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南區 ／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學校名稱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黃珮綺、郭亭佑 

跨領域學科 家政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美感教育(此教學計劃與美術課合作，將美感教育融入作品製作中) 

色彩學－三原色、12色相、明度、彩度、對比色、類似色 

構成－美的原則、形體、色彩、質感 

秩序－成套的概念 

跨領域 

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由美術老師於美術課中教授美感課程－構成格線概念。 

家政老師於家政課中教食物里程、認識各種職業、在地文化。從認識

「食物里程」，讓學生體認並發現食物得之不易，提醒學生尊重並珍惜食

物。藉由食物里程，「發現生活中許多不同的職業」，讓學生瞭解各種行

業，以做為未來生涯選擇的參考依據。 

最後，以美術課程中所介紹的構成中所提到格線概念設計「在地美食

文化」的海報。藉由「在地美食文化」的認識與介紹，加深同學對這塊土

地的感情，並引導學生去發現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跨領域 

美感課程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探究

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與跨領域課

程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食尚玩『嘉』 

教學時數 6 節 實施班級 七年級 

實施情形 實施班級同時於美術課與家政課同步進行本教學計畫 

設計理念 

    近年來，資訊發達與各國文化快速湧入的同時，我們卻沒有好好認識自己生

長的地方文化是非常可惜的。此課程藉由食物里程與美食文化的認識，讓學生學

會珍惜食物、尊重並瞭解各種不同行業、認識在地美食文化。希望學生在資訊發

展快速的同時，不會忘記屬於原生地方的文化特色。 

1. 從認識「食物里程」，讓學生體認並發現食物得之不易，提醒學生尊重並珍

惜食物。 

2. 藉由食物里程，「發現生活中許多不同的職業」，讓學生瞭解各種行業，以

做為未來生涯選擇的參考依據。 

3. 最後藉由「在地美食文化」的認識與介紹，加深同學對這塊土地的感情，並

引導學生去發現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美術課 

美感教育課程 

 

家政課 

食物里程、認識各

種職業、在地文化

認識 

 

海報製作 

成果展示 

上台口頭發表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美感課程－構成格線概念 

教學方法 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適性輔導 

教學資源 

1. 康軒版綜合活動領域二下＜在地新境界－在地消費行＞ 

2. 康軒版綜合活動領域二下＜在地新境界－發現地方美＞ 

3. 黃璿芳(2010)。家政群專業科目一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台北市：文字復興

有限公司。 

4. 食在愛地球 3PPT www.greenschool.moe.edu.tw 

5. 台灣加油 ！！！縮時台灣 縮時攝影 TIME LAPSE TAIWAN BY louisch 陳志

通 HD 1080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16vxgZkKQ 

6. 台灣無比精彩-【HD】一萬張照片紀錄高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ZgdVlr13U 

教學目標 

單元一：讓學生體認並發現食物得之不易， 

        學會尊重珍惜食物 

單元二：讓學生瞭解各種行業，做為未來生涯選 

        擇的參考依據 

單元三：在地文化的認識與介紹，引導同學去發現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並加深同學對土地的 

        感情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單元一：讓學生體認並發現食物得之不易， 

        學會尊重珍惜食物 

單元二：讓學生瞭解各種行業，做為未來生涯選 

        擇的參考依據 

單元三：在地文化的認識與介紹，引導同學去發現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並加深同學對土地的 

        感情 

1-4-2 透過不同的活動或方式，展現自己的興趣與

專長。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

運用。 

3-4-1 參與各項團隊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

作，並負責完 

成分內工作。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重大議題能力指標】 

生涯教育 

2-3-2 瞭解自己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

適合發展的 

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 

1-4-3 藉由食物實現自我 

3-4-1 運用食衣住行育樂等相關知能，肯定自我與

表現自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16vxgZkK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ZgdVlr13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4 美術課： 

美感教育課程 

海報技巧與海報製

作 

1. ppt 簡報以『格線的分割邏輯』為主要教學重點，

指涉到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主

從關係凸顯焦點、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2. 引導學生運用積木的模矩概念，在 A4 丹迪紙上

