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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內容 

領域/科目 藝術與人文(美術) 設計者 揭金鳳、何嘉玲、徐依絮 

實施年級 國小5~6年級(視障生) 總節數 
共 五 節， 190   分鐘 

(內含戶外教學活動) 

主題名稱 走讀大雅-小麥文化節歡迎您來喔!大雅在地文化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3 引導下能樂於學習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珍惜自己的藝術 
     作品。(簡化) 

2-Ⅲ-3 引導下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惜自己與欣賞 
     他人的創作。(簡化) 

2-Ⅲ-5 引導下能在生活環境中，觀察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簡化) 
2-Ⅲ-2 引導下能體驗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簡化) 

學習 

內容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核心 

素養 

總綱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 
        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 
      完整性 
環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所融入

之單元 
自編:結合陶藝課程進行大雅趙家窯手拉坯體驗 DIY 課程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社會、自然、健康、生活、數學、綜合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藝術相關專業書籍/網路資訊/康軒藝術與人文 

教學設備/資源 專業多功能陶藝教室/陶藝美術工具及相關陶藝設備器材 
專業多功能烹飪教室/廚房用具/餐具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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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陶藝｢視｣界-雙

手樂陶陶 
 

(活動一): 
陶藝手作拍拍
樂(陶藝課程) 

 
(活動二): 

陶藝手作搓搓
樂(陶藝課程) 

 
(活動三): 
食之美 

(五感體驗) 
(陶藝課程) 

 
(活動四): 

幸福的滋味~ 
製作幸福蔥油
餅(烹飪課程) 

學習 

表現 

1- Ⅲ-3 引導下能樂於學習 
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珍
惜自己的藝術作品。(簡
化) 

2- Ⅲ-3 引導下能觀察生活 
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
惜自己與欣賞他人的創
作。(簡化) 

3- Ⅲ-5 引導下能在生活環 
境中，觀察藝術與生活
的關係。(簡化) 

2- Ⅲ-2 引導下能體驗藝術 
   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 
   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 
   想法。(簡化) 

1.學生能參與聆聽與回應。 
2.學生能說出大雅在地的 
  景點與了解何謂大雅在 
  地小麥文化節。  
3.認識蔥油餅食材與比例- 
  麵粉、水、青蔥。 
4.結合陶藝基本技法將麵 
  糰拍扁及透過各種的工 
  具/食材製作完成好吃 
  的蔥油餅!學生有興趣 
  加添主動學習動機。 
5.發揮個人的創意，透過 
  課程學習，體會陶藝之 
  美，欣賞自己作品獨特 
  的美感與手作的紋理與 
  溫度。 

學習 

內容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 
    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 
     式、內容、技巧和元 
     素的組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 
     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P-Ⅲ-2 生活設計、公共 
    藝術、環境藝術。 

單元二: 

走讀大雅趙家

窯-戶外教學體

驗活動(11月

份) 

(活動五): 

在地導覽介紹

大雅在地文化

產業-小麥文化

節的特色由來 

觸摸、嗅聞真

實小麥/喝穀物

茶/小點心 

 

(活動六): 

體驗 

手拉坯一件 

 

學習 

表現 

 

1- Ⅲ-3 引導下能樂於學習 
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珍
惜自己的藝術作品。(簡
化) 

2- Ⅲ-3 引導下能觀察生活 
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
惜自己與欣賞他人的創
作。(簡化) 

3- Ⅲ-5 引導下能在生活環 
境中，觀察藝術與生活
的關係。(簡化) 

2- Ⅲ-2 引導下能體驗藝術 
   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 
   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 
   想法。(簡化) 

1.學生能說出大雅台灣工 
藝之家-趙家窯在地的
景點。 

2.認識大雅在地文化產業- 
  小麥文化節的由來。 
3.學生能認真參與聆聽在 
  地導覽與配合回應。 
4.透過在地導覽了解小麥 
  成長過程。 
5.運用感官探究種子，覺 
  察種子特性。 
6.學生能根據教師問題說 
  出關於種植小麥的知 
  識。 
7.學生體驗手拉坯製作食 
  用餐具(陶碗或陶盤)喝 
  穀物茶/小點心。 
8.發揮個人的創意，透過 
  課程學習，體會陶藝之 
  美，欣賞自己手拉坯作 
  品獨特的美感與手作的 
  紋理與溫度。 
9.學生能寫出聆聽導覽的 
  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知 
  識與心得。 

