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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腳課程密碼

周仁尹

摘要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位於新北市北大特定區，採無圍牆開放式校園設計，佐以對

生態環境尊重的綠建築，與社區深度連結的濃厚地方文史情感，蘊含豐富的美學能

量與藝術品味，成就出適性發展、多元學習、豐富人文涵養的校園美學文化，發展

出十項校園密碼。校園密碼即課程發展，如桃子腳校園特有的植物染課程，本文以

在地文化情染為例，說明桃子腳的課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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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Taipei Municipal Tur Ya Kar Elementary & Junior High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Taipei University Special District in New Taipei City. The school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fenceless campus and green buildings, with which the school aims to show its respec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a stro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Also, the unique aesthetic sense and artistic taste embodied in the design of the campus 

help creat a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o nurture their talents with diversed 

abilities, promote their adaptive developments and enrich their humanitic cultivation. The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campus so far has helped develop the ten campus codes and the 

unique plant dyeing course, which not only exemplifi es a school-based course but also 

refl ects its care for the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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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桃子腳的故事

阮阿公講伊細漢的時陣，按石頭溪去三角湧，愛穿靴管潦三條溪，行到半中截，

攏在這三欉桃子腳休睏，古早就有三欉桃子樹，所以，號作桃子腳啦！（新北市

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2019）

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有感情；每一分感情，都來自生活的

真誠。孕育出桃子腳的課程，就像扎根在北大特區這片豐饒的土地，屹立不搖。校

名取自古地名「桃子腳庄」，因此定名為「桃子腳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桃子

腳）。

新北市北大特區開發初期，將農業特定區的柑園、南園及三峽龍恩埔千畝良田

徵收作為國立臺北大學校地及週邊都市計畫。20年前被當地人戲稱為「北大荒」，

意即國立臺北大學前的荒蕪空地，僅有零星建築個案，沒想到滄海桑田變成宜居城

市，成為在地人的好所在、出外人的新故鄉，原本規劃3萬人口的規模，目前居民

已突破6萬人。桃子腳原本規劃招收60班，自2011年開始增收為72班，成為額滿學

校，同時也壓縮校園教與學的空間。

桃子腳自2007年立校迄今已12年，在106學年度及107學年度擔任教育部新課綱

前導學校中的核心學校，發展校訂課程，採無圍牆開放式校園設計，佐以對生態環

境尊重的綠建築、與社區濃厚的連結、豐富的美學能量與品味的薰陶，成就出適性

發展、多元學習，並富含人文藝術涵養的優美校園文化。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設計本位研究進行實證分析，設計研究法的研究歷程是設計、實施、

評鑑、再設計不斷循環改進的歷程（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2003），發

展「課程密碼」的理論架構，由社區本位的意識出發，重新整理桃子腳的課程發展

脈絡，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基礎，從鄉土文化出發與生態環境結合，運用校園豐富

的美學空間，尋找課程發展的元素。

設計本位研究是一個新興教育研究典範，將教育研究視為是一項設計（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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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Brown於1992年提出設計實驗（design experiments）的想法，認為應將教

育研究視為是一種設計的過程，教育研究的目的應著力於發展出可應用於實務現

場，並強調研究應在複雜的學習環境（即課室教學現場）進行系統性的資料蒐集和

分析，反映出在真實情境中學生、教師、研究者的觀點，以建立理論與實務間的連

結，進而改進教學。

Wang與Hannafin（2005）的研究指出，設計本位研究共有五個特徵：一、切

實的研究目標；二、扎根的研究方法；三、互動的、反覆的和有彈性的研究過

程；四、整合的研究方法；五、情境化的研究結果。設計研究法的焦點是學習

過程（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2003; Shavelson, Phillips, Towne, & Feuer, 

