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古藝今創未來

旅程從何開始?

旅途中的景色又是什麼樣子?

一個後現代課程的實踐…

一個課程美學的詩性之旅..

如果課程就是一段旅程…

壹、課程設計理念

十二年國教108課綱的重大信念是期望學生從生活經驗中學習，學生以統整的方式學習知

識，因此增設了跨領域教學的要求。事實上，傳統教學不利於此類課程發生的可能性，課程

被區分成若干學科範圍，會鼓勵學習者去想像知識是不同且獨立的。因此，符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在課程架構在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校訂課程的「彈性學習課程」包

含有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此次課程以孩子的生活情境為出發點-新建校舍

中挖出的古物開始，設計統整性的主題課程，借重每一位教師的專長與觀點不同，發揮群體

智慧一起激發課程與教學的創意。透過多位課程學者及戲劇教育界的教授指導，多個社群的

共備與合作，激發出一個讓孩子由內而外的探索學習。

課程發想以英國主題統整課程 -教育戲劇泰斗 Dorothy

Heathcote的專家外衣的教育模式，結合在地學校文化的特色，讓孩

子從學校挖掘到的古物出發，一系列的探索與觀察、記錄與考證、

踏查與參訪、想像與創作等，促使學生做為一位有責任感的人去體

驗知識，而非「被告知」知識的服務者。藉由藝術與人文課程，探

索古物與文明之間的關係，與生活經驗的連結，拉近學生與古物、

國寶的距離，讓學生跨越古今與未來，透過認識古物，培養孩子應

用生活中的藝術與美感原理。在積極的、迫切的、有目的學習觀點

上，知識是用來運作的，而不只是被吸收，符應十二年國教自發互

動共好的核心素養。

虛擬目標:探索古物

真實目標:能力知識統整運用

多元任務:跨域跨科探索

貳、創新價值

• 未知的主題探究:主題式課程多是運用已知去認識已知，而本課程的主題卻是未知的探索。

• 跨域跨科的知識整合應用:未知為主題的課程以概念學習為主，任務均是跨域跨科的學習。

• 教師角色改變：教師是建構學習鷹架者，而非教學者，教師需具備即興演奏的能力。

• 師生共學:在未知的探索前提下，教師僅是擁有較多經驗的大人，需傾聽孩子的聲音共學。



江雅齡老師
文山昭君齡

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
樂學系演奏組碩士

仿古制禮作樂
表藝/音藝

熟稔中國器樂與旋
律。在本課程中擔
任音樂跨域課程。
透過古物連結到古
代人使用器物時的
禮儀與場合音樂，
將古代器樂古箏、
勛、編鐘等讓孩子
熟知演變，並以現
代器樂—科技古箏、
陶笛、鑼等讓孩子

現場感受。

陳韻如老師
大業李治RU

北教大課程所博士
英國戲劇創造力藝術

碩士

整體課程架構
表藝／語文／觀察

對課程與教學後設
思維有一定的認識。
在本課程中擔任整
體課程企劃，以及
表演領域教學和視
覺、語文領域的協
同教學者。同時作
為課程觀察研究員，
觀察學生在課程中
的轉變，課程的發
展，教學者的教學

策略。

陳維士主任
樂善諸葛維士

師大創造力研究所碩
士

整體課程執行
表藝／視藝／創意

主要執行策劃者，
整合校內外人力資
源，開創合作協同
的教學模式。在本
課程中擔任各領域
課程的協同者，補
足外聘教師時間不
足之教學，同時為
課程中報導編寫旳
教學者，及故事情
節串聯的發展。

黃應龍主任
大成趙子龍

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
學碩士

整體課程執行
視藝／自造／工藝

協同執行策劃者，
對於事物的材質變
造、材料工具的特
質、物品的自造概
念等，相當的專業。
在本課程中，擔任
古物還原及創未來
展的指導教師。在
課程前期，協助古
物出去的舊化處理，
古物紋飾的考究等。

鄭永峻老師
建國范蠡特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
術與造型設計碩士

故宮人員
視藝／自造／科技

熟稔科技藝術領域,
對藝術結合自造課
程概念清淅。在本
課程中擔任觸發學
生學習動機的主要
人員，代表故宮人
員聽取學生簡報，
並即時回饋。為延
續學生對古物探究
熱情，分析古物元
素，多次賦予學生

