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課程教案 

 

 

壹、課程名稱：無竹令人俗 

貳、教學對象：國小中高年級生 

參、課程領域：國語文、藝術與人文、美術 

肆、課程節數： 3節 

伍、合作館校：錢穆故居  

陸、課程簡介： 

       歲寒三友《松、竹、梅》， 這三種植物在寒冬時節仍可保持頑強的生命力而得名，是

中國傳統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徵，傳到日本後又加上長壽的意義。 

      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梅在寒冬綻放、蘭花清秀、菊花淡香、竹子節節上

升，常被視為君子的象徵。還有松樹和頑石，皆得到古代文人的喜歡。 

      竹，有著不一般的中國傳統文化含義，竹子四季常青象徵著頑強的生命、青春永駐；竹子

空心代表虛懷若谷的品格；其枝彎而不折，是柔中有剛的做人原則；生而有節、竹節必露則是

高風亮節的象徵。 

        在故居中，有許多當年錢先生和錢夫人共同親植的花草樹木，而房屋兩旁蓊鬱的竹林，

緩緩飄落的竹葉，帶來詩意，也讓人沉浸在大自然的洗禮。竹子的剛直、謙遜，不亢不卑，瀟

洒處世，就像是錢先生不同流俗高雅之士的象徵。 

      此課程希望藉由故居最具代表之「黃金竹」，引領學生走入一場精采的人文之旅。 

柒、課程目標：  

1. 知道錢穆先生生平以及生活態度與信念 

2.藉由實際參訪錢穆故居，能體會「慢活恬靜」的精神生活之樂 

3. 了解「竹」的文學意涵 

4.了解「竹」的生活實用性 

5. 體會、感受生活之中的人文之美、詩詞之美、建築之美、工藝之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5%91%BD%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F%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


捌、館所特色：  

        「素書樓」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自民國56年來台之居所，館中保留錢先生當時居住之樣

態，房內簡單的擺設、滿櫃之圖書，書桌前的棋盤和棋局，窗外的松樹和竹林，樓廊上的休憩

遠眺故宮的小桌椅，以及的庭園中的一草一木，沒有過多的裝飾擺設以及吸引蝴蝶蜜蜂繚繞的

花園，有的只是一股沉靜與寧靜，讓我們看見錢先生及錢夫人樸實淡薄、鶼鰈情深的生活。徜

徉於幽美的建築及庭園景觀中，可讓人感受中華文化的深沉之美。 

玖、教學材料： 

第一節 學習單、色筆 

第二節 手抄紙漿 (100g竹葉乾材、25g氫氧化鈉)、手抄紙網(紗網、木工用釘槍、防水大膠

帶、木條)、手抄紙、文房四寶、護貝機 

第三節 竹編實物、竹片(一人26支，長度約10公分)、萬用白膠防水型、寶特瓶、竹籤、竹

筷、骰子 

 

拾、課程步驟： 

節次 課程名稱 設計理念 

1 
篩風弄月，瀟灑一生-竹

的文學之美 

「竹」在中國文人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是高風亮節、柔中帶剛的君子代表，因此在第

一堂課中，希望藉由《竹里館》、《竹石》兩首

詩的內容深究，引領學生探索詩詞當中的文學之

美。 

2 
文心匠意，紙短情長-竹

葉手抄紙書籤製作 

「紙」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也是當代生活不可

缺少的必需品，但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人類為了

製造出更多的紙，砍伐許多樹林和樹叢也破壞棲

地，與樹木共同體的生物逐漸消失，生態的破

壞，氣候的改變，皆是人類的危機…在這堂課程

中，將以竹葉製成手抄紙，並以水墨點綴，希望

拾掇起先人的智慧，並體會中國繪畫之美。 

3 
無竹令人俗 

-竹的實用工藝 

竹對早期居家生活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食、衣、

住、行樣樣都與竹免不了關係，但隨著科技發

展，竹工藝也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今日

環保意識抬頭，與竹相關的工藝傳統也以文創產

業型態再度出現，因此在這堂課程中，希望帶領

學生認識傳統工藝之美。 

 

