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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廣達文教基金會理念與願景 

  願景：文化均富、科技均享 

宗旨：「教育為根」、「藝術為本」、「科技為用」、「創意為法」 

目標：教育創新促進者 & 古今中外文化橋樑 

執行長的話： 

「從偏鄉到都市，從藝術教育、創新教育再到

科技教育，從走在美感教育趨勢之前的廣達

《游於藝》計畫，引領創新思維的廣達《設計

學習》計畫，到啟發孩童對程式語言興趣的廣

達《游於智》計畫，我們希望能為臺灣的孩子

帶來更多、更新、更好的教育資源，不僅希望

以藝術啟發創意，更期望用科技改變思維；所

以我們積極提供交流平台，促進師長一起教育

創新，連結國際資源成為文化橋樑，促進國際

對談。」 

董事長的理念與願景： 

藝術為「文」、科技為「武」，恰似人類左腦與右腦，

兩者不相衝突必須交融。一個社會欲達成「文化均

富」與「科技均享」的目標，藝術和科學技術就是開

啓兩扇門的鑰匙，而轉動鑰匙的力量便是「教育」，

以藝術先行，具備美學涵養而發展出來的科技，相對

於外貌赤祼的科技更容易打動人心。臺灣沒有豐富

的天然資源，必須要更 SMART 才能創造出獨一無

二的價值，教育要與「創新」搭配，創新是創意加上

專業實踐的能力，是讓美夢成真的能力。唯有秉持著

一「文」一「武」相輔相成的觀點去激盪出創新火花，

才能讓我們國家未來主人翁兼備允文允武的「軟實

力」，進而為國家、人類點燃一盞希望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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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流程表 

時間 內容 

09：30~10：00  師長報到 

10：00~10：10 

上 

午 

場 

開場 

10：10~10：20 發表順序，現場公開抽籤，換場、準備時間 

10：20~10：40 隊伍 1 報告 

10：40~10：45 換場、準備時間 

10：45~11：05 隊伍 2 報告 

11：05~11：10 換場、準備時間 

11：10~11：30 隊伍 3 報告 

11：30~11：35 換場、準備時間 

11：35~11：55 隊伍 4 報告 

11：55~13：15 午餐休息 

13：15~13：20 

下 

午 

場 

換場、第五組準備時間 

13：20~13：40 隊伍 5 報告 

13：40~13：45 換場、第六組準備時間 

13：45~14：05 隊伍 6 報告 

14：05~14：10 換場、第七組準備時間 

14：10~14：30 隊伍 7 報告 

14：30~15：00 中場休息、茶敘交流 

15：00~16：00 圓桌論壇活動 

16：00~16：15 休息、團隊交流 

16：15~16：30 講評、揭獎與頒獎 

16：30~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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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第十三屆創意教學競賽決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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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中正國中

 

【 「生活畫市集：嬉遊千年風俗藝術」 】 

藝起迺市集-山港市集在中正 

（照片左至右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徐琬婷  職稱： 學務主任  

2. 教師姓名： 林鈺鳳  職稱： 導師  

3. 教師姓名： 鄒依霖  職稱： 導師  

4. 教師姓名： 曹瑞芸  職稱： 導師  

5. 教師姓名： 許芳瑾  職稱： 註冊組長  

6. 教師姓名： 雷雅淳  職稱： 導師  

7. 教師姓名： 陳慧欣  職稱： 專任教師  

8. 教師姓名： 楊宜婕  職稱： 衛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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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基隆市中正國中坐落於基隆著名景點中正公園後山，校園內山巒疊翠，盡

得山海之勝。依山傍海，校園多處可俯瞰基隆港，視野壯闊。校園花木繁茂，

動植物生態豐富，可以盡情享受自然之美。 

本校發展多元，科學教育、生活教育、閱讀推廣、管樂社團、民俗體育運

動等都蓬勃發展。本校擔任廣達文教基金會「游於藝展覽計畫」基隆市盟主已

有十年時間，將藝術展覽帶入校園，更因此而發展出多元的跨領域課程。歷經

多年耕耘，在教學團隊努力之下，逐漸形塑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的特色，讓學

子體驗美感、認同在地、擁有國際視野，維持學習的動機與熱情。 

二、 團隊簡介 

本校承辦廣達文教基金會游於藝展覽多年，許多不同學科領域的老師們察

覺，在學科領域間的協同統整上，藝術可以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這幾年大家開

始嘗試課程的合作。團隊教師來自藝術、語文、自然、科技、綜合與社會領

域，老師出於自己的意願加入，不是任務導向的組織，合作互動良好，溝通順

暢。教師們領域專業不同，像是異質性的學習組織，隨時給彼此最大的幫助與

鼓勵。共備與教學的過程中，透過不同學科的思考與刺激，老師不只是教學

者，也成為不斷求知的學習者。教師間相互學習，也跟著學生一起學習，師生

在學習過程中逐漸養成探究和思考的能力，透過情境安排、同儕對話、任務完

成，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期待師生的學習熱情能夠永遠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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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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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開市囉-生活畫市集 

