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南 區 ／ 國 立 東 石 高 級 中 學 

學校名稱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黃韻嫻、楊牧音、林巖郡 

跨領域學科 國文、音樂、美術 藝術學科 音樂、美術、表演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一、教學對象：普通科三年孝班學生，共 38 名。 

二、先備能力： 

1. 高中教材：該班學生已完成五個學期的高中課程，具備有基本音

樂及美術能力，甚至在剪輯影音上也得心應手。 

2. 舞台能力：一年級時曾改編賴和〈一桿稱子〉劇本並進行演出，

二年級時將鄭愁予〈錯誤〉及〈情婦〉二詩進行跨詩篇的對話表

演。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高中翰林版國文第六冊教材中有〈曲選〉單元，其中一個部份需

教授〈牡丹亭•遊園〉這一段劇曲。我感受到學生對於中國傳統戲曲

的陌生與隔閡，如果只是講授文本，只會流於「國文」基本考試題型

的學習，根本無從體會與領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無形文

化遺產的崑曲文化。因此企圖由文本出發，藉由白先勇〈青春版牡丹

亭〉影音，帶學生欣賞中國傳統戲曲的表演手法與藝術技巧，讓學生

根據課文〈牡丹亭•遊園〉一段的「懷春」主題，鋪陳劇本並展演，

讓學生從中體會人類情感是跨越時代的，也透過學生合作戲劇的演

出，學習人我溝通、尊重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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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林版高中國文第六冊  劇曲選――牡丹亭•遊園 

教學總時數 400 分鐘 實施班級數   1 班，38 人 

實施情形 

    高中翰林版國文第六冊教材中有〈曲選〉單元，其中一個部份

需教授〈牡丹亭•遊園〉這一段劇曲。我感受到學生對於中國傳統

戲曲的陌生與隔閡，如果只是講授文本，只會流於「國文」基本考

試題型的學習，根本無從體會與領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

界無形文化遺產的崑曲文化。因此企圖由文本出發，藉由白先勇

〈青春版牡丹亭〉影音，帶學生欣賞中國傳統戲曲的表演手法與藝

術技巧，讓學生根據課文〈牡丹亭•遊園〉一段的「懷春」主題，

鋪陳劇本並展演，讓學生從中體會人類情感是跨越時代的，也透過

學生合作戲劇的演出，學習人我溝通、尊重與包容。 

設計理念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包含有「表演

藝術」，其目的無非是透過課程提升學生鑑賞能力，陶冶生活情

趣，啟發學生藝術方面的潛能與發展健全的人格。然而沒有文本的

基礎與對文化的認識，表演藝術容易流於外在形式卻缺乏內涵。我

希望能以高中教材的文本出發，將觸角延伸至「美」的領域中，讓

學生感受「美」的無所不在、無所不包。 

    而在社會的快速變遷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視「議題」，

希望學生在課程中獲得各項議題的相關知識、情意和技能，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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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發生的背景、性質、現象、內容、成因及影響，以養成學生批

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追求

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 

    在這樣的原則下，我體認到「我聽，我會忘記；我看，我會記

得；我參與，我會了解」，所以當看到高中翰林版國文第六冊教材

中的〈曲選〉單元，有一個部份需教授〈牡丹亭•遊園〉的這一段

劇曲時，我感受到學生對於中國傳統戲曲的陌生與隔閡，如果只是

講授文本，只會流於「國文」基本考試題型的學習，根本無從體會

與領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的崑曲文化。

因此企圖在文本的教授外，藉由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影音，帶

學生欣賞中國傳統戲曲的表演手法與藝術技巧，然後讓學生根據課

文〈牡丹亭•遊園〉一段的「懷春」主題，鋪陳劇本並展演，讓學

生從中體會人類情感是跨越時代的，也透過學生合作戲劇的演出，

學習人我溝通、尊重與包容。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個人認為文本《牡丹亭》本身就是「美」的代表，文字優美、

意念優美，而《牡丹亭》更是劇本，它需要被搬演，所呈現出來的

崑曲藝術更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唱腔

優美、身段優美。 

    所以透過〈牡丹亭•遊園〉的教學，我們可以藉由美的欣賞讓

學生提高藝術層次，領略中國傳統戲曲的美感表現，然後讓學生親

自參與劇本創作，這是屬於文字的美感，學生若能掌握人物的心靈

狀態，這是人在關係中的美感，而戲劇的呈現，則完全是一個多元

藝術展現，包含有音效(音樂)、舞台(美術)、肢體(舞蹈)等美感元

素，可以讓學生在高中結束前有多重表現，展現他們的綜合學習成

果。 

教學方法 講述、影音、啟發、討論、發表、問答、創作、表演、合作學習。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一、文本教學目標 

