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湯香櫻／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美術教師

壹、前言

花蓮雖處後山，交通不便，開發較晚，卻保留了自

然景觀、日治時期建築與原住民文化，成為花蓮觀光特

色。多樣的族群和好山好水是花蓮最豐富的文化資產，

地靈人傑亦孕育出傑出人才，花蓮有多位作家、詩人、

藝術家。

國風國中為花蓮縣學生人數最多的國中，多年來擔

任花蓮縣國教輔導團藝文領域中心學校。本校於民國 79

年奉教育廳設置美術班，在歷年校長推動與與校內的藝

文領域老師指導下，學校美術比賽、舞蹈隊、直笛隊、

合唱團⋯⋯代表花蓮縣在全國比賽榮獲優等，執行教育

部各項計畫：藝文深耕、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整合型視

覺形式美感教育、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計畫、生活美感

種子學校計畫，藝文教師皆專業成長。

九年一貫實驗課程開展時，本校曾於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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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跨領域統整活動，此次專注於以視覺藝術結合學科

領域發展實驗課程，希望透過教師社群討論，讓老師在

課程進行中注意安排喚起學生美感經驗，達成實驗課程

目標。

貳、課程設計理念

本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計畫，以視覺藝術科

統整其他學科，探查花蓮地方人文，以下為兩學期實驗

課程之架構圖與課程設計概念說明。

一、跨領域課程設計概念：第一次循環（圖

1、表 1）

上學期第一循環以視覺藝術結合國文領域：國文老

師從從南一版第三冊課文─花蓮作家陳黎〈聲音鐘〉，

引導學生訪查花蓮，發掘作家背後的人文故事，學生分

組採訪報導，並上臺簡報分享花蓮故事。分組題材有：

每年於花蓮古蹟建築松園舉辦的太平洋詩歌節活動、花

蓮文學步道公共藝術、夜市叫賣聲、花蓮文學地圖，讓

學生於採訪活動過程中，對詩歌、文學、作家身影體認

到屬於文學聲音之美、生活之美。最後統整視覺藝術課

程，彩繪創作花蓮之美的水彩作品，並將彩繪作品進行

電腦編修產出影像作品，將創作的花蓮之美電腦數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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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品傳播分享。

圖 1　第一次循環課程架構圖

表 1　第一次循環表

國文 5節課 視覺藝術 4節課
〈聲音鐘〉課程 2節
作者介紹、講解課文內容、分組活
動預告

美感延伸 3節
1. 課文深究：聆聽臺灣歌謠，第一
組上臺簡報：花蓮講古、花蓮地
名

2. 生活之聲：第二、三組上臺簡報，
呈現採集住家、社區生活之聲的
花蓮之音

3. 作家身影：第四、五、六組上臺
簡報，太平洋詩歌節、文學之聲、
文學地圖，分組報導採訪心得

水彩課 2節
自選一篇花蓮之美的詩
文或自行創作詩文，根
據文意，描繪 A4 大小
之圖畫美景，呈現花蓮
之美感意象。

電腦繪圖課 2節
將已描繪好的圖像，掃
描後進行電腦影像之圖
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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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領域課程設計概念：第二次循環（圖

2、表 2）

下學期第二循環結合社會領域之歷史、地理科，進

行外加課程介紹鄉土教材，結合美術班術科之水墨和電

腦課來進行實驗課程。第二循環先從水墨課進行，美術

老師以繪本《紋山》導讀起始，再由歷史老師、地理老

師以簡報檔案介紹花蓮開發、產業發展、歷史建築、族

群變化、人口聚落、交通建設等，來帶領學生認識花蓮

文史故事，再以視覺藝術課製作花蓮之美的圖畫，完成

四開水墨創新技法拓印山石美景之創作圖，並將作品融

合詩文創作，整合印製明信片，另外還有電腦繪圖設計，

用以印製花蓮之美的徽章 LOGO文創藝品。

圖 2　第二次循環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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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實施歷程