到市集採買商品是許多人共同的生活經驗，透過欣賞不同時代藝術家描繪

表現的各式市集，探究比較從古至今的市集樣貌與特色，並藉此理解不同時代

的風土民情與文化。 

單元二：山港相遇壯闊中正 

藉由認識與探索基隆與本校的不同面向，培養學生資料蒐集、整理、分

析、統整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愛鄉愛土的人文情懷。 

單元三： 山港市集在中正 

在之前的單元和學生探究了「生活畫市集-嬉遊千年風俗藝術」展覽的作

品，欣賞不同時代藝術家描繪表現的各式市集，探究比較從古至今的市集樣貌

與特色，理解不同時代的風土民情與文化。這幾年在台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不同

類型的市集，包括小農市集、創意市集、二手拍賣市集、古物市集等。其中創

意市集匯聚了跨生產類別以及跨專業領域的創業者們，不僅是商品展演的舞

台，甚至作為一種連結創業者之間、創業者與消費者的中介平台。在這個單元

將介紹台灣這幾年各式市集的演變，更希望透過師生的討論與合作，打造一場

深具本校與社區特色的藝術創意市集，啟發學生的多元感知與行動力，讓藝術

課程成為落實生活的美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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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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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藝文者聯盟 

 
【 生活畫市集：嬉遊千年風俗藝術 】 

藝起迺基隆 

（照片左至右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李孟龍  單位： 碇內國中  職稱： 專任教師   

2. 教師姓名： 吳愷翎  單位： 正濱國小  職稱： 教師兼註冊組長   

3. 教師姓名： 劉雪梅  單位： 武崙國中  職稱： 專任教師   

4. 教師姓名： 吳佩真  單位： 武崙國中  職稱： 專任教師   

5. 教師姓名： 蘇芷瑩  單位： 基隆女中  職稱： 專任教師   

6. 教師姓名： 林維瑜  單位： 海大附中  職稱： 專任教師  

7. 教師姓名： 林杏蓉  單位： 信義國中  職稱： 教務主任   

8. 教師姓名： 林宏維  單位： 基隆女中  職稱： 圖書館主任  

9. 教師姓名： 柯宜君  單位： 碇內國中  職稱： 學務主任  

10. 教師姓名： 張妤甄  單位： 基隆女中  職稱： 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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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基隆藝文者聯盟」是由一群滿懷教學熱忱、亟欲突破框架的第一線老師

們所組成，分別來自基隆的國小、國中、高中共六所學校組成的跨校、跨科、

跨學習階段的十二年國教團隊！ 

課程主題「藝起迺基隆」，依照新課綱的精神，統整在地博物館與社區組織

資源，整合基隆均質發展的學校力量，連結在地海洋城市學習亮點！藉由跨校

共備激盪教學創意，結合藝文、自然等領域。突破單校校園地域限制、打破科

目與年段侷限，呼應新課綱「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構面，漸進

強化學生學習、激發潛能，期盼喚醒學生覺察在地生活之美，期待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與表達能力，為未來地方產業與在地關懷引導概念與深化。 

二、 團隊簡介 

● 團隊組織：國小—正濱國小； 

         國中—碇內國中、信義國中、武崙國中； 

         高中—海大附中、基隆女中。 

● 團隊特色：難能可貴之六校組成的跨校、跨科、跨學習階段的十二年國教教

師共備社群，自從 106 學年度成立至今，持續跨大能量，不僅

整併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校際交流、館校合作、社會實踐、大手

牽小手的教育平台，更打造出「內部(教師)成長、外部(資源)協

作、(基隆在地)人文關懷、(海洋城市)環境保育」的課程特色，

落實出橫向「(城市山景)→(社區河景)→(港口海景)」的在地城市

課程宏觀視野。 

● 團隊資源：廣達文教基金會、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教育部挹注計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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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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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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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古亭國中 

 
【 家鄉的永恆對話—台展三少年 】 

古色古鄉 · 風華再現 

（照片左至右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李書庭  職稱：  視覺藝術暨英文領域教師   

2. 教師姓名： 陳怡雲  職稱：  教務主任暨國文領域、綜合頜域教師   

3. 教師姓名： 張嘉育  職稱：  綜合頜域輔導教師   

4. 教師姓名： 吳佳軒  職稱：  美術班召集人聲視覺藝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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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古亭國中自民國 51 年創校，迄今已 60 年，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在歷任

校長的耕耘與帶領下，以「游藝、勤學、造境、樂活」為願景引領學校發展，

打造古亭成為全人贏家的學習型學校，成就有氣質、富才藝、肯學習、求精進

的古亭學子。近年榮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營造、資源統整、專業發展、學

生學習、教師教學及創新實驗六項優質學校獎項，仍持續精進，接連榮獲「臺

北教育 111 標竿學校」、臺北市教學卓越團隊，更榮獲教育部全國藝術教育貢

獻獎、杏壇芬芳獎及三好校園實踐學校，更從全國百所學校中脫穎而出，獲選

教育部 110 學年度「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3.0 合作學校，獲媒

體爭相報導，是一所精緻卓越的優質學校。 

二、 團隊簡介 

英雄不僅出少年，更能翻轉世界！本團隊深受台展三少年啟發，集結三位

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的熱血教師，跨域合作，激盪創意，於 111 年中鼎教育基

