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話我畫皮克斯
主要領域：語文領域
次要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 林俞君、苑靈杉、謝依倫、許靜雯
高雄市左營區福山國民小學 陳宛詩

壹、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本方案乃是以「單一學科─『語文』統整教學」為主軸，「多元智慧」為策
略，
「資訊融入」
、
「合作學習」為方法，
「身心障礙學生」為對象，克服身心障礙
學生在聽、說、讀、寫上的困難，達到「語文應用於生活」的目標。本方案之創
意教學背景說明如下：
一、落實生活處處皆語文，強化功能性語文的學習
在教室中的語文學習，往往受限於教科書的安排或是教師一成不變的語文教
學模式，而缺乏語文應用的學習。對於一般的孩子來說，閱讀課文、理解與書寫
字詞、深究課文內容、練習句型等學習活動並不困難，但對於身心障礙的孩子來
說，他們卻常常遇到瓶頸，他們也許是書寫上的困難，也許是閱讀上的困難，也
許是理解上的困難，正因為他們在語文學習上的困難，因此語文領域的制式內容
及教學流程往往令他們覺得枯燥乏味、難以學習。其實探究語文本身，它其實是
一門工具性的學科，學生透過語文的學習，其最基本的目的，並不是要學生成為
一個文學家或作家，而是希望學生能將語文的學習當作日常生活中可用的工具，
這樣的基本目的對於身心障礙學生來說尤為重要。
憑藉著「語文生活化」的理念，我們這一群特教老師試著結合社區美術館的
「皮克斯動畫展」活動，透過生活化的主題，進行一系列的語文課程，並在過程
中強調語文聽說讀寫的應用。
二、結合電腦科技，嘗試資訊融入語文教學
一般的語文學習多以紙筆及講述為主，但隨著科技及視訊媒體的發展，我們
已生活在一個充滿聲光效果的環境裡。應用資訊科技與媒體是教師應具備的能
力，也是九年一貫課程中學生必備的十項基本能力之一，所謂「資訊科技」，就
是運用電腦、多媒體、網路媒介，進行收集、處理、儲存及傳輸文字、圖形、影
像、語音的技術，語文教學若能與資訊科技相互連結，比起傳統的紙筆或講述教
學，必能更加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擴充其學習領域。本校於九十八學年度，於特
教班及資源班教室共建置三塊電子白板，電子白板不僅具有展示教材的功能，同
時兼具互動性及便利性，透過資訊媒體的輔助，可以讓學生更專心的聆聽；透過
電子白板即時的操作，可以讓學生快速的完成語文作品。
三、合作學習模式，開啟身心障礙學生的多元智慧
由於參與課程的學生皆為身心障礙學生，其中包含學習障礙、自閉症、智能
障礙等類別，他們比起一般同儕，同樣在語文的學習上低成就，但若相對於身心
障礙的同儕，則各有其在語文方面之優劣勢，我們在部分活動中採取合作學習的
方式，讓每個孩子的優勢得以發揮，劣勢得以獲得支持，並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
形成完整的語文作品。
在合作學習的形態上，包含跨障礙類別、跨班級及跨校際的方式，透過不同
的學習活動及教學媒材，對身心障礙學生來說，不僅僅是語文的學習，我們也希
望能夠開啟學生的多元智慧，統整其多元智慧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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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教學創新策略
在主題的選擇方面，我們配合「皮克斯動畫展」於九十八年十一月開始至高
雄市立美術館展出的機會，設計了一個以「皮克斯」為教學主軸的語文課程，透
過這個每個孩子都喜愛的主題，統整聽、說、讀、寫各項學習。本方案所規劃之
教學活動，大致如下圖所示：
階段一
編輯刊物─我的主題報
認識報紙的版面

