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t Education-KD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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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方案名稱 舞動唐詩樂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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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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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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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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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鈺鈞 劉芳汝 

參賽者學校名稱 

(學校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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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大忠國

民小學 

桃園市大忠國

民小學 

參賽者學校地址 

333 

桃園市龜山區

樂善里 11鄰樂

安街 71號 

333 

桃園市龜山區

樂善里 11鄰樂

安街 71號 

333 

桃園市龜山區

樂善里 11鄰樂

安街 71號 

334 

桃園市八德區

忠誠街 18號 

 

334 

桃園市八德區

忠誠街 18號 

 

聯絡人 陳維士 

聯絡人市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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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唐詩樂逃逃 

 

一、 【創新教學背景】 

    樂善國小為激發學生創意思考，過去一向有導入密室逃脫遊戲於課程中之傳統。在十二年國

教將要到來的時刻，密室逃脫此種學習模式、不單重視自發學習與多元展能。更可以讓學生運用

學到跨領域的能力。遊戲過程中學生若不具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是很難通過關卡。所

以密室逃脫在本教案，既是一種教學活動，更是一種綜合評量活動。它很適合在作為一連串教學

的結尾，也是適合作為分組評量的一種工具。尤其於新的藝術領綱中，國小藝術科目需統整性教

學，故可以透夠密室逃脫遊戲，讓課程有趣又具有連貫性主題。為此，本次創新教學希望作為一

個新課綱的先行者，並提供未來第一線教師們進一步發展創新教學之典範。 

 

二、 【教學目標及素養指標】 

【教學目標】 

1.認知 

1-1 深化學生對詩詞中作者所隱含情緒的感受 

1-2藉由臉書、偶動畫及水管劇創作活動增進學生對詩詞-客至的意義理解。 

1-3理解詩詞文字背後的情境意義及隱晦的情感。 

2.技能 

2-1培養學生對文本的詮釋思考和表現能力。 

2-2利用臉書創作、偶動畫及水管劇開發學生創作經驗。 

2-3學生能夠透過小組合作，完成密室逃脫所有藝術創作。 

3.情意 

3-1學生能夠與同儕分享觀點。 

3-2藉由偶動畫製作及水管劇呈現學習和同儕合作之能力。 

3-3學生能夠與同儕共同進行密室闖關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素養指標】 

學生學習目標 108課綱藝術領域學習重點 

(一) 能透過兒歌曲調，進行唐詩歌唱及合唱，以表達情感。 （1-Ⅲ-1、音 E-Ⅲ-1） 

(二) 能學習插畫技法，表現杜甫臉書創作主題。 （1-Ⅲ-3、視 E-Ⅲ-2） 

(三) 能學習水墨技法，表現杜甫〈客至〉一詩所描寫的畫

面。 

（1-Ⅲ-3、視 E-Ⅲ-2） 

(四)能探索並熟悉橡皮軟管與身體雕像的表演技巧。 （1-Ⅲ-4、表 E-Ⅲ-1） 

(五)能構思創作〈客至〉一詩的身體靜像劇面並且將其轉化

為舞蹈。 

（1-Ⅲ-7、表 E-Ⅲ-2、） 

(六)能表達對水墨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古代文人的藝術

與文化。 

（2-Ⅲ-5、視 A-Ⅲ-2） 

(七)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密室逃脫所有藝術創作，並扼要說明

其中創作的美感。 

（3-Ⅲ-4 、表 P-Ⅲ-1） 

 

 

 



 

三、 【創新教學之理念與作法】 

(一) 創新策略 

本教案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為出發，並透過密室逃脫的闖關活動引發「自發」及「共

好」的學習。透過表演藝術形式讓學童共同揣摩問題、解決問題藉以培養「互動」。以創作

性戲劇和創作性舞蹈為出發，在跨領域教學上，巧妙的融合了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及英語文

領域（關卡的解碼運用了單字能力）。在重大議題上結合了閱讀與科技議題，教導了學生關

於社群媒體內容的重要性和建議的工具操作。 

 

(二) 實施方式 

節數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2 如果詩聖有臉書 結合臉書形式讓學生熟悉文本及作者生平。 

