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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全文 

學校名稱：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 

方案名稱：看見西拉雅‧親近吉貝耍~〝藝〞起來 Kabua-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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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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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位、全校教師員編 

制 10 名，為教育部冊列偏遠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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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的西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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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貝耍部落擁有獨特的文化資源，部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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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火的廟（公廨）、農曆九月初四辦理夜祭牽曲、拜豬還願；九 

月初五進行孝海儀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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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界是部落的阿立母信仰中心，5 個角頭公界各在部落的ㄧ方，部落中 

生態系擴展學習空間，亦可進行調查紀錄，部落學堂的靜態展覽與動態活動提供學校豐厚的教 

學資源。 

本校以西拉雅文化與吉貝耍風俗民情為課程的核心，自 103 年度起開始申請以視覺藝術、 

生態文學為主軸，104 年度以表演藝術、生態文學為主軸；本年度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之申請， 

除延續表演藝術和生態文學外，另增加視覺藝術--「影像處理」，用以強化部落生態與人文的影 

像紀錄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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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紀錄角頭公廨 大公廨中市案祖擺滿插滿澤 

蘭的阿立干和祭祀用檳榔 

人力資源~文史工作者教授 

西拉雅文化和語言 

夜祭獻豬還願是吉貝耍夜祭 

的ㄧ大特色 

吉貝耍部落學堂提供學校教 

學活動資源 

利用木棉大道教學，是傳承 

地區特色，更讓畢業生難忘。 

運用角頭公界設計闖關課程 社區隨處可見的故事牆 耆老教導學生編製 Ha-lau 

※藝文教師簡介如下： 

段○坤：國立暨南大學人類學研究所畢\吉貝耍文史工作室\擔任作文講師\長期致力於西拉 

雅文化復育與西拉雅族正名運動\行政院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平埔小組副召集人。 

連○玲：台南家專（現為台南科技大學）音樂科舞蹈組畢。2002 年通過台南線國中小學教 

學支援人員資格證（藝術與人文—舞蹈、西樂），特聘為本校舞蹈團指導老師。 

潘○麗：國立嘉義大學畢\吉貝耍文史工作室\擔任本校、竹門、仙草等校藝文教師。 

黃○玲：甜甜兒童劇團講師\小太陽兒童讀書會成長班帶領老師。 

陳○佑：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音像紀錄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 M.F.A)\長期關注西拉雅族證 

明運動\曾任職台南藝術大學媒體中心，參與修復台灣第一支 35mm 台語影片 《薛平貴與王寶釧》 

(2014.08~2015.07)台南市札哈木部落大學 2015 年「原住民紀錄片工作坊」課程講師。 

吳○蘋：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音像紀錄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 M.F.A)\紀錄片作品 

《pakaluluzuax》參與參加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第二屆兩岸大學生華語影像聯展暨鳳凰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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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影展；雲南鄉村之眼開幕片；入圍 2015 年攝區二三事。 

李○霖：104 年生活美學杯南區歌唱總冠軍\鹽水區區公所樂齡歌唱技巧指導老師\台南市愛 
盲基金會歌唱休閒班指導老師\新營區大宏社區歌唱基本功訓練班講師。 

※本校現有藝文團隊說明如下： 

（一）直笛社團：在音樂課程中加強直笛教學，直笛成為本校學生必須學的樂器。在兼任教師 

指導下，人手一笛樂趣無窮，每位學生都能吹上許多首悅耳動聽的歌曲。學校利用晨光時間組 

成直笛團練習。 

（二）傳說舞蹈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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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實績： 

1. 每年參加看見西拉雅，親近吉貝耍-「Ta-ai 夜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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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15 吉貝耍兒童藝文 SHOW~「樂舞飛揚」。 

7. 103.5.24 參加 103 年度全國藝陣嘉年華表演。 

8. 103.5.28 部落學堂竹鼓舞蹈表演。 

9. 103.10.9 與高雄市興中國小交流活動表表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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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4.6.29 受邀參加「2015 東山區活動中有藝思」表演。 