任務。

專業團隊共備群體
參、課程核心團隊

參、團隊運作

全校教師群體共備 輔導團共同參與 社群共學-專家外衣 社群共學-戲劇習式

10/16全校教師與輔導團
群體共備,設計各年級即
將進行的”古物”課程。
12/26輔導團員帶領全校
教師依課綱內容檢視各
學年”古物”課程的教
學。

10/30表演組公開授課
4/12公開授課前共備課。
4/17音樂組-仿古制禮作
樂公開授課。
4/30＆5/07視覺組創未
來展公開授課。
5/28課程檢討。

09/19教育戲劇習式運用
-定鏡，思路追踪等。
10/31共讀專家外衣書籍
11/14&12/12韻文教授帶
領專家外衣實作工作坊

3/06&3/13容淑華教授帶
領教育劇場及戲劇習式
工作坊
圖為百寶箱概念的實作



想像
創作

邏輯
思考

探究古物

三力訓練

考古學習

國寶美學

資訊重整

線索統整

故事推理

肢體想像

互動
合作

行動
表達

藝-E-B3、社-E-B1
透過觀察、紀錄，並與
美的十大原則做比較，
完成古物報告書。

藝-E-B3、綜-E-B3
藉由活動覺察細微改變、數字
之間的邏輯關係及辨別圖示中
的異同，合作闖關完成觀察力、
邏輯力及歸納力考驗。

社-E-B1、藝-E-C3
移地至十三行博物館，踏
查考古學的內容，並能回
應考古與自身的關係。

社-E-B3、藝-E-B3
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帶領孩子
觀察國寶的特色，比較學校挖
出的古物。

藝-E-B1 、藝-E-C2
透過教育戲劇習式定鏡、思
想追踪，學生運用肢體模擬
古物造型及古人攞放的空間。

藝-E-B1、藝-E-C2
透過教育戲劇習式角色
扮演等，思考推理古物
為何人所用，在什麼樣
的場域使用。

國-E-B3、藝-E-B1
觀察在戲劇中表現的自
己，再次反思表現的歷
程。以圖解方式文字化
肢體的理解創作。

綜-E-B2、社-E-B1
整理從古物發掘後的一連
串學習，提取資訊後完成
一篇古物報導，交給記者。

故事發展架構圖
肆、課程目標
課程建構虛擬目的在為了探索古物的真實面貌及探究相關古物的歷史、文化脈絡、人物等，

古物是什麼？對我們有何意義？古物從何而來?又有何用?而與真實目的在培養探索和探究過

程中，能力與知識統整應用，因此課程設計一連串任務，每個任務環環相扣。就藝術領域的

本質學習目的則為：

1. 發覺藝術在歷史文化上的意義與價值。

2. 藝術在器物上的重要性。

學習始於驚嘆號和問號，朝向更多的驚嘆號和問號！
課程（currere)是跑的過程，在跑中和自然相遇，探索世界;
和他人相遇，擴展人際;和自己相遇，覺醒自我!所以課程是人與自然、
社會，人與人，人與自己的相遇和對話。

歐用生 課程語錄10

課程是經驗／驚艷之旅

藝-E-B1 、藝-E-B3
仿古制禮作樂:從古物的用
途推斷古人的典禮場合，
典禮中音樂的功用，並認
識古樂器和現今改良的樂
器及聲音。能合作仿照古
人制禮作樂。

藝-E-C2、國-E-B1
古物還原命名：經過一連
串調查後，使用或擁有這
些器物的人應該有良好的
技術，想像器物的紋飾樣
貌及功能，並試著還原後，
運用文字表徵，為它製作
古物身份證。

藝-E-C2、國-E-B1
未來時空古物展：學生
化身為古物模擬師，試
著從得到的文字敘述，
將古物進行還原並製做
實體模型。製作一張說
明海報，告訴參觀者他
的功能、功用。



探究古物 三力訓練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道具資源：古物圖卡、邏輯題目、美的十大原理原則、古物報告書