學習 

內容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 
    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 
    式、內容、技巧和元 
    素的組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 
    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P-Ⅲ-2 生活設計、公共 
    藝術、環境藝術。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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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單元一:陶藝｢視｣界-雙手樂陶陶 時

間 
共 四 節，160 分鐘 

主要設計者 揭金鳳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參與聆聽與回應。 
2.學生能說出大雅在地的景點與了解何謂大雅在地小麥文化節。  
3.認識蔥油餅食材與比例-麵粉、水、青蔥。 
4.結合陶藝基本技法將麵糰拍扁及透過各種的工具/食材製作完成 
  好吃的蔥油餅!學生有興趣加添主動學習動機。 
5.發揮個人的創意，透過課程學習，體會陶藝之美，欣賞自己作品 
  獨特的美感與手作的紋理與溫度。 

學習表現 

1-Ⅲ-3 引導下能樂於學習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珍惜自己的藝術作 
       品。(簡化) 
2-Ⅲ-3 引導下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惜自己與欣賞他 
       人的創作。(簡化) 
2-Ⅲ-5 引導下能在生活環境中，觀察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簡化) 
2-Ⅲ-2 引導下能體驗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簡化) 

學習內容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領綱 

核心素養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 
       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1.學生能透過教師口述課程中實作小麥拓印、在地小麥文化導覽、 
體驗手拉坯實作結合課程顯示的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符號表徵，
來了解大雅的在地文化、生活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2.在課程當中將真實小麥拓印，體驗手拉坯實作的過程中，學生會 
  彼此分享及珍惜自己與欣賞同學的作品。 
3.在課程當中學會如何協助同學、關心他人，進而與同學共同合作 
  完成作品。 
 

議題 

融入說明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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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活動一】: 陶藝手作拍拍樂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上課之專業陶土及各式工具。 
2.熟悉陶藝基本技法-搓圓、拍扁、擀平的動作學習。 

3.熟悉陶藝基本技法-搓圓、拍扁、擀平、描繪形狀(圓形) 

  將真實小麥放置於陶板上面，運用滾輪模具壓印出小麥 

  漂亮的圖紋完成小麥飾品盤。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一)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日常生活中吃過的台灣美味小吃好 
    料理之食物，例如：蔥油餅。  
(二)教師向同學介紹課程上會使用桌面上那些工具。 
(三)教師講解並示範製作過程的步驟如下：  
1.教師協助引導輕握學生的手背運用手部取長條型陶土塊， 
  以直尺量長度(1㎝~2㎝)，拿好竹棒戳洞+畫線條當記號。 
2.將魚線切割器由上往下壓切割相同(1㎝~2㎝)尺寸的陶 
  土塊，將(1㎝~2㎝)的陶土塊先搓圓泥球並且拍平陶土 
  三~五下，以擀麵棍擀平陶土塊(如同直尺厚度約0.5㎜) 
  運用擀麵棍擀平陶板時，擀麵棍要保持在陶板中間上 
  方，前後來回方向數三~五下；分別依序轉四個方向(轉 
  一圈)，描繪形狀(圓形)將真實小麥放置於陶板上面， 
  運用滾輪模具壓印出小麥圖紋，個人即完成漂亮的小麥 
  飾品盤。小麥飾品盤。 
3.課程結束後，學生將桌面各式工具擺放好，環境收拾桌 
  面擦拭整潔。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1.複習課程之學習內容。 
2.學生與自己所製作的小麥飾品盤合照留念與紀錄。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活動二】: 陶藝手作搓搓樂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上課之專業陶土及各式工具。 
2.熟悉陶藝基本技法-搓長泥條、分切長泥條、搓圓、拍 
  扁、擀平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一)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日常生活中吃過的台灣美味小吃好 
    料理之食物，例如：蔥油餅。  
(二)教師向同學介紹課程上會使用桌面上那些工具。 
(三)教師講解並示範製作過程的步驟如下： 
1.教師協助引導輕握學生的手背運用手部取長條型陶土塊， 
  以直尺量長度(1㎝~2㎝)，拿好竹棒戳洞+畫線條當記號。 
2.運用魚線切割器由上往下壓切割相同(1㎝~2㎝)尺寸的 
  陶土塊，將(1㎝~2㎝)陶土塊抓握使其成土條狀，並且 
  搓長泥條分切相同尺寸的小土塊。 
3.將小土塊搓圓泥球並且拍平陶土三~五下，以擀麵棍擀 
   平陶土塊(如同直尺厚度約0.5㎜)運用擀麵棍擀平陶板 