完成 12 格線的分割，並完成排版。  

3. 色系分析，引導學生分析色系安排比例關係，

進而體察自己在設計海報所使用色系的關係。 

黑板、電腦、投影機、學

習單、彩色丹迪紙、口紅

膠。 

1-4 家政課： 

食尚玩『嘉』 

教學內容：(1)從認識「食物里程」，讓學生體認並發

現食物得之不易，尊重並珍惜食物。(2)藉由食物里程，

「發現生活中許多不同的職業」，讓學生瞭解各種行

業，以做為未來生涯選擇的參考依據。(3)最後「在地

美食文化」的認識與介紹，加深同學對這塊土地的感情。 

黑板、電腦 

學習單、 

海報紙、 

麥克筆、 

剪刀膠水麥克筆、 

包裝食物(餅乾) 

5-6 成果展示 海報呈現與上台口頭報告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

術

概

念 

美

感

元

素 

跨領域 

策略 

評

量

模

式 

備註 

單元一：憑空迸出新滋味？ 

---認識「食物里程」 

【第一節】 

(一) 引起動機-早餐從哪裡來？(10mins) 

1. 教師引言：生活中每天會接觸到食物，從原料到吃進嘴巴之間的歷程，我們稱之為「食物里程」。 

2. 教師發問：同學今天吃的早餐，怎麼來的？裡面的食材是從哪裡來？ 

※三明治中的吐司、美乃滋、雞蛋、火腿、蔬菜、肉鬆等。 

※飯糰中的飯、油條、肉鬆、酸菜、海苔等。 

※奶茶中的奶、茶葉、糖等。 

3.由同學舉手發言 

(二)主要活動-what’s 食物里程？(30mins) 

1. 教師介紹何謂「食物里程」，並提醒同學記錄完成學習單(附件一)。 

 (發下學習單) 

※食物里程：是指食物從原產地送到消費者手上的距離，包括食物原料→市場→加工→市場→再加工組合

→市場→消費者。 

※引導學生思考，食物得來不易，進到嘴巴的食物，須經過許多人的努力，應當珍惜。 

※食物哪裡來：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Traceable Agriculture Product，TAP)：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實施及驗證

＋履歷追溯體系 

(三)綜合活動-總結&回家作業(5mins) 



1. 教師總結：食物里程使我們明白食物從何而來，這過程中，需要經過許多人的辛苦與努力，才能讓我們

享受到美味的食物。我們絕對不可以隨意浪費，應該珍惜並尊重食材食物。 

2. 回家作業：食物里程中，從食材到食物進到我們的嘴巴，經過許多人的努力，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許多不

同的職業，請同學回家想想有哪些職業，是在食物里程中出現的。 

 

單元二：小職業大發現 

【第一節】 

(一)引起動機-我是小老闆(10mins) 

1. 老師引言：各位同學都是消費者，我們吃進嘴巴裡的東西，其實提供了很多工作機會，因此我們每個人

都是小小老闆。 

2. 請同學發表，食物里程中出現哪些職業？ 

(二) 主要活動-職業大發現(30mins) 

1. 分組討論：(發下學習單)(附件二)請每組討論出兩種在食物里程中發現的職業， 並且討論此職業的工作

內容與性質是什麼。 

2. 老師提醒每組的職業不要重複。 

3. 請每組上台發表。 

4. 提醒台下同學仔細聆聽每組的職業發表，以認識各種不同的職業。 

(三)綜合活動-行行出狀元(5mins) 

1. 藉由食物里程，發現各種不同的行業，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似乎不起眼，但不可或缺。 

2. 提醒同學尊重不同的行業，各有專業，各有重要性。 

3. 各行各業都很重要，同學若從中發現自己的興趣，將來可以努力朝此行業發展，腳踏實地學習，行行出狀

元。 

4. 藉由「食物里程」，我們發現食物得來不易應當珍惜尊重，並從中發現各行各業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接下來的課程，我們將著重在飲食行業上，帶著同學一起認識在地的飲食行業與飲食文化。 

 

單元三：食尚玩『嘉』 

【第一節】  

(一)引起動機-原來『嘉』好吃！(15mins) 

1. 老師引言：引導同學回想家裡或學校附近，有哪些美食對自己來說特別重要或有特殊記憶。 

2. 節錄電視節目，介紹嘉義美食。 

3. 老師引導：嘉義是個小地方，我們從小在嘉義長大，卻經常對嘉義感到陌生。引導學生注意生活中的事

物，學生發現平時所吃不起眼的食物，即是一種親切且不可或缺的美食記憶。 

(二)主要活動-巷仔內美食 D『嘉』(20mins) 

1. 老師說明：請同學找一項對自己來說特別重要或有特殊記憶的嘉義美食，親自品嘗，並完成學習單。(發

下學習單)(附件三) 

