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104年度 

推動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成果簡報



學校地理位置 
吉貝耍」 
(KabuaSua) 
平埔西拉雅 
族語，意即 
木棉的部落 

吉貝耍國小 

位於嘉南平原東側與嘉義丘陵南面 
西側交會的西拉雅族聚落。165縣 
道22K旁，原名東河國小，2010年8 
月1日正名為吉貝耍國小，是中華 
民國第一所以平埔族原住民為名， 
第二所原住民為名的學校



104年度學校概況 

部 門 班級數 學生數 教師數 

國小部 6  37  10 

幼稚園 1  6  1 

合 計 7  42  11 

是一所 

平原與山區交界 

埔漢交會 文化涵化 

努力傳承西拉雅文化的學校



看見西拉雅 親近吉貝耍 

l 西拉雅族，早期主要生活在嘉南平原上 
。吉貝耍是西拉雅族的一個聚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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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夜時分的牽曲、禁火的祭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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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西拉雅 親近吉貝耍 

l 「當前藝術教育…強調學習的內涵能結合生活與社會 
發展，要能反映對自我文化的認知、了解多元文化的 
內涵…」（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p.6 ） 

l 學校藉由藝文教育的推展，除培養孩子生活 
美感，亦能對於自我文化產生認同。104年度 
申請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結合結合西拉雅 
校本課程，邀請吉貝耍社區藝術家、藝文師 
資和團體，透過代表部落植物生態文學、表 
演藝術、視覺藝術等課程，深化西拉雅傳統 
文化。



104年度申請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結合西拉雅校本課程，邀請吉貝耍社 
區藝術家、藝文師資和團體，透過代表部落植物生態文學、表演藝術、視 
覺藝術等課程，深化西拉雅傳統文化。 

課程優先 

三月，春暖花開之際， 
以木棉（Kaubua）為 
主題的《木棉抱枕》課 
程開始了。 

表演藝術，是申請的主 
軸，訂定課程設計與教 
學時數，從學生的基本 
能力養成。級任導師與 
藝文教師協同教學。 

視覺藝術，讓孩子動 
手參與，如何調色、 
配色、粉刷、避免色 
料沾到衣服等。



辦理教師表演藝術研習、參觀公共藝術、校園文化日舞 
台劇、小茶壺劇團表演等 

專業 成長 

全校師生觀賞紙風車 
劇團於歸仁文化中心 
「校園文化日」表 
演。 

小茶壺兒童劇團表演 
《神仙總是有辦 
法》，帶領孩子活 
動，hing翻全場。 

辦理《故事劇場概 

念 》教師研習，增進 

教師對表演藝術的認 
識。



利用藝文深耕說明會、課程會議研商實施主軸；結合社 
區人力和物力資源，增進學生視野能力與參觀機會；透 
過家長到校日觀賞學生表演，普及藝文人口。 

資源整合 

藝文深耕說明會，教 
師討論申請內容。 

社區每年辦理Daai夜 
祭，提供學生表演平 
台，透過各原民團體 
演出，增進學生視野 

家長會到校參加運動會 
並欣賞學生表演藝術課 
成果發表，讓家長認識 
表演藝術。



按部就班，務實推展，全校學生100%參與本計劃；校 
內辦理2場學習成果發表、參與校外表演3場。 

普遍務實 

全體學生都參與表演 
藝術課程，學習聲 
音、動作、情緒等的 
呈現。 

學生雖少，但我們年 
年舉辦校內成果發 
表，邀請家長欣賞 

參加東山區公所辦理之 
「社區活動中心有 
〈藝〉思」表演。



校內教師能協同參與，以期爾後能夠提升藝文教學能力；所聘請教 
師是頗有聲望的社區藝術家、或是專業的藝術團體；觀賞的內容均 
是成立多年具有聲望的表演團體所呈現，在專業能力與潛在課程 
上，都值得師生學習。 

教育專業 

木棉抱枕課程指導老 
師是社區知名文史工 
作者段洪坤老師 

表演藝術配合的劇團 
是台南市甜甜兒童劇 
團。 

小茶壺兒童劇團成立20 
年，長期耕耘南部地區 
兒童劇。



本校缺乏藝數與人文專任師資，需有相關領域師資或團 
體協助以提昇教師能力；校內進行的藝術創作及課程能 
考慮不影響校園永續發展為主。 

永續發展 

木棉抱枕是學生畢業 
前最期待的課程，環 
保永續。 

凱旋歌舞蹈，已可由 
校內老師指導練習 

舞台上的檳榔樹幹，是 
廢棄的電風扇骨架；背 
景是原有的植物染布和 
帆布。



（一）欣賞木棉花開盛況：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段洪坤老師解說西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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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木棉花、串木棉花：撿拾木棉花朵，串成一串串，吊掛並晒乾 

