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坦尚尼亞TingaTinga歡樂藝術季

坦尚尼亞國際文化體驗日

-國小版-



2018年5月凡卡藝廊第四度邀請非洲藝術家來台，舉辦「坦尚尼亞TingaTinga歡樂

藝術季」。由於2015-2017年的學校交流經驗中，學校與非洲藝術家雙方均感非常

具有教育意義，故今年凡卡藝廊再度規劃完整的課程內容，與學校合作，期帶給台

灣學生更有趣的國際文化體驗。

簡介



日期：2018年5月、6月

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學生

講師：

(一) 坦尚尼亞籍藝術家 (奇巴拉‧姆朱古諾 Kipara Mzuguno )

(二) 凡卡藝廊團隊

課程目的：

(一) 使學生們認識豐富多元之異國文化、藝術、生活、民情

(二) 與非裔老師實際交流，增進學生與不同人種交流的勇氣與表達能力

(三) 學習欣賞非洲的多元性，從交流中找到身處台灣的優勢與自我價值

課程方案：

分為「半天方案」、「全天方案」、「深度體驗方案」、「大學校方案」

活動內容



時間 人數 內容

第一節

0840-0920

80人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20分鐘)

二、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20分鐘)

第二、三節

0930-1110

三、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40分鐘)

四、TingaTinga動物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60分鐘)

第四節

1120-1200

五、認識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30分鐘)

六、校長致詞、合照 (10分鐘)

課程方案：半天方案

適合人數：80人



時間 人數 內容

第一節

0840-0920
梯次一

(80人)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20分鐘)

二、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20分鐘)

第二、三節

0930-1110

三、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40分鐘)

四、TingaTinga動物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60分鐘)

第四節

1120-1200 梯次二

(80人)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20分鐘)

二、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20分鐘)

第五、六節

1330-1510

三、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40分鐘)

四、TingaTinga動物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60分鐘)

第七節

1520-1600

全體

(不限人數)

五、演講：認識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30分鐘)

六、校長致詞、合照 (10分鐘)

課程方案：全天方案

適合人數：160人



時間 人數 內容

第一節

0840-0920

80人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20分鐘)

二、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20分鐘)

第二、三節

0930-1110

三、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40分鐘)

四、TingaTinga動物大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60分鐘)

第四節

1120-1200

五、認識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30分鐘)

六、下午闖關遊戲分組、規則介紹 (10分鐘)

第五節

1330-1410
七、闖關遊戲上半場：非洲的食衣行 (40分鐘)

第六節(含下課)

1420-1520
八、闖關遊戲下半場：非洲的住育樂 (60分鐘)

休息、自由互動 (20分鐘)

九、課程總結、校長致詞、合照 (20分鐘)
第七節

1520-1600

課程方案：深度體驗方案

適合人數：80人



課程方案：大學校方案

時間 人數 內容

第一節 0840-0920 梯次一(50人)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10分鐘)

二、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30分鐘)

第二節 0930-1010 梯次二(50人) 同上

第三節 1030-1110 梯次三(50人) 同上

第四節 1120-1200 梯次四(50人) 同上

第五節 1330-1410 梯次五(50人) 同上

第六節 1420-1500 梯次六(50人) 同上

第七節 1520-1600
全體

(不限人數)

三、認識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30分鐘)

四、校長致詞、合照 (10分鐘)

適合人數：300人



課程說明：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介紹非洲藝術家與凡卡藝廊團隊

*以TingaTinga藝術畫作來介紹非洲草原動物



課程說明：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坦尚尼亞藝術家奇巴拉老師示範Mzuguno風格，解釋創作心法與細節



課程說明：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每位學生發一張圖畫紙，紙上印有老師未上色的部分線搞，也有空白處供學生自
由發揮。

*線搞處學生可依自己創意著色，空白部分可參考Mzuguno其他畫作自行發揮。



課程說明：動物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牆壁貼上數張壁報紙，先畫好吉力馬札羅山、寶寶樹、河流，做為非洲大草原

*學生分為四組，各自負責大草原的一個區塊，每位學生在小圖畫紙畫上喜歡的動物，
上色，將動物剪下貼在非洲大草原壁報紙上



課程說明：演講：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認識坦尚尼亞地理、人文、風俗民情

*坦尚尼亞旅行趣事分享



課程說明：闖關遊戲-非洲的食衣住行育樂

上半場 (40分鐘)

