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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已清楚的將芭蕾、現代舞、中華民族舞與即興創作列為部定課程。適逢本

學年度（110），舞蹈領域輔導群也卯足了勁，開始著手書寫現代舞的課程示例，每每聽到輔導員們
熱切地討論，一同開心的分享自己過去的學習動作技巧以及教學經驗。然，要將這樣的動作技巧呈現

在書面上，除要精準地掌握動作要領外，還要以精煉的文字敘述，著實不容易。幾經思考，嘗試將過

去幾個月中與輔導員們討論時所運用之概念彙整成為文字，以芭田妮芙的動作發展模式為主軸，提供

一個觀察動作技巧的視角。

　　早期引進台灣的現代舞技巧有葛蘭姆（Martha Graham）技巧與李蒙（José Limón）技巧。上
述兩種技巧均有坐姿、站姿與流動等練習，尤其是坐姿的練習，便與芭蕾的肢體運用上有明顯的區

隔；另外，從現代舞轉化到當代舞的這個新型態時，身體動作在空間與動力使用上，已有別於早期現

代舞的技巧訓練；從二十一世紀初期起，許多舞蹈教師亦開始將身心學概念融入於當代舞教學之中。

學者Erkert在其書中提及，許多編舞家為了作品的需要，進而發展出以其命名的動作技巧（Erkert,
2003）。其技巧動作刻劃出編舞家獨特的風格，到底訓練哪些身體部位？筆者希望藉由芭田妮芙所創
之動作發展模式的視角，藉此檢視舞蹈教師的動作訓練重點。

　　芭田妮芙師承魯道夫・拉邦（Rudolf von Laban），除了是一名舞者外，她也擁有編舞者、舞
蹈理論家、物理治療師等不同身份，從其成就看來，她更是引導舞蹈治療步向新里程的先導者。芭田

妮芙範本強調於動作發展模式、原理（Principles）、主題（Themes）以及與拉邦動作分析
（Laban Movement Analysis）融合運用等；其涵蓋的面向極廣有關身體功能、解剖學、動作樣
態、六種基本動作（Basic Six）等都是該範本討論的範圍，由於篇幅之故，先從其動作發展模式說
起。

　　芭田妮芙的動作發展模式一共有六大項，分別為呼吸（Breath）、核心至末梢（Core-
Distal）、頭-尾端（Head-Tail）、上半身與下半身（Upper-Lower）、左右半身（Body-
Half）、對角線（Diagonal）。芭田妮芙的學生黑咯妮（Peggy Hackney） 整理出自己與芭田妮芙
工作的筆記，甚至以動作範例解釋這些發展動作模式，其中就特別強調身體的連結性；時至今日，有

一些實踐者還把這一套系統稱為全身連結樣態（Patterns of Total Body Connectivity）進一步闡
述身體連結的重要性。

　　此一動作模式是根據神經動作的進程來設計，通常稱為動作發展（Motor Development）或是
基本神經模式（Basic Neurological Patterns）。是嬰兒從出生到第十四個月時的動作發展，換言
之，就是十四個月大的嬰兒應具備之動作能力。上述之動作模式能開展身體的功能性動作並增進表達

性，更重要的是能夠協助腦部的發展（Wahl, 2019），由此得知，芭田妮芙強調回歸到嬰兒時期的動
作模式，讓身體找回其原有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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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田妮芙（Irmgard Bartenieff）之動作發展模式
（Developmental Patterns）於現代舞技巧的多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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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吸：

　　是人類自呱呱落地後的第一個動作，經過呼吸讓我們的生命得以延續。呼吸時能讓人

體驗到身體的膨脹與收縮；身體會產生自然的呼吸節奏。呼吸時身體會產生一種內在的空

間感，一種清楚的內在連結。呼吸是維持人類生命最重要的動作，呼吸在舞蹈時，會幫助

動作呈現律動進而成為舞句。

「當你處在（呼吸）的狀態時，可以感受到內在、本體感，同時也會感受到自己的身體部

位是透過核心而連結。」（Hackney, 2002）

二、核心-末梢：
　　讓四肢從核心向外擴張，也讓四肢向著核心靠近，呈現雙向動作的模式。可以想像身

體如海星一般，從身體的中心啟動讓觸手向外延展，也可以從觸手啟動向中心靠近。動作

啟動的概念，在現代舞技巧練習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從核心-末梢或是末梢-核心，
這樣的練習能給予學生一個身體覺察的過程，讓動作不再是模仿，而是清楚的當身體的主

人的執行動作。其實，這個動作型態並不難理解，日常生活中常會做的伸懶腰，就屬於這

一類型的動作。至於啟動的部分，在李蒙技巧中，常有強調單一身體部位（Isolation）
的啟動再連結其他的動作；若能掌握好核心-末梢的概念，相信能在動作訓練上能夠更精
確。

三、頭-尾骨：
　　脊椎是人體的骨架，了解頭與尾端的動作型態，藉由脊椎連結使得頭與尾端間的關聯更加

清楚。重點在於強調認知並能清楚地在動作時能夠體驗到脊椎的每一節關節（Wahl,2019）
在眾多的派別的現代舞技巧中，特別強調脊椎的靈活度，這也與頭-尾骨之連結有相當緊密的
關聯。像是葛蘭姆技巧中的一系列的Spiral動作，便是很好的例子，若能將頭-尾骨的部分清楚
介紹給學生，以具體的身體經驗代替外型的模仿。

四、上半身-下半身：

　　上半身意指是肋骨、肩帶、手臂與手等部位，下半身包括骨盆帶、腿與腳等部位。從

呼吸、核心-末梢、頭-尾骨開始，一直到這個階段時，嬰兒會開始了解上下半身到底可以
做哪一些的動作（Hackney, 2002）。以身體而言，上半下身能夠執行的動作是不同的，
建立清晰的身體的概念，有助於動作的學習。若是無法清楚定義上下半身的動作，極有可

能是核心支持（Core Support）的發展不夠完全，提供教師在現代舞技巧教學上的參
考。

五、左右半身：

　　此一模式將身體從中心線分為左半身與右半身，芭田妮芙在其穩定/流動的
（Stability/ Mobility）主題也曾提及，身體的一邊穩定時，能讓另一邊的身體做出流動
的動作。學者Fernandes以嬰兒發展解釋左右半身的發展時說到「嬰兒透過聽覺的刺激，
會收縮身體的一邊，而會延展外一邊的身體，像是蜥蜴在移動時的身體樣貌」。

（Fernandes, 2005）在現代舞技巧訓練中有許多單邊身體的動作練習，比如單邊身體
的延展或是收縮等動作；其實，在芭蕾的單手扶把動作讓另一半邊的腿能自由運行，亦是