節

次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課程評量 

1 

 

準備活動 

一.錢穆故居導覽 

路線: （紅門前→楓林步道→）客廳→多媒體

教室→樓梯間→書房→樓廊→教育及學術成

就展示室→臥房→庭院合照 

(一)楓林步道 

1. 介紹「素書樓」名稱由來 

導覽:「素書樓是錢先生母親居住的

地方，。因錢先生在十七歲時得了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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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病，當時錢先生的媽媽不捨晝夜的

照顧他，因此素書樓即是為了紀念母

親的養育之恩而來的。」 

2. 介紹庭園植物: 

師:「現在來到素書樓的庭園，大家

可以看見園中有許多的植物，這一草

一木都是當初錢先生和錢夫人共同親

植的，現在要給同學10分鐘左右時

間，在庭園中走走看看，並且找找看

有沒有自己認識的植物呢?」 

*讓學生自由探索，體會庭園之美、

漫遊之樂 

師:「同學剛剛有沒有看到自己認識

的植物呢?」 

*讓學生自由回答，教師視學生回答

情況給予回應並進行小總結 

師:「剛剛有同學提到竹子、松樹、

杜鵑花等等。庭園中的竹子是「黃金

竹」，松樹則是「黑松」，其中松

樹、竹子、梅花是古代文人稱為『歲

寒三友』，歲寒的意思是『年歲、年

月進入到寒冬』，而在歲寒之中，通

常萬物蕭條，許多植物的樹葉都凋零

了，但是松樹和竹子卻仍舊會保持青

翠，梅花則是越冷越開花，因此在寒

冬中只會看到這三種植物，這樣的特

性被世人認為是『堅忍不拔』的象

徵，因此深受中國古代文人的喜愛。

而在錢先生的庭園當中，便種植了其

中兩種，由此可見錢先生的意趣。等

等我們上二樓進入到錢先生的書房當

中，便會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這黃金

竹和黑松，等等再請同學們好好欣賞

喽!」 

(二)客廳: 

1. 介紹錢穆先生在臺講學 

2. 介紹客廳的空間及物件 

(三)書房 

1. 介紹書房裡的物件，感受先生的日常

生活 

(四)樓廊 

1. 介紹樓廊如何作為錢穆夫婦的重要起

居空間 

2. 介紹樓廊閒話 

*由故居人員進行導覽，帶領同學認識錢

先生的思想、生活態度 



發展活動 

二.回顧故居導覽所見(如錢穆先生興趣、園內植

物等)，作為發展活動的開頭 

1. 師:「剛剛同學們在導覽的過程中，有什

麼令你印象深刻的嗎?」 

2. 生:「錢先生有許多藏書，而且有很大的

書房，窗外還有黃金竹和黑松，如果我

的書房向錢先生一樣，則讀書起來一定

非常愉快!」 

生:「故居中有許多植物，房內有錢夫人

所畫的水墨畫，在這樣的小房子裡居

住，感覺既愜意又溫馨…」 

*讓學生開放回答，教師視情況引導，並

給予學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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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竹的意涵」內容深究 

3. 教師根據學生的回答引入主題 

師:「剛剛有同學提到，故居當中有很多

不同的植物，如黃金竹、黑松、槭樹、

山茶、玉蘭及杜鵑花等，在古代有許多

文人，都喜歡在自己的庭園種植植物，

因為人們看到不同植物有著不同的外

貌、花季，會產生不同的想法。老師現

在要給大家閱讀兩手有關『竹子』的

詩，分別是唐朝王維的《竹里館》以及

清朝鄭燮的《竹石》，在這兩首詩中，

分別展現了竹子不同的意象，等等要請

同學分組討論，完成學習單，並且和大

家分享。」 

4. 朗讀竹里館、竹石 

 

竹石 作者：鄭燮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

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竹里館 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5. 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討論兩首詩的意

涵(先不講解逐字的翻譯，希望讓學生在

彼此討論的過程中，逐步摸索出詩詞所

想表達的意思。) 

(1)「竹石」學習單引導題目: 

A. 作者所描寫的竹子生長在什麼環

境中呢? 

