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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編碼： GTI017 方案名稱：

藝起上菜囉！

主要領域： 生活課程 次要領域： 綜合領域 其他領域：
參賽者姓名： 林靜婷、馬筱筠、徐惠珍、劉欣盈
學校名稱：
桃園縣蘆竹鄉錦興國民小學
關鍵詞：◎教學主題：
藝術
、
美感
◎創意方式： 情境學習 、
合作學習
◎創意成效： 藝術創作 、 文化表達力

語文領域

壹、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配合本校藝術特色認證「藝起興-錦興的藝饗天空」
，其中學生畢業前須養成「藝術
知識」、「藝術技能」和「藝術鑑賞」等三大能力，二年級學生所設計的課程教學內容為
認識西洋美術史上 6 位藝術家，分別為馬諦斯、高更、達文西、米開朗基羅、歐姬芙和
卡莎特。課程計畫安排融入於認識世界課程內進行教學活動。
藝術作品是藝術家們以感性的形式表達對生活獨到的認識，以及在生活中美的發現
的產出，許多作品更是藝術史上的曠世傑作，甚至現今媒體、商品等也會借用藝術家的
光芒做宣傳行銷的媒介，其實你我都在藝術的資訊環境中不自覺而已。在師生教學互動
間只有知識的傳遞，只知道作品的作者是枯燥乏味的，無益於藝術能力的增長。於是想
透過教學歷程的縝密規劃設計，從欣賞藝術作品切入，引領學生感受作品的美，鑑賞作
品的美，經由各種文字、圖像等形式表達自己對藝術的想法。
二年級學生的單純天真，在課堂上常讓我們驚豔，勇敢不做作的直接表達出對周遭
人事物的反應感覺，這不就是藝術家感性真實的一面嗎？此刻老師若能謹慎適當的引導
鼓勵，不抹煞掉學生的好奇發問，是否學生對於美感與藝術會形成自己獨到的感知和見
解？

貳、創意教學創新策略
1.創意教學內涵：
學生的學習是跟隨著時間的推
移、教學的進行，以及師生的互動
所營造出的情境氛圍當中，無形的
在累積增長自我的基本能力。透過
身處在有趣的情境中自然而然湧現
的創意，不斷的成長展現，對於藝
術，形塑出學生知性感性兼備的美
知性感性兼備的美感能力
感能力。
2.創意教學策略：
針對生活課程內五項能力主軸：探索與體驗，理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
合作、態度與情操，設計以情境學習和合作學習進行的創意教學活動，讓學生在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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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學習情境中自然而然的主動去求知探索，在良善的學習氛圍各抒己見，與他人共
同腦力激盪進行多元的藝術創作表達活動。
創意特色為將教室構築成美術館情境，首先把藝術家帶進教室，融入既有的認識
世界課程，讓學生感受美、欣賞美，接著透過所設定的教學活動目標，以小組合作學
習模式，彼此積極參與表現美、創造美，呈現的作品同時有了展演的舞台，也同時豐
富了美術館情境內在。