在左有半身動作的範疇中。



　　如上述，本文藉由芭田妮芙的動作發展模式作為工具，提供一個新的觀點，讓現場教

師藉其概念作做自我檢視，教師們可以建置表格勾選六個進程以理解自己的課程重點。在

學校三年或四年的課程中，是否有奠基在此動作模式上，循序漸進地增進其深度，讓縱向

的連結更為清楚？藉此課程中所欠缺的部分？筆者相信，此一工具的視角絕不限制於現代

舞技巧教學，此模式亦能運用於其他不同類型的舞蹈技巧課程中，以此動作發展模式檢視

其他相關課程，以增進課程重點的橫向連結。

　　筆者相信藉由這個模式對教師做自我反思，清楚地了解教師給予學生的動作養分為

何？藉此培養出學生健全的身體素養與美感外，從覺察自己的身體中了解自己，並建立起

自信心。讓動作的學習主動權給予學生，擁有好的身體連結，不再只是模仿動作外型！

參考資料：

Erkert, J. (2003). Harnessing the wind: The art of reaching modern dance. 
          IL: Human. Kinetics.
Fernandes, C. (2015). The movie researcher. London: Jessica Kingley 
          Publishers.
Hackney, P. (2002). Making Connections: Total Body Integration Through 
          Bartenieff. Fundamentals. New York: Routledge.
Wahl, C. (2019). Laban/Bartenieff movement studies :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IL: Huma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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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角線：

　　從動作發展模式的進程看來，此一階段時已能涵融前幾個階段的動作發展模式；從身

體部位到整體，從核心-末梢-頭-尾骨-上下半身-左右半身的進程，最後成為能執行最複雜動
作的對角線。在這一階段中最重要的是要穿越身體的中線。這個動作需要旋轉脊椎，讓身

體的左右半身與上下半身有很的整合與連結；完善了這個部分，位移動作

（Locomotion）使能進行。在現代舞技巧中有大量的位移動作，走、跑以及一些跳躍動
作都在此一模式中。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舞蹈班/舞名:驅動程式
動作發展模式中的 Upper-Lower

桃園市復旦國民小學/舞名：第五象線
動作發展模式中的 Head-Tail與 Upper-Lower

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舞蹈班/舞名:途中
動作發展模式中的 Body-Half



菊島”音樂與表演藝術”人才孕育搖籃

                                    -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

　　

���知

 作者   澎湖縣馬公國民小學   組長  柯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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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999年澎湖縣建縣七百年,由在地音樂人攜手演出首齣歌劇《糖果屋》;禮聘名聲樂教授陳思
照、湯慧茹執導,自此[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成團,歌劇種子亦在菊島灑播。

　　2000年澎湖縣政府與綠淨音樂工作坊合作辦理國際合唱節,期間來自菲律賓.以色列.美國男童.
西班牙等多國合唱團隊的精湛演出,拓展了菊島的藝文視野,[菊之音兒童合唱團]也獲邀共同參與演
出,菊島音樂自此更蓬勃欣欣向榮。

　　2001年文建會辦理全國兒童音樂短劇徵選，[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藝術總監王正芸,三屆創
作多齣兒童音樂劇獲獎, ,[菊之音兒童合唱團].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多次獲邀擔任首演,澎湖縣
也獲推薦承辦「全國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兒童音樂劇」種子教師研習營，來自全國各縣市近

200位教師參加，盛況空前。

 　　澎湖縣[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以”融合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兒童音樂劇為根基，進而發展”澎
湖主題音樂劇”推動在地藝術文化特色與保存，澎湖縣政府更委予重任，期許透過展演與推廣，讓

更多外地人認識澎湖，也讓在地人更了解自己的家鄉。

二、澎湖縣[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簡介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為菊之音系列團隊之一， 1999年創團，澎湖建縣七百年製作首齣歌劇
《糖果屋》盛大演出後孕育而生，以融合音樂、舞蹈、表演、戲劇等多元藝術，結合當代音樂劇風

潮，推動澎湖本土藝術特色為主要目標。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現任團長柯逸凡,藝術總監陳彥后˳創團團長柯仲甫為澎湖縣馬公國小退
休校長.曾任澎湖縣國輔團「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執行製作”澎湖建縣七百年首齣歌劇「糖果
屋」首演”承辦 2000年福爾摩沙國際合唱節-相約在澎湖;多年籌組創立菊之音系列團隊.現為總團長.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 2003年起相繼與臺北李明澤導演、李名正編舞家(體相團長)合作，陸續
製作完成澎湖縣五鄉一市系列音樂劇《施公祠與萬軍井》之製作展演，「澎湖縣音樂劇展」、「歌

劇選粹」、五鄉一市之七美鄉《七美、海盜和船長》、望安鄉《小綠豆找媽媽》等音樂劇藝術下鄉

巡迴演出，深獲澎湖鄉親喜愛。

　　2008至2010年間更協助澎湖縣政府，推動「孝順年」、「行善年」及「禮貌年」巡迴演出系
列活動，帶動本縣藝術表演活動蓬勃發展。2017年應澎湖縣政府邀製作澎湖縣首齣大型本土音樂劇
《閃耀2017傘躍歌揚澎湖灣》首演，並巡迴五鄉一市演出，帶動偏鄉藝文欣賞風潮。2018年再度
受邀二度公演《閃耀2018傘躍歌揚澎湖灣》，2018年度新編多首曲目之二度公演版本，以本劇坊
多年培植之本土菁英，匯聚代代傳承之澎湖在地藝術使命，創新澎湖歷史文物特色與本土音樂表演

藝術之展現，贏得蒞會嘉賓一致肯定讚賞。

　　[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結合澎湖縣內音樂班舞蹈班菁英, 除精進所學並兼具大手牽小手培育幼
苗功能, 團隊每年產出新創作作品,並辦理音樂與表演藝術營, 以推動本土音樂劇為主軸特色多次巡迴
澎湖五鄉一市展演推廣˳澎湖縣政府多年委請擔任國慶元旦升旗領唱團隊,並擔任國際花火節燈光藝
術節等開閉幕重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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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作與展演”澎湖主題在地特色”音樂劇場作品簡介

1.澎湖縣『五鄉一市』音樂劇系列六部:
      (1)七美鄉『七美.海盜與船長』-七美人塚故事與地名由來
      (2)馬公市『施公祠與萬軍井』-馬公天后宮與地名淵源,及古蹟歷史典故
      (3)望安鄉『小綠豆找媽媽』-望安綠蠵龜的生態與保育
      (4)西嶼鄉『阿毛搬新家』-西嶼燈塔古蹟與潮間帶的生態保育
      (5)白沙鄉『榕樹伯與仙人掌妹』-通樑大榕樹歷史與跨海大橋特色,及社區發展與轉型
      (6)湖西鄉『小海豚與殺人鯨』-
2.[澎湖主題]系列音樂劇六部(含福佬語音樂劇一部):
      (1)『菊島.海風.傳唱』-整合澎湖五鄉一市特色
      (2)『歡喜逗陣遊澎湖』-匯整20首福佬與澎湖主題歌曲編寫之
      (3)『閃耀2017-傘躍歌揚澎湖灣』-褒歌涼傘特色及五鄉一市旅遊
      (4)『閃耀2018-傘躍歌揚澎湖灣二部曲』-結合褒歌涼傘劇場及五鄉一市澎湖心
      (5)『菊島薪傳~涼傘情』-澎湖涼傘之技法與傳承新創
      (6)『菊島~愛戀一下』-澎湖花火節由來及澎湖觀光轉型
3.褒歌合唱劇場－澎湖褒歌佮涼傘(褒歌涼傘之傳承與新創)

(音樂與劇本創作:王正芸/柯逸渢)