校長為了讓我們對古物探索有更深的認識，賦予我們一項任務，去十三行博物館學習如何考古；
以及去故宮博物館辨識國寶與古物的差別。出發前必需進行考古學家特質測試，包含觀察力、邏
輯推理力及歸納力。還要學習運用美的原理原則探查古物是否有國寶的特徵等。

A. 觀察力(大家來找碴)：哪裡不一樣？
1) 圖片來找碴：兩張圖片找出不同的地方。
2) 空間來找碴：觀察桌上的擺設，移動三

個部分，觀察找出被移動的地方。
3) 勿忘鏡中人：兩人一組相對，一人當主

角，一人當鏡中人呈現主人的反射動作。
B. 推理力(數學邏輯遊戲)：從數學圖象題中，

觀察找出事物之間的關連性，進而推論出
答案。

C. 歸納力(古物分類)：運用自己所學知識將
古物圖卡分類，並說明分類依據。

D. 美的原理原則探究。

•古物調查報告：針對古物的外觀、數據丈量、
顏色、材質推論、外型概述、可能用途、年
代、符合那些美的原理原則…等，並完成紀
錄，分組發表。

•三力訓練
1. 觀察力：有目的地、科學地察看注意某

個事物，並試圖深入認識該事物的過程。
2. 推理力：從已知的知識得到未知的知識，

特別是無法通過感覺經驗掌握的知識。
3. 歸納力：分析事物的特徵規律從而得出

結論。

古物的美感要素 觀察力大考驗 推理力大考驗 歸納能力大考驗

這次的課程最大的挑戰就是孩子的好奇心，雖然在全校共備時已經和老師達成協議，
口徑一致，但是在學生的種種反應還是讓我們笑到翻掉，比如學生在下課時拼命探頭
察看工地，並且回報老師在某處有“龍”的圖騰；還有學生煞有其事地告訴我們：
「老師，我阿嬤說學校以前是墳墓喔…」，這就是在生活環境中的課程吧…

在進行美的原理原則介紹時，學生在觀察古物，在某件古物的原則中寫下了「對稱」這個要素，
然而身為老師的主觀認定，卻不覺得該古物有這個要素。經過詢問後(本來以為孩子是亂寫而準
備責罵不用心)才知道，原來孩子不是以我們擺設古物的正面方向去觀察，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側
面去觀察。這是老師沒想過的角度，孩子的思維邏輯，也是老師該學習的，向孩子學習也是美
麗的課程詭跡啊！

肆之一



考古學習 國寶美學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平板、古物報告書。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我們帶著任務前往十三行博物館學習考古，學習破碎古物如何被還原重建，如何利用出土古
物推斷當時人民生活狀況等。隨後前往擁有眾多古物國寶的故宮博物院，故宮人員告訴我們，
國寶有藝術價值，如果學校古物藝術價值不夠，故宮不會派員到學校察看。所以我們要試著
從故宮的國寶中比較學校出土的古物有沒有相似的藝術性。

初探十三行 何謂考古 故宮尋國寶 國寶總動員 古物報告書

• 十三行博物館：學習何為考古。
任務一：為何稱為十三行？
任務二：出土破碎古物如何還原重建？
任務三：如何利用古物推斷當時生活狀況？

• 故宮博物館：古物與國寶的差異。
任務一：尋找故宮五寶。
任務二：各國寶所具備的美感元素。
任務三：說出古物與國寶的差異。

A.任務性指令：學生整個戶外教育活動就

是一件件任務的組合，每個小任務都是為

了完成最後任務的重要因子。

B.資訊融入教學：運用平板下達任務指令，

學生依序完成任務，在平板中記錄歷程。

C.密室逃脫融入教學：學生在限時內完成

國寶探索，並依照指令前往最終集結地。

透過任務的份派，學生在整個戶外教育的過程中，更能夠集中注意力。在聽取導覽人員解說
時，也能知道自己想獲得什麼，知道該如何提問。進入故宮時，利用平板解題任務，學生透
過密室逃脫式的解謎體驗，結合科技給予提示，讓學生在故宮的尋找國寶體驗能夠連結校內
課程的內容。在回答關主相關問題時，能夠進行小組合作與討論，一起解決問題，最後在任
務完成後將學生引導至最後一站-故宮兒藝館，讓孩子在導覽志工的引導下更加認識我們的寶
庫。