課程環境教材與教具： 
專業陶土、擀麵棍、 
模型板、竹棒、不同 
尺寸大小的吸水帆布、 
直尺、毛筆、水彩筆、 
原子筆、螺絲起子、 
塑膠刀、雕塑工具、擠 
壓器、小型擠泥器、魚 
線切割器、已盛裝(水 
+泥漿)的陶製容器、陶 
板機、乾淨的抹布、銼 
刀、牙刷、水砂紙、吸 
管、不同材質的紙張、 
剪刀、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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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擀麵棍要保持在陶板中間上方，前後來回方向數 
   三~五下；分別依序轉四個方向(轉一圈)，個人即完成 
   台灣美味小吃好料理之食物(蔥油餅的餅皮)。 
4.課程結束後，學生將桌面各式工具擺放好，環境收拾桌 
  面擦拭整潔。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一)複習課程之學習內容。 
(二)學生與自己所製作的蔥油餅餅皮合照留念與紀錄。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活動三】: 食之美(五感體驗)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製作蔥油餅之食材、麵粉、水、 
  青蔥。 
2.教師先協助學生戴浴帽、穿圍裙:可防止頭皮屑、頭髮

掉入食材，並且有廚師的架式。 
3.依序引導協助學生洗手、入座。 
4.學生感官體驗嗅聞認識蔥油餅食材與比例-麵粉、水、 
  青蔥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一)教師向學生詳細介紹桌面上之食材及各式用具 。 
(二)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指認要製作蔥油餅各種材料名稱 
    及各種工具名稱。 
(三)教師講解並示範麵粉與水調和比例製作過程步驟如下：  
1.教師先口頭向學生介紹使用的是中筋麵粉1000g，加上 
  溫開水600c.c.(溫水200c.c.+400c.c.熱水)。溫熱開水 
  分三次200c.c.加入深盆子內，先以長筷子同一方向均 
  勻攪拌成麵糰形狀。 
2.將麵糰放在桌面上搓、揉、捏至軟麵糰成形，並且在麵 
  糰表層加上少許沙拉油後，裝入袋子中靜置30分鐘。 
(四)教師引導學生將桌面各式盤子及工具擺放好，拿濕抹 
    布擦拭桌面完成桌面清潔工作。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一)複習課程之學習內容。 
(二)學生與自己所製作的大麵糰合照留念與紀錄。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活動四】: 幸福的滋味~製作幸福蔥油餅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製作蔥油餅之食材、小麵糰及

各式用具。 
2.教師先協助學生戴浴帽、穿圍裙:可防止頭皮屑、頭髮

掉入食材，並且有廚師的架式。 
3.依序引導協助學生洗手、入座。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一)教師向學生詳細介紹桌面上之食材及各式用具 。 
(二)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指認要製作蔥油餅各種材料名稱 
    及各種工具名稱。 
 
 

事先準備製作蔥油餅食 

材及用具: 

食材: 

中筋麵粉 1000g、青蔥

300g、溫開水 400c.c. 

、熱開水 200c.c.、沙 

拉油 1 瓶、醬油膏 1 瓶。 

 

用具:    

不同粗細尺寸擀麵棍、 

量杯、各式不同鍋碗 

瓢盆盤子及餐具、平 

底鍋、砧板、刀子、 

直尺、披薩刀、剪刀、 

刷子、油紙袋、濕抹布 

、大小湯匙、叉子、廚 

房紙巾、衛生紙、保鮮 

膜、密封袋、專用托盤。 

 

 

 

 

 

 

 

 