4 詩中有畫動唐詩 結合國畫教學，將客至這首詩變成一幅畫面；在製作成偶動畫。 

2 歌舞昇平戲唐詩 利用創作性戲劇教學(水管劇、靜像劇面)活動，將唐詩具像化演出。 

2 藝術樂逃逃 
利用手機掃瞄 qr code，進入密室逃脫活動，各組在時限內，團隊合作完

成六道考驗，解出通關密語。 

【關於實境體驗活動】 

    實境體驗活動又稱為密室逃脫遊戲，之所以稱為密室逃脫，主要是因為藉由逃脫這個概念製

造整個活動的緊張與刺激感，故有逃脫一詞，玩家因為某些離奇的原因與背景，被困在一間密

閉式的房間內，而房間內放置了許多奇特的道具；遊戲途中，玩家必須解開密語、謎題，拼湊

出線索，觸碰機關道具，最終得以逃出。解謎、闖關、尋寶、打怪、升級…都是孩子的最愛，

而在結構闖關遊戲時，HOLIYO 密逃遊戲翻轉平台可以協助老師有效結合科技議題。故本次的課

程評量即是採用密室逃脫的方式進行設計，各關卡分佈於校園內，學生需先依據提示到達指定

關卡進行解謎、闖關，各個關卡的設計也是依照課程活動內容去設計，第一關的客至大考驗即

是將客至詩文拆解成拼圖，同學完成拼圖後需使用紫外光照射方可出現答案；第二關的詩聖大

考驗是將密碼藏在杜甫生平卡中，學生找出卡片後依據解碼表完成解碼找出答案，第三至第五

關則是實作題，依關主指示完成任務後關主給予解答即過關。接著就是考驗學生英語的時刻，

學生依據一到五題的答案，找出每題單字中欠缺的英語字母，將密碼輸入解開藏密筒，並利用

藏頭詩中隱藏的密語發現杜甫大作就在校長室中，前往校長室找到客至唐詩完成任務。在評量

的過程中，同學不斷的解開謎題、完成任務，在小組合作中嘗試錯誤、解決難題，除了成功的

歡笑聲，更多的是失敗的哀號聲，看著孩子們面對各種狀況的表情與反應，真的是趣味性十足！ 

 

   

 



(三) 創新理念 

1.課程設計動機及理念      

   感知學派主張「繪畫是感知的記錄」，因此，視覺化圖像是作者在認知感知後重新詮釋的創作。

本課程透過臉書的再現，讓孩子重新詮釋古人當時空背景下的情境，也重新揣摩了古人在吟詩作

曲時的心情感受。 

    接下來讓學生透過動覺與肢體想像理解〈客至〉文本中的涵義。「想像力」是孩子從襁褓時

期就具備的能力，讓孩子想像詩詞裡的畫面與情節，再賦予責任去共同完成故事畫面的具像化呈

現。當學生有了每一句詩的集體畫面後，藉由老師提示重點，將其轉化為舞蹈式的肢體律動。 

    本次教學評量將實境密室逃脫活動型式引入課程，將藝文教學活動加以變化融入密室關卡

中，從第一關【客至大考驗】、第二關【詩聖大考驗】，讓學生回顧文本及認識作者；第三關【詩

中有畫】讓孩子拿起畫筆來畫詩，利用圖像加深對詩詞的印象；第四關【詩中有歌】結合能夠朗

朗上口的兒歌旋律，讓學生進行現代版的詩詞吟唱；第五關【舞動唐詩】學生需要運用課堂所學，

使用自己的肢體與水管，透過團隊合作讓詩詞與創意表演做結合，並選出一位同學扮演杜甫向觀

眾介紹團隊的表演；最後的解謎活動讓學生動動腦，解出謎底順利過關，讓評量趣味化。 

  2.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本課程針對國小六年級之學童而設計，若要在課堂上使學生能完成的參與各式教學活動，則

最好是能於先前的課程進行表演藝術之基礎教學，讓學生們習慣演出與肢體接觸。此外，學習場

地的選擇也是關鍵，若希望學生盡情的展現肢體，寬廣的地板教室是不可或缺的。建議教室也以

黑膠或木質地板為佳，以避免學生活動時受傷。 

    課程最後的評量階段，需要廣闊的場地。學生在校園中進行解謎活動之時，一開始的闖關規

則及安全教育更是不可或缺。各關關主的安排以及機動人員的協助也是必要的，如果人力支援上

有所限制，建議可縮小課程活動場域。 

(四) 共備工作坊 

    現在的教學與過去最大的不同處，在於網路、社群媒體的發達，知識的獲得途徑已經不單單

是從書本之中，學生可以從各式的管道取得他想要的資訊(儘管資訊的正確度有待商榷)，另一方

面，在學生從小習慣了平板、手機聲光效果後，對於老師的教學有著極大的挑戰，如果只是一昧

的照本宣科，可能會造成學生學習意願的低落，如何能夠使用更多元有效的教學方式是現階段老

師們最重要的課題，因應這種現象，老師們也紛紛有所作為，各式的教師社群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這次的教學課程也不例外，在與導師及校內教師共備時，由於每個老師的專長不同，所以在課程

