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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畢業禮讚 
學校名稱：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教案作者：柯堪佩                  
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藝術與人文領域  
 
◎ 摘要說明：  

    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泉源，藝術源自於此，也融入其間，藝術教育即在於提供 

學生盡情揮灑的情境，本單元適用於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六下最後一個單元 

，透過學習共同體，以學生為主體的主軸，安排一個總結課程，整合學生在小學 

階段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由小組的合作學習，進行討論活動，激發聯想力與 

創造力，從而創作獨一無二各班畢業音樂會的「海報設計」、「節目單」及精彩 

可期的「展演節目」，接著透過「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的討論課程，由本屆畢 

業生共同參與，票選出最能代表友誼長存，離情依依的歌曲，當歌曲「鳳凰花開 

的路口」歌聲響徹畢業典禮的會場時，所有參與的畢業生，都為自己感到驕傲， 

大家共同創造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溫馨而偉大的「畢業典禮」。 

 

 

壹、設計理念 
1. 本案例創作理念： 

        鳳凰木是初夏的最佳號角，總是在畢業的季節盡情的綻放，奔放鮮紅的花瓣，

如同紅蝴蝶在樹梢上翩翩飛舞，東門校園中有兩棵年邁的鳳凰木，如羽狀的枝葉，

粗壯的樹幹，高掛的豆莢及紅通通的花海，是小朋友的最愛，年復一年，早已成 

為莘莘學子回憶中最動人的畫面。藝術的活動，應和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然而在 

生活中熟悉的情景最易引起共鳴，因此我安排一系列完整的「畢業禮讚」，統整 

音樂、表演藝術之教學活動，藉著「難忘的畢業音樂會」、「今年度最佳畢業歌 

是?」二個單元，一切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主體，不論是創作的主題，展演的方式 

和內容等，期望學生都能透過自主性的討論與互動相互學習，讓週遭的形、色、 

聲都充滿創新和驚喜的各種可能。孩子在多元的教學情境裡，除了與生活環境產 

生關係，開啟更大的藝術智慧寶庫外，更懂得勇於發表、合作學習、積極參與、 

發揮才藝、促進友誼、感恩惜福，共同營造屬於自己最難忘的「畢業典禮」。 

     

2.本案例創意的構想： 

（1）腦力激盪，完成各項任務。同儕之間相互討論學習，集思廣益，激發高效能創 

意新點子，並培養小組默契，貫徹學習共同體的精神，完成各項任務。 

（2）尊重不同的意見，彼此合作學習。在學習共同體的小組論中，學生學會尊重不 

同的意見，整合各組的意見後，經過協調與溝通，彼此合作學習，期許在一連 

串的驚訝與創新中，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3）不斷的練習，擁有與同學分享才華的勇氣。一個成功的表演者，必須歷經長時 



2 
 

間的學習及不斷的練習，精益求精，才能展現最佳的演出。經由畢業音樂會的 

展演活動，每個人除了能有堅定的毅力與勇氣站上舞台外，更能與同學一同分 

享自己的特殊才藝，展現非凡的藝術才華。 

（4）突破傳統舊思維的羈絆，落實生活體驗。由全體畢業生共同討論，票選出「今 

年度最佳畢業歌曲」，突破傳統由學校統一籌畫畢業典禮程序與進行的舊思維，

落實以學生生活體驗為主的新構想。 

 

3.本案例提供教學的價值與致用性: 

（1） 本主題可建立課程與教材的永續機制，讓教學以學生為主角一起動起來。 

（2） 本主題有計畫營造同儕間討論與創作互動的空間，增進人與人彼此溝通與協調的

機制。是培養兒童尊重他人意見，合作的最佳題材，值得推廣。 

（3） 本主題經由教師的引導，有助於提昇學生源源不絕的聯想力、創造力與克服困難

的勇氣與毅力。透過單元活動的進行，幫助每個學生發揮他最大的藝術潛能。 

（4） 本教學設計核心內容為創意、尊重、生活、合作、勇氣、感恩，正是據以落實全

方位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期待以建立學生多元思維與勇敢的執行力，開拓視野，

放眼天下為最終價值。 

 