答:山上的破岩中(岩石縫)、風

強之處 

B. 承上題，在這樣的環境中，竹子

有向環境妥協嗎? 

答:沒有，竹子即便遭受「千磨

萬擊」卻仍然堅韌 

C. 你覺得作者是想透過這首詩表達

甚麼呢? 

答:人應該要像竹子一樣，在逆

境中仍要堅忍不拔。 

(2) 「竹里館」學習單引導題目: 

A. 王維在這寫首詩的場景是什麼呢?

(請從時間、地點回答) 

答:時間(深夜)、地點(幽深的竹

林裡) 

1小

時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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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王維此時身旁有其他人嗎?而他又

在做甚麼呢? 

答:作者只有自己一人，獨坐在竹

林裡彈琴、吹口哨 

C. 你覺得在這首詩中，作者表現出

什麼樣的生活情境呢? 

答:自然平淡、清淨安詳 

      *回答可依照學生討論自由發揮。 

6. 請各組分享自己的討論結果 

7. 教師總結:統整學生的討論結果，並且再

次帶領學生閱讀兩首詩，從中延伸竹子

的意涵。 

竹石→竹子的高風傲骨、無所畏懼、慷

慨瀟灑、積極樂觀 

竹里館→竹子的高雅閒淡、超拔脫俗 

師:「剛剛同學們在彼此討論的問答中，

已經有可以看出竹在文人的筆下，有著

不同的面貌了，現在我們再繼續深入的

討論這兩首詩。 

    在鄭板橋所寫的《竹石》當中，竹

子的生活環境並不好，其生長在岩縫、

風強之處，但即便如此受到『千磨萬

擊』，其仍然『不放鬆』的堅忍挺拔的

在站在青山當中。由此可見作者是利用

竹子來『藉物言志』，竹子表示的是

『有節操的人』；破巖、強風則是『惡

劣的環境』，因此作者想鼓勵世人應向

如子一樣，在惡劣的環境中仍有自己的

操守，展現剛正不阿、正直不屈、鐵骨

錚錚的節操。除此之外，作者也活用一

些文字，讓整首詩看起來更趣味橫生，

如『咬』字，表示出了竹子頑強的生命

力和堅定的信念，在最後一句的『任』

字，也是畫龍點睛的關鍵字，其意即

『任意』，表示竹子無所畏懼、慷慨瀟

灑、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因此從這首

詩可以看出，在鄭板橋筆下的竹子具有

高風傲骨、無所畏懼、慷慨瀟灑、積極

樂觀的精神。 

    但是下一首王維的《竹里館》所表

達的意境就很不一樣了。首先在唐朝有

許多詩人，後人依據其寫作的不同風

格，歸結出許多詩派，如浪漫派-李白、

邊塞派-王之渙、社會寫實派-杜甫，而

王維則是「山水田園派」著名的代表，

由這首《竹裏館》也可見王維獨樹一幟



的寫作風格，如在詩中王維獨自坐在幽

靜的竹林裡，身旁只有琴與明月陪伴，

由此展現隱士閒適的生活情趣。並且在

詩中短短四句，作者並未暗藏刻骨銘心

的大道理，也沒有特別設計『詩眼』，

但就在這自然平淡的筆調，描繪出清新

誘人的月夜幽林的意境，夜靜人寂融情

景爲一體，蘊含着一種特殊的美的藝術

魅力。而在細細品讀，前兩句描寫自己

獨自在深夜當中坐在茂密的竹林裡彈琴

長嘯，後兩句寫景物，這凸顯了作者隻

身一人與環境的強烈對比，但這並不會

令人畏懼、令人難過，反而凸顯作者恬

靜自得、優游自在、心遠地自偏的愜意

感受。 

    從這兩首詩的討論研讀，可以看見

同樣的一種植物，對於鄭板橋和王維而

言，卻產生出了不同的感受，這是因為

其二人的個性、心境不同，因此對於同

樣一件事物的感觸自然也不同，但無論

如何，他們都在『竹子』身上學習、找

到心靈的慰藉，也從中看到等量的美的

感受，則同學比較欣賞誰的作品呢?而錢

穆先生在素書樓旁種植黃金竹和黑松，

你們覺得錢先生為何要種這兩種植物

呢?」 

*讓學生自由討論回答 



綜合活動 

四.擴大補充介紹「各類植物」的文學意涵 

1. 四君子: 