金會「ESDG 接軌國際、轉動未來—永續發展教育校本課程方案徵件活動」初

試啼聲，即勇奪甲等獎，實力不容小覷；三位熱血教師本於「游藝」的學校願

景，藉由廣達游於藝之「家鄉的永恆對話」為元素，以藝術拓展學生視野，透

過綜合領域進行生涯探索，並以語文統整應用，帶領學生細細品味家鄉之美，

以「發現美的眼睛」重新認識萬華，並將萬華在地人文、藝術、美食與職人精

神推向國際。且看本團隊如何讓藝術及教育成為開啟學生視野、翻轉學生未來

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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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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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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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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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忠孝國中 

【 夏卡爾愛與美的專賣店 】 

夏卡爾的元宇宙之旅 

（照片左至右、由上至下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許惠閔  職稱：  輔導組長   

2. 教師姓名： 虞慧欣  職稱：  輔導主任   

3. 教師姓名： 郭姿秀  職稱：  校    長   

4. 教師姓名： 王曉琪  職稱：  教務主任   

5. 教師姓名： 廖俊筌  職稱：  資優教師   

6. 教師姓名： 張景怡  職稱：  表藝教師  

7. 教師姓名： 江長山  職稱：  國文暨表藝教師   

8. 教師姓名： 梁津津  職稱：  資料組長  

9. 教師姓名： 陳菁徽  職稱：  專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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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在歷任校長的耕耘與帶領下，學校以成為一所培育「體

現生命意義，能與世界對話的主動學習者」的優質學校為學校辦學目標。忠孝

國中致力尋求資源統整與運用，連動學校與社區、民間集團的夥伴關係，引進

多方資源，並善用資源且有系統的運用在教師教學、學生多元學習、關懷弱勢

學生、生命教育、國際教育等面向。 

   近年來學校落實 12 年國民教育精神，以「全人教育」、「核心素養」

為發展主軸。務期於「忠於事、孝於親」的基礎之下，發展「尊重、多元、合

作、創新」學校願景，開創安全友善、多元智慧學習環境，以培養忠孝每個學

生成為具備終身學習等現代公民素養的好國民，親師生齊心打造忠孝國中成為

精緻卓越的優質學校。忠孝國中並於臺北市 110 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榮獲「學

生學習」、「資源統整」兩向度優質辦學的肯定。 

二、 團隊簡介 

忠孝國中團隊是以校內教師「忠孝創意人社群」為主，在校內推動藝術活

動、籌辦營隊、規劃國際交流等活動。本團隊第二度參加「廣達游於藝」且晉

級決賽，成員包括：滿腔熱血的北市藝術輔導團團員暨輔導主任虞慧欣、創意

十足的資料組長梁津津、表演經驗豐富的表藝老師張景怡、能靜能瘋的教師會

副會長江長山、溫暖且受同學喜愛的輔導組長許惠閔、善於關懷輔導的專輔教

師陳菁徽，以及理性創意兼具的資優教師廖俊筌。團隊教學橫跨視覺、表藝、

語文、輔導、資優教育等領域，在腦力激盪下，大家「自發」討論教案， 藉由

「互動」製作教具，分享教學經驗以達「共好」之目標，希望激發學生潛能，

拓展學生藝術視野。我們「藝」起玩美，讓「藝」動的心繼續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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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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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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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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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大庄國小 

 

【 向大師挖寶─米勒巡迴特展 】 

農家庄園米勒趣~揪厝米 

（照片左至右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鄭幸宜  職稱：  教學組長   

2. 教師姓名： 謝淑棉  職稱：  研究組長   

3. 教師姓名： 許雅惠  職稱：  校    長   

4. 教師姓名： 陳瑩穎  職稱：  教務主任   

5. 教師姓名： 謝靜雯  職稱：  導  師   

6. 教師姓名： 許芳瑄  職稱：  註冊組長  

7. 教師姓名： 陳君強  職稱：  資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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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新竹市大庄國小位於新竹市香山區的大庄，屬於新竹市的蛋殼區塊，而大

