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北 區 ／ 新 竹 縣 立 忠 孝 國 民 中 學 

學校名稱 
新竹縣立忠孝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黃惠君、李欣馨、杜心如 

跨領域學科 
國文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實施的對象是八年級的孩子，這個班級在七年級進行過定格動畫製作，但

因分鏡概念不足，所以呈現的動畫沒有運鏡觀念，表現向度較為單一、缺

少細節，因此本學期的課程規劃，希望加強孩子學習用多元角度來理解並

詮釋(思考)觀點，由木蘭詩及漫畫題材切入進行課程。 

學生先備能力： 

一、定格動畫的基本概念。 

二、已有設計動畫對白的經驗，並能配合畫 面進行口說錄音。 

三、前導課程實作練習：以新詩《歲月跟著》進行文意深究，再依詩句意

涵 

   理解繪圖，進行文字解讀與視覺圖像呈現的轉換練習的前導試驗  。

四、已學習人物描寫要素： 能藉事件、動作、對話刻畫人物特質。 

五、已學習景物描寫要素： 可由不同取材、構圖方法(路徑、視角、鏡

頭)、敘景筆法(實景、虛筆、感受)營造場景氛圍。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一、依據教學目標訓練學生以不同的敘事觀點與角度來表達故事。 

二、採用國文與視覺藝術領域交叉進行課程的模式，由視覺藝術以漫畫實

例前導介紹鏡頭語言，讓孩子具體察覺不同視點和人稱所呈現的表達效果

差異。接著國文課程接手，以學生分組合作的模式分析內容、搭配提問鑑

賞思考，探究木蘭詩及其人物特質。過程中，孩子開始試著用文字鏡頭讀

出畫面感，驗證運用視覺藝術所學，另由情節發展、場景轉換及比重判斷

主題面向，最後加入小組觀點共筆改寫或擴寫木蘭故事，將理出的主題思

想帶回視覺藝術課程進行分鏡實作，整套課程以發表自編故事進行學習遷

移的驗收。相信平面的文字，透過視覺媒介的協助，能讓學生構築立體的

思想並適切詮釋表達，讓所學成為生命感受表述的工具和素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略 

實施策略分為：看、聽、編、寫、說、畫、創故事。讓學生能在深度理解

文本後，運用所學、調和自己的想法，分組理出欲突顯的主題，再透過 文

字及畫面作品適切表達不同的立場與觀點，理解、接納與欣賞同一事件可

能呈現的多元樣貌。 



單元一、看故事的人:以木蘭故事為主軸，建立基礎知識架構，了解木蘭詩

故事和樂府詩的形式內容。視覺藝術課則以鏡頭語言，說明影像畫面如何

頭過鏡頭運用來說話，熟悉各種視角及人稱觀點的表達效果。 

 

單元二、聽故事的人:透過文本或影像欣賞各國木蘭故事的詮釋(例如漫

畫、古裝劇、迪士尼卡通)，體會同一個故事、不同中心思想的呈現差異，

並可推論、歸納故事隱喻或意涵。 

 

單元三、編故事的人:分組抽籤，以各種不同人稱的敘事視角及觀點來擴寫

或改寫木蘭故事，並練習以鏡頭語言方式描述畫面。 

 

單元四、寫故事的人:同組討論建立共同的中心思想共識，再分段寫出自己

的木蘭故事，各組依單元三所抽之敘事視角和觀點，在電腦教室以共筆的

方式敘寫木蘭故事。 

 

單元五、說故事的人:以分組跑桌說故事方式進行，當孩子將作品(文字及

草圖)以世界咖啡館方式口頭報告給其他組別聽時，不用老師指導，孩子自

己就會發現矛盾之處，他組聽故事的人同時給予報告同學回饋，  以利進

行圖與文的滾動式修正。 

 

單元六、畫故事的人:學習分鏡概念，根據第五單元的報告結果畫出故事重

點，在文字及分鏡草圖部分加以修改並畫成分鏡圖。 

 

