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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106 年 11 月 16 日至 22 日，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副

司長率團，帶領參與「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發表計畫」社群及發表

的老師們到日本參加全國造形教育大會，進入學校觀課並與日本幼兒

到大學任教的藝術教師進行交流。 

    這是一項歷經長達整年的持續性學習活動，參加的老師們一路從

理念說明會、教師研習、教學實踐、教學案例撰寫、社群研討、全國

發表、分區發表研討，到輕井澤中、小學參加日本全國造形教育大會。

與會成員將 6 堂觀課及日本造形教育在教師增能的運作模式做觀察

記錄，並與臺灣視覺藝術教育進行比較，結合照片、錄影檔案及觀課

紀錄表，在 12 月 9 日於臺中市潭陽國民小學進行內部研討，接著彙

整參訪資料，預計在 107 年度與教學現場的老師分享。 

    此次同行的還有廣達文教基金會徐執行長及吳處長，對於促成此

行的計畫主持人吳老師而言，希望產官學的合作與共識能產生加乘的

效果，用藝術教育的品質實踐素養提升的可能，作為十二年國教的前

導先行，體現自發、互動、共好，以藝術教育豐富學科領域的學習，

豐富學生的人生。 

 

貳、 出國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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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加日本第 70 回全國造形教育會議輕井澤大會代表團名單

如下：  

一、 陳世銘／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校長 

二、 張美智／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教師 

三、 鐘兆慧／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四、 陳淑欣／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五、 王馨蓮／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參、 目的 

此行目的主要有三項，說明如下： 

一、彙整日本全國造形教育大會公開課及發表內容記錄，作為教

學策進之參考，以提升本計畫活動效應。 

二、透過工作團隊與藝文教師以同儕合作共學模式，提升教學實

踐研究相關活動與教師研習成效，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三、經由觀摹激勵教師進行自主教學研究，拓展視覺藝術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更普遍的教師參與，提升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

的風氣。 

 

肆、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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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全國造形教育研究大會簡介 

    日本全國造形教育聯盟已經辦理 70 年的日本全國造形教育研究

大會（以下簡稱「日本全造會」），是日本國內非常重要的視覺藝術教

學研究活動，此次的「長野大會」協同「第 57 回關東甲信越靜地區

造形研究大會」、「第 71 回長野縣美術教育研究大會」在美麗的輕井

澤舉辦本次盛會。 

    「日本全造會」以嚴謹且具參考價值的活動安排，其中強調以教

學實務的專業經驗，透過現場觀課，驗證並檢視教案設計的價值性，

也是此行夥伴最主要的學習項目。 

    

二、觀課紀錄 

（一）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小侯老師、高雄

市好玩藝創意教室謝老師 

1、 會場：中佐都小學。 

2、 題材：「發現屬於我的不可思議生物」。 

3、 授課內容：以孩子休閒時會去玩的小山丘為連結，想像有

什麼樣不可思議的生物住在那裡，運用裁切成一塊塊的木

板和釘子，製作出各式各樣想像出來的神奇的生物，並在

實作的過程中，欣賞別人的作品，注意到同儕作品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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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再次和自己的發想做結合。 

4、 情境布置： 

(1) 學生對木作的操作方式感到興奮，且需安排完善的場域

分配，分為：個人工作區、材料選取區、共同工具使用

區（搓鑽、拔釘器使用區）、廢棄釘子集中區。 

(2) 教室四周，掛著各式各樣的基本工具操作說明：如鐵

鎚、拔釘器、不同種類釘子介紹、正確的敲打方式。 

(3) 全班 29 人，分為 7 組，每組 4 人，其中一組 5 人。 

(4) 每組一個工具籃，籃子內有：鐵鎚 4 支、一盒釘子（長、

中、短釘、U 型釘、裝飾用波浪狀釘）、紙杯（裝廢棄

釘子）。 

(5) 課間紀錄表：每位學生所創造的生物、學生自述的說明

及老師給予的評價和需要的協助。 

5、 引起動機： 

(1) 接續上次操作經驗：木板和木板、木板和釘子的有趣組

合方式，老師欲介紹三種釘釘子的方式，事先將班上其

中三人的作品拍照取其特徵製作成放大圖，用挑逗的語

氣讓學生猜猜圖片中是誰的作品，藉此列舉出「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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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固定式」、「會動」，三種釘釘子的方式，並詢問