12. 104.11.22 參與東山休息區菩提種子慈善義賣園遊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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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活、傳說故事與吉 

貝耍重要文化元素構成等三面彩繪牆） 

15. 每學年辦理教學成果展，呈現藝文教學成果。 

16. 全校學生繪製西拉雅語言校本教材插圖（2 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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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施藝文之教室及展演場地現況 

名稱 數量 設備/說明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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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視聽教室進行表演藝術課 

程，牆壁上夜祭、木棉花與 

澤蘭的紙雕創作，是本校視 

聽教室的一大亮點。 

電子白板、課桌椅、周圍可 

放置學生作品。 

科任教室 1 間 

圖片說明：學生在專科教室 

內集體創作「日出西拉雅」 

畢業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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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場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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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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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說明：學生於操場練習 

凱旋歌及傳說故事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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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老師進 

行讀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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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落文物、照片、小廣場、 

教室、傳統灶、男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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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7 屆畢業生木棉枕製作。 

展示櫃 2 區 設置在穿堂和飲水機旁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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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103、104 年度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優等 

1.103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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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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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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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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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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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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學校 

本位課程 

規劃與結 

合藝文教 

師教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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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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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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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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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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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傳說演 

「藝」-1 

表演藝術，是老師們課程檢討後提 

出的申請項目；訂定課程設計與教 

學時數，級任導師與藝文教師協同 

教學，從學生的基本能力開始養成。 

表演藝術 

~傳說演 

「藝」-2 

◆表演藝術將學生班級依人數分成 

低、中、高年級為實施對象。上半 

年度著重基本素養，原本規劃讀劇 

方式。成果發表會時，師生均表示 

願意挑戰以走位、背台詞方式呈現。 

表演藝術 

~吉貝耍 

傳說故事 

舞蹈 

◆ 以吉貝耍傳說故事為背景的舞 

蹈教學是校本課程重要的，在練 

習過程中小朋友也更親近西拉 

雅傳統文化。 

◆ 參加東山區公所辦理之 「社區活 

動中心有〈藝〉思」表演 

視覺藝術 ◆ 認識吉貝耍社區--從東寧番俗 

圖認識西拉雅族 

◆ 利用晨光時間上完段老師的原 

住民語言課程之後，師生共同歸 

納出對東寧番俗圖和番社采風 

圖中最有興趣的主題為參考，進 

行仿作和創作。 

◆ 【番戲 （仿東寧圖）】 

視覺藝術 ◆ 木棉、祀壺、牽曲是吉貝耍文化 

的重要元素，五、六級學生在藝 

文老師指導下，於司令台後方之 

背板，集體彩繪代表原住民西拉 

雅族吉貝耍部落的特色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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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力 ◆辦理教師「故事概念劇場」表演 

藝術研習，增進教師對表演藝術的 

認識。 

師生培力 ◆ 參觀南科公共藝術，欣賞白河國 

小多元文化劇場、臺南市校園文 

化日紙風車劇團、小茶壺劇團表 

演。借重藝術家或藝文專業團體 

之專長，帶動師生藝術欣賞及創 

作風氣。 

◆ 歸仁文化中心欣賞紙風車劇團 

多元文化劇演出 

◆ 小茶壺劇團到校演出 「神仙ㄧ定 

有辦法」 

學習成果 

發表 

◆本校學生人數雖少，我們每年舉 

辦學習成果發表「樂舞飛揚」，邀請 

家長到校參與欣賞。 

校內展演 ◆ 期末學習成果校內展演，學生逗 

趣傳神的演出，逗得阿公阿嬤樂 

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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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展演 ◆學生在頂田社區「東山區社區有 

藝思」表演傳說故事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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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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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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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 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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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與視覺藝術文學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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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與執行 

2 連○玲 藝文工作者 
表演藝術（舞蹈）課程規劃與 

執行 

3 潘○麗 藝文工作者 視覺藝術課程規劃與執行 

4 陳○佑 自由影像工作者 視覺藝術課程規劃與執行 

5 吳○蘋 自由影像工作者 視覺藝術課程規劃與執行 

6 黃○玲 表演藝術工作者 表演藝術課程規劃與執行 

7 李○霖 表演藝術工作者 表演藝術課程規劃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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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藝文教師與團隊與在地藝術家進入校園 

