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t Education-KDP  

2018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 

──教學創新類── 

基本資料表 

方案編碼 TF.007 

方案名稱 偶動手斧 藝同冒險趣 

主要組別 □TA.本國語文 □TB.外國語文  □TC.數學  □TD.社會 
□TE.健康與體育 █TF.藝術與人文 □TG.自然與生活 □TH.綜合活動 
□TI.幼兒教育 □TJ.特殊教育（含融合教育） 

次要組別 █TA.本國語文 □TB.英文  □TC.數學  □TD.社會 
□TE.健康與體育 □TF.藝術與人文 █TG.自然與生活 █TH.綜合活動 
□TI.幼兒教育 □TJ.特殊教育（含融合教育） 

參賽校別 □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幼兒園 

KDP 國際教

育榮譽授證 

若方案獲得優等獎以上獎項者可選擇申請 KDP國際教育榮譽學會會員資格，另外

獲得國際教育榮譽授證。加入 KDP國際教育榮譽學會每年會費 NT$1500 元，俟獎

項公布後再進行加入手續。 

 

參賽成員 
方案代表人 

（聯絡人） 

共同參賽者 

成員二 

共同參賽者 

成員三 

共同參賽者 

成員四 

共同參賽者 

成員五 

姓名 陳維士 巫佳穎 陳立婕   

參賽學校 

 

桃園市樂善

國民小學 

 

 

桃園市樂善

國民小學 

 

 

桃園市樂善

國民小學 

 

  

聯絡人 陳維士 

聯絡市話 03-3281002#210 

聯絡人手機 0920171433 

聯絡人電子信箱 c.w.4@yahoo.com.tw 



方案名稱：偶動手斧 藝同冒險趣 

 

一、 創新教學背景 

    隨著科技的進步，學生的學習已經從課本躍入雲端，進入所謂的雲世代，這是趨勢。手機、

平板等資訊設備已經成為現代人工作與學習場域的重要工具，各式 3C產品與網路更是孩子生活

中的一部分，透過提供更多元的使用方式，讓孩子做更有意義的學習，不僅是投其所好，更能提

升學習成效。 

    ｢偶動手斧 藝同冒險趣｣本著這個精神，試著以資訊為媒介，利用藝術領域中的視覺、音樂

以及表演做為統整內涵，引導學生做語文科跨領域的統整學習，將書本中的故事轉化成動畫作

品，進而利用資訊平台將學習成果做分享、展示，充分體現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精

神，讓學習進入生活。 

 

二、 教學目的或能力指標 

【教學目的】 

1.認知 

1-1藉由偶動畫創作活動增進學生對課文-飢渴好｢火｣伴的意義理解。 

1-2深化學生對文本中人物所隱含的情緒 

1-3理解文字背後的情境意義及隱晦的情感。 

2.技能 

2-1利用偶動畫開發學生創作經驗，理解想像力與偶動畫之關連。 

2-2培養學生對文本的詮釋思考和表現能力。 

2-3學生能夠透過小組合作，將故事改編成腳本，進而製作偶動畫。 

3.情意 

3-1學生能夠與同儕分享觀點。 

3-2藉由偶動畫製作學習和同儕合作之能力。 

3-3學生能夠與家人共同進行「手斧男孩」密室闖關活動，享受另類親子共讀活動。 

【素養指標及能力指標】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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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教 

學

習 

表

現 

表 1-Ⅲ-1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

素、技巧。 

表 1-Ⅲ-2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表 2-Ⅲ-3 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術 的構成要

素，並表達意 見。 

表 3-Ⅲ-3 能運用包含科技媒體在內的各種媒

體，蒐集藝 文資訊與內容。 

表 3-Ⅲ-4 能於表演中覺察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 

核

心

素

養 

領綱: 

藝-E-A3  

學習規劃藝 術活動，豐富 

生活經驗。 

藝-E-B2 

辨別資訊、科技媒體與藝 

術的關係。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

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主旨、情節、對話、人物、音韻、景觀)

與動作元素(身體部位、動作 /舞步、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 

表 E-Ⅲ-2 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演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審美理解元素的組合 

