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施成果

（一）各校概況與操作議題介紹

  這一次參與專案操作的合作學校包括屯山國小、竹圍國小、忠山國小、淡水國小、鄧公國小與小

太陽陪讀班（台灣基督徒見證協會）。由於本次專案之教案設計與發展，是以各學校周邊自然環境為

取材主題，各校地理位置圖與十個教案主題列表整理如下：



學校 區位 規模 年級 教案主題 教學主題核心 合作藝

術家

是否曾經參加

藝教於樂相關

計畫

屯山

國小

大屯山、

太平洋間

小型 五年級 2 班 
（約 40 人） 

校園毛蟹出海

去

探索屯山的私

房景點

生態保育、周

邊環境資源探

索

黃菁 否

忠山

國小

大屯山系

山上

小型 五年級（8
人）

三年級（4
人）

小地方大發現

（三年級）

社區尋寶圖─

認識社區產業

（五年級）

認識社區 張寶釧 否

竹圍

國小

竹圍社區

山坡上，

面對淡水

河

中型 五年級 6 班 
（約 180
人）

守護樹梅坑溪 水資源保育 彭筱茵 是，於 100 年「樹

梅坑溪環境藝

術行動」子計畫

《我校門前有

條溪》

淡水

國小

淡水區市

街上

大型 五年級 2 班 
（約 60 人） 

森林中的通學

路

社區空間改造

動手作

陳和志

張浩閔

潘羽祐

是，96 年曾參

與，主題《淡水

心樂園》

鄧公

國小

淡水區市

街上

大型 三－五年級

（約 1000
人）

嘩啦嘩啦嚕啦

啦（三年級）

庄子內溪小宇

宙（四年級）

走近淡水河

（五年級）

以庄仔內溪為

主題，從三年

級至五年級結

合課程綱要，

循序漸進討論

「我是誰」、

「我在哪

裡」、「我從哪

裡來」

吳忠良

張金蓮

陳敬寶

是，96 年曾參

與，主題《庄仔

內溪趴趴走》

「小

太陽」

陪讀

班

淡水區市

街上

低年級

（約 20 人） 
我的世界地圖 從認識自我出

發，進一步建

立與周遭人、

事、物的認識

與關係

顧心怡 否

 本次計畫參與之三所中大型學校（竹圍、淡水、鄧公），過去曾陸續參與藝教於樂專案或操作

上與其相同概念之藝術與學校教育結合之教學計畫，教師皆有與藝術家合作教學之經驗，淡水國小及

鄧公國小亦於 96 年度藝教於樂計畫結束後，合作教師仍延續藝教於樂專案概念，自行發展與設計課

程於課堂中教學。本次深耕計畫透過中大型學校於區域學校中的影響力及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同儕團



體之經驗分享、觀摩交流，以合作教師為種子，使本次計畫成果在教師間持續發酵，擴大計畫效益。

  對比參與計畫的三所中大型學校，人數上屬於小型學校的屯山、忠山國小過去未曾參與過藝教於

樂計畫。由於兩校地處偏鄉，於教學師資與資源上亦較大型學校缺乏（忠山國小已連續兩年未能招考

到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急需藝術教育相關資源之協助與挹注。藉由本次計畫的機會，與導師及學