一、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李其昌教授提醒本校為了研發以藝術概

念與美感元素融入之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視教師

增能需求，邀請講座，辦理主題工作坊，以助益藝術領

表 2　第二次循環表

社會領域 4節課 視覺藝術 8節課
歷史 2節　地理 2節
發掘開發過程的花蓮文史故
事，結合活動踏查，讓學生於
參訪過程中，對花蓮的交通、
產業活動、歷史古蹟、人文建
設，有深層認識。

美感延伸深究重點：

1. 花蓮地名故事：洄瀾、奇萊、
吉野⋯⋯

2. 花蓮多元族群：原住民（阿
美、太魯閣⋯⋯）、閩南人、
客家、榮民

3. 花蓮之交通：中橫（臺 8
線）、蘇花（臺 9線）、臺
11線、鐵路、海路

4. 花蓮之產業：大理石、金礦、
伐木業、水泥、漁業⋯⋯

水墨課 4節
水墨課利用繪本《紋山》介
紹花蓮中橫公路開拓故事，
學習單作業搜尋花蓮對外交
通和開拓之相關文史故事，
以報紙印拓製造皴紋、山石
肌理，從八開試印體驗到完
成一張四開花蓮山石之美創
作。

電腦繪圖課 4節
1. 將已描繪好的花蓮徽章

LOGO圖像，掃描後進行
電腦影像之圖文編輯。

2. 將水墨山石之美作品進行
圖文整合電腦繪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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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教師協同學科教師進行課程開發。本校共辦理五場 12

小時之增能研習，除提供參與實驗課程之教師增能，也

擴大惠及全校與全縣相關領域之教師。

第一場次：103.11.14 上午 8-10 點

花蓮在地繪本畫家： 

鍾易真〈繪本創作與教學分享〉

1. 將在地的文史資料轉換為具體圖像的教學理念。

2. 增進本校藝文領域教師利用繪本教學之效能。

3. 理解圖文的教學，使藝文教學更生動（圖 3、圖 4）。

圖 3　花蓮繪本插畫家鍾易真
老師導讀繪本

圖 4　本校藝文領域教師研習
工作坊

第二場次：103.11.14 上午 10-12 點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社會領域教師： 

游靜宜〈古蹟修復與歷史空間的再生：探訪慶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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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進本校社會領域教師跨領域美感教學效能。

2. 應用花蓮三級古蹟的歷史建築空間─慶修院相關文史

資訊於教學。

3. 增強國中社會領域連結花蓮文史資料、藝文領域課程

的關聯性（圖 5、圖 6）。

圖 5　國風游靜宜老師介紹花
蓮古蹟慶修院建築

圖 6　老師們聆聽花蓮古蹟建
築融入美感教育

第三場次：103.11.17 下午 2-4 點

花蓮在地專長於報導文學、影像紀錄的詩人作家： 

邱上林〈報導文學：蜿蜒縱谷三百里〉

1. 增進國文教師跨領域美感教學效能。

2. 瞭解攝影圖像創作運用時的實務技巧，使國文教學更

生動。

3. 增進口述、文字紀錄能力與報導文學創作的方式（圖

7、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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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場次：�104.3.14 上午 9-12 點，下午 1-4 點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潘繼道〈花蓮日治時期遺跡踏查〉

先於國風國中會議室，先備知識研習，再搭車實地

踏查，由潘教授導覽花蓮縣市北區幾處日治時期遺跡，

田野調查處有：鐵道出張所，獻身奉公碑→美崙溪畔陸

軍官舍：將軍府→分屯大隊紀念碑─九九軍忠烈碑→陸

軍兵事部（松園別館）→（花蓮港修築開拓史）江口廳

長頌德碑→琉球村與鳥踏石村遺跡→縣道 193→七星潭

→戰車壕→三棧溪口輕便鐵道橋墩新城街道（沿秀林國

中、新城分局、天主堂、新城公園等日治時期建築遺跡）

→三棧懷恩橋北側日本陸軍監視哨殉難紀念碑殘蹟

1. 應用花蓮日治時期之歷史建築遺跡：相關文史資訊於

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計畫。

圖 7　主持人國風國中吳校長
介紹：主講人花蓮作家邱上林
老師

圖 8　邱上林老師介紹花蓮飛
行前輩：東華大學音樂系教授
彭興讓，發掘巨觀花蓮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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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本校社會領域教師、藝文領域教師跨領域美感教學

