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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概覽與執行項目



計畫概覽

依據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
二期五年計畫

以三期三階段的進程劃分，
跨領域美感教育邁入第三期

第一期開發階段、第二期深
耕階段、第三期推廣階段



核心
素養



計畫概覽 第三期計畫藍圖

 串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建立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深化跨領域美感課程教育

 行銷跨域美感課程成效

 組織師資培育大學

 連結縣市機構

 全民美育



計畫概覽 第三期執行內容

 持續推動與輔導跨領域美感課程實踐

 精進跨領域課程深度以活化教學現場

 完整串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

 凝聚各合作大學強化在地化支持系統

 遴選教師代表參加國外進修參訪活動



合作單位
示意圖



總計畫
團隊名單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計畫主持人 趙惠玲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暨美術學系專任教授

共同主持人 黃純敏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協同主持人 林小玉院長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暨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協同主持人 李其昌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協同主持人 高震峰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協同主持人 莊敏仁院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韻文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協同主持人 陳淳迪主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系主任暨專任教授

專任助理 林芸安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總計畫）

專任助理 孫詩茹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課程研究、北北區）

專任助理 張惠嵐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國際事務、北區）

專任助理 黃宥嘉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行政聯繫、中區）

專任助理 吳宥徵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社群網路、南區1、東區外島）

專任助理 廖心彤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總務招標、南區2）

兼任助理 邱鈴惠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美編設計）



輔導各區種子學校進行

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

串連區域學校，提供各

區學校互動交流的跨領

域美感旗艦基地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
師資培育大學委員



領域 服務機關 系所 師資培育委員

自然科學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蘇慧君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永達副教授

科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張玉山教授

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石蘭梅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吳育臻副教授

數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賴以威助理教授

語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文學系 潘麗珠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施枝芳講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張善貿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朱書萱教授

非藝術學科
師資培育委員

諮詢委員



科目 服務機關 系所 師資培育委員

視覺
藝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李靜芳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陳箐繡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蔡佩桂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張繼文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羅美蘭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 江學瀅助理教授

音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潘宇文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陳孟亨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伍鴻沂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 郭美女教授

表演
藝術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張連強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劉淑英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林仁傑副教授

其他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鍾怡慧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曾逸仁副教授

藝術學科
師資培育委員

諮詢委員



前期計畫
數據成果 合作學校總數

國小階段：110所

中等學校：67所

師培大學：15所

共計192所

參與教師數 約1850人

參與學生數 約25153人

諮詢委員數 約120人

課程方案數 約370件

工作坊場次數 約420場

2019
153 種子學校
25  師培大學



計畫概覽 連結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導向的跨領域課程

課程方面
學校課程計畫至少包含總體架構、彈性學習及校訂課
程規劃（含特色課程）、各領域/群科/學程/科目之教
學重點、評量方式及進度等。在遵照教學正常化規範
下，得彈性調整進行跨領域的統整及協同教學。

行政方面
106年10月：教育部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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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感」做為藝術學科和其
他學科共有的概念，使各領域
／科目的學習與藝術領域產生
連結。實施時透過美感元素、
藝術媒介、藝術概念、藝術資
源，與表現、鑑賞、實踐等藝
術活動，活化、輔助或融整其
他學科之教學。

計畫概覽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定義

藝術元素
藝術媒介
藝術概念
藝術資源

+
表現活動
鑑賞活動
實踐活動

視覺藝術
音樂

表演藝術



六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意覺( 心靈) 



教學現場國小至中等階段，有志於發展跨領域美感教育之
教師團隊，以自身專業領域出發，探討科目中共同發展跨
域美感教育的可能。

師資培育大學及合作大學，紮根於師資職前學生之培育及
提供合作教師增能諮詢。

以行政端或藝術教師為啟動者，聯合各學科領域之教師組
成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師團隊進行共備。

計畫概覽
跨領域美感課程



計畫概覽 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發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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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跨校教師共同備課

開發並實施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

聚斂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內涵

彙集學生學習心得及家長回饋意見

拍攝課程實施照片及教學成果精華影片

種子學校
工作項目

一、推動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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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師增能工作坊/研習會議

辦理區域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參與總計畫/師培大學研習活動

繳交成果光碟

年度結報作業

種子學校
工作項目

二、 辦理及參與總計畫相關活動



種子學校
工作項目

三、種子學校工作項目表(手冊p.15)

四、種子學校評核機制(手冊p.30)

特優
優等



2016



計畫專書

2019 《這堂什麼課：跨領
域美感課程的想像與實踐》
(含專書四冊及光碟一式)