庄是早期香山地區最大的聚落。早期家長多為工廠員工，較少關注於孩子們的

學業生活與藝術氣息的養成，而近年來家長的組成更為多樣化，有更多的家長

願意協助學校教育與藝術的發展。 

    本校附近有三姓橋火車站，做為聯外的重要橋樑。因此，本校發展出

「康庄鐵道行」的校訂課程，當中特別規劃出美感藝術支線，讓孩子從三姓橋

火車站啟程，前往各個藝術展館體驗探訪，豐厚孩子們的生活美學經驗。 

    大庄國小從 108 學年度開始申請廣達游於藝的展覽，曾經展出「夏卡

爾愛與美的專賣店」、「望望先輩 黃公望大師的山水大探險」，以及「向大師挖

寶-米勒巡迴特展」。每一次的展覽，對於本校親師生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感

受及建立生活中的美感素養。 

二、 團隊簡介 

大庄國小以教務處團隊為主將，在許雅惠校長的帶領之下，邀請導師與科

任老師共同參與本次「農家庄園米勒趣~揪厝米」。校長為團隊設定目標並訂定

發展方向，教務處陳瑩穎主任統籌規劃廣達游於藝的展覽並給予老師們積極正

向的鼓勵與回饋，謝靜雯老師協助米勒展作品的解說與藝術課程，陳君強組長

負責資訊與藝術教育的搭配與結合，謝淑棉組長負責協助藝術教學與閱讀探

索，鄭幸宜組長協助藝術融入社會領域之探究，許芳瑄組長負責行程提醒與協

助米勒展場館佈置。團隊內成員彼此配合，互相激勵，就是希望能將生活美學

深植於每位學生心中，也希望孩子們培養永不放棄，終身自我挑戰的態度。最

終以美為核心，兼顧德智體群五力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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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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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能以向大師致敬，米勒專題讓孩子們懂得寫實藝術的風格。大庄國小位處

於新竹市的蛋殼區域，我們的孩子學習風氣不盛，更不用談藝術教育。廣達的

展覽讓孩子們有蒞臨博物館的概念，將藝術品帶到孩子們的生活情境中，讓孩

子們在學校內就能感受到大師級的藝術作品。 

<目標> 

大庄的孩子平時也較為害羞，不願意在大眾面前展現自己厲害優秀的一

面，大多數的孩子處在 Can I?的階段，也不太願意跨出自己的舒適圈。藉由廣

達的展覽，讓更多的孩子體驗藝術的美與氣息。藝術不是一種口號也不是個遙

不可及的夢想，美處在每一個生活的細節裡。也讓孩子能辨識米勒寫實風格藝

術，及欣賞 18 世紀的藝術風格，喜愛米勒畫作，理解大師創作的心境，創作

的豐厚度，並能對大師致敬。讓孩子深度了解米勒畫作意涵，畫作中呈現為生

活辛苦工作的人們，表達大地之美、生活之美，美就在生活的細節裡，美就在

每個專注裡；理解「藝術」並非高不可攀，就在周身校園及生活情境裡。 

<在地連結> 

讓孩子欣賞與米勒同為寫實風格的新竹市名畫家李澤藩，其不同的手法、

畫風、人物、題材的作品；實地參訪展場，盤恆欣賞本土畫家作品，培養孩子

對本土畫家亦能喜愛與欣賞。 

<科技結合> 

結合科技教育，孩子們運用 scratch 動畫設計了大庄米勒展的動畫，讓孩

子們體會當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有趣之處。 

<藝術扎根> 

邀請本校視覺藝術老師設計雅俗共賞課程，於朝會向全體師生介紹說明米

勒與「廣達游於藝」所展出米勒作品，以收全校師生皆能了解米勒著名畫作與

風格之效。 

辦理「米勒導覽小尖兵」營隊，做脈絡、口條訓練，培養孩子適時展能，

表現自我，朝向更美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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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錄影方式，錄製「米勒導覽小尖兵」影片，預先放置大庄校網，讓全校

師生不管於何地何時均能聆聽小尖兵的導覽說明，讓全校師生更了解米勒，喜

愛米勒畫作。宣導孩子能於家中與父母、兄弟姐妹一同觀賞 PO 於校網的「米

勒導覽小尖兵」影帶，以收不僅只全校師生了解米勒，孩子父母也能領略米勒

畫作的藝術與美感。 

配合校訂課程，融入相關領域，讓「廣達游於藝」不僅止於「藝文領域」，

而是延伸於語文、社會、自然科技的學習。 

五、 師生感想 

<執行團隊> 

雅惠校長：將「美」作為核心，來整合德智體群五育的全貌，不僅是學

習，更是學解決問題的教育。大庄將例行的校慶美展，與廣達游於藝展覽的資

源，建構出大庄美感教育的核心~不只是認識藝術品，更重要的是把美感融入

生活，學習創造與鑑賞美感。 

瑩穎主任：生活美學一直是我們想要推動的重點，藝術能陶冶性情、能治

癒心靈、能開拓不一樣的人生觀。大庄國小並不是一所得天獨厚的學校，但團

隊中的老師們都願意默默付出，希望點燃孩子們與家長們心中的藝術火把，也

希望將「生活中處處是美感」的想法深植於孩子們與家長的心中。用心去聆聽

與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在失意與困頓時，仍能保有美感素養，去品味生活中

的「五味雜陳」。量能的部分，本次展覽回收了 350 份學習單，繳交比率有 1/2

強，其中有 125 份優秀的作品，利用兒童朝會時間進行頒獎，更甚的是有七個

班級是全班參與。孩子們也因為廣達游於藝，提升了藝術動能，本校兩位學生

參加新竹市美術比賽榮獲第三名與佳作的成績，新竹市特教美術比賽有五位孩

子得到前三名的成績。  

靜雯老師：「ALL IN ONE， ONE IN ALL．」一個團隊、一份情串起整個

精彩紮實的藝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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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期待學校的美術展覽有真正博物館的品質，此次米勒特展在圖書館展