1. 了解散曲與劇曲的分類與性質之差異。 

2. 認識湯顯祖的作品風格與特色。 

3. 學習湯顯祖敘寫細膩情思的寫作手法。 

4. 理解曲辭的內容與意義。 

5. 認識中國傳統戲曲「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的特色。 

6. 學習欣賞古典戲曲之美。 

二、表演課程教學目標 

1. 從認知、情意、技能三向度深化及活化國文教學。 

2. 激發學生語文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3. 增加學生對閱讀內涵深層的理解與省思。 



4. 培養學生多元能力：提升學生閱讀力、增強學生寫作力、訓

練口語表達力、美的創造力與鑑賞力。 

5. 強化學生學習的自信心。 

6. 培養人我合作的溝通與尊重、理解與包容。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第一節 文本閱讀 
認識劇作家湯顯祖、〈牡丹亭〉故事、散曲及

劇曲差異 

第二節 文本閱讀 理解〈牡丹亭•遊園〉中杜麗娘的心思 

第三節 劇本寫作 認識主題「懷春」及角色書寫差異 

第四節 劇本修訂 掌握主題「懷春」書寫 

第五節 表演教學 如何演出到位 

第六、七節 排演 人際溝通 

第八節 成果呈現 學生心情調適 

教學流程 

節次 重點 教學流程                                                                                                                                                                                                                                       

一 
文本 

閱讀 

一、準備活動： 

    在黑板上寫上「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一句。 

二、主要活動 

1. 向學生說〈牡丹亭〉的劇情故事。 

2. 讓學生了解〈牡丹亭〉一劇主人翁的時代背景、禮教觀念。 

2.介紹湯顯祖生平及其重要作品。 

3.介紹散曲及劇曲的差異。 

三、課後活動 

閱讀〈牡丹亭•遊園〉一文，並先標示出個人閱讀生難字或句。 

二 
文本 

閱讀 

一、準備活動： 

準備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遊園〉影音。 

二、主要活動 

1. 教師透過〈青春版牡丹亭•遊園〉影音，每唱畢一支曲即中斷

一次，對照課本曲文，既講解表演型態又說明文意。 

2. 學生根據學習單討論與思考，每一段曲文所呈現的隱微心思

與意涵。 



三、課後活動 

完成學習單並繳交。 

三 
劇本 

寫作 

一、準備活動： 

    請學生將教室分成 2 組，每一組各用一半的教室空間，並將鄰近

課桌椅併排成一個大方桌，以方便討論。 

二、引導活動 

1. 討論〈牡丹亭•遊園〉一齣主題，引導學生從女主角杜麗娘的

角色切入，聚焦在「少女懷春」。 

2. 引導學生思考如果你是杜麗娘的父親、母親及閨密，會有何想

法？ 

3. 引導學生思考，只有少女會懷春？少男呢？討論一下少男懷

春的行為、心境。 

三、發展活動 

1. 請學生思考，如果劇本只有 10 分鐘要呈現「少女(男)懷春」，

你們要從哪個角度切入寫劇本？少女或少男？父親或母親？

朋友？還是不相干的他者？ 

2. 請學生試著從中找出 3 個不同切入點可以發展的劇本大綱。 

四、課後活動 

1. 請學生完成劇本草案。 

2. 提醒每一組的導演或編劇需要製作 PPT 報告創作理念及表演

形式。 

四 
劇本 

修訂 

一、準備活動： 

教師列印學生繳交的劇本草案給每一位同學。 

二、主要活動 

1. 閱讀他組劇本，並請 2 組的導演或編劇說明創作理念及表演

形式。 

2. 讓學生討論對方組別的 3 個優點，並提出 1 個以上建議。 

三、課後活動 

請學生修改劇本。 

五 
表演 

教學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紙卡，背後書寫關係：母女、母子、父女、父子、夫

妻、閨密、兄弟。 

2.將課桌椅往教室後方放置，教室前方挪出一片可以供表演的場

地。 

二、主要活動 

1. 請學生隨意派出 10 名代表，2 個一組，並抽出一張關係卡。 

2. 請代表的學生依據關係(可能 2 名男同學卻抽到閨密關係)，設

定情境、事件，並以三個定格方式默劇呈現在班級同學面前。 

3. 請同學正確猜測出表演同學所表演的關係及事件。 



4. 引導同學思考為何猜對及為何猜錯？猜對是因為表演者如何

表演？猜錯是表演者哪裡出錯了？ 

5. 教師統整何謂「表演到位」。 

三、課後活動 

    請學生開始排演。 

六、七 
排 

演 

一、準備活動： 兩組學生在活動中心各找一角練習。 

二、主要活動：  

1. 教師觀察編劇如何和導演及演員溝通劇本。 

2. 教師觀察導演如何導戲。 

3. 教師指導導演、編劇、主要演員及次要演員改進及努力方向。 