『閃躍2017-傘躍歌揚澎湖灣』
於澎湖縣演藝廳首演

2020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閉
幕，演出配合漫威迪士尼主題

2020首演發表舞作
＜畫舞幻墨＞，發想編創自

洪根深畫作＜岩之幻＞，

並於美術館開幕演出

2020全國海洋教育年會，
演出作品：望安鄉之小綠豆

找媽媽，後臺與總團長合影

2021全國古蹟日於媽宮
城古蹟-順成門，演出作
品：施公祠與萬軍井

2022擔任澎湖縣政府元旦升旗
國歌領唱後與賴峰偉縣長合影 

 ���知/�島”⾳��表演��”⼈才孕���
                      - [�之⾳⼩型表演歌�坊]



創‧藝術(Creat · Art)
　　藝術創作蘊含深厚文人精神與東方哲思，以所學、所見，作為其長期創作的原動力，於書法、

繪畫、篆刻、詩作等多種創作形式，以細勁筆力在各式畫幅上發揮並置、組構及布局之巧思，嘗試

兼容中西，體現己意。

 創價學會藝文系列展覽-至善藝文中心

 作者   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組長  陳怡蒨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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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is.gd/Al2pmA

　　王建柱（1931-1993）是設計家、藝術家及設計教育學者，為臺灣跨領域藝術教育先驅者，
培育多位華人設計界重要後進，亦深刻影響近代臺灣設計教育的發展。於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就學期

間受溥心畬、黃君璧、李石樵等名師指導薰陶，其創作融合傳統意念與現代繪畫風格，曾多次參與

國際性藝術展覽。擅長的領域多元；橫跨設計、藝術創作及藝術教育，設計上結合傳統與現代文

化，強調以「人」為本位之精神。教學上，他竭力著書與翻譯，推廣引介包浩斯設計理念；創作上

則嘗試兼容東西方文化之長於繪畫、書法、篆刻、詩作之中。

設‧計畫(Design‧Projects)
　　亦透過「設計」調和純粹藝術與應用藝術，實踐生活美學。畢生專研致力於包浩斯設計教育實

踐，重視與人產生連結的「實用」精神，以「人」為本位之設計哲學，透過平面、生活用品、建築

及舞臺等各領域設計實務，表現濃厚東方精神及傳統造型的特殊風緻。推動美術教育改革、手工藝

傳承。

閱‧觀念(Read‧Concepts)
　　「我希望設計人和社會雙方都應該勇敢的負起一點帶路的責任，我自願的參加這個行列。」王

建柱對於著書、編譯，始終保持熱忱，以文字作為傳承的重要媒介。從環境教育、室內設計到美術

教育等領域，將其一生所學透過編纂，沁染於以設計為志業的學子們。

核心觀念「以民族為本位、以現代為導向、以生活為重心」
　　王建柱跳脫過往美術只有 「畫」的想法，強調更重要的是讓大眾「欣賞」，藉此以培養美學
涵養，應用在日常，並追求「更好的和更美的」生活。一生中培育無數後起之秀，對於臺灣設計教

育影響深遠。

資料來源: https://is.gd/Al2pmA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2022)。臺灣跨領
域藝術教育先驅者:王建柱。臺北:財團法人
創價文教基金會。照片來源:陳怡蒨攝

https://is.gd/Al2pmA
https://is.gd/Al2pmA


　　位於過去鐵路警察局、舊旅客服務中心的原址；2018 年，轉身成為「臺東設計中心」的基
地。透過設計中心的介入讓場域活化，為在地的閒置空間加分。

一個以人為本的城市提案中心-臺東設計中心T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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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成立的臺東設計中心，是為回應2016年尼伯
特風災。關注臺東「治理思維」、「自然地景」、「城市

生活」相關議題，基於臺東的過去與當下，透過「設計提

案」對身處的環境與生活做出回應，藉由每一刻、每一個

人的介入，找到臺東未來的定位、傳達更好的生活可能。

臺東設計中心（ Taitung Design Center , TTDC），記
錄臺東的過去現在未來；同時也是城市的客廳，溫暖而真

摯地迎接每一位參與者的到來。

執行企劃

1.治理思維:「縣政提案所—用設計帶來城市治理改變的機會」
2.城市生活:「縣民提案所—用設計共創更美好、更永續的臺東」
3.自然地景:「山海空提案所 — 讓設計成為山川感受的延伸」
4.書籍刊物: https://ttdc.center/published/
5.影音短片: https://ttdc.center/video/

行動策略

一、臺東設計中心是一個單位，同時也是一個場域。

　　臺東設計中心作為全國首個縣市等級設計中心，是推動城市

品牌創新的示範城市。為延續「提案中心」的精神，建立「設計

產業資料庫平臺」連結泛設計領域者。透過平臺，讓臺東公家機

關及在地業者，有機會與各設計領域專業者交流、媒合，尋找一

同實現提案的合作對象，將設計導入臺東，為臺東、臺灣加分，

創造不同可能。

設計產業資料庫

二、揭露本質，然後運用設計加分。

(資料來源:https://ttdc.center/
圖片來源:陳怡蒨攝)

　　2018 年啟動的「提案所計畫」緊扣治理思維、城市生活、自然地景等議題，邀請在地者、
移居者、治理者、外來者，在受臺東每一刻、每一項事物、每一場相遇的啟發後，能提出屬於

自我對於這片土地的觀點與介入。透過揭露臺東過去至今累積下來的資源、資料與在地議題，

導入設計與行動，形成各方共識，期盼因此達到臺東的地域創生，最終點亮屬於臺東的城市品

牌！

https://ttdc.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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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歸線地標

大自然就是我的畫室-尋訪嘉義 陳澄波今昔畫境

作者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組長　 楊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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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澄波生於1895年的臺灣嘉義。1924年3月考入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並在
三年級時（1926年），以油畫作品〈嘉義街外（一）〉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臺籍畫家
中的第一人。陳澄波的一生深耕臺灣美術，用眼睛觀察大自然，以油彩的豐富色彩和率性筆

觸，描繪出故鄉臺灣的島國風景，也反映臺灣生活風土民情與對家鄉風景的濃厚情感流露，

同時也是島嶼歷史的存故留真。

　　陳澄波非常重視戶外寫生，他曾說:「我的畫室與其說在室內還不如說在大自然，亦即大
致在現場完成創作，在家不過是偶然有些不滿意之處，略加修飾罷了，所以覺得幾乎不需要

畫室。」今日我們將依循著陳澄波作品戶外的畫室路線，觀賞每幅畫今昔實景對照，看見嘉

義的現代化與城市發展，尋訪那些嶄新的視覺體驗。

嘉義街景(圖1)
 　　新式樓房矗立在嘉義市街景中，與
相鄰的木造房子、傳統店屋形成有趣的

對比。建築物的周圍，金黃色的暖陽徐

徐降落，在地面上鋪成大片的暖黃。沉

浸在溫暖微熱的光線裡，畫中的一切景

物也照映出和煦浪漫的顏色。而今尋訪

對照嘉義市區的興中街與中正路口(圖2)
，兩層樓建築的綠色拱門上方，四個立

體字的招牌寫著「永利商店」，是一間

專門販售各種金屬材料與機械工具的

商行，也是陳澄波的畫中場景唯一

存在的景物。

圖1.嘉義街景1934油彩畫布
91×116.5cm
來源: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s://chenchengpo.dcam.
wzu.edu.tw/