表 P-Ⅲ-3 展演訊息、評論、影音資料 

表 P-Ⅲ-4 議題融入表演、故事劇場、舞蹈 劇場、社區劇場 



藝文領

域九年

一貫分

段能力

指標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特徵和價值。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九年一

貫分段

能力指

標(語

文) 

3-1-3-1 能主動聆聽各項發表活動。 

3-1-5-3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再思考如何回應。 

3-1-1-4 能注意抑揚頓挫，發揮說話技巧。 

3-1-2-7 能因應不同說話目的與情境，適度表現自己 

3-2-4-2 能選擇良好的溝通方式，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3-2-5-3 能在團體活動中，扮演不同角色進行溝通。 

3-3-8-6 能擔任廣播劇或其他表演藝術的演出。 

3-3-8-7 能運用說話技巧，擔任不同戲劇角色。 

3-1-1-1 能熟習並能靈活應用語體及文言作品中詞語的意義。 

3-2-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3-4-4-3 能配合各學習領域，練習寫作格式完整的讀書報告。 

 

三、 創新教學之理念與作法 

 

創新教學理念圖 

 

 

 



(一) 創新策略 

【藝於術 探索四方】 

以學生為本位，藝文創作結合語

文閱讀，利用文本教科書（南一版六

上國語第八課）內容，共讀「手斧男

孩」故事，引導學生進行從故事到腳

本改寫，讓文本裡的角色與故事跳出

書本轉變成動畫材料，進行偶動畫拍

攝。 

 

 

 

【校園外的藝文課】 

前往阿尼馬偶動畫工作室體驗

並學習製作偶動畫的過程，透過實

際操作理解製作的過程與技巧。課

程內容包含紙偶或剪影偶的製作、

布景搭設、設備使用及格拍動畫實

作。 

接續參訪台北偶動畫館「府中

15」，認識世界潮流中的各式偶動畫

所，並藉由特色場館的互動情境，

啟發孩子對於偶動畫的興趣與熱

愛。 

 

 

【善用 3C 幸福 3T】 

讓共讀體驗課程延伸至家庭，以學生完

成的偶動畫接續師生共同設計密室逃脫遊

戲，讓學生與家人進行文本解讀互動，將課

程效益推廣到家庭。 

體現｢善用 3C 幸福 3T(Reading 

together、Playing together、Running 

together)｣的愛家行動。 

 

 

 

 

 



(二) 創意教學實施方式及成效評估 

 1.課程架構圖 

 

     2.教學流程 

單元活動一 共讀‧悅讀「手斧男孩」 時間分配 4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增進學生對課文-飢渴好｢火｣伴的意義理解。 

理解文字背後的情境意義及隱晦的情感。 

【生存指數知多少】 

1.學生分成數個小組，詢問學生小說第三頁問題，以提問單引起動機，

小組間進行討論荒野求生所需要帶的物件。 

2.小組討論完畢，將物件畫在學習單上，並寫下其用途。 

3.小組分享所選物件原因。藉由分享讓學生進入故事情境。 

 
  

冒險之前 小組討論 如何活下來 

 

【悅閱藝視】 

前導課程：手斧男孩小說欣賞。除利用在校時間外，並要求學生將「手

斧男孩」小說一書帶回與家人共讀。 

   
班級共讀 設計題問 有獎徵答 

 

 

全班共讀「手斧

男孩」小說 

 

完成學習單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利用課餘時間

進行小說共讀 

、教師不定期進

行小說內容有

獎徵答 

 

教師觀察記錄 

 

 



【故事架構分析】 

教師與學生初步討論故事內容，接續小組討論。 

第一次討論：以 5W1H法分析故事架構，小組間討論並寫出各要素關鍵字。

(WHO、WHAT、WHEN、WHERE、WHY、HOW) 

第二次討論：各組寫下關鍵字後，討論關鍵字是否需要出現或刪除。畫

下心智圖架構，小組內同學嘗試將關鍵字組合成句子說給組員聽，再上

台分享。 

  

   