大家用到了哪幾項釘法。 

(2) 讓學生了解如何釘釘子銜接木板後，才有辦法學到木板

會動的樂趣。 

6、 分享與建構 

(1) 引導和討論：「神奇生物的名稱？」、「它住在哪裡？」、

「他有什麼特徵或特別的地方呢？」來增加學生作品的

深度。 

(2) 教師請學生們互相觀摩彼此的作品，從觀摩中再得到新

的想法。 

(3) 由觀摩和分享的過程中，激發他們有讓作品變得更好的

慾望。 

（二）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本市潭陽國小張老師、本市西區大同

鐘老師、苗栗縣西湖國小陳老師 

1、 會場：佐久市立佐久平浅間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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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題材：「圖畫工作學習指導要領」，所描述的：「透過自主

與對話的方式深入學習」，其關鍵字就是「希望」與「快

樂」。 

3、 授課內容：「裝飾吧！專屬於我的心動樂器」，運用各種素

材製作並裝飾樂器，體驗學習樂趣的造形活動。 

4、 課前準備： 

(1) 學生公用之工具、材料區的分類佈置。 

(2) 教師歸納出大家喜歡的音調。 

(3) 排ㄇ字型座位。 

(4) 多元的材料區在黑板前方教師桌上，紙張類在ㄇ字型座

位中央。 

5、 接續舊課程重點討論： 

(1) 請學生發表自己採用的樂器是什麼材質？聲音的特點

如何？模仿敲擊時發出的聲音。 

(2) 重複點選了四名學生發表。 

(3) 在學生發表後會逐一在黑板揭示已經彩色列印的生活

器物作為敲擊樂器的圖片，總計四張圖片是以材質作為

分類依序呈現：塑膠桶、木盒、紙張、金屬盒。 

(4) 搭配學生分享每次呈現一張，並做總結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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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展活動： 

(1) 學生各自探索材料的運用，自製樂器的聲調。 

(2) 教師巡視引導。 

(3) 學生遇到材料運用的挫折感，教師耐心地給予加強指導

並安撫情緒。 

(4) 學生至材料區拿取材料，並就地使用完再回自己座位。 

(5) 學生持續創作。 

    

 

（三）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高雄市私立大榮國小曾老師、高雄市

仁武區仁武國小黃老師 

1、 會場：佐久市立佐久平浅間小學校。 

2、 題材：「只屬於我的幻想之花」、「圖畫工作學習指導要

領」，所描述的：「透過自主與對話的方式深入學習」，其

關鍵字就是「希望」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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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課內容：從「幻想的種子」開始發想，表現「幻想之花」

的繪畫表現活動。 

4、 情境布置： 

(1) 教室四周，掛上上次課程歸納「用繪具畫出夢的花樣」，

在這堂課裡運用紙箱、寶特瓶瓶蓋、紙筆、手等容易取

得的材料，用繪具上色，透過調整畫法及水量展現出各

式各樣的作品。 

(2) 教室後方有上次學生製作的「種子」紀錄檔案。 

(3) 全班 30 人，分為 6 組，每組 5 人。 

(4) 每位學生備有水彩相關用具、製作的「種子」及紀錄檔

案一份。 

5、 接續舊課程重點討論 

(1) 歸納上次課程中學生嘗試並選擇水彩用具的混色、水的

多寡、筆法的運用等方法。 

(2) 請學生發表檔案，從「幻想的種子」開始發想，透過言

語描述出花的樣子。  

6、 分享與建構 

(1) 教師請每組學生互相交換檔案，了解及發現他人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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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提示學生為了表達自己所想像的「只屬於我的幻想

