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 看見西拉雅 親近吉貝耍 

方案全文 

學校名稱：台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小 

方案名稱：看見西拉雅 親近吉貝耍 

一、學校現有資源說明：包括學校簡介（含全部師生數目）、藝文老師簡介現有藝文社團狀況 

或藝文活動之實績等。 

吉貝耍國小創校於民國四十六年，學校現有班級數 6 班，學生數有 41 位、全校教師員編 

制 10 名，為台南市偏遠小學。吉貝耍國小地處東山區近郊，背倚枕頭山，面擁嘉南平原，中 

有龜重溪、嘉南大圳繞行其側，農村景致自然秀麗。吉貝耍國小的對外交通，以「165 線道」 

及「南 102 線」為主。「165 線道」在學校的東邊，北通白河，南達柳營；「南 102 線」在學校 

北側，往西行可達新營。 

本校學區包含東河、科里（枋子林） 、水雲三村，均為典型的農業聚落，家長多以勞工、 

稻作及瓜果為業，社經地位與教育程度皆不高。吉貝耍國小學童半數為東河里的子弟，根據 

學者的研究發現，現在所處東河學校的居民，原是平埔西拉雅族群中的分支（蕭壟社、麻豆 

社） ，自清乾隆中葉（約二百多年前）因番屯政策遷居至此，因主、客觀因素影響下，至今仍 

保存完整且珍貴的阿立母信仰文化：『用檳榔、米酒祭拜阿立母（祖靈）、在深夜時分的牽曲、 

禁火的廟（公廨）…』這些傳統西拉雅宗教儀式，與強勢文化（漢民族文化）的宗教慶典相 

較之下，格外特別。本年度申請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就是希望結合本地特有的西拉雅文化、 

吉貝耍社區耆老與藝文教師、表演藝術工作者與本校教學團隊，一起以吉貝耍傳說故 

事、恢復西拉雅傳統風俗的方式，來豐富本校原有教學。 

認識角頭公廨環境 大公廨正室的環境 文史工作者教授文化和語言 

傳統鬥走文化結合健康促進 吉貝耍部落學堂 地方耆老指導編花環 

本校由於小班小校，幾乎所有老師都曾參與藝術與人文的教學，而本校藝術與人文的學 

習主要有三大項，分述如下： 

（一）音樂課程的重視是直笛教學，在老師認真的指導下，直笛成為小朋友的最愛，人手一 

笛樂趣無窮，而且每位學生都能吹上許多首悅耳動聽的歌曲！此外音樂科教師藝會協助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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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歌曲教唱，如「凱旋歌」，以配合傳統舞蹈展演。 

（二）舞蹈教學除了鍛鍊小朋友的體魄，也旨在恢復西拉雅的傳統技藝與傳說演「藝」 ，在舞 

碼中加入原鄉生活、七年旱災傳說、渡海來到新世界、狩獵凱旋、牽曲等吉貝耍傳統元素。 

看到小朋友練習時的投入與表演時得神情，就可發現孩子的潛能是無限的；而且透過「做中 

學」及「學中做」的交叉歷程，讓學生能夠揣摩早期祖先的生活，進而對學習傳統文化產生 

興趣。我們更發現，只要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其實學習對他們來說，再辛苦他們都能忍受， 

也覺得辛苦的付出是值得的！ 

（三）結合校本課程「原」汁「原」味的視覺藝術教學、部落地名印記（註 1）與藝文教學相 

映的木棉「抱抱」、竹鼓…等所組成美感教學成效卓著，可見吉貝耍的小朋友在藝術天份方面 

確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社區的協助更令我們感動，包括傳說舞蹈的文化內涵與道具製作、 

牽曲教唱、竹鼓的製作，美術作品的概念發想，以及馬賽克拼貼的藝術指導，皆能透過與社 

區的合作有更多元的創作元素。 

註 1：吉貝耍（Kabua-Sua）：kabua，西拉雅語，為木棉之意；sua，指聚落；Kabua-Sua 即指木 

棉的聚落。 

結合社會領域教學，學生在老師的指導下轉化文獻插圖與結合在地特色的作品 

馬賽克拼貼表現社區特色 西拉雅傳統植物染布 語彙西拉雅由學生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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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竹鼓轉化為打擊教學 視覺藝術結合孝海祭典 編製祭典所戴 Hau lau （花環） 