單元七、創故事的人:為檢視學生是否能將課程所學遷移到其他文本或圖

像，明確陳述呈現自己的觀點，在 FaceBook 設立共同社群，請學生閱讀新

文本後，根據故事內容自行設定人稱、創作情節對話內容、描述感受，發

表自編故事，再選擇適合的圖像搭配文字發表驗收。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漫話木蘭 

設計理念 

共備討論時發現文字與圖像在表達概念時有些共同元素存在，考量進行時

程的適切性和孩子學習興趣，決定用木蘭詩和漫畫為題材，從「鏡頭語

言」和「敘事觀點」切入進行跨領域課程。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我們希望孩子能具備關鍵知識，實際運用區分、轉換等技能，未來能在欣

賞故事時嘗試改變觀   

   點、換位思考，能以圖文統整自己觀點且將美感實踐在作品中。 



   1.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表達觀點和風格。 

   2.藝-J-B3 理解藝術與生活的關聯以展現美感意識。 

教學方法 

(一)視覺藝術方面:  

以漫畫帶入鏡頭語言，練習描述如何安排木蘭詩的畫面，並且實際創作圖

文相符的作品。 

1. 何謂鏡頭語言 



 

  

 

2.鏡頭語言的應用: 

 利用以分組跑桌說故事方式進行，作品(文字及草圖)以世界咖啡館方式口

頭報告給其他組別聽。 



3.繪製分鏡圖: 

 將國文課根據第 5單元的報告結果畫出故事重點，編寫的木蘭故事畫成分

鏡圖。 

  

 

自學閱讀《木蘭無長兄》的第一章(以木蘭返家後的故事為發展主軸)，讓孩

子根據故事內容自行設  

定人稱、創作情節對話內容、描述感受，再選擇適合的圖像搭配文字發表

在社群中，檢視孩子是否 

能學習遷移，實作結果展現孩子確實能依據設定角度創作接續發展文章細

節，且可以自行繪製創作 

      新的圖像以貼合人物內在感受。 



  



    

(二)國文方面: 

1. 文本分析： 



與視覺藝術課相同組別，分組進行文本探究，帶孩子理解鏡頭人稱展現

的差異，體會文字所描述的鏡頭語言，如距離、角度、運鏡在文章中呈

現的效果。分組進行小組討論成果可確知孩子能從文字中找出場景變換

和營造的氛圍理出故事場景和事件發展，瞭解故事全貌。 

 

2. 深究鑑賞： 

以分組合作模式、搭配提問進行鑑賞思考，帶領孩子深入探究文章脈

絡；也能藉由文本陳述事件、木蘭的動作和對話找出人格特質，最後由

各個段落的比重理出主題面向。 

 

 

 

3. 觀點表達、共筆故事： 

國文課程完成後，讓孩子分組抽籤，用木蘭、夥伴、說書人、戰馬四種

觀點的敘事視角，共筆改寫或擴寫木蘭故事。 

同組討論建立共同的中心思想共識，再分工各自書寫一個段落，各自完

成後再經小組討論，修整故事敘述的一致性、流暢性，統整成一個完整

新觀點的木蘭故事。(討論時孩子已多能在文字上判讀觀點或描述的矛

盾處，並適切修正，例如用戰馬觀點書寫的組別，會發現出征前跟返家

後那段需改用說書人角度書寫，表示孩子已能判別觀點使用是否合理)

   



  



教學資源  

設計依據 

(一)能與他人合作擴寫或改寫故事-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表達觀點和風

格。 

(二)能以文字和圖像表達不同的主題面向-藝-J-B3 理解藝術與生活的關聯

以展現美感意識 

(三)能以文字和圖像詮釋的多元觀點-國 S-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

的能力，並培養賞析、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

經驗，提升審美判斷力。 

教學目標 

(一)了解鏡頭語言與敘事觀點 

(二)能與他人合作擴寫或改寫故事 

(三)能以文字和圖像詮釋多元觀點 

課程架構圖 

教學活動 

與 

教材內容 

(一)看故事的人:  

1.視覺藝術課以漫畫實例前導介紹鏡頭語言。 

2.藉由具體圖像察覺不同視點和人稱觀點所呈現的表達效果差異。 

(二)聽故事的人:  

1.透過文本或影像欣賞各國木蘭故事的詮釋(例如漫畫、古裝劇、迪士尼卡

通)。 

2.體會同一故事、不同中心思想的呈現差異，並加以推論、歸納故事隱喻

或意涵。 

(三)編故事的人:  

1.分組合作進行文本分析。 

2.搭配提問鑑賞思考學習單，探究木蘭詩及其人物特質。 

(四)寫故事的人:  