說故事─小小配音員
階段二

階段三

綜合活動─與筆友互動
與他校筆友共同編輯主題
報的內容及排版。

圖文轉譯─
做動畫，編童詩

寫作應用─交筆友

分享活動─報紙出刊了
將編輯完成的書面報紙及
電子報於校內發行。
圖一 「我話我畫皮克斯」教學活動項目

在教學內容方面，共分成四個教學階段，及八個教學活動，以下就各教學階
段及教學活動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教學階段一：皮克斯動畫主題教學
首先，我們利用電子白板自製教材，透過團體教學的方式，進行「活動一」，
簡介皮克斯動畫展的內容，包括「皮克斯」是什麼、皮克斯製作的動畫電影、皮
克斯動畫展的內容，接著說明製作動畫的兩大步驟：(1)創造角色；(2)說故事，
再跟小朋友解釋「動畫的原理」，最後告訴小朋友到美術館看展覽的注意事項。
在「活動一」的教學中，除了用討論、發表的方式初步認識「皮克斯動畫」之外，
我們也在「看展覽的注意事項」中，與小朋友做實用數學的討論，例如「90 公
分有多高？」「40 乘 30 公分的包包有多大？」「我們要買多少錢的門票？」
在這個階段中的「活動二」則是實際帶領小朋友到高雄市立美術館參觀皮克
斯動畫展，參觀內容包括皮克斯動畫的手稿、電腦繪圖、雕塑、分鏡圖、皮克斯
短片、幻影箱、藝術風景等。透過展覽內容與小朋友討論動畫電影中角色選擇的
方式及分鏡圖中所要簡述的故事內容等。
二、教學階段二：圖文轉譯做動畫
在這個階段中，分成兩個教學活動進行，包括活動一的「小小配音員」，及
活動二「做動畫，編童詩」。
活動一的「小小配音員」
，乃是利用皮克斯的短片「跳跳羊」
，讓小朋友進行
配音的活動，首先運用「跳跳羊」中的九張分鏡圖，讓小朋友練習看圖說話，並
將句子分類為旁白或短片中角色所要說的話，再請資源班小朋友分配角色，將這
些台詞錄進影片中，最後由特教班小朋友為短片錄製音效。
活動二的「我會做動畫」，則是透過電子白板的配備，讓小朋友以大眼仔為
主題，畫出一張圖，再將圖變成 10 到 20 頁的畫格，製作成大眼仔動畫，最後為
2

階
段
四

自製的大眼仔動畫創作一篇童詩。
三、教學階段三：交筆友
利用皮克斯動畫展贈送的明信片，指導小朋友明信片的功能，並與福山國小
資源班合作，讓小朋友練習運用書信交筆友。除了明信片的往來之外，現今最流
行的 e-mail 和視訊，也是與他人聯絡感情的好方法，因此也指導小朋友如何運
用電腦網路與筆友互通訊息。
四、教學階段四：我的主題報
在這個教學階段中，共分成三個教學活動進行，「活動一」是先在校內指導
小朋友認識報紙，並告知小朋友將以皮克斯系列活動編製「我的主題報」，與小
朋友討論主題報中的版面規劃。「活動二」則是於學期末，由內惟國小帶學生至
福山國小資源班，與筆友相見歡，並透過兩校聯誼的機會，完成主題報所有內容，
內容當中除讓學生擔任小記者採訪當天活動之外，也將本學期一系列皮克斯教學
中學生所完成之各項作品放入主題報中，最後於「活動三」將完成的主題報分享
給校內教師及家長，並請師長給予回饋。
本方案採取之教學方法與策略包括多元智慧融入、資訊融入教學、合作學習
模式，各教學活動之教學目標及使用策略如下表所示：
表一 「我話我畫皮克斯」各教學活動目標及策略

階
段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教學方法與策略
資訊
合作
多元智慧
融入
學習

1. 認識皮克斯動
階
畫
皮克斯動畫
語文
段
2. 能參與皮克斯
主題教學
數學邏輯
一
動畫展的參觀
活動
能利用電子科技完
成皮克斯短片「跳
說故事─小小配音員
語文、音樂
跳羊」的錄音工
階
作。
段
二
能運用動作與文字
語文
圖文轉譯─
製作簡單的動畫。
肢體
做動畫，編童詩
視覺空間
階
能運用不同的通訊
段 寫作應用─交筆友 媒材與他校學生進 語文、人際
三
行書信的往來。
階
能透過報紙的製作
編輯刊物─
語文、內省
段
進行省思與分享。
我的主題報
人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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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學階段皆強調語文的應用，語文不只是片面的聆聽、閱讀、識字寫字及
寫作而已，更重要的是，語文是日常生活的工具，例如一部動畫的完成不只要有
編故事的能力，還需透過有情緒的口說及配音，才能完整呈現動畫內容；又例如
書寫、說話及閱讀都是與人溝通的工具，透過書信、e-mail 及網路視訊與他人
聯繫訊息，讓書寫、說話和閱讀成為有意義的學習。以下就各階段教學所搭配的
語文應用及能力指標做一詳細的呈現。
表二 「我話我畫皮克斯」各階段教學之語文應用