後，帶領全校師生共同參與，能培育更多的藝術種子，讓西拉雅文化的傳承不再只是學校單方 

面的課程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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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秀出活力展現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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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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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傳說化成屬於吉貝 

耍的表演元素。 

（3）公開表演，展現學習成果。 

2. 詩意飄飄木棉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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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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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木棉植物生態影像，進行「照像作文」寫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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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西拉雅： 

（1）組織舞蹈社團練習集訓，建立西拉雅文化特色。 

（2）聘請創編舞蹈藝術家與地方耆老和校內老師合作，編排渡海傳說故事創編舞蹈。 

（3）參加吉貝耍夜祭、校際交流，並藉由參與社區活動，深入了解西拉雅文化內涵。 

4.「植」「吉」現場： 

（1）吉貝飄香謝師恩－結合吉貝耍社區文史工作室師資與校內教師協同教學，指導學生從採 

集木棉花，曬木棉花開始，直至熬製成美味的木棉花茶，奉茶給學校師長、家庭、社區耆老。 

過程中不只教導學生認識吉貝對社區非凡的神聖意義，也在蒐集花朵及漫長的乾燥歷程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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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來不易的好滋味。 

（2）吉貝耍在地植物捶染－老師帶領孩子先蒐集吉貝耍在地植物的花、葉、果實，利用植物 

本身的色素直接敲擊染色於宣紙上練習，最後以團隊合作方式將植物捶染於西拉雅族人傳統服 

飾上做為裝飾。 

5.非常好「攝」 ： 

（1）結合吉貝耍文史工作室募集二手數位相機，透過 120 公分的視野，觀察紀錄吉貝耍生態 

人文。 

（2）從基礎的拍照攝影技巧開始學習。影像的類型、認識攝影機起步，進而學習拍出好照片、 

拍照練習與觀摩。 

（3）結合暑期辦理吉貝耍生活體驗營，利用所學照相技巧，觀查紀錄吉貝耍部落生態。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 105 年度藝術深耕教學課程主題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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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吉貝耍國小 105 年度藝術深耕教學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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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主題及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實施 

年級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目標說明 結合領域 

學習 

節數 

全校 

舞動西拉 

雅 

1. 認識與理解吉貝耍傳說故事的脈絡 

2. 練習吉貝耍傳說故西拉雅傳統文化相關之舞蹈 

3. 能夠參與校內及社區活動演出 

健康與體育 

6 節 

「植」「吉」 

現場 

1. 採集木棉花、晒乾、製作部落傳統飲品~木棉花茶 

2. 敬師、敬親奉茶。 

3. 藉由活動認識吉貝耍社區的植物種類與名稱。 

4. 體認綠色資源的珍貴並培養環保理念。 

5. 體驗吉貝耍部落的創意文化活動。 

綜合 

生活 

4 節 

一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 

綜合 

生活 12 節 

「植」「吉」 

現場 

1. 採集木棉花、晒乾、製作部落傳統飲品~木棉花茶 

2. 敬師、敬親奉茶。 

3. 藉由活動認識吉貝耍社區的植物種類與名稱。 

4. 體認綠色資源的珍貴並培養環保理念。 

5. 體驗吉貝耍部落的創意文化活動。 

綜合 

生活 

4 節 

二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 

綜合 

生活 12 節 

非常好 

「攝」 

1. 影像的類型與認識攝影機 

2. 如何拍出好照片 

3. 校園景物拍攝實作與觀摩 

4. 看照片說故事 

4 節 

三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指導--「偶像‧程天與」 

綜合 

24 節 

非常好 

「攝」 

1. 影像的類型與認識攝影機 

2. 如何拍出好照片 

3. 校園景物拍攝實作與觀摩 

4. 看照片說故事 

綜合 

藝文 

語文 
4 節 

四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指導--「渡海‧美麗台灣」 

綜合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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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攝」 