出時，我絞盡腦汁計算展覽空間，瑩穎主任卻四兩撥千金打造出寬敞放鬆的展

場空間，使得此次展覽有最佳的視角靜靜地欣賞藝術。米勒的寫實畫風為何震

驚世界？奶奶的愛，期許他畫出永恆的生命，三十五歲的米勒，驚覺自己是農

民，投入觀察與自己最貼近的人、事、物。在《拾穗》的農婦身上看見最堅毅

的生命，在《晚禱》的夫婦身上深刻點出感恩、謙卑、惜福人性之美，真摯情

感的畫作無聲勝有聲地觸動每一位觀者。一種內視自我認識，一種無言天地寬

闊的信任，一份愛使人性真正綻放萬丈光芒，這正是這時代需要的力量！ 

Ａｌｏｎｅ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ｓｏ ｍｕｃｈ！－Ｈｅｌｅｎ Ｋｅｌｌｅｒ 

君強組長：試著將藝術與科技跨域結合，也能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將既

有的 Scratch 動畫課程加入米勒畫作，孩子從整理資料、編寫腳本、規劃流程

分鏡、錄製音檔，最後利用程式語言製作出動畫，孩子運用自己的方式，詮釋

對米勒的認識，展現多元的學習表現。透過科技拉近與藝術的距離，讓美展不

再只是單純的欣賞。 

<影響層面> 

108 年第一次辦展覽，當時參與度以小尖兵及少數班級為主。米勒展時，

全校 27 個班級約 700 名師生都到展區觀看作品。今年學生去參觀美術館、參

加本校生態區、圍牆、平台、磁磚……改造活動、做教師節感恩花束已達 300

人次。本校於三姓橋火車站富禮國中共同展出「Cross 庄窯富璃」玻璃展參訪

人次高達 500 人次。希望越來越多的學生、家長、社區民眾一起來體會生活美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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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仁美國小 

【 遇見大未來 】 

「遇見大未來 明天會更好」 

（照片左至右、由上至下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謝婉妮  單位： 仁美國小  職稱：  教 師  

2. 教師姓名： 張馨方  單位： 南陽國小  職稱：  教 師  

3. 教師姓名： 周雅釧  單位： 仁美國小  職稱：  教 師  

4. 教師姓名： 林亭邑  單位： 仁美國小  職稱：  教 師  

5. 教師姓名： 徐淑怡  單位： 仁美國小  職稱：  教 師  

6. 教師姓名： 董冠妤  單位： 仁美國小  職稱：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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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以藝術與人文為特色發展的仁美國小，校園公共藝術及環境空間的美感營

造，整座校園就是一座美感情境的學習藝廊；94 年創校以來，藝術課程發展和

校園美術館的深耕，培訓導覽小尖兵和實施藝術天使護照認證，持續灑播孕育

美感的種子；96-104 年連續 9 年榮獲廣達＜游於藝＞全國甄選展優等學校，

並於 105-111 年度擔任臺中同盟展盟主學校；107 年榮獲廣達＜游於藝＞創意

策略行政推手首獎；108-111 年度榮獲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種子學

校，持續以＜游於藝＞展覽主題進行跨校園、跨領域的美感課程，培養學生感

知覺察、審美思考與創意表現的素養能力，翻轉游藝精神，展現仁美邁向「求

真‧揚善‧育美」之美力典範。 

二、 團隊簡介 

「遇見大未來」主題展帶給我們的思考核心是「新」：「新」的世界、「新」

的風景和「新」的未來，透過和學生經驗不同的「演」藝、「走」進和「倡」議

課程，期待點亮一顆顆承諾環境永續的火苗。 

   唯有參與其中才能有意識的覺醒，感謝廣達設計學習計畫的養分，第一

次在沒有教練團隊的陪伴下，嘗試運用設計學習的方式融入課程；感謝孩子們

的導師，在茫然無助時給予鼓勵，更感謝課程團隊的夥伴們，願意一起｢放手

｣，並且相信孩子的無限可能。 

● 跨校際策略聯盟：以仁美國小為始，串連南陽國小，組成課程核心聯盟。 

● 跨校域教學合作：透過跨校社群的課程共備，整合教與學之面向。 

● 跨領域共構課程：從跨領域對話到團隊共識，發展素養導向和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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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單元

名稱 
「演」藝新世界 「走」進新風景 「倡」出新未來 

學習

領域 

藝術＋綜合活動＋環境教育
議題 

藝術＋自然＋環境教育議題 藝術＋社會＋環境教育議題 

學 

習 

目 

標 

【知識】探究並思考人類與
自然環境關係 

【態度】議題融入創作、引
發主動關注 

【技能】學習更多元的創作
方式與跨領域的體驗 

【知識】理解音樂家如何描
述水風景 

【態度】主動關注生活環境
中水資源議題 

【技能】與他人合作，運用
多元媒材展現對水風景的
感受 

【知識】理解選定議題的內
涵 
【態度】主動關注全球議
題，善盡永續發展的公民
責任 

【技能】與他人合作，運用
多元媒材，進行環境藝術
的創作 

節數 12 節 8 節 24 節 

學 

習 

內 

容 

￭學習多元詮釋與跨領域體
驗，將美感元素、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藉由視覺藝術創
作表達，進而學習尊重土地
與生命。 
￭學習如何透過光影，創造戲
劇性的聚焦和氛圍，引導學
生探索與思考人與環境之間
的關聯性。 