圖2.嘉義市區的興中街與中正路口
來源: 陳澄波大師作品集景點之旅
https://blog.xuite.net/kangsir
/blog

　　標塔頂端的圓球是這座紀念標誌的

特色所在(圖3)。由於第三代標塔是為了
迎接皇室成員而建造，這顆圓球也令人

聯想到日本國旗上的「日之丸」。若比

對老照片，圓球在陳澄波的筆下似乎變

得更為碩大，可能是一種刻意表達誇張

顯眼的手法。目前坐落於嘉義縣水上鄉

第6代地標已成為北回歸線太陽館，園
區包含太陽廣場、九大行星戲水區等9
大展覽區域。另外，園內配合熱帶和亞

熱帶不同區域代表性的植栽樹種選擇做

區分，並在省道上明確劃分熱帶和亞熱

帶區隔的標線，讓民眾更清楚北回歸線

的天文地標(圖4)。

圖3.北回歸線地標1924油彩畫布
45×33cm 
來源: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s://chenchengpo.dcam.
wzu.edu.tw/

圖4.現今坐落於嘉義縣水上鄉北
回歸線太陽館

源 :http://www.vrwalker.net/
tw/scenery_view.phptbnam
e=scenerys&serno=669

https://chenchengpo.dcam.wzu.edu.tw/
https://blog.xuite.net/kangsir/blog
https://chenchengpo.dcam.wzu.edu.tw/
http://www.vrwalker.net/tw/scenery_view.phptbname=scenerys&serno=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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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材工廠

　　鐵軌、工廠、煙囪、纜線，巨大的水泥建築與轟隆作響的機械──號稱「東洋第

一」的嘉義製材場(圖5)，集合了種種現代化的奇觀。1920年代初期，整個嘉義以木材產
業為核心，逐漸發展成繁榮的大都市。城北近郊的製材場，則是促成這一切改變的動力

來源。畫中可看到三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製材室，嘉義第一座火力發電廠與鋼筋混凝土

建築動力室，120呎長的鐵製煙囪，是早期嘉義的現代化奇景，從城鎮各處一望可見。高
大的三角形鋼架是購自美國Allis-Chalmers公司的天車（起重機），也是嘉義製材廠內
最具代表性的景物。造型宛如蝸牛的長方型建築是1914年建造的乾燥室，也是臺灣現存
最早的蒸氣乾燥設備。如今製材所已不再運作，但仍保存許多的歷史建築及遺構，以及

曾為杉池的廣大綠地，是嘉義市區難得的文化靜謐場域(圖6-7)。

圖5.製材工廠1921紙本水彩
18.2×23.5cm
來源: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s://chenchengpo.dca
m.wzu.edu.tw/

圖6.動力室
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阿里
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圖7製材工廠
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阿里
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嘉義公園

　　公園是陳澄波作品當中相當常見的取景地點(圖8)。在曲曲折折的道路，蜿蜒的潺潺溪
流，視線游移在畫家佈陣的迷宮裡，一不小心就要迷失在錯綜複雜的線條景物中。枝枝節

節枯樹的枝椏在畫布周圍恣意蔓衍，與畫面中央那株枝葉繁茂的熱帶植物形成了鮮明對

比。象徵文明與秩序的公園景觀裡，各種草木的生長樣態卻表現了不受拘束的生命力。循

著階梯走入畫境，你也能感受到自然世界的變化萬千嗎？1910年，嘉義公園坐落於市區
東方的山仔頂一帶，在建造之初，園內栽種各種熱帶植物，試圖為這座公園打造一種具有

南國風情的特色景觀，成為最具地方代表性的風景名勝之一(圖9-10)。

圖8.嘉義公園1937畫布油彩
91×116.5cm
來源: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s://chenchengpo.dcam.wz
u.edu.tw/

圖9.嘉義市中山路與民權路
-嘉義公園
來源:跟著陳澄波的腳步我在嘉義公
園，走進歷史故事裡

https://reurl.cc/EpWE9g

圖10.陳澄波對池畔美景情有獨鍾，
畫下多幅作品。

來源:跟著陳澄波的腳步我在嘉義公
園，走進歷史故事裡

https://reurl.cc/EpWE9g

　　在陳澄波那騷動不安的筆觸，與濃郁熾熱的彩筆，將南國風情樸拙熱切地訴說一幕幕

溫馨感人的故事，同時閱讀著一頁頁的臺灣史，我們藉著陳澄波的畫作看見他所看見的世

界，感受畫裡畫外的城鎮氛圍，他留下大量精采絕倫的作品，一生奉獻給美術，耕耘臺灣

的藝術發展，致力於開拓良好的創作環境。走一趟陳澄波曾經走過的路，感受彩筆下完美

的作畫場域，體驗今昔時代的距離，原來就在其境。

 ���知/⼤⾃�就是我的畫室-�訪嘉義 陳澄波�昔畫境                       



菊島樂揚 - 海風中的傳唱

�才�⾯⾯�

作者   澎湖縣馬公國民小學   組長   柯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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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春季，馬公國小校長許春波有鑑於澎湖離島的音樂師資匱乏，興起培育在地音樂人
才的構思。 歷經一年多的大力奔走，輔導室謝聰惠主任和家長代表柯仲甫的全力支持，1990年
9月秋季，台灣離島的第一所音樂班-澎湖縣馬公國小音樂班於焉成立。
　　當時澎湖縣全縣國小各校之音樂教師多非音樂本科系，校外亦僅有鋼琴、聲樂教師若干，澎

湖縣內未有管絃樂器本科教師，縣內國小之音樂團隊僅合唱團、節奏樂隊、直笛隊。馬公國小成

立音樂班前，校內僅有2間音樂教室、2架鋼琴、若干兒童敲擊樂器。

一、離島萌芽-1990的環境條件現況

 (淺談台灣第一所離島音樂班的創班與藝才增能多元發展)

二、以10年樂教策略定位音樂藝才培育方向

　　馬公國小許春波校長借重校內音樂教師王正芸之專才，委予離島音樂班創班重任，王組長全

心投入，自1990春季教育部核准招生，即自費走訪台灣本島之北市福星、敦化、光仁新北秀
山、台中光復、台南永福、高雄鹽埕、前金、屏東仁愛等各國小音樂班，蒐集各校音樂班相關資

料，彙整修訂為離島不同需求之設班行政架構與課程設計，克服離島在地音樂藝才師資不足難

題，更自台灣本島引進首批管弦樂師資，成立澎湖縣第一支管弦樂團。

除規劃增設馬公國小音樂專業學習之場地與器材，舉凡

(一)徵聘台灣本島北中南之管弦樂師資、為器樂選修個別課及合奏課進行教學。
(二)主副修器樂教師採師生互選、並共同分擔台灣本島外聘教師之交通費。
(三)延攬在地鋼琴師資擔任個別課教學。
(四)編整樂理、視唱聽寫、音樂欣賞等之四年課程教材及教學進度。
(五)合唱課程以＂合唱劇場＂為四年培育發展目標。
歷經10年契而不捨的堅持與努力，音樂班逐漸成長與茁壯。

三、2001的轉捩點-兒童音樂劇的發展與推動

　　馬公國小音樂班是全國第一所[器樂與聲樂]並重發展的音樂班，[合唱劇場]的教學模式，融合
＂音樂與表演藝術＂，豐富了合唱課程的四年學習，小朋友們個個兼具演奏與演唱能力；劇場經