★教師在介紹材料時，    

可結合時事及生活 

  知識，如:蔥的價格 

  會因天氣因素上漲, 

  得來不易，所以要 

  愛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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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講解並示範蔥油餅製作過程步驟如下：  
1.取出麵糰，先切對半，開始以手用力抓、捏、握麵糰形 
  成均勻長條狀的麵糰(直徑如同大擀麵棍)。 
2.在均勻長條狀的麵糰上方，以直尺丈量約3㎝，使用安 
  全披薩刀用力在長條狀麵糰上方畫線做記號；以披薩刀 
  前後來回方向數三~五下；分別切斷相同尺寸的小麵糰。 
3.在搓圓泥球的小麵糰上方用力拍平3~5下，以擀麵棍擀 
  平小麵糰(如同直尺厚度約0.2㎜)，加入蔥花，將麵皮 
  上、下、左、右互相黏接往中間集中壓緊並且再次擀 
  平。 
(四)將自製蔥油餅集中擺放於托盤上方並且在教師從旁指 
    導下，自己煎蔥油餅(低視力學生為主)。 
(五)教師引導學生將桌面各式盤子及工具擺放好，拿濕抹 
    布擦拭桌面完成桌面清潔工作。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一)複習課程之學習內容。 
(二)學生與自己所製作的蔥油餅合照留念與紀錄。 

 

 

★若有不吃青蔥的學生，

可以九層塔食材代替，

讓學生有選擇其他的 

  食材替代。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無 

參考資料 陶藝專業書籍：陶藝技法 1.2.3  李亮一著 

附錄 (附件一)製作40人份蔥油餅食材清單 

(附件二)幸福蔥油餅學習單 

(附件三)陶藝基本技法檢核教學評量學習單 

(附件四)陶藝｢視｣界與生活美學課程教學分享 

        (照片補充歷年學生上課教學照片) 

(附件五)學習錨式數學設計(低視力學生)幸福蔥油餅 PPT 

(附錄六)影音檔三段補充歷年教師運用陶藝基本技法教學-學生作品 

        欣賞  

影音檔-1: (輕音樂版) 

陶藝基本成形技法(以搓圓形技法)完成學生創作藝術作品-02:53秒 

影音檔-2: (歡樂版) 

陶藝基本成形技法(以描繪陶板組合)學生創作藝術作品-02:52秒 

影音檔-3:  
金鳳老師介紹學生創作藝術作品陶藝基本成形技法(搓長泥條)+請家

長在家裡準備物品讓學生練習陶藝技法動作-04:3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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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單元二: 

走讀大雅趙家窯-戶外教學體驗活動

(11月份) 
時間 

共 一 節，180 分鐘 

13:30~16:30 

主要設計者 揭金鳳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說出大雅台灣工藝之家-趙家窯在地的景點。 
2.認識大雅在地文化產業-小麥文化節的由來， 
3.學生能認真參與聆聽在地導覽與配合回應。 
4.透過在地導覽了解小麥成長過程。 
5.運用感官探究種子，覺察種子特性。 
6.學生能根據教師問題說出關於種植小麥的知識。 
7.學生體驗手拉坯製作食用餐具(陶碗或陶盤)喝穀物茶/小點心。 
8.發揮個人的創意，透過課程學習，體會陶藝之美，欣賞自己手拉 
  坯作品獨特的美感與手作的紋理與溫度。 
9.學生能寫出聆聽導覽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與心得感想。 

學習表現 

1-Ⅲ-3 引導下能樂於學習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珍惜自己的藝術作 
       品。(簡化) 
2-Ⅲ-3 引導下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惜自己與欣賞他 
       人的創作。(簡化) 
2-Ⅲ-5 引導下能在生活環境中，觀察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簡化) 
2-Ⅲ-2 引導下能體驗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簡化) 

學習內容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領綱 

核心素養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
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素養呼

應說明 

1.學生能透過教師口述課程中實作小麥拓印、在地小麥文化導覽、 
體驗手拉坯實作結合課程顯示的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符號表徵，
來了解大雅的在地文化、生活及歷史的相關知識。  

2.在課程當中將真實小麥拓印，體驗手拉坯實作的過程中，學生會 
  彼此分享及珍惜自己與欣賞同學的作品。 
3.在課程當中學會如何協助同學、關心他人，進而與同學共同合作 
  完成作品。 

議題融入 

說明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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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活動五):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上課之專業陶土及各式工具。 
2.在地導覽介紹大雅在地文化產業-小麥文化節的特色由來 

  觸摸、嗅聞真實小麥/喝穀物茶/小點心。 

(活動六): 