5W1H法分析故事架構 小組討論 畫下心智圖架構 

 

【文本大對戰】 

1.小組出題（直接提取、推論訊息） 

  各小組輪流出題，以小組搶答方式答題。 

  ※學生需預設答案，教師在兩個層次間須說明差異 

  (一)直接提取 

      (1)這個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 

      (2)本書的主角是誰？他的背景資料、個性、外型如何？ 

  (二)推論訊息 

      (1)試著分析小說，你認為小說可以分成幾個部分？請與組員 

         討論後寫下來。 

2.教師出題（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三)詮釋整合 

     (1)你覺得布萊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請從文章中找出兩個 

        例子支持你的看法。 

 (四)比較評估 

     (1)讓你改寫這本小說的結局，你會如何改編？為什麼？ 

     ※教師可針對學生程度，引導學生針對詮釋整合部分出題。 

3.發下學習單，請學生記錄所有問題與答案。 

   
引導學生如何出題 小組練習出題 輪流出題 小組搶答 

   
 

 

 

注意心智圖的

要素，以關鍵字

為架構 

 

完成學習單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學生小組練習

從文本中出題 

，注意討論時的

工作分配，讓每

個小組成員都

能找到自己最

適合的工作 

 

小組討論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單元活動二 從故事到腳本 時間分配 2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理解文字背後的情境意義及隱晦的情感。 

學生能夠透過小組合作，將故事改編成腳本 



1. 於藝文課時進行簡單腳本創作，首先以哈利波特電影為例介紹原著、

編劇及導演的關係。 

2. 接下來以學習單引導同學進行提問練習、故事重要場景畫面繪製以及

故事分幕設計，讓學生擔任小小編劇家。 

3. 全班討論的方式將故事做最後的整理，以起承轉合的概念將故事分成

六個部分，改編成簡易腳本。 

4. 以小組為單位分組進行各幕的選取，進行工作分配，角色選定及情節

設計。 

   

故事分幕設計 小組討論情節設計 最佳編劇獎 

   
 

能夠依照教學

簡報 ppt(附件

一) 、從故事到

腳本學習單(附

件二)進行活動 

 

單元活動三 動手做偶 時間分配 2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藉由偶動畫創作活動增進學生對課文-飢渴好｢火｣伴的意

義理解。 

1.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以紙張和著色顏料為主要素材，製作拍攝用的紙

偶及佈景。 

2. 提醒學生製作過程必須注意紙偶的活動性、佈景與效果的變化性。 

3. 學生也必須思考燈光效果對戲劇演出的影響。 

   
偶動畫介紹 佈景設計指導 戲偶製作 

   
 

須注意偶動畫

材料的使用(偶

件材料、描圖

板、手機或平

板)。 

 

小組討論 

偶具製作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單元活動四 偶動手斧-偶動畫創作 時間分配 4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利用偶動畫開發學生創作經驗，理解想像力與偶動畫之關

連。 

藉由偶動畫製作學習和同儕合作之能力。 

【結合藝地校外教育活動】 

1. 前往阿尼馬偶動畫工作室體驗並學習製作偶動畫的過程，了解實際操

作的技巧與注意事項。 

2. 指導學生紙偶或剪影偶的製作技巧、布景搭設技巧、設備使用技巧、

格拍動畫實作。 

3. 手機免費 APP介紹:stopmotion逐格動畫動畫製作軟體。 

4. 學生分組使用 stopmotion進行偶動畫拍攝實作。 

5. 完成各組分配的故事偶動畫創作。 

 

師生須熟悉手

機及平板操作

方式、剪輯程式

APP 的使用方

法。 

小組討論 

影片製作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同心協力 各司其職 一秒鐘 30 張的挑戰 屏氣凝神 按部就班 

 

【創作活動結束後，安排學生參訪台北偶動畫館，以了解偶動畫在世界

潮流中所佔的地位，並藉由特色場館的情境布置，啟發孩子對於偶動畫

的興趣與熱愛。】 

   
參觀府中 15動畫館 了解動畫製作過程 配樂大挑戰 

   
 

