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學

陳育暄／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學地理科教師

壹、前言

2014年 6月的一場「地理與表藝的邂逅」研習，

意外開啟了本校社會領域與藝術人文領域的交流，在未

正式決定教學主題之前，校內的地理科教師先討論了四

個方案，包括校園主題地圖、臺灣或世界地圖、家鄉地

理實察地景速寫、地理議題的海報製作等，其中，前三

樣主題皆是與地圖概念相關之課程，因此，「地圖」的

創作便成了本次課程的重點。加上「地圖」的判讀能力

一直是地理學科強調的重點，也是學生考試得高分的關

鍵，以功利主義視之，強化「地圖」教學實在有所必要，

是故，若以「地圖」為出發點，想與藝術人文領域結合，

視覺藝術科無疑是最佳拍檔。

探究學生學習地理學科的瓶頸，一年級上學期的第

一課─臺灣的位置與範圍是學生初入國中接觸到的地理

開場白，然而，國一上學期第一次段考的地理科成績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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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常是學生國中三年地理成績的最低分，因為，課程

中時區與比例尺的概念，可說是國中三年地理課程中最

令學生困擾的難題之一，而此二個主題都與「地圖」的

概念息息相關，因此，在學習「地圖」的路上，學生總

是心懷忐忑，欠缺自信。

因此，本次課程設計之教學對象即為一年級學生，

地理教學內容也以一年級上學期的第一課─臺灣的位置

與範圍為主軸，再配合一年級下學期的第五課─臺灣的

區域特色做為「地圖」教學的重點，希望學生能在視覺

藝術老師的引導下，創作出一份有別於傳統紙張繪製的

地圖，能便於收納與攜帶且不易損壞，方便地理課程進

行時，學生隨時拿出使用，以便建立地理科地圖概念的

基礎。另外，也希望藉由視覺藝術科的實作技巧，讓學

生透過自己的雙手拼貼出色彩豐富的臺灣，使學生對

「地圖」產生高度的興趣，奠定其將來課程學習的情意

基礎，並經由對縣市特色的探索，瞭解各地的藝術文化

內涵與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關係，將人為關懷概念深化心

中，達成社會與藝文領域的共同教學目標。

自古至今，藉由「藝術」撼動人心的例子不勝枚

舉，「『圖』謀『布』軌」的教案設計亦是希望將「地

圖」作為藝術的引子，激起學生對「地圖」的關注，增

強學生對地理學科的熱愛，並以其為媒介，結合地理與

視覺藝術兩學科，不僅幫助學生在地理科的吸收學習，

也學會色彩、比例、質感、構成等美術學科重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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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美善人、事、物的賞析、建構與分享」，

讓學生分享彼此製作的心路歷程，學會覺察，即使是小

小的臺灣也存在著許多縣市的特色差異，並思考深究造

成每個縣市異同的原因，養成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的內

涵，而這恰好是社會和藝術人文領域共同的教學目的。

貳、課程設計理念

一、實施模式

地理科與視覺藝術科協同教學，教學主題為「地

圖」，自「課前準備」開始，至「課程進行」，到「課

後評量」，地理科與視覺藝術科教師皆共同討論研發與

檢討教材設計，在「課程進行」部分，地理科著重地

圖的認知教學目標，視覺藝術科著重地圖的情意教學目

標，兩個學科的協同教學則注重地圖的技能教學目標

（圖 1）。

 二、課程架構

以地理第一冊第一課─臺灣的位置與範圍和第二冊

第五課─臺灣的區域特色作為地理科發想教材，利用臺

灣行政區域圖做為媒介，建構學生空間概念，並結合視

覺藝術科美感─色彩、配置、比例、質感、構成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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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獨特地圖藉以認識臺灣區域特色（圖 2、圖 3）。

首先登場的是向學生介紹各式藝術家創作的主題地

圖，其目的在讓學生瞭解「地圖」有很多種表現形式，

其秘訣即是色彩、配置、比例、質感、構成等美感元素

的混合運用。此外，為製作出方便攜帶且不易損壞的地

圖，因此決定以「布」做為主要材料，又考量學生材料

費的支出，決定請學生自行攜帶舊衣物作為縣市輪廓的

貼覆布料，不僅節省支出，也激發學生對作品的情感連

結。

圖 1　跨領域課程實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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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跨領域課程架構－步驟圖

圖 3　跨領域課程架構－目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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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課程開始由拼貼臺灣行政區域圖入門，以臺灣

