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好行－傳承本土」教學活動教材設計 

一、單元名稱：鑒古創今-走進景美集應廟 

二、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1.尋回失落的一角，重拾童年的記憶 

景美集應廟位於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市場內，曾經是景美社區人

士的活動重心，也是校友與地方耆老生活中的重要記憶；然而，隨

著景美社區的老舊與商業活動的轉移，這一代的孩子對於集應廟，

已不再那麼親近、熟悉，成為社區環境中「失落的一角」，在五年級

社會領域的單元教學師生互動中，老師們覺察到這樣的情形，希望

透過本教學活動的設計實施，除引導小朋友體認集應廟對在地居民

的意義與歷史淵源，體認人與家鄉密不可分的關係，更期望藉由活

動式的課程設計，結合電腦課程中照相的技巧與修片，讓學生實地

踏查集應廟，運用相機捕捉集應廟的建築之美，並在畢業美展中呈

現攝影作品，進而對社區文化的多元面向能有更整體的認識與理解。 

2.教師增能~透過學習社群共同探究，增進廟宇藝術專業知能 

本校社會領域社群成員，聚焦探討集應廟廟宇建築藝術，並邀

請文史工作者協助導覽解說，了解廟宇建築結構與圖騰意涵；其次

利用社群與領域備課時間將習得新知轉化、設計，成為能符應五年

級學生學習需求之教學活動；之後於班級中進行教學與觀課，並於

觀課後討論、修正。  

3.賞析廟宇~美哉！集應廟 

集應廟坐東朝西，為兩進兩廊兩護龍的廟宇建築。三開間的前

殿，採燕尾翹脊硬山三脊式屋面，中央脊堵寬闊，呈圓弧高聳，剪貼

脊飾華麗。正面牆堵全由石材構成，從左右兩邊的麒麟堵及花鳥堵雕



鑿手法看，顯然是分由兩班匠師製作完成的。在中門兩側均有鏤雕的

夔龍石窗。在左側鏤雕的夔龍圖像均為張嘴，而右側的夔龍圖均為合

嘴，造形兩側截然不同。這些細部的結構與圖像值得師生細細品味。 

    (二)單元目標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尋根 
１－１能說出景美地名的由來及歷史。 

１－２指導學生認識清末移民至景美的族群及信仰。 

鑒古 

２－１能了解集應廟的格局，並說出每個位置的名稱。 

２－２能了解集應廟建築的特色。 

２－３能欣賞傳統寺廟之美。 

２－４能統整所學後設計出訪問時的提問。 

創新 

３－１能了解畫面的構圖與取景的角度。 

３－２能發掘集應廟之美。 

３－３能與同學分享拍照心得並分析照片的優缺點。 

   (三)能力指標 

能力指標 內容 

語文領域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3-3-3-3 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社會領域 

1-3-2 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

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綜合活動 4-3-2 參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重自然及人



文環境。 

藝術與人

文領域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

及文化背景。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

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資訊教育 3-3-3 能使用多媒體編輯軟體進行影音資料的製作。 

    (四)教學對象：國小五年級學生 

    (五)教學節數：三個單元，共１０節，節數分配如下： 

單元名稱 活動主題 概要 節數 

尋根 
撿米？梘尾？景美？ 認識景美的古地名及歷史 １ 

唐山過臺灣 認識清末景美的主要移民及信仰 １ 

鑒古 

美哉集應廟－格局 了解集應廟的格局 １ 

美哉集應廟－建築 認識集應廟的建築之美 ２ 

集應廟訪問團 能設計出訪問的題目 １ 

創今 

光影魔術師 了解畫面的構圖與取景的角度 １ 

走進集應廟 校外踏查－景美集應廟 ２ 

我眼中的集應廟 攝影展及分享 １ 

總計 １0 

    (六)相關領域:語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 

單元名稱 活動主題 領域 

尋根 
撿米？梘尾？景美？ 社會領域 

唐山過臺灣 社會領域 

鑒古 美哉集應廟－格局 社會領域 



美哉集應廟－建築 社會領域 

集應廟訪問團 語文領域－國語文 

創新 

光影魔術師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資訊 

走進集應廟 綜合活動領域 

我眼中的集應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資訊 

 

    (七)課程架構： 

 

 

 

 

 

 

 

 

 

 

 

 

 

 

 

 

 

    (八)補充教材（如附件）： 

鑒
古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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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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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了解背景 

鑒古~認識建築 

創新~創造新美 

撿米？梘尾？景美？ 

唐山過臺灣 

美哉集應廟－格局 

美哉集應廟－建築 

光影魔術師 

校外踏查－走進集應廟 

我眼中的集應廟－攝影展 

集應廟訪問團 



以社會課程、資訊教材及景美集應廟官網為主要參考來源，設計一系列投影片、

學習單、影片及攝影比賽，分別說明如下： 

１.自製投影片： 

  (1)撿米?梘尾?景美? 

