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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嘩啦嗶啵-戀戀花布鄉土情 

主要領域：  藝術與人文  次要領域：綜合、健康與體育 

參賽者姓名：四年級全體師生  

學校名稱： 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關鍵詞 

教學主題：花布風情 、鄉土情懷。  

創意方式：實作學習 、同儕教導_。 

創意成效：情意表現力、 創作表達力。 

 

壹、創意緣起 

 

中平國小位於中壢、楊梅、平鎮交界處，也是饒平客語的家鄉。饒平花布團隊，發展校本課程

與特色課程，分別以「本土饒平~打造饒平的家鄉」、「宏觀饒平~打造世界之窗」，連續三年

（98、99、100年）榮獲教育部特色學校方案特優，同時通過桃園縣「本土教育、語文教育」兩項學

校特色認證，並榮獲行院客委會客語生活學校說唱藝術優等多項佳績。我們從在地特色出發，重新

恢復失傳已久的「饒平布馬舞」，創新「饒平過台灣」偶戲、客家花布產業」，形塑在地特色，兼

顧未來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客家花布在從前就被大量使用，如棉被套、頭巾、包袱、窗簾、門簾、

錢包……等，裡面圖案充滿喜氣活潑的韻味。 

    我們創新課程發展由四年級教學群組成「饒平花布團隊」，訂定的主題為嘩啦嗶啵~戀戀花

布鄉土情，與師生互動討論設計後，我們將花布做更多的變化，透過學生自由聯想設計，讓小朋友

在把玩童玩、製作各種花布作品當中，走入時光迴廊，在思古幽情中，品茗恬淡溫馨的鄉土情趣。 

 

貳、創意教學活動與教材設計的理念理念作法及成效 

一、創意教學背景說明：孩童對花布的喜愛→課程設計→教學活動 

由旋轉陀螺丟沙包遊戲開始，引發孩童對花布手工作品的興趣，在為花布製作各式各樣作品的過程

中，發現花布之美，藉此把花布帶入童年記趣中，豐富孩童們童年色彩，故而設計此一系列的教學活

動。 

二、創意教學策略實施：實作→教師引導與行政協助→結合學校特色課程 

學生能夠完成花布作品，教師從旁指導，提升孩子製作技巧及興趣。 

三、創意教學成效評估：接觸花布童玩→教學課程設計→孩童喜愛花布關懷鄉土 

經過此教學課程之後，孩子對花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更深一層的情感，並將對花布的興趣轉化為對

鄉土的熱愛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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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創意教學策略實施  

一、教學設計概念：孩子在此教學活動中，親自體驗動手做，拓展視野，發現花布可做許多不同

的變化，引發對製作花布作品的興趣，開啟更多觸角，找到家鄉牽動著心靈深處的一面，讓孩子們不

僅喜愛花布更熱愛鄉土。因此本教學課程設計之概念如下： 

 
 

二、課程架構：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9節，健康與體育1節，綜合活動2節，總教學節數共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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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一：扭轉乾坤我最行 健康與體育1節  旋轉紙陀螺  丟沙包遊戲 

教學課程二：花布燈籠高高掛 藝術與人文3節  燈籠黏貼製作 

教學課程三：小小巧手愛心包 藝術與人文2節  花布包完成 

教學課程四：沉醉中平二十景 藝術與人文2節  拼貼畫 

教學課程五：感恩心花朵朵開 藝術與人文2節  製作康乃馨 

教學課程六：統整活動綜合2 節、心得分享 

 

三、創意教學策略運用及實施 

 