行政區域底圖為底稿，用不織布剪出各縣市輪廓，再將

舊衣物包覆在不織布上。將上述步驟依照縣市正確位置

黏貼在底圖上（藍色 A3大小不織布）。再自製方向標

與比例尺，並將之黏貼於地圖上。

參、課程實施歷程

一、工作坊的進行

為了讓教案理念與教材教法更臻完善，特別開設

「『圖』謀『布』軌」教案討論與增能工作坊。

討論工作坊由課程發想者陳育暄老師擔任召集人，

課程實施者─傅雅蘭與賴柏勳老師為副召集人，並邀請

本校地理科與美術科所有教師（林晉緯與王璿閔老師）

共同腦力激盪，首先敲定大家的空堂─每周一第四節課

作為共同討論時間，希望能從「地圖」的角度切入，結

合美術與地理課程，將從前單打獨鬥的單一課程教學轉

為融入跨領域學科的巧妙連結，共同創造出在平日課程

內即可實施的有效教案，並達到前所未有的雙贏教學成

果。

增能工作坊則分別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王

麗雁教授和地理系的李明燕教授至本校，分別就視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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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地理學科觀點，針對「『圖』謀『布』軌」教案的

盲點與實際教學可能遭遇之問題提出討論。

二、學習目標

本課程的發想來源為地理科教師對地圖教學的反

思，因此課程設計之初乃以地理科為主，視覺藝術科為

輔，希望透過視覺藝術科的地圖實作，強化學生對地圖

與空間概念的建構，但經過一次次的小組討論與增能工

作坊之後，發現地理與視覺藝術的主從關係漸趨平等，

課程的學習目標不僅著重地圖概念的理解、臺灣縣市的

空間關係與特色，也同樣強調的圖美感的構成，而兩個

學科的最終目的皆是要喚醒學生對土地的「五感」與「美

感」。因此，以「地圖」做為媒介，希望將學生的「無感」

經驗提升為「五感」經驗，顛覆制式的「沒感」教育，

並落實為「美感」教育。

地理課程著重建構學生的空間感，「地圖」教學

是地理課程中很重要的關鍵概念，但在教學的現場，由

於上課時數與課程進度的限制，地理教師經常無法針對

「地圖」的「美感」給予更多發想空間，而學生也經常

放置較多注意力於課文中文字的敘述，反而疏於對其地

圖的瞭解，因此，若能結合視覺藝術課引發學生對「地

圖」更多的「五感」經驗，引發學生未來對「地圖」的

自主關注，將能使學生不僅於地理科的學習有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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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更有助於提升其自身的美感經驗。

考量各年級地理科教學進度與課程內容，一年級上

學期的第一課─臺灣的位置與範圍是學生初入國中接觸

到的地理開場白，然而，其中時區與比例尺的概念，卻

可說是國中三年地理課程中最令學生困擾的難題，也因

為如此，社會領域三學科中，學生對地理科經常敬畏三

分。因此，本次課程設計之教學對象即為一年級學生，

地理教學內容也以一年級上學期的第一課─臺灣的位置

與範圍為主軸，再配合一年級下學期的第五課─臺灣的

區域特色做為「地圖」教學的重點，結合視覺藝術科的

實作技巧，期望學生透過自己的雙手拼貼出色彩豐富的

臺灣，並經由對縣市特色的探索，瞭解各地的藝術文化

內涵與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關係，將「地圖」概念深化入

心中，不僅奠定學生日後地理科學習的基礎，也豐富了

學生的美感素養。

三、課程發展

本課程教學時間約需八節課，第一、二節教學活動

分別由視覺藝術科與地理科以「各式主題地圖」作為引

起動機，讓學生透過兩個不同的學科瞭解地圖的不同面

相，地理科藉此引出地圖的四個要素─圖名、圖例、方

向標、比例尺，接著說明臺灣的絕對位置與行政區劃，

引導學生自日常生活經驗中發現各縣市的人文或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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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色，再將學生分為建築物或古蹟、美食、特殊地貌、