參、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1.創意教學課程架構圖：

2

2.創意教學學習領域統整表：
主題

教學活動

Gallery
in 207

設計概念

學習領域

透過情境學習
以及合作學習
的模式，引導學
生自己營造學
習情境氛圍。

生活課程

藝
起
上

藝術家
百匯

綜合活動

相關創作活
動，建構學生的
藝術概念。

菜

師生共同合作
策展，將創作於
班級美術館呈
現。

囉
！

分兩階段講述
藝術家生平和
創作風格，構思

藝術
滿漢
全席

藝術的
米其林
饗宴

一系列藝術課
程學習，帶領學
生製作一道道
獨一無二藝術
佳餚。

本國語文

生涯發展
教育

基本能力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索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
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行探索活動，喚起豐富的想
像力，並體驗學習的樂趣。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理解文化、藝術
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3 察覺不同人、不同生物、不同文化各具特色，
理解並尊重其歧異性，欣賞其長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見、遵守規則、一起工
作，並完成任務。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切的觀察、細心的體會，
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
很管用。
1-1-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力行。
1-1-4 體會、分享生命降臨與成長的感受。
3-1-1 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
員。
3-1-4 欣賞身邊不同文化背景的人。
2-1-1-3 能養成仔細聆聽的習慣。
3-1-1-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3-1-2-1 能愉快的與人溝通。
3-1-2-2 能先想然後再說，有禮貌的應對。
3-1-2-3 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與人自然對話。
5-1-3-1 能培養閱讀的興趣，並培養良好的習慣
和態度。
6-1-1-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
的想像力。
6-1-3-1 能練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1-1-2 認識自己的長處及優點。
2-1-1 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度。

3.創意教學實施流程：
主題名稱

Gallery in 207

教學時間

2節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學目標

1.透過合作學習，瞭解六位藝術家生平和創作風格。
2.透過情境學習，認識六位藝術家的作品。

準備活動

教師：六張不同顏色全開書面紙、六位藝術家簡介、六位藝術家作品圖卡
學生：剪刀、膠水、彩繪用具

活動名稱

活動流程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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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的
大字報

1.教師說明二年級即將學習的六位藝術家，並講 小組實作
解海報的製作方式，請學生上台示範。
2.學生分組進行海報製作，教師行間巡視，適時
給予指導。
3.學生分組依序介紹海報內容，約略認識六位藝 個人體驗
術家的生平和創作風格。

自導式藝
術步道

1.將學生製作的海報張貼在教室裡適合的角落。
2.由教師挑選六位藝術家的作品圖卡，加以安排
佈置，形成藝術步道。

◎教學省思◎
這是學生第一次小組合作畫海報，我默默觀察他們的對話，原以為二年級學生會為了己
見而爭論不休，沒想到在進行當中，雖然偶有意見不合，但沒有出現任何不雅的字眼，他們
不僅會發表自己的想法去說服別人，說服不了，也能退讓接受別人的看法。

主題名稱

教學目標

準備活動
活動名稱

藝術家百匯之
馬諦斯 play 色彩、高更的藝想 教學時間
6節
教學年級
二年級
世界
1.學生能表達對不同色彩的感覺。
2.透過對馬諦斯的認識，瞭解野獸派的繪畫風格。
3.學生能運用色彩拼貼出一幅具有野獸派風格的創作。
4.學生能透過世界地圖，認識各洲各國家的相對位置。
5.透過對高更的認識，瞭解藝術家繪畫風格的養成。
6.學生能知曉法國、秘魯、大溪地的自然和文化風情。
教師：色彩圖版，色紙、世界地圖、單槍投影機，教學 ppt，馬諦斯影片，法
國、秘魯影片，學習單
學生：色紙，剪刀，膠水、著色用具
活動流程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1.師生互動討論：生活中產生喜怒哀樂的情境，
與不同色彩作連結。
色彩的喜怒
2.說明色彩對藝術家的意義。藝術家藉由創作的
哀樂
各種元素表達感官所見所聞，以及心靈所感。
1. 運用馬諦斯簡報，由老師講述。透過欣賞馬
諦斯畫作，讓學生自我構築出對野獸派風格
馬諦斯的人
的概念。播放影片加深對馬諦斯創作的感受。
生跑馬燈
2. 引導學生寫下一段對馬諦斯的讚美。

剪貼遊戲

1. 請學生先想出自己要進行剪貼主題。
2. 選用各種不同顏色的色紙，用剪刀作畫筆，
直接剪出自己想要的形狀，再以膠水拼貼黏
貼，順序完成創作。最後為作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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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開世界地圖，介紹七大洲五大洋位置。
世界的遊歷 2. 由歐洲法國出發，拉線段至南美洲秘魯和大
洋洲大溪地，讓學生感受國家間的距離。
1.運用高更簡報，由老師講述。透過欣賞高更畫
作，讓學生感受世界與眾不同的文化。
高更的人生
2.播放法國、秘魯影片，及網路部落格的旅遊記
跑馬燈
錄認識該國的自然人文。
藝想世界

