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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感不只是藝術與美學形式，美感創意的不斷開

發就像如同科技的創新一樣重要。當美感經驗被潛移默

化，成為個體的學習方式時，更能進而改變個體與外在

環境互動的方式。以藝術來建構，各學科之間的聯繫，

擴展各學科學習的廣度與深度；透過藝術學習以跨學科

的形式結合不同學科，豐富並深化各學科主題的理解；

以藝術建構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的課程，將藝術與其餘

學科領域進行創意的聯結，並綜合個人、生活、社會的

相關議題。

教育部 2014年推出的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

驗課程開發計畫，是以藝術為核心課程概念，進而與學

科領域之間的跨領域合作，藉由藝術本身的多元性與其

他學科領域進行不同層次的結合與統整。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這個世界，故事可

以讓人與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人文藝術、歷史及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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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接軌。本課程，透過社區骰子繪本的創作，協助生活

在這個島嶼的人們，透過文字、符號、構圖、色彩及媒

材，來記錄屬於自己社區的人事物。以自己的生命地圖

為經、生活經驗為緯，透過引導去回溯、紀錄、整理個

人的在地生活故事與文化，從故事發想、角色創造、繪

圖、版面編輯到書的完成，透過故事將生活於斯的人們

的生命經驗，與更多的人分享，進而激發對自己的社區

的認同感，珍惜自己生長的土地。

透過繪本的分享，集合共同記憶與智慧，轉化成為

社會最珍貴的文化資源。藉由在地的故事創作及故事人

這座橋，將在地文化的過去、現在、未來以及人與人之

間、人與大自然之間緊緊地相繫著。旨在提升社區大小

朋友的本國語文能力、人文素養以及生活品質優質化。

本校所實施跨領美感實驗課程，則是以閱讀與視覺

藝術進行融合，嘗試以閱讀文本中繪本的特色，將圖案

與文字進行「藝術與人文」與「語文」兩大學習領域的

統整，同學藉由小組討論及共同創作，將語言學習內化

為學生本身的深層體驗，讓學習更活潑、多元！

本校學區涵蓋山水、嵵裡、風櫃、井垵、鎖港、

五德、鐵線等七個社區，社區經濟大部分藉由傳統產業

及觀光業支撐。期待藉由本計畫之寫作及繪本製作，讓

學生更深入認識瞭解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所生長的環

境，進而將鄉土、藝術與文學融入於生活中，豐富自己

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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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理念

近年來少子化的衝擊，嚴重影響到學生越區就讀的

心態，學生從小在社區長大，卻鮮少仔細觀察社區中的

人、事、物，以觀光業發展的澎湖來說，本校的學生更

是處在觀光旺盛的地區。作文課從「我的社區」開始發

想，學生以分組的方式讓同社區的孩子，重新去討論、

檢視社區中的美好事物。

骰子繪本透過學生作文撰寫的方式，收羅了當地的

故事與傳說、甚至是社區中微小的事物，經過學生的用

心紀錄與繪製，成為一個承載當地人集體記憶的寶庫，

值得您細細來品嚐，感受社區樸質動人的文化風情與生

命故事。骰子繪本不同於一般的繪本，需要繪製大量的

圖案或是撰寫精簡的文字內容，以正方體的方式呈現，

每個社區的不同事物特色，利用漫畫簡單詼諧的手繪方

式，讓學生呈現不同社區的不同風味，並符應各項課程

學習指標，以達學生活潑有效的學習。

期望經由閱讀課中閱讀與視覺藝術的結合，在繪本

上呈現文與圖最佳的組合位置，並期待藉由此單元的設

計讓學生可以將藝術概念運用在生活中，進而熱愛成長

的鄉土（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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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實施歷程

一、增能工作坊

為了讓教案理念與教材教法更臻完善，分別進行兩

場工作坊進行增能。繪本的賞析與導讀，由三之三文化

事業教育陳玟伶顧問當任講師，主要讓老師瞭解，增進

圖 1　課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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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繪本圖像的認識與欣賞、增進教師瞭解圖畫書

的多元面向及運用及提供教師利用圖畫書發揮多元創作

的實務經驗。希望能藉由工作坊的增能，讓老師能更瞭

解繪本內容並學習教學技巧，教導學生如何專心聆聽欣

賞，並能回答繪本中的問題並參與故事延伸活動，認真

製作學習單與小書，啟發想像力與創造力，豐富學生生

活（圖 3）。

澎湖是很特別的海島縣市，在第二場的工作坊，

特請澎湖科技大學鍾怡慧副教授來與我們分享：澎湖創

圖 2　跨領域課程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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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教育與在地文創產業結合的可行性。藉由創意激發過

程，共同尋求在地文化創意的價值、資源與特色，探

求在地性的文化創意產業與未來國際競爭力及尋求澎湖

在地文創產也與教育創意的可能性。本工作坊經由互動

討論方式的工作坊，以瞭解地方特色及文創產業的原創

性、多樣化及教學創新應用。並藉由工作坊活動吸收實

務操作、知識經驗，並期望能將研習所得回饋創意教學

的指導之中（圖 4）。

圖 3　工作坊一：繪本的賞析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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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工作坊二：澎湖創意教育與在地文創產業結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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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計劃（表 1）

表 1　教學計劃表

單元名稱 骰子繪本—我的社區

教學時數 四節課 實施班級 八年二班 
實施情形 本教學活動已實際教學

（1） 實施時間：103年 10月，一周一節課，
共四節

（2） 實施課程名稱：閱讀
設計理念 學生在七年級已瞭解繪本的原理，透過美術中

的藝術概念，結合在地的社區特色，完成自我
專屬的骰子繪本。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反覆、漸層、對稱、均衡（平衡）、調和、比例、
節奏、對比、單純