單元活動五 SHOW TIME-成果展示 時間分配 1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與同儕分享觀點。 

1. 各組影片完成剪輯後傳給老師，教師示範如何在 youtube上抓取合法

授權配樂(youtube創作者工作室) 

https://www.youtube.com/audiolibrary/music 

2. 指導學生將影片上傳 YOUTUBE 影音平台。 

3. 學生於 YOUTUBE影音平台欣賞各組合作後創作出的偶動畫影片。 

4. 利用 QR Code讓同學將自製的動畫成果對學校、家人及朋友行銷分

享，邀請大家一同欣賞製作成果。 

   

好戲上場 專心觀賞自己的心血 上傳 youtube 

   
 

師生須熟悉

YOUTUBE 影音

平台使用方

式。 

 

影片上傳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單元活動六 手斧密逃趣 時間分配 2節課 教學重點 

 

成效評量方式 
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與家人共同進行「手斧男孩」密室闖關活動，享

受另類親子共讀活動。 



1. 利用學習單將故事文本的內容作整理，由學生經由自我提問及小組討

論設計問題。 

2. 進行各組提問發表，在共同討論後決定密室遊戲的題型。 

3. 教師示範利用 HOLIYO密室逃脫遊戲平台將提問問題設計成手機密室

逃脫遊戲。 

4. 將設計之密室逃脫遊戲製作成 QR Code，讓學生帶回家與朋友及家人

同樂。 

    
利用 QR Code讓同學將自製的動畫成果與家人分享，並利用學生共同提問的問題設

計成手機密室逃脫遊戲，親子共同解謎，利用遊戲來檢視親子共讀成果，增進親子

間的互動。最後，鼓勵親子繼續共讀手斧男孩系列套書。 

 
 

師生須熟悉

HOLIYO 密室逃

脫遊戲平台使

用方式。 

 

 

 

 

心得回饋反思 

教師觀察記錄 

    3.體驗課程 

延伸活動 畢業宿營-手斧男孩體驗營 時間分配 2天 

1. 以小說「手斧男孩」為營隊主題，結合畢業宿營活動。六年級畢業生進行了一場荒島

求生記。 

2. 營隊內容有自製竹弓、射箭、野戰餐桌搭建、親子共煮、校園夜遊、營火晚會、營地

搭建、打火石生火、編草繩、淘金、飢餓遊戲、打山賊...等體驗活動。 

3. 學生藉由兩天一夜的營隊活動，以最真實的活動參與來體驗小說「手斧男孩」中主角

所面臨到的各種問題以及如何設法解決進而成功獲救。 

   

利用竹子製作竹弓 搭設野戰餐桌 射箭初體驗 

   
不怕黑夜 營火晚會 搭設避難所 打火石生火 

   

掏金趣 擊退山賊大作戰 營隊結束 成功獲救 
 



 4.學習成效 

 認知方面：學生能深入閱讀「手斧男孩」故事，並藉由各組閱讀策略引導習得分析故事組成

要素、歸納故事重點的方法，進而推論出故事核心概念。 

 技能方面：在老師引導下，學生知道如何有效率的進行小組之間的溝通、協調，透過小組合

作能夠解析故事，繪製心智圖；更能夠將「手斧男孩」故事節錄重點，取捨內容，進行戲

劇腳本創作；最後透過小組合作，將「手斧男孩」故事腳本拍攝成偶動畫；最後利用網路

平台將故事轉化成密室逃脫遊戲。 

 情意方面：學生能夠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與同儕分享自己的想法，在各項活動中享受小組合

作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樂趣，在進行「手斧男孩」密室闖關活動及親子共讀活動時與家

人分享學校生活點滴。 

 

四、家長及學生回饋 

(一)學生回饋：透過心得單書寫，進行課程統整與活動回顧。 

   