統整課程的關聯性。

3. 擴大辦理全縣教師增能研習，連結花蓮文史資料於美

感教育與環境教育中（圖 9-12）。

圖 9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
學系潘繼道副教授〈花蓮日治
時期遺跡踏查〉

圖 10　校長與教師們在會議
室專注聽講—〈花蓮日治時期
遺跡踏查〉

圖 11　陸軍兵事部（松園別
館）—美感教師工作坊：實地
踏查教師合影

圖 12　潘教授導覽介紹沿秀
林國中、新城分局、天主堂、
新城公園等日治時期建築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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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與課程發展（表 3、表 4）

表 3　第一循環：單元目標與課程特色

國文科 1. 體會課文陳黎〈聲音鐘〉的意涵，感受生活
週遭各種叫賣聲的人情味。

2. 分組合作，採集當地生活之聲、文學之聲，
學習報導文學寫作與發表之能力。

• 以一般課程方式進行 2節，學生預習課文、
教師導讀、講解課文內容、分組教學相關
活動討論。老師將已有的班級分組方式，
利用下課時間召集六組的小組長，討論跨
領域美感的課外作業，預告同學將利用國
文課融入美感成果發表方式，請同學分組
上臺報告小組合作採訪之成果分享。師生
利用中午和課餘時間開會、並預做工作分
配，討論採訪內容，因太平洋詩歌節於 11
月底揭幕，由第 4、5、6組進行採訪工作，
第 4、5組同學負責文學之聲，第 6組製作
文學地圖，學生利用課餘和假日完成作業，
階段性的呈現成果，師生視成果再加以修
正課程計畫與作業內容。

視覺藝術科 1. 以花蓮之美為題，完成 A4大小水彩創作圖
像。

2. 將自行創作的圖像，掃描後進行電腦影像之
圖文編輯，透過發表、分享，傳播花蓮之美
圖文作品。

• 視覺藝術科教師配合進度，同時進行錄影、
觀課、記錄，並指導學生進行水彩畫創作，
並將水彩作品進行電腦編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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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二循環

地理科 1. 從教師說明中瞭解花蓮交通的發展。
2. 從圖片中認識花蓮產業的發展與轉型。
3. 運用未來想像思考 2030花蓮可能出現的交通建
設與產業活動。

• 地理課融入美感教育課程架構、教學重點。播
放麗娜輪新聞報導，說明日治時期至今日花蓮
的交通建設及林、礦業的發展與轉型。透過鄉
土地理的教學，讓學生認識花蓮的交通、產業
問題，使學生有歸屬感，建立愛鄉土的意識和
建設鄉土的意願。引導學生運用未來想像，分
組上臺發表「2030花蓮交通與產業」學習單內
容，安排分組交叉詰問，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分組討論中發想如何改善生活環境、創造美
感。

歷史科 1. 能夠辨別找尋到的資料的正確性。
2. 能夠同情地瞭解先人的歷史。
3. 能夠將人文關懷及鄉土熱愛融入在畫作當中。

• 歷史課融入美感教育課程架構、教學重點。協
助美術老師介紹水墨學習單上所欲探討的花蓮
地名的由來、花蓮的聯外交通發展、多元的族
群歷史、花蓮目前所存留的歷史遺跡等相關知
識，做深入一些且較為符合歷史史實之說明。
國中歷史課程並未安排鄉土議題的歷史背景知
識，希望藉由跨領域的方式，指導學生分析網
路所找尋到的資料，能釐清錯誤報導，讓同學
對家鄉的故事有所瞭解，有深刻感觸，進而培
養人文關懷、鄉土熱愛，增長畫作內涵的深度
與廣度。