地方文史工作者段洪坤 
老師解說木棉與吉貝耍 
社區文化的關係及地名 
的由來。 

努力撿拾ㄧ袋袋的木棉 
花 

串成一串串的木棉吊掛於 
通風處，待其晒乾後，可 
以煮成木棉花茶。



l （三）木棉新詩指導：利用國語課指導學生新詩的寫法，創作出屬 
於自己的木棉及在地文化的新詩，以便印製於木棉抱枕的枕套上。 

l  (四)採摘木棉果實：待木棉果實成熟爆開時，指導學生採摘果實花 
絮， 取出棉絮 ， 經過乾燥過程 ，以便製作木棉抱枕時充填 

段洪坤老師指導學生新 
詩創作，以吉貝耍社區 
和木棉花為題材。 

吉貝耍國小畢業生採木 
棉製作抱枕的活動，透 
過地方媒體的報導，已 
經成為學校的特色。 

串成一串串的木棉吊掛於 
通風處，待其晒乾後，可 
以煮成木棉花茶。



(五)木棉抱枕製作：將曬乾的木棉棉絮塞入抱枕中，並在抱枕枕套上印 
製個人化的新詩及照片，完成個人化的畢業紀念作品。 

（六）畢業抱枕留存紀念：頒贈每位畢業生一個木棉抱枕 。



木棉花茶來敬師 

向老師奉茶時，大部分的孩子因為沒有這樣的經驗，顯得很靦腆，不知所 
措，不過，經過這次的奉茶體驗後，我想孩子們一定有些新的感受在 
心裡滋長。 

老師解說木棉花茶烹煮的方法 輪流練習清洗木棉花 聞一聞晒乾了的木棉花的味道 

煮木棉花茶 

向師長奉茶



受到傳統禁忌，吉貝耍牽曲在禁 
向後便禁止傳唱，但我們仍可 
透過不同形式的藝文教學讓學 
生學習。 

下圖為全校學生練習凱旋歌舞蹈 

學生視覺藝術呈現



l 本校以段洪坤老師編寫原先居住在Amia島，後因連年、洪水、 
不得已搭上船尋找新樂園，歷經七神傳破遇難，及到新世界後的 
奮鬥傳說，聘請連婉玲老師編舞指導。 

培養矯健的身手，柔 
軟的身段，前段柔軟 
運動 

先學基本動作，分段 
學習再組成渡海舞曲 

西拉雅原住民生活曲 
目的練習



本學期參與頂田社區「東山社區活動中新有〈藝〉思」、及東山區 
休息站表演



參加吉貝耍Daai夜祭是本校與社區互動良好的呈現。



l 認識吉貝耍社區從東寧番俗圖認識西拉雅族 

在上完段老師的社區原住民語言課程之後，師生共同歸納出對東寧番 
俗圖中最有興趣的主題為—錦織襁兒、番戲、收貯、紋身、鬥捷與 
伏牛。 

103年度此課程邀請藝文師資協同教學，今年度已由導師授課。 

學生作品—番戲 

學生作品—收貯 

學生作品—錦織襁兒



木棉、 
祀壺、 
牽曲 是吉貝耍 

的重要元素， 
在藝文老師指 
導下，學生於 
司令台背板集 
體繪出代表原 
住民西拉雅族 
吉貝耍部落的 
特 色 的 大 壁 
畫。







畢業生送給學校的紀念品日 出 西 拉 雅



引進表演藝術團隊以及師資進校，帶動師生對 
表演藝術的認識與了解，從實作中領略能夠 
運用身體各個部位（聲音、表情、肢體度 
作、情緒等），並能在經過專業指導後敢於 
發表。



分成低、中、高為實施對象。上半年度著重表 
基本素養。（詳見教學計畫）預定以讀劇呈 
現，但師生均表示願意挑戰走位、背台詞。 

團體指導讀劇本 校內教師協同指導 低年級學生練習走位



l 104年度上半年讀劇：洞裡有怪獸、柿子奶奶、國 
王駕到、你看起來很好吃。



l 104年度下半年，以吉貝耍傳說故事及繪本為主題 
，偶像，程天與；Ami-a島和渡海-美麗台灣等有 
關西拉雅祖先的傳說。 

偶像，程天與練 
習 

Ami-a島練習 渡海-美麗台灣



l 103學年度教學成果發表會



l 104年學年度教學成果發表會 
l Ami-a島.渡海-美麗台灣島



l 104.5.27 

l 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



l 104.6.2 

l 歸仁文化中心



l 104.9.16 

l 視聽教室



l 104.12.2 

l 視聽教室



未來展望 

l 我們朝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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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新的藝文元素前進。



l簡報結束 

l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