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名稱：水活光艷舞腰鼓
主要領域：社會領域
次要領域：語文領域、藝術與人文領域、健康與體育、綜合領域
其他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數學領域
參賽者姓名：王慧妍、吳君偉、何宗憲、李秋燕、廖英延
學校名稱：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一、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苓洲國小腰鼓隊曾連獲五年傳統藝術展演特優，也曾應邀參加總統府地方文物展演、參
加多次高雄燈會燈車遊行以及各式各樣的表演活動。渾雄的鼓聲搭配鮮豔的色彩，鼓穗的
顏色變化搭配各種招式，營造出「水」
、
「光」的效果；用豔麗的大紅衣展現港都人的熱情；
鼓棒上綁上紅色及橘色的帶子，代表高雄市市花的顏色─木棉花的顏色。舞蹈隊形變化多
端，清脆的鼓聲搭配宏厚的大鼓聲，加上小朋友輕快的舞姿，讓港都充滿活力與熱情。藉
由這樣的「水活光艷舞腰鼓」的主題，希望能激發孩子們對傳統藝術的熱誠與用心，賦予
腰鼓全新的樣貌與認識，也讓傳統民俗技藝的根能繼續往下傳承。
二、創意教學創新策略
（一）教學設計理念的創新
1.以「水活光艷舞腰鼓」為動機起點，激發學生對「傳統藝術」的興趣。
2.藉「水活光艷舞腰鼓」的專題研究，讓學生體驗並展現全面整合各領域的能力。
3.專題研究成果於學校校網發表與分享，並參加 2011 台灣網界博覽會比賽。
（二）教學方法的創新
1.學生小組合作學習，進行主題探索。
2.藉「水活光艷舞腰鼓」的專題研究，讓學生體驗實際採訪、網路對談、進度報告
撰寫和最後網頁內容的充實，提供了聆聽、說話、閱讀及寫作能力的全面整合。
3.參與研究活動的過程中，大家分工合作、彼此互相支援打氣，學習在討論時如何
彼此尊重、包容、發表、統合，一起努力達成每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
4.設計問卷，調查中高年級的學生對腰鼓隊相關的認識與了解，製作成圖表，與 6
年級的數學課程中的「百分率」做結合。
5. 全方位體驗學習：進行腰鼓的舞蹈欣賞、服飾藝術之美，並透過實地體驗、繪
畫、彩繪等學習方式，提升藝術與人文的程度。
6.藉由專題研究我們體認到腰鼓的歷史意義與價值，並透過腰鼓的研究與踏查學習
到鄉土文化的特性、腰鼓的音樂、腰鼓的服飾配備等，呈現多方面的社會科學習
領域。
（三）教學教材/教具之創新：
1.數位學習，教師課程前蒐集相關的腰鼓藝術資料與素材，導引學生發現問題、進
行深入研究。
2.配合學校特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落實於 6 年級綜合活動、社會課程中。
（四）教學環境之創新：
1.設備資源：電子白板、DV 攝影機、數位相機、單槍投影機、電腦。
2.校園專訪：指導學生進行各項活動與人物專訪，向「良師典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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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導向專題學習」創新教學設計
方案名稱 水活光艷舞腰鼓

適用對象

高年級

適用領域

社會領域、語文領域、
藝術與人文領域、
健康與體育、綜合領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數學領域