視覺藝
術科

1. 結合欣賞花蓮山石美感經驗與水墨報紙印拓創意
技法，完成創作圖。

2. 統整美感經驗，以電腦繪圖設計花蓮之美 LOGO
徽章的文創商品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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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果與活動照片

一、本計畫案有下列學習成果

（一） 本計畫案研發了兩套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單

元活動設計，結合國文科、社會科和視覺藝術

科，深入瞭解花蓮在地文史故事。從教師與學生

填寫的回饋表，大家肯定參與實驗課程，都有滿

滿的收穫。參與活動之教師，透過教師工作坊研

視覺藝
術科

3. 將以上創作圖像，進行電腦編輯，製成書籤與徽
章，作品分享與傳播。

• 水墨課：寒假作業，請學生完成 A4「花蓮山
石之美」學習單，查尋相關參考資料和進行插
圖繪製之草稿。教師介紹繪本《紋山》和導賞
影片，感受畫家李如青創作之採訪歷程故事。
教師示範以報紙拓印皴紋肌理，教師引導學生
體驗這種不用毛筆之水墨創作樂趣。學生根據
寒假作業的草稿圖，表現花蓮中橫隧道、大理
石褶皺紋理，進行八開印拓習作。本課程之四
開山石拓印創作，等歷史課師生討論學習單和
水墨老師個別指導學生進行修正後，再印拓上
色整修完成作品，並根據畫面內容寫一段詩
文，並委外製作明信片。

• 電腦繪圖課：學生綜合國文、地理、歷史、水
墨、設計課引導的花蓮之美圖像，選擇描繪圓
形徽章 LOGO草稿圖像。配合各項美感視覺
要素修剪、編輯，用繪圖軟體上色，完成圖像
LOGO電腦繪圖作品。將同學之設計稿委外輸
出成徽章成品。

表 4　第二循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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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行動研究，專業成長。

（二） 學生美術創作有四類花蓮之美作品：1. A4水彩

圖，2. 四開水墨風景畫，3. 電腦繪圖並委外製作

之圓形徽章文創藝品，4. 以上水彩和水墨作品結

合詩文創作編輯之明信片。

（三） 剪輯兩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影片和工作坊

五場影片。

（四） 國文、美術、地理、老歷史師在本實驗課程研發

之學習單上傳分享。

（五） 本計畫並根據本校申辦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計

畫經驗，教師團隊也一併研發視覺藝術作品之評

分規準，有普通班和美術班兩類評分規準。

二、活動照片

（一） 國文課：學生上臺簡報檔案發表與訪視委員觀課

（圖 13-18）

圖 13　吳碧珠校長勉勵學生 圖 14　國文老師鄭淑玲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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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學生簡報報導太平洋
詩歌節

圖 16　學生上臺簡報報告花
蓮之聲

圖 17　學生發表成果錄影中 圖 18　訪視委員羅美蘭教授
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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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視覺藝術課：學生水彩課描繪花蓮之美（圖 19-

24）

圖 19　學生參考月曆圖片描
繪松園之美

圖 20　學生描繪七星潭海景，
詩文在旁

圖 21　學生參考書本清水斷
崖圖片描繪太平洋

圖 22　學生參考花蓮鯉魚潭
紅面鴨玩偶與照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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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學生參考月曆圖片描
繪合歡山雪景

圖 24　太魯族學生描繪彩虹
幻化之美少女

（三） 學生課餘時間至花蓮松園採訪 2014第九屆太平

洋詩歌節（圖 25）

圖 25　學生課餘時間至花蓮松園採訪 2014 第九屆太平洋詩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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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視覺藝術課—水彩與電腦繪圖課之作品（圖 26-