主題 學生省思與回饋 

共讀‧悅讀 

「手斧男孩」 

 對於共讀我想「手斧男孩」這本書很好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段落是在描述主

角生火時不斷思考要怎麼樣才能生起火，最後終於成功的情景，我花費很多時

間在看這本書，從書裡我學到了生火時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功的生火。 

 我們是全班一起讀「手斧男孩」這本書，大家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本書，我一

直覺得布萊恩很堅強很厲害，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一個人克服了種種困難，還

能運用身旁的東西做出那麼多生活用品。我學到了要靠自己生活是件不容易的

事，所以我們要珍惜現在擁有的事物和家人。 

學生喜愛程度 

★★★☆☆ 

從故事到腳

本 
 要把一本書變成一部動畫原來那麼難！老師說要挑重點分章節，分成開始、經

過、轉機、結果四個部分，結果我們這組一直卡關，經過好幾次小組討論和 N

次修改才過關，一位成功的編劇家實在了不起。 學生喜愛程度 

★★★☆☆ 

跳出書本的

故事 

 我付出了心力、專注力和腦力在做動畫。做一個偶動畫不是那麼容易，要用掉

一些時間，要剪紙，而且還要慢慢拍攝，但，做出來的成果非常有趣又好看，

花時間做這部動畫非常的值得呢！ 

 真是太好玩了！做完時很有成就感。拍影片的過程中，我負責操作手機，才知

道原來可以用手機拍動畫，謝謝大家和我一起做動畫。 

 我覺得在動畫工作室製作時很好玩，要製作動畫有點麻煩，因為要一點一點移

動再拍攝，再移動再拍攝，繼續移動繼續拍攝，雖然覺得有點麻煩，可是讓我

學到要有耐心。 

學生喜愛程度 

★★★★☆ 



偶動手斧 

 在努力的組裝動畫後，兩組合作的動畫結合在眼前，我一邊看自己的作品一邊

回想剛剛做的努力。一開始我們這組做錯了，必須要重做，以為會做不完，憑

靠大家的努力和想像，咬緊牙關還是做完了！原來一本書能延伸出那麼大的活

動阿~ 

 製作偶動畫時，大家都非常的投入，細心的剪下道具，讓畫面呈現出更精緻的

成品。每移動一個動作就要用手機拍下來，一個一個慢慢的把它做出來，過程

中是需要有耐心且用心去看待這件事才能做好的。在自己的努力下，做出的成

品，親眼看到當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用心學習，值得一切！ 

學生喜愛程度 

★★★★☆ 

手斧解密 

手斧密逃趣 

 密室逃脫遊戲不但可以增加我對書內容的印象，也想到做偶動畫那次的過程，

可以讓我們邊玩邊學習，我付出很多腦力，玩完之後，覺得自己的腦細胞死了

很多個，也讓我學到原來學習可以這麼輕鬆、快樂。 

 密室逃脫真是太好玩了！和大家一起思考、破解謎題、成功獲救，整個逃脫過

程我付出了 100%的腦力，99%的心力和 1%的體力，加上無限的觀察力。我學到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世界上沒有很難的事，只要有心一定會成功。 

學生喜愛程度 

★★★★★ 

畢業宿營 

 畢業宿營我學到做弓箭、生火和射山豬，其中，我覺得生火最辛苦喔！因為書

裡說布萊恩很快就生起火了，但現實世界中生火實在很難，我投入好多力量跟

眼力才生好火，原始人的生活真不容易阿！ 

 謝謝學校舉辦畢業宿營這個活動，也因為這個活動，讓我了解原來射箭不是一

件簡單的事，在書本裡和在偶動畫裡看布萊恩射箭、以為射箭是很簡單的，但

真正體驗後，卻跟想像不太一樣，還有生火也不是兩三下就可以生起來的，需

要一些棉話或乾草才比較好生起來，我花了一些時間和其他同學一起搭好帳

篷，完成了我們休息的地方。這個活動讓我學到做事情都必須團結合作。 

學生喜愛程度 

★★★★★ 

(二)家長回饋： 

  

偶動手斧  

動畫連結 

偶動手斧  

密室逃脫遊戲連結 

  
 