貳、教學設計及教學歷程 

活動步驟 1 

活動步驟說明 （課前準備）教師準備<畢業音樂會-簡報>、單槍投影機、電腦。 

教學活動  1 

領域 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 

單元名稱 難忘的畢業音樂會 

能力指標 
1-3-3-1   2-3-6-1   2-3-8-3 

3-3-4-8   3-3-8-3 
   教學時間 共 12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藉由〝畢業音樂會〞的籌劃，發揮自己的才能，共同展現精采的表演。 

2.能經由學習共同體的分組討論後凝聚共識，合力完成各班〝畢業音樂會〞

的籌劃工作。        

3.能明瞭〝畢業音樂會〞各項籌劃工作的內容與責任。        

4.能藉由各項準備，依照討論的時程，完成各組所分配到的工作。 

5.能藉由〝畢業音樂會〞的展演，發揮巧思，設計精彩的節目。 

6.能透過〝畢業音樂會〞的展演，督促自己認真練習，為表演做準備。 

7.能經由〝畢業音樂會〞的節目練習，培養與同學合作學習的精神。 

8.能在〝畢業音樂會〞的展演中，展現小學六年的學習成果。 

9.能藉由〝畢業音樂會〞的表演，欣賞同學的各項才藝，學習他人的優點。 

10.能從〝畢業音樂會〞的演出中選出三個最佳節目，並說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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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歷程） （活動一） 

引起動機：教師提起放寒假前的期末叮嚀，希望兒童能在假期間想一

想，五月的畢業演奏會，有沒有心目中理想的曲目，或默

契十足的好搭檔，利用假期爭取練

習的時間…….等等。 

（活動二）教師播放自製的<畢業音樂會-簡報>   

          說明音樂會籌備工作 

   （1）〝畢業音樂會〞是什麼? 

        畢業班在畢業前舉辦一場畢業音樂會。  

        從工作分配、宣傳海報的設計、節目單 

        的安排製作、場地布置、活動宣傳、節 

        目表演、節目主持人、攝影等工作,全都以學生為主體，經過討 

        論，齊心齊力，發揮巧思,營造最精彩也最難忘的「畢業演奏會」。 

    （2）〝畢業音樂會〞各項籌劃工作內容說明 

        1.宣傳海報的設計  2.節目單安排製作 3.場地布置  4.訂定各  

        項工作完成日期 5.表演節目設計 6.節目主持人 7 .拍照與攝影 

             

             

（活動三）分組進行討論 

（1） 引導兒童分組進行討論，就 1〜7 項籌劃工作進行討論，各

項工作先採自願，若超過名額則採多數決。 

（2） 共商確定音樂會表演日期及各項工作完成日 

             

 共 40 分鐘 

教學資源   類型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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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業音樂會〞簡報 

  學長姐從前的節目單與海報範例 

          自編教材 

       教師教學檔案資料 

   

活動步驟 2 

活動步驟說明 

（教學活動歷程） 

（課前準備） 

1. 演出前四週學生繳交個人節目單給負責節目單製作的同學，個人節

目單含表演者姓名、表演項目、曲目，收齊全班的個人節目單後，

節目單組學生依照表演項目不同穿插排序，以Ａ4 紙張，將全班的

節目按照順序用表格繕寫打字，完成後將檔案和老師一起修改，修

改完定稿後印製全班+教師的數量〝畢業音樂會〞節目學習單。 

2. 演出前二週海報組學生繳交宣傳海報，一張海報張貼於演出地點門

口，一張於布置會場時，張貼於表演舞台前。 

3. 演出前，場地布置組同學先將音樂教室布置完畢。 

           