30）

圖 26　這位學生是阿美族學生，詩文部分則改以阿美族歌謠

圖 27　花蓮詩人詠七星潭之詩作，學生插圖描繪七星潭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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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另一位詩人詠七星潭之詩作，學生描繪七星潭海景 

圖 29　學生自行創作之詠花蓮之新詩，圖文洋溢學子之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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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學生手繪插圖，圖文記載中橫公路開開鑿的艱辛

（五） 視覺藝術課：學生水墨課描繪花蓮山石之美（圖

31-39）

圖 31　湯師簡報介紹繪本《紋
山》與中橫開發

圖32　繪本《紋山》圖像表現：
水墨山石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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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學生聆聽湯師導覽介
紹繪本《紋山》

圖 34　學生閱讀繪本《紋山》

圖 35　學生參考圖片以報紙
印拓太魯閣山石之美

圖 36　學生參考圖片以報紙
印拓太魯閣隧道美景

圖 37　學生參考圖片以報紙
印拓太魯閣山石之美

圖 38　學生參考圖片以報紙
印拓太魯閣山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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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學生描繪之水墨四開作品：太魯閣國家公園—中橫攬
勝、清水斷崖、長春飛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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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歷史課（「花蓮地名由來」、「花蓮聯外交通」）：

教學觀摩與訪視委員觀課（圖 40-45）

圖 40　黃郁清師簡報以花蓮
俯視圖講述地名所在

圖 41　黃郁清師簡報檔以老
照片講述花蓮開發史

圖 42　黃郁清師簡報檔介紹
日本灣生情感聯結

圖 43　學生專注聆聽

圖 44　學生填寫歷史補充教
材之學習單：訪視委員

圖 45　104.4.2 黃教授訪視社
會科觀課後之座談會



219

� 實踐篇：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七） 地理課（花蓮之產業與交通）：教學觀摩與訪視

委員觀課（圖 46-53）

圖 46　陳嘉偉師以簡報檔介
紹花蓮之交通與產業

圖 47　陳嘉偉師以簡報檔介
紹花蓮之交通與產業

圖 48　老師播放未來空中運
輸影片

圖 49　學生以簡報圖檔發表
2030 花蓮未來想像圖

圖 50　學生分組報告並分組
交叉提問討論

圖 51　學生上臺報告分組合
作學習之簡報圖



220

薈美‧融藝：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理論與實務

圖 52　學生分組報告並分組
交叉提問討論

圖 53　學生發表成果：訪視
委員觀課（錄影中）

（八） 電腦繪圖課：學生描繪花蓮 LOGO圖像課程照片

（圖 54-60）

圖 54　學生電腦繪圖課描繪
賞鯨

圖 55　學生電腦繪圖課描繪
阿美族少女

圖 56　學生電腦繪圖描繪黑
熊：並加上 Hualien 字

圖 57　電腦繪圖葉佳怡老師
指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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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學生電腦繪圖課 圖 59　電腦繪圖葉佳怡老師
指導學生

圖 60　學生徽章電腦繪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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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省思與推廣建議

一、	第一循環

（一）國文老師：鄭淑玲

以往教〈聲音鐘〉時，會讓學生用課餘時間進行收

集住家附近叫賣聲之課外作業，再整理出較具當地特色

叫賣聲於課堂上分享。這次跨領域教學活動，分組進行

報導文學採訪，收集花蓮的文學地圖、文學聲音與生活

之聲，其中本想拜訪花蓮在地作家陳黎，可惜因作家剛

從美國回來，身體違和，又因擔任太平洋詩歌節活動聯

絡人，所以放棄採訪陳黎的計畫，改為「採訪太平洋詩

歌節與尋找臺灣東部當地民謠」，後者因為學生反應東

部在地歌謠不熟，主動提案採訪花蓮在地美食或是地名

沿革。其實調整內容與設計活動，只有一個目的即是－

打開一雙發現「美」的眼睛，用心去體會生活，就會發

現這世界會隨著這些聲音鐘變得鮮活有趣。學生在採訪

與採集叫賣聲音的過程中，學到膽量、自信、自我規劃

的能力，負責採訪太平洋詩歌節活動的學生，藉由與詩

人的接觸，發現寫詩並不難，參加活動後，每人的心靈

收穫都是滿滿的；負責採集「生活之聲」、「夜市人聲」

的同學，不單純去逛夜市吃吃喝喝，為了完成採訪錄音

作業，與擺攤的老闆娘有更多互動，也發生不少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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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來觀課時，建議我們可以將學生之簡報和圖文創作