(1)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 

(2)蘭:空谷幽蘭，孤芳自賞。 

(3)竹:篩風弄月，瀟灑一身。 

(4)菊:凌霜而行，不趨炎勢。 

*搭配圖片讓學生觀察 

師:「在課程的最後，我們要來介紹植

物當中的『四君子』-梅蘭竹菊，其中

竹子是我們這次課程的主角，剛剛已經

介紹過許多了，現在我們要來看看其他

種深受中國文人喜愛的植物。」 

師:「首先是梅花(給學生看圖片)。同

學可以看看圖片中梅花生長的季節是什

麼呢?(生:「是冬天」)沒錯!梅花的特

性是天氣越冷，其綻放就會越美麗，因

此古代文人認為這表達了梅花堅忍不

拔、一身傲骨的個性，並且因為梅花的

生開都是在冬季，所以時常有文人會將

梅花和白雪做比較，如『梅須遜雪三分

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此外，梅花也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花喔!」 

 
師:「接著是蘭花(展示圖片)，野生的

蘭花是生長在山谷當中的，因此有句成

語叫做『空谷幽蘭』，表示蘭花不和眾

花爭美，反而獨自在山谷當中綻放，飄

散幽微的花香，延伸之意是讚揚女性的

人品高潔、幽雅之貌，因此也深受文人

的喜愛。在當代台灣，培育蘭花的技術

非常厲害，每年都可以栽種出品質很好

的蘭花內銷或外賣，因此台灣在國際上

又被稱為蘭花王國喔!」 

 
師:「最後一個是菊花(展示圖片)，菊

花盛開的季節是在秋季，多半百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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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節多在春季、夏季，直至秋冬早已

『百花殘』，但菊花卻特立獨行在這個

季節綻放，這樣的性格深受隱士的喜

愛。說到菊花，中國古代有位最喜歡菊

花的文人，同學知道是誰嗎?答案是陶

淵明(陶潛)，陶淵明有句詩詞中寫道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這句話充分表現陶

淵明隱居淡泊的性格，表示只要自己的

心境自由，外在萬物都無法對自己造成

限制，因此都能悠然自在。而後來『東

籬』也為菊花的代詞之一。除此之外還

有另外一句詩詞也能充分表達菊花的性

格-『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

中』，因為秋季轉入冬季，風向也開始

轉為吹拂冷冽的北風，菊花的花季也走

向終點，但即便如此，菊花枯萎之後並

不會整株隨風飄散，而是力求保持完整

的『抱香死』，而不被強風吹落，因此

更深刻表示菊花的傲骨。」 

 
2. 歲寒三友:松竹梅 

五.預告下次課程內容 

2 

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紙漿製作 

1. 竹葉乾材加水煮約2.5小時，煮到葉材整

個軟化(葉材比較韌的植物，氫氧化鈉的

量要稍多) 

2. 煮好之後，放涼一晚，再用紗布墊底，用

濾勺過濾沖水清洗，直到水的顏色變乾

淨。 

3. 清洗好的葉材用木棒搥打(原本的纖維應

該會呈現絲狀)，捶打過後，再用清水清

洗，用調理棒打碎備用。 

 100g竹葉

乾材 

25g氫氧

化鈉 

 

 

二.引起動機 

1. 回顧上堂課所提內容 

師:「在上一次的課程中，我們參觀了故

居，也知道了錢穆先生來台之後的生活、

志趣，並且也透過兩首唐詩《竹里館》和

《竹石》知道了竹子在文人心中所表示的

意涵，有沒有同學可以幫大家複習一下

呢?」 

10分

鐘 

  