花」，思考如何運用水彩混色、顏料水分多寡、筆法等。   

7、 學生創作 

(1) 學生邊閱讀自己的檔案、種子，邊畫出幻想之花。 

(2) 學生活用過去課程累積的經驗，充分運用水彩使用方

法、混色的方式或筆法等，表現出自己想像中的「只屬

於我的幻想花」。 

8、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1) 和學生討論水彩表現的方式，與作品的連結，聆聽學生

的觀察與發現。 

(2) 對於水彩運用描繪上有狀況的孩子，從學生檔案中逐步

去引導孩子當初的發想，同時透過同儕鼓勵，在之前互

相閱讀彼此檔案的過程中，了解彼此的想法，藉此去激

發孩子想描繪的動力。 

9、 學生檔案紀錄：紀錄完成的作品，含透過這堂課去發現水

彩用具的特色、表現方法及樂趣。 

10、 學生分享與教師歸納： 

(1) 欣賞自己與他人的作品，找出水彩表達方式的優點與技

巧，並運用在之後的創作上，也將這些與朋友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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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將孩子所陳述的表現類型歸納在黑板上，供孩子參

考運用。 

  

（四）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政治大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郭老

師、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小高老師 

1、 會場：佐久平淺間小學 。 

2、 題材：以「我們存在的證明」為主題，結合小海線新型列

車通車的在地議題進行大型橫幅布幕的創作，為畢業與在

地文化留下存在證明的藝術創作。 

3、 授課內容：在共同創作的大型畢業製作底稿透過藝術家引

導相關填色、配色重點進行上色，並將自己與朋友的構思

內容連結起來 

4、  情境佈置：本堂課程將進行大型的彩繪實作，場地選在學

校體育館，地面鋪設大型塑膠地墊一路從穿堂延伸至體育

館彩繪區，以免影響場地的清潔。授課周圍牆面與區域，

張貼並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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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在地藝術家越ちひろ的歡迎標語與藝術家先前帶

學生練習創作的作品與作品說明。 

(2) 「我們存在的證明」畢業創作課程的流程說明，以「All 

of art」引導標語。 

(3) 引發學生此次畢業創作的藝術參訪活動的創作成品。 

(4) 先前繪製的縮小二分之一底稿。 

(5) 底稿二側的顏料調製區域，備有專用專色的快乾行顏

料、調色容器、海綿、水彩筆與洗手桶等物品。 

5、 引起動機（接續上堂課繼續延伸） 

(1) 當地外聘老師湯淺老師接續上堂課請學生相互討論想

要畫的主題，確定底圖上繪製的樣貌符合畢業生的共同

心願，並藉由教室情境佈置，喚起小朋友在製作橫幅布

幕的經驗中所學到的畫圖及用色方法。 

(2) 請學生發表學習單所列舉問題中的前二題： 

○1 想要怎麼畫這幅作品、理由是？ 

○2 為了畫出自己的想法，可用甚麼方式來實踐？ 

(3) 當地外聘老師湯淺老師與藝術家越ちひろ聆聽學生發

表，並給予簡短的回應，鼓勵學生的想法。 

(4) 湯淺老師以事先的佈題：「由學生選定上色主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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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用快乾壓克力顏料上色」，歸納學生學習單的發

表，引導學生上色三點注意事項。 

○1 可自由選擇水彩筆、指尖或海綿來當作工具。 

○2 透過顏色濃、淡控制與顏色堆疊來展現每個人的上色創

意，例如：漸層或漸淡到消失。 

○3 上色時要留意邊界的處理：每個塊面與塊面間的分界。 

(5) 藝術家越ちひろ老師了解學生在上色方面的困惑，上台

並在黑板上親自示範說明上色方式、訣竅與工具使用建

議。 

(6) 藝術家越ちひろ老師請學生依照自己想表達的方式發

揮創作、挑戰上色，也讓學生知道畫錯了，可透過顏料

的特性，將顏色重疊上去覆蓋即可；以及圖案邊界與邊

界鄰近處可用不同的上色方式來區分與表現。 

(7) 湯淺老師請學生運用越ちひろ老師的建議，轉向後方並

準備開始實踐上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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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臺東市臺東大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