作品，做成數位圖文作品，透過網路傳播，更符合所謂

「美感活動」，這是未來結合美術老師來努力的修正方

向。

（二）水彩與電腦繪圖老師：葉佳怡、湯香櫻

這項跨領域課程計畫是由湯組長來統籌協調，原

本以為是學科為主，視覺藝術來搭配，所以就根據國文

引導發想，讓學生來描繪「花蓮之美」的圖畫，由於國

文科在 12月搭配進度實施，美術班術科課程又以隔週

分組方式進行課程，原本想完成四開之水彩圖畫，唯受

限於時間，修正計畫改成 A4的有詩文意境之水彩畫。

過程中因為水彩是學生熟悉的媒材，但水彩科授課葉師

初次代課，所以過程中，湯老師和葉老師經常討論修訂

計畫，也必須以課餘時間與學生個別討論，協助尋找參

考圖片與文章資料，引導學生有美感意象的構想完成電

腦影像之圖文作品。為了執行計畫成果，兩位老師教學

相長，葉老師協助同學合成圖文檔，湯老師學習剪輯國

文課學生上臺簡報發表之影音檔，同學看到自己上臺報

告發表時的臺風、樣貌與口語表達方式，笑著回應如何

修正讓上臺發表更精彩，辛苦也有代價。本項教案結合

國文領域來完成一項圖文整合之電腦繪圖作品，數位化

之作品可在學校網站聯結，展現學生之學習成果。未來

在教案推廣時，對一些手繪能力較弱的學生，可鼓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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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攝影圖片來取代，走出戶外，以攝影鏡頭捕捉生活

中最有感受之畫面意象，仍可達成自己動手操作教學目

標。國文課文〈聲音鐘〉之教學重點，在喚起學生聆 

生活週遭之聲音，有所感才能啟發內心之審美意識，採

集這此聲響，結合表演藝術進行，也是可嘗試之方式。

二、第二循環

（一）水墨課老師：湯香櫻

國風國中第二循環跨領域美感課程：花蓮之美，

結合社會領域，主要是配合美術班在八年級有結合議題

表現花蓮之美的創作活動，希望學生多關注在地之自然

景觀與文化特色。由於身兼此項美感計畫之行政協調工

作，希望由湯老師承辦教學工作，較容易掌握計畫進度，

因為僅擔任美術班之水墨科，而一般國中美術課多半未

進行水墨實作，統整社會領域所設計之水墨創作活動希

望能結合創意表現法以利推廣。國中階段之水墨課要指

導學生熟練表達傳統筆墨之皴紋肌理是項耗時的工作，

多年來，我引導學生從報紙印拓之創新技法中，認識水

墨大師劉國松不用毛筆如何表達山石皴法肌理之研究精

神，讓學生從材質實驗遊戲中體驗美感造形的樂趣，也

讓他們對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峽谷景觀有深刻影像記

憶。這次的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我從畫家李如青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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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繪本《紋山》導讀和 YouTube影片介紹學生認識中橫