主題 家長回饋 

共讀‧悅讀 

「手斧男孩」 

孩子從只閱讀漫畫版一下晉升到讀完這套「手斧男孩」系列小說，對做父母的來說

是真的很讓人開心的一件事，以前帶孩子去讀書館，怎麼看都是漫畫、繪本，叫他

看字比較多的小說跟要了他的命一樣，能有這麼多的進步，真的是太棒啦！謝謝老

師介紹這麼有趣的一套書給孩子看，考慮家裡也要購入一套了！ 

從故事到腳本 

之前偶然有機會跟孩子的閱讀老師聊到上課的狀況，老師稱讚孩子們很有想像力，

而且反應也很快，問問題總是想出合理的說法讓同學了解，我心裡想，這真的是我

的孩子嗎？有點不敢相信欸！直到孩子跟我說他在學校上了類似編劇的課，而且美

勞老師說之後要帶他們去外面把自己編好的劇本變成實際的東西，從他臉上看出他

真的非常期待老師要變出什麼新把戲… 



跳出書本的故

事 

孩子一回家就問我：「欸爸哪一種顏色的燈照得比較亮啊？」啊我真的是一頭霧水

不知道小孩到底在說什麼，問了他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學校要做勞作，聽起來很像我

們以前小時候看的皮影戲，但真的只會看戲不會演戲，所以只能告訴他每種光都試

試看，總會試出一個結果的，不會就問老師吧，自己摸索也不錯。 

偶動手斧 

哇！有大導演在我們家耶！小孩回家就大聲嚷嚷說他是李安，我問他為什麼突然做

白日夢，他說今天校外教學去動畫館做偶動畫，跟同學一起做很好玩，做出來的成

品真的跟電視上演的一樣，如果可以，我也想要看看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是怎樣。 

手斧解密 

手斧密逃趣 

簽聯絡簿時看到他隨手畫在作業旁邊的東西，被我念說怎麼不擦乾淨明天會被老師

罵，他立刻衝回房間拿出筆記本把他寫的東西抄在本子上，這小孩哪時這麼認真，

還不讓我看，他才慢慢解釋說老師要他們想什麼密室的題目，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反正有動腦就好，不要腦袋空空。PS他出的題目好像太簡單了，應該不會被老師罵

吧？ 

第一次看到用手機就可以玩的密室逃脫，也太神奇了吧！孩子沾沾自喜地說：「這

些題目我都會了啦～」覺得很不是滋味，好歹孩子是我生的，沒道理他會我不會啊！

所以也默默開始跟孩子認真研究起這個神奇的東西，事實證明雖然當媽但還是可以

跟上這些流行的東西，希望老師下次題目可以再出難一點！ 

畢業宿營 

很感謝學校讓孩子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體驗自己動手的活動，在家裡其實不太敢碰跟

廚房有關的東西，但一講到宿營，突然間什麼都會了，讓我真是太驚嚇！雖然是親

子共煮，但其實都是一組同學自己動手的，我只在旁邊幫忙拍照，因為他們根本不

讓我插手，這時候就覺得小孩默默長大了。 

孩子即將從國小畢業，相當珍惜能與同學相處的時間，相信這一次的活動會讓他很

難忘。 

五、教學省思與未來展望 

【教學省思】 
 閱越校園 整合經驗 

      本次的課程讓學生有了新的體驗，孩子們從故事閱讀、故事轉變成腳本、角色設計，場景編 

    排、動畫拍攝到最後的作品呈現，將「手斧男孩」故事從書本跳進螢幕，孩子們興奮的看著自己 

    的動畫作品呈現在螢幕上，嘴角更揚起自信的笑容，隨後進而讓「手斧男孩」跟著自己回家，與  

    家人一同冒險，享受親子共遊時光，將閱讀教育、藝文教育與家庭教育、科技教育互相連結、應 

    用，這就是我認為教學最成功的部分。 

 協同教學 跨域合作 

教學跨域：每一個階段的課程都需要教學夥伴的相互配合，是本校一次成功的跨域合作課程，每

位老師就自己的專長進行教學設計，經過討論、修正、再討論、再修正…等過程，產出教學活動，

不僅是給學生一次不同以往的學習經驗，更是給老師一次跨域合作的機會，也藉此探索出教學的

更多可能性。 

場地跨域：本次的教學活動，不僅進行的領域間的跨域，更進行的教學場地的跨域，進行了一場

校園外的藝術課，在這次的藝地戶外教育中，孩子有機會與民間藝術家進行交流，瞭解其專業、

接受其指導，讓學習不再侷限在教室裡、校園裡。 

 問題導向 學習主體 

    在小說還沒開始之前，就以開放性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開的不只是「問題」，而是學生的