謝老師、臺東市臺東大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黃老師、臺東市

新生國小古老師 
 

1、 會場：佐久市立中佐都小学校。 

2、 題材：圖畫工作中的「透過自主與對話的方式深入學習」，

以「希望」、「快樂」作為關鍵字。 

3、  授課內容：「滑溜溜、黏涕涕、感覺真好玩！」，利用指繪

顏料直接用手來畫的造形遊戲。 

4、 課前準備： 

(1) 分7組，每組4人，共28人。 

(2) 場地設計：每組4桌，1包有透明塑膠布的窗戶。 

(3) 工具籃一組：四色顏料（紅、黃、藍、白）罐裝、盒裝

各一、抹布數條。 

5、 引起動機： 

(1) 上課前已布置好情境，讓孩子探索，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2) 老師揭示主題，帶領孩子念出引導語（如何利用手或指

頭做出好玩的感覺）集中孩子注意力。 

6、 教學活動： 



14 
 

(1) 手指混色技法 

○1 觀察圖片：教師提問使用了什麼顏色？如何混合顏色？ 

○2 對話與示範：學生回應觀察結果和可能的方法，教師依

照學生說法示範混色技巧：擠上顏料、用手指混色。 

○3 統整：教師示範完成後，將關鍵字詞貼於圖片上方，並

將學生對於技法的感受寫於圖片下方。 

(2) 手部印色技法 

○1 觀察圖片：教師提問使用了什麼方法製造圖片中的圖

案。 

○2 對話與示範：學生回應觀察結果和可能的方法，教師依

照學生說法示範手部印色技法:在手掌上擠顏料、以另一

之手將顏料塗勻、用不同手的部位（手掌、手指、手背、

手背關節等）印到透明片上。 

○3 統整：教師示範完成後，將關鍵字詞貼於圖片上方，並

將學生對於技法的感受寫於圖片下方。 

(3) 指畫線條技法 

○1 觀察圖片：教師提問使用了什麼方法製造圖片中的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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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話與示範：學生回應觀察結果和可能的方法，教師依

照學生說法示範指畫線條技法：先用手指平塗上顏料、再

用手指於平圖的顏料上畫出旋轉的線條（推開顏料）。 

○3 統整：教師示範完成後，將關鍵字詞貼於圖片上方，並

將學生對於技法的感受寫於圖片下方。 

7、 教學活動統整： 

(1) 統整創作方法及想法，複習各種指畫技法。 

(2) 學生回到各組探索顏料混色及手指畫各項技法。 

(3) 教師至各組巡視請孩子說明創作方式，並討論其他可能

做法。 

(4) 用不同視角觀察作品（從下方往上看） 

8、 學生再行探索：學生嘗試新做法，繼續探索。 

9、 成果欣賞與分享： 

(1) 教師將作品立於窗邊，利用逆光展現作品透光效果。 

(2) 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探索結果。 

（六） 觀課記錄／與會成員本市西區大同國小陳老師、本市西區

大同國小王老師、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小邱老師 

1、 會場：佐久市立中佐都小学校。  



16 
 

2、 題材：圖畫工作中的「透過自主與對話的方式深入學習」，

以「希望」、「快樂」作為關鍵字。  

3、 授課內容：「Remember Movie」以特殊教育學生為出發點，

活用數位科技如電子白板，提出適合特殊學生學習的影像

提案。 

4、 課前準備：板書呈現先前引導整理。 

5、 引起動機： 

(1) 上課前已布置好情境，揭示單元題材與學習課題，喚起

舊經驗及先前討論內容，怎麼做？在哪裡做？引起學生

學習興趣。 

(2) 與學生進行問答，討論怎樣運用照片與照片間的關係，

有趣的表現瞬間動作，還有試著說看看「Remember 

Movie」？ 

(3) 板書書寫學生回答。 

6、 教學活動： 

(1) 全班25人，分成5組，每組4或5人。 

(2) 學生分組帶開，每組有一台平板可供拍照。 

(3) 各組找到適當角落當背景，從器材室選擇所需器材當道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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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事先討論的發想與構思，進行拍照。 

