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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設計理念
美感教育是培養人對事物的美感知覺及引發生命的感動，生活環境任何可引發美感感知
的人事物，皆是美感教育的媒介。
小小說書人是本校實施數年的校訂活動，深受孩子們喜愛，不僅愛欣賞也愛扮演說書
人，在當了 2 年的觀眾後，即將取得報名參賽的資格前，將說書人的養成融入美感教育課程
中，透過藝術教育中的音樂和表演，從『奇先生妙小姐』這套享譽數十年的經典兒童讀物
「小不點先生」開始，在表演中一起「聽的仔細、說得清楚」
在「小豬」歌曲的暖身活動中，感受音樂的律動，賞析歌詞並聯結上學期的「獨特之
美」單元，在劇場遊戲中察覺、感受和理解他人；在即興活動與角色扮演中，小組合作呈現
書中一景，深入理解「小不點先生」書中內涵，學習傾聽與表達，最後團隊合作改編創作說
演故事的內容，呈現美感的價值-對話之美。
二、教學活動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
王翠凰
設計者
□國際教育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對話之美-我是小小說書人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生活 7-1-3
藝-E-B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
美感經驗。
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
學習表現 己不同的觀點
藝 E-C2
生活 7-1-5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
學習
核心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
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重點
素養
的重要性。
生活 E-C2
與人合作；能與人友善互動，願
生活 D-1-3
意共同完成工作，展現尊重、溝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內容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 D-1-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六大主軸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藝術】
的連結
學習表現
音 3-Ⅱ-1 能參與音樂活動，並展現聆賞的禮儀與學習態度。
表 2-Ⅱ-1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感知。
表 3-Ⅱ-4 能探索群己關係與互動。
學習內容
音 P-Ⅱ-1 音樂活動、音樂會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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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Ⅱ-1 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本元素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演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銀幕、手鼓/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網站、兒童圖畫書「小不點先生」
學習目標
1.透過音樂活動與表演藝術的創作，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探索群己關係。
2.透過角色扮演，練習傾聽與表達回應，學習尊重和溝通的技巧。
3.透過劇場遊戲、即興活動，在表演中一起「聽的仔細、說得清楚」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獎勵制度：
1.以圓形貼紙當「好棒」章適時貼在
學生衣服上，下課前貼在個人表現
單上，銜接學校獎勵制度。

教學設備/資源

文化部網站
兒童文化館兒歌
「小豬」
2.「好棒」標準：有表現、有創意、
正確、專注、耐心、毅力、或任何
值得鼓勵的行為等

【活動一: 童話敲敲門】
一、引起動機(10 分)
(一)音樂活動
1.聽「小豬」音樂在座位上
作出拍拍子的肢體動作
2.走拍子
(1)有秩序的走

(2)無方向性的自由走
(3)不同方式的「走」

課堂動態活動時的約定：
1.身體與同學及周遭物保持距離，不
可碰觸。
2.沒音樂時，就保持當下的動作靜止
不動〈木頭人〉（老師可利用此機
會指導或下指令）

手鼓

(一)
1.老師不用說話，以肢體的動作讓學
生模仿，因模仿而讓學生靜下心
來。
2.老師告訴學生，依小組座位，一組
一組起身跟在老師後面，配合著音
樂走拍子，並邊走邊圍圈。
＊如無法自控音樂時，指定一學生協
助操控音樂
(3)激發想像力、創造力，在限制條
件下如何讓自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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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最後的姿勢走回座位
上

(二)體驗分享
分享用不同方式走拍子的
感受
二、發展活動(65 分)
(一) 認識「小不點先生」故事
內容
1.老師說故事

2.學唱「不開心的小不點先
生」
「小不點先生不快樂，
包裝糖果 跌罐裡，
分雞蛋 夾在蛋堆裡，
火柴盒裡 關自己。」
3.學生接力說出「小不點先
生」劇情

(二)故事畫面創作
1.分組創作故事中的畫面說
明
四個畫面：按門鈴/包裝糖

(二)引導思考
1.不同的方式行走時，會不會跟不上
拍子？怎麼了？
2.身體的負荷如何？發生什麼事？
3.怎麼走最舒服？又怎樣的動作最痛
苦？
(一)小不點先生想找工作的內容
1.適時讓孩子入戲扮演想像中的畫面
或發出可能的聲效。
例：
「學生扮演小不點，老師扮郵差或羅
賓」
「學生扮演小不點走到羅賓先生家門
口，可能的喚名、敲門開門聲」
2.利用「小豬」旋律
總結小不點先生的遭遇，連結到歌
詞