由於故宮是台灣著名的觀光景點，所以在進行活動時難免會和各國觀光客有一些互動。在
進行國寶尋找任務時，因為大陸觀光客同時在參觀，有意推擠個子較小的孩子們，加上在
過程中因為大陸觀光客的吵鬧，而被館員誤以為是孩子們所為而警告，孩子感到很無辜，
帶小隊的教師也忿忿不平，但還是教導孩子謝謝館員的提醒。幸好下午又遇到來自日本的
高中團學生，安靜參觀的兩相對比下，教師們趁此提醒孩子身為觀光客應的禮儀。

肆之二



質性觀察反思

肢體想像 故事推理

軼事紀錄反思

人體拼貼古物 此物在何處? 此物為何人所用? 此物如何用?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報紙、剪刀、膠帶、各式布料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返回學校後，老師開始帶領我們進行古物探索，我們運用肢體進行古物造型的模仿，在模
仿的過程中，去思考古物各部位的功能；再透過小組討論，我們合作將古物應該存放的位
置以及透過角色裝扮推論它是何人使用，以及在什麼場合使用等表達成一幅幅肢體創作。

A.暖身:透過暖身與學生培養默契，學生的

反應決定暖身時間的長短。重點—暖身中

學習定格、低中高水平表現等表演元素。

B.透過古物想像與思考，運用靜像畫面、思

想追蹤等，想像此物的關聯，並分組合作

將思考畫面呈現。重點—思考與肢體表達。

C.思路追蹤（Thought-Tracking）—有時是

問學生扮演的「角色」為何？功用是什麼?

有時是請學生用角色的身份說一句話。

• 學生分組運用肢體表達下列問題:
1.人體拼貼古物(思考功能)
2.此物平時會放在那裡？(將空間展示出來)
3.此物為何人所用？(角色裝扮)
4.此物角色如何使用？(何時何地如何用?)

• 學生暖身活動(進入主題前的鷹架):
1.學習定鏡(停格)：專注力集中在聆聽與肢

體的反應上。
2.人體拼貼電器：學習肢體不同水平表現，

並能與他人合作的即興表現。
3.肢體拼貼交通工具：將腦海中的畫面以肢

體合作方式呈現出來。

學生在課程中表現很興奮的，可能較少接觸運用肢體展現所學所知，所以在活動過程中很熱烈討論。
因為先備經驗不足，因此需要較長的暖身時間，導致在主題探索時間上有些不足。後續讓孩子展現
想像古物為何人所用？在何種場景等探究問題時，討論時間稍為不足，但因暖身時間充足，孩子肢
體的想像表達非常大方，不但符合表演藝術的要素，更能展現所想所知。很多超乎原本意料之外的
表現，都在孩子邊玩邊探索中，具體展現，且大方表達自己小組的程現。

過程中發現，學生不習慣修正或修改他人的肢體創作，也不習慣被修改，因此，
一開始多由老師再主導，再慢慢引導學生鑑賞。這在鑑賞素養的培養上是很重
要的。因此，引導學生表達過程中，也需養成被鑑賞與鑑賞的態度。當教學活
動由教師修正學生表現，慢慢轉成學生可互相調整時，態度/習慣就算成熟。

肆之三



線索統整 資訊重整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報紙、剪刀、膠帶、各式布料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策略:思考視覺化—各組運用肢體思考呈現
的照片，透過心智圖的解說方式，將表達
視覺化，海報中呈現人體模擬古物的圖片、
放置的場合空間、何種人物角色會使用及
如何使用的四大圖片。

策略:表達文字化—從自我表現的照片中重
新反思問題，再次以文字詮釋表現的內容，
並回應問題。

從自我的表現中，將定格畫面重新檢視。檢
視自我的表現，並討論結果，各小組依序將
自我的呈現，圖片輔以文字方式紀錄。
歷程回顧：請學生回顧古物從出土到送往故
宮的這段期間，同學們經歷了哪些過程，以
新聞報導的型式將其記錄下來。
課程回顧：請同學重新檢視自己小組所製作
的海報，依古物外型、所在地點、使用者以
及使用情況，將古物從製造完成到埋入地下
的過程以故事編寫的方式記錄下來。