(5) 隨時檢視拍攝效果並討論修正拍照動作。 

7、 成果欣賞與分享： 

(1) 學生分組填寫、討論學習單內容，並書寫自己的想法。 

(2) 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組別的拍攝主題、理念、過程和心

得。 

  

三、總結 

（一） 以「快樂」、「願望」為主線，依各階段學生心理發展設

計適合課程。 

日本全造會每年訂立不同主題，讓全國藝術教育課程發展

有一致的願景，各學校再依地方文化及學校特色發展出不同的

藝術課程。本次主題為「快樂」、「願望」，以中佐都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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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為例，讓學生透過遊戲的方式發現顏色的變化及指繪的

技巧，讓孩子用愉快的心情發現讓作品變好的表現方式。以平

淺間小學四年級為例，以捏塑黏土和繪畫的方式創作「我的專

屬夢幻花」，讓孩子將心裡的願望寄託於作品，並進階發展兒

童水彩混色和水量運筆的表現技巧。 

（二） 重視學生感受，而非成果展現。 

課程設計以三個階段引導兒童感受藝術：首先用不同方式

營造孩子「期待」的心情，接著引導孩子以「興奮」的情緒透

入創作，最後期望孩子能藉由藝術創作的過程及結果獲得「美

好的感受」。以平淺間國小二年級―「我的心動樂器」為例，

嘗試以各種材料創造出讓自己覺得舒服、喜愛的音色，並裝飾

製作成專屬於自己的樂器，孩子期待能找到喜愛的音色，所以

不斷主動嘗試，在尋找與測試音色的過程中，持續保持興奮的

心情，當完成作品後，學生能快樂的與他人分享作品進而得到

美好的感受。 

（三） 重視學生想像力的發揮。 

觀課的課程案例大部份都以學生的想像力作為發展主軸，

「滑溜溜、黏涕涕，感覺真好玩！」課程兒童想像手指作畫的

可能；「我的心動樂器」課程，透過視覺和聽覺的感受發展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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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樂器；「我的專屬夢幻花」、「在katte石發現屬於我的不

可思議生物」兩個課程都以大自然為出發點，讓兒童自由發揮

想像創造夢幻花朵及不可思議的生物；「Remember Movie」課

程以逐格動畫的手法讓孩子發揮想像力創造出不同的情境動

畫。 

（四） 教室環境設置完善。 

教師在進行教學前都依不同的主題課程佈置適當的工作

區，並妥善分配材料及用具，學生可以在情境中能盡情發揮，

不受環境限制。 

（五） 日本全國造形教育研究大會對全國藝術教育深具影響力。 

日本全國造形教育研究大會已持續71年，全國藝術教師能

藉由此活動交流與精進藝術領域的教學，而非只是單純推廣藝

術教育。全造會的影響力不僅只有課程發展，連藝術媒材的開

發也持續進步。每年示範教學並非為指標性的典範課程，而是

提供大家針對教學內容研討的機會，藝術教師可藉由此機會檢

視自己的教學，並與全國藝術教師有共同交流的平台。 

 

伍、 心得 

「響. 同 .帶 ~ 大家一起歡樂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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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長野大會的主題「我真的很不錯！連結 拓展 藝術＂響・

同・帶＂」，以「興奮的情緒、期待的心情、美好的感覺」為關鍵語

詞，強調兒童是教育的主體，在學習活動當中，讓兒童藉由對活動的

探索，產生緊張與躍躍欲試的心態，從過程中去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及在達到目的獲得的自信，如此交替循環的學習過程，藉此琢磨兒童