公路開鑿之文史故事，填寫學習單並準備草稿創作，再

從報紙印拓墨色皴紋中，體驗不用毛筆也能表現山石線

條之肌理美感，最後創作花蓮水石之美的風景水墨畫。

雖然這次的實驗課程是在美術班的水墨課程進行，但這

樣的水墨實作課程，在國中階段之普通班也曾進行體驗

報紙印拓之創新水墨技法，學生多半能完成指定之八開

作品進度，並有學生課餘完成四開創作參加學生美術比

賽獲獎。這次跨領域美感課程，請歷史黃郁清老師指導

學生學習單之花蓮地名探尋進行脈絡之釐清，請地理陳

家偉老師深入介紹花蓮之產業交通發展，這樣的統整活

動讓學生在進行創作時有更深入的瞭解，不只描繪圖

片，也會有較多情感。在接下來的單元，創作─花蓮人

物故事時─有更精彩之族群與產業連結。

（二）歷史老師：黃郁清

回想接下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歷史科任務，從

內心的徬徨、摸索，到講綱雛形、內容安排，不斷調整

授課內容。當初討論如何配合美術老師，要協助學生寫

出花蓮故事及畫出故鄉美，設計學習單，訪視會議中國

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黃雯娟副教授的提醒，要把握

學科特色，強調學科專長所要傳達的美，終於完成了教

學任務。個人在備課的過程收穫不少，也有頗多的省思。

傳統臺灣的歷史，可以說是以漢人為中心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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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開拓史；東臺灣的歷史，長期以來一直被放在邊陲

的位置而受到忽視。國中階段的臺灣歷史教材，總以西

部、北部的漢人開發史為主軸，很少介紹東臺灣的歷史，

而原住民族更是被放在邊陲中的邊陲，因此要介紹花蓮

的歷史與故事時，不僅陌生，得花許多工夫去蒐集與整

理資料。其間與在東華大學任教、東臺灣族群歷史專長

的外子討論，最後決定以花蓮的故事為主題，介紹花蓮

的地名、交通與日治時期遺跡，跟孩子分享花蓮過去的

歷史與故事。花蓮是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地方，因此

地名也呈現豐富族群文化的影子，透過地名資料的蒐

集，也瞭解一些地名背後的故事；而交通的發展，見到

不同時代人們的努力，使我們在今天有了方便的道路與

港口，當然，教學內容也試著跟之前所學的臺灣史、中

國史聯結，讓孩子們能將 1874年牡丹社日軍侵犯南臺

灣、晚清「開山撫番」的歷史結合起來，並複習日本領

臺及戰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發展，讓他們瞭解花蓮

的歷史是與臺灣史、中國史，甚至是世界史緊密結合的。

日治時期遺跡部分，除了讓孩子熟悉臺灣成為日本

殖民地的經過，也讓孩子瞭解「灣生」，讓他們產生同

情的瞭解。這群被時代、政治翻亂人生的一群人，他們

的故鄉跟我們一樣，他們熱愛臺灣，我們能不更熱愛自

己的鄉土嗎？有學者提過，原住民族的歷史教育如脫離

部落經驗，將使得原住民族成為「失根」的族群。同樣

的，生長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如果不曉得臺灣過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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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或編出的臺灣史無法跟土地故事結合，也將成

為失根的人。要凝聚認同，從歷史中學習榜樣，就要編

撰出適合學習的歷史教材內容，讓孩子在時空中找到定

位，進而產生安身立命之感。

過去很長的時間，歷史教育以中國歷史發展為中

心，忽略了在地的歷史；雖然現在有調整，增加臺灣史

比例，但仍欠缺可以讓孩子認同、學習的對象，因為中

國歷史的民族英雄太遙遠、崇高，甚至被「神化」，如

此，將使得孩子無法學習、模仿，甚至容易產生挫折感。

增加臺灣各族群、在地相關的歷史教育，有其必要。臺

灣是多族群的社會，各族群都應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各

族群的文化都應被彼此尊重、欣賞及包容，如此，臺灣

的文化才會更加豐富，並成為世界文化中的瑰寶。《臺

灣通史》的作者連橫，其父親告訴他：汝為臺灣人，不

可不知臺灣事。那現在我要告訴身為花蓮人的我們：汝

為花蓮人，不可不知花蓮事，不可不知故鄉美。歷史，

是一門古老的學科。除了讓我們瞭解先祖的生活，記起

先祖的教訓外，更讓彼此的時空、情感做一連結；對於

故鄉，對於國家，有多一層瞭解，便能產生多一分關愛。

期待我們，講出故鄉的故事，是有感情的；畫出故鄉的

景物，是能感動人的。我們是有根、有記憶的人。殖民，

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或許不是一個好的感受與經驗；然

而，它確實在歷史上發生了。把殖民遺留下的古蹟消滅

殆盡，這種阿Q勝利法，太過逃避。我們應當體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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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現在，展望未來，藉助以往的歷史經驗，莫重蹈覆