2003），主要分析在教學產品的介入下，學習者如何與教學產品互動，使用教學產

品是否能改善學習成效（Collins, Joseph, & Bielaczyc, 2004）。

研究者必須完整且系統地記錄理論與產品的修正歷程與執行成效（Edelson, 

2002），桃子腳課程密碼就是參考設計研究法詳盡描述學生背景、學習的歷程、教

師與研究者的角色、教學環境、教學時間與教學方式、學生的反應等，發展出獨特

的桃式課程。

參、藝境─桃子腳建築密碼

桃子腳第一期工程為建築詩人簡學義先生的作品，首創清水模工法興建中、小

學校舍建築，以社區總體營造理念，採閃電造型的中軸大道劃出國小、國中校區，

突破傳統口字形校舍之集權管理思維，設置三個群落，規劃交流互動的廣場，再漸

次由開放到隱密、動態到靜態，由廣場、資源中心，最後到教室區。

桃子腳第二期工程由王正仁建築師設計監造，清水模工法象徵天然、環保、素

樸、健康。強調「結構即外觀」，表裡如一，無過度塗裝粉飾，像一張無色的圖畫

紙，陽光、空氣、水都可在它身上作畫，除了光影，它還會告訴你濕度與溫度。桃

子腳清水模的建築風格，因為極簡素樸，更加多元豐富。

桃子腳以「藝境」作為特色，除了日常的音樂、美術等藝術課程外，例行舉辦

「街頭藝人表演」，讓民眾能感受學生的藝術才能與豐沛才氣。每年也舉辦「桃子

腳藝術節」，如「才藝表演」及「文創市集」，三鶯二橋通車後，更連結三鶯陶花

園藝術園區舉辦「桃跑節」等活動，展現以「課程發展」帶動「學校發展」，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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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機制，包括全校共學、中小分部、領域研究、社群對談，以多元機制展開課程

對話，發展出桃子腳獨特的臉譜，以下說明桃子腳校園十大密碼：

一、小笨鐘

進入桃子腳寬闊高聳的校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桃子腳小笨鐘，象徵師生守時

的觀念。小笨鐘是雙面設計，正面是臺灣時間，背面是英國時間，臺灣學生放學時

間剛好是英國學生上學時間，可以培養學生國際觀念與視野。

二、校訓牆

「貢獻、自信、榮耀」為桃子腳的校訓，也是公共藝術。在進校門三層樓高的

巨型清水模牆面上，全體師生秉持為學校及社會無私付出貢獻的態度，在校期間多

元學習，成就自信，共創團體榮耀。

三、清水模

學校建築以清水模為主體的設計，簡單素樸、內外一致，象徵桃子腳的學生圖

像：純潔質樸的健康身心。

四、中軸大道

從學勤路大門貫穿整個校園的中央大道，以閃電造型連結遠方的大漢溪與樹林

大凍山青龍嶺，展現出遼闊的視野及學生充滿能量、蓄勢待發的特質。

五、聚落廟埕

學校建築以聚落的型態配置，主要的三棟聚落中央的廣場類似農業時代的廟

埕，學生可以在廟埕追逐遊戲，象徵桃子腳連結鄉土文化，提供桃子腳學子／街頭

藝人多元展能的舞臺。

六、天井鋼廊

小學部有一個天井，可呈現出光影藝術，又可在自然課程作為教學場域；每一

棟清水模建築之間以雙層鋼構迴廊連接，象徵學生學習及發展連綿永續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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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湖光倒影