教學階段

階
段
一

階
段
二

階
段
三

階
段
四

皮克斯動畫
主題教學

圖文轉譯
做動畫

交筆友

我的主題報

語文應用
1. 在團體中聆聽、發表與
分享。
2. 參觀「皮克斯動畫展」
後，寫出一句話、一段
短文，或是一篇文章，
並於課程最後放入主
題報中，呈現學生作
品。
1. 先看圖說話，後為動畫
進行配音，完成一部簡
單的動畫短片。
2. 先繪製自編動畫，後為
動畫創作童詩，完成簡
單的童詩影片。
認識簡單書信的寫法，並
運用明信片、e-mail、視
訊，與他校學生進行交筆
友的往來活動。
1. 認識報紙的版面與內
容，再與筆友透過皮克
斯系列活動的學習成
品，一同完成「我的主
題報」。
2. 學生從主題報中學習
採訪、報紙排版、文字
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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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語文能力指標
B-3-2-8-1 能靈活應用科技資訊，增進
聆聽能力，加速互動學習效果。
F-2-4 能應用各種表達方式練習寫作。

C-2-3-8-2 能擔任簡單的播音工作。
F-2-10 能欣賞自己的作品，並發揮想
像力，嘗試創作。

D-1-3-2-2 能配合識字教學，用正確、
工整的硬筆字寫作業和寫信。
F-3-4 練習應用各種表達方式寫作。

B-3-2-8-2 能主動將聆聽所得，應用於
科技資訊媒體，擴充學習領域。
F-2-9-8-2 能透過網路，與他人分享寫
作經驗和樂趣。
F-3-8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
寫作的樂趣，討論寫作的經驗。
F-3-9-9 能編輯學校刊物，擴充標題撰
寫、表現技巧、圖文配合、字體安排
等寫作經驗。

参、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透過本方案的教學歷程，學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長上均能獲得成效。以下就
學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長兩方面分別敘述。
一、在學生學習方面
(一)運用語文工具，做有意義的語文產出
1.說故事做短片
製作動畫的第二重要步驟即是「說故事」
，我們利用皮克斯的短片「跳跳羊」
，
截取出九張分鏡圖，接著讓小朋友透過合作討論的方式完成九張圖片的看圖說
話，以下為小朋友討論成果之範例：
小朋友討論圖片內容
分鏡圖(看圖說話媒材)
有一隻快樂的、漂亮的、很愛跳舞的小羊，在快樂谷
跳舞。
他覺得自己真是一隻超級漂亮的羊，所以他總是在河

分鏡圖一

裡看自己，也想要讓河裡的魚看看自己是這麼的漂
亮。
「魚啊魚啊，我的毛是全世界最白的，我的鞋子是在
百貨公司買的，我是這麼的漂亮、這麼的驕傲，你們
快來嫉妒我吧！」
沒了毛的小羊，大肚子露出來了，別的動物看到牠肥
肥、油油的肚子都嘲笑牠：「哈哈哈，好醜喔！」小
羊覺得既難過，又傷心。

分鏡圖四
透過學習單的方式，讓學生將圖說內容分類成旁白說的話、跳跳羊說的話、
跳跳兔說的話，或是其他角色說的話等等。角色分配之後，由資源班的小朋友們
錄製台詞的部份，由特教班的小朋友錄製音效的部份，最後完成一部完整的動畫
短片。
2.自製動畫，編寫童詩
為了讓小朋友更了解動畫形成的方式，我們透過翻頁書及手作幻影箱，讓小
朋友了解「畫格的快速移動」及「燈光」可以形成動畫，再透過電子白板親手繪
圖、紀錄畫格、輸出圖片形成影片的功能，讓小朋友以大眼仔為主題，繪製 10
到 20 個畫格的單一情境，再將小朋友繪製的情境製成動畫，串連大家的動畫之
後，最後編寫與情境相關的童詩或故事。
利用與福山國小聯誼的時間，我們呈現小朋友自製的動態童詩及故事作品，
彼此分享歷程及心得。
資源班小朋友的童詩作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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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仔要去哪裡