圖片資訊大匯集 古物出土事件回顧 古物搶先報 古物研究報告

在一系列的表演活動課程後，我們開始製作古物的海報，老師把我們的動作利用拍照的方式「凝
固」下來，讓我們從自我的表現中，將定格畫面重新檢視。檢視自我的表現，並討論結果，各小
組依序將自我的呈現，圖片輔以文字方式紀錄。我們歸納出這三樣古物分別是何人？何時？何地？
何用？各組運用肢體思考呈現的照片，透過心智圖的解說方式，將表達視覺化，海報中呈現人體
模擬古物的圖片、放置的場合空間、何種人物角色會使用及如何使用的四大圖片。從自我表現的
照片中重新反思問題，再次以文字詮釋表現的內容，並回應問題，最後將上述作品集結成報導，
完成自己小組研究的古物報導-樂善古物槍先報，並將報導成果送至故宮，完成本次任務。。

當孩子看到自己在表演課詮釋古物的照片，變成大海報中的資訊時，起初都哈哈大笑，但在老師的
指導下，必需重新思考在過程中自己肢體的表達是什麼時，專注力凝結，也因表現者是自己或同學，
這樣的心智圖呈現讓孩子很有感。在撰寫報導任務時，學生進行古物事件回顧，最初反應多是零碎、
片段，缺乏統整性的想法。因此，教學者在過程中修正以時間軸為概念的報導模式，學生在進行探
索歷程回顧與古物歷程故事時能夠具系統，對於刊物的編輯也能更完整呈現事件的脈絡。

從孩子編輯完的電子報去評量孩子的學習狀況及教師的教學，教學群發現過程
中忽略了潛在課程的影響。因此，部分孩子的電子報出現了非根據「事實」發
生的描述，如千年棺材等字樣。這警剔了我們下次在教導孩子寫「報導」文章
時，應更加注意環境中對孩子已產生的潛移默化影響。

肆之四



禮樂之島-仿古制禮作樂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中國樂器、平版、膠帶、各式布料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古禮樂器介紹 制禮-排定宮宴儀程 作樂-學習演奏樂器 宮宴實況劇 學習單反思

A.從古物中探查古代宮廷宴會的流程內容。

B.帶領學生學習各項樂器的基本演奏練習。

(1)打擊樂~編磬、鼓

(2)管樂器~塤、笛

(3)弦樂器~古箏及ipad古箏

C.討論宮廷宴會禮儀流程

D.跨域統整仿古宮廷劇－著重在配合樂器的禮

儀流程．

• 進行古代皇宮宴會的模擬劇排練工作：

1. 典禮儀程排序：淨殿、皇上駕到、進饌、賜酒、

用膳、獻舞、起駕回宮。

2. 角色分配：皇帝、禮生、侍者、舞者、樂官。

3. 進行即興排演：操作各項樂器的基本演奏練習。

各組舞者舞蹈練習(低中高概念)；協助皇帝裝扮

及流程演練。

4. 總排演：各組所有人員返回各組進行排演(戲劇+

舞蹈+音樂)。

5. 宮廷劇－樂善真難傳演出。

經過一段時間，在我們逐漸淡忘這些古物的時候，故宮專員傳來了他的研究訊息，他告訴我們在

故宮的研究下，發現出土的古物很有可能是酒尊、薰爐以及香爐，應該都是古代宮廷重大場合會

用到的器物。接著在音樂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進行了仿古制禮作樂，我們利用古代的各式樂器進