1. 影像的類型與認識攝影機 

2. 如何拍出好照片 

3. 如何拍出好的動態影像 

4. 走入社區觀察社區生態人文 

5. 拍照、攝影練習與觀摩 

6. 看照片說故事 

綜合 

藝文 

語文 
12 節 

五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美麗的 Ami-a 島」之父母篇 

綜合 

12 節 

詩意飄飄 

木棉情 

1. 觀察、欣賞木棉花道花開盛況。 

2. 有關木棉童詩創作教學。 

3. 指導運用生態照相完成「照相作文」 

4. 發表朗誦自己的作品，並能互相觀摩學習。 

綜合 

藝文 

語文 

自然 

10 節 

六 

吉貝耍傳 

說演藝 

1.暖身、暖聲與身體律動 2.聲音訓練與讀劇 

3.聲音+表情+肢體綜合練習 

4.「渡海」故事劇指導--「渡海‧大洪水」 

綜合 

12 節 

合計:140 節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藝術深耕教學進度表 
學年度 104 學年度下學期 

105 學年度上學期 

開課日期 105 年 3 月 1 日 

師資 
黃○玲老師 

李岱霖老師 

上課時間 週二 第三節~第六節 

週別 日期 課程大綱 

104 學年度下學期 講師 

第 1 週 

3/1 

暖身、暖聲活動： 

低─123 木頭人(豬/鹿/狗)、數字歌+律動 

中─123 木頭人(狩獵/舂米/篩米)、音樂 1+律動 

高─123 木頭人(逃難、划船、溺水)、音樂 2+律動作 

黃○玲 

第 2 週 

3/8 

身體律動 1： 

低─數字歌+律動/打擊樂 

中─音樂 1 律動+吟詠&狩獵(男)/篩米(女) 

高─音樂 2 律動+渡海/豐收舞步 

黃○玲 

第 3 週 

3/15 

身體律動 2： 

低─律動/打擊樂+動物舞 

中─律動/打擊樂+動物舞 

高─律動/打擊樂+動物舞 

黃○玲 

第 4 週 
3/22 

律動+讀劇： 

低─律動/打擊樂+輪讀故事「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唸謠 

黃○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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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 

中─狩獵(男)/舂米&篩米(女)輪讀故事「偶像，程天與」&「渡 

海‧美麗台灣」 

高─渡海舞+輪讀故事「美麗的 Ami-a 島」之父母篇&「渡海‧ 

大洪水」 

第 5 週 

3/29 

聲音訓練 1： 

低─我是一隻小小樂器 

中─認識呼吸器官與發聲的關係 

高─用打哈欠法放鬆的發聲練習 

李岱霖 

第 6 週 

4/12 

聲音訓練 2： 

低─讓聲音一鼓作氣【歌唱時的咬字、音準練習】 

中─聲音的喜、怒、哀、懼 

高─口腔伸展對聲音的影響 

李岱霖 

第 7 週 

4/26 

聲音訓練 3： 

低─歌唱的抑揚頓挫 

中─舞台台風訓練 

高─歌唱和臉部表情的相對性 

李岱霖 

第 8 週 

5/3 

讀劇練習： 

低─讀劇 1-2 選角 

中─讀劇 3-4 選角 

高─讀劇 5+選角 

黃○玲 

第 9 週 

5/10 

聲音+表情+肢體： 

低─讀劇+角色聲音情緒&表情+肢體動作 

中─讀劇+角色聲音情緒&表情+肢體動作 

高─讀劇+角色聲音情緒&表情+肢體動作 

黃○玲 

第 10 週 

5/10 

綜合練習：： 

低─讀劇 1-2+數字歌舞 

中─讀劇 3-4+吟詠&渡海舞 

高─讀劇 5+狩獵(男)/篩米(女)舞 

黃○玲 

第 11 週 

5/24 

成果呈現彩排： 

低─讀劇數字歌舞 

中─讀劇吟詠&渡海舞 

高─讀劇狩獵(男)/篩米舞(女) 