的設計上有能夠更加多元，更能夠達到互補的作用，本課程的共備從玩開始，如果老師覺得不好

玩，怎麼讓學生覺得好玩呢？除了與台藝大教授進行課程討論外，在幾次的共備中，從臉書解析

開始，接下來進行 Stopmotion 程式教學與偶動畫實作，大夥直接化身為學生，將課程活動直接

跑一次，作最真實的體驗。 

 

    
教師共備活動- 

初步課程規劃討論 

台藝大張連強教授 

蒞校指導 

教師共備活動- 

stopmotion 程式介紹 

教師共備活動- 

偶動畫實作 



(五) 創意教學實施方式及成效評估 

 1.課程架構圖 

 

     2.教學流程 

如果詩聖有臉書 

活動

時間 
2節課，共 80分鐘 

教學

目標 
能學習插畫技法，表現杜甫臉書創作主題。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學習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準備活動】 

於課程進行前一個月請同學先行利用圖書館、網路等管道蒐

尋杜甫相關資訊，並於晨間閱讀時間帶領同學共讀杜甫傳，

並進行課文＜客至＞教學。 

----第一、二節---- 

【課程活動】 

1. 與同學討論古人如何記錄及抒發自己的情感，現代人又

是如何？舉例臉書社群的現況。 

2. 介紹臉書社群軟體。 

（1）大頭照及基本資料。 

（2）封面故事－詩、畫。 

（3）生活要事－生平。 

（4）動態時報－詩詞內容。 

（5）按讚與留言。 

3. 閱讀杜甫生平後，請同學想想如果杜甫有臉書的話，他

 



會如何經營自己的臉書？。 

4. 發下臉書學習單，請同學進行設計與創作。 

5. 結合唐詩:客至，完成學習單。 

6. 設計完畢後進行觀摩、發表。 

   

 

 

                     詩中有畫動唐詩－唐詩入畫 

活動

時間 

2節課，共 80分鐘 

教學

目標 

能學習水墨技法，表現杜甫〈客至〉一詩所描寫的畫面。 

能表達對水墨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古代文人的藝術與文化。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學習 

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第三節開始----- 

1. 淺談國畫： 

老師介紹國畫的起源及中國歷代重要山水畫。國畫用具

介紹。 

2. 老師介紹筆、墨、紙、色盤的使用方式。 

3. 國畫技法介紹： 

老師介紹墨色調法(濃、淡、乾、濕、焦)及各式繪畫技

巧。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開始----- 

4. 構圖指導： 

老師於白板上示範如何進行構圖，說明何謂國畫的陰陽

虛實。 

5. 學生實作： 

學生進行實作，老師巡視指導。 

-----第四節結束----- 

 

 



  
學生作品  

詩中有畫動唐詩－偶動唐詩 

活動

時間 
2節課，共 80分鐘 

教學

目標 
能學習水墨技法，表現杜甫〈客至〉一詩所描寫的畫面。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學習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第五節開始----- 

 

(一)偶動畫介紹：介紹國內外偶動畫作品、偶動畫製作工具

及製作方式。 

 

(二)製偶 

1.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以雲彩紙或西卡紙、著色顏料為主

要素材，製作拍攝用的紙偶及佈景。 

2. 提醒學生必須注意紙偶的活動性、佈景與效果變化性。 

3. 學生也必須思考燈光效果對戲劇演出的影響。 

 

(三)動偶 

1. 老師講解及示範製作偶動畫的過程，提醒實際操作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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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組進行拍攝實作。 

4. 完成各組分配的故事偶動畫創作。 

-----第六節結束----- 

 

學生作品 

 

 

 



歌舞昇平戲唐詩 

活動

時間 
2節課，共 80分鐘 

教學

目標 

能探索並熟悉橡皮軟管與身體雕像的表演技巧。 

能構思創作詩的身體靜像劇面並且將其轉化為舞蹈。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4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1-Ⅲ-7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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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運用。 