4. 教師觀察道具組是否進行道具製作。 

三、綜合活動： 雙方觀摩演出並提出建議。 

八 
成果 

呈現 

一、準備活動：預備演出。 

二、主要活動：成果表現。 

三、綜合活動：演出後團照並說明心得。 

教學省思與建議 

    整個教學流程下來，在學生創作的部分產生最大問題，也卡關最久。學生無法

在主題「懷春」下進行創作，無法理解「少男懷春」或「少女懷春」的「心情」可

以呈現一場戲。學生對於戲劇的概念來自電影、電視劇，認為劇本應該是完整的交

代故事，它必須要有始有終，說明愛情的開始與結果，所以一個劇本下來幾乎是 6-

7 場戲以上。而我給學生的要求是一個劇本的演出時間限制在 15 分鐘內，這對學生

而言是困難的，抽象的「心情」無法掌握，劇本無法聚焦，單是「換場景」就會耗

去許多時間這個問題，幾乎是學生在創作初期我最常提問的重點：你們如何解決？

因此在劇本的創作上花費許多時間和學生溝通、來稿、退件、再溝通、再修改……

這讓學生挫折感很重，但也因為不斷被退件，學生發揮自學功力，利用假日參加演

講，據說許多同學結伴參加，演講結束後還纏著講師追問，這一點讓我很欣慰，為

了追求一個滿意的劇本願意付出努力。但也讓我反思：下一次進行劇本教學工作

時，是否更換一個具體的主題而非抽象的意念？ 

    劇本底定之後，緊接著是學生排演。走位的問題因為一二年級時有經驗，所以

進步許多，幾乎不用提醒，兩組導演及其他同學也都會彼此提醒。但因為此次是先

男女比例分組，之後才抽籤決定主題是「少男懷春」或「少女懷春」，所以該組中

不一定有口條好的同學剛好可以勝任男主角或女主角，只能從組員中挑選其中佼佼

者。因此練習時，可能會看到應該風光的男主角卻不斷被糾正口語發音不夠漂亮與

精準，然後一群人圍著主角一句一句訂正，男主角一次一次重來。這個過程，學生

有分工不清楚及表達不明確的溝通問題，我會看到有人悶不吭聲、有人氣餒發怒，

但最後因為需要在眾人面前呈現，所以只好默默地收拾自己的心情繼續練習。直到

學生們的努力在成果發表時獲得如雷的掌聲，甚至被讚美「有小劇場的 FU」，他



們才感受到原來辛苦沒有白費，老師的責罵與要求是有道理的！ 

    最後學生對老師的怨言來自於我常板著臉批評，用語過於直接，這一點自我要

求下次務必改進，不要讓學生排戲時緊繃的心情再因為我的指責而受到更沮喪影

響。 

教學研發成果 

學習單  

劇曲選－－牡丹亭．遊園    湯顯祖 

            座號：          姓名：               

【遶池遊】 

問 你覺得女主角杜麗娘的閨中生活如何？你是從哪些語句和字詞判

斷的？ 

答 
 

 

【步步嬌】 

問 作者寫春光、春意，為何選取不被注意的晴絲？ 

答 
 

 

問 「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描寫什麼樣的心理？ 

答 
 

 

【醉扶歸】 

問 作者從哪些地方描寫杜麗娘之美？ 

答 
 

 

問 對鏡梳妝的杜麗娘心境如何？ 

答 
 

 

【皂羅袍】(重點) 

原  文 心  情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 
 

 

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好姐姐】 

問 「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是寫杜麗娘怎麼樣的心境？ 

答 
 

 

問 作者為何要寫成對鶯燕快活歡唱的情景？ 

答 
 

 

【隔尾】 

問 杜麗娘為何會說「到不如興盡回家閒過遣」？ 

答 
 

 

＊統整 

問 春香對於遊園的感受為何？ 

答 
 

 

問 杜麗娘遊園前後的心情有何變化？ 

答 
 

 
 

未來推廣計畫 

1. 未來如果經費足夠，希望能採購完善且適合表演用的移動式主機及音箱、麥克

風，讓好劇本、好表演可以在社區演出。 

2. 將學生練習及成果剪輯成影片並燒錄，供師生留念及提供學弟妹參考。 

3. 將學生創作之劇本保存與累積，未來可以挑選優良作品，提供給學弟妹參考及

學校戲劇社團表演。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文本教學 文本教學 

  

劇本視角教學 劇本視角討論 

  

學生發表討論結果 學生發表討論結果 



  

學生發表劇本創作理念 學生發表劇本創作理念 

  

表演練習 表演練習 

  

排練 排練 



  

製作道具 製作道具 

  

正式演出 正式演出 
 

參考資料 

1. 戲劇教學策略融入高職國文教學設計，101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黃

芷莘。 

2. 創作性戲劇融入國中國文教學之個案研究，10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碩士論文，

賴恩民。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CMDUc/record?r1=22&h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