 國小階段I
 國小階段II
 中等階段I
 中等階段II



「這堂什麼課？」 跨領域美感教育實例 系列手冊

主題導向，整合往期跨域美感課
程方案成果，詮釋重點議題，普
及跨領域美感實作方式與涵養



網站
資源

計畫社團

官方網站

粉絲專頁



「 跨域美感實驗室 」
課程模組概覽



建構課程模組的優勢

每一個模組因應教學需求客製化培養之能力

具備彈性，視教育趨勢需要而調整元件組成

強化學術連結，促進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

異於分科的方式，知識彙整成系統性的課程

可因應更加多元的教學形式及評量方式調整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定義與類型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定義

以「美感」做為藝術學科和其他學科共有的概念，使各
領域／科目的學習與藝術領域產生連結。

實施時透過美感元素、藝術媒介、藝術概念、藝術資源，
與表現、鑑賞、實踐等藝術活動，活化、輔助或融整其
他學科之教學。

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

「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以及「超學科」
（transdisciplinary）



跨領域的新趨勢



跨領域美感課程示意圖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取向

建立在學校正式課程的基礎上，融通應用各領
域學習重點，設計專題活動或帶有啟發性、應
用性的跨領域美感體驗課程。

擴充藝術與非藝術學科之跨領域合作類別，帶
動校內外多元的跨領域美感課程對話機制。

透過學校課程發展會議等，商議跨領域美感課
程發展方向，擴大校內教師參與層面。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實施規模宜視實施情境逐漸
擴充，建立永續利用的教學資源系統。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即是以跨領域美感課
程模組的元件組構而成，扣合教育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具有機性的課程樣態。

課程模組有許多選擇元件，選擇適當的元件加
以組合，形成獨特的學習方案。教師可由「大
單元的教學計畫」中擷取一部分、或改裝部份
的教材內容、變換執行的方式，設計適用之課
程模組。

提高課程精確度、扎實度，節省成本、增加系
統運作的可能與效率。



跨領域美感教育

針對美感
元素與形

式

針對課程
構組針對

「跨領域」
內涵

針對
核心素養

針對美感
素養

跨 域 美 感 課 程 模 組
組成示意圖

+ 校內外連結 / 國際視野



跨領域
內涵

美感元素
美感形式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構組

跨領域
美感素養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核心內涵1.7版示意圖
依據課程學習目標，選擇可和美感
元素、美感形式連結的構件
1.美感元素構件
2.美感形式構件

依據課程目標，具跨
領域美感特質之構成
課程的基本元件
1.學習目標
2.教學活動
3.教學策略
4.教材內容
5.教學資源
6.學習評量

跨領域
核心素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各領域核心素養

1.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
2.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
3.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
4.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
5.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
6.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
7.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

依據課程學習目標以
及課程類型，所選擇
跨域的學科知識內涵

校內外
連結

+ 本期卓越亮點

國際
視野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1.7版
於本學期的應用
（對應大會手冊「課程模組」P.36）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核心內涵1.7版（PDF）－說明文
件，在開發跨域美感課程方案時對照使用。

 課程模組檢核表（PDF）－種子學校學期中或學期末自
行檢查開發之跨域美感課程方案，是否符合跨領域
美感教育核心內涵。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PDF)－學期末供種子學校
填寫繳回，填具跨域美感課程方案實施資料。



表格填寫範例

感謝提供課程方案以供範例

[偏藝術類範例]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A.課程模組檢核表 PDF

B.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PDF

[偏非藝術類範例]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a.課程模組檢核表 PDF

b.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PDF

敬請閱覽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填寫範例，切勿修改或做他用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官方網站＞＞關於計畫＞＞

檔案下載（PDF）https://www.inarts.edu.tw/plan_performances

本範例內容是依九年一貫綱
要下研發，本學期請根據十
二年國教課綱、跨領域美感
課程模組核心內涵1.7版，
並視各校實際方案填寫。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經費與執行期程



經費相關問題

 歡迎各位種子學校於計畫粉絲專頁提出
 或在學期中致電詢問各區負責助理

官方網站 粉絲專頁



數位攝影機

腳架

數位相機

GoPro

平板電腦數位投影機

迷你隨身擴音機

請填寫線上租用申請表

單，詳細器材清單與借

用辦法請參閱網頁說明

器材資源

空拍機

線上申請表單



器材資源
器材設備租借申請

一、租借辦法

1.填寫器材設備出借線上申請單。

2.跨領域美感教育辦公室確認器材數量後於申請一週內(不含假日)回覆是否租借成功

3.若可租借將寄送器材設備與租用單一式兩份(唯空拍機須至臺師大親取)，收件後請將租用單簽名
掃描回傳

二、租用須知

1.數位攝影機、腳架、擴音器租借期間以一學期為限，數位相機、平板電腦、GoPro、空拍機、軟
體、投影機及筆電因數量有限租借期間以一個月為限。

2.租借之設備若損壞或缺件，願負賠償責任。

3.計畫相關業務以外用途使用請先行告知。

4.請確保物品清潔，並於歸還時恢復初始狀態。

5.屆滿出借期限，請繳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106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