建築師簡學義先生在設計時運用許多對環境生態友善的理念，學校建築以三個

聚落配置的下方及雨水回收的蓄水池，在雨季時可循環利用作為校園澆灌系統，此

時廟埕將變身為湖泊，將周邊的大樓與山水，倒映在桃子腳校園美麗的湖泊之中。

八、教學卓越

桃子腳是一所由綠籬構成的校園，有豐富多元的校園生態，結合親師生齊心深

耕在地文化，孕育校本課程的能量，傳遞對生態環境尊重的理念，並與社區產生濃

厚的情感連結，最後薰陶出對美學特有的品味，成就出適性發展、多元學習及富含

人文藝術涵養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桃子腳校本課程發展的重要動力。

九、創課文化─社群、桃課師、課程統整週

「創課文化」是桃子腳獨特的文化，也是最大的資產，桃子腳每年有教師自發

性成立的教師專業社群17組，從社群互動中成長，發展出許多創新課程，這些課程

設計師稱之為「桃課師」。以「藝染成趣」課程為例，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

成立「生態美學」專業社群，透過專業的對話機制，優化課程設計，利用桃課師發

展「藝染成趣」之校本課程。

藉由桃子腳豐富校園生態的優勢，「藝染共樂•桃染自得」是以獨特的「植物

染」課程為設計基礎，搭配校本課程的四大學習主軸，涵育學生對其所處時、地、

物，皆能自發理解與認同的「人文關懷」素養，並具備與環境和諧互動的「科學能

力」與「藝術涵養」；最後，則能參與開創共好永續的「健康生活」，建立自信與

毅力、涵養與他人、與社會、自然互動的能力，並能參與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

發展。

「課程統整週」是桃子腳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作的計畫，透過與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研習，觀摩香港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實地參訪香港中小學推動課程統整週的

作法，引進學校發展出桃子腳藝術節與跨領域課程的統整週模式。

十、創校紀念碑

座落於校門口正前方的創校紀念碑鳶山與牛車，象徵不忘本的鄉土根源感，連

結先民在柑園特定農業區播種、插秧、耕種及豐收的歷史記憶，大漢溪兩側雄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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鳶山及鶯歌石，桃子腳就在三峽、鶯歌及樹林的地理及文化軸線中心。

桃子腳的建築與校園密碼是桃子腳豐富多元課程的基礎，從教師專業社群為起

點，創發桃課師彈性課程，構成傳達桃子腳不設限精神的課程密碼。

肆、桃子腳校本課程發展歷程

一、學校願景─桃子腳DNA（學勤555）

桃子腳乘著希望的翅膀在北大特區著陸，座落於樹林區學勤路555號，面對快

速變遷的時代以學創造、勤動手為基礎，發揮「挽袖子」的行動力。每個進出桃子

腳的小我（包括學生、家長、教師等）都有關懷謙遜和慈悲的心，集結每個小我的

「貢獻」，即成就桃子腳多元、豐富的學習樣貌。學校願景是設計規劃學校本位課

程的方向與依據，學校地址就是學校的願景（學勤555），學校願景象徵核心素養

的精神。要啟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相關的人與組織也要成為一個動態、持續不斷

對話溝通的學習系統，才能持續牽引學生的學習。

因為有許多小我的貢獻，讓小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而產生「自信」，因

自信而產生自我提升能量，讓每個小我願意與人分享「榮耀」，進而共同創造更

大的、更高的「榮耀」。透過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自主學習工作坊的機會進行深

度對話與討論，形成學校願景─桃子腳DNA「學勤555」（如圖1所示），並在

校務會議中通過學校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學校願景的涵義詮釋如下：（一）學

創造：激發想像力，滿足好奇心；（二）勤動手：做中學、知書達禮、學思達；

（三）舞貢獻：集結每個小我貢獻，成就多元豐富樣貌；（四）舞自信：每個人學

會做自己，發展多元創新智能；（五）舞榮耀：自信提升自我能量，樂於分享，服

務共好。

二、桃子腳課程架構

桃子腳座落於三峽文化古鎮、鶯歌陶藝重鎮及客家文化園區間的北大特區，是

一所「異質而多元」的學校，創校初期家長及學生多為外地移入，對於在地文化的

認同感其實是薄弱的，如何在課程中融入在地元素，必須透過實際踏查走訪的過

程，讓學生認識及了解在地故事，這些都需要時間的醞釀。佐藤學（199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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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言：