             
（活動一）教師發下〝畢業音樂會〞節目學習單 

1. 教師引導兒童欣賞音樂會時，如何記錄每個人的優缺點，給予每個

節目不同的評價，最後選出心目中三個最佳節目，並能說出恰當的

理由。 

2. 教師引導表演同學上下台應有的禮節，需要譜架者擺放的位子。 

3. 教師提醒聽眾別忘了給予表演同學熱烈的掌聲鼓勵。 

4. 教師引導主持人，如何有條理，依照次序緊湊的進行表演介紹。 

5. 教師指導欲拍照或攝影的同學，應有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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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畢業音樂會〞表演 正式開始 

1. 由主持同學上台致詞，宣布表演開始。 

  2. 主持人宣布第一個節目表演者及演出曲目，表演者上台表演，第二  

    個節目請準備。依照節目單所列的次序至最後一個節目表演完為止 

（活動三）〝畢業音樂會〞表演結束，填寫節目學習單 

1. 主持人宣布〝畢業音樂會〞表演結束，由老師講評 

2. 老師講評，將表演時的優缺點及觀賞心得與兒童一起分享。 

3. 整理〝畢業音樂會〞節目學習單 

（活動四）頒發最佳節目獎.優良節目獎.最佳聽眾獎 

1. 教師統計由每位同學所選出心目中最佳三個節目，全班的〝畢業

音樂會〞節目學習單後，公布全班票選前三名的節目，頒發獎品

及優良獎章五枚以茲鼓勵 

2. 公布全班票選獲三票以上之優良的節目，優良獎章三枚以茲鼓勵 

3. 表揚填寫〝畢業音樂會〞節目學習單用心的觀眾，各獲得最佳聽

眾表現優良獎章三枚。 

    

時間分配 共 80 分鐘 

教學資源   
類型 來源 

〝畢業音樂會〞節目學習單  教師指導學生匯集各班心血結晶共同設計 

 

教學活動 2 

領域 藝術與人文--音樂 

單元名稱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能力指標 
2-3-2-10    2-3-5-2    2-3-4-4 

2-3-6-1     3-3-4-8 
教學時間 共 120 分鐘 

教學目標 

1. 能藉由欣賞「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凰花開的路口」等 

歌曲，感受自己即將畢業的心情。 

2. 能經由學習共同體的分組討論，分別提出哪幾首歌曲適合成為畢業歌  

   的見解，各組陳述意見，最後全班達成共識。        

3.能透過各班分組討論後凝聚共識，最後為自己票選出今年度的〝最佳 

畢業歌〞? 

4. 能藉由〝最佳畢業歌〞的習唱，熟練的在本年度畢業典禮中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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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明瞭為什麼「鳳凰花開」代表畢業？ 

6. 能認識校園中「鳳凰木」的出生地、特性及功用。 

7. 能經由「鳳凰木」的介紹，明瞭它是哪裡的市樹. 國樹? 

8. 能經由「鳳凰花」的介紹，明瞭它是哪裡的市花.國花.? 

9. 能用心觀賞「鳳凰木」與「鳳凰花」，愛好大自然，並能身體力行的去 

   保護生態環境。 

10.能在畢業典禮中藉由〝最佳畢業歌〞的演唱，營造溫馨的氣氛，為六 

年的小學生涯，畫上完美的句點 

活動步驟 1 

  活動步驟說明 

（教學活動歷程） 

 （課前準備） 

教師準備<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簡報>，歌曲「道別」、「珍重再見」、

「畢業歌」、「鳳凰花開的路口」的 DVD 或 CD 光碟和曲譜，學習單<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單槍投影機、電腦。。 

（活動一）引起動機：教師播放自製的<簡報>，  

         讓兒童想想看<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什麼歌曲？有沒有心目中理想的曲 

         目，如 「畢業別辭」「放心去飛」「今 

         年夏天」……等等。 

（活動二） 

分別播放歌曲「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凰花開的路口」

的 DVD 或 CD 光碟  

   
（1） 請兒童一邊欣賞歌曲「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凰 

花開的路口」的 DVD 或 CD,一邊配合觀看每首歌曲的曲譜。 

 

