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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名稱: 那些年 我們一起跳的馬

學校名稱：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主要領域：藝文領域      次要領域：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   
實施期程：101學年度第一學期
實施領域及時間:《藝術與人文》8節、《社會》3節、《健康與體育》2節，共13
                節；另加課餘時間。      
參賽者姓名：陳建彬、陳新平、朱家韻、徐詩媛、鄭亦修
[關鍵詞]
教學主題：布馬體驗、創新布馬舞
創意方式：實做創作、小組合作學習
創意成效：增進合作學習的技巧態度、活化社區資源、開發文創產業

過嶺是一個饒平客味甚濃的聚落，

中平是過嶺聚落唯一的小學，

跳布馬曾是客家廟會的祈福儀典，

但因布馬製作繁雜，跳布馬人力需求甚大，

這流傳數百年的儀典式微，終至消失。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耆老蒼涼的期許下，

中平師生和家長從無到有找回布馬的記憶，

從花布探源、造型設計練就縫工，裁製布馬，

一隻隻小孩的小布馬，大人的大布馬誕生出來。

從舞步探源，陣式設計、練就武功，

一場場布馬舞又鑼鼓喧天了起來，

從客家文物館的建立、客家圓樓、饒平書香餐車開始，

一個濃情客家的教育基地完備了起來。

孩子找回上學的樂趣，也培育了滿身的能力，

大人和社區找回客家的熱情。

一匹匹生產的布馬可以賣，可以鑑賞，可以驕傲，

一個個跳布馬的孩子，昂首述說屬於客家的故事。 

請到我的家鄉來，

過嶺的布馬將以濃濃的客家風情迎接你。

壹、創意緣起與目標 
【創意緣起】
一、社區耆老對學校的期許〜隱隱透露對文化式微的隱憂
    在進行綠活圖田野調查時，社區耆老許文要先生親自蒞臨許家老屋；耆老許學洪先生
也為學生述說「大岳流芳」的故事，並帶領學生探索這座近兩百年的老屋，提醒後代子孫
「莫忘祖宗言」（不要忘記「媽媽的話」）。許文要先生與許學洪先生了解地方脈絡，深耕
客家文化，撒播傳承種子；他們主動到學校「說故事」給孩子們聽，開啟了孩子與社區的對
話……。在饒平石下，我們實施了「耆老訪談」、「耆老說故事」課程，感動了孩子，啟動
屬於中平的在地故事……。
二、布馬舞在中平的緣起開展
　　但是，因為布馬製作的手工繁複，在台灣已經失傳很久了。我們學校在許時烺老師、陳
彬彬老師、傅珍紹主任、池蘭輝團長、葉斯雄前會長、陳增昌里長、邱坤增理事長的努力下，
從無到有，重新恢復客家饒平布馬舞；布馬製作也由第一代的竹骨紙糊、第二代的竹骨塑膠
網夜光馬、第三代的滑輪海綿馬，進化到第四代以塑膠片當骨架，不斷的再創新求變。     
三、教學方案發展核心理念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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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土地，我們來疼惜；我們的文化，我們來深耕」「沒有根的教育是危險的」，

尋找文化的根，強化土地認同，是團隊的基本信念。團隊從圖、文、思願景「陽光、希望、

新中平」出發，以「我們的土地，我們來疼惜；我們的文化，我們來深耕」為核心理念，運

用特色學校理論、校本課程理論、多元智慧理論，以及策略聯盟等理論，深耕鄉土文化；透

過課程方案之實施，走讀家鄉、認同鄉土、傳承文化、發展產業，厚實基本能力。

【教學目標】

    本方案之教學目標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探討布馬舞歷史起源與本地布馬舞的發展。

 二、學生透過訪談了解到布馬舞如何融入校內、社區、與各類活動的規畫。

 三、學生身歷其境的參與布馬製作與參與校內、社區、各類活動使其認同學校並培養出榮

     譽感。

 　 我們將此教學方案帶著學生一起彙整，參加『2013年網界博覽會』，學生們可以透過

此次活動不單單只是了解到客家傳統技藝，更重要的是培養出對於自己的母校與自己所生長

的土地有所認同，成為一個素質優良的好國民，更讓大家看見布馬之美!