轍，創造屬於這塊土地、臺灣子孫的幸福。

（三）地理老師：陳嘉偉

在進行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設計之前，因為本身並

不是藝術領域的老師，對於美感的定義及其教學方式並

不是十分清楚，在訪視教授說明及自己上網搜尋相關資

料後，才大致有了概念與方向。課程設計時，為了將美

感經驗融入地理科教學活動中，以「花蓮交通與產業」

做為主題，透過東西橫貫公路、蘇花公路等交通建設及

林、礦業發展與轉型，使學生對自己的家鄉產生歸屬感。

而學習單的設計則以「2030花蓮交通與產業」為題目，

希望學生在瞭解自己居住的環境後，運用未來想像的概

念，從日常生活環境中感受、創造美感，並豐富學生的

學習視野。

在準備花蓮交通與產業的教材時，因本身並不是花

蓮在地人，所以除了到圖書館尋找《花蓮縣志》等資料，

也參加教師研習工作坊─東華大學潘教授的花蓮日治時

期建築遺跡野外踏查，讓我對花蓮在地故事，有更深入

瞭解。當教授來觀課時，進度安排在學生「2030花蓮交

通與產業」的分組上臺報告，因為同學對各組所提出的

交通建設與產業發展都很有興趣，當日發言踴躍，因此

在學生提問與回答的時間掌控上必須再加強。而部分學

生所提的內容，雖然七年級時曾學過臺灣地理，但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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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花蓮地理環境的限制，因此應增加花蓮地理環境的

介紹與複習，讓學生進行未來想像時，能更全面性地思

考，建構出 2030美麗的花蓮。

（四）電腦繪圖課老師：葉佳怡

在電腦繪圖的課程中，徽章製作的課程設計主要以

學生對於花蓮的印象作為出發點，課程中教師介紹相關

的藝術家作品與配色方法，讓學生學習如何設計自己的

徽章，以選擇題目、配色、圖樣轉化、字體設計為主要

的教學重點，透過師生互動與提問的方式讓學生理解創

作的概念和步驟，並能在自己的創意中做最大的發揮，

美感教育讓學生能將生活經驗與藝術結合，透過徽章製

作的課程更加瞭解自己的土地─花蓮。徽章是學生

族群十分喜歡的小配件，為了讓學生能更加投入電腦繪

圖創作和創意發想，決定以徽章作為主題結合花蓮相關

的元素，讓學生能學習留意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最後將

電腦中的徽章圖像以成品呈現，讓學生瞭解電腦繪圖不

是虛擬的創作歷程，而是一種新的創作方式，學生在最

後拿到自己創作的徽章時，不論是自己收藏或是送給朋

友，都別有一番意義與紀念性，同時也能增進學生對學

習電腦繪圖的興趣。

跨領域美感課程實驗計畫「花蓮之美」之教學重

點，在喚起學生注意當地環境之美感，有所感才能啟發

內心之審美意識。第一階段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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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文老師和視覺藝術教師率先進行，第二階段請社會

領域教師一起參與課程研發和行動研究，讓花蓮之美的

課程更具廣度和深度。

本項教案結合國文領域和社會領域完成四項圖文

整合之作品，透過本校擔任本縣藝文中心學校辦理研習

活動宣導，數位化之作品在學校網頁展現學生之學習成

果，未來在學校入口網站改版後，可從本校網站聯結到

美感教育專屬網站，透過網路傳播擴大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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