（活動三） 

    教師發下學習單<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引導兒童 4-5 人為學習共  

    同體的分組討論 

（1） 各組分組進行討論提出哪幾首歌曲適合成為畢業歌的見解 

（2） 各組討論後各自填寫學習單 

（3） 各組派員提出各組的見解和理由 

（4） 各組聆聽陳述意見後，全班達成票選出一首<今年度最佳畢業

歌曲>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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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共 40 分鐘 

教學資源   

類型 來源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簡報> 

「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  

  凰花開的路口」的 DVD 或 CD 光碟和曲譜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學習單> 

       自編教材 

      康軒文教事業        

 

自編教材 

   

活動步驟 2 

活動步驟說明 

（教學活動歷程） 

（課前準備） 

1. 學生攜帶「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凰花開的路口」的

曲譜。 

2. 教師準備<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簡報 

3. 教師準備「鳳凰花開的路口」You Tube 歌手林志炫演唱版本 

（活動一）教師播放<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簡報第四頁，公布各班   

           票選<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的結果，當選歌曲為---------- 

           「鳳凰花開的路口」 

               
（活動二）教師播放<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簡報第五頁〜第十四頁 

1. 為什麼「鳳凰花開」代表畢業？ 

2. 認識本校校園中「鳳凰木」的藏身處？ 孩子舉手自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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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簡報，認識「鳳凰木」的出生地、特性及功用。 

   

4. 透過簡報介紹「鳳凰木」，是哪裡的市樹.國樹?孩子舉手自由發表 

5. 透過簡報介紹「鳳凰花」，是哪裡的市花.國花.? 孩子舉手自由發表 

               

6. 透過簡報觀賞「鳳凰木」與「鳳凰花」之美，培養 

愛好大自然的情操，並能身體力行的去保護生態環境。 

（活動三）教師播放「鳳凰花開的路口」You Tube 歌手林志炫演唱版本 

1. 欣賞「鳳凰花開的路口」MV 影片 

2. 介紹主唱者林志炫，台灣基隆人，以流暢

的真假音轉換以及高亢、優美的歌聲著

稱，至今已七度入圍金曲獎。 

（活動四）揭示歌曲「鳳凰花開的路口」的歌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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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引導兒童分別朗誦第一段及第二段歌詞 

2. 介紹作曲：陳熙，作詞：樓南蔚 

（活動五）教師播放「鳳凰花開的路口」You Tube 網路習唱 KTV 版本 

     兒童跟著網路 KTV 版本習唱數次至熟練為止 

（活動六）教師播放「鳳凰花開的路口」You Tube 網路兒童合唱 KTV 版  

           本 

1. 兒童跟著網路兒童合唱 KTV 版本習唱數次至歌詞背熟為止 

2. 全班分組分段接唱，至歌詞背熟為止 

（活動七）教師播放「鳳凰花開的路口」歌曲伴唱帶兒童分組上台背唱 

               
  

時間分配 共 80 分鐘 

教學資源   

類型 來源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簡報 

   You Tube 網站 

   You Tube 網站 

   You Tube 網站 

  康軒教學 CD 光碟 

自編教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VtVPck_VO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VyVdmH2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s30FbBVsQ 

康軒文教事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VtVPck_VO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VyVdmH2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s30FbBV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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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教學成果 
             （教學活動 1）---表演藝術 :「難忘的畢業音樂會」 

     ○1 畢業音樂會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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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業音樂會表演精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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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音樂會節目單+互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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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2）---音樂: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1 分組討論與報告 

  

  

○2 學習單+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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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   

                 六年級 姓名（            ） 

  一、仔細聆聽下面四首歌曲，你覺得哪幾首畢業歌很適合我們?  

   □★ 道別   □★ 珍重再見   □★ 畢業歌    □★ 鳳凰花開的路口 

二、分組討論，說一說你的理由? 