貳、創新教學過程及策略
一、創新教學過程

    運用特色學校理論、校本課程理論、多元智慧理論等理論，發展「布馬過嶺、傳承客

家」校本課程，深耕鄉土文化；方案共有四個主軸課程，其中主軸課程四〝深耕花啦嗶啵〞，

是以客家花布與布馬產業所設計的課程，我們將教學深化為『那些年 我們一起跳的馬』方

案。

   

《班級課程教學實踐》
(一)【歷史考究】
布馬舞的來源源自傳說：
　　宋朝時有一新科狀元，因抗擊金兵有功，皇帝為了表彰其功績，賜其會同探花、榜眼、
進士偕同各自的夫人及一名童子策馬遊街慶賀，故名為《狀元遊街》，共有布馬九騎，並有

學校課程層次實踐

與社區結合活化教學 班級教學層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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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鼓伴奏。後來，又經發展，才逐漸形成，為舞蹈形式且有較為固定的舞蹈程式，無論奔騰
跳躍或徐步緩行，均要著重表現出馬的形象，使其活靈活現。
　　但是，因為布馬製作的手工繁複，在台灣已經失傳很久了。我們學校在許時烺老師、陳
彬彬老師、傅珍紹主任、池蘭輝團長、葉斯雄前會長、陳增昌里長、邱坤增理事長的努力下，
從無到有，重新恢復客家饒平布馬舞；布馬製作也由第一代的竹骨紙糊、第二代的竹骨塑膠
網夜光馬、第三代的滑輪海綿馬，進化到第四代以塑膠片當骨架，不斷的再創新求變。
(二)【鄉野訪談】 
1.耆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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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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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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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馬體驗
1.砍竹篇

2.骨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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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塑形篇

4.花布篇



                    GreaTeach-KDP 2013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簡章

5.布馬舞篇
體驗流程：
　    今天，我們要實際來體驗跳布馬舞，我們特別請到布馬隊的指導老師─陳彬彬老師來指
導我們跳布馬舞，平常看別人表演很精采，但是今天自己跳好像就不是這麼回事了！看看我
們練習跳布馬的成果吧！

教學歷程二：教學實施

單
元
一
布
馬E

-L
earning

1. 教師講解客家布馬製

作流程（砍竹子）

2.教師講解客家布馬製

作流程（綁置成

形） 

3.教師講解客家布馬製作

流程（縫製花布）

學生回饋： 

家 權 : 「 這 是

我第一次聽到

客家布馬的介

紹，好希望趕

快能接觸到布

馬！」

  單

  元

  二
躍
動
布
馬
舞

1. 老師說明布馬的使用

選取適合大小的布馬

2. 老師協助學生穿上布

馬練習前進後退

3. 學生依順序排列練習基

本舞步

學生回饋：

以 軒 : 「 哇 ！

真是好高興，

穿起來的感覺

真不錯，沒想

到 布 馬 還 很

重！」

  單

  元

  三

  瘋

  狂

  來

  比

  馬

1. 暖身活動 2.別上計步器，看我馬

   力十足

3. 分組競賽 學生回饋：

婷 萱 : 「 好 高

興能夠認識客

家的布馬舞，

並且也有機會

能 夠 上 台 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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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歷程三：延伸活動 學生展能
本活動可以結合健體領域，以大活動課

程方式，讓學生進行布馬舞陣的練習。

不僅達到運動健身的目的，更可以培養

學生團隊合作的默契。另外，可以培養

學生對客家傳統文化認識與欣賞。

能學會基本布馬舞步 能團隊練習 彼此配合

二、創新教學策略
    我們常利用星期四下午、課後時間，及假日展開對話，分享教學策略，落實教師同儕學
習；運用週三下午聘請專家指導，創新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以下臚列團隊運用之教學
策略：

叁、創新教學成效
    帶動社區文化與產業～將布馬成為帶動社區課程產業及社區營造的主要觸媒，讓社區整

個動起來，達到課程產業化、產業課程化。

走讀體驗學習 親身體驗、觀察反省、總結領會、積極嘗試

數位資訊應用 課程教學網站建置、電子書製作、雲端學習、數位學習檔案

手感經濟應用 學生參與手工製作；觀察、鑑賞、分享、行銷、義賣

社區資源整合 家長志工參與、社區積極投入、引入社區耆老、聘請專家指導、整合

在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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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新教學省思
【遭遇或克服的難題】