1.分組抽籤，用木蘭、夥伴、說書人、戰馬四種觀點的敘事視角。 

2.線上共筆改寫或擴寫木蘭故事。先中心思想共識，再分工各自書寫一個

段落，完成後經小組討論，修整故事敘述的一致性、流暢性，統整成完整

觀點的木蘭故事。 



(五)說故事的人:  

1.講解分鏡概念:動畫 coco 夜總會影片.漫畫雙星奇緣為例。 

2.同組學生的散文串起成為完整故事。 

(六)畫故事的人: 

1.將故事關鍵畫面畫成草圖。 

2.以世界咖啡館跑桌形式分組發表並得到回饋在文字及分鏡草圖部分加以

修改並畫成分鏡圖。 

(七)創故事的人： 

1.給予新文本—以木蘭返家後故事為發展主軸的現代文本《木蘭無長兄》

第一章。 

2.在 FaceBook 設立共同社群，請學生閱讀新文本後，根據故事內容自行設

定人稱、創作情節對話內容、描述感受，並搜尋或自行繪製可輔助理解的

圖像。 

3.檢視學生是否能將課程所學遷移到其他文本或圖像，接續發展文章細節

或自行創作新的圖像，以貼合人物內在感受，運用媒材明確陳述呈現自己

的觀點。 



 

教學評量 

(一)視覺藝術方面: 

 

(二)國文方面: 

 

捌、教學省思與建議 

標準 特優 優 可 待加強 

圖文 

發表 
故事文字大綱完

整精確 

 

圖案具有創意且

清楚詮釋故事 

鏡頭語言完全正

確 

故事文字大綱完整 

 

圖案清楚詮釋故事內

容 

 

鏡頭語言大部份正確 

故事文字大綱大致完

整 

 

圖案能部分詮釋故事

的內容 

鏡頭語言有部份正確 

故事文字大綱零碎不完

整 

 

圖案詮釋不清楚故事的

內容 

鏡頭語言不正確 

觀點 

角色

FB 

打卡 

能以角色正確表

達自我觀點 

 

全部的圖片皆具

有創意且有美感 

 

所選圖片清楚詮

釋事件且圖文相

符 

 

鏡頭語言完全正

確 

能以角色表達自我觀

點 

 

 

大部分的圖片具有美

感 

 

 

所選圖片能詮釋事件

且圖文相符 

 

鏡頭語言大部份正確 

能以角色表達原著觀

點 

 

 

圖片能詮釋事件且圖

文相符 

 

鏡頭語言部份正確 

未能以角色表達觀點 

 

 

所選圖片未能詮釋事件

且圖文不相符 

 

鏡頭語言不正確 



一、視覺藝術方面: 

(一)以漫畫帶入鏡頭語言，課程活動整體饒富趣味。 

(二)惟需運用分鏡圖呈現故事時，礙於學生繪圖技術不足，透視或特寫鏡頭時

特別困難，故藉共同社群在 FaceBook 打卡確認孩子能學習遷移，由孩子輔

助說明其創作概念，教師當場給予回饋是不錯的辦法。 

 

二、國文方面: 

(一)跨領域課程較有利學生體現文字與視覺的交叉辯證 

(二)抽象的語言思維，藉由視覺藝術立體示現，使思想得以具象展現，有助理

解 

(三)以共筆分段進行擴寫或改寫，全文結合的順暢度及深刻度，需小組討論及

修正，耗時日多；雖可統一觀點，但無法明確看出各組中心思想的差異性。未

來可收斂目標，集中練習特定主題面向，以利並列比較差異。 

 

 

 

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錄表、評分規準等） 

 

未來推廣計畫 

本課程對於學生理解故事及看待事物觀點有所助益且可遷移，期待學生將來更

能以多元的觀點與同理他人的方式看待事物。 

(一)閱讀文本、歸納人物特質，透過反思印證生活經驗。 

(二)理解他人的想法並表達情意觀點。 

(三)運用藝術符號產出作品，並展現美感意識。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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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蘭無長兄 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2214297 

迪士尼花木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6%9C%A8%E5%85%B0_(1998%E5%B9 

%B4%E7%94%B5%E5%BD%B1) 

coco 夜總會分鏡圖 

https://www.facebook.com/disneyscripttoscreen/videos/18094267026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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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馬動畫工作室 張淑滿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