表 E-Ⅲ-2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演。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第七節開始----- 

【暖身活動 1】 

(一)前後左右歌 

老師引導學生知悉身體各個部位，並利用自創歌曲引導學生

做身體的律動，感覺身體肌肉的張力，以達到暖身的效果。 

 

(二)分組口令 天才數學家 

學生在教室依照老師給予的節奏遊走，當老師說：「天才數學

家」，學生反問：「加減乘除」，老師說：「加法 13…」學生依

老師說的數字計算後 4人一組分組…可以用加、減、乘、除 個

位數的計算，讓學生自由分組的口令，從少到多逐漸增加，

再練習組合。 

【發展活動 1-1-唐詩水管秀】 

(一)老師拿出水管，解釋水管不只是水管，並示範創意水管

秀。 

(二)依據老師的指示，學生兩兩一組進行表演。 

   

-----第七節結束----- 

 

-----第八節開始----- 

(三) 請各組運用相片劇的概念，利用肢體與水管組成一個畫

面，將每段詩句的內容呈現，每組以四個定格畫面呈現，學

生進行排練(詩選：靜夜思、登鸛雀樓、江雪) 

(四)以小組上台呈現，以水管與肢體表現的方式來呈現唐詩

的景物，組成四幅畫面，呈現時需加入各個人物或角色的關

鍵性台詞，由老師扮演主持人進行採訪，讓整個表演更具故

事性。 

請台下同學說一說，可以再加入哪些東西，怎麼擺設會更好，

邀請同學上台試一試。 

 

 

暖身活動 

 



 
水管創江雪 

-----第八節結束----- 

 

創意水管秀 

 

舞動唐詩樂逃逃 

活動時間 2節課，共 80分鐘 

教學目標 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密室逃脫所有藝術創作，並扼要說明其中創作的美感。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3-Ⅲ-4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學習

內容 
表 P-Ⅲ-1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第九、十節開始----- 

【暖身活動 2】專注遊戲 

一、 老師介紹遊戲規則，當老師拍一聲鼓，學生就要拍兩下

手，不管老師拍鼓幾聲，學生就要加一下拍手，老師擊

鼓數次後學生依序做出該有的反應。 

二、 老師確定每位學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師身上時，便開

始後續的課程。 

【發展活動 2-1-藝術樂逃逃-尋找杜甫】 

總節活動： 

一、 將全班分成三組，每組選出隊長一人，領取逃生包，老

師解說任務、指導手機使用方式。 

二、 規則說明：學生須利用手機掃瞄 qr code，進入密室逃

脫活動，各組在時限內完成六道考驗，解出通關密語，

找到杜甫即可過關。 

三、 各組進行闖關活動。 

1. 〈客至〉大考驗：將散落一地的客至詩文內容重組，完

成〈客至〉拼圖，解出密碼(提示：利用隱形筆)。 

2. 詩聖大考驗：完成杜甫生平拼圖，找出密碼(提示：利用

解碼表)。 

3. 詩中有畫：將客至這首詩變成一幅畫(提示：每兩句為一

 

 



個畫面，完成後拼湊起來)，即可過關。 

4. 詩中有歌：各組抽出一首兒歌（例如捕魚歌和妹妹背著

洋娃娃），全組先行吟唱，再將客至的詩句改編填入，全

組合唱現代版〈客至〉，即可過關。 

(兒歌選：捕魚歌、妹妹背著洋娃娃、三輪車、只要我長

大) 

5. 舞動唐詩：利用相片劇及水管劇的概念，將客至變成四

到八個畫面，一邊吟誦詩詞，一邊呈現畫面。學生呈現

時，務必使畫面流暢。學生移動位置時可以加入跳躍與

旋轉等動作，讓水管秀變成一段舞蹈表現，呈現時需加

入故事情節的表演，讓整個呈現更具故事性。也需找一

位同學扮演杜甫來向大家介紹表演。 

四、 各組完成任務後依照提示解開藏密筒，解開藏字詩後進

入校長室取得杜甫詩作-〈客至〉。 

五、 請同學分享課程點滴。 

1. 哪一個部分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2. 哪一個部分最困難？為什麼？ 

3. 回家作業「舞動唐詩樂逃逃」心得單：每人書寫活動心

得，並將課程經驗與家人分享。 

4. 老師將課程影像製作成影片上傳至 youtube，並分享於

班級 line群組，邀請家長們與學生一同觀賞，且給予回

饋與建議。 

-----第九、十節結束----- 

 
遊戲 QR Code 

 