的感性，提升自我肯定，深化對事物的看法與感受的方式，培育豐富

的情操為目的（註：「響」．「同」．「帶」是日語「共同體」的諧音）。 

    人工革命的科技時代，我們要思考的是日後孩子追求生存的方

法，必須建立起和社會和平相處，多樣化價值及寬闊的視野，我們必

須要思考造形美術教育在課程教學上的需要及改善，教師的角色如何

協助孩子和同儕間共同協力合作，這樣教育是現今所必要的。 

    二位長期從事藝術教育將近半世紀的老師，以永不熄滅的熱力及

理想，集結全國的視覺藝術教師，推動視覺藝術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從105年11月開始至今一年，辦理研討會、說明會、教師研習、教師

社群，發表會總計全國累計超過60場次、280小時、3,000人次以上。 

    今年於11月16日至22日，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副司

長帶隊，引領參與社群及發表的老師們到日本參加全國造形教育大

會，進入學校觀課並與日本幼兒到大學任教的藝術教師進行交流。 

    同行的還有廣達文教基金會徐執行長及吳處長，對於促成此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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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吳老師而言，希望產官學的合作與共識能產生加乘的效

果，用藝術教育的品質實踐素養提升的可能，作為十二年國教的前導

先行，體現自發、互動、共好，以藝術教育豐富學科領域的學習，豐

富學生的人生。 

    「每一個孩子都值得被最好的教學及老師所對待」，因為藝術教

育關連國民素質，在現代社會更是人與人之間互動與關係的重要關

鍵，唯有提升每一個孩子的美感態度和價值觀文化的生活才能良善回

到學習生活，老師要能看到自己教導和提升自己並且給孩子快樂學

習，通過孩子需求的造形活動，心靈自然提升，充實和發展，刻劃出

更深一層的學習和發展。讓孩子一邊快樂活動，感性的創造思考，另

一方面要有自我肯定感，看法、想法、感受要深入。 

    圖畫工藝指導棘手不容易達成，美術教育十分重要；每一個孩子

都有提升的可能性，呼籲學習力量往前走，孩子的素質必須要從學習

中加強孩子們的判斷和學習力，必須要從指導方面下功夫，展開孩子

的學習要被認可。一邊要從美術課來加強，另一邊要提高孩子肯定自

我創造思考力和感性思考力，當我們在孩子指導感性，研究模式的繼

承，以孩子為主角，讓孩子藝術創作以兒童主體性的自我成長教學回

歸到以「人」為本源思考的教育論述，一種以國民美學的人人可隨需

「自由存取」的藝術教育主張，強調多元學習的學習情境空間，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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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師生共同學習的結構，自由適時的依據學習創作所須、所要、所想、

所感，表現學生的自我實踐創作的理想。 

一、造形教學觀課： 

（一） 課程核心：以孩子為主體的課程三大元素「緊張不安→跳

躍開心→好的感覺」，以孩子為本位，在乎孩子緊張雀躍

不安起伏的情緒並且引導孩子認同自己接納別人和大家

一起學習很棒，之後自己也加油。 

（二） 教師角色：轉換的教師角色，支援孩子的想法－ 

1、 觀察孩子雀躍心情：一開始老師透過情意部分，設計有魅

力的題材，讓孩子達到他想要表現的動機及慾望。 

2、 展開孩子的願望：透過題材的魅力來呈現孩子的學習願望

並且學習考慮到同伴的感受。教師展開支援讓孩子們為了

表達自己願望追求多樣化思考表達時，能達成彼此感受。 

3、 提高孩子的成就：當孩子感覺好，完成自己願望和同儕認

同彼此，自我期許，達成孩子學習動機和滿足成就感。 

（三） 生活連結：課程和孩子生活人事物的連結，資源讓孩子表

現他的願望，老師要培育教育的能力讓孩子表現的心情和

可能性，提升孩子的自信心題材不要中斷，要以孩子為中

心連接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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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偕同：教師和在地藝術家偕同教學，規劃出一個備課

