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體感知 —— 
讓知覺與感動帶領我們學習

前言

除了寫作業和考試，學習還有更多樣貌

「啊！這個單字又忘記了！」還記得小時候學英文時死記硬背的痛

苦回憶嗎？覺得學習就是不斷背誦、枯燥無趣？

記憶儲存於大腦的神經元中，神經元突觸經由電流及化學物質彼此

交換訊息，被刺激的神經元會與周圍的神經元產生連結，當連結越

密切，學習的成效就越好。因此，透過適當的感官刺激（視覺、味

覺、觸覺、嗅覺等），就能使神經元活化、甚至產生新的突觸，幫

助孩子們學習新事物。

啟動五感學習計畫

「在欣賞、嗅聞與觸摸等五感覺察中，每天都會進步，每天都在改

變，從學習和植物接觸、身體感受的過程中領悟人生的道理。」

連高分成績的東大生也想選擇的瀧井種苗園藝專門學校，讓孩子從

植物成長時的照顧與呵護中，學習到透過五感感受的「感覺體驗」

以及藉由活動身體體會的「動作體驗」。不介意弄髒雙手，感受泥

土與植物特有的觸感，身體的知覺教會孩子逼近知識萌發的起源，

樂此不疲地探究無所不在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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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美感課程中的身體感知

生活美學大師蔣勳在《身體美學》一書寫道：「我摔倒了，

又站起來了，身體告訴我：摔倒之後可以站起來；是身體的

記憶，也是生命的記憶。」在學習過程中，我們常以單一的

視覺或聽覺反應，忽略了身體最真實的感受，僅是腳底緊貼

於土地或踮起腳尖行走，都可以呈現完全不同的情緒感受。

跨域美感教育聆聽身體的聲音，不僅是視覺、聽覺的認知，

更用觸覺、嗅覺、味覺引起孩子對於學習的好奇及動機，連

結心中的感動，將學習到的內容化為身體的記憶，得以在生

活情境中直率、純真地運用出來。

跨域美感&身體感知
學 習 是 感 受 與 感 動 的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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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體驗

視覺

聽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提取記憶最好的線索

發展中最早、最基本、

最具影響力的系統

酸、甜、苦、辣

溝通交流、參與社會

感覺中最重要的85%



Ca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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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

國小二年級：數學領域、語文領域、藝術領域（視覺藝術、音樂）

學習內容：集體發想與團體創作、美學形式與原理原則

團隊成員：林家如 曾琪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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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
變奏曲



透過體驗「滴、流、潑、灑」等自由線條，引發孩子的學習興

趣。以二年級下學期數學課程｢公尺與公分｣的單元為開端，以

實際操作作來建立線條長度的概念，藉由蒙德里安作品富有線

調、色塊的特色，對應鐵琴可敲擊的區域創作音樂遊戲，串聯

視覺長度及聽覺波長，強調感知與領悟力。

此跨域美感課程的感動與觸動是深刻的、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包括老師與同學的穿著，都能「嗅」出一些「蒙德里安」的氣

味，孩子在課餘時間會自發性閱讀或觀察平時的生活環境，興

高采烈地訴說所見所感及其收穫，同儕彼此分享，這種育成之

美是多麼自然、清甜，藝術的感受種子深植在孩子的心中，悄

悄地攀爬於藤架上，漸漸展現那曼妙的姿態，最終在孩子的臉

上呈現出一種自信之美！

    
蒙

德里安變奏曲

滴、流、波、撒！

課程方案O1

Courses

0908

蒙德里安
變奏曲

跨領域
教學

增能
工作坊

會說話的線條

黃乙娟老師

意想不到的線條

黃重仁老師

蒙德里安的藝術

劉育良老師

作品產出

音樂領域

數學領域

語文領域



Class03~04
公尺與公分 —— 有多長！

以繪本《可愛的尺》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學習認識並比較

長度（1公尺與1公分區別），並能連結生活中的事物，進行

長度的比較，將數學領域的知識融合進生活中。

Class01~02
滴、流、潑、灑  —— 意想不到的線條

在教學開始時，邀請「壺塗大師」黃重仁介紹與帶領體驗人

為與自然的「線條」，接著請黃重仁老師為孩子示範「滴、

流、潑、灑」技法的線條藝術，引導孩子創作。

◇長度比較

PPT介紹 大師分享

分享回饋

協同教學

小組討論

教
學
方
法

教
學
方
法

口頭講述 繪本閱讀 合作學習

生活連結美感認知

Courses

意想不到的
躍動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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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05~12
當音樂遇上數學 —— 美麗的花火