 

 

 

 

 

4.學習成效 

學習構面 項目 成效 

表現 

能透過兒歌曲調，進行唐詩歌詞合唱。

（1-Ⅲ-1） 

能和隊友透過兒歌曲調，歌聲優美、整

齊、有效率進行唐詩歌詞合唱。 

能畫出杜甫臉書（1-Ⅲ-3） 
能夠高精緻度地完成每一格的內容書寫

並上色。 

能夠完成國畫作品（1-Ⅲ-3） 能夠高精緻度地完成內容。 



能用水管創造不同的造型（1-Ⅲ-4） 能運用肢體動作表現出水管造型。 

能運用創意肢體動作表現舞蹈律動。

（1-Ⅲ-7） 

能具創意性的運用肢體動作，以表現符合

出詩詞意境的舞蹈律動。 

鑑賞 

能表達對同學臉書作品的看法，並欣賞

如何利用藝術創作進行傳統與現代文

化的結合。（2-Ⅲ-5） 

能表達對水墨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

古代文人的藝術與文化。（2-Ⅲ-5） 

完成臉書創作後，觀賞同學的作品，能參

與討論並上台分享 

 

完成水墨畫後，觀賞同學的作品，能參與

討論並上台分享 

實踐 
於課堂任務中能與人分工、合作。

（3-Ⅲ-4） 

能夠進行討論與排練，擔任主要角色與同

學合作完成課堂上演出及密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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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課程 量化統計 學生省思與回饋 教學有感 

印象 

最深刻 

的課程

單元 

如果詩聖有臉書 ★★☆☆☆ 

 

 

 

撇除最後的密室活動其

實是整體課程的總結，

看來學生對於表演藝術

的課程還是最有感，藉

由肢體活動來詮釋一首

詩雖然具挑戰性，但小

組的溝通協調以及肢體

互動…等都讓學生印象

深刻啊! 

詩中有畫動唐詩 ★★★☆☆ 

歌舞昇平戲唐詩 ★★★★☆ 

舞動唐詩樂逃逃 ★★★★★ 

感到 

最困難 

的課程

單元 

如果詩聖有臉書 ★★☆☆☆ 

 

 

 

第一次接觸水墨畫，學

生在課堂上真是叫苦連

天，一方面是無法掌握

下筆輕重，另一方面是

之前多是畫漫畫的方式

在畫圖，所有事物都要

有線條，導致在呈現水

墨渲染技法時孩子不太

容易立即適應。 

詩中有畫動唐詩 ★★★★★ 

歌舞昇平戲唐詩 ★★★★☆ 

舞動唐詩樂逃逃 ★★★☆☆ 

密室活

動中 

最困難

關卡 

客至大考驗 ★★☆☆☆ 

 

 

 

這部分其實和老師的預

期有落差，學生在詩中

有歌的關卡其實花了不

少時間，儘管已經儘量

挑選耳熟能詳的兒歌，

但是學生接近半數還是

沒聽過，所以在試唱時

老師還要先帶唱好幾

遍，這可能就是所謂的

代溝吧，下次可以試著

從音樂課本中挑選學生

較熟悉旋律。 

詩聖大考驗 ★★★☆☆ 

詩中有畫 ★★☆☆☆ 

詩中有歌 ★★★★★ 

舞動唐詩 ★★★★☆ 



闖關活動中 

對小組貢獻 

 

 

 

 

天生我才必有用，密室

逃脫是一項團隊合作的

活動，過程中絕對沒有

人會沒事做，希望每位

同學都可以藉此活動瞭

解到每根螺絲釘都是團

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

素。 

闖關過程 

貢獻最多成員 

 

 

 

請同學做這項觀察的原

因是希望同學能夠見賢

思齊，並且瞭解到每個

同學所擁有的不同特質

以及它可以為團隊帶來

的效益與幫助，唯有每

位隊員都能善用長處，

才能最有效率的通過考

驗。 

密室活動 

感想與建議 

 

 

 

 

密室活動融入課程的主

要目的是在激發同學自

主學習、團隊合作進而

共榮共好，這次利用生

活中最常用的行動載具

為工具，加上一些解謎

元素，希望同學能夠善

用手邊的各項人、事、

物，結合先前課程所

學，一方面享受解開謎

題、挑戰過關的樂趣，

一方面更能活用課堂所

學的內容，讓學習跳出

課本，融入生活。 

(二)家長回饋：利用班級群組，分享課程影片剪輯，請家長回饋建議。 

       