驗更活化了舞台表演，音樂班合唱團多次贏得全國合唱比賽與鄉土歌謠比賽第一。

 　　2001年文建會辦理第一屆全國兒童音樂劇徵選，王正芸老師以＂西遊記之盤絲洞＂獲獎，
爾後在文建會二、三屆徵選賽又陸續以＂八仙過海鬥花龍＂＂小紅襪與笑臉狼＂＂小綠豆找媽媽

＂獲獎。兒童音樂劇融合＂音樂、表演與視覺藝術＂的學習內容，活化了音樂班課程的學習，小

朋友更由衷熱愛。自此馬公國小音樂班成立了[兒童音樂劇團]，屢次獲邀赴北首演贏得許多獎
項，並獲澎湖縣政府委創＂澎湖縣五鄉一市之兒童音樂劇＂的展演與推廣，讓音樂班兒童音樂劇

團與澎湖在地文化特色緊密結合。

　　音樂班小朋友們透過活動中的聲樂、器樂、表演、視覺藝術整合，幕前幕後的職務分工與角

色合作，增進情感共識，強化了多元能力，更豐富了藝術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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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0年樂教的藝才成果與影響

　　歷經九年一貫課綱與藝才班轉型洗禮，馬公國小音樂班的多元學習發展，驗證了32年前課
程設計的長遠性，自音樂班畢業的學子，除選擇繼續音樂本科系之深造進修，也有多人熱愛表

演藝術而投入表演藝術科系或舞蹈科系。秉持音樂節奏感、音感等先備學習基礎，已為孩子們

奠定良好根基，透過音樂史、音樂欣賞與在地音樂文化特色，讓孩子對藝術文化內涵，能更兼

俱寬廣視野和鄉土情懷。

　　完成學業的音樂班學子，如鮭魚返鄉般多人紛紛投入澎湖在地音樂教育推動，30年後菊島
在地的各國小音樂本科系教師，幾乎都出自馬公國小音樂班；各校成立的音樂團隊更加多元，

例如：管弦樂團、弦樂團、管樂團、國樂團、打擊樂團、合唱團、兒童樂隊、直笛隊等蓬勃發

展。社會音樂團隊中，以音樂班歷屆畢業生為主體成立的[澎湖縣青少年交響樂團]團員已多達百
人，以音樂班、舞蹈班成團主體的[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 近年來更是活躍在澎湖縣政府＂國
際花火節＂＂國際沙灘節＂＂國際燈光節＂等各大型國際表演活動上。

　　見證菊島樂揚的馬公國小音樂班與藝才班的瀅瀅學子，正大手牽小手共創菊島海風中的傳

唱。

(1990)馬公國小音樂班第1屆創
班，參加澎湖縣合唱觀摩音樂會

(1993) 馬公國小音樂班第1屆畢業
成果展，與畢業生家長及學弟妹合

影

(2013)馬公國小音樂藝才班第1屆
畢業成果展，演出英語合唱劇場

(2018) 馬公國小音樂藝才班第5
屆畢業成果展，演出兒童音樂

劇：西遊記之盤絲洞

(2021) 馬公國小音樂藝才班第9.10.11.12屆

 �才⾯⾯�/�島�揚 - 海�中的傳唱                        
 (淺�台灣�⼀所�島⾳��的����才增��元發展)



　　設計師在日常中所面對的每一件事都是「第一次」，相對於講求標準化、一致性、追求

量化指標的專業而言，設計師必須要有「欣賞未知」的特質。未知不是麻煩，而是「改變、

創新、進步」的機會。

　　學習也應該是如此！藝術才能專長學習跳脫以往只追求技法媒材的窠臼，多些不同角度

思維，將涵養帶入課程學習與培植，將能激盪和活絡教育新意。

　　在談設計思維前請先了解「欣賞」。欣賞是從不同的切入點，了解同一件事情，培養多

元的觀點，進而產生接近中立的見解；並非為了要尋求好或不好而形成的看待事情的方法，

而即便是負面的事情，我們也能夠找到欣賞的角度，為的不是要認同或不認同，而是給自己

一個「思考的機會」。

設計的旅程~將設計思維導入教育現場，
                   　以啟發藝才多元思維的學習歷程

�才�⾯⾯�

 作者   豪創企業有限公司   工業設計經理   阮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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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思維」對不斷創新的人而言，就如同呼吸一樣，與我們日常思考融為一體。這個

名詞只是將潛意識的思考模式具名化，透過科學實驗步驟:提出假設>建立基礎>設計實驗>驗
證。但在設計思維裡，「驗證」的重點不是為了要證明假設的對或錯，而是「創造」一個能

夠讓「真相浮現的機會」；也就是說，設計思維是一個為自己創造挫折的平台，透過不斷的

挫折與反覆實驗，讓我們更接近設計需求的核心事實，才有可能提出有意義的創新。

設計思維在教育現場扮演什麼角色？

　　在臺北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擔任專任講師期間，一直以設計師為自我專業的定

義，因此教學是運用設計專業的情境之一。

設計課程多是以下的模式為規劃：

1.以專業技能、理論為教學目標，設計不同主題之課程。
2.在實際研究場域用各種模擬驗證想法。
3.實際動手操作以模型模擬理想情境。
4.高品質的發表，強調設計理念的溝通能力。
5.強調個人內容原創性，並透過不斷地討論強化論點。

如何教設計？

 　　以下分享兩個不同學習階段融入設計思維的教學案例，案例雖非在藝才班實施，但可嘗
試將其概念遷移至適合的藝才學習領域和階段。　　

規劃實踐課程，培養學生從挫折中找到學習的滿足與自信

　　實踐大學教學案例分享：大二主軸專業課程「產品設計」，課程要求「產品語意」設計

運用，將產品外觀進行故事化，透過文化連結，讓使用者對物件產生特定的期待。以「幼兒

園學習需求」為課程包裝，帶領大學生到幼兒園場域，從與幼兒園學生及老師們實際的互動

發現幼兒學習情境中，有什麼需求是可以透過設計解決的。設計過程階段如下：

1. 研究 - 與幼兒園學生及老師們之間互動，發覺問題以及驗證設計想法
2. 設計題案 - 針對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進行模擬、驗證及修改，並進行產品設計
3. 設計執行 - 製作1：1的設計模型，並且公開發表



 �才⾯⾯�/設計的旅�~�設計思維����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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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針對水壺設計與幼兒園學童進行人因工學測試 學生以3D列印製作積木模型與幼兒園學童進行設計測試

學生為幼兒園學童講解自己的作品理念 幼兒園學童參觀期末展覽

　　本次產品使用者為幼兒園小朋友，學生必須透過遊戲化方式來讓使用者真實性的實際

回饋。在這個階段，學生所面對的是「不斷的挫折」。小朋友對於實驗的反應，往往與學

生心理預期有很大的差距，加上時間壓力，學生們在尋找答案時，更需要養成時間和資源

管理。學生們也會與幼兒園老師訪談，透過各種形式的模型進行模擬，溝通想法，讓老師

們有效率的提供建議。

　　前面這些學習歷程的「挫折」造就了什麼？學生學習從「被動轉化為主動」，學生的

角色從吸收知識轉化為「自主學習」。這，就是翻轉式教學！製作設計作品時，學生所投

入熱忱之度提高，也積極克服各種實驗障礙，突破技術困難，在期末作品展覽時，以最高

品質呈現自己的學習過程。真正的成果不是一份報告或者是一疊照片，而是紮實的滿足

感，以及對於踏出下一步的自信，素養也在學習歷程中默默地涵養了。

　　三慈國小位於台南北門，主要產業是蚵仔養殖，因此教導學生如何綁蚵架是三慈國

小的特色教學。當時的黃三和校長及姜宏尚主任希望能夠在校園裡搭建一個適當的模擬

蚵架基地。

簡單的設計了教具，並規劃以下的活動流程：

1.了解材料、工法。
2.設計發想，並將工法流程化。
3.以比例模型模擬施作工法。
4.實際施作及現場問題解決。
　　首先，學生需先了解材料特性，包括水泥的化學和物理變化、實際的拌混技巧等，這