★ 道別 

★ 珍重再見 

      

★ 畢業歌   

       

★ 鳳凰花開的路口 

 

三、小朋友，你們都是今年度畢業典禮的男女主角，經過分組討論後，你覺得 

     哪一首可成為今年度的 <最佳畢業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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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教學方法 
 

․學習共同體：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孩子體會學習的快樂及成就，並在探索學習中，培

養孩子思考及學習能力，而非小組競爭或組內分工。 

⚫ 合作學習：引領孩子學習傾聽的技巧，分組討論時，能尊重小組成員的意見，做最  

好的協調與溝通，相互合作學習，最後展現集思廣益的創作。 

⚫ 多媒體簡報放映：教師製作相關簡報導引主題，因聲光效果俱佳，再加上教師詳盡    

的解說，使每個孩子都能全神貫注，提高注意力和理解能力。 

⚫ 問思法：教師設計的提問，用以喚起舊經驗或讓孩子思考問題，導引的問句須循序 

漸進。 

⚫ 觀察法：教師實地解說校園中鳳凰木生長的地方，並引導孩子去回憶校園中的景 

物，以增加離別的感受，進而創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 聯想法：教師以引導孩子針對主題，發揮自己的想像力，鼓勵有創意的作品。 

⚫ 發現法：設計活動或情境，讓孩子從中自然發現問題和探究問題，並提出自己的看 

        法。 

⚫ 練習法：表演節目除了發揮巧思外，最重要的就是熟練度，所謂熟能生巧，即強調 

反復練習，因此教師在音樂會展演前，要給予孩子夠長的練習時間，若為 

兩人以上的節目，也需要培養默契，以達到純熟的目的。 

⚫ 聆聽感受：教師引領孩子用『心』去感受、用「腦」去想像、用「耳」去聆聽、 

        「眼」去觀賞，讓孩子能充分體會樂曲的內涵與意境，愉快地歌唱，用 

         心靈去享受樂曲之美，讓一幅幅美麗的畫面，動人的景象，烙印在每個 

         孩子的心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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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評量 
 

 ★ 教學評量可透過下列各種方式進行﹕ 

◎學生專心聆聽          ◎學生舉手發表           ◎小組成員參與討論 

◎小組討論後輪流發表    ◎有秩序的進行討論       ◎老師指定回答                        

◎學生設計作品          ◎學生積極參與表演       ◎觀眾觀賞的態度     

◎學生表演前的準備      ◎學生表演時的表現       ◎學生欣賞歌曲的態度   

◎學生完成學習單        ◎學生演唱歌曲的熟練度   ◎學生互評            

 

陸、教學省思 

 

                    

一、本教學活動設計，部分教學內容以『簡報』方式 呈現，學生充滿新鮮感，師生互動

良好。 

教師設計本單元時，事先自編好兩套『簡報』，一套介紹『畢業音樂會』，另一

套以欣賞和歌曲教學為主的『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來呈現。透過教室中的單槍投

影機，孩子可以從第一套簡報中，清楚地了解如何集合全班的力量，共同籌劃與舉

辦一場『畢業音樂會』，包括宣傳海報的設計、節目單安排製作、場地布置、訂定

各項工作完成日期、表演節目設計、節目主持人、拍照與攝影。詳細的說明，如何

分工合作，各項工作的要點，透過簡報學生可以欣賞優良海報作品，節目單的範例

與表演節目的設計參考，很快的進入分組討論及完成自己的任務。 

第二套簡報教師從課本中選出適合在畢業典禮時演唱的歌曲，配合影片及 CD

的播放，學習單的設計，引導兒童經由「學習共同體」的討論方式，說出支持與不

支持的理由，相互學習，最後選出最能代表『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因聲光效果俱

佳，加上詳盡的解說，每個孩子都能全神貫注，並與老師互動良好。 

  總而言之，本教學設計，因將資訊融入教學，增添不少特色，也為老師打了 

    一針強心劑，自製的『簡報』可說是最大的功臣。 

 