黃○玲 

第 12 週 
6/7 

成果小呈現 

(劇本印好交學生利用暑假背起來) 

黃○玲 

暫定 105 學年度上學期 

第 13 週 
9/6 

「渡海」讀劇練習： 

低-讀劇「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 

黃○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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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讀劇「偶像‧程天與」&「渡海‧美麗台灣」 

高-讀劇「美麗的 Ami-a 島」之父母篇&「渡海‧大洪水」 

第 14 週 

9/13 

「渡海」故事劇指導 1： 

低-故事劇劇情 1-2 情境動作指導 

中-故事劇劇情 3-4 情境動作指導 

高-故事情境劇 5 情境動作指導 

黃○玲 

第 15 週 

9/20 

「渡海」故事劇指導 2： 

低-故事劇劇情 1-2 情境動作指導 

中-故事劇劇情 3-4 情境動作指導 

高-故事情境劇 5 情境動作指導 

黃○玲 

第 16 週 

9/27 

「渡海」故事劇指導 3： 

低-故事劇劇情 1-2 情境動作指導 

中-故事劇劇情 3-4 情境動作指導 

高-故事情境劇 5 情境動作指導 

黃○玲 

第 17 週 

10/4 

「渡海」故事劇指導 4： 

低-故事劇劇情 1-2 情境走位指導 

中-故事劇劇情 3-4 情境走位指導 

高-故事情境劇 5 情境走位指導 

黃○玲 

第 18 週 

10/11 

「渡海」故事劇指導 5： 

低-故事劇劇情 1-2 情境歌謠練習 

中-故事劇劇情 3-4 情境舞蹈練習 

高-故事情境劇 5 情境舞蹈練習 

黃○玲 

第 19 週 

10/18 

「渡海」故事劇丟本練習： 

低-故事劇 1-2 丟本演練 

中-故事劇 3-4 丟本演練 

高-故事情 5 丟本演練 

黃○玲 

第 20 週 

10/25 

「渡海」故事劇丟本練習 1： 

低-故事劇 1-2 丟本演練 

中-故事劇 3-4 丟本演練 

高-故事情 5 丟本演練 

黃○玲 

第 21 週 

11/1 

「渡海」故事劇丟本練習 2： 

低-故事劇 1-2 丟本演練 

中-故事劇 3-4 丟本演練 

高-故事情 5 丟本演練 

黃○玲 

第 22 週 

11/15 

「渡海」故劇彩排 1 

低─「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 

中─「偶像‧程天與」&「渡海‧美麗台灣」演練 

高─故事情 5「美麗的 Ami-a 島」之父母篇&「渡海‧大洪水」 

黃○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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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週 

11/22 

「渡海」故劇彩排 2 

低─「美麗的 Ami-a 島」之兒童篇 

中─「偶像‧程天與」&「渡海‧美麗台灣」 

高─「美麗的 Ami-a 島」之父母篇&「渡海‧大洪水」 

黃○玲 

第 24 週 12/6 成果總呈現 黃○玲 

四、預期具體成果 

1. 透過學校閒置空間的美化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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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4 年西拉雅特色彩繪牆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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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的情感交流。 

3. 在藝文教師的協同教學下，三年級校本課程中的 Ha-lau 製作、四年級古圖新作~從東寧番俗 

圖認識西拉雅族以及凱旋歌舞蹈，已可由校內專任教師獨立教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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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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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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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課程的引導 

◆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共用 

進行在地文化與傳說故 

事彩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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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西拉雅傳統刺繡中的動 

植物、幾何線條運用各種技巧 

彩繪或裝置，營造西拉雅特色 

校園，豐富校園與社區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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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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社區活力聚落經費 

深耕吉貝耍傳說故事劇。 

◆以吉貝耍傳說故事為基 

底，在表演藝術課程教學中， 

扎根深耕全校學生能力；並結 

合社區人力物力資源，於暑期 

活動及週三下午持續深耕。 

教師培力活化學習， 

形塑多元文化價值， 

激發學生創造能力， 

達成藝文深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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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與參觀，擴 