結合社區特色彩繪 舞蹈團傳承西拉雅文化 

木棉抱枕製作木棉枕詩教學 吉貝耍「抱抱」~木棉枕詩成果 

二、學校歷年成果說明：包括實施藝文之教室及展演場地現況（含現場照片 2-5 張）、及簡述 

學校參與藝術深耕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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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歷年實施成果 

1.每年參加吉貝耍社區「Ta-ai」夜祭活動表演。 

2. 102.10.4 大愛電視台到校拍攝。『【樂事美聲錄】20131117 - 南吼 時間第 5分-第 7 分』 

3.102.10.5 擔任南吼音樂季開場舞蹈表演。 

4.102.10.17 與蘭嶼椰油國小「山與海交流」表演。 

5.103.1.16 虎山國小草地聯盟表演。 

6.103.4.13 上茄苳顯濟宮竹鼓表演。 

7.103.5.15 吉貝耍兒童藝文 SHOW~「樂舞飛揚」。 

8.103.5.24 參加 103 年度全國藝陣嘉年華表演。 

9.103.5.28 部落學堂竹鼓舞蹈表演。 

10.103.10.9 與高雄市興中國小交流活動表表演。 

11.103.12.10 參加 103 年度台南市藝文深耕靜態展。（藝文深耕績優學校） 。 

12.每年出版「吉貝耍兒童」校刊 2輯。 

13.畢業生製作木棉抱枕為特色。 

14.以在地特色文化特色為主題彩繪學校牆壁，增添校園藝文風。 

15.全校學生繪製西拉雅語言校本教材插圖（2輯） 

（二）實施藝文之教室及展演場地現況 

名稱 數量 設備/說明 照片 

固定式單槍設備、音響、舞 

台。 

視聽教室 1 間 

圖片說明：老師正帶領學生 

在視聽教室跳西拉雅傳統舞 

蹈，牆壁上夜祭、木棉花與 

澤蘭的紙雕創作，更是本校 

視聽教室的一大亮點。 

電子白板、課桌椅、周圍可 

暫時放置作品。 

科任教室 1 間 

圖片說明：學生在專科教室 

內共同以馬賽克及其他器材 

拼貼具有西拉雅特色的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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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音響，可容納全校師 

生進入。 

風雨球場 1 座 

圖片說明： 

學習在社區耆老指導下練習 

牽曲表演 

電腦、投影機、白板 

班級教室為各班藝文教學— 

視覺藝術的重要地點。 

教室 6 間 

圖片說明：配合校本課程實 

施，學生在教室內討論繪圖 

可容納全校師生與參觀來賓 

進入，中央草地部分可進行 

展演活動。 

操場 1 座 

圖片說明：學生於操場表演 

傳統舞蹈:渡海。 

電腦、投影機、可容納 2 班 

學生進行課程。 

圖書室 1 間 

圖片說明：整齊明亮，天花 

板與書櫃皆具有西拉雅傳統 

意涵裝飾。段洪坤老師在此 

進行族語教學。 

學校圍牆及未經裝飾之牆面 牆面 數面 

由視覺藝術教師指導學生共 

同設計，在學校未經裝飾之 

牆面勾勒具有吉貝耍地區特 

色的圖樣後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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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文物、照片、小廣場、 

教室 

社區部落 

學堂 

1 處 

圖片說明：部落學堂兼具文 

化傳承、藝文展演等功能； 

段洪坤老師向學校師生解說 

部落學堂的設施及功能性。 

展示櫃 2 區 裝置在飲水機旁及穿堂的展 

示櫃，展示學生創作作品， 

以標示牌標示資料及指導老 

師。 

(二) 學校參與藝術深耕執行成果 

1. 98 年度興建西拉雅故事牆：將學校特有的西拉雅族歷史故事、吉貝耍部落傳說、現有文 

化活動影像，利用陶片及特有地方素材，以景觀化的方式將這些圖案呈現於學校圍牆，並藉 

由動員學校學生創作參與，以營造社區傳統信仰意象為主題，達到生活文化傳承、凝聚學校 

和社區共識、促進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展。 

名稱 說明 照片 

西拉雅傳 

說故事牆 

傳說故事：將歷史及部落中的傳說 

故事，加以圖像化，讓人走入傳說 

故事的情境中。有「阿立母接炸 

彈」、「祭司受懲」、「孝海祭的由 

來」、「祭司踢石頭找海祖」、「美軍 

轟炸鐵桶橋」、「飛番程天與」、「對 

緣」等在部落流傳的故事。 

西拉雅祭 

祀聖物故 

事牆 

祭祀聖物：包括澤蘭、米酒、豬頭 

殼、跳橋、檳榔…等在大小公廨常 

見到的祭祀聖物。將這些意象布置 

於校園，不僅有助老師的教學，也 

有助觀光客與來賓在進入校園時， 

能更具體了解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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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拉雅陶 