    

   



五、【教學省思與未來展望】 

【教學省思】 
鈺鈞：此次教學充分感受到國小創新教案激發學生自動學習的必要性。學生若有強大的動機再難的任

務都可以完成。另外跨校的合作也對目前國小藝術師資缺乏有不錯的幫助，期待我們的努力激勵老師

們走出舒適圈丶走出自己的學校一同為藝術教育付出！ 

維士：在進行教師共備時，由於每位老師的專長不同，所以在課程的設計上有能夠更加多元，更能夠

達到互補的作用，相較於本人的天馬行空，鈺鈞老師總能適時的給予相關領域的專業協助，讓課程更

聚焦於教學目標，各個夥伴的專長不同，也讓課程有更多元的發展，在進行密室逃脫課程時，各位夥

伴的參與合作，更是讓這次的課程能夠順利的關鍵因素，獲得以往單打獨鬥式的教學無法產生的效益。 

佳穎:這次給予學生的學習內容巧妙結合藝文、語文和綜合領域。各種課程的呈現方式與實際的學習

內容搭上線，從學生和家長給予的回饋中，能發覺語文即是在生活中學習，感受到藝術的俯拾即是，

體驗前所未有的學習經驗，尤其密室逃脫的評量方式，不僅有趣味性，更能激發學生最抽象的團結力。

跨校的專業師資和社會資源的挹注，激發校內教師和學生的揮灑空間和機會，促使這次課程更臻完善。 

立婕：把古典詩詞表象化本身就是一件很藝術也很浪漫的事情。把作者創作平面的詩文字賦予生命，

也重新詮釋了作者的心情，讓孩子們更能從心去體會屬於古典詩詞的美；再從圖像化角度切入，更近

一層的跳入詩詞中，最後直接「身體力行」，把詩給演出來，綜合性的把各個層面都囊括進課程，給

予學生全方位的藝術體驗。透過集結眾師之力的課程，在多元學習方法的課程之中，學生除了能學到

具體的知識以外，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一些對於詩詞欣賞的想法，或許下一次孩子們能給我們更多

更棒的作品。 

芳汝：這份教案結合藝術創作與密室逃脫的活動，相當具有亮點，跳脫以往不同的教學內容，也給孩

子們有了更多創意發揮的空間，透過活動也給孩子們學習團體合作的重要性，此外，結合古典詩詞的

課程也能夠讓孩子們温故知新，培養鑑賞詩詞的能力，讓語文不再只是"背多分"的考試教材，更能透

過結合藝術領域的方式，讓孩子從更多元的角度看古典詩詞，以激發孩子學習的動機。期許這份教學

作品能夠帶給我們更多創意的教學方式，豐富孩子們的視野。 

【結語與未來展望】 

 藝動古今 整合經驗 

    本次的課程讓學生有了新的體驗，孩子們利用臉書與詩人來了一段跨時代的交流，接下來利用國

畫教學讓唐詩入畫，進而唐詩轉變成腳本、角色設計，場景編排、動畫拍攝到最後的作品呈現，將「客

至」唐詩從書本跳進螢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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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進而將「客至」轉化為密室，融入語文、視覺藝術、音樂藝術及表演藝術…等元素，讓同學利用

小組合作，進行解謎活動，將語文教學與藝文活動互相連結、應用，這就是本團隊認為教學最成功的

部分，未來希望能夠將此課程模組化，以利更多老師進行教學應用，甚至將其更加精緻化。 

 密逃融入 多元學習 

    未來對內除了自己及校內社群夥伴利用社群時間共同精進，對外更能夠辦理研習將密室活動導

入，增加活動的能見度，吸引外校有興趣的老師一起來玩密室，利用 HOLIYO 密逃遊戲翻轉平台，結

合手機與平板的攜帶方便性，打造可簡易複製的移動型密室，利用辦理密逃工作坊，提供各領域學習

題型模組，讓老師們發揮個人專長，集思廣益，打破領域侷限，進行跨領域的題目設計，從點的彙集

到線的連結，進而達到面的擴散。 

「期待這次創新教學可以成為一個教學模組，讓老師們可以繼續研發創新，產出更多更好的教學!」 

※關鍵詞 ：唐詩、臉書、偶動畫、密室逃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