二十一世紀的課程改革，將捨棄追求生產與效能的「目標、達成、評量」的授課

模式，重新建構為由學習的意義與經驗組織而成的「主題、探究、表現」模式。

教師能切實使用課綱，並運用專業課程設計操作模組時，即可重新習得好師傅應有

的專業本事，進行有效的課程設計和教學。Reeves（2006）將設計本位研究分為四

個階段：（一）藉由研究者與實踐者的合作研究，分析實際的問題；（二）藉由現

有的設計原則與創新的科技來說明解決問題的發展歷程；（三）在教學實踐過程

中，採用反覆循環的測試以解決方案和精緻化；（四）反思所產生的設計原則，並

加強解決方案的實施。

桃子腳課程一直秉持可貴的不設限精神，每年在課程創發上都有桃課師的甄選

機制，加上校內教師年輕有熱忱，課程創發的能量相當大，意願也高，如何讓在地

文化的根基使課程穩固扎實，需要經歷多次的討論，方能達成共識，桃子腳課程架

構如圖2所示。

99學年度起根據學校校訓及課程架構發展課程地圖，目前已實施第八個版本

（如表1），每年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委員根據教師提案，經過實

人文關懷人文關懷

科學能力科學能力

學創造學創造
勤動手勤動手

舞
榮
耀

舞
榮
耀

舞
自
信

舞
自
信

舞
貢
獻

舞
貢
獻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藝術涵養藝術涵養

圖1　桃子腳DNA「學勤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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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校訓

課程願景

學校特色

課程主軸

不設限
（含括最多不可能，醞釀最大可能）

訂定

貢獻、自信、榮耀
小我與大我無界限／理想與現實無界限／現在與未來無界限

發展

多元學習／健康身心／服務人群

融合

傳統與現代／科技與自然／在地與全球／小學與中學

建構

人文關懷／科學能力／藝術涵養／健康生活

圖2　桃子腳課程架構

表1

桃子腳第八版課程地圖

課程

主軸

領域

課目
G1 G2 G3 G4 G5 G6 G7 G8 G9

核心

素養

人文

關懷

本國

語文
說故事比賽 語文競賽

自主

行動

英語文
童詩

童謠

闖關

活動

讀者

劇場

拼字

比賽

歌曲

比賽

國際

教育

一班一國

歌曲比賽

本土

語文

臺語

唸謠

社會
校園

四季

校園

十景

北大

地圖

家鄉

特產

家鄉

議題

環保

議題

密室

桃脫

密室

桃脫

閱讀
小小

書評家

閱動

閱High
為愛

朗讀

專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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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發表，期末邀請學者專家評選出校訂課程，再透過會議深入討論修正課程地

圖。

99學年度起，根據課程架構發展課程，第一版課程地圖先從彙整各項比賽活

動，包括學藝類、體育類及服務類等各類型活動的盤點，以減省各項人力資源，避

免活動間相互衝突影響學習效果；第二版課程地圖加入鳶山縱走的活動，引領學生

從高處俯瞰北大特區及大漢溪流域；第三版課程地圖做了大幅的改變，此時學校課

課程

主軸

領域

課目
G1 G2 G3 G4 G5 G6 G7 G8 G9

核心

素養

科學

能力

數學

行動學習點

（遊樂器材區、方庭、

圓庭）

行動學習點

（圖書館、方庭、

圓庭）

行動學習點

（小笨鐘、創校紀念碑、

校門口）

溝通

互動

自然

科學

校園

植物

交通工

具節能

減碳

植物

葉脈
機關王

校園

導覽

力與大

氣壓力
水資源

科技 資訊新體驗
資料

蒐集

劇本

構思

分鏡繪

製非常

好色

影片試

做威力

導演

影片

創作
資訊起飛

藝術

涵養

音樂
遇見

莫札特 本土國際

（一班一國）

班服製作
視覺

藝術
玩色彩

植物

之美

陶土

創作

手作

小書

手抄紙

畢業

海報

公共藝

術畢業

徽章

版畫

製作

畢業

徽章

表演

藝術
桃藝節文創市集、街頭藝人

健康

生活

綜合

活動

校園

健走

（生）

文學

地景

（生）

北大

健走

鳶山

成年禮

社會

參與

健康

體育
滾大球 健身操 足壘球

樂樂

足球

樂樂

棒球

躲避

飛盤

跳繩

大賽

CPR拔
河比賽

籃球

比賽

校外

教學
土牛溝 石頭溪 大漢溪 基隆河 淡水河

臺灣

西部

科學

探究

童軍

露營

臺灣

東部

班級 班級夢想家（小桃子環島趣／藝染成趣／可食地景／有屬有忠）

表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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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軸形成，發展出涵育學生對其所處時、地、物皆能自發理解與認同的「人文關