片裝飾故 

事牆 

圍牆圖像素材，預計以陶片、馬賽 

克瓷磚、彩色琉璃粒（回收玻璃製 

成）當地素材（紅瓦片、小鵝卵石 

等）綜合運用。 

2.103 年申請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名稱 說明 照片 

詩意飄飄 

木棉情 
◆欣賞木棉花開盛況：西拉雅族文 
化與木棉的關連性，以及木棉這種 
植物的特徵與功能性。◆撿木棉 
花、串木棉花：撿拾木棉花朵，串 
成一串串，吊掛並晒乾。◆新詩指 
導：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木棉及在地 
文化的新詩。◆採摘木棉果實：取 
出棉絮，經過乾燥過程，製作木棉 
抱。◆木棉抱枕製作：指導學生將 
曬乾的木棉棉絮塞入抱枕中。 
◆畢業典禮贈學校抱枕留存紀念： 
畢業典禮時，由學校頒贈每位畢業 
生一個木棉抱枕。 

吉貝耍藝 

術拼貼 

◆聚焦於吉貝耍部落人文特色，以 

馬賽克等材料拼貼於木板上。 

傳統竹鼓 

新意象 
◆在吉貝耍， 「竹鼓」 已逐漸消失。 

為了延續傳統文化，發展西拉雅族 

文化特色，本校將傳統「竹鼓」與 

現代的打擊教學結合，展現竹鼓新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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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舞蹈 

新詮釋 

◆在本校推行的西拉雅課程中，西 

拉雅舞蹈教學是一個重要的單元， 

除了平常會進行教學，接近夜祭的 

前幾個月，也會特別聘請專業老師 

到校對學生進行特訓。在過程中小 

朋友也更親近西拉雅傳統文化。 

◆番俗采風圖考新繪—結合社會領 

域教學以清代六十七所書之番俗采 

風圖為教學素材，介紹西拉雅族的 

生活，包括揉採、狩獵、種稻、乘 

屋等等。這些圖畫讓學生對西拉雅 

族的生活有更具體的了解與認識。 

◆ 吉貝耍采風圖—在上完社區文 

化特色的課程之後，師生共同歸 

納出家鄉的文化特色為--夜 

祭、牽曲、公界、四姓井與孝海。 

學生在老師們的指導下，畫出相 

當優美又能表現出社區特色的 

畫作。 

融入學校 

本位課程 

規劃與結 

合藝文教 

師教學 

◆ 西拉雅望高寮禪繞畫—以現代 

畫風繪出認識早期及貝耍屯蕃 

政策中，設隘觀察山區動向之望 

高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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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貝耍校園紙雕創作—依校本 

課程內容以紙雕形式指導學生 

認識校園。 

◆吉貝耍特色小書製作—透過西拉 

雅文化及語言課程之培力後，讓學 

生以吉貝耍部落為背景，想像早期 

住民在此地生活情形，製作ㄧ本有 

關吉貝耍的小書。 

◆ 參加夜祭-編製 Ha-Lau—老師介 

紹花材--檳榔花、雞冠花、圓仔 

澤蘭、甘蔗葉花的涵義，請社區 

耆老示範.指導編製 Ha-lau 的 

方法和技巧。 

◆吉貝耍傳說故事舞台劇--舞台劇 

的劇本是根據「西拉雅的飛鳥—程 

天與」的故事與吉貝耍傳說故事改 

編而成，老師使用閱讀課，讓學生 

了解故事的內容。在拍攝影片之 

前，先請閩南語老師指導閩南語發 

音，並讓學生更加熟悉劇本內容， 

有助於學生背誦台詞。 

三、方案發展歷程：包括未來實施運作之人力配置、年度教學主題計劃、融入學校本位課程 

規劃、結合當地藝術家、駐校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等相關配套計畫等。 

（一）團隊動員參與方式 

1. 教師團隊與實施運作之人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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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 稱 姓 名 職 責 