3.體驗手拉坯一件 

1.趙家窯從創作生活陶器、展示、教育、藝術等，都呈現 

  當地特色。 

2.將生活的理念融入創意，用在地大雅的紅土、小麥灰為 

  釉色，再銘刻麥穗圖紋，地方文化的元素在趙家窯發揮 

  得淋漓盡致。 

3.觸摸/嗅聞真實小麥/喝穀物茶/小點心。 

4.體驗活動(完成手拉坯作品一件)。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 
1.趙家窯先在桌面上擺放好要導覽重要小麥及各式用具。 
2.惠明教師、志工依序引導協助學生洗手、入座。 
3.趙家窯導覽介紹大雅在地文化產業-小麥文化節的特色由 

  來。 

4.惠明教師、志工參與協助學生進行教學活動(觸摸/嗅聞 

  真實小麥/喝穀物茶/小點心)。 

5.體驗手拉坯一件(學生自己決定要製作陶碗或陶盤)。 
6.教師、志工引導學生將桌面使用後的工具擺放好，拿濕 
  抹布擦拭桌面完成桌面清潔工作。 
 
三、綜整活動(學習表現) 

(一)結合陶藝課程之學習內容。 

(二)學生與自己所製作的手拉坯作品合照留念與紀錄。 

(三)團體照留念與紀錄。 

(四)教師、志工、學生們有機會參與戶外教學活動到趙家 

    窯，在欣賞地方特色產業加值的藝術作品的同時，更 

    能體驗自然環境中生活的美感，認識大雅小麥之美。 

 

 

 

 

 

 

 

 

428 臺中市大雅區 

大林路 66 巷 12號 

電話： 

04-25662056 

體驗手拉坯活動需事

先預約。 

 

 

★老師們已事先親自 

拜訪趙家窯現場環境 

探勘，大雅趙家窯提 

供戶外教學提供學生 

手拉坯體驗教學參考 

教學內容(包含學生 

體驗手拉坯一件手拉 

坯作品-陶碗或陶盤， 

材料費/燒窯費/喝穀 

物茶/小點心) 

 

★戶外教學時間趙家

窯建議下午

14:00~16:00(兩小

時)/11 月份教學/12

月份聖誕節以前取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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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OaemvLWG6ySEZF_36z5PBjzzuyS5LYS1Q:1630369543997&q=%E8%B6%99%E5%AE%B6%E7%AA%AF+%E9%9B%BB%E8%A9%B1&ludocid=11347720760150524149&sa=X&ved=2ahUKEwiJyJbs_9nyAhWwy4sBHc6vAW4Q6BN6BAgyEAI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B6%99%E5%AE%B6%E7%AA%AF&sxsrf=AOaemvIDNrWFEbCxX4IcLatto6QH36ItMA%3A1630369530719&source=hp&ei=-nYtYa2qKcCQr7wPrvO_mAE&iflsig=ALs-wAMAAAAAYS2FCus0GkZvGwRYHCZA-fp8E-9gal4t&oq=%E8%B6%99%E5%AE%B6%E7%AA%AF&gs_lcp=Cgdnd3Mtd2l6EAMyBAgjECcyBQgAEIAEMgQIABAeMgQIABAeMgQIABAeMgYIABAFEB4yAggmOgcIIxDqAhAnOgsIABCABBCxAxCDAToICAAQgAQQsQM6BQghEKABOggIABCxAxCDAToFCAAQzQJQjg1Y6ltgn2VoC3AAeACAAV2IAe8HkgECMjCYAQCgAQGwAQo&sclient=gws-wiz&ved=0ahUKEwitj-rl_9nyAhVAyIsBHa75DxMQ4dUDCAk&ua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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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行程安排如下(體驗手拉坯 DIY 課程)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13:30  集合 學校光明樓
穿堂 

 

(教師視 

 現場情 

 況進行 

 調整) 

13:30~13:40 前往趙家窯  

13:40~14:00 協助學生洗手、
入座 

 

14:00~16:00 趙家窯導覽、
進行活動 

 

16:00~16:20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需繳交 
 心得 250~300 
 字電子檔給美 
 術老師) 

  

16:20~16:30 回學校 
 

  

 

五、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小麥特色課程設計層面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無 