故事簡報

上課簡報第一張

3.以舉手者優先，或以傳球方式指定
一人一句讓每人都參與，老師適時
補充遺漏處。

(二)
1.老師與學生共同分別討論呈現各畫
面的要件：可分角色、場景物等，
讓學生自己說，老師補充歸納。

上課簡報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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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裝火柴/分雞
蛋
2.分配各小組負責的畫面
3.分組討論創作故事中的畫
面

4.小組創作發表
(1)各組數數編號
(2)分組排練
(3)分組出來，依老師數的
號序依序定格呈現

(4)說一句話

(5)猜猜看誰是小不點？

三、綜合活動(5 分)
老師回饋與鼓勵
【活動二:放大鏡看事件】
一、引起動機(10 分)
(一)音樂活動
1.聽「小豬」音樂在座位上
作出拍子的肢體動作
2.小組依序離開座位配合著
音樂，在大空間自由走拍
子
3.聽到指令（鼓聲），跟左或
右邊同學眼睛同一高度，

3.指定每一組討論的位置，並叮嚀不
能被別組知道誰扮演什麼角色，有
猜猜看的活動。

4.
(1)老師要環伺各組是否依號舉手
(2)在各自的空間同時按號序就自己
扮演的畫面位置
(3)畫面完整呈現後，老師可就時間
前後，指定四格或多格畫面呈
現，也可倒轉、順轉，其他組欣
賞。
例：就目前呈現畫面當 1，請表現接
下來的 2、3、4 個畫面，老師數
數順轉，4321 即是倒轉。
(4)老師請其中角色或場景物，依畫
面的需求，說一句符合當下劇情
的話或感受
(5)請他組小朋友為小不點戴上帽子

正向回饋

文化部網站
兒童文化館

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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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拍子
4.再聽到指令，換人一起走
5.找一個遠一點的同學，與
他同高度走，但不可讓他
知道，與他保持遠遠的距
離。
6.再聽到指令，換人
7.以最後高度走回座位
(二)體驗分享
1.分享自己跟著別人「高
度」的感受
2.分享「期望高度」不同的
經驗（例如成績、表現）
二、發展活動(65 分)
(一) 複習唱「不開心的小不點
先生」
(二) 複習「小不點先生」劇情
1.指定或自願者擔任說故事
角色〈說書人〉
2.各小組配合說書人，依劇
情發展，將上次分配到的
劇情畫面定格呈現在中央

分享時盡量傾聽孩子的話，不幫孩子
解釋或做結論，只需重複或釐清孩子
的話，用：「你覺得，你想要，這讓
你…」引導孩子說出感受，並引發其
他同學一同討論，作正向思考。
上課簡報第一張
(二)
1.學生分組坐在各組討論空間
2.老師可適時指定該組小朋友延伸演
出未呈現的畫面，及說一句符合劇情
的話。

上課簡報第三張

(三) 假裝扮演/小不點＆毛毛蟲
1.說明情境：故事中有一段
內容
【小不點告訴毛毛蟲他想找工
作，毛毛蟲一臉迷惑
「哦！」了一聲就爬走了，
可是心裡卻不認同。】
〈1〉想像一下，如果毛毛蟲
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二人會
有什麼對話？
〈2〉分配對話對象
2.二人一組練習對話