行伴奏、表演，成功還原了古代宮宴的現場，演出屬於樂善的樂善真難傳。

肆之五

這次課程中最讓孩子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們的禮官，因為他每一場次都會念錯：

進「饌」變成進「選」。老師在下一節課居然還花了一節課跟孩子解釋饌這個

字的意思，也讓教學群們了解學生在認知古今文化是有明顯代溝的。

這次課程對孩子是一次難忘的體驗，孩子們回應最難忘的是能夠接觸到塤和古箏這兩種樂器，

而且演奏起來居然都不難。另外，在課程中孩子覺得最困難的是獻舞的工作。各組在協調時，

有人願意主動擔任獻舞，有人願意擔任禮侍，孩子不只是學習課程內容，更重要的是學會如

何分工，學會如何去爭取與妥協。然而，在進行時，最搶眼的卻也是獻舞的舞者，也是孩子

回饋單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復古之島-古物復原命名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紙粘土、顏料、板材、牛皮紙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古物外貌還原 文化層概念 古物的命名原則 古物身分證製作

A.古物樣貌還原：

經過一連串調查思考後，使用或擁有這些器物的

人應該有相當好的技術，請試著想像器物的樣貌

及功能，並試著還原。重點—古物紋飾雕刻。

B.古物身份證：

透過名詞與形容詞的敘寫，讓孩子在描述一件物

品的外觀上，以文字符號表徵自己的作品。重

點—形容詞與名詞的應用。

• 古物還原：
1.利用紙黏土進行外觀還原：先捏塑外框形狀，

再思考紋飾並利用工具進行外貌刻畫。
2.上漆：先上黑色底漆、再上金漆製造金屬質感，

最後上保護膠定稿，黏貼於木板畫框。
3.利用文化層的概念，有意識地在木板上運用石

頭排列出文化層的概念。
• 還原古物作品命名：參考說明書格式製作古物

介紹，包含：部位名稱、形容樣貌用途、使用
方式…等。

黃老師帶領我們進行古物還原，我們利用紙黏土進行古物外觀的模擬，再認識古物上的各種紋路、
特徵後，運用雕塑技巧，每個同學依照自己的想法，還原古物的外貌。運用青銅色和銀色的壓克力
顏料上色，作品像極了古代的舊器物。我們在還原的古物加上底板，運用十三行博物館學到的文化
層的概念，完成古物背版的土層裝飾。主任也帶領我們製作古物身分證，我們運用在語文課中所學
到的形容詞和名詞描述古物，我們創作的古物，因此有了獨一無二的專屬身份。

在古物身份證的課程設計時，教學群內部有了不一樣的意見。針對語文中，學生要運
用的學習重點，我們反覆的辯證，最後定位在部位名詞與形容詞的描述。然而光是形
容詞的層次及深度，也有不一樣的思考。最後，我們選擇除了描述形容詞的基本原型
外，學生可以挑戰難度較高的比較式形容詞，有助於激發他們在文字上描述的想像力。

學生對於紙黏土土性的掌握不是這麼熟練，因此花了一點時間摸索，但是之後運用工具做「雕」與
「塑」的紋飾已經可以控制得很好了，所以學生後面的上色才能有不錯的呈現。學生在實作文化層活
動時，將背景與作品能夠區分深淺顏色，讓主題更明確，可見美的原則-對比概念已經存在學生心中。
也因為整個作品完成後，學生滿足的眼神，讓他們在最後的身分證製作活動，更能用心去思考並寫出
整個古物的功能與構造。尤其看到下課後學生討論作品的熱絡互動，我知道這活動他們很滿足。

肆之六



共創之島-未來時空古物展

質性觀察反思

軼事紀錄反思

故事情節

道具資源：資源回收材料、各式工具

引導策略
學生探索內容

探索歷程與評量

老師帶領我們將時間往後推了2000年，想像我們未來的時代，在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的
文明毀於一旦，所有的科技用品消失，我們只能利用在古書中所搜尋的隻字片語進行古物還原，
成為古物模擬師，我們運用手頭上的文字敘述成功模擬出9件物品，更開始製作古物海報，利用
產品說明會的方式，化身為古物YOUTUBER，開始行銷我們設計的古物，希望能為人類盡一份心力，
改善人們的生活。