1. 透過學習單的作答引導，回想高更的生平。
2. 對法國、秘魯、大溪地的聯想，讓學生對此
三個國家有深刻認識。

◎教學省思◎
色彩的感覺是主觀的，在開放性問題的師生互動中，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反而不敢說，在
不斷鼓勵之下，學生才放心大膽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同理感受藝術家創作的心情。藝術家 ppt
內容似乎太多，講述太多學生顯得意興闌珊的。色彩剪貼遊戲學生樂在其中，不受拘束的揮
灑，師生都很開心。學生對世界地圖有極大的興致，好奇每個國家的位置，透過地圖、影片、
網站部落格介紹這些國家，開啟學生的視野，是非常好的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歷程。高更的
畫作非常獨特，又與國家文化風情緊密連結，在藝想世界的學習單中可以看到學生對此教學
活動的收穫。正值高更畫展於北美館展出，和學生們一同出遊逛美術館，更拉近和高更的距
離，有更深刻的體驗。

主題名稱

藝術家百匯之
和米開朗基羅一起擺 pose、
達文西與蒙娜麗莎的相遇

教學時間

6節

教學年級

二年級

1.學生能透過人物雕像賞析，感受到身體的美感。

教學目標

準備活動

2.透過對米開朗基羅的認識，瞭解文藝復興時期藝術家。
3.學生能運用臉部表情、肢體動作，表達內心的情感。
4.知曉文藝復興的背景，練習反思自我從事活動的動機。
5.透過對達文西的認識，瞭解文藝復興時期藝術家。
6.學生能運用各種媒材，凸顯畫中主角的存在。
教師：圖卡，單槍投影機，教學 ppt，非常有藝思影片，海報紙
學生：各類廣告紙，月曆紙，剪刀，膠水

活動名稱

活動流程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肢體的美
妙

1. 述說米開朗基羅的創作～大衛像背後的故事，並
賞析其表情肢體呈現。
2. 想一想當身處不同情境時，表情和肢體所透露出
來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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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朗基
羅的人生
跑馬燈

1.運用所製作的米開朗基羅簡報，由老師講述。透
過欣賞米開朗基羅作品，讓學生瞭解藝術家特殊
的眼光。
2.播放非常有藝思影片，認識人體模特兒這個職
業，運用身體動作和臉部表情，傳達訊息。

人體立可
拍

1. 想像模擬一個情境，練習做出一種誇張的表情和
擺出一個誇大的肢體動作。
2. 由老師將表情和動作分別拍攝紀錄下來。

人物的特
寫

1. 欣賞蒙娜麗莎的微笑，讓學生發表這幅畫特色。
2. 發表藝術家創作的目的，為何畫畫？

達文西的
人生跑馬
燈

1.運用達文西簡報，由老師講述。欣賞達文西畫作，
讓學生瞭解文藝復興時期藝術創作的氛圍。
2.播放非常有藝思影片，認識達文西的多才多藝。

蒙娜麗莎
變身術

1. 討論決定蒙娜麗莎變身的主題，引導學生如何讓
畫作中的主題引人矚目。。
2. 蒐集的廣告紙、月曆紙上所需要的圖案、色塊，
分別剪取下來。隨後將圖案、色塊等經由小組成
員共同集思廣益後決定擺放在蒙娜麗莎圖像的
周圍位置。黏貼於海報紙上，標示出創作名稱。

◎教學省思◎
對於裸體似乎大家的直覺都是噁心的，或是以戲謔玩笑的方式遮掩其尷尬，所以介紹米
開朗基羅的藝術創作前，花了時間和學生說明身體的姿態所呈現出的線條和美感，漸漸的學
生也能以欣賞的眼光看待身體。人體立可拍的設計，人人化身為模特兒，對學生而言是個特
殊有趣的經驗。蒙娜麗莎的微笑可說是西洋藝術史上最令人熟悉的畫作，學生看到格外親切。
蒙娜麗莎變身術中小組成員討論搭配組合不同背景圖案，過程中看見孩子們彼此學習交流溝
通有一套獨特的模式，也使得蒙娜麗莎的微笑展現出不同的趣味風格。