些知識會影響後續的方法設計及順序。同時，也讓學生思考搭配課程所學三角數學，要如

何尋找正確的蚵架定位、柱子的排列方向，以及柱子固定角度的正確性。另外學生必須繪

製出施工步驟，其目的是鼓勵學生以「使用者角度思考」方法的動作及合理性。最後，以

縮小比例的方式模擬施工現場，實際操作所規劃出的施工步驟。過程中，學生發現他們的

想法有許多不可行，有些氣餒，老師依然堅持鼓勵學生透過實驗的方式了解效果，並思考

要如何解決問題。突破重重難關，孩子對實際基地有更高的期待。

　　到了實際的場地，我們面對了更多的未知及挑戰。從用湯匙在紙箱裡的泥土挖洞到實

際操作引擎驅動的挖孔機；就連蚵架最基本的定位和立定也比想像中的困難。即便手忙腳

亂，還是以學生主導施工，就算柱子最終歪七扭八，這就是學生自己的原創學習經驗，也

是他們珍貴的回憶。

設計思維融入教學實例～【校園蚵架教學教具製作】

��發�才�元思維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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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主題，設計思維的需要有什麼特質呢？簡單而言，就是

勇於「做做看」。在嘗試過程中的體驗、挫折、學習都會成為學

生邏輯建構的養分。每一件事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到不

同的見解，進而發現其實沒有對或錯的答案，而且可以用欣賞的

方式來看待。欣賞需要耐心，老師必須要跟學生一樣抱有一樣高

度的熱忱、一樣的好奇心、一樣的期待，與學生一起欣賞這個世

界。

主動好奇、主動觀察、主動思考、主動學習、主動應用、主動欣賞

學生將自己想出的施工方法以

漫畫的方式逐一步驟繪出。

學生模擬蚵架柱子立定的方法

學生自行操作挖孔機解說比例概念以及計算方法

學生在施工場地進行定位 學生利用水平儀檢查柱子垂直狀況

活動過程紀錄影片網站

 �才⾯⾯�/設計的旅�~�設計思維����現場�                         
��發�才�元思維的學���



　　現代舞蹈科班學生（數位原住民）能夠獲取的舞蹈教育資源已是過去的數倍，大致因為

２項原因，1. 網際網路的發達、2. 多元教育的興起，筆者回憶當年還是學生時期，為了擁
有更好的表演性及專業能力，因此時常搭車北上至國家歌劇院觀賞國內、外舞團的演出，或

是要與學校老師借到珍貴的舞蹈展演DVD，而現代的學生則可以輕易透過網際網路收集到國
際性的舞蹈知識，以及透過網路直播觀賞國內、外線上舞蹈展演，甚至可以將自己的創作與

不同國家的舞蹈工作者進行交流，筆者認為這有助於學生學習舞蹈的成長，相當鼓勵學生與

老師一起進行網路上的知識學習，老師也可一邊以自身過去實際的經驗回饋給學生，讓學生

能更具體了解舞蹈知識。

　　筆者觀察到現代舞蹈科班教育於寒暑假的課程中，時常加入許多非舞蹈之課程，例如：

身心學、燈光設計、戲劇…等，我認為有助於學生在舞蹈的運用上更有層次，以筆者過去的

經驗，筆者於國內知名劇團擔任劇場演員已7年，我感受到在我學習戲劇後，我更能夠拿捏
自己在舞蹈上的面部表情，因此將舞蹈以外的相關課程加入舞蹈教育中，對於學生將有許多

幫助，但是筆者也發現學校單位鮮少將「科技」放入課程裡，問題大多源自於沒有相對應的

跨領域專家老師，面對這個現況，建議老師們可從簡單的多媒體認識開始，可將多媒體與舞

蹈進行結合與教學，例如：舞蹈影像、光雕投影、視訊創作（如圖1、2、3），透過隨手可
得的科技設備像手機及投影機就可以產生許多有創意的課程內容，也可以提升學生對於視覺

美感的敏銳度。

�才�⾯⾯�

 作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博士班   陳冠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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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原住民之於舞蹈科班多元教育

　　　　　　　　　　　　　　　－舞蹈＆科技》
　　現代學生在出生時就有一個「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的身份，他們的思路已與
過去的學生大不相同，而因此針對舞蹈教育的教材也需要更新。

　　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的觀念最早於2001年由Marc Prensky首度提出(Prensky,
2001)，意思是在網際網路時代下所出生的人，最常指的是那些出生於20世紀末到21世紀的
人，而數位原住民從小就開始與網路及數位科技互動，且不適應沒有互聯網、手機和電腦等

工具的生活(Coviello, 2020)，而數位原住民對於科技及網路技術的適應高，但需要相當的
實作融入教學中，才能達到有效的教學成效(Li et al., 2020)，過去已有許多研究顯示，透過
數位科技的確可以有效引發數位原住民在學習上的興趣，例如可以通過數位遊戲、多媒體、

科技和社群軟體，使數位原住民接觸國際語言或文化(Prawati, 2021)，換言之，舞蹈教育亦
可透過網際網路或數位科技來輔助數位原住民學習舞蹈，並引發學生對於學習舞蹈的動機。

一、舞蹈學生的多元學習：

圖1、英國DV8舞團舞蹈影像
《The Cost of Living》
資料來源：

https://youtu.be/vIDxSGyO_TQ

圖2、藝術家黃心健光雕投影作
品《蜃樓》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l9lGqd

圖3、舞蹈家陳冠瑋視訊編舞

https://youtu.be/vIDxSGyO_TQ


　　目前業界教學單位的舞蹈教師大多屬於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族群，跟數位原
住民定義剛好相反，數位移民可以定義為在互聯網技術普及之前以前的人(Prensky,
2001)，而數位移民舞蹈老師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去理解及辨識學生在學習上的特徵，
從而為他們提供有利於取得更大學業成長的教學策略和教育模式，且需謹慎規劃適當的數位

技術教材(SÎRghea & Cantea-Brezuleanu, 2020)，當今學界普遍認為數位移民教師需要
增進自身更多基礎的數位技術，將數位技術與教學聯繫起來(Li et al., 2020)，除了可以當作
與學生溝通的橋樑，更可以提供學生更多元的教學教材。

　　如今的學生受到數位技術（手機、社交網絡、遊戲、即時通訊、短信、智能手機、編程

等）的影響之深，但這些數位技術也成為了他們語言的一部分(Williams, 2021)，特別是在
近期Covid-19疫情時代，透過數位技術來提供舞蹈教育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常見的即是
透過視訊的方式進行舞蹈教學，但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在教育過程中雙方都沒有為這種教