校主任合作，進行課程開發及社區資源調查，善用其特有之環境特色發展具特色之教案並納入校本課

程，學校教師亦能透過本次計畫產出的教案範本發展相關主題之延伸教案，使計畫成果長留校園，以

平衡與大型學校之間的資源差異。

  淡江教會附屬之小太陽陪讀班所招收之對象，主要針對淡水、鄧公兩校於經濟、教養能力上較為

弱勢家庭之學生，經由陪讀班教師了解、評估其家庭狀況後，於課後進行課業輔導。低年級學生在心

智發展上仍處於「認識自己」之階段，尚在探索與嘗試建立同儕及周遭人、事、物之關係，因此在教

學主題上並不偏重於探索環境，而是從「認識自己」出發，從遊戲與創作中學習與他人、他物對話及

表達的方式，發展其價值觀。

（二）各校實施方式

  前述於第二章「計畫操作概念與實施方式」中，就計畫於教案發展之實施方式，於實施前已建構

出學校教師、藝術家與執行團隊三者的工作模組。進入實際執行階段後，依各校教案內容與教師需求

之不同，過程中發展出三種不同的操作方式：

1. 教師主導教案發想與協同教學之藝術家人選：淡水國小、鄧公國小

（1） 淡水國小

淡水國小於 92 年度即請並獲國藝會補助執行藝教於樂計畫第一階段「藝術與人文」，計畫執行者

即為劉慧琪老師。96 年淡水國小、劉慧琪老師與竹圍工作室合作，再次獲補助執行藝教於樂計畫第

二階段「透過藝術學習」，以淡水老街為教學素材，透過肢體律動的開發，教導學生以肢體體驗空間。

針對藝教於樂第三階段主題「激發創造力」，劉慧琪老師設定以「森林中的通學路」作為本次教案主

題，並與淡水國小美術班畢業學生（陳和志，台大園藝系四年級；張皓閔，文化大學景觀系一年級）

合作，針對淡水國小後山長期被忽略的通學路，在觀察環境、體驗環境之後，進一步由學長帶領學弟

妹思考淡水國小周邊的問題，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繪出對於社區空間改造的想像藍圖，解決社區與通

學路的潛在問題。課程進行至創作階段，為了將學生的創意轉換成可執行的社區景觀改造方案，劉慧

琪老師請來具公共藝術經驗的藝術家潘羽祐協助教學與創作，與學生共同打造「森林中的通學路」。

  身具不同專業背景之藝術家於不同階段視課程需要加入現場協助教學，任務性的合作模式擴大了

教學內容的彈性與豐富性。不同的專業知識帶來不同的思維與刺激，無論對合作教師及參與學生來說，

都是不同的經驗與收穫。（淡水國小「森林中的通學路」教案內容與課堂教學記錄請見附件四。）

（2） 鄧公國小



鄧公國小蔡文欽老師曾參與 96 年度的「藝教於樂」計畫，與藝術家潘羽祐合作，帶領學生於鄧

公校園的圍牆上，共同繪製對於鄧公國小旁流經的「庄仔內溪」的想像。本次計畫仍延續之前專案成

果，擴充課程實施對象，仍以「庄子內溪」為發想，結合鄧公國小「藝文領域發展綱要」中規劃三至

五年級的教學主軸，制定三個年級所各自適用、以「庄仔內溪」為主題、具連貫性之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案。

  鄧公國小「藝文領域發展綱要」三至五年級的教學主軸分別是「我是誰」（三年級）、「我在哪裡」

（四年級）、「我從哪裡來」（五年級），主軸設定循序漸進，恰與本計畫針對不同年齡學童，從認識自

己出發而後擴及家庭、學校、社區、城市的發展概念相互呼應。

  三年級教案「嘩啦嘩啦嚕啦啦」以水的神話為出發，藉由樂器、繪本、皮影戲作品創作，引導學

童經由創作呈現學童內在的心靈狀態。四年級教案「庄子內溪小宇宙」則是以庄仔內溪實地踏查、肢

體訓練、箱型劇場創作等方式，將對庄仔內溪的期許與想像體現於創作中。五年級教案「走近淡水河」，

從學童視野從庄仔內溪拉到淡水河，以自製針孔相機拍攝作品，想像淡水河的過去、現在、未來。

  因有明確的教學目標與主題設定，鄧公國小教師亦是於教學計畫成型後，尋找合適的藝術家協同

階段性的教學工作，三至五年級合作的藝術家分別是身聲劇場藝術總監吳忠良、舞蹈家張金蓮與攝影

家陳敬寶。（鄧公國小教案內容與課堂教學記錄請見附件五。）

（3） 小結

  由於兩校教師過去都有參加藝教於樂計畫之經驗，對於課程設計及教案發展已有自行操作之能力，

清楚掌握各課程階段所需之教學資源，亦讓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更具彈性與多樣性。