￭從作曲家音樂描述的「水」
風景，與生活情境連結，反思
如何維護水資源，再創與水
共融的美好環境。 
￭從了解「環境藝術家」怎麼
做？畫出與風景照片融合的
「水」風景，畫出與環境融合
的作品，重新賦予新的藝術
生命。 

 ￭未來預言家-分享「遇見大未
來展」學習的想法，探究全球
議題，建立個人觀點，形成共
識小組。 

 ￭環境藝術家-依據所探究議
題，進 
行小組創作。 

 ￭永續策展人-分享各組創作，
凝聚永續發展主題脈絡進行
策展。 

創 

意 

教 

學 

策 

略 

￭創意思考︰以生活為本的情
境學習，以美感經驗的設計

學習 
 ￭學習策略︰生活情境、對話

討論、反思、故事情境角色
扮演 

￭創意思考︰參考林肯教育中
心，以「想像力」為核心，

省思並創造富有意義價值
的作品或行動，提升學生自
我省思能力發展。 

￭學習策略︰深層關注、以身
體驗、型態辨識、產生連結、
反思評價。 

￭創意思考︰以「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為核心，

運 用 「 Project-Based 
Learning」任務導向學習，設
計以「策展」為主要學習任
務。 

 ￭學習策略︰自主學習、反
思、對話、實作、曼陀羅思
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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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計理念 

後疫情時代，我們終將學習與｢病毒」共存，你做好準備了嗎？在省思疫情

下的改變與不便，學生在防護自己的同時，也發現了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的維

護更顯重要，因此，課程設計的走向，從與學生｢後疫情的對話」找到對未來最

好的｢遇見｣：原來，只需要換個角度，就能看見嶄新的｢新風景｣。 

從生活中的水資源到認識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活動，運用藝術領域與社會文

化、環境生態關係，發展多元文化議題建構跨領域課程，在水精靈的生日裡

(322 世界水資源日)，重新思考水與生命之間的關係，並計算水足跡量化與水

資源的使用，進而促進珍惜水資源的行動；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課

程設計是個全新的嘗試，從聽覺與視覺延伸至多元感官，從畫作面向生活實

境，涵蓋跨領域美感課程也是合作學習的重要任務，對學生而言，卻是真正從

世界｢走進｣了生活。 

（一）「演」藝新世界：「遇見大未來」游於藝主題展帶給我們的思考核心是

「新」：「新」的世界、「新」的風景和「新」的未來。然而「新」不代表全都是

「好」，也有可能是「前所未見」的。就像在「潘朵拉的盒子」展區中訴說著

學 

習 

評 

量 

￭觀察評量：對話討論、團隊

參與 
￭實作評量：多媒材創作、展
演 

￭觀察評量：對話討論與參與 

￭紙筆評量：學習單 
￭實作評量：多媒材創作、即
興 

￭高層次紙筆評量︰學習單紀

錄與分析 
￭實作評量︰多媒材創作、策
展 
￭口語評量︰對話討論與參與 

評 

量 

內 

容 

￭將議題融入視覺圖像整合呈
現。 
￭團體合作角色探索 
￭環境劇場展演成果 

￭分析與賞析音樂的水線條。 
￭設計思考，創意實作 
￭理解水足跡代表環境的意
涵。 

￭分享個人對於所選議題的觀
點 
￭創作能表達觀點的藝術作品 
￭用策展傳達永續發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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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所造成的地球負擔」，正是前所未見的「破壞進行式」。當我們透過這