人文節慶等四組，各組擇一主題，於課後時間討論各縣

市的該主題特色，並選定一縣市一特色，於下次地理課

上課時間上臺報告。例如，第一組主題為建築物或古蹟，

該組即針對臺灣本島每一縣市找出一個代表的建築物或

古蹟。視覺藝術科則針對不同藝術家的地圖創作刺激學

生對地圖的觀感，並瞭解藝術家的創作思維。

第三、四、五節課為視覺藝術科實作臺灣行政區域

圖時間，課程的設計主軸在讓學生學會「色彩」、「比

例」、「質感」、「構成」等四個藝術要素，以家中舊

衣物作為「色彩」與「質感」配置的媒材，並要求學生

盡量以該縣市給予自己的感覺作為「色彩」與「質感」

配置的依據，另外，為區隔方便，相鄰的縣市必須以不

同布料呈現，縣市特色圖樣的設計擺放作為「比例」的

評分標準，所有元素的配置即是「構成」的呈現。實施

作法為：學生自行運用家中舊衣物作為臺灣縣市區塊，

相鄰縣市以不同之衣物色塊區隔開來，拼貼出臺灣行政

區域圖。最後將所有縣市和自製方向標和比例尺以魔鬼

氈黏貼於 A3藍色不織布上（圖 4、圖 5）。

第 6、7節課的視覺藝術課時間，再依照地理課─

建築物或古蹟、美食、特殊地貌、人文節慶的分組討論

結果，各組自行製作一份各縣市的特色圖樣，如此一來，

每人都有一張屬於自己風格的臺灣行政區域圖，全班共

有全臺各縣市的建築物或古蹟、美食、特殊地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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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等四組不同的縣市特色圖樣（圖 6、圖 7、圖 8、圖

9）。

圖 4　拼貼臺灣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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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全班成品展示

圖 6　美食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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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景觀（特殊地貌）組成果

圖 8　古蹟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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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課為地理與美術科共同的反思課程，除了讓

學生展示作品外，也請學生說出自己製作的心路歷程，

如最喜歡的地圖角落，或曾踏足的縣市記憶、最想去的

縣市、以及給該縣市的建言等，希望藉由創作臺灣的過

程，引起學生對環境的識覺及對臺灣的熱愛，並發現各

縣市特色和其自然與人文環境之關係，未來在面對「地

圖」的時候，會多一份想瞭解讀懂的親切感。

肆、學習成果

本課程的學習成果，除了產出擁有個人獨特風格的

圖 9　節慶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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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圖外，在熟習地圖要素與臺灣各縣市位置和特色

之後，最重要的是透過學生實作地圖的過程，思考其賦

予每個縣市的樣式、配色或質感等概念的來源，以及在

探究縣市特色經驗中，明瞭該特色與縣市自然和人文環

境的關係，並因為實作的原因，學生與地圖之間產生情

感的微妙連結，即使沒有去過那個地方，卻因為做過或

查過某個縣市材料的緣故而產生某種特殊的情懷，進而

更能關懷臺灣，並想要體驗縣市經驗，甚至激發學生對

縣市環境的批判，思考建構出其想要有的生活環境，以

上元素是本次課程想要看到的學習成果。是故，小組成

員討論之後，有了如表 1的學習單，希望能夠一併整合

上述概念。 

伍、教學省思與推廣建議

這次跨領域的美感教育，將地理跟視覺藝術融合，

是從未嘗試過的教學方法。經過多次不斷的討論，到最

後拍版定案，不只學生學到豐富的知識，連老師本身也

受惠良多。

地理科平常的教學中其實就存在著許多美感的元

素，如環境觀察、地圖繪製與體驗等等，然而，受制於

上課時數與進度的壓力，常常在教學過程中，美感經驗

的營造僅止於引起動機的部分，課程的重點仍然著重學

科知識的傳授，因此，本課程的實施開啟了另一種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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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圖」謀「布」軌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　　（滿分20分）
1. 寫出地圖的四個要素：【1分】

2. 下列四種地圖─世界地圖、臺灣地圖、彰化縣地圖、和美
鎮地圖分別畫在一樣大的紙張上，請由大比例尺排列至小
比例尺：【1分】

3. 至少寫出 3個縣市布料樣式選擇原因。【3分】

4. 思考各縣市特色和其自然與人文環境關係，至少擇一特色
書寫。【3分】

5. 寫下自製地圖中自己最喜歡或製作時印象最深刻的地圖角
落及原因。【4分】

6. 寫下自己縣市旅遊經驗或最想去的縣市及原因，至少擇一
縣市書寫。【4分】

7. 根據你的生活經驗，你想對哪一個縣市提出什麼建議？或
針對「圖」謀「布」軌的教學活動，你覺得哪一個特色足
以代表某縣市，但課程中並未提到？【4分】

8. 你最喜歡哪一組的呈現內容，為什麼？（不能寫自己組
喔！）【不計分，但一定要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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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面向，將與學科相關的美感元素，透過藝術領域