編

號 

教學主題 目標及內涵 創意策略運用及實施 反思 

1 扭轉乾坤我最行 1. 用手旋轉花布紙陀螺

並學習維持長時間旋

轉的技巧 

2. 學會花布沙包拋與

接，及多個沙包拋接

變化遊戲 

3. 培養欣賞他人及解決

困難的能力 

內容趣味化：由陀螺及

沙包遊戲，吸引小朋友

對花布喜愛。 

增進自我挑戰：在一次

又一次的練習中，挑戰

難度更高的技巧，建立

對自己的信心。 

紙陀螺對小朋來說比較

容易，而沙包的拋接練

習卻需要良好的協調能

力，但是有很多小朋友

卻願意一再嘗試可見小

朋友的毅力及耐心是可

以訓練及培養。 

2 花布燈籠高高掛 1. 能將裁好的花布一片

一片黏貼在紙燈籠

上。 

2. 能與同伴合作，協助

組員完成大燈籠作

品。 

3. 收拾用具並清理環

境。 

融合節慶活動：春節的

熱鬧與花布的喜氣結

合，也讓小朋友感受傳

統年節的氣氛。 

合作學習：除了觀察組

員的技巧，並協助同伴

共同完成作品發揮合作

精神。 

燈籠的製作需要細心與

耐心，尤其大的燈籠更

需要一起合作才能黏貼

好，藉此也能增進團隊

合作培養默契及感情。 

3 小小巧手愛心包 1. 能將志工媽媽車好的

布包協助穿繩打結束

口。 

2. 了解布包義賣的用

途。 

3. 體驗一個小小的動作

也能付出愛心。 

配合愛心義賣：課程不

再只是教室內的活動當

作品完成時，花布包有

新的生命，裡面充滿大

家無限的愛心。 

小朋友動作靈巧的可以

完成好幾個花布包穿

繩，動作慢的小朋友也

一樣很努力，因為每個

人都喜歡幫忙，替大家

盡一份心力。 

4 沉醉中平二十景 1. 學會花布拼貼技巧。 

2. 認識校園二十景。 

3. 培養愛校護鄉情懷。 

融入學校特色課程：校

園中的圓樓、饒平石、

許家古厝壁畫，充滿鄉

土韻味，由花布拼貼更

提升小朋友對學校鄉土

的情感。 

小朋友在校園中活動對

學校產生深厚感情，一

拿到熟悉的校園圖樣就

十分雀躍的想趕快完成

漂亮拼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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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馨花朵朵開 1. 能用花布製作母親節

康乃馨花。 

2. 親手完成作品表達對

母親感恩之情。 

3. 能設計感恩卡寫上祝

福感謝的話。 

表達感恩祝福： 

康乃馨代表感恩祝福，

將花布製成一片片花

瓣，傳達孩子們一片片

孝心與祝福。 

五月是充滿感恩的時

節，花布康乃馨更別具

特色，象徵母親堅毅刻

苦的精神。小朋友更認

真的學習一心想要給媽

媽滿滿的祝福與感謝。 

6 統整活動 1. 與小組討論分享對花

布作品的看法。 

2. 花布還可以有哪些用

途？ 

3. 你想要再設計哪些花

布作品？ 

討論教學：小組討論花

布與生活關係。 

合作思考教學：組員口

頭報告、分享心得、提

供各種不同想法及創

意。 

小朋友都樂意和組員分

享對花布的認識與製作

作品的經驗， 

並能發揮創意提供很多

花布可以做哪些作品的

新點子。 

 

肆、教學困難與突破 

一、經驗不足的時候：請教學校行政及志工團隊的支援 

團隊成員是第一次進行花布教育的教學課程，在設計課程初期，即向推動花布教育深具理念的行政團隊及

志工團隊請教，之後，我們將教學課程的主題回歸到孩子、家人、學校、家鄉身上，內涵層次更以關懷、

感恩、愛家、愛校、愛鄉土為主要活動主題。 

二、技巧不足的時候：請求志工團隊協助 

花布包的車縫並不容易，我們非常感謝志工團隊大力協助製作花布包，使得課程進行相當順利圓滿。其中

康乃馨花製作以及拼貼畫的靈感，更得力於行政及志工團的幫忙。 

三、教學過程及資源： 

花布由學校行政提供解決教材資源的問題，教學過程中志工媽媽們入班指導協助孩童製作，讓課程進行更

加順暢。 

 

伍、教學課程實施與成效 

 

一、教學課程實施 

  
花布創意產業在 社區民眾深愛花布文創產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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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創造力嘉年華會設攤反映熱烈 圖中女孩玩著花布童玩樂在其中 

  

家長和社區民眾走入學校參加親職教育與我們進行

花布教育 
學生實際參與花布包製作實況 

  

運用社區人力資源耆老 

協助花布產業的發展與教學 

學生利用藝文領域 

學習花布製作與花布包創作 

 
 

學生花布拼貼作品 學生展現花布設計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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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饒平花布教學團隊學習 學生實際參與康乃馨製作 

  

學生展示製作康乃馨成果 展示製作康乃馨成果 

  

花布燈籠佈置走廊增添熱鬧氣氛 圓樓裡燈籠高掛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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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聚精會神的拼貼校景 學生參與拼貼畫過程 