些環境藝術家的視野，看見了現況下的「新世界」！從「巴黎協定」到「2050

淨零碳排」目標，用「減碳」遏阻全球暖化的趨勢，似乎是全人類努力的目

標，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周遭的人是否都具備了這樣的知能、甚至素養

嗎?為了影響更多的人，我們帶著皮影戲團，一個學校與社區多年來「對話」的

媒介，延續「舊時代」的美好時光，演出「新時代」不可不面對真相的環境劇

場！ 

（二）「走」進新風景：比起世界，更接近我們的是日常的風景，我們喜歡本主

題展所傳遞的美麗與哀愁，因為，還有人面對逐漸消失的山林美景和鳥語花

香，一筆一畫認真記錄著這「逐漸」改變和消失的可能，就像洪天宇的《山顏

五衰》系列，順著走下去，是欣欣向榮到水泥補丁，或許在無可轉圜的結局之

前，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可能會在哪一個「風景」中停駐或回頭呢?「新風

景」，是一個「逐漸變化的正在進行式」，走進社區、走進家鄉，看見人類因為

文明做了什麼？又為了環境做了什麼？也許，藝術是一種嘗試改變的可能，視

角從臺中出發，由南到北，重新審視我們的美麗寶島，有哪些美麗的『水』風

景呢？藉由音樂作品的聆賞、肢體的經驗，讓孩子感受作曲家描述水在生活中

衍生的美感體驗，與實際生活情境連結，反思如何珍惜我們的水資源，創作與

環境融合的作品，一起「走」進新風景，再創與水共融的「水」風景。 

（三）「倡」出新未來：源自於展覽，饋之以展覽，「遇見大未來」主題展帶來

環境藝術家的作品，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放手讓學生以自己的觀點進

行創作，是環境藝術家的復刻。我們以終為始策畫了一個「破境重原」主題展

作為回應：破掉的鏡子可以修補「重圓」，但是，被破壞的環境是否能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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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呢？學生策展人說：「人類有能力『破』壞環『境』到這個地步，也應該有

責任『重』新還『原』地球的環境。」當各國元首齊聚一堂簽署氣候協定，在

台灣的我們，透過最終策展任務的分享，號召倡議帶領著能改變未來的孩子

們，一起簽署「仁美環境協定」，期許擴大影響更多人關注永續地球的議題。也

作為我們創造新未來的行動宣言，相信「遇見大未來，明天會更好！」 

五、 師生感想 

單元名稱 教師省思與感想 學生回饋 

「演」藝新世界 

 

￭當省思疫情下的改變與不便，學生在防護自己的 

   同時，也發現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維護的重要。

因此，課程設計的走向，與學生｢後疫情的對話｣

只需要換個角度，就能打開新的風景，讓防疫隔

板成為嶄新世界的｢新風景｣，讓教室單調冰冷的

隔離防護都｢動｣了起來!    

￭結合皮影劇團專業操偶師，共同合作環境劇場，

不僅讓靜態的展場畫作｢動｣了起來，也讓學生學

習透過光影，探索與思考人與環境間的關聯，並

理解環境藝術家以創作表達對地球環境的關注，

更培養社會服務的機會和開展世界公民的責任。 

 ￭我喜歡｢永續風景｣

創作主題的單元，

讓全班教室裡原來

單調冰冷的隔板，

成為美麗世界的新

風景。 

￭運用皮影戲的光影 

 效果可以吸引目光 

 ，還可以讓觀眾認 

 識環境藝術家的畫 

 作和藝術風格，辛 

 苦排練都是值得。 



39 
 

「走」進新風景  ￭從生活中的水資源到認識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活動 

 ，結合自然領域進行跨域課程，雖然課程設計是

個全新的嘗試，然而，對學生而言，從聽覺與視

覺延伸至多元感官，從畫作面向生活實境，卻是

真正從世界｢走進｣了生活。 

￭藉由音樂作品聆賞，感受音樂家眼中的｢水風景｣ 

 ，運用肢體律動方式，進行音樂的感受與表達， 

 同時展現對美麗海水的線條詮釋，並學習反思：

如何維護我們的水資源，再創自然開闊、生態豐

富、與水共融的｢水｣生活願景。 

￭以「想像力」為核心，在課程經驗過程中，能夠

創造富有意義價值的作品或行動，有效提升學生

自我省思能力的發展。以環境藝術家黃瑞芳｢吐

瓦魯提斯｣作品為例，點醒了我們：人類的作為

對環境生態而言，究竟是禮物還是廢物？引發大

家對「亂丟垃圾，汙染水資源」行為的反思。 

￭我們天天用水，卻

未曾心存感恩、愛

護和珍惜，原來人

類對自然以及生態

的過度污染和破

壞，遠比我們的想

像還要可怕!  

￭從聆聽到感受臺中

在地的音樂家作品 

 ，讓我重新看見家

鄉 

  的｢水風景」。 

￭在一般人眼裡是無

用的東西，如果把

垃圾當「畫布」，畫

出與環境融合的｢水

風景｣，可以引起大

家對地球環境的愛

護。 

「倡」出新未來  

 

￭｢議題探究｣是單元三課程學習的第一個關卡，雖

然學校本來就有各種課程引導學生思考與自主學

習，但是在考科掛帥、私校領航的時代仍沒過

去，一但遇到的「考期」，學生們都在等待｢標準

答案｣，都在期待沒有作業。於是，｢自主學習｣

變成一種｢被動學習｣，需要班導師不斷的給予鼓

勵才能勉強前行，一直到開始進行藝術創作與策

展，學生才真正啟動了自主的開關，果然「做中

學」的實際效應要比「認知學」來得有效。 

 ￭到底學生要如何突破作品的限制？策一個有故事

的展呢?我很喜歡用設計學習的一句關鍵話：「前

所未見」，在與學生策展人的對話中，只要不斷拿

走學生的想法，引導學生重新對話、重新建構，

￭我們為了讓更多的

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才策展嗎?所以我們

也想讓參與的人共

同簽訂一個協定，

像是『守護環境行

動』的契約一樣」。 

 

￭學生策展人說：「只

要願意努力，破鏡

就可以重圓。那

麼，如果人類有能

力『破』壞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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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學生崩潰放棄之後，主題與次主題就產

生了。在這樣的歷程中，我看見因為同儕團隊的

力量，而跨越了種種的視覺框架，這就是成長，

這就是蛻變! 