的課程來傳達，達成兩學科雙贏的教學目標實為良策。

因此，學科本位思想被打破，藝術領域的重要性在本次

課程中被彰顯出來，學生的學習本來就應是全方位的面

向，在學科中適度的結合藝術概念，不僅使學科學習更

容易，也更有趣。除此之外，每個人都愛「美」，將「美」

的概念融入生活中，相信是學生在面對未來社會挑戰的

必要概念。

「完成作品之後，非常有成就感」！這是視覺藝術

科老師給學生寫的心得回饋單中，發現好多孩子都會寫

到這句話。除此之外，學生最常發的牢騷是剛開始做的

時候都覺得很困難，尤其是找資料的部分，可是到最後，

看到自己竟然能完成作品，而且作品還不賴的時候都會

出現自信的笑容，對視覺藝術老師而言，那是比眼前作

品更美麗的畫面。也許學生自己沒發現，但在課程進行

中，他們已經開始接受美感的薰陶。從老師一開始的主

導，到後來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主見，對自己的地圖作

品有著更多的要求，例如每塊地圖有沒有確實黏好，色

彩的配置美不美，到畫面的構成排列等，學生們對於

「美」或「不美」的認知，其實在無形之中已經開始從

體驗美感到創造美感了。也許有些作品，並不是大家都

認同的「漂亮」傑作，但是，體驗美感的過程才是重要

的，教學的目標就是讓美感像空氣一樣，一直存在他們

的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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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視覺藝術教師認為，藝術領域科目對學生

而言經常是「休息課」，學生的學習態度較學科散漫，

與學科合作，積極了部分學生的學習態度。而且，以往

教學內容的設計，不會考慮學科的需求，這次的合作，

讓他們想起每個人在國中都學過地理，但當時的地圖學

習著重在單純的文字，缺乏將它變成深刻記憶的圖像刺

激，透過這次的課程，不僅達成地理與視覺藝術科的教

學目標，也和學生一起學習地理科的知識，真可謂教學

相長。同樣的，也讓老師們開始思考與其他領與結合的

可能性。

然而在課程進行中，有些部分須由學生自行去尋

找資料進行同整，學生普遍缺乏蒐集資料與統整的能力

外，部分學生家中也沒有電腦或網路可以進行課程，導

致教師需要另外挪出時間來監督與指導學生完成作業，

因此，若能適時的與其他學科結合—如電腦課，應可解

決大部分問題。

除此之外，對於縣市色彩的應用，最後多數是作品

完成後再去解釋，這與課程一開始的設計大不相同，原

來的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針對各縣市的特色貼上相對應

的色彩或樣式，然而，在實作的過程中，學生卻是手邊

有什麼樣的布就將它貼上，多數學生考量的重點在看起

來漂不漂亮而非縣市的特色，因此，在進行課程最後的

「按圖索驥」時，學生只好針對其貼上的顏色想一個縣

市特色，例如：某位學生將花蓮貼上橘色布料，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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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花蓮的金針花美景和橘色相關。雖然結果和原

來預設的教學目標順序相反，但是也另類的使學生思考

縣市特色與該地自然和人文環境間的相互關聯。另外，

學生在上臺分享學習成果時，多數學生仍然害羞生澀，

「臺風」的訓練若能結合表演藝術課應該成效更好。

除此之外，在課程進行中，適逢國文課有「來去臺

東」一課，該實驗班級國文老師也是該班導師，在讓學

生聽完「來去臺東」的歌曲之後，順口一問學生是否知

道彰化的名產與特色，沒想到學生竟然劈哩啪啦說了一

大串，原因是由於「圖謀布軌」課程的資料蒐集，因此

特別熟習縣市的地域特色，國文老師因此順著脈絡，讓

學生藉由「來去臺東」的原曲置換成「來去彰化」的新

詞，並讓該班學生演唱出來，再配以學校老師自己拍攝

的彰化特色照片，製成「來去彰化」MTV，讓此計畫有

了意外的延續與收穫。

本次課程的重點在以「臺灣地圖」作為建構學生空

間概念與感知生活環境的媒介，因此可延伸製作世界地

圖與國家特色圖樣，藉以探討 同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

的文化差 ，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不同文化之間

的差異。或縮小範圍製作生活地圖，養成學生觀察與體

驗生活周遭環境的習慣，發掘各區的文化藝術，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並對地方發展有批判思考能力，

能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另外，建議各領域教師多對話，常常課程的發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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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交流互動中激盪出來，尤其音樂、視覺、表演

等藝術領域有一項讓學科教師最羨慕的優勢─「較少課

程進度的壓力」，藝術領域教師對於課程的進度與規劃

有較多的自主空間，因此，學科提供理性的主題思考，

藝術課程發揮美的實作經驗，若能達到「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的地步，真正將「美」的感知內化為每個

人的內在價值，才是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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