1 主持 鄭○仁 負責召集及綜理各項事宜 

2 教導主任 徐○泰 負責各項計畫的研擬及工作分配等推動事宜 

3 總務主任 連○宗 場地佈置及各項器材的借用 

4 教務組長 陳○容 

執行各項計畫及活動的推展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5 學務組長 林○宏 

執行各項計畫及活動的推展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6 導師 蘇○琦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7 導師 陳○儒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8 導師 張○益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9 導師 謝○俸 
執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 

2.藝術工作團隊與實施運作之人力配置 

編號 姓名 現職和經歷 職 責 

1 段○坤 
吉貝耍文史工作室 

負責人 
協力課程規劃與執行 

2 郭○娟 藝文工作者 協力課程規劃與執行 

3 潘○麗 藝文工作者 協力課程規劃與執行 

4 連○玲 舞蹈工作者 課程規劃與執行 

5 黃○玲 表演藝術工作者 課程規劃與執行 

6 陳○儀 音樂工作者 協力課程規劃與執行 

（二）年度教學主題計劃與執行方式 

本校年度教學主題屬於全校性的課程，希望透過在地藝術家進駐校園，帶領全校師生共 

同參與，能培育出師生心中的藝術種子，讓西拉雅文化的傳承不在只是學校單方面的課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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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是能引進社區的各項資源，凝聚社區意識並為學校教學注入源源不絕的活水。 

1. 吉貝耍傳說演「藝」：吉貝耍地區有許多頗具地方色彩的傳說故事，結合表演藝術課程，除 

提供展演平台給偏鄉孩子有勇於表達的機會，展現自我潛能；亦能在藝文老師指導下，結合 

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表演屬於吉貝耍在地的傳說故事。 

2. 詩意飄飄木棉情：利用綜合活動課帶領學生欣賞木棉花盛開的情景，由地方文史工作者解 

說木棉與在地社區文化的關連性，進而觀察欣賞木棉，體會木棉的樹形、枝葉、開花、結果 

等不同時期之美。再於語文課時指導學生新詩的寫法，進而融入西拉雅文化與吉貝耍特色， 

創作出歌詠木棉及在地文化的新詩。運用彈性課指導學生如何採摘木棉果實，並取出棉絮， 

經過乾燥過程，以防止腐壞，最後將木棉棉絮塞入抱枕中，並在抱枕上印製個人化的新詩及 

插畫，完成畢業紀念作品。 

3.傳統舞蹈新發揮：組織舞蹈社團練習集訓，建立西拉雅文化特色。聘請創編舞蹈藝術家與地 

方耆老和校內老師合作，編排結合吉貝耍文化特色的舞曲，舞蹈教學表演藝術活動。以創編 

舞蹈參加吉貝耍平埔族夜祭、牽曲、校際交流，並藉由參與社區活動，深入了解其文化內涵。 

4.部落學堂 halau 編製：在夜祭前將學習的課堂轉移到社區的部落學堂，請社區耆老帶著師生 

認識編製 halau 所需採（蒐）集的社區植物，學習 halau 製作的方法。 

5.木棉花茶敬師情：聘請社區耆老與校內老師合作，教導學生從採集木棉花、曬木棉花開始， 

以虔敬的心收集西拉雅聖花—木棉花的花瓣，將花瓣晒乾、清洗蒸煮後酌量加入黑糖，再 

奉茶給家庭、社區和學校的師長。 

6.結合校本課程，豐富藝文內涵：由校內老師完成校本課程設計後，提出需要結合藝術家與在 

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的計畫。原本就設計縝密的校本課程，於教學時再加上藝文課程的助 

力，將使教學的歷程與成果的展現更加豐富多采。 

台南市吉貝耍國小 104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吉貝耍傳說演「藝」教學進度表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 104 年度藝術深耕教學進度表 

學 年 度 103 學年度下學期 

104 學年度上學期 

開 課 日 期 104.3.3 

師資 
黃○玲老師 

梁○芬老師 

上 課 時 間 週二 第四節~第七節 

週 別 日期 課程大綱 

103 學年度下學期 講師 

第 1 週 3/3 介紹講師&上課規則、自我介紹 美玲 

第 2 週 3/10 
暖身、暖心活動：低-注意力&節奏練習；中-注意 

力&觀察力練習；高-觀察力&反應力練習 
美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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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週 3/17 
故事欣賞與討論：低-洞裡有怪獸；中-你看起來很 