王慧妍、吳君偉、何宗憲、李
設計者
服務學校

秋燕、廖英延
高雄市苓洲國小

課程:
科技：
資訊來源：
其他：
參考資料
教科書、期刊
電腦/單槍投影 書籍、報紙、影片、網際網路
視訊系統
來源
雜誌、相關書籍
機、電視/DVD
自製網頁式教材
應用軟體
一、 認識中國傳統藝術之美，激起愛鄉愛家情懷。
教學目標 二、 以「腰鼓」為主題，全方位體驗學習。
三、 跨領域的統整教學，以達到全人教育目標。
學習內容:
 認識「腰鼓」的歷史、體驗「腰鼓」之美、進行「腰鼓」專題研究。
第一階段：「話說腰鼓」(4 節課)
(一) 「腰鼓思想起」─從腰鼓歷史說起。
(二)影片欣賞：腰鼓校隊歷年表演實況
(三)什麼是腰鼓？─內容深究
(四)腰鼓在台灣—各校團隊探索。
第二階段：「苓洲腰鼓」(5 節課)
（一）回首來時路：創團至今的歷程故事。
（二）腰鼓隊發展現況
（三）苓洲之光：歷年得獎成果
教學流程
(四) 里鄰有愛---公開展演紀錄
（符合 PBL
(五) 影音館---照片紀錄、影片紀實
第三階段：「人物專訪」(10 節課)
設計原則）
(一) 幕後推手：進行校長、主任、指導老師專訪。
(二) 腰鼓小達人：採訪腰鼓隊成員、練習實況。
第四階段：
「另類探索」(10 節課)
(一) 校園問卷訪談：進行老師、學生、家長問卷調查。
(二) 腰鼓體驗：
1.手舞足蹈：大家一起玩腰鼓
2. 繪聲繪影：設計腰鼓公仔娃娃。
第五階段：「研究雜記」(4 節課)
(一) 師長的鼓勵：愛的回饋與期許。
(二) 苓洲寶貝說甘苦：活動省思
（三）師長的鼓勵：良師典範學習。
（四）花絮你我她： 回顧與展望
第六階段：完成專題網頁(4 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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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習內容的哪一部分與您課程有關?
 認識「腰鼓」的歷史、體驗「腰鼓」之美、進行「腰鼓」專題研究。
本課程的延伸學習目標為何？
（一）實際採訪、網路對談、進度報告撰寫和最後網頁內容的充實，提供
了聆聽、說話、閱讀及寫作能力的全面整合。
（二）藉由專題研究我們體認到腰鼓的歷史意義與價值，並透過腰鼓的研
究與踏查學習到鄉土文化的特性、腰鼓的音樂、腰鼓的服飾配備等，
呈現多方面的社會科學習領域。
（三）針對腰鼓的舞蹈欣賞、服飾藝術之美，並透過實地體驗、繪畫、彩
繪等學習方式，提升藝術與人文的程度。
（四）參與研究活動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分工合作、彼此互相支援打氣，
學習在討論時如何彼此尊重、包容、發表、統合，一起努力量達成
每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
學生作業說明
學生所要提出的實際或模擬問題情境為何? 學生要製作出哪些有用的作品、活
動、或服務? 學生的作品會帶給他人哪些效益?
教學流程  情境：
（符合 PBL 老師：大家都曾看過學校「腰鼓隊」嗎？
設計原則） 學生：有，每一年學校重大節慶，都會看到腰鼓隊的精彩演出。
老師：就在「腰鼓」的議題下，世界各國都在反省是否在教育中，從來就沒有給
予下一代更深入淺出的傳統藝術教育，以致孩子們長大後對家鄉事務冷默，對屬
於自己的歷史文化無感。而我們小學生應該可以做那些事情才符合我們的能力與
責任義務呢？大家一起來「動動腦」、「做做看」吧！
 作業：
現在您必須嘗試蒐集資料與活動設計，將腰鼓的相關知識、歷史，作成專題
報告及簡報（PowerPoint）及宣導資料（新聞稿），讓大家對腰鼓的歷史與現況
有基本認知，給予大家適切的探索成果，完成專題網頁。五大主軸如下所列：
（一）話說腰鼓：歷史溯源
（二）苓洲腰鼓：解構腰鼓隊
（三）人物專訪：幕後指導老師與腰鼓隊成員訪談
（四）另類探索：問卷調查、腰鼓公仔設計、大家一起玩腰鼓。
（五）研究雜記：活動省思
 作品：專題報告及簡報（PowerPoint）及宣導資料。
 效益：
透過專題研究及報告，能帶給同學對中國傳統藝術相關主題，有更多的瞭解
與認識，並能展現在對腰鼓的熱誠與用心，讓腰鼓展現新的樣貌，也讓傳統民俗技
藝的根能繼續往下傳承。。
課程程序
學生為完成本課業必須遵守的步驟為何? 老師必須遵守的指示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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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步驟
1. 觀賞、聆聽