『境』到這個地

步，也應該有責任

『重』新還『原』

地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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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油廠國小 

 
【 夏卡爾愛與美的專賣店 】 

《夏卡爾愛與美的專賣店》 

（照片左至右教師姓名） 

1. 教師姓名： 曾成良  單位： 油廠國小  職稱： 教務主任  

2. 教師姓名： 蔡馨儀  單位： 油廠國小  職稱： 親資組長暨視覺藝術教師   

3. 教師姓名： 陳鼎華  單位： 油廠國小  職稱： 校    長  

4. 教師姓名： 呂玉如  單位： 油廠國小  職稱： 導  師  

5. 教師姓名： 李宜真  單位： 油廠國小  職稱： 教學組長暨聽覺藝術教師  

6. 教師姓名： 陳柔樺  單位： 新北市民安國小  職稱： 視覺藝術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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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簡介 

前身為高雄煉油總廠員工子弟學校的油廠國小，校區緊鄰煉油廠區及日式

建築的眷舍，目前仍有多數師生與煉油廠有著直接與間接的連結，因為這一層

歷史淵源，讓油小相較其他學校更具獨特的歷史與文化特色。 

75 年漫漫歲月，時空改變，多年淬鍊，即便煉油廠風光不再，但學校在歷

經轉型的蛻變後，以「負責、感恩、活力」的學校願景，期許學生主動探索、

對學習負責，惜物習勞、常存感恩，進而樂觀進取、充滿活力。這樣一步一腳

印，承繼昔日光環，逐漸開闢出新舊交融的蹊徑。 

近年來，透過校訂課程、國際教育、數位學習和雙語教育，讓學生從自身

出發，認同在地文化，關懷周遭的人與環境。強調各領域均衡發展，培養知性

感性兼備，文武雙修的全方位人才，希冀油小的孩子未來都能擁有：走向創

新、走向世界的能力與素養。團隊簡介 

二、 團隊簡介 

「愛」與「美」人人喜歡，散播「愛」與「美」，人人有責。 

夏卡爾用色彩、用畫作，傳遞愛與美、傳遞溫暖與希望… 

油廠用課程學習「愛」與「美」，沉浸在「愛」與「美」之中。 

這是全校的盛事，課程實施也就全校一起動員，所以全校師生都是團隊一

員。 

行政團隊是堅強有力的後盾：有鼎華校長的鼓勵、成良主任的支持與協

助…就這樣啟動了這場愛與美的饗宴。 

低年級由充滿活力的玉如老師和溫柔專業的柔樺老師，帶領導師群和學生

一起「遇見夏卡爾」「擁抱夏卡爾」，讓天馬行空的想像，隨著心靈感受，遨遊

天際，帶著愛與夢想，出發去旅行。 

中年級則結合語文、綜合和藝術領域共同合作，「遇見夏卡爾」、「細說夏卡

爾」進而「擁抱夏卡爾」，循著家鄉記憶、激發創意，拼貼出幸福的印記，飛

翔… 

高年級更是以「愛的表達，美的分享」為主軸，串接了所有的課程，在三

位教學熱情滿滿的藝術領域老師：宜真、馨儀和柔樺的合作之下，共同學習夏

卡爾正向積極的生命態度，豐富了「夏日派對」，充分實踐和分享愛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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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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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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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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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圓桌論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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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師的催眠紓壓 
 

 

 

 

 
 

 

 

 

 

 

 

 

 

 

 

 

 

 

 

 

 

 

 

 

 

⚫  

身為藝術教師的我還記得那段備課滿堂工作量大增時身心的疲累，如果那時的

我會催眠，我就可以幫助自己用「催眠舒壓」，或是「自我催眠」協助自己成

長與改變。又或是能運用「催眠」技巧好好幫助每個教室的孩子與家長。現

在，我身為藍海催眠師也是催眠訓練師，我一直致力於協助親子與教師運用催

眠來幫助教師與父母及孩子，我相信這樣的技巧分享～每個人都能因此受惠。 

 

 

 

 

 

 

 

 

張柏威，可樂老師 現職為豆采龍兒童藝術中心負責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

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兒童藝術教師認證講師、藍海催眠研

究機構認證 NGH 催眠師與催眠訓練師、催眠督導 天使卡、OH 卡療癒師、大

專院校與國高中桌遊主題研習講師。幼兒園，公托、國小或相關親子課程研

習，親子催眠主題研習講師。 成立豆采龍藝術中心 15 年，至今藝術教育、

桌遊、催眠等主題講座超過 70 場，並於藍海催眠研究機構擔任催眠訓練師與

催眠師與催眠督導。致力於藝術教育與親子教育推廣，深信每個孩子都是最偉

大的藝術家，也相信每個爸媽都是孩子的最佳催眠師。 

療療佐心室、豆采龍兒童藝術中心、張可樂 豆采龍兒童藝術中心、張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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