「思維」，更是與同儕交流的「通道」，讓自己的思考模式保持暢通，才能接納更多不同的想法並



加以融合創新。 

    在引導學生出閱讀題目時，需向學生說明 PIRLS層次一～四的差異，讓學生知道如何循序漸

進組織問題，從小說中眾多的訊息量，選取適當的材料作為題目；學生的分組也可依照個人擅長

的部分進行分組，讓每位學生都能發揮所長，互相扶持。 

  而在學生發表時，不須侷限學生一定得說出「正確」的答案，「正確」答案是有可能被推翻

的，就像在野外生活一定會充滿許多不確定性，那跟野外有關的問題當然也是無法確切知道結果

的；這時就可針對學生發表的答案再進行追問，鼓勵學生從多方面向解構重組自己的答案，與同

組同學推敲出不同的組合，練習從眾多答案中歸納出最適合這個情境問題的結果。 

    在這堂紙上的野外生活課中，學生已經可以透過文本以及相互的對話將自己置身在類野外情

境中。試想自己若是手斧男孩，身處突如其來的艱惡困境，除了讓自己混亂的心境平復，還要想

辦法應對接踵而至的嚴峻挑戰，只好深入書中得取訊息，解決問題。用心思考，更能身歷其境，

對於接下來的課程會更有感觸而更賣力投入其中。 

 翻轉閱讀 偶動奇蹟 

        第一次入門的老師，建議選擇節奏明快的故事，易於學生處理故事的整合與腳本的建立，在 

    文本到腳本的課程中可以讓學生從四格漫畫的角度切入，學生較容易理解，本次課程配合之藝術 

    工作團隊為阿尼馬偶動畫工作室，偶動畫的製作主要是利用逐格拍攝的方式進行，如果沒有相關 

    打光平台，建議可以找光源充足的地方進行拍攝，效果也不錯。 

 

【結語與未來展望】 

 資訊隨手得 

在現代的社會中，手機、平板等各式 3C 產品與網路已經是孩子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或許很多

大人無法接受，但是這已經是不可逆的一個趨勢，也是我們教育工作需要面對的課題，如何讓生

活在「滑世代」的孩子更注動的進入學習的狀態，3C 產品其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次教學活

動中利用手機 APP-Stopmotion 進行偶動畫教學，以及網路遊戲平台 Holiyo作為學習工具，一方

面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一方面也表現出只要善用 3C產品，其實它可以成為孩子學習上的助力。 

 主動學習樂 

承接上述的資訊融入教學，透過專案導向的學習任務設計(Project)，利用孩子喜歡及熟悉的工

具以及方式，看重興趣與熱情(Passion)，甚至發現老師未曾發現的方式(這一定是有可能的，因

為孩子比老師會滑啊)，讓孩子能夠快樂的主動學習，不正是體現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中「自

發」的學習。 

 合作創新意 

在專案導向的課程設計下每個活動都是一個團體任務，每個成員除了發揮個人專長完成自己的部

分外，團隊合作更是關鍵元素，每個人擅長的不同，思考邏輯也不同，如何能夠在團隊中共現自

己的專長、與其他隊友合作，一起發揮出團隊的最高效益是本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建構學

習社群與同儕(Peer)。 

 知識伴終身 

「玩」是孩子最重要的活動，經由一連串課程的進行，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像是在進行一場

RPG 遊戲，透過實際操作、親身體驗將學習經驗內化，在活動中玩出學習心動力(Play)，更能延

續下去，不斷的累積自己的知識資料庫，成為終身學習的動力。  

※關鍵詞 ：偶動畫、藝地戶外教育、密室逃脫、體驗課程、跨域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