主題名稱

藝術滿漢全席

教學時間

4節

教學目標

1.透過創意作品展，分享創作理念。
2.透過導覽活動，培養語文表達能力與提升自信心。

準備活動

教師：策展計畫
學生：創意作品、回饋單

活動名稱
學生創意
作品展

活動流程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1.師生一起討論展覽內容與布置。
2.師生合作完成策展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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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討論

我是小小
導覽員

藝起來闖
關活動

1.藉由親職教育日的機會，由學生導覽自己的創 活動體驗
意作品，讓家長瞭解此藝術教育課程學校推展
的現況，及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2.邀請同年級三個班的學生到本班參觀展覽，分
享創意作品。
1.活動前，學生互相模擬操作闖關流程。
活動體驗
2.由本班學生輪流做闖關的關主，指導其他班級
的學生順利通過認識藝術家的國籍及作品。

◎教學省思◎
我們已經進行了四位藝術家的教學活動，藉由下學期親職教育日的機會，計畫第一階段
的成果整理，無論是在「學生創意作品展」
、
「我是小小導覽員」
，或者是「藝起來闖關活動」，
學生都保持著濃厚的興趣與行動力，家長的回饋也給予極高的評價與正向的鼓勵。

主題名稱

教學目標

準備活動
活動名稱

藝術家百匯之
歐姬芙的巧拼貼、
教學時間
6節
教學年級
二年級
卡莎特愛的全記錄
1.學生能透過自然界生物的觀察，發現大自然的美感韻律。
2.透過對歐姬芙的認識，感受藝術家對生活周遭的所見所感。
3.學生能透過小組共同創作一幅花朵拼圖。
4.以家為主題，學生共同腦力激盪，表達對家的概念。
5.透過對卡莎特的認識，感知家人之間情感。
6.學生能透過小時候的照片，記錄下與家的連結。
教師：鮮花，放大鏡，單槍投影機，教學 ppt，珍珠板，畫紙，學習單
學生：畫圖用具，小時候的照片
活動流程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1. 老師透過放大鏡讓學生觀察鮮花，嗅聞鮮花
的氣味，觸摸花瓣，簡單述說自己的感覺。
花的綺想
2. 藉由花朵 ppt 呈現自然界花朵微觀、巨觀不
同的樣貌，與學生生活經驗作連結。
1.運用歐姬芙簡報，由老師講述。透過欣賞歐姬
芙作品，讓學生瞭解藝術創作的獨樹一格。
歐姬芙的人
生跑馬燈 2.播放 youtube 介紹歐姬芙的影片，更深入感受
藝術家生活對創作的影響。

拼圖創作

1. 給予小組圖片，共同討論繪畫的內容。
2. 主題放大充滿圖畫紙，黏貼於珍珠板上，再
分割成數片。小組討論出著色風格，各自取
一片進行著色。完成後即成為一幅花朵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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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話語