 



生:「虛心、有節操、高風亮節…」 

2. 交代本日課程 

師:「今日我們要繼續以竹子為課程主

角，帶各位同學做竹葉手抄紙，並在用紙

上畫水墨畫，製成書籤。」 

發展活動 

三.介紹紙張的發展史 

1. 請同學想想沒有紙張的生活 

(1)師:「同學們有沒有想過生活一天當

中，一己大概會用掉多少張紙呢?」 

*以問題作為開頭，引領學生思考現

代生活的便利性，以及紙張的重要

性。 

生:「不知道」或是估算一答案 

(2)師:「那同學有沒有想過，若是世界

上沒有紙，生活會受到哪些影響

呢?」 

生:「書寫不便」、「沒有衛生紙可

用」…(學生自由回答) 

(3)師:「最後，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聽說

在紙張發明、改良以前，是將文字如

何記載呢?」 

生:「刻在石頭、骨頭上」 

   「寫在樹葉上」…(教師依據學生

回答給予回應，並導入介紹文獻載體

發展史) 

2. 延伸介紹中國文獻載體發展(商朝 甲骨文

→周朝 金文、石刻→秦漢 簡牘、帛書) 

(1)師:「在紙張出現以前，中國人會將

文字書寫在各種物品上，如最早在商

代，是刻寫在烏龜殼、骨頭上，也就

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甲骨文」，其中

烏龜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是最為常見

的，但是在考古挖掘中，還有發現一

些鹿、羊、犀牛的骨頭也有被刻上文

字，甚至還有挖到6片是『人頭骨』

所刻成的甲骨文呢!而商朝人會製作

甲骨文，是因為他們是一個迷信的民

族，生活中諸多大小事都希望透過

『占卜』得到解答，比如會不會下

雨?婦女懷孕是生子還生女?而多用烏

龜殼，是因為烏龜是種長壽的動物，

他們相信烏龜能『上通於天』和神明

溝通。」 

師:「接著到了周朝，開始將文字刻

在青銅器以及石頭上，即是我們所說

20分

鐘 

教學PPT  

能專心聽

講 



的「金文」、「石刻文字」，如此一

來對於保存文獻所起的作用可以更持

久，如在東漢時，當時政府為了保存

儒家經典，便把整份典籍刻在石板

上，稱為『石經』，使當時候的文人

可以自由拓印或觀看，對於經典的保

存有極大的貢獻，若不是重要的經典

還沒辦法刻喔!」 

師:「再到秦朝及漢朝時，又出現不

一樣的文獻載體，分別是『簡牘』和

『縑帛』，簡牘是由竹子所做成的

『竹簡』(也就是竹片)以及木頭所做

的『木牘』(也就是木片)合稱而成，

在當時要製作簡牘，那可是非常麻煩

的!首先要先去砍竹、伐木(有些地方

還沒有樹林呢)，接著要剖成竹片和

木片，再削去青皮，也就是「殺

青」，最後還要打磨、火炙(「汗

簡」)，以達到便於書寫、不易腐壞

的特性，最後才能拿來寫字。縑帛則

是將文字寫在絲織品上，書寫起來非

常順暢，是很好的材料，但是其價格

昂貴，又不容易保存。」 

(2)討論各載體的優缺點，以切入紙張對

生活帶來的便利性 

(難以取得、難以書寫、難以攜帶…) 

師:「剛剛我們介紹了紙張出現之

前，中國人把文字書寫在各種材質

上，則這些拿來寫字的物品，和紙張

相比有什麼缺點呢?」 

生:「這些載體製作很麻煩」、「材

料不易取得(如要抓烏龜、找銅礦和

錫礦…)」、「這些載體很難寫」… 

*教師視情況引導學生討論、歸納，

最後進行總結 

甲骨文:甲骨不易多得 

金文、石刻:笨重費工 

簡牘:製作仍費工、笨重 

縑帛:價格昂貴、不易保存 

3. 介紹紙張的發展以其重要性為中國四大發

明之一，由東漢蔡倫改良。 

師:「在介紹完甲骨文、金文、石刻、簡

牘、縑帛之後，則『紙張』到底是怎麼發

明的呢?」 

生:「是東漢蔡倫發明的!」(教師進行觀

念釐清) 