    (2)唐山過臺灣 

    (3)美哉!集應廟-格局篇 

    (4)美哉!集應廟-建築篇 

２.學習單： 

   學習單 1：找尋歷史的證據ｐａｒｔ１ 

   學習單 2：找尋歷史的證據ｐａｒｔ２ 

  學習單 3：美麗的集應廟 

３.高畫質 DV兩部 

４.攝影比賽 

三、教學過程： 

(一)第一單元：尋根 

主題 撿米?梘尾?景美?（第一節） 

單元目標 １－１能說出景美地名的由來及歷史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４０分鐘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撿米？ 

老師拿出一小碟米，在學生前一粒一粒的

撿，再展示羅斯福路上人行天橋上的照片，詢

問學生兩者間的關係？ 

一碟米 

視聽媒體 

ｐｐｔ 

５分 

 



 

發展活動：梘尾？景美？ 

老師利用預製的ｐｔｔ，讓學生深入理解

景美地名與早期灌溉溝渠間的關係及早期景美

最繁華的地方－景美老街。 

   ｐｔｔ內容包括： 

  （１）「梘」的意思 

  （２）「梘尾」的意思 

  （３）梘、郭錫瑠與瑠公圳 

  （４）景美老街 

  （５）集應廟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３０分 

統整活動：學習單－找尋歷史的證據ｐａｒｔ１ 

    老師發下學習單，說明學習單的書寫方式。 

學習單 ５分 

 

主題 唐山過臺灣（第二節） 

單元目標 １－２指導學生認識清末移民至景美的族群及信仰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4０分鐘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老師播放思想起的影片。 

老師提問： 

一碟米 

視聽媒體 

５分 



（１）陳達為何如此唱呢？ 

（２）渡海來臺可能遇到的危險？ 

    （３）遭遇危險的時候，如何是好？ 

    帶入清末移民－唐山過臺灣 

ｐｐｔ 

發展活動： 唐山過臺灣 

老師利用預製的ｐｔｔ，讓學生深入理解

清代移民渡海的艱辛、景美區主要的族群、及

信仰的重心。 

   ｐｔｔ內容包括： 

  （１）清末移民渡海的艱辛 

  （２）清末移民的背景 

  （３）景美區移民的主要族群 

  （４）信仰的重心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３０分 

統整活動：學習單－找尋歷史的證據ｐａｒｔ２ 

    老師發下學習單，說明學習單的書寫方式。 

學習單 ５分 

(二)第二單元：鑑古 

主題 美哉!集應廟-格局（第一節） 

單元目標 ２－１能了解集應廟的格局，並說出每個位置的名稱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４０分鐘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年代比一比 

請學生發表在集應廟中找到最早的年代及

位置。 

老師提問： 

學習單 １０分 



（１）請問最早是在哪一年？ 

（２）請問年代是被書寫在哪些地方？ 

    （３）這些地方該如何稱呼？ 

    帶入美哉!集應廟-格局篇 

發展活動：美哉！集應廟-格局篇 

老師利用預製的ｐｔｔ，讓學生深入理解

集應廟的格局及每個位置的名稱。 

   ｐｔｔ內容包括： 

  （１）建築常見格局 

  （２）集應廟格局：兩殿兩廊兩戶龍 

  （３）身體排排看（活動） 

  （４）三川殿、正殿、過水廊、左右護龍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２５分 

統整活動：猜一猜!想一想!它是誰? 

老師利用快問快答及圖片展示，加深學生

對集應廟格局的印象。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５分 

 

主題 走進集應廟-建築(第二、三節) 

單元目標 ２－２能了解集應廟建築的特色 

２－３能欣賞傳統寺廟之美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８０分鐘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學校？集應廟？ 

請學生發表學校與集應廟建築的相似之處。 

（石獅）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１０分 



 

（龍柱） 

 

老師提問： 

（１）你覺得這些建築有無特殊意涵？ 

（２）你覺得集應廟的建築美嗎？ 

    帶入美哉!集應廟-建築篇 

發展活動：美哉！集應廟-建築篇 

老師利用預製的ｐｔｔ，讓學生深入理解

集應廟的建築及美感。 

   ｐｔｔ內容包括： 

（１）前殿屋脊、石獅、龍柱、石枕、螭虎石窗、

龍門虎門、對看石堵  

  （２）正殿屋脊、正殿龍柱、交趾陶 

視聽媒體 

ｐｔｔ 

６０分 

統整活動：學習單－美麗的集應廟 

老師發下學習單，說明學習單的書寫方

式，並請學生試著創造出自己的美。 

學習單 １０分 

 

主題 集應廟訪問團(第四節) 