老師指示

科技使用 (內容與方法)
給予情境，引發學 電視/DVD（學校腰鼓隊歷
年展演影片）
習動機

2. 聆聽，了解專題式學習的工作步 透過電腦整理，讓
驟（完成學習單）
學生暸解專題式
教學流程
學習的工作步
（符合 PBL
驟，並訂定目標
設計原則） 3. 討論決定目標（個人及各組討論 列舉相關題目及
腰鼓相關內容）

研究方向（引導歸
納至課程內容與
目標中）

4. 擬定專題研究方式與步驟，列出 範本說明，引導學
假設或設定問題，完成小組分工 生條列研究步驟
表與研究時程表
（也可使用聯想
圖、樹狀圖、概念
圖），引導學生假
設或設定問題

電腦/單槍投影機
（網際網路）
網站、網頁
電腦/單槍投影機
網站、網頁

電腦/單槍投影機
（專題式學習範例）
網站、網頁

5. 小組蒐集資料或進行相關實驗
利用活動或講
電腦/單槍投影機
（說明資料來源）
解，指導學生進行
（網際網路）
研究資料蒐集，督
網站、網頁
促學生研究進
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
度，與學生ㄧ同研
究各組資料蒐集
工具
6. 小組資料蒐集、整理、歸納分析 適時指導學生資
電腦/單槍投影機
（說明資料來源）與老師ㄧ同研 料整理與分析，督 （網際網路、電腦相關編
促學生研究進
究呈交的資料
輯軟體）網站、網頁
度，與學生ㄧ同研 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
究各組呈交的資
料
7. 小組進行討論，解答相關問題， 督促學生研究進
電腦/單槍投影機
統整書面報告資料，撰寫研究成 度，指導學生製作 （網際網路、電腦相關編
專題簡報與書面
果，開始製作上傳專題簡報
輯軟體）網站、網頁
報告
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
8. 小組互動、分享研究心得，完成 陸續安排時間讓
電腦/單槍投影機
學生小組準備提
專題簡報與書面報告
(電腦相關編輯軟體）
出分享研究成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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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開發表、展示研究成果與心得 聆聽學生研究成
電腦/單槍投影機
（上網觀摩或課堂小組報告），果與心得，適時提 (電腦相關編輯軟體）、多
同儕評量（評學生小組發表） 出修正與改進意
媒體呈示
見
10.將研究成果做最後的修改與呈 蒐集學生作品，評
電腦、網站、網頁
現，觀摩其他小組作品，
量學習成果，訓練 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
學生表達技巧，提
升學生成就感與
自信心
評估計畫
學生的作品與表現所使用的學術衡量 課程中甚麼資訊會被用來提供反饋? 又如
標準為何?
何針對選定的標準來測量學生的進步狀況?
1-3-4-1 能由各不同來源的資料，整理 1.能呈現研究資料的完整性。（研究報告、
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紙筆測驗）
1-3-4-2 辨識出資料的特徵及通性並作 2.所蒐集的資料能符合課程內容，並能瞭
詮釋
解、詮釋資料內容。（研究報告、紙筆測
驗、口頭應答）
3.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
（口頭應答）
回應。
4.能針對研究問題提出解答，完成研究結
論。（研究報告、紙筆測驗）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 5.能將所學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
提出解決方法。
活中。（研究報告、紙筆測驗）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
用於生活中。
學生為了成功必須學習與練習的二十 課程中甚麼資訊會被用來提供反饋?又如何
一世紀技巧有哪些(問題解決、溝通、 針對選定的標準來測量學生的進步狀況?
共同研究、科技、時間與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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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解決：能透由專題式學習進行1.
自主學習，習得主動、積極的學習態
度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2.
2、 溝通：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學習同
儕間的互動機制。經由教師所搭設之3.
鷹架，引導學生學習人際溝通的技巧
與成果展現。
3、 共同研究：透過小組成員腦力激
盪，學習批判思考與技能，達成研究4.
共識。
4、 科技：熟悉、善用科技，學習整理 5.
研究討論的成果與呈現。
6.
5、 時間與資源管理：經由研究歷程
學習時間管理與分配。
6.對自我的內省：能了解自我在團體中的