2. 範圍以家裡或學校附近為主，不需要是很貴或很有名氣的店家，只要是對自己很重要的美食就符合條件。 

3. 完成後，以小組為單位，製作成海報或投影片，上台跟同學分享介紹。 

4. 台下同學聽取分享與介紹時，應記錄於學習單與地圖上，完成專屬於班上的嘉義美食記錄與嘉義美食地

圖。(發下美食記錄表格和美食地圖)(附件四、附件五) 

5. 老師示範：如何書寫學習單、如何以海報或投影片上台分享。 

(三)綜合活動-換我當『嘉』(10mins) 

1. 口感練習：老師發給學生不同的食物，請同學品嘗後，以兩句話形容出食物的口感(盡可能生動，吸引注

意) 



2. 老師提醒：介紹嘉義美食時，盡可能生動的描述出口感，想像自己是美食節目主持人，讓所有同學聽到

自己的分享後，迫不及待的想品嘗。 

3. 老師提醒：完成學習單，下週上課帶著自己的學習單，於課堂上完成小組投影片或海報。 

【第二節】 

1. 老師檢查學生的學習單，應該完成。 

2. 小組討論時間：將自己要介紹的美食分享給小組成員，並且完成小組的海報或投影片。 

3. 老師巡視學生是否有問題。 

4. 老師檢查進度：各小組需要完成下週上台報告的海報或投影片。 

5. 老師提醒：下週上台分享報告，每組報告時間約 10 分鐘，報告內容須包含學習單上的項目。聽取分享報

告的同學，需要仔細聆聽，並且完成嘉義美食記錄與嘉義美食地圖。 

【第三~四節】 

(一)引起動機-原來『嘉』好吃！(5mins) 

1. 教師引言：期待聽到同學精采的美食分享，藉由同學的分享，我們也可發現原來在我們生活週遭『嘉』好

吃。 

2. 徵求願意先上台分享的組別，若沒有則抽籤決定報告順序。 

(二)主要活動-巷仔內美食 D『嘉』(75mins) 

1. 班級美食報告：教師隨時抽問台下學生問題，提醒台下同學專心聆聽並做美食記錄及美食地圖。老師並

於每組報告後提問及講評。 

2. 學生填寫美食記錄表格及美食地圖。 

(三)綜合活動-換我當『嘉』(10mins) 

1. 教師總結各組優缺點。 

2. 教師總結：藉由報告的內容讓各位更加認識在地美食與文化，也挖掘出自己所不認識的在地特色，這是

一個起點，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發現更多在地特色。 

3. 老師總結：食物是我們的生活必需，美食更是能代表一地方的特色文化，藉由在地美食文化的認識，加

深同學對這塊土地的感情，好好去發現從小生長生活的嘉義，原來具有這麼多值得我們用心去發現與探

索的小確性。 

4. 老師總結：提醒同學多留意身旁一切事物，生活周遭許多美的事物，值得我們發現與珍惜。 

教學省思與建議 

1. 實施成效：學生藉由完成學習單與報告的過程，實地走訪美食店家親自品嘗，藉由親身經歷，加深自己的

印象。課堂上，同學彼此分享美食經驗，發現生活週遭有許多美味，更加深對在地文化的喜愛與認同。另

外，藉此同學可以學習上台報告的技巧。 

2. 教學省思：學生上台報告前老師需要實際示範，需讓學生瞭解報告的重點及注意事項，鼓勵學生藉由上台，

慢慢訓練膽量，並學習資料統整與發表的能力。 

 

 

 



教學研發成果 

 

 



 

 

 

 



未來推廣計畫 

了解領域之間的教學內容，強化教師之的溝通，增加課程的聯結，讓課程的推展更加順暢。期許

以後的課程都能以此為範本跨領域結合，讓各領域的課程除了縱向的推展，也有橫向的聯結。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學生小組討論，製作海報 學生上台報告(海報) 

  

學生上台報告(海報) 學生上台報告(海報) 

  
學生上台報告(海報) 學生上台報告(投影片) 

 

 



  
學生學習單(附件三) 學生學習單(附件三) 

  
美食記錄表格(附件四) 美食記錄表格(附件四) 

  

嘉義美食地圖(附件五) 嘉義美食地圖(附件五) 

嘉義美食地圖(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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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灣無比精彩-【HD】一萬張照片紀錄高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ZgdVlr13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16vxgZkK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ZgdVlr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