  

校園圓樓及饒平石拼貼畫 學生分享經驗提出建議 

二、教學成效 

1.知識力與應用力 

    了解花布的時空意義及價值、理解花布的用途。 

2.情意表現力與美感教育 

      能完成花布作品、肯定及欣賞別人的作品、願意接受挑戰。 

  3.思考力與創意 

    從製做花布作品中思考解決的方法，並比較選擇最佳的方式來完成。 

4.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能發現製作時發生的問題，針對不同的問題找出改善的方法。 

  5.創作表達力創新設計力 

      能創作多樣豐富的作品、從中培養純熟細緻的技巧。 

  6.實際操作技能力 

    能用正確的方式，完成精緻的花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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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力 

辨知力 認識客家花布的歷史與背景。 

記憶力 記憶縫紉的步驟。 

鑑賞力 從客家花布製作過程中激發從對事物的鑑賞力及批判力。 

 

情意表現力 

自信力 透過拼貼，製作康乃馨，完成自己的作品。 

貫徹力 從拼貼或是製作客家花布包必須要一氣呵成，十分專心。 

挑戰性 學生鮮少利用花布拼貼或是製作布包。 

發問力 對於製作客家花布包及拼貼，有疑問部分能夠勇敢發問。 

尊重心 對於別人的作品，能夠給予尊重。 

開放性 願意接受他人想法與建議，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合作力 當有不懂的問題，同儕之間也可以互相合作解決問題。 

技能表現 
細緻性 學生設計拼貼時候，能用心在設計圖稿。 

正確性 學生能以正確方式使用針線。 

 

陸、教學者省思及學生回饋 

一、教學者省思 

 

楊貴惠老師 

參加校內客家花布團隊，對於花布感到親切與熟悉，每個花布圖案都有

媽媽味道，好像走入小時候的農村古厝及田野間。隨著時代的變遷，花

布的運用愈來愈少，床單窗簾似乎不再利用，為了讓花布走入孩童的生

命中，的確需要有更多的巧思和妙手，所以未來我們還要有更多更好的

規劃，帶著孩子們一起踏上這趟美妙豐富之旅。 

簡明峻老師 

很高興參加學校的客家花布團隊，客家花布團隊對我來說是種全新的體

驗跟挑戰，因為我是一個男生。為了要能給學生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

四年級老師也親手來製作客家花布包，有時候要縫釦子，有時候要拿起

針線，有時候要拿起熨斗把客家花布燙平，不像別的老師都手巧動作

快，我慢慢的做，竟然也都完成了。 

對於自己做出來的成品，感覺很有成就感，除了挑戰自己外，也覺得在

時間的洪流中，花布已經開始沒落了，漸漸比較少人重視，但是這是客

家文化的一部份，身為教育工作者必須要傳承家鄉的文化。 

 

二、學生學習的回饋 

許欣捷小朋友 

雖然我以前沒有用花布做過任何作品，但是看到花布覺得很好看，很親

切，也讓我的拼貼畫更生動。我很喜愛我的作品，因為摸著花布就好像

奶奶陪在我身邊一樣。 

陳丙智小朋友 我好高興學會了製作康乃馨花，當我拿回家送給媽媽的時候，媽媽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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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做得很漂亮，我把感謝的話寫在卡片裡，祝福媽媽身體健康天天開

心。 

曾嘉容小朋友 

黏貼燈籠要很小心才黏得好看，還好有同學一起幫忙，我們才能完成一

個個燈籠，現在看到走廊掛著我們製作的燈籠，心裡好高興，因為那是

我們努力的成果。 

黃泓理小朋友 

愛心媽媽教我們將花布包用繩子穿好打結，雖然一開始我不大會，但是

同學很有耐心的指導我，我就完成了，我希望我的花布包在義賣的時候

能趕快賣出去。 

 

柒、未來展望 

花布的作品具生活化，因此未來我們希望設計更多吸引孩童，讓孩童愛上花布的活動課程。 

1.花布童玩製作： 

遊戲最能吸引小朋友的興趣，在一些童玩如：竹槍、竹蜻蜓、毽子、積木等，做些花布裝飾，更能深入

孩童心靈。 

2.設計實用作品： 

 小朋友的筆筒、書籤、卡片、筆袋……等，生活中常會使用的物品，可以利用花布來點綴，更是繽紛

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