一、時間的配合：

    在邀約的過程中即困難重重，除了本身的課業外，學生放學後大多都有參加安親班或其

他活動，因此要集合來共同討論的時間並不多。另外，適逢寒假，大家的時間也有限，要相

聚在一起討論也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們經常是透過電話或網路相互聯繫或交換資料。

二、訪談的技巧：

    訪談和寫記錄對小學生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經過爸爸媽媽事前多次幫我們模

擬演練，再加上事後聽錄音、看錄影的記錄整理，我們愈來愈有進步。

三、專業的困難：

    我們是第一次參加網頁競賽，所以包括網頁程式的撰寫、版面的配置、格式的規範以及

圖檔容量的大小，都是時常碰到問題與挫折的，我們只能從錯誤中求進步，在學校下課時就

趕快請教同學和老師，假日再找網頁指導老師指正，但有一些較難較繁複的技巧，我們也只

好邊做邊學了。

四、工作的繁雜：

    網博競賽不僅重視結果，也重視過程的紀錄。從開始的訪問、寫紀錄、畫畫美工、攝錄

影、寫程式、編輯以及網頁最後的測試，都是困難重重的。甚至我們第一版網頁完成後，因

為版型色彩大家觀感不一致而整個廢棄重新再來。不過在這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擬訂了計劃

表，以及按照企劃書進行進度控管，並且分工以達到製作網頁的目標，並且在重要的討論後

撰寫會議記錄，以做為下次工作進行的依據。

五、最後的整合：

    最大的挑戰應該是最後的資料整理和網頁的呈現，充份表達個人意見與討論後，我們最

後大都有一致的作法〜少數不能解決的問題，也都能請指導老師幫忙，這是我們做過最大型

的作業，也是學得最多的一個功課。

【心得箴言】

    我們從一開始加入的興奮，到最後鬆了一口氣之間，有許多五味雜陳的心情與感想。一

開始要參加這個活動時，我們感到多麼的榮耀啊！不過興奮之中不免夾雜著一些擔心和緊張，

因為怕會做不好。後來，網界博會便開始了。我們一開始做的很順利，在我們體驗和採訪的

過程中，我們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和許多奇奇怪怪的事，讓我學到了許多有關於布馬的

知識，也讓我了解到「團結」的意義。老師在教我們繪圖軟體與網頁製作上，讓我們非常感

興趣，原來我們平日看的網頁背後是一堆的程式碼所組合而成，可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這

個活動雖然很辛苦。卻也讓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所以希望以後如果還有這麼棒的活動，我

們還可以再參加！

【方案對我們產生的影響與衝擊】

    在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到，最早本以為布馬舞只是個地方區域的小藝陣，只在節慶活動

時會出來亮亮相。但沒想到，在社區當中，這卻是引發了他們心裡最角落的懷舊鄉情。當初

社區耆老看到他們孩提時代才有的布馬藝陣重現在中平國小，社區與中平又多了一項連結，

關係更加緊密。學校與社區一起做布馬跳布馬，傳承舊有藝術，並將之創新再推向台灣各個

角落，布馬舞所代表的背後涵義已遠遠大本身的藝術價值。

【發現、教訓和驚奇】

    我們發現，人有無限潛能，像我們這種年紀的孩子，居然也能夠和大人一樣砍竹鑽孔車

布，做出真正的布馬。原來只要有耐心細心恆心，雖然中間受了小傷不斷，但我們真的做到

了。當同學發現我們親自完成了布馬，都覺得這真是太厲害了!此外，學校把傳統布馬搭上

最夯的騎馬舞音樂，還有用最炫的風火直排輪來舞花布龍，這些搭配讓我們驚奇不已，覺得

真是酷斃了！我們好驚訝，原來只要有心，我們祖先流傳下來的東西也可以非常時尚非常酷

唷！     網界博覽會網頁 http://host.cpes.tyc.edu.tw/~cpes55/index.htm

http://host.cpes.tyc.edu.tw/~cpes55/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