2.藝術家擔任啟發教師思維之角色，引導教案發展：屯山國小、淡江教會小太陽陪讀班

（1） 屯山國小

  屯山國小是本次參與學校中規模次小的學校，全校學生共一百五十人，學校周圍擁有天然豐富的

自然景觀與資源，以環境教育教學的角度，是最好的自然教室。

  屯山過去從未參加過藝教於樂等類似計畫，除了淡水地區每年舉辦之環境藝術節安排藝術家駐校

兩個月，與學生共同進行踩街活動裝置設計與製作之外，並未接觸過環境教育結合藝術人文領域相關

課程教學。因此針對屯山國小，藝術家擔任經由對話啟發教師思維的角色，引導教師從周遭發生的事

件中開發教案主題。因此藝術家主要工作重點為藉由教師對話形式，經活動的帶領與教學技巧的啟發，

激發教師對創造力教學的興趣與思維，再從其中選擇適合的合作教師，溝通概念，共同發展教案。

  在教育家身兼藝術家黃菁於教師對話的引導過程中，鼓勵教師從學校周遭環境與學生身上最近所

發生的不平常的小事蹟為發想，發展課程。五年級導師邱瑞杰老師「校園毛蟹出海去」教案，即從



502 班一位具有過動特質學生的「拯救毛蟹」行動為出發，在學生自發（保育）行動進行的同時思考

教案架構的可能性，並即時於課堂操作。另一位五年級導師蘇顯辰老師是以壯遊方式帶領學童探索屯

山附近景點，並以學童自己的角度創作介紹屯山私房景點的動畫影片。

  透過對話提供發想的路徑，即能觸發教師從學生及周遭拾取教學主題，除了藝術家以自身豐富的

教育經驗耐心引導之外，亦歸功於兩位導師對班上學生觀察入微、不但了解學生特質並能掌握學生狀

態，用心於班級經營。（屯山國小教案內容請見附件一）

  此次合作亦讓偏鄉學校有機會透過類似操作模式，自行發展此類教案。

（2） 淡江教會小太陽陪讀班

  於教案主題選擇上，由於小太陽陪讀班的學生多來自社經地位較低或因家庭成員組成使學生缺乏

照顧之家庭，所接觸、獲得的教育資源較一般學童為少，透過「我的世界地圖」，希望經由課程中自

我感官體驗與認知的過程，以藝術為媒介表達，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與外界的關係，重新建構自我認

知的方式與對外的表達方式，啟發並鼓勵學生對於未來的想像。而對於改變現狀的想望，先由改變自

身開始。

  淡江教會師資沒有參與「藝教於樂」計畫的經驗，所以上學期課程操作策略是以藝術家直接進入

現場示範教學，以「藝教於樂」計畫 A 的執行方式，由實際的課程體驗啟發教師思維，再與老師共同

發展教案規劃下學期課程，下學期將教學交由老師主導，藝術家則退至輔助教學的位置，課後再與教

師一同檢討並調整教學內容。（淡江教會小太陽陪讀班教案內容請見附件六）

（3）小結

  本次計畫部分學校進行教師對話與教案發想的時間長達半學期，除了為透過反覆對話的過程引發

並確認合作教師的意願，建立藝術家與初次執行專案學校教師的信賴關係，亦是藉由對話過程借助藝

術家過往經驗針對各校教師狀況，操作一對一、一對二的工作坊（對話、體驗、討論、實驗操作），

啟發教師的創造力。「深耕」的關鍵在於教師，唯有教師自發性的行動，才有機會落實「深耕」。

3.藝術家與教師共同合作開發教案：竹圍國小、忠山國小

（1） 忠山國小

  忠山國小位居山腰，地理位置加上少子化影響，目前全校學生只有四十二位，近年一直未能招募

到專任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進入學校教學，因此也缺乏藝術教育資源的挹注。為執行本次藝教於樂

計畫，並期望本次計畫成果能成為忠山國小三年級、五年級學生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校本課程，因此從

校內現有教師中培育可發展具創造力之教案的教師為對話重點。

  忠山國小由教學經驗豐富的張寶釧老師身兼藝術家一職，以講座方式與全校老師進行教師對話， 



並以進行示範教學的方式，使參與教師掌握教學技巧與操作方式，即使非專業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亦可發展教案並進行教學。

  忠山國小總共發展出「小地方大發現」（三年級）、「社區尋寶圖─認識社區產業」（五年級）兩個

教案。（忠山國小教案內容與課堂教學記錄請見附件二）

（2）竹圍國小

竹圍國小於 101 年執行國藝會策展專案補助之「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時，即參與子計畫「我

校門前有條溪」，由藝術家楊智富、彭筱茵、身聲劇場進駐校園，透過視覺藝術裝置、舞蹈、音樂的

形式，啟發學生對於守護樹梅坑溪的想像，並於集體進行裝置的創作與演出作為畢業成果發表。

  本次竹圍國小計畫沿續「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成果，以專案所累積的文史調查資料為基礎，

再次與舞蹈生態系藝術總監彭筱茵合作，透過視覺觀察、創作與肢體律動，帶領學生重新認識「樹梅

坑溪」，重新連結起「人、水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與未來可能的想像。（竹圍國小教案內容與課堂教學

