隨之不同，
那帶給你的感覺又是如何？ 第2站希望你走向<張大
千畫作區>，張大千畫的猿猴與哈巴狗，栩栩如生，
表情還有調皮的味道。 張大千的大山，也是十分精



采壯麗！ 第3站是至第八站則是學生作品，都是學生
向這四位大師致敬的作品！

建議高年級參觀路線原因： 強烈推薦你們前往齊白
石作品區，是因為齊白石的作品都非常貼近生活，身
為高年級的你，應該更懂得觀察生活中的細節。所以
請仔細享受畫作喔！

建議大人路線原因： 親愛的大人靠著自己的力量生
活，也經歷過許多的辛苦和努力，所以對生命力這三
個字應該更有感觸！所以建議先看看徐悲鴻的作品
吧。

將製作好的導覽路線說明及畫家介紹放到展覽會場提
供參觀人員索取，不僅能讓參觀展覽人員更清楚、更
能掌握展場的重點，也能彌補導覽小尖兵無法隨時在
場說明的遺憾！讓參觀效能大大提升！

低年級的孩子在參觀完展覽之後，心中那顆美的種子
開始萌芽，開啟對美的感動與體驗。

中年級的同學在參觀完展覽並聽過藝術小尖兵的導覽
後，對於四位藝術大師所展現對生命的熱情，還有不
怕挫折及困頓的心感佩不已，期待自己能勇敢地追逐
夢想前進，因而留下這樣的字卡鼓勵自己也鼓勵他
人。

高年級同學對於生命有更深的體會，不論是提醒自己
處事要戒慎而行的；或者是鼓勵自己不要放棄的；亦
或是想要為自己創造彩色人生的，都讓這一次的展覽
更有意義及啟發。



策展團隊的學生在展覽結束之後，再次討論及分享在
這次策展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遇到的問題，期許
能透過再次地檢視與省思，讓自己更成長。

策展團隊的學生在展覽結束之後，再次討論及分享在
這次策展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遇到的問題，發現
自己的盲點及不足之處，同時也對老師的用心及努力
感到幸福及感動。

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