師:「同學剛剛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是東漢的蔡倫，但是紙張的發明並不是蔡

倫發明的喔!他是紙張的改良者。紙張最

早出現的歷史記載不太清楚，但據吞論應

該是西漢時發明的，大家看看『紙』這個

字是『糸』部，也就是『絲』的意思，表

示最早的紙張是來自『動物纖維』，和現

代紙張是『植物』做成的很不一樣，而從

動物纖維到植物纖維的改良者便是蔡

倫。」 

師:「再繼續說說最早紙張的出現，據說

是因為中國古代要養蠶取絲，但是蠶寶寶

吐出來的絲線上面會有很多分泌物(口

水)，因此需要重複浸泡在水中以除去雜

物，泡著泡著在水面上便浮現一層薄絮

渣，最後不斷累積也就成了最早的『絮

紙』。」 

師:「而到了東漢蔡倫開始改以用植物纖

維造紙，不過『蔡侯紙』也和我們現在所

用的紙張很不一樣，據史料記載蔡倫是利

用樹皮、麻頭、敝布(破布)、漁網當成原

料，最後做出紙張。不過紙張在改良時也

並沒有廣為流傳，因為造紙技術尚不純

熟，要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成了眾人

主要書寫的載體。」 

4. 紙張傳播到世界各地: 

師:「紙張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對於世

界文化的影響深遠，最早傳到西方世界，

是在唐朝玄宗天寶年間，唐朝怛羅斯之役

與大食(阿拉伯人)對戰，使得造紙術西

傳。這對於世界歷史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

響，比如說推動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

革等等。」 

5. 紙張的功用: 

教師指引學生歸結、回顧紙張的功用及重

要性 

(1)歷史記載 

(2)知識傳播… 

延伸附錄: 