能從生活中發現問題，並能提出問題及
處理方式，且應用於生活中。
從小組與師生互動中，習得人際溝通的
方式與技巧。（對話機制）
經由研究的歷程，學生能對生活周遭事
物提出說明與解釋，並能對所擁有的知
識與概念有所了解，學習建構高階的思
考方式。
能善用生活中的科技工具，並展示資訊
的能力。
能學會時間管理與工作、資源分配。
能省思自我的學習情況，了解自己在團
體中的學習表現。（自評與互評）

學習表現。

ㄧ、課程資源
‧ 苓州國小腰鼓隊校網頁
‧ 臺灣各校腰鼓隊網頁
‧ 教師自編課程與學習單
‧ 網頁式內容教學
教學資源
（引用創 二、科技資源
‧ 電腦：輔助教師教學
用 cc 資料
‧ 單槍投影機：輔助教師教學
來源）
‧ 電視+DVD：輔助教師教學
‧ 數位相機：記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歷程
‧ 實物投影機：輔助教師教學
‧ DV 數位錄影機：記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歷程
關鍵字【Google、Yahoo 搜尋】
腰鼓
四、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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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論

師生腦力大激盪

小組討論

分組資料搜尋與討論

進行師長專訪

逐字稿整理

學生製作感謝卡

腰鼓室參觀與專訪

腰鼓娃娃公仔設計

分組問卷設計

師長填寫問卷

問卷結果課程說明
7

校園問卷調查

問卷回收與整理

腰鼓體驗：採訪學校腰鼓隊

大家一起玩腰鼓

腰鼓隊練習情形---採訪

採訪完後，與學校腰鼓隊大合照
8

專題網頁製作

小組專題報告分享

五、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一）知識力：認識「腰鼓」的歷史與文化意涵。
（二）情意表現力：學習在討論時如何彼此尊重、包容、發表、統合，一起努力達成每
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
（三）思考力：在進行專題研究的每一個過程中，能覺察問題，深入探討。
（四）問題發現與解決力：專題研究成果於學校校網發表與分享，並參加 2011 台灣網界
博覽會比賽。
（五）資訊力：
1.能運用網路、網頁製作工具，完成專題網頁。
2.將所搜尋、採訪、製作的資料加以分類、彙整並製作出簡報，上台報告分享。
（六）創作表達力：設計、繪製腰鼓娃娃公仔，網頁美工呈現。
（七）技能：能運用專題研究的技巧，學習發現、探索、解決、整合、發表。
專題網頁成果：http://163.32.239.10:8080/dynaweb/
六、關鍵詞。
教學主題：腰鼓
創意方式：小組合作學習、數位學習、_體驗學習
創意成效：網頁成果、體驗在地藝術
七、教學省思：
（一）以「腰鼓」為主題，進行大單元教學，全方位融入各領域學習，成效卓著。讓孩
子們領悟到：知識不是片段、分領域的，而是統整、全領域的學習。
（二）由於很多同學都是第一次參加採訪活動，，大家在以前都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又
有些隊員天性害羞，容易緊張到說不出話來！常常在訪談時突然斷掉，不知道要
問什麼問題？雖然，在每次訪談活動前都會先收集相關資料，並且先討論題目內
容，提醒孩子們在採訪時須注意哪些禮儀。雖然有時候會出些差錯，但令人感到
高興的是孩子們的表達能力都有明顯的進步，甚至到了第三次的訪談時，都會開
口訪問，變得大方自信。
（三）孩子們最喜歡「問卷設計與調查」、「腰鼓公仔娃娃設計」、「大家一起玩腰鼓」的
活動，能深入了解校園中每一個人對腰鼓的想法，還能親自參與設計公仔、體驗
背著腰鼓手舞足蹈的滋味，非常有趣！
（四）藉由這次的研究活動中，孩子們學會了該如何分工合作，才能節省時間。對於因
故無法參與的成員，孩子們會體諒他，幫忙他的工作，讓進度報告能夠在預定的時
間內完成。團隊合作的默契變得更好了，彼此間需要幫忙時，只要說一聲，大家都
會義不容辭的協助，甚至還會搶著要做呢！無形中，凝聚了班級向心力。令人欣慰！
（五）感謝校長、主任、幕後指導老師的鼎力協助，包容孩子們多次打擾，提供許多寶
貴資料，還有全校親師生熱情參與的問卷調查，讓我們的專題研究順利圓滿。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