二、課程實施前的準備時間相當長，教師需要緊盯各項工作進度，才能順利進行。 

   在『畢業音樂會』這個單元教授前，至少要有長達一個月以上的準備期，兒童透

過學習共同體的探索學習，以小組為合作對象，並共同達成各組所承擔的責任， 

大部分的班級皆能按照各組自訂的工作時程表進行各組的任務，但少數班級有些組

別向心力不足，例如，表演前一周還無法收齊全班的表演節目，更別談節目單的製

作了，有些組別宣傳海報還未完工、甚至連表演節目都還未設計，因此，教師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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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催生婆」的角色，緊盯各項工作進度，找到負責人，務必讓表演前的準備工

作按照計畫，如期完成，才能使『畢業音樂會』順利進行。記得有一個班級在演出

前十分鐘才告知老師，該班的節目單還未印製，就因這美中不足的小缺憾，讓音樂

會整整延後了十五分鐘才開始。若教師能密切緊盯各項工作進度， 

就不會發生這件意外的插曲。 

 

三、歌曲的選擇可再多元，才不致造成比例懸殊式的壓倒性勝利 

         教師在設計『今年度最佳畢業歌是?』單元時，以學生現用的康軒版六下藝術與

人文為輔助，從中選擇「道別」、「珍重再見」、「畢業歌」、「鳳凰花開的路口」適合

在畢業典禮中演唱的四首畢業歌曲，經過課程實施後，才發現前三首歌曲的風格較

雷同，屬於藝術歌曲，無論是曲調或歌詞都較守舊些，而小朋友比較喜歡富現代感

輕鬆的曲調及平易近人的歌詞，於是經過各小組的討論，幾乎造成一面倒的局面，

在全校近 320 名六年級的票選中有超過 300 票以上支持「鳳凰花開的路口」，造成比

例懸殊式的壓倒性勝利，這是教師所未預料到的，如果下次再有機會進行本單元，

老師會重新更換選曲，例如增加「今年夏天」「放心去飛」 等風格相近的曲目，讓

學生有更多元的選擇，也能讓小組討論的機制更熱烈些。 

      

四、建立起良好的常規及討論機制 

        這次的施教過程，我們將偌大的音樂教室桌椅排列成〝Ｕ〞字型，並以四個人

為一小組，方便進行學習共同體的小組討論，教師讓學生自由選擇與志同道合的同

學坐在一起，孩子少有機會以這樣的座位在音樂教室上課，所以非常興奮，有的班

級甚至連應有的常規都蕩然無存，更別說是上課的成效！教師經過第一次的痛苦經

驗後，第二次在施教前，就先和上課的班級建立好應有的規範，遂能夠順利施教。

孩子反映熱烈，興趣高昂，師生合作無間，分組討論時，孩子亦能尊重小組成員的

意見，各組都能做最好的協調與溝通，最後上台發表各組獨到的見解。因此值得深

思的是︰一個良好的課程活動設計，唯有在施教班級具備良好的「常規」及互助合

作的「小組討論機制」下，才有愉快的上課氣氛及完美的教學品質。 

   

柒、結語 

 

   藝術顯非天生的或是現成的，它需要藝術家辛勤地創造，也需要欣賞者深切  

   地品味，這些都是一種活動和歷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另指出，藝術活動之所 

   以能產生，便由於人類有能力接受他人情感的表現，且可自行體會其內涵。在此 

   前提下，身居教學場域第一線的我們，確信藝術知能是潛能與學習交互作用的結 

   果，這次我們秉持學習共同體的教學精神，進行一系列完整的「畢業禮讚」教學， 

   無論孩子資質高低，無論學生能力有別，我們深信只要提供具啟發性的教學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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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多元化、個別化及適性化」的精神，則教學成果顯可預見，從而有效形塑 

孩子健全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