記錄請見附件三。）

（3）小結

  由藝術家與教師共同合作開發教案之操作模式，為本計畫於執行前所預設之操作模式，實際執行

過程中，教師表現出強烈的學習意圖與積極參與的態度，於示範教學中亦與學生一起投入創作。教師

以開放性的思維與藝術家共同合作，在陪伴過程中，亦能顯著觀察到教師在不斷修正教學內容中各方

面的提升與成長。

（三）計畫成果

1. 教師研習會

 為了擴大專案成果於區域內推廣之效益，本次教師研習會與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藝文組共同主辦，

透過全國教師研習系統，邀請新北市各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參加，亦開放其他縣市學校及各界

有興趣者參與。

教師研習會於 102 年 5 月 31 日假淡水國小舉辦，計畫學校共分三組由參與教師與研習學員一同

分享計畫成果，當日現場參與教師約 50 人（研習會簽到表及資料詳附件八）。當日研習會實施流程如

下：

時間 行程 地點

0900-0930 教師研習會報到 淡水國小

0930-1000 計畫簡介：「山水之間的藝術遊廊」專案介紹 國際文教中心



主講：淡江大學建築系黃瑞茂教授

1000-1030 參觀淡水國小計畫成果－後山的通學路

1030-1140 教

學

分

享

案例 A 
淡水國小+屯山國小 
主持人：黃瑞茂

主講人：2 校合作教師與藝術家 

國際文教中心

案例 B 
鄧公國小+忠山國小 
主持人：張寶釧

主講人：2 校合作教師與藝術家 

二樓會議室

案例 C 
竹圍+小太陽陪讀班 
主持人：蕭麗虹

主講人：2 校合作教師與藝術家 

多媒體階梯教室

1140-1200 綜合討論 國際文教中心

1200 結束

主持人黃瑞茂老師簡介計畫內容 帶領學員實地探訪淡水國小成果 劉慧琪老師介紹作品

學生作品：使用校園廢棄材料打

造森林通學路的小動物

屯山、淡水兩校教師分享教學過

程與心得

忠山、鄧公兩校教師分享教學

過程與心得



竹圍、小太陽陪讀班教師分享教

學過程與心得

綜合座談：贊助單位執行團隊與

本次合作教師、研習會學員分享

目前教育現況。

專案委員給予合作教師、學員

之建議。

2.成果文件展

  於教師研習會同時，為讓淡水區民眾、參與學生及其家長了解本次計畫內涵並一同分享成果，從

102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9 日於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舉行「山水之間的藝術遊廊 II－深耕

推廣計畫」成果文件展，展出各校學生作品及教學紀錄影片，參觀者共計約 1300 人次。展覽現場與

合作學校參與教師一同規劃布置，各校現場展出文件如下：

執行單位 展出文件項目 備註

屯山國小 教案教學記錄影片 參與教師製作

校園毛蟹出海去：學生自製之毛蟹保育宣導簡報板

校園毛蟹出海去：行動劇成果影片 參與教師製作

探索屯山的私房景點：學生自製影片

探索屯山的私房景點：教師側拍記錄影片 參與教師製作

忠山國小 教案教學記錄影片 竹圍工作室製作

全校：校園點名簿 全校師生集體製作

社區尋寶圖─認識社區產業：學生手繪地圖

全校：認識忠山（繪本） 全校師生集體製作

竹圍國小 教案教學與成果記錄影片 竹圍工作室製作

守護樹梅坑溪：河流守護神裝置作品

淡水國小 教案教學與成果記錄影片 參與教師製作

森林中的通學路：文件展示（照片記錄與學生設計草稿）

鄧公國小 教案教學記錄影片 竹圍工作室製作

嘩啦嘩啦嚕啦啦：學生自製皮影戲影片

嘩啦嘩啦嚕啦啦：學生創作之手染紙、手工書

庄子內溪小宇宙：學生創作之曼陀羅、捕夢網

庄子內溪小宇宙：「我愛庄仔內溪」箱型劇場



走近淡水河：大型針孔相機裝置

走近淡水河：學生針孔相機攝影作品

走近淡水河：「我心中的淡水河」繪圖作品

小太陽陪讀班 教案教學記錄影片 參與教師製作

我的世界地圖：成果裝置（家庭術、自畫像、我的世界地

圖）

  成果展現場照片：

屯山國小成果 1 屯山國小成果 2 忠山國小繪本

竹圍國小：河流守護神裝置 淡水國小成果裝置 學生於課程中使用的草稿本

鄧公國小成果 1 鄧公國小成果 2 鄧公國小成果 3 



小太陽陪讀班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