1. 商代甲骨文:可分為甲、骨。甲指「龜的腹甲」，有時也將龜的備甲鋸開來

使用；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頭骨或鹿頭骨，虎骨及人頭骨極少。而甲骨

載體的製作須先把甲骨上的血肉剔除乾淨，把腹甲或背甲分割，在其反面

用刀鋸挖一棗核型的窪穴，在旁邊鑽一語窪穴相連的圓孔。 

2. 金文:「青銅」是以銅錫合金鑄成，其材質比竹帛石刻更為堅實，因此其對

保存文獻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一般可分為禮器(以鼎為最多)和樂器(以鐘

為最多)，因此又稱「鐘鼎文」 



3. 石刻:在青銅器上刻鑄文字比刻石刻困難，秦代以來石刻漸漸取代金刻，但

又隨後雕版事業日益發展後，石經作用相對下降。 

4. 漢代簡牘:可分為「簡」(竹簡)、牘(木牘)兩種，要書寫前必須「截竹為

簡，破以為牒。」隨後「殺青」以刮去青皮，再經「汗簡」烘乾水分，方

能寫字。其作以文字載體，比起甲骨、金石來說，具有取材容易、製作和

書寫方便的優越性，但一枚簡牘容納的字數畢竟有限，而保存、移動、閱

讀則很不方便。 

5. 縑帛:與竹簡同時，為絲質品的載體，因此質地輕薄、柔軟、平滑，易於運

筆及舒捲，既可寫字，又可作畫繪圖，還可根據文字長短截斷，因此比簡

冊方便，是一種很好的書寫材料。但其的價格較高，當時作者經常先將文

字初稿寫在光滑的白絹或版牘上，改訂之後才寫上縑帛。而在紙張發明後

的一段時間，縑帛因價格昂貴，一般人無法隨便購買，書寫帛書便成為提

高自己身分的象徵。 

6. 紙:中國在東漢蔡倫造紙之前，造紙術是從先秦文獻中所出現的絮紙而來

的，是以縑帛或絲纖維交結而成的薄絮片，是現代植物纖維紙張的前身。

「紙」的本意是紙漂洗蠶繭時所附在筐上的渣絮，後來以絲為原料的縑帛

也稱為紙。直至東漢蔡倫起，開始採用多種植物纖維為原料製造，以成專

供書寫的紙張，蔡倫將這多種原料經剝皮、漚爛、蒸煮、舂搗、漂白等多

道工序加工製作而成，為後來的造紙工藝開闢廣闊道路。但紙張剛問世

時，並沒有得到普遍注意和應用，主因係當時生產力低下，無法普及；以

及長期使用竹帛的傳統習慣難以全部改變，因此從東漢到魏、晉，一直是

縑帛、竹木簡、紙三者並用，貴族與上層社會重帛輕紙觀念仍然強烈。直

至東晉桓玄廢晉安帝稱:「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

黃紙代之。」確立紙為唯一的文獻載體。 

四.竹葉手抄紙製作 

1. 交代紙漿的製作程序(如上) 

2. 製作手抄紙網 

(1)木條用釘槍釘穩四角，成一個方框 

(2)紗網(比木框大)，繃住木框，並用釘

槍把紗網密密釘在木框上，最後再用

防水大膠帶封住木條和紗網的四周

(就是接縫處) 

 
3. 手抄紙製作: 

(1)準備一盆水(水盆建議用四方型比較

好抄紙，並且要比手抄紙網大很多，

方便操作) 

45分

鐘 

手抄紙

漿、紗

網、木工

用釘槍、

防水大膠

帶、木條 

 

 

能依照教

師指示，

完成手抄

紙製作 



(2)水裡面加入樹糊和紙漿(也可以加入

喜歡的花瓣或是小草增加手抄紙的趣

味性)，如果紙漿纖維太粗，這時候

還可以再用調理棒打碎打勻。 

(3)雙手握緊手抄紙網，由後往前輕輕撈

起拌好的紙漿，連續3次(如果想要厚

一點的紙，可以多抄幾次) 

(4)抄好的紙(此時還在手抄網上)，用吸

水抹布吸乾水，再倒扣放在抹布上

(如果此時紙張不小心弄破，可以再

放回水裡，打散紙漿，就可以重新抄

紙)，把剩餘的水分壓乾，接著蓋上

乾抹布，用熨斗把紙燙乾，一張完美

的、獨一無二的手抄紙就誕生了。 

 
*將當場抄的紙先放在一旁風乾，教

師提供以完成的紙張，進行水墨畫教

學及書籤製作 

五.手抄紙書籤製作: 

1. 教導簡易竹子水墨畫 

2. 將畫完的紙張製成紀念書籤 

45分

鐘 

手抄紙、

文房四

寶、護貝

機 

能依照教

師指示進

行水墨畫

作，並完

成書籤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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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回顧上次課程內容 

2. 引導學生思考，在生活中竹子的妙用 

師:「在前兩次的課程中，我們介紹了竹

子的文學意涵，也介紹了紙張的發展歷

史，最後也教導大家製作獨一無二的竹葉

手抄紙書籤。而在今天的課程開始前，想

請問同學『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竹子又

被用在那些地方呢?』」 

生:「竹筍能吃，竹葉能包粽子，竹竿用

來搭房子、蓋橋…」 

10分

鐘 

  

能依照生

活經驗，

提出自己

所觀察的

生活聯想 



發展活動 

二.介紹台灣的竹編工藝 

1. 介紹竹編工藝品 

師:「在早期台灣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那時的

生活並不像現在一樣這麼便利，比如說沒有

冷氣、沒有好的帽子防曬，因此當時候的人

民將會運用隨手可得的材料，製作成許多便

利的生活用具，而『竹編工藝』就是台灣早

期很具代表的產業(因台灣盛產各類竹子)，

例如大家現在夏天睡覺床鋪有沒有鋪『涼

蓆』呢?這在早期的沒有冷氣的炎炎夏日哩，

可是消暑的必備喔! 