空間和議題，在佐久平淺間國小的畢業生，一群想要將自

己曾經存在的證明留下來的小朋友們身上，發現了在牆壁

上繪製巨大的圖畫這個表現題材和手法，互助合作，同時

感受到朋友與自己在表現方式上的優點。整體而言，教師

在藝術活動和學習在地議題，規劃了教師和學生共同營造

的藝術學習天地，一方面讓學生參與設計草圖，二方面進

行課務時，學生是積極的參與，教學活潑化及自主性強，

是一位藝術教師需要學習觀念。 

（五） 在地教材：五月時，學生參加了信州地方旅遊活動，北陸

新幹線二十周年紀念橫幅布幕的工作坊，在那裡小朋友們

使用毛刷或徒手，在巨大的橫幅布幕（長3公尺×寬21公尺）

以壓克力顏料將底稿上色，有將近一百人體驗了如何製作

巨大的繪畫。當時小朋友表示「很快樂」、「大家一起完成

巨大的作品很有成就感」、「還想再做」、「下次想自己設計

看看」、之後小朋友接到了委託，要製作JR小海線新形列

車HIGH RAIL1375的橫幅布幕（長3公尺×寬8公尺），班上

將「本班之寶活動（綜合學習時間）」進行。過程中小孩

聽取並理解站長寄託在新形列車的期望，小朋友們自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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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沿線地區有名的東西，以在地特色內容為基礎，活用繪

製新幹線橫幅布幕的經驗，構思要畫出來的內容，分組進

行繪製底稿、以壓克力顏料上色。橫幅布幕完成後展示在

學校的陽台，讓許多搭乘新形列車的乘客或是本地民眾都

可以看到。 

二、參訪省思： 

    這次參訪學習真的非常精實，非常感謝教育部支持視覺實踐研究

計畫，讓臺灣老師有觀摩學習的機會，謝謝計畫主持人吳老師的再三

接洽溝通，讓此次參訪能夠兼顧到「專業學習增能和美術館參觀｣，

全程安排豐富，受益良多，學習成長分為二部分說明： 

（一） 觀課學習：教學需要學習與成長，觀課的過程可以教師同

儕的學習和討論精進，透過觀課老師課後相互討論，精研

資料，查詢相關網站及閱讀大會手冊，彙整資料共享及成

長，兼顧教師專業精進成長，又同儕相互合作資源共享，

是一項很棒的教學活動。 

（二） 美術館參觀：在欣賞教學課程中，常常閱讀到臺灣早期前

輩藝術家和日本帝展的關聯性，但是一直沒有親眼目睹日

展的展場和作品，這次參觀行程中看到日展作品，尤其是

膠彩畫作品，真是讓與會人員雀躍不已，大學畢業專題製



25 
 

作參與膠彩畫創作，所以作品的深度創作表現形式和多元

表現的題材內容，都讓我們大開眼界！對於帶回教學崗位

的教學和欣賞情境空間運用的規畫給我們思考的改變和

直接回饋。 

  

  

 

陸、 建議 

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 配合美感教育深耕計畫、藝術教育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支持

系統，應調整教師研習點狀的學習方式，進行學習資源的整合

及長時間的線性學習模式，甚至擴展出跨區、跨縣市、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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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的社群共備系統。 

二、 觀課應不僅止於對於教師教學技能的檢視，而是思考如何從

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去發現教學策進的方式。所以入班觀課可

由一組人分工觀察特定學生群，依學生的發言、作業、參與情

形給老師更具體且有佐證的意見。 

三、 提供教師三合一學習的機會，將主題性的增能、教學實踐與

研討結合，讓研習與教室的距離縮短，讓教師的成長與改變直

接體現到課堂中，讓學生真正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