好吃&國王駕到；高-松子奶奶的柿子樹 
美玲 

第 4 週 3/24 
輪讀故事劇情：低-劇本 1；中-劇本 2&3；高-劇本 

4 
瓊芬 

第 5 週 3/31 

舞台介紹：低-台上/下、進/退場；中-幕前/後、 

進/退場、位置移動；高-幕前/後、進/退場、位置 

移動(A→B) 

瓊芬 

第 6 週 4/7 
肢體語言訓練(上)：低-肢體想像力練習；中-分組 

肢體雕塑/模仿；高-分組肢體創意雕塑&表演禮儀 
瓊芬 

第 7 週 4/14 

肢體語言訓練(下)：低-模仿故事劇中動物的行動/ 

情緒練習；中-分組肢體跟隨/模仿劇中角色;高- 

小組合作靜面(定格)練習&默契培養 

美玲 

第 8 週 4/28 

聲音有魔法(上)：低-輪讀劇本中特定角色/情緒； 

中-輪讀劇本中特定角色+聲音情緒；高-輪讀劇本 

中特定角色+聲音情緒+指定動作 

美玲 

第 9 週 5/12 

聲音有魔法(下)：低-讀劇+聲音情緒+簡單動作； 

中-讀劇+聲音情緒+指定動作；高-讀劇+聲音情緒+ 

發想動作 

瓊芬 

第 10週 5/19 

臉部表情訓練(上)：低-臉部肌肉收緊與放鬆；中- 

肌肉收與放+喜怒哀懼練習；高-肌肉收與放+喜怒 

哀懼練習+強與弱 

美玲 

第 11週 5/20 
臉部表情訓練(下)：低-喜怒哀懼練習；中-喜怒哀 

懼+強與弱；高-強與弱+聲音情緒 
瓊芬 

第 12週 5/26 
選角：低-國王駕到；中-你看起來很好吃&洞裡有 

怪獸；高-松子奶奶的柿子樹 
美玲 

第 13週 
6/2 

讀劇實際操作(一)：低-綜合運用於「國王駕到」 

讀劇演練；中-綜合運用於「你看起來很好吃」& 

「洞裡有怪獸」讀劇演練；高-綜合運用於「松子 

奶奶(爺爺)的柿子樹」讀劇演練 

瓊芬 

第 14週 6/9 讀劇實際操作(二) ：最後總彩排演練 瓊芬 

第 15週 

6/23 

成果呈現讀劇： 

1.  洞裡有怪獸 

2.  柿子奶奶 

3.  國王駕到 

4.  你看起來很好吃 

瓊芬 

104 學年度上學期 

第 16週 
9/22 

專注力訓練： 

低-回音/鏡子遊戲； 

中-鏡子遊戲+123 木頭人停格默劇； 

高-123 木頭人停格默劇+轉化 

美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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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週 
9/29 

開發想像力、創造力(上)： 

低-個人情境默劇猜謎； 

中-分組情境默劇傳接賽； 

高-小組情境默劇猜謎 

美玲 

第 18週 
10/6 

開發想像力、創造力(上)： 

低-我說你演情境劇; 