教學方法 實作體驗、協同教學（國文與美術老師進行四
節課的合作教學）

教學資源 教材來源：自編

硬體設備：筆電、單槍投影機

教學場域：閱讀教室

資源網站： h t t p : / / b log . yam. com/nc f s to ry /
article/11634216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 讓學生瞭解繪本的功能。
2. 讓學生瞭解自己居住社區的特色。
3. 讓學生學會圖案與文字的最佳排列組合。
4. 讓學生學會美的事物的呈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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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1-1 學生能說出繪本的由
來。

1-2 學生能說出繪本的特
色。

2-1 學生瞭解自己社區發展
的特色。

2-2 學生能將社區特色描繪
出來。

3-1 學生能製作出屬於社區
的骰子繪本。

4-1 學生能做出具有美感的
骰子繪本。

E-3-7 能主動思考與探索，統
整閱讀的內容，並轉化
為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
能力。

F-3-2 能精確的遣辭用字，並
靈活運用各種句型寫
作。

F-3-9 發揮思考及創造的能
力，使作品具有獨特的
風格。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
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一 骰子繪本
概論

說明繪本的來由與
特色

筆電、單槍

二 骰子繪本
製作過程
說明

1. 說明骰子繪本如
何製作

2. 分組討論繪圖主
題

筆電、單槍

三 學生製作
骰子繪本

學生動手製作骰子
繪本

牛奶盒、繪圖工
具

四 學生製作
骰子繪本

1. 學生動手製作骰
子繪本

2. 分享與討論

牛奶盒、繪圖工
具

表 1　教學計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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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果

一、學生心得回饋

這活動讓我更加瞭解我的社區，也變得更加喜

歡我的社區，但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團隊精

神和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大家分工合作，到最

後把成果聚在一起，會讓人覺得，團隊合作是

個美好的經驗，人的想像力是無限的，班上幾

個好朋友把自己的想法拚在一起，形成大家

的超能力，也增進大家對社區和彼此的情感聯

繫，也讓我理解到，國文和藝術是可以在一

起的！骰子繪本真的是個有趣又奇妙的東西。

（學生  陳榆靜）

此項活動增進了班上同學的情誼，也讓大家

體驗到分工合作的美好，每個人都將自己的份

內工作做得非常完美，當大家的作品擺在眼前

時，每個人心中都充滿著成就感，並互相訴說

各自所做的骰子繪本上的故事，當下氣氛非常

的和樂融融。雖然這次的骰子繪本是花費很多

心血才完成的，進行過程中大家也學到了不少

創作經驗，要是之後還有類似的活動，我一定

還會選擇參加。（學生  陳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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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圖 5）

圖 5　學生作品

伍、教學省思與推廣建議

經歷了課程循環 I的實施操作後，藉由各位師長的

的指導與協助，特別針對課程設計、教學省思以及未來

推廣計畫等項目逐一進行全面檢視；最後，在綜合自我

省思、同儕建議以及專家學者審查意見等意見後，對於

這次跨領域的美感教育，將閱讀跟視覺藝術融合，是從

未嘗試過的教學方法，不只學生學到豐富的知識，連老

師本身也受惠良多。

教學省思： 1. 教學方法再精進：由於本學區的學生獨自

完成作品的能力較欠缺，建議之後可以進行

分組的製作，以更大的立方體表面積進行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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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讓每個學生發揮所長，共同完成屬於自

己社區的繪本故事。2. 繪本的精緻度：此次

的繪本應受限於牛奶盒的大小，導致學生繪

圖後，無剩餘空間可以進行文字的描述，缺

少繪本中圖文結合的巧妙趣味，若能擴大繪

本的體積，可以多加入文字的敘述與說明，

增加繪本的精緻度與可看性。3. 不同材質的

嘗試與創作：因時間受限與初次嘗試，此次

繪本製作教學均以手繪的方式進行，應可以

調整不同媒材的常識與加入，引導學生從社

區中取材進行創作，增加與社區的緊密結合

度。

推廣建議： 1. 課程教學方面：跨領域課程雖是跨領域的

合作，仍應先確立學科課程的主體性；在課

程設計上應以國文科的教與學為本位，再制

宜援用可提升學生美感的策略，進行整體的

課程研發。跨領域課程以閱讀學習為主軸，

進而設計相關主題的統整課程，並將相關活

動融入以提升國文能力；同時，也將藝術概

念或美感元素融入課程，達到提升語言能力

與美感素養的雙重目標。2. 課程延伸方面：

以學生的眼光和角度去觀察自己所生活的社

區，能介紹每個社區的特色與美好，進而與

技藝課程結合，發展出學校特有的文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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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可以無償提供給社區作為觀光產品的

販售，增加學生學習的成就感與熱愛自己鄉

土的情懷。

未來展望： 期望藉由連結社會資源網絡與整合在地故事

的多元文化，豐富所有參與者的人生經驗，

進而提升社區美感素養及生活品質。學生在

聽、說、讀、寫、故事的過程中，探索自我、

關懷別人並思考未來，同時在潛移默化中進

行社區文化的閱讀，使創作故事不再是專家

學者的專利，而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培養人文

素養，以及閱讀的多元樣向。透過故事，這

條看不見的線，將人與人之間緊緊地連繫起

來，增進良性的人際互動關係，同時也開發

對故鄉社區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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