食│凡卡藝廊

*圖片介紹坦尚尼亞的各種食物，影
片播放Ugali(玉米硬粥)的製作方式

*學習用手吃Ugali

衣 │凡卡藝廊

*圖片介紹坦尚尼亞的服裝

*用非洲布料與飾品打扮自己，拍照

行 │ 奇巴拉

*圖片介紹坦尚尼亞的交通工具

*學習非洲人用頭頂東西走路

共有六道關卡，學生分為三組(或六組)分別闖關

下半場 (60 分鐘)

住 │凡卡藝廊

*圖片介紹坦尚尼亞的部落住宅

*因為與動物同住，要學習辨認動物，
玩模仿動物的遊戲

育 │凡卡藝廊

*學習斯瓦希里語基本詞彙

*學習斯瓦希里語兒歌

樂 │奇巴拉

*坦尚尼亞小學生很愛踢足球，每人
學會把球踢回，和用頭把球頂回



課程說明：遊戲-非洲的食衣住行育樂



課程內容
半天
方案

全天
方案

深度體
驗方案

大學校
方案

一、非洲動物大草原介紹 ● ● ● ●

二、Mzuguno彩繪風格示範教學 ● ● ●

三、Mzuguno彩繪風格動手做 ● ● ● ●

四、TingaTinga動物草原集體拼貼創作 ● ● ●

五、演講：認識東非的遙遠異國-坦尚尼亞 ● ● ● ●

六、闖關遊戲上半場：非洲的食衣行 ●

七、闖關遊戲下半場：非洲的住育樂 ●

八、校長致詞、合照 ● ● ● ●

適合人數 80人 160人 80人 300人

方案內容比較



非洲老師

奇巴拉 Kipara Mzuguno, 坦尚尼亞籍知名藝術

家，知名藝術家族Mzuguno家庭一員，曾至沙

烏地阿拉伯及烏干達等地舉辦展覽。Mzuguno

家族的繪畫擁有極獨特的風格和辨識性，畫風充

滿鮮豔欲滴的豐碩感，為TingaTinga藝術的重

要支派，在國際上享有不小的知名度。



活動內容皆可隨需求調整，歡迎提出更有趣的想法，

讓孩子在歡樂中學習，認識真正的非洲、拓展世界觀。



附錄-坦尚尼亞簡介

【面積】94.7萬平方公里(約台灣的26倍大) 

【人口】約5100萬人

【官方語言】斯瓦希里語、英語

【宗教】伊斯蘭教(35%)、基督教(30%)、其餘
為非洲傳統宗教

【GDP】963美元/人

【幣別】坦尚尼亞先令 (1 TWD=65 TSH) 

【時區】GMT+3，比台灣慢五個小時



附錄-TingaTinga藝術簡介

Tinga Tinga是東非一帶最著名的繪畫藝術，源於坦尚尼亞。畫風色彩鮮豔、對比

強烈，以魔幻卡通的筆觸描繪出各種非洲野生動物，畫作充滿生命力與想像力。

這種風格起源於1932年出生的Edward Saidi Tingatinga，他1968年開始在坦尚尼

亞首都三蘭港作畫，他在木板上畫跟家鄉壁畫一樣風格的野生動物，大受外國觀光

客的歡迎。如今這個藝術正從東非流傳到全世界，我們在歐洲、美國、日本的美術

館可以看到，甚至迪士尼及BBC公司也曾與坦尚尼亞畫家合作，製作了52集的動物

寓言動畫，此動畫於台灣公視也曾撥出(譯名:動物歡樂派)。Tinga Tinga可以說是

非洲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的原創繪畫藝術。



附錄-凡卡藝廊簡介

【2015.2】「凡卡藝廊」成立

【2015-2017】舉辦三屆「坦尚尼亞TingaTinga歡樂藝術季」

*於6個城市舉辦22場TingaTinga藝術畫展、現場活動44場次、彩繪課程58場次、

學校交流11場次、「非洲畫家到我家」65個家庭。

*於台北市立動物園完成大型壁畫

*與台北市松山區公所合作，帶領里民於巷弄創作大型壁畫

*與關西六福莊合作「非洲童玩節」，並於6個公共場域完成19個牆面大型壁畫

【2018】4-6月將舉辦第四屆「TingaTinga坦尚尼亞歡樂藝術季」



附錄-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2017 嘉義三興國小【活動記錄短片】 https://youtu.be/Gkt6fH1Ov5c

2017 基隆復興國小【活動記錄短片】 https://youtu.be/cyExCFLVKno

2017 台中石角國小【活動記錄短片】 https://youtu.be/5LSOPHjaeGA

2017 活動記錄 http://www.afanga.com/2017exhibition

2016 活動記錄 http://www.afanga.com/2016report

凡卡藝廊官方網站 http://www.afanga.com

https://youtu.be/Gkt6fH1Ov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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