1. 以家為主題，引導學生思考與家相關的人、
事、物，做擴散性思考。
2. 集合全班腦力激盪完成家的聯想。

1. 透過卡通：櫻桃小丸子和我們這一家，家庭
內發生的趣事，感受家人間情感的交流。
卡莎特的人
2. 運用卡莎特簡報，由老師講述。透過欣賞卡
生跑馬燈
莎特作品，讓學生知曉印象派畫風，以及感
受家人間情感如何於畫作中流露。
1. 由學生準備一張小時候與家人的合照。
愛的回憶錄 2. 運用 5W1H 方式，敘寫照片中的故事回憶。
3. 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屬於自己的故事。
◎教學省思◎
捧著鮮花走在校園中，大家注視著臉上帶著微笑；走進教室學生瞪大眼睛看著，嘴巴甜
似蜜的說：好漂亮，好奇老師「葫蘆裡賣些什麼藥呢？」與花朵近距離的接觸，學生很開心
興奮，也讓學生用感官專心認識花朵。在介紹歐姬芙同時，學生練習對大自然的一切，用不
同眼光做欣賞。或許可以設計讓學生是用相機紀錄剎那間的感動，作為藝術創作。卡莎特用
畫筆傳遞對家人的情感，畫面洋溢著愛，要如何讓學生也能將那份親情表達紀錄下來，我們
也頗費心思想了許久。正值母親節前夕，藉由小時候的照片做為親子互動的媒介，讓學生用
影像和文字為自己紀錄生命中最美的時刻。

主題名稱

藝術米其林饗宴

教學時間

教學目標

1.透過小書製作，省思學習歷程。
2.綜合藝術技能，融合語文能力。

準備活動

教師：圖畫紙、卡紙、活動照片
學生：剪刀、膠水、彩繪用具

活動名稱

六藝集錦

活動流程

8節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學評量與活動照片

1.教師講解小書製作方式。
2.學生先製作封面和封底。
3.學生依序完成小書內頁。
4.教師協助裝訂成冊。

個人實作

◎教學省思◎
這是此教學方案最後的總整理，學生將兩學期的學習成果和活動照片記錄在小書上，還
要再加上學習後的感想，一時要回顧反思，實屬不易，如果進行完一位藝術家教學活動，就
紀錄一次，學生印象會更深刻，也更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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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指標
知識力

學生學習效益
◎瞭解六位西洋藝術家生平和創作風格。
◎透過介紹各國的風土民情，培養地球公民的世界觀。

情意表現力

◎透過與他人溝通，分享藝術創作理念，增進人際互動能力。
◎運用臉部表情及肢體動作，表達內心的情感。
◎透過合作學習，增進組員向心力，以開放的心胸，包容尊重他人。
◎透過與家人分享與表達，讓親子關係更融洽。

思考力

◎培養獨立思考的能力和自我挑戰的勇氣。
◎分析、比較、歸納不同藝術家的創作風格。
◎提取諸位藝術家的特色，透過作品呈現，展現自我的文化表達力。

問題發現與
解決力
資訊力

創作表達力

技能

◎同儕間彼此腦力激盪，擦出不同藝術創作火花。
◎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發現問題，經由溝通協調，進而解決問題。
◎根據蒐集的資料，能有效的分類與組織。
◎能確切掌握資料重點，將口述資料轉化為文字創作。
◎彙整所學，統整並分析自我的藝術創作。
◎應用色彩及各種媒材發揮創意，從事藝術創作。
◎透過小書創作，呈現獨創性、多元性和細緻性的創意思考。
◎具備美工編排和版面設計的能力。
◎透過導覽活動，培養語文表達能力。
◎運用基本繪畫技巧，結合新穎的藝術創作方式，讓作品更純熟，提升文化表
達力。