中-我說你演小組情境劇； 

高-我說你演小組 4格情境劇 

美玲 

第 19週 
10/13 

編織生命中的故事(上)： 

低-我喜歡的人事物； 

中-我心目中的偶像； 

高-最想做的事 

瓊芬 

第 20週 
10/20 

編織生命中的故事(中)： 

低-印象最深的人事物； 

中-如何向偶像看齊； 

高-需要哪些努力 

瓊芬 

第 21週 
10/27 

編織生命中的故事(下)： 

低-不想、害怕、不喜歡怎麼辦； 

中-遇到挫折怎麼辦； 

高-無法完成怎麼辦 

瓊芬 

第 22週 
11/3 

舞台節奏訓練(上)： 

低-走路/轉彎/前後/快中慢； 

中-走路/轉彎/前後/快中慢/情境； 

高-走路/轉彎/前後/快中慢/情境/轉化 

美玲 

第 23週 
11/10 

舞台節奏訓練(下)： 

低-定格/情境/轉化； 

中-定格/情境/1-10 轉化； 

高-定格/情境/1-3 轉化 

美玲 

第 24週 

11/17 

台風訓練(上)： 

低-綜合上學期聲音肢體表情輪讀生命故事劇本 

1； 

中-綜合上學期聲音肢體表情輪讀生命故事劇本 

2&3； 

高-綜合上學期聲音肢體表情輪讀生命故事劇本 4 

美玲 

第 25週 
11/24 

台風訓練(下)： 

低-讀劇 1+節奏/台風訓練+走位練習 

中-讀劇 2&3+節奏/台風訓練+走位練習 

高-讀劇 4+節奏/台風訓練+走位練習 

美玲 

第 26週 
12/1 

選角： 

低-生命故事 1； 

中-生命故事 2&3； 

高-生命故事 4 

美玲 

第 27週 12/8 
實際操作(一)： 

低-綜合上下學期課程內容演練生命故事劇 1； 
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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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綜合上下學期課程內容演練生命故事劇 2&3； 

高-綜合上下學期課程內容演練生命故事劇 4 

第 28週 
12/15 

實際操作(二) 

低-演練生命故事劇 1+動作/走位指導； 

中-演練生命故事劇 2&3+動作/走位指導； 

高-演練生命故事劇 4+動作/走位指導 

瓊芬 

第 29週 12/22 
實際操作(三) 

生命故事 1~4 最後總彩排 
瓊芬 

第 30週 12/29 課堂成果呈現：我們的生命故事劇演出 瓊芬 

所需節數：90 節 

(三)融入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結合藝術家之配套計畫說明及所需節數 

實施 

年級 

主題名稱 搭配藝 

術家 

實施內容目標說明 需要結合藝術家實 

施的課程 

結合領域及 

節數 

健康與體育 

領域 

全校 傳統舞蹈新發 

揮 

1.舞蹈 

工作者 

1. 能練習與西拉雅傳 

統文化相關之舞蹈。 

1. 體育-舞蹈指導 

4 節 

生活、綜合活 

動領域 

全校 木棉尊長茶道 1.社區 

耆老 

1. 能以在地素材—木 

棉花瓣為素材，學習煮 

茶和奉茶的禮儀。 

1. 生活、綜合活動- 

生活禮儀指導 

2 節 

生活領域 一

年級 

木棉花 Kabua 1.藝文 

工作者 

1. 能由實物或圖片認 

識木棉花。 

2. 知道「吉貝耍」地 

名的由來。 

3. 能利用樹脂土捏塑 

木棉花。 

1. 視覺藝術—樹脂 

土捏塑 

2.木棉小書 

10 節 

生活領域 二

年級 

吉貝耍公界大 

集合 

1.藝文 

工作者 

1. 能在老師指示下完 

成公界的繪圖。 

1. 視覺藝術—公界 

海報繪製【繪畫技巧 

指導、地圖美化】 2 節 

藝術與人文 

領域 

三

年級 

吉貝耍社區任 

我行 

1.藝文 

工作者 

1.能熟悉社區景點相 

關位置。 

2.能正確畫出社區導 

覽地圖。 

視覺藝術—繪製社 

區導覽地圖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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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領域 三