懷」素養，並具備與環境和諧互動的「科學能力」與「藝術涵養」，以及參與開創

共好永續「健康生活」的四條高鐵；第四版課程地圖則檢視九年一貫課程的銜接特

性，以健康生活為例，一年級從認識校園開始，沿著大河流域進行戶外走讀；六年

級認識臺灣西部及南部；九年級則進行波瀾壯闊太平洋的臺灣東部畢業校外教學，

具有由近而遠、由淺至深的課程螺旋精神；第五版及第六版課程地圖強調領域的特

色及領域間的連繫，嘗試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以及中、小學課程的合作，發展出

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的跨領域、跨年級的生態課程及文學地景課程，結合服務學習的

概念，使家長與社區都能一起互動共學；第七版課程地圖，因106學年度桃子腳擔

任前導學校之核心學校的任務，規劃校訂課程，學校願景、課程願景及課程主軸也

更加成熟，全面試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108課綱）的核

心素養教學；第八版課程地圖，以表1中健康生活為例，發展出一年級從認識土牛

溝、石頭溪、大漢溪、基隆河及淡水河，大河流域沿線的文史地圖進行戶外走讀。

三、藝染共樂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的主體是第一線教學現場的教師，課程實施觀點從教師角度出發進行

論述，Snyder、Bolin與Zumwalt（1992）研究指出，教師在進行課程實施時，反映

出三種和課程理想、課程計畫、課程目標之間不同的關係。

「核心素養」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主軸，承續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與「學科知識」，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

內涵（教育部，2014）。教育部於2017年訂定「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

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協助各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發展以核心

素養為主軸的統整課程，落實自發、互動及共好之理念。本方案採取課程締造觀

（enactment perspective）之觀點，課程締造觀又稱為行動落實觀、行動締造觀，重

視歷程模式，師生才是課程發展的設計者、主角，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中主動地創造

課程。課程知識來自運用專家知識、師生在實踐情境互動所產生的知識。師生成長

過程，重視參與者主觀世界的改變，同時重視教師行為與學生需求的統整。

桃子腳綠意盎然的校園中，每一棵植物背後都有其傳奇的故事，校園環境就是

一座大講堂，以大自然為學習的對象，結合在地染的發展歷程，將故事自校園帶進

社區，深入百年三峽發展的歷史古道。桃子腳期待發展「在地文化情染」，讓學生

透過走讀在地文化，培養愛家鄉的情懷；發展「藝創科學技染」，結合創客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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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學生能從「做中學」，進而達到「生活有感」的學習態度；發展「生活環境

美染」，讓學生透過生態體驗，感受反璞歸真的生活。同時納入三峽在地藍染的課

程，結合生態場域中的藍染植物「馬藍」作為課程資源，學習科學研究、社區文化

調查與生態守護知能，激發反思與藝術創作，透過此課程，引領學生學習邁向人與

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更和諧的關係。

方案內容包含「設計創客」、「戶外教育」、「生態美學」、「科學研究」、

「人文關懷」，希望經由生活情境的學習，讓桃子腳的學生透過實作，打開五感知

覺，領受土地的溫度，成為大自然的守護與營造者，方案內容的目標如下：

（一）發展跨領域、跨學制課程

課程規劃涵蓋圖3中桃子腳第八版課程地圖之「人文歷史」、「語文表達」、

「自然科學」、「藝術涵養」、「生態環境議題」等，整合知識概念與技能的學習

方式，以「染」作為核心，為探索體驗媒介，藉由真實情境發展學生主體經驗。方

案設計中亦融入了「7+2」的課程，除了在認識校園植物的導覽，還有以在地文化

為主的繪本進行的為愛朗讀活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並結合生命教育與服務

學習，透過行動實踐，夢想起飛。

（二）融入社區文史特色課程

立足三鶯，放眼國際，藉由知性兼具趣味性的在地特色課程導入，掌握三鶯樹

之社區發展，融入「藍染植物」、「走讀三峽染史」為在地的特色課程，運用社區

資源共同推動在地特色課程營造，從校園和社區開始，由近而遠進行戶外走讀的學

習課程。

（三）課程設計符合素養導向

透過跨領域課程設計，規劃學習情境脈絡化，學生經由探究思考及實踐力行，

培養終身學習的精神，方案設計上也緊扣「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素養學習。

（四）啟動關懷生命教育價值

經由方案的實踐，桃子腳期待學生對於生命的關懷與體悟，並實踐在日常生活

中。希望能由生命教育「愛人、愛己、愛自然」的同心圓中，讓學生學會具備系統

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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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課程團隊發展歷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學校志同道合之教師，基於共同的信念與目標，彼此相互