伍、省思與回饋
◎教師省思
靜婷老師：當我ㄧ聽到學校要進行藝術教育特色課程時，腦中不斷有一個聲音對我說：
「你將
利用此機會帶給學生什麼樣的學習？」上學期一開始，只是想與任教本班「認識世界」
課程的筱筠老師協同教學試試看，沒想到一發就停不了，如今即將進入尾聲了，驀然回
首，才發現我們已經與學生們經歷了一次又一次的發想與創作，一路走來，猶如征服了
一座又一座的山丘。感謝之後加入本團隊的惠珍老師和欣盈老師，經過多次的分享討論
與腦力激盪，提供了許多見解與建議，不僅擴充了教學活動的深度與廣度，也讓教學結
構更具有完整性。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教學時間跨越兩學期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
時間的掌控與學生背景能力的評估是我覺得還要再審慎思考的點。
筱筠老師：在教學互動中期許自己不只是藝術知識的教授者，所以自己在教學設計蘊釀了許
久，涉獵藝術史的書籍和影片，和教育夥伴不斷腦力激盪。希望學生藉由認識藝術家這
一把鑰匙，開啟藝術的大門，建構屬於自己的藝術感知，用自己所擅長的能力做美感的
表達，享受生活中的藝術。整套教學活動設計，在每一階段結束，再次檢討調整下一段
師生互動的模式和活動設計，在忙碌的行政工作之餘，雖然累，但是看到學生一點一滴
的累積呈現，實在令我滿心歡喜。對於低年級孩子教授互動時的語彙和內容，需要更簡
單明確、淺顯易懂，老師一眛的給予太多，學生反而興趣缺缺，由知名的畫作著手，讓
學生對藝術多一點思考和表達，其實就足夠了，要相信孩子會更進一步的自我充實學習。
9

惠珍老師：參與「藝起上菜囉！」創意教學團隊的體驗，是非常美妙豐富與趣味橫生的歷程。
四人中靜婷與筱筠是長期互相切磋的伙伴，而我與欣盈之前因海洋教育教學方案設計比
賽結緣，已培養小小默契。當這二組人馬互相碰撞所激盪出的火花，猶如夜空中的天女
散花般令人驚豔。這個團隊的互動對我`來說是不同以往的與眾不同，成員間有人急驚
風、有人慢郎中；有人快人快語、有人慢條斯理，但總結起來卻是一股不斷向上提昇的
積極動力。希望我們是錦興大鍋菜裡不可或缺的調味料，亦是帶動味蕾饗宴的美味因子。
欣盈老師：很高興這次能與靜婷老師、筱筠老師和惠珍老師合作，雖然目前還是代理教師，
但是非常喜歡從事藝術教學，即使在忙碌的教學中，要挪出時間來進行本課程設計，是
那麼的不容易，但是「含淚播種，必歡呼收割」的真理不變，從實際行動的付出中，我
獲得寶貴的經驗，不管是教案討論，或是課程設計，都是為了給錦興的孩子們不同的學
習機會，讓孩子更有文化、藝術的薰陶。這次的教案設計是結合學校「藝起興」的特色
課程，每位老師幾乎都是初體驗，但是每次討論激盪出來的火花，真是讓人振奮。在長
時間不斷的開會及討論中，我們找出了配合主題的教學方案，不管在情境及教學上，都
給予學生相當大的學習動力。而我也非常開心設計了本課程的架構圖，雖然當初大家把
這份重責大任交給我，讓我有些壓力，但後來成品出來時，真的非常有成就感。我們不
僅看到學生從中獲得了許多的成長，自己在藝術這塊領域更是學到了不少，也深深地感
謝團隊中的所有夥伴們，大家真的辛苦了！一點一滴的累積都是無價之寶。
◎學生回饋
對於「我是小小導覽員」，受邀學生的回饋~~

對於「我是小小導覽員」、「藝起來闖關活動」，學生的省思與回饋~~

◎家長回饋
霆諺家長：這個讓學生增加知識的課程十分有趣，也相當活潑。
柏雄家長：看了孩子們的作品展，覺得藉由學生自己創作來養成對藝術的知識和技術及鑑賞
力，這樣的方式非常好。
庭薰家長：這次的活動讓孩子能多了解藝術家的畫作，增加孩子藝術方面的事也很棒。
柔嫻家長：藉由小朋友自己對自己作品的導覽，可了解小孩對這些藝術家的認知有多少，也
可藉此訓練他們語言表達組織能力。
柔嫻家長：藉由小朋友自己對自己作品的導覽，可了解小孩對這些藝術家的認知有多少，也
可藉此訓練他們語言表達組織能力。
嬿竹家長：小朋友們的表現都很不錯，很願意跟大家分享自己知道的知識，透過，讓他們當
導覽員的方式的確是誘發他們求知的好方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