年級 

參加夜祭-編製 

Ha-Lau 

1.社區 

耆老 

1. 準備編製 Ha-Lau 的 

材料 

2. 介紹花材的涵義 

示範編製 Ha-Lau 的方 

法與技巧 

3. 成果展示 

综合—編製 Ha-Lau 

2 節 

藝術與人文 

領域 

四

年級 

吉貝耍傳說故 

事舞台劇 

1.表演 

藝術工 

作者 

1.能共同演出吉貝耍 

的傳說故事。 

2.將傳說故事改編成 

舞台劇。 

3.能進行道具製作。 

4.能依劇本演出舞台 

劇。 

1. 視覺藝術—攝影 

【取景技巧、人物拍 

攝、實作】 

2. 表演藝術—臉部 

表情與肢體語言 

8 節 

1.藝術與人文 

領域 

2.社會領域 

五

年級 

蜿蜒的巨龍 – 

認識八田與一、 

社區景點拍攝 

1.藝文 

工作者 

2.文史 

工作室 

負責人 

1.接觸各種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建立初 

步的審美經驗 

2.參與藝術活動，認識 

自己生活周遭環境的 

文化特質。 

3.能精熟說出八田與 

一的生平事蹟。 

4.能說明烏山頭水庫 

與地方產業的關聯性。 

1. 視覺藝術—拍 

照、攝影【取景技 

巧、人物拍攝、實作】 

2. 解說員技能—解 

說員特訓 

2 節 

語文領域 六

年級 

詩意飄飄木棉 

情 

1.文史 

工作室 

負責人 

1. 觀察、欣賞木棉花 

道花開盛況。 

2. 木棉童詩創作教 

學。 

3. 發表朗誦自己的作 

品，並能互相觀摩學 

習。 

1.童詩教學－木棉童 

詩創作 

2.木棉摘取、曝曬、 

木棉枕製作 

8 節 

合計 40 節 

四、預期具體成果 

1. 透過學校閒置空間的美化、故事化，讓學校環境更加優美，更能促進整個社區觀光發展。學 

校的閒置空間在經過今年的課程之後，將增加卡典西德藝術拼貼、西拉雅特色彩繪牆面等裝 

飾，有助於讓學生、家長、社區以及觀光客在進入本校時，就能感受到西拉雅文化，認識吉貝 

耍傳統藝術之美。 

2.地方藝術家進入校園指導小朋友進行活動，促進代間情感交流，並且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 

以及文史資料的紀錄。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不僅讓老師與校外學有專精之文史工作者和藝術 

家，進行課程設計的交流，更讓小朋友可以和地方藝術家、耆老接觸學習，有助於促進學校與

../../../../%E9%98%BF%E7%AB%8B%E6%AF%8D%E6%8E%A5%E7%82%B8%E5%BD%881000331.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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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情感交流。 

3. 透過表演藝術的扎根深耕，培養學童對於表演藝術的學習興趣，讓藝術與人文領域課程與實 

際生活相結合。進而培養孩子與人有效溝通的能力及自信心，能夠展演吉貝耍傳說故事。 

4. 學校與社區共同參與，讓學校與家長和學生意識更加凝聚，達到 「學校與社區一家」 的目的。 

五、永續經營：未來 2-3 年經營的願景、整合社區各方資源或企業認養及健全推廣運作規劃及 

自籌財源的規劃。 

（一）師生教學方面 

願景規劃 具體策略 照片 

以西拉雅文化和吉貝耍 

地方特色為基調，運用創 

意教學方式，引導學生發 

想與創作，注入新的藝文 

元素。 

計畫型申請經費補助與財源 

籌備 

◆申請母語增置一節課 

◆申請西拉雅語復育課程 

◆教育優先區計畫 

◆藝文深耕計畫 

◆傳統藝術教育 

◆校本課程的引導 

◆地方社區邀請表演 

進行在地文化與傳說故 

事裝置藝術，讓學生凝聚 

愛社區和愛學校的向心 

力，進而能對西拉雅文化 

產生關注與認同。 

◆校園中平埔意象的望高 

寮、四姓井、Kuwa（集會所） 

的裝置設計等，打造出西拉雅 

特色校園，豐富校園與社區藝 

文。 

校本課程課堂實踐後教 

師反思回饋，希望能夠透 

過表演藝術~舞台劇詮釋 

傳說故事，持續加強學生 

溝通表達能力 

◆聘請藝術家到校協同教學。 

◆暑期活動安排表演藝術相 

關課程。 

◆與兒童劇團合作，編寫劇 

本，指導學生表演 

從深耕藝術與人文的彩 

繪與拼貼活動中，活絡校 

園環境、促進學生學習興 

趣。 

◆以西拉雅文化為基底，持續 

進行校園周邊牆壁和廁所外 

牆等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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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竹鼓藝術，加強打擊 