大眼仔，坐魔毯，
咻咻咻，飛到學校，

大眼仔，開汽車，
ㄅㄨ ㄅㄨ ㄅㄨ，開到華夏路，

大眼仔，搭公車，

叮咚叮咚，橋頭糖廠吃冰去，

大眼仔，逛花園，
哇哇哇，花園的花兒真美麗。
特教班小朋友的作品如下：

大眼仔看到什麼？

看到籃球跳呀跳
碰！碰！碰！

大眼仔看到什麼？
看到小狗跑呀跑，
汪！汪！汪！

大眼仔看到什麼？

看到氣球飄呀飄，
咻！咻！咻！

大眼仔看到什麼？
看到小鳥飛呀飛，
啾！啾！啾！

3.主題報的製作
在「我話我畫皮克斯」的系列活動中，小朋友們完成了許多語文作品，為了
讓大家的語文作品有展示的機會，我們設計了主題報的製作，一方面可讓學生學
習安排報紙版面、設計版面內容，可以展示、分享大家的語文作品外，也能利用
主題報的製作當做與福山國小資源班小朋友聯誼的活動之ㄧ。
主題報的版面包括焦點新聞、專題報導、兒童花園、創作天地、資訊科技等
內容，各版面內容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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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名

內
容
由資源班學生擔任小記者，採訪內惟國小與福山國小小朋友聯
焦點新聞
誼當天的情形，並將採訪結果寫成一篇新聞稿。
分享小朋友寫作的作品「參觀皮克斯動畫展」，回顧之前參觀
專題報導
動畫展的過程及內容。
分享此次透過明信片、e-mail、網路視訊與他校學生聯誼的過
資訊科技
程及內容，並說明科技的日新月異，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不
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
兒童花園
分享學生在此次「我話我畫皮克斯」系列課程中的文字紀錄。
創作天地
由福山國小資源班學生用漫畫的形式，呈現個別的圖文創作。
趣味童詩
分享學生以大眼仔為主題，個別繪製的動態童詩創作。
將「我話我畫皮克斯」系列活動中的相關活動照片呈現，搭配
生活
圖說文字，使學生回顧學習歷程。
主題報完成之後，將報紙發行至福山國小及內惟國小，分享給學校的師長及
同學，並請老師或同學給予回饋。
(二)透過主題教學，獲得多領域的知識
透過各階段的教學活動，學生除了語文方面的學習，也在數學邏輯、音樂、
肢體、視覺空間、人際、內省等領域獲得實用性知識。
1.數學邏輯學習方面
到美術館參觀皮克斯動畫展要注意一些事情，透過這些注意事項，帶入基本
的實用數學知識。

2.音樂學習方面
在製作跳跳羊短片的過程中，由學生運用網路資源及實物工具編製影片背景
音樂及音效，並將背景音樂及音效放入短片中，完成一部完整的動畫電影。

特教班學生使用網路「節奏遊戲」製作短片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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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肢體學習方面
為了讓學生了解動畫的原理，我們指導學生製作手翻書及幻影箱，幻影箱的
部份則是拍下每一位小朋友的連續動作照片，再放入幻影箱中，藉由幻影箱快速
的轉動，讓小朋友看到一格一格的靜止動作變成一個連續的完整動作。

小朋友表演
以腳勾起球
的動作。

以手扶牆，
做出踢的動
作。

4.視覺空間學習方面
透過手翻書、幻影箱、電腦繪圖、我的主題報的製作，讓學生做視覺空間的
學習、創作與分享。

貼貼看，畫一畫，製作手翻書

小朋友自製的幻影箱

5.人際學習方面
以明信片、e-mai 及網路視訊的方式，與福山國小資源班學生進行聯誼與溝
通，將語文學習做功能性的應用。學生在過程中學習，寫給朋友的第一封信，可
以寫一些自我介紹的內容，讓對方更認識自己，當筆友回信之後，可以在信件中
回應筆友的問題，並提出新的問題，讓彼此更加熟悉對方，在網路視訊中，可以
一個主題進行聊天的活動，增進彼此感情。