合作，以協助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學校本身是教育團體，透過有組織系統推

動專業社群，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和促進組織良性發展，更有利於學生學習

（吳清山、林天祐，2014）。

方案初始於103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起源於教師感知校園生態的多樣性，並

未對桃子腳的學生產生吸引力，由團隊領頭羊怡如老師，集結在藝術與生態議題上

同好的夥伴，自發性地進行課程共備與設計，不斷地學習與討論，企圖找出及定位

學校的特色課程。歷經多次的嘗試與試煉，課程發展脈絡逐漸清晰，課程發展的軌

跡正不斷地向前邁進，回首課程發展足跡，主要可分為三個轉變歷程：

（一）情感根基期

團隊的共識建立需要時間的淬鍊，在社群發展的初期，教師們從認識自己學校

的植物及植物染的原理開始，透過實踐操作，有很好的默契和感情基礎，從做中學

感受到植物染的魅力。

（二）課程萌芽期

團隊有了「植物染」課程的核心後，校內課程開始在少數班級試行，在桃子腳

的課程創發機制中，參與「桃課程」甄選就成了第二階段的主要目標。先發展「紙

不是紙」、「為愛朗讀」、「走讀三峽染」等課程，並透過桃課師發表機制，讓全

校更多教師知道與認同課程內容。

（三）視野拓展期

經過至少1年的課程實踐後，團隊需要加深加廣課程的視野，因此，借助行政

的支持，引進外部的支援，如香港中文大學協助進行專題研究課程設計、三峽染資

深教師協助復育大菁（馬蘭），以及在桃子腳「建藍」的規劃，使課程更具挑戰及

深度。

五、特色課程發展歷程

讓學生從課程中培養其能力，連結實際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素養的

養成不單是指學習某些知識內容，更強調要具備能力與情意面向，是一種綜合性表

現（林永豐，2016）。桃子腳具備豐富的綠色校園生態優勢，「藝染共樂桃染自

得」課程就是以獨特的「植物染」為設計基礎，搭配校本課程的四大學習主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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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生對其所處時、地、物能自發理解與認同的「人文關懷」素養；具備與環境和

諧互動的「科學能力」與「藝術涵養」；參與開創共好永續的「健康生活」。建立

自信與毅力、涵養與他人，和社會、自然互動的能力，並能參與社會、自然及文化

的永續發展。

校長面對愈來愈多的衝擊，使得校長專業發展的必要性大大提高（林信志、劉

藍芳、洪啟昌，2017），學校積極鼓勵學習社群的發展，107學年度桃子腳教師社

群達17組，校長本身也組成新北市中、小學型態校長學習社群，提升學校經營的專

業能量。學習社群是一種透過成員的合作、分享來創造理論與知識進而促成學校進

步的有效模式，是高品質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校園成長團體（蔡金田，2014）。特

色課程發展從組成教師生態美學學習社群開始，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一）課程凝聚發展師深情染創課程