〈1〉先讓孩子自由發表，進一步討
論『如果…，可能會…』練習聆聽與
回應，學習尊重和溝通的技巧
〈2〉盡量是前後座位，猜拳決定誰
是誰
2.約 5 分鐘，巡視但不介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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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推薦在大家面前呈現
二人對話
4. 票選最友善的對話
(四) 假裝扮演/小不點＆羅彬
先生
1.說明情境：故事中有一段
內容
【在小不點幾次求職失敗
後，羅彬先生也有點灰心
了！】
〈1〉想像一下，2 人在一
起，從不知道怎麼辦到
想出辦法的過程中，會
有什麼對話？
〈2〉分配對話對象
2.二人一組練習對話
3.自我推薦在大家面前呈現
二人對話
4.票選最佳表情、最喜歡的
對話內容
三、綜合活動(5 分)
唱「快樂的小不點先生」（小豬
旋律）
「小不點先生很快樂，
個子嬌小有用處，
好玩有趣天天都發生，
從今以後沒煩惱。」
【活動三: 我是小李安】
一、引起動機(5 分)
復習「小不點先生」2 首曲子
二、發展活動(65 分)
(一) 說書人工作說明

3.每組對話完與孩子討論對話的效益
與後果，老師可舉友善與不友善的後
果提供思考
上課簡報第四張

〈1〉先讓孩子自由發表，進一步討
論『如果…，可能會…』，老師舉正
向與負面的後果提供思考

3.老師適時提醒對話前、中、後出現
的情境，表情、動作和聲音需讓觀眾
看得到、聽得到。

上課簡報第五張

＊重點複習劇情

上課簡報第一、五
張

(一)每組組員工作分配：
1.說故事的人（可以輪流當）
2.輪流扮演故事中的一幕（可以講簡

上課簡報第六張

短的一句台詞）
3.可以在開始（或中間或結束）唱歌
(二) 分組練習
(三) 說明評選規則：說書結束
後會進行投票

(三) 以貼上好棒貼紙當投票，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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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票給說得最清楚的一組

一票，「說得最清楚的一組」貼在組

2.投票給各組表現最配合的

長身上；「最配合的演員」貼在個人
身上

演員

上課簡報第七張

3.老師投票給聽得最專注的
人
(四) 說明舞台及觀眾位置
1.說書人站的位置與畫面呈
現演員的交錯
2.每組的觀眾席位置
(五) 分組出來說書
三、綜合活動(10 分)
(一) 評選；將貼紙貼在得獎者
身上
(二) 老師回饋與鼓勵
教學評量：
1、唱小不點的歌曲時，能清唱背出二首歌曲，歌詞與旋律正確。
2、大空間活動時，能依指令做出動作。
3、分享活動心得時，能說出理解他人感受的正向心得。
4、假裝扮演時，在尊重的態度下，有聆聽與回應的對話過程。
5、分組討論時，能參與小組討論（討論中立即給獎回饋）。
6、分組說書時，小組能共同順利完成說書中的說故事與呈現畫面。
試教成果：
1、有表現、有創意、正確、專注、有耐心、有毅力、或任何值得鼓勵的行為時，「好棒」貼紙
身上貼，展現孩子的榮譽心，也照顧到多元的表現。
2、小朋友很容易就學會 2 首小不點的歌曲，且唱得很開心，曲調創作的有趣是很大的關鍵，感謝
文建會用心的舉辦詞曲創作活動，老師及孩子才有機會欣賞及學到好聽的歌曲。
3、在分享活動心得時，
「高度」的話題，孩子自然聯結到父母的期望值與自己不同時，還有自己
抱起個子小的妹妹，讓她看得更遠的生活經驗，從體驗與感受中思考對應之道，看到了孩子的
體貼與懂事，幫助理解小不點的處境。
4、在大空間活動時，老師與孩子的默契，是活動成敗的最大關鍵，其次是班級慣有的上課氛圍。
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盡情享受活動及玩樂中的創意，少部分的孩子會迷失在其中無法自拔。
5、在假裝扮演時，時而出現孩子幼小心靈的天真無邪，也會呈現大人世界習慣的口吻，是一個進
行思辨的好機會，由現實情境中去引導思考對話的效果，是不錯的體驗學習。
6、透過循序漸進的進行分組創作故事片段與討論，從觀摩學習中，孩子很容易獨立完成最後的說
書，達到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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