明信片通信

筆友的 e-mail 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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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內省學習方面
透過主題報的編製及發行，分享學習的歷程與心得，並從回饋中獲得省思。
(三)透過公開分享與討論，提升學生辨証力
已下表為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問題公開討論，由學生個別作答並分享
自己的想法，透過這樣的討論及分享，提升學生的辨證力。
教師提問內容
學生回答情形
提問：估估看，90 公分的位置在哪裡？ 請四位小朋友上台畫畫看，有一個小朋
把 90 公分的位置畫出來。
友所畫的位置正好在 90 公分，請他分
享用什麼方式估測的。
○軒回答：每次量身高時，90 公分都
大概在我的腿上。
提問：我們班上有沒有人低於 90 公分 小朋友選擇了班上最矮小的兩位小朋
呢？
友○捷和○仁，先測量最愛的○仁是否
低於 90 公分，發現○仁的身高高於 90
公分，因此小朋友們推斷○捷的身高也
會高於 90 公分。
提問：40cm30cm 的包包有多大？畫 ○揚使用自己的手帕來測量，並分享他
畫看。
的方式：我的手只是 8 公分，這條手帕
有四個 8 公分(摺四摺)，所以(手帕寬)
是 32 公分，再用 32 公分看要長一點還
是短一點，像 30 公分就再少 2 公分。
(四)合作學習模式，分享創作及問題解決策略
教學過程中，大量運用合作學習模式，讓不同程度的孩子共同學習、共同成
長，並從中獲得問題解決的策略，例如在「說故事做短片」的活動中，透過第一
次的錄音成果，跟小朋友討論其成效及問題解決的方式：
「孩子一開始覺得不錯→
○詠：因為自己錄的很有趣，
教師引導後，孩子們開始注意影片聲音的問題，例如→
○玲：聲音一下大一下小，一又下停，句子不通順。
○詠：聲音聽不清楚，有時有呼吸聲，可能是麥克風拿太近了。
再逐句呈現每一句的聲音時，孩子更敏銳的發覺有聲音停頓、不流暢的問題→
○揚：聽起來有點像口吃；聲音太平了。
○玲：聲音沒有高低起伏。
經過了一番討論，教學者問孩子怎麼辦，孩子們表示可以重錄，並投票通過
要重新錄製。」
(2010/04/26 觀察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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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障礙類別、跨班別、跨校際的合作，提升學生人際表現
在此次教學中，除了與福山國小資源班的孩子進行通信連絡及聯誼活動來建
立友情外，合作學習中的合作互動，同樣能提升學生不同的人際表現，例如特教
班大部分的孩子都不能寫字，與福山國小的學生通信時，必須由本校資源班的小
朋友先認識特教班學生的基本資料，並協助他們完成信件的書寫，再由特教班學
生畫圖完成。
要將「跳跳羊」的看圖說話內容分類書寫至學習單上時，自閉症資源班的孩
子不能將文字內容區分為旁白說的話、跳跳羊說的話、或是其他角色說的話，因
此由不分類資源班的孩子指導自閉症資源班的孩子完成學習單的內容。
(六)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增進學生使用資訊的應用能力
從系列教學中，學生學習使用資訊設備完成動畫、短片、我的主題報，並學
習運用網路功能與他人聯繫互動。
(七)主題教學與資訊融入，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
由於「皮克斯」主題相當吸引學生的喜愛，加上過程中運用資訊輔助學習，
讓身心障礙學生對於這樣的課程都顯露出極高的興趣，一些容易忘記來資源班上
課的學生，會因為老師要上的是皮克斯的教學，而準時來資源班教室報到，對於
皮克斯教學中老師提出的問題，學生都能熱烈的討論與回應。
二、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參與的教師們在一系列教學的過程中，常常必須花時間討論教學內容、教學
方式及學生反應，並搭配學校設群建置，利用社群研討時間，精進使用電子白板
的能力，並應用在教學上，因此教師的專業成長如下：
(一)在語文教學的內涵上：省思語文領域可以有較功能性的學習
一直以來，對於資源班學生的語文教學，常常限制在課本中的生字、語詞、
課文和句型，對於資源班學生來說，這樣有限的框架下，不但學習效果有限，學
生的學習動機也在這樣一成不變的模式中被消耗殆盡。這次透過教師們的討論，
讓我們思考語文領域是否有更功能、更實用的學習，因此嘗試利用主題教學帶進
更實用的語文知識。在實際實施教學之後，也發現這樣功能性的學習的確能帶給
學生不同的語文經驗，讓語文活起來。
(二)在語文教學的方式上：資訊融入創新教學，合作學習分享產出
運用電子白板為媒介，可以讓語文教學變得更生動、更活潑，讓一些原先在
課堂上不能做或很難做的事情，都能因為電子白板而克服，加上電子白板的互動
性及簡易操作的功能，讓語文學習不再無聊，讓教學變得創新。善用合作學習的
優點，可以協助較低能力的孩子跟大家一起完成一樣的工作，讓語文的學習有更
完整的產出。
(三)在教學的運作上：團隊合作協同教學，教師彼此成長
此次教學的運作，由四個班級五位老師合力完成，有時以各班為單位進行教
學，有時兩班協同教學，有時三班或四班一起協同教學，過程中彼此分享想法、
作法及專業，讓彼次在語文教學、教學技巧、及電子白板的應用上有所獲得。

關鍵字：語文統整教學、多元智慧、資訊融入、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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