透過學校社群的運作，成立「生態美學」專業社群，經由專業的對話機制，優

化課程設計，利用桃課師發展「藝染成趣」的校本課程。

（二）課程奠基扎根在地文化情染

1. 探尋社區染坊遺址、訪問耆老、查閱文獻，呈現新北在地之美。

2. 探索山林的茶與馬藍：山野環境場域作為課程與教學地點，進行包含登山安

全、技能為素養的山野教育，透過團隊合作的體驗探索為媒介，啟發五感學習並發

展主體經驗，並以此生態環境場域作為課程資源，學習科學研究、文化調查、復育

馬藍與生態守護知能。

3. 文學染：為愛朗讀以高年級朗讀《根於染》的繪本及故事給低年級的學生

聽，並在走讀三峽染史後完成一篇「慢寫染旅行」的寫作。

（三）創發跨領域課程

1. 藝術染：於視覺藝術進行媒體玩色的課程，體驗植物染的技法並進行個人藝

術創作，也利用染品進行表演藝術。透過體驗感受，從傳統到創新的臺灣生命力與

客家的堅苦卓絕，激發反思與藝術創作的動能。

2. 科學染：利用染的原理進行科學專題研究，如何定色、如何製作無毒染劑。

3. 生活染：將染的技巧運用於生活上，透過安全食物染劑加入食材。

4. 國際染：與外國學生進行交流，除了針對來訪的他國學生體驗學校植物染的

課程外，也能利用自己做的染卡當成卡片進行交流。



周仁尹 桃子腳課程密碼 45

六、在地文化情染案例

為達到透過實地踏查培養學生體認家鄉情懷的課程目標，主題課程「在地文化

情染」的教案設計在課程目標、教材準備、評量方式等方面將環境教育、多元文化

教育、閱讀教育等議題融入（如表2）。

表2

在地文化情染課程

主軸 在地文化情染

目標 透過實地踏查培養孩子體認家鄉情懷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以
 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教材

準備

繪本「藍色小洋裝」、教學PPT、
學習單、闖關卡、採集植物工具

評量

方式

觀察、分組討論發表、學習單、觀察

紀錄單

融入

議題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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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多元文化教育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閱讀教育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主

E-B1.  具備「聽、說、讀、寫、作」的
 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數理、肢體及藝術等符號
 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
 人際溝通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
 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
 素養，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表3說明課程架構與教學理念，包括：低年級的為愛朗讀、中年級的北大健走

在地情及馬藍歷險記、高年級的走讀三峽染及漫寫染旅行，介紹領域教學時數與教

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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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課程架構與教學理念

架構 課程 單元名稱
教學領域

／節數
教學目標

在

地

文

化

情

染

低

年

級

為愛朗讀
語文領域

／2節

1.  透過繪本認識三峽藍染的特色
2.  了解植物染與日常生活的連結
3.  透過繪本產生對植物染的認同

中

年

級

北大健走

在地情

社會領域

／3節

1.  透過實地走訪引導學生了解居住地方特色與文化
2.  利用北大健走的闖關活動，進行植物染的體驗，體
驗在地文化的美

馬藍

歷險記

綜合領域

／3節

1.  認識鳶山的地理環境
2.  認識馬藍的生長環境及能清楚分辨馬藍的特徵
3.  能主動和同儕共同合作採集馬藍

高

年

級

走讀

三峽染

綜合領域

／3節

1.  走訪三峽老街，了解藍染的興起背景
2.  體認藍染產業對於三峽的重要性
3.  鑑賞三峽老街「染」字牌坊的藝術特色

漫寫

染旅行

語文領域

／3節

1.  透過實地踏查，發展語文創作題材
2.  藉由語文創作，省思自己如何能為藍染產業貢獻
3.  互相分享彼此的創作，培養尊重他人作品的素養

伍、結語：桃子腳課程發展沒有終點，只有千萬個起跑點

林百里先生於2012年以「未來就在眼前─Future is Now」為題對新北市

校長進行演說分享，他勉勵大家創新求變（be the change），用今日的行動改變

明天的世界，提及巨變時代的三股力量分別為：新科技（technology）、新行為

（behavior）和新模式（business）。2017年12月，桃子腳榮獲《天下雜誌》評選未

來教育臺灣100選Top 5的殊榮，負責新北市新課綱課程發展召集學校，106學年度

及107學年度連續兩年擔任教育部新課綱核心學校，作為108課綱的學校教育領頭

羊，桃子腳承擔許多重擔與任務，為了小桃子的成長與發展，這是一項甜蜜的負

擔。

立足鄉土、胸懷臺灣、放眼世界，桃子腳深刻了解建築工程雖可使學校變大，

唯有優美文化才能使學校變偉大，我們為實現國民教育作育英才的理想而相聚，桃

子腳的課程密碼、最可貴的創課文化與教學卓越，彰顯出全體師長都是充滿能量的

桃課師，為培育多元創新優質卓越的新時代公民而不斷努力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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