展師生教學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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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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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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度，以甘梯圖表示） 

月 次 

工作項目 

01.01~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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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動西拉雅 

「植」「吉」現場 

吉貝耍傳說演「藝」-- 

表演藝術 

詩意飄飄木棉情 

非常好「攝」 

資料整理 

召開教學檢討會 

過程評量 

展演活動 

成果製作填送 

完成核結 

七、經費如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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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 

申請機關：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小 

計畫名稱： 105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編製日期： 105 年 2 月 3 日 

計畫經費總額： 75000 元，申請金額： 60000 元，自籌款： 15000 元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局核定 

(申請單位勿填) 

用途別科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預算數 說明 補助金額及說明 

2服務費 

28 專業服務費 節 140 400 56000 教師鐘點費 

28 專業服務費 式 2 3200 6400 
教師增能研習之聘用教 

師(檢附研習計畫 1.2) 

28 專業服務費 式 1 1192 1192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3材料及用品費 式 

32 用品消耗 式 1 4000 4000 教材 

32 用品消耗 式 1 1000 1000 文具(紙張、墨水匣等) 

32 用品消耗 式 1 1408 1408 雜支(經費總額 5%以內) 

4 租金、償債及 

利息 

44 交通及運輸 

設備租金 
台 1 5,000 5000 參訪費 

合計 75000 
教育局核定補助

元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教育局承 

辦單位 
會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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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5 年度吉貝耍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教師藝術深耕增能-非常好“攝＂ （一）研習計畫-如何拍出好照片？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要點。 

（二）臺南市 105 年度推動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總體計畫。 

二、目標： 

（一）增進各領域教師對藝術與人文課程的認識。 

（二）提供各領域教師對藝術與人文的教學經驗，了解音樂、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基礎 

課程，以提昇與藝術家協同教學之效能。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吉貝耍國民小學 

四、研習日期：105 年 03 月 23 日(星期三) 

五、研習地點：臺南市吉貝耍國民小學視聽教室、吉貝耍部落 

六、課程內容：如何拍出好照片？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13：30 ~ 14：30 光圈、快門、構圖、光影簡述 外聘 

14：30 ~ 15：30 實際演練、分享與討論 

吳心蘋/國立台南藝術 

大學 音像紀錄與影像 

維護研究所(碩士 
M.F.A)  外聘 

七、參加對象：(預計 20人) 

（一）吉貝耍國民小學同仁 

（二）本市國中小藝文領域教師。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21 日報名截止。 

九、報名方式：請上學習護照網報名。 

十、研習時數：全程參加之教師，核予 2小時研習時數。 

十一、本計劃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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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5 年度吉貝耍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教師藝術深耕增能-非常好“攝＂ （二）研習計畫-攝影和拍照哪裡不一樣？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要點。 

（二）臺南市 105 年度推動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總體計畫。 

二、目標： 

（一）增進各領域教師對藝術與人文課程的認識。 

（二）提供各領域教師對藝術與人文的教學經驗，了解音樂、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基礎 

課程，以提昇與藝術家協同教學之效能。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吉貝耍國民小學 

四、研習日期：105 年 04 月 06 日(星期三) 

五、研習地點：臺南市吉貝耍國民小學視聽教室、吉貝耍部落 

六、課程內容：攝影和拍照哪裡不一樣？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13：30 ~ 14：30 攝影機的構圖、律動、光圈、快門 外聘 

14：30 ~ 15：30 實際演練、分享與討論 

吳心蘋/國立台南藝術 

大學 音像紀錄與影像 

維護研究所(碩士 
M.F.A)  外聘 

七、參加對象：(預計 20人) 

（一）吉貝耍國民小學同仁 

（二）本市國中小藝文領域教師。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月 1 日報名截止。 

九、報名方式：請上學習護照網報名。 

十、研習時數：全程參加之教師，核予 2小時研習時數。 

十一、本計劃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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