參考資料 參考趙家窯網路資料、現場環境探勘、趙家窯在地文化導覽 

附錄 ★學生需繳交心得250~300字電子檔給美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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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製作 40 人份蔥油餅食材清單 
 

食材名稱 
(請填上 
食材名稱) 

食材圖片 單價 數量 金額 

中筋麵粉 
1000g 

 

50 元 1 包 50 元 

青蔥 
300g 

 

80 元 300 公克 80 元 

沙拉油 
600ml 

 

50 元 1 瓶 50 元 

醬油膏 
420g 

 

80 元 1 瓶 80 元 

油紙袋 
(每包 100 入，

不零售) 

 

40 元 1 包 40 元 

總金額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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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幸福蔥油餅」學習單 
 

食材名稱 
(請填上食材 

名稱) 
食材圖片 單價 數量 金額 

__________ 
1000g 

 

50 元 1 包 ____元 

____________ 
300g 

 

80 元 300 公克 ____元 

____________ 
600ml 

 

50 元 1 瓶 ____元 

____________ 
420g 

 

80 元 1 瓶 ____元 

____________ 
(每包 100 入) 

 

40 元 1 包 ____元 

總金額 $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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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陶藝基本技法檢核教學評量學習單(以ˇ選方式) 

檢核項目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認 
知 

能說出/指認各種工具名稱    

能說出/指認各種材料名稱    

能說出/指認工具與材料的存放位置    

能說出/指認陶藝作品的製作流程    

能說出/指認教室內各項設備位置    

技 
能 
 

以手掌抓握陶土使其變形    

以手指從陶土塊中抓捏一大塊    

以手指從陶土塊中抓捏一小塊    

以前三指捏出小泥塊    

用雙手抓握陶土分成兩塊    

以手掌握陶土塊使其成土條狀    

手握陶土成為細長（20公分以上） 

泥條 

   

用手將陶土塊捏成扁平之小泥板    

用手掌拍打桌上陶土塊    

將陶土塊拍打成扁平狀（陶板）    

雙手懸空搓短泥條    

單手桌上搓短泥條    

單手桌上搓圓泥球    

雙手懸空搓圓泥球    

雙手搓出短泥條（15 公分以下）    

雙手搓出長泥條（15 公分以上）    

能搓出各種大小且均勻的圓泥球    

雙手分開同時在桌上搓泥球    

會用工具將泥條切成等長的泥塊    

會用擀麵棍擀出陶板    

上課結束後，能協助擦拭桌子、清洗抺

布等 

   

能依規定程序清洗(擦拭)工具及洗手    

工具用完後能存放規定位置    

能小心拿好成品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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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上課時，不將工具材料任意抛棄 

上課時，不以工具、材料打人或做危險

動作 

   

能愛護自己與他人的成品    

能以簡單詞句分享製作過程中自己最喜
歡的部分 

   

能遵守規則並愉快的參與整個活動    

能將做好的陶藝作品與人分享    

    

    

    

    

    

    

    

    

    

評量方式：□紙筆  ■口試  ■指認  ■實作  ■觀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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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陶藝｢視｣界與生活美學課程教學分享 

陶藝教學 

運用陶藝基本技法訓練學生手指精細動作發展，製作一系列不同創意的

手作陶藝作品喔! 

  

引導學生製作可愛的玫瑰花喔! 
運用手拉坯技法 

製作實用花器與馬克杯 

學生作品欣賞 

 

 

愛心香皂盤 
結合大雅在地文化特色 

製作小麥3C 產品置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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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結合生活 

運用陶藝基本技法拍、擀、揉延伸製作孩子們喜歡吃的麵食課程喔! 

  
感官學習(嗅聞青蔥) 我來刷醬油膏，好期待要吃 

香噴噴的幸福蔥油餅喔! 

 

 

透過步驟化及水餃印 

的輔具運用，完成幸福水餃喔! 
孩子們吃到自己製作的 

幸福6吋披薩，都讚不絕口喔! 

藝術結合生活 

運用陶藝基本技法拍、擀、揉延伸製作孩子們喜歡吃的麵食課程喔! 

 

 

 

 

 

 

 

 

 

 

 

 

 

 

校內舉辦聖誕節義賣產出作品活動 創意作品推廣-校內陶藝展覽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臺中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輔導中心

(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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