育方式做好準備，也沒有相應的技術知識(Maria, 2021)，因此任何老師都有義務在任職前
做好適當準備和培訓，以便在網路環境中進行教學(Peled et al., 2021)，雖然疫情看似讓我
們的生活相當不便，但筆者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期望在這個疫情時代的推波助瀾下，使得老

師與學生都更加熟悉數位技術，減少兩者間（數位原住民及數位移民）的隔閡，也能增進舞

蹈教育的成效。

�才�⾯⾯�/《�位原住⺠之於�蹈科��元��−�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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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舞蹈教學者的科技學習：

三、結語與期許：

　　「數位原住民」與「數位移民」兩者本就存在著隔閡，要打破兩者間的界線相當辛苦，

但是若可以有效的透過數位技術的輔助，不僅可以協助數位原住民在舞蹈上的知識學習、提

升興趣及增加想像力，亦可藉著數位科技使老師與學生一同成長，因此，最後筆者還是相當

鼓勵各位舞蹈教育者能勇於嘗試陌生的數位科技，帶領我國舞蹈教育進到更廣闊的未來。

參考文獻：
Coviello, K. (2020). Digital native. In: Salem Press.
Li, Y., Wang, Q., & Lei, J. (2020). Exploring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of Digital 
        Immigrant Teachers and Digital Native Teachers in China [Open Access Artic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16(3). 
        https://doi.org/10.4018/IJICTE.2020070102 
Maria, C. (2021). ETHICAL ASPECTS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THE EPOCH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rticle]. Осв�толог�я, 10, 73-80.
        https://doi.org/10.28925/2226-3012.2021.108 
Peled, Y., Kurtz, G., & Avidov-Ungar, O. (2021). Pathways to a Knowledge Society: A Proposal for a 
        Hierarchical Model for Measuring Digital Literacy among Israeli Pre-Service Teachers. Electronic 
        Journal of e-Learning, 19(3), 118-133. 
        https://reurl.cc/448zWK 
Prawati, M. T. (2021). Cosmopolitan Pedagogical Paradigm for Digital Native. In (pp. 421-425): IEEE.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 On the Horizon, 9(5), 1-6. 
        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110424816 
SÎRghea, A., & Cantea-Brezuleanu, M. M. (2020). DIGITAL NATIVES AND IMMIGRANTS. FINDING THE 
        GAP [Article]. Agronomy Seri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Lucrari Stiintifice Seria Agronomie, 63(2), 
        201-204. 
        https://reurl.cc/bkxrVX
        https://reurl.cc/WkWmxD
Williams, R. (2021). CONCERNS OF SOCIALLY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INFLUENCE ON 
        STUDENTS: DIGITAL IMMIGRANT TEACHERS' PERSPECTIVES. Education, 141(3), 109. 
        https://libsearch.ntut.edu.tw/ntut/sendurl_api_v3eds.jsp?pr=hy&url=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 
        direct=true&db=edsgac&AN=edsgac.A668270543&lang=zh-tw&site=eds-live 



⾳�專欄-�才�元評量

　　國小階段音樂課程與其他類型學科相比，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方面具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學生在音樂中可以自由發揮，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表達自我情感、理解和意象，

用心靈感受音樂的美好、體驗藝術的魅力，進而獲得自造的活力。

　　我們可以把”學習”看作通往知識大門和成功之路的金鑰。在任何領域的學習上，如何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國小階段教學尤其如此；教師在培養學生對於藝術的興趣，首先要喚起學

生對音樂深刻且長遠的興趣。為學生的興趣培養不只為了使學生獲得學習音樂的動力，也會對學

生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層面上的表現與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在教學實踐中要力求讓

每位學生從興趣入手，並通過學習能體驗成功、享受快樂。

與音樂同行   

 作者   澎湖縣馬公國小  組長   柯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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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小階段音樂課程有效教學辦法

一、活絡的學習氛圍與教學情境

　　國小階段的學生有愛玩好動的天性，只要是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多會嚮往，教師首要保護學

生的好奇心，因為興趣就是最好的學習動機，作為國小階段教學者，我們應充分了解小學生的心

理特徵，並且在教學中結合小學生的心理來創設有效有趣的教學情境。他們喜歡展示自己, 希望
自己能夠得到別人的鼓勵和肯定；透過親身參與感受到音樂學習的魅力所在，教師創設有效的情

境使學生仿佛身臨其境，學生更有機會對於學習充滿期待。

二、適當融入豐富教學內涵

 　　要激發國小階段學生的音樂學習興趣，提高音樂教學質量，教師可以將音樂教學與表演藝

術、或其他學科議題融合，以豐富音樂教學內涵，讓學生通過音樂學習得到更多的知識、感覺到

學習的樂趣，以更好地激發學生的興趣，培養學生良好的音樂素養。

四、多元發展學生的創造力

 

三、運用教具增強學習樂趣

 
　　教師可以充分結合國小階段學生學習特點合理運用各種教具，以增強音樂教學的趣味性，更

好地激發和培養學生的音樂學習興趣。在教學中適當的教具應用不僅有利於啟發學生的思維、豐

富學生的想像，而且有利於開發學生的智力，使得學生對於所學知識議題有更為深刻的理解。這

樣不但訓練了學生的思維和技能，而且讓學生充分感受到音樂學習樂趣。

　　教師可以依課程需求和結合學生的階段年齡特點，把學習的課程、歌曲、學生喜歡的內容

適當改編，這樣不僅能夠豐富學習內容的趣味性，也能夠深化對於知識的理解，培養學生們的

創造力。學生們對於其喜歡的音樂、旋律經常在不自覺中哼唱，音樂教師要善於抓住這樣的契

機，提供學生們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機會，鼓勵且引導學生在現有的基礎上大膽進行創新。



　　

⾳�專欄/�⾳�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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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有效提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有效提問能夠啟發學生思維，培養學生能力，激發學生學習音樂的興趣，進而享受到學習

的樂趣。國小階段學生課堂的時間較段，所以小學音樂教師一定要精準拿捏課程時間，重視課

堂的有效提問，注意緊扣學生的注意力和興趣點；所提的問題要精心設計、語言精練準確。

在”理想的問題”引導下，學生會更加積極的尋求答案，通過主動思考後獲得豁然開朗的成就

感，且對於課程內容特色與內涵會更加充分與深刻的理解。

　　國小階段音樂課程是落實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 也是實現學生美感教育, 培養學生創造力的
重要平台；重視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認真經營每一次課程，讓學生通過學習對音樂有更為深

刻的理解，培養良好的聽辨、想像和表達能力，從而對音樂產生濃厚而持久的興趣，促進學生

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

與不同文化類型音樂接觸，拓展學生視野

<采風樂坊>
音樂基礎訓練節奏教學，以傳統太鼓作為媒介

音樂律動，結合戲劇道具的情境設計音樂桌游複習樂理課程，

加強學生記憶與學習興趣

淺�國⼩�段⾳�課��效�學辦法



　　

��專欄-�才�元評量
談課綱轉化課程方案之美術專長領域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案例分享 
　　符應時代之素養導向教學實施以來，課程設計與實踐更具多元性及變化性。在課程實施中，

「評量」是一個最重要檢視課程的環節，透過評量學生，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是否有達到課