A. 古物模擬－同學化身為古物模擬師，從得
到的文字敘述，將古物進行還原並製做實
體模型。學習重點—文字表徵轉化成實體。

B. 海報設計－模擬師針對2000年後的古物展，
運用海報形式，說明他的功能、功用。 學
生需從他的外型外貌，想像功能並註記。
學習重點—想像文字化，海報形式。

C. 行銷創作－化身為YOUTUBER，行銷創作的
古物。學習重點—肢體語言及“說”的表
達。

• 從得到的文字敘述還有殘破的古物構件
（輪軸結構的物件），將古物進行還原並
製做實體模型：解讀文字—討論—繪製草
圖—蒐集材料—開始製作—上色。

• 輪軸的思考，學生解讀文字創作時需使用
此概念。

• 海報設計：資訊的取捨；古物的種類、用
途與功能；排版、剪貼、 字體大小。

• YOUTUBER訓練：情緒、肢體、語言表達、
說故事技巧、行銷影片拍攝。

古物模擬 海報設計 行銷古物

學生在設計海報時，將平時校本課程的硬筆字應用在海報的字體上，因此每一
份海報的字，都是美的，這讓外來的輔導員們很驚豔。孩子們也很驕傲他們應
用所學。再次呼應了專家外衣的精神，知識是用來運作的，而非僅是吸收，教
師們也在向孩子學習。

因為課程的設定是在發生世界大戰後的未來，所以學生在進行古物還原解讀隻字片語時，大
多先入為主的從武器或是戰爭用品的角度去進行思考。在當下我們也沒有去指正他們，畢竟
這也是孩子小組共同討論出來的結果，結果還蠻出人意料之外的。另外在行銷古物時，可能
是看太多網路直播節目了，其實孩子在進行部分用語時會出現不雅的字眼，也會有較誇張的
表情及動作，這也讓我們驚覺到網路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肆之七



我 思 我 想

韻如反思:
主題式統整課程實踐的可能:

課程開始只是個計畫(planning)，而非教學設計(design)。對於授課的老師們而言是全新的任務，秉

著教學者在英國的舊經驗，大家的智慧，不下百次的修改與討論（沒有誇張，真的不下百次），更在

幾位教授們的指導和網路上學成歸國的統整課程教育經驗高手指點下，課程就這麼戰戰兢兢的進行了。

課程隨著劇情的發展，情緒一波波的起伏，時而擔心，時而緊張，時而歡喜（尤其看到學生被激發的

表現），時而傷腦筋。課程隨著劇情的發展和學生的表現，不斷的滾動修正中，當學生的學習表現不

如預期，教學群就需即刻檢討教學策略與方法，並馬上修正，否則就會遇到劇情無法向下發展的可能，

教師在課程中真的是位即興演奏者啊。然而，要維持住學生對古物探索的熱情是困難的，這和英國有

很大的不同（英國主題式課程進行可以打破節數的進行，有較完整的時間進行2-3週，學生情緒與思考

較能連貫）。這也讓我們可以在後續討論學校建置「彈性課程」與校訂課程時，納入時間連貫的考量

點。

挑戰是人的本性，教師和孩子都是：

108課綱以素養為導向，在探究何為素養時，教授曾提醒我們，我們自己安排給老師的研習是否

也符合素養導向的精神？「探古藝今創未來」的統整課程是龐大且分支的，樂善國小一至六年級各有

各的課程內容，即使是同一個主題，各學年教師想給孩子進行的課程均不相同。在大共備產出各學年

的課程時，重要的是教師的教學意識，教師需「有意識」地安排自己的課程，進而再運用１０８課綱

與領綱檢視自我的課程設計。事實是，老師們不但做到了，而且有的做得有模有樣。在這裡，我們看

見教師們的專業與對課程設計的意識。也好在樂善國小是108課綱的前導學校，無論是外在因素，或

本身課程的挑戰，均讓老師們將自我投入在其中，即使全校課程歷時了半年多，大家至今仍是最佳演

員，沒人破梗，保持著孩子對古物的好奇與解惑的期待。

10/16教師群體共備設計各年
級即將進行的”古物”課程

12/26教師檢視”古物”課程
的自我教學

運用108課綱領綱檢視後
五年級修正案後教案架構

課程本身就是戲劇，身歷其境原來如此：

整個統整課程的進行就如一個戲劇的推演一樣，隨著古物被發現，線索一點一滴的被揭露，
學生逐步獲得知識的喜悅，就像是挖寶一樣，讓人越陷越深。這個課程是在孩子的生活中學習，
不但讓孩子張大眼睛去觀察，也在放學後回家向父母探尋古物的可能。這中間發生了許多令人玩
味的事，比如學生在下課時拼命探頭察看工地，並且回報老師在某處有”龍”的圖騰；又比如廚
工阿姨不知道課程的原委（因為只有全校老師參與共備），以為真的挖到古物，找來里長一起探
堪等趣事。在進行課程前，團員們討論著樂善校地古早是何用途（深怕是墳地…），擔心課程走
向歪樓；至最後由團員扮演故宮專員，應說的台詞與內容需符合劇情的發展等（專員必需說明只
有挖到古物，卻沒有挖到遺跡，表示工程可以繼續進行，無需停工）。這些都需在合情合理下，
讓故事繼續，讓課程持續，也讓我們有了前所未有的燒腦合作，這樣身歷其境的課程，學習更佳
真實，想像力無時無刻存在，創造力無窮無盡爆發。



我 思 我 想

維士反思:
任務導向探古藝今

「有責任感的人一定是個服務者，而不是個接受者。」

這次的課程從校園生活的突發狀況開始，孩子的學習不再侷限於書本之中，由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狀

況出發，自古物出土後，學生接獲了故宮及校長所交派的任務，進行出土文物的調查活動。本次採用專

家的外衣教學模式，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夠真。藉由教師的精心策劃、設局引導，孩子完成能夠融入其中。

在課程中孩子的身分不只是學習者，而是被賦予任務的考古專家，藉由團隊夥伴間的互動合作完成每個

階段的任務，儘管心中帶著疑惑，但是還是能夠以認真投入的態度，在責任感的驅使下一步一步完成老

師所交代的任務，在執行任務中藉由探索、解決問題體驗到如何實踐知識，完成全員共好的教學目標。

老師在本次課程中擔任的角色有四個，首先是課程的規劃者，依據教學目標設定相對應的學習任務，

過程中不斷檢視任務的適切性；再來是任務的賦予者，在各個階段給予不同的任務提供學生探索；第三

則是引導者，在學生執行任務的同時從旁給予適時的引導，並給予相符的訊息與資訊供學生利用；最後

是觀察者，在學生執行任務的同時進行學生行為的觀察，好的給予鼓勵，需要加強的給予提點，當學習

者經由被賦與任務進而產生責任感時，自發性的學習就此展開。

協同教學跨域合作

這次的課程活動由於是結合學校工程的進行，以挖掘出古物的事件作為課程的起始點，接續的課程

活動都圍繞的古物探索在進行，古物在本次的課程中扮演著即為關鍵的角色，所以在規劃初期最大的重

點就在於古物的設定與情境的營造，協同教師們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討論及準備，從古物的挑選與舊化

開始，到古物出土當天的場佈都需要各領域專長的夥伴協助。

古物舊化 現場佈置 輔導員扮演故宮專員 故宮專車

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也需要兼顧時效性與課程延續性，在現實配課的情況下hold住學生的情感沿

續，尤其本次課程是跨校團隊的合作，在課程的安排上更是不易，這也是跨校合作最難克服的一個環

節。所幸在大夥的齊心協力下都能夠一一克服，讓課程順利進行，在課程尾聲的故宮專員到校更是一

大挑戰，為求真實性，在專員的服裝、識別證，甚至是故宮專車都是精心設計，扮演專員的教師在教

師入戲這一部分也是十分到位，讓學生對其身分深信不已，這些都是課程能夠成功的重要元素。

每位老師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課程，在課程準備與討論中，就自己的專長進行初步的教學構想，

經過討論、教學→修正、再教學、再討論，不斷重複這些過程，直到產出正式的教學課程。在教學活

動中，每一個階段的課程的進行都需要教學夥伴的協同支援，透過課程的成果，相信是一次成功的跨

域合作課程，除了給學生一次不同以往且印象深刻的學習經驗，更是給老師再一次跨領域合作教學的

機會，藉此探索出各領域融合課程的更多可能性。

教學群相信:課程始於驚嘆號和問號的旅程，航向
更多驚嘆號和問號的探索，我們和孩子樂在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