單元目標 ２－４能統整所學後設計出訪問時的提問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4０分鐘 

教學領域 語文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學長姐的集應廟遶境活動訪問團影片 

     利用訪問影片，帶入集應廟訪問團。 

視聽媒體 １０分 

發展活動： 

１.設計說明訪問需注意的事項，及可設計的方向 

   (1)注意事項:語句完整、誠懇有禮 

   (2)方向：歷史、建築、典故、其他 

２.小組討論並記錄於小黑板上 

３.小組發表 

小黑板 

粉筆 

板擦 

２５分 

統整活動：票選 

１.老師請同學分別表述他組的優點後統整 

２.請學生票選代表班級出訪的小組。 

黑板 ５分 

(二)第三單元： 創今 

主題 光影遊戲（第一節） 

單元目標 3-1 能了解畫面的構圖與取景的角度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４０分鐘 

教學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 請學生發表拍照的經驗 數位相機 ５分 

發展活動：光影遊戲 

１.請學生分成四組，並發下數張照片當範本，就以

下的項目討論相片的差異：模糊＆清晰、主題明

視聽媒體 

數位相機 

２５分 



確、色彩鮮明 

２.簡介相機構造及操作介面 

３.引導學生進入攝影的取景操作 

４.討論易犯的錯誤及改善的方式 

統整活動： 

１.優良作品欣賞 

２.說明攝影展的收件時間 

視聽媒體 １０分 

 

主題 走進集應廟(第二三節) 

單元目標 ３－２能發掘集應廟之美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８０分鐘 

教學領域 綜合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準備活動：提醒學生備妥踏查用具、攝影展及聆聽導

覽解說時應有的態度  

數位相機 ５分 

發展活動：走進集應廟 

１.從學校步行至集應廟，介紹導覽志工 

２.分站導覽並拍照 

   (1)三川殿 

   (2)正殿 

   (3)過水廊 

   (4)左右護龍 

３.感謝導覽志工 

導覽志工 ７０分 

統整活動： 

１.回顧今日踏查的所見所聞 

數位相機 ５分 



２.請學生回家整理照片以參加攝影展 

 

主題 我眼中的集應廟(第四節) 

單元目標 ３－３能與同學分享拍照心得並分析照片的優缺點 

教學對象 五年級 教學時間 4０分鐘 

教學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引起動機：老師眼中的集應廟 

 

視聽媒體 ５分 

發展活動：我眼中的集應廟 

１.各自發表，拍照理念 

２.老師請同學分別表述印象最深的照片 

３.老師講評 

視聽媒體 

 

２５分 

統整活動：票選 

         請學生票選代表班級參展的照片。 

視聽媒體 

 

１０分 

四、教學評量： 

  （一）學生課前的蒐集。 

  （二）學生參與的態度。 

  （三）學生能正確回答問題。 

  （四）學習單的完成。 

  （五）口頭報告。 

  （六）拍攝出美麗的照片。 



五、教學省思 

  （一）學生 

一連串豐富的課程、一趟知性之旅，才了解到，原來廟宇是這麼有

趣的地方，它不單單是心靈寄託，同時也能教化人心，成為地方發

展的重要一環，也讓我更清楚祖先們早期的文化，並學習要好好愛

護古蹟，真是滿載而歸啊！～庭瑜。 

 

在牆壁上處處可見以歷史、民間故事為題材的石雕，都是精雕細琢、

巧奪天工，令人嘆為觀止。還有給鳥休息與排汙的鳥踏設計，可見

建廟者的細心。~宸瑋 

 

在老師介紹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像加菲貓的交趾陶，已經沒有虎嘯

的勇猛，造形可愛有趣，同學看了也覺得很驚奇，和對面蒼龍破雲

而出的龍吟，形成強烈的對比。~宥翔 

 

集應廟因老舊而重整，所以再也看不到以稻穀、黏土、牡蠣碎片做

成的土牆了，令我感到相當可惜。對面有一座斑駁的戲臺，現今被

攤販佔據，而不受人重視，廟後方是巨大空地，闢為停車場，在在

顯示出古蹟保存與商業利益的衝突，未來集應廟的整建與四周公共

空間的規劃必須密切配合，以達到雙贏的局面。～家瑜。 

 

透過實地參訪，加上老師詳盡的解說，讓我更了解景美地區的發展

史，雖然以前也曾來過，但多是走馬看花，來匆匆、去匆匆，很難

多花心思留意週遭的建築特色，此次參觀令人流連忘返，受益良多

啊！～雅齊。 

 



（二）老師 

  鄉土教育、校本課程應該是從週遭的環境為授課的起點，學生親

近它、了解它、進而就會愛上它、保護它，這樣才會變成有意義的教

育活動。 

  景美，是一個擁有豐富文化背景的地方，但面對種種的失落與衝

擊下，景美老街、集應廟卻漸漸的被新一代所遺忘，慶幸的是，在這

一系列的課程之後，我們的學生對於生活的地區及三級古蹟－集應

廟，有了更深的體悟與感動，更能以嶄新的眼光創造出美好。 

  在本教學活動實施的歷程中，有幾個重要的關鍵，是使活動設計

成功的一大主因。首先戶外踏查絕對不是單純玩樂的時間，在教學實

施之前，社群成員多次實地走訪，一定得做足功課，否則對廟宇建築、

特色、歷史是沒有辦法替學生做解說的；其次，配合各領域如國語的

藝術生活、社會的唐山過臺灣等，請每位學生蒐集書面資料，利用上

課讓學生上臺報告，充實學生的知識鷹架；最後，在帶領學生踏察的

行前，社群的教師再次實地走訪，以確保學生的收穫滿行囊。 

  老師們很高興聽到學生假日要邀父母、朋友、同學一同參訪，這

將是萌芽的種子，也是社群教師樂此不疲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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