程學習目標；評量結果亦可成為教師課程設計的變動式調整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

課程實施規範提及，教師應針對學習結果給予學生不同的學習輔導，針對學生實際需求做為課程實

施之參考；另可做為學校改進課程之參考依據，亦需兼顧質性描述與量化數據，做全面性的表達，

以利協助家長與學生了解學習情形。

　　鄭明憲教授 (2021) 在美術專長領域素養導向評量的講座中談到評量和藝術教育間相互的影響
有三:
(一)素養學習/課程的目標：當課程結束時，期待學生知曉如何從事與藝術有關的活動。
(二)教學的策略：教室內、外的活動會強化學生與課程完成評量。
(三)評量的計畫：怎樣的活動可以顯現學生完成預定的目標。
以上三點都是我們在設計課程時必須思考的向度。

作者   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教師 陳怡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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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是課堂學習的主角，教師如何設計適切的多元評量達到學習目標?如何用評量結果來調整
教學課程方式與策略呢?
以下分享<我的時光寶盒>課程評量案例，提供老師參考。

　　六美孩子透過時光寶盒學習過程，讓他們回憶就讀國小四年學習時光；其創作作品也象徵感

官記憶的懷念與體現，讓孩子們體會到時光流逝、珍惜當下及藝術創作是自由自在隨著心意流動

的，進而建構學生的藝術社會責任價值觀。

一、本單元實施對象為美術班第III學習階段六年級學生。

二、課程設計架構及評量方式



��專欄/�課綱轉�課�⽅�之��專⻑�域素��向�學評量���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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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前先跟學生討論說明學習目標及評量等級表的內容

教師使用評量等級表勾選

三、評量實踐

小組報告及聆聽發問過程。 課堂觀察-下課時間進行校園裝置藝術
作品導覽解說投入表現。



��專欄/�課綱轉�課�⽅�之��專⻑�域素��向�學評量���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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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說明單及發表 作業單:創作構思繪製草稿，老師和同儕
可即時評量給予建議回饋。

實作表現-作品應用美術專業知能的展現 / 作品評量表

小組作品報告分享、同儕互評、發問給建議 / 同儕互評表

作業單作為教師調整課程之參考



　　SBASA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
中小學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提供與課綱相對應的評量標準，以作為教師教學評量的參照依

據，理解內容標準和表現標準，落實課綱的內涵，並加強「課程－教學－評量」三者之間的連結

度，透過評量標準的建置與推廣，期能提昇教師教學評量品質和專業能力，進而發揮評量支持教

學和學習的功效，藉以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成就。

　　何謂標準本位評量?標準本位(standard-based )評量與成效本位(outcome-based)學習是
一致的，主要重點在學生的總結性表現。設立階段性表現標準，檢核學生表現是否達到標準，不

及所設立的標準等級，需進行補救教學以協助學生達到標準，但多半是紙筆評量。素養導向教學

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力的培養，也強調成效 (學習目標)的達成，因此評量重視形成性評量，也強調
總結性評量。兩種評量形式都可以伴隨著教學中的學生學習表現來進行，所以不一定是紙筆評

量，而是多元評量。標準本位素養導向題目會有情境的鋪陳與設計，讓學生在真實任務中使用知

識與思考技能，注重學生的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的使用、反思與意志的自主學習能力，重視學

生表現和學習品質的學習成效，強調學習歷程中的評量，注重學習回饋的評量，促進學生自我監

控的評量，是融合多元評量、表現評量與實作評量，並也是品質的評量。標準本位評量先制訂表

現標準及精熟水準描述PLD 
(PLDs=Proficiency Level Descriptors 精熟水準描述)舉例綜合活動領域如下:

　　世界各國為強化廿一世紀的國家競爭力，無不全力以改革教育課程為變革首務，十二年國教
實施後，在新課綱強調培養學生素養的教育目標下，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希望
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現代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因此舞蹈課程發展，除了著重
技能訓練與展現之外，應同時重視學習者能夠運用所學融入於真實的生活情境中，開展與自我、
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能力，呼應核心素養的教育理念，導引及發展出適合學生身
心發展、生活 經驗、與文化背景的「學習重點」。
　　知識、理解、技能常被視為應用的基礎，有些基本知識、概念和技能是素養培育的重要基
礎，因此在學習評量方面，除了考量學生身心發展、生活經驗與文化背景的差異外，有關提升學
生未來發展可能性的實作、探究、專題性等課程的多元評量，也含括於核心素養的考量範疇。

�蹈專欄-�才�元評量
舞蹈課程多元評量-

 作者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組長  楊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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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小SBASA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為例

(等級)(表現標準)

(內容標準)

參考來源:SBASA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國小綜合活動
領域評量標準素養導向學習評量規劃與實施-吳璧純(台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蹈專欄/�蹈課��元評量-�國⼩SBASA素��向�準本位評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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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藝術才能專長領域領綱學習構面並轉化為後續各類藝術專長之學習重點:
1.創作與展演:藝術實作–各類藝術本質之思與行。
2.知識與概念:藝術認知–與實作相關之脈絡體系。
3.藝術與生活:藝術普及–群眾藝術之認同與實踐。
4.藝術與文化:藝術審美–藝術史與文化觀之涵養。
5.藝術專題:藝才殊異–專業、獨立與個別化。
　　制定系統化的評量標準，並據此發展評量工具，評量後將結果對照到評量標準，以將學生學

習表現劃分成不同表現等級，進而解釋與說明該生學習進展之評量歷程。將SBASA標準本位評
量轉化為藝術才能專長領域領評量標準，以多元多樣化的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工具，供現場教

師參考使用，以下為舞蹈專長領域國小第三階段即興與創作科目示例:

　　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工具，強調能力、態度或行為習慣之多元呈現，以學生為主體的

教學，設計整合概念、知識與技能的評量工具，評量學生應用及實踐的能力、態度或行為習

慣，以培植學生轉化為生活的能力與素養。更強調多元取材，幫助學生產生學習遷移行為：

配合系統脈絡化的教學，以更多元的評量方式，確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以期學生能學以致

用，解決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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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至2月輔導群到校諮詢服務

音樂班：

01月05日新北市新莊中信國民小學

01月07日新北市板橋後埔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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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1月18日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01月19日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26

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2月23日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美術班：

01月11日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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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1月19日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01月21日嘉義縣義竹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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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舞蹈班：

01月21日嘉義縣水上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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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輔導群全國藝才教師增能研習-公開授課

目的

　　輔導群諮詢服務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相關課程實施規範暨專
長領綱，深化教師藝術才能課程與教學及現場應用實務，擬訂110學年度輔導群全國藝才教師增能研習-
公開授課，激勵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之典範學習，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參加對象

參與方式

��才�專⻑�域輔�群

輔�員

中⼩學��才��/
��才��賦�異��師

中⼩學���域�師
代理代課�師�

實��師�師�⽣�

現場參�⼈��15⼈
為原則

�因疫�關���續規劃�視疫�發展於�推中⼼�站-輔�員專�
另⾏�告��成不便���⾒諒�

授課講師

�才��師 專家學者 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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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結�https://www2.inservice.edu.tw/
�國�師在����訊�

場次期程

(即⽇�⾄各場�研��三⽇截⽌)

https://www2.inservice.edu.tw/
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https://forms.gle/9HoBHkcRQDjCX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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