    『竹帽』又稱為『斗笠』，同學們應該

都曾看過吧?早期的人們會先用竹的莖部組成

帽子的骨架，接著再在上面鋪上一層又一層

的竹葉，如此便成了農人遮陽擋雨的好夥伴

了! 

    除此類似在廚房中，也隨處可見許多竹

編藝品喔!如『竹編菜罩』可以將餐桌上沒有

吃完的食物蓋起來，以免有蒼蠅、蚊蟲等停

到食物上；『氣死貓』則是『竹編吊籃』，

因為早期居民多住在三合院，這算是半開放

式的房屋型態，因此有些野生的流浪貓可能

會『聞香而來』，此時先將食物放於吊籃

中，便可防止貓咪偷吃食物，故稱為『氣死

貓』；竹篩則是可以用來篩選米類、穀物之

用。 

    以上介紹了許多介紹許多竹編藝品，同

學們有沒有發現竹子妙用無窮呢?」 

*教師依照教學程序展示圖片或實物 

 
竹蓆              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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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編菜罩          氣死貓(竹編吊籃) 

 
2. 介紹當代竹編工藝的沒落與轉型 

師:「剛剛介紹了這麼多竹工藝品，則同

學在之前有看過哪些呢?又或是家中還有

剩下哪些是用竹子做成的生活用具呢?」 

生:「我家裡還有涼蓆!」、「其他的好

像都沒有看過了」 

(教師依學生回答情況給予回應) 

師:「最早這些竹工藝品，都是由人民自

己製作而成，後來產業逐漸分工，便出

現一批人是專門製作竹藝品維生，但又

隨著工業越來越發達進步，現在有很多

更便利的生活用品出世，這些傳統的竹

藝品便又走向沒落了，因此台灣有許多

鄉鎮是以竹編聞名的，現在則開始走向

產業轉型。」 



三.竹片杯墊DIY 

1. 取10支竹片，頭尾先用竹片沾膠固定住。 

2. 翻面，再取10支竹片，沾膠在頭尾的竹片

上，把10支竹片再黏上去(此時頭尾竹片

會在20支竹片中間)。 

3. 再取4支竹片，黏在其中一面的上下左右

當作外框，待乾即完成竹片杯墊。 

 

30分

鐘 

竹片(一

人26支，

長度約10

公分)、

萬用白膠

防水型 

能依照教

師指示，

完成竹片

杯墊 

四.「步步驚心」遊戲製作 

1. 製作方式: 

(1)寶特瓶身上鑽出許多洞(兩個洞之間

要穿過一支竹籤或是竹筷)。 

(2)寶特瓶裡面放入一個小玩偶。 

(3)寶特瓶倒放，瓶口朝下(讓玩偶掉到

瓶口位子)，開始插入所有竹籤或是

竹筷。 

2. 遊戲方式: 

(1)用骰子決定玩家的先後順序(2~5人

玩)，並把寶特瓶正放(此時玩偶會卡

在瓶口的竹籤上)，遊戲開始。 

(2)一人抽出一支竹籤，要陷害對手讓玩

偶掉到瓶底。玩家抽出竹籤時，玩偶

掉落的話，玩家失敗，遊戲結束。 

 

30分

鐘 

寶特瓶、

竹籤、竹

筷、骰子 

能依照教

師指示，

完成遊戲 

綜合活動 

五.整期課程回顧總結: 

30分

鐘 

竹片杯

墊、茶 

能分享自

己的想

法，並專



沏壺茶、用自己親手製作的杯墊，分享課程中的

所感受到的生活美感(人文之美、詩詞之美、建

築之美、工藝之美…) 

心聆聽同

學的回饋 

 

拾壹、延伸課程： 

1. 對文學產生興趣，能主動閱讀並欣賞文學作品。 

2. 喚起對生活周遭美的感受 

拾貳、課程評量：  

1. 透過實境體會，感受人文之美。 

2. 透過詩詞內容深究，發覺文學之美。 

3. 透過手做勞作，體會工藝之美。 

拾參、課程指標：  

E-A1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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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B3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 

                本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