教學 

◆學生持續的練習 

◆結合音樂教師和專任教師 

參與練習、指導 

◆加強打擊教學 

教師能夠營造活潑的學 

習機會，形塑多元文化價 

值，激發學生潛在的創造 

能力，以達藝文深耕之目 

的。 

◆持續參加藝文專業成長工 

作坊或相關研習，如西拉雅文 

化語言復育、吉貝耍校本課程 

研討等，增能培力。 

◆教師妥慎規劃課程，提出需 

求；透過課堂實踐和反思與回 

饋分享，將需求於校本課程會 

議中提出需求，與藝術家協同 

教學的歷程中，增進藝文能力 

專業知能。 

◆透過踏查、實作與觀摩，擴 

展教師教學心胸視野，促使教 

學活潑與多樣性。。 

（二）結合學校和社區各方資源： 

團體單位 協助工作 備註 

東河社區發展協會 動員社區民眾、推動社區營造 

吉貝耍西拉雅文化協會 研習、導覽活動協助籌辦 

吉貝耍文史工作室 規劃統籌社區文史研究及文化活動 

甜甜兒童劇團 表演藝術課程 

吉貝耍傳說故事演「藝」 

國泰慈善基金會 計畫型經費申請 

俊逸文教基金會 計畫型經費申請 

(三)使學校融入社區，促進社區活化： 

對於一所處於平原與山區交界、平埔與漢人交會相融以及努力保留西拉雅文化的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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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而言，我們有強烈的使命感。維繫學校本位課程成功因素有很多，組織氣氛與參與人員 

及其專業發展是其中二項。本校教師除參與課程進修，增能培力，亦透過彼此間的對話與討 

論、實施、反思與回饋，精進教與學，持續進行特色課程發展。 

請專業人士與藝術家進入校園，可以提升本校教師的專業，也可以帶給學生不一樣的刺 

激，讓學校與社區的關係更緊密相連。 

六、執行進度（包含課程規劃） 

日 期 內 容 

104.01.01~104.02.28 

1.成立學校藝術與人文教學工作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2.進行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 

3.擬定學校藝術與人文教學計畫 

104.03.01~104.04.30 

1. 吉貝耍傳說演「藝」--表演藝術 

2. 木棉花 Kabua 

3. 東河社區任我行 

4. 吉貝耍公界大集合 

5. 社區景點拍攝 

6. 詩意飄飄木棉情 

104.05.01~104.06.30 

1. 吉貝耍傳說演「藝」--表演藝術 

2. 詩意飄飄木棉情 

3. 木棉尊長茶道 

4. 傳統舞蹈新發揮 

5. 吉貝耍特色小書 

104.07.01～104.08.31 
1.傳統舞蹈新發揮 

2.西拉雅文化特色牆面彩繪 

104.09.01~104.10.31 

1. 吉貝耍傳說演「藝」--表演藝術 

2. 吉貝耍公界大集合 

3. 繪製家鄉地圖 

4. 參加夜祭-編製 Ha-Lau 

5. 傳統舞蹈新發揮 

6. 蜿蜒的巨龍 –認識八田與一、社區景點拍攝 

7. 資料整理 

104.11.01~104.11.30 
1. 吉貝耍傳說演「藝」--表演藝術 

2. 準備展演活動 

104.12.01~104.12.31 
1. 大家來傳說演「藝」--吉貝耍傳說故事 

2. 到校訪視 

預定進度（以甘梯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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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次 

工作項目 

01.01~ 

02.28 
03.01~ 

04.30 

05.01~ 

06.30 

07.01~ 

08.31 

09.01~ 

10.31 

11.01~ 

11.30 

12.01~ 

12.31 

成立學校藝術與人文教 

學工作小組並定期召開 

會議等工作 

執行學校藝術與人文教 

學計畫（詳如下） 

吉貝耍傳說演「藝」-- 

表演藝術 

木棉花 Kabua 

吉貝耍公界大集合 

東河社區任我行 

認識大公廨 

社區景點拍攝 

吉貝耍特色小書製作 

詩意飄飄木棉情 

木棉尊長茶道 

傳統舞蹈新發揮 

傳說故事舞台劇 

參加夜祭-編製 Ha-Lau 

蜿蜓的巨龍 – 認識八 

田與一、嘉南大圳 

資料整理 

定期召開教學檢討會 

過程評量 

準備展演活動 

到校訪視 

七、經費如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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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預算表 

項 目 經 費（元） 

明細科目 內 容 數量 
單價 

(元) 
小計 

備註 

業務費 

藝術課程協同教學 130 408 53040 
外聘藝術工作講師與團隊成員 

進行協同教學 

教師藝文專業成長 

工作坊 
2 節 1632 3264 全年 1 場*2 節 

講師鐘點 

費 

小 計 56304 
不得少於補助總經費百分之六 

十 

車資 

1 式 5000 5000 

小計 5000 

材料及用 

品費 

材料費 1 式 8696 8696 藝文課程所需材料及相關用品 
教材教具 

費 小 計 8696 
不得逾學校受補助總經費百分 

之二十 

合 計 70000 
以上經費得視實際需求互相流 

用 不足部分由本校自籌 

總計金額 新台幣柒萬元整 

計畫申請金額 新台幣柒萬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