引導學生認識音樂、數字與圖像間的關係，嘗試在鐵琴上操

作「音程」與「滑音」，讓孩子能依此規則放上色塊或線條

圖卡。最後讓孩子分組搭配圖卡實際演奏，達成創作體驗。

口頭講述 樂器演奏

實作練習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分組討論

教
學
方
法

Class13~16
我的蒙德里安小書 —— 找找蒙德里安

教師使用自編教材介紹蒙德里安的生平及作品，引導孩子使用

閱讀策略進行理解。方格版的練習結合小書製作技巧，採用如

藝術家創作一般獨特的線條排列方式和色塊拼貼，完成封面與

書頁設計。

教
學
方
法

小書製作 PPT講解

閱讀理解實作練習

Courses

◇認識鐵琴與音符

1312

◇封面繪圖



數學領域 

「蒙德里安變奏曲」以「數學」及「藝術」領域共同進行。其中， 

數學領域的長度概念運用繪本《可愛的尺》帶入主題，以藝術視角

將原本難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具體化，並與實際生活連結，產生新的

知識結構與美感體驗。

聽覺藝術

以視覺意象的色塊線條轉化「音程」與「滑音」，除了增加學習成

效，更串連「壺塗大師」黃重仁所體驗的「滴、流、潑、灑」等技

法， 讓孩子能接續所學，將學習重點融會貫通。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統合了「蒙德里安變奏曲」的精隨，教師們引導孩子將

藝術家的線條與色塊排列運用至實作練習上，設計原創小書，從

視覺體驗落實到實際操作及生活鑑賞，增進孩子對於學習興趣及

創作自信。

如何跨域?O2 發現與反思O3

Ref lectionMethods

  Q：為什麼我們需要「藝術融入」的教學方式？

  Q：未來的推廣計畫？

A：

A：

重視邏輯性的學科（數學、科學、社會等科目）與側重主

觀情緒、價值的藝術領域（視覺、表藝、音樂等科目），

各領域課程的交集處，是創造力、發現、發明、問題解決

及批判思考等新觀念潛藏的來源，透過領域之間的連結，

更能激發孩子培養未來生活所需要的素養與應用能力。

在課程中有設計作品產出，目前只限運用蒙德里安的創作

要素，未來考慮朝向較開放性的創作引導，拆除孩子創造

發想時的框架，期許迸發更多元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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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美
視界

Case2

新竹縣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

國小三年級：資訊領域、語文領域、自然領域、藝術領域

學習內容：集體發想與團體創作、互聯網與新媒體藝術

團隊成員：徐瑞珠、黃慈雲、孫德瓊、范曉婷

16 17



雷文霍克 (Antoni van Leeuwenhoek) 與微生物對孩子來

說，本來是件陌生的人與物，但透過這次跨領域美感課程，

孩子們漸漸對學習有感。有著研究與資訊課程的基礎，孩子

們亦在學習中獲取大自然帶來的美學感受。從獨自探索到小

組合作之間，經歷意見分歧到能傾聽他人的過程，充滿了值

得細細體察的成長經驗。

「微美視界」以一個大主題統整各學科領域，孩子透過多元

智能從不同的管道體驗學習，在資訊（研究）課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的實踐方式；透過語文課文學閱讀、劇本改寫增進

賞析及編導能力；自然生態觀察結合生活美學、戲劇表演，

將學到的知識融入美感經驗與藝術人文精神，在戲劇演繹與

數位創作成果裡揉合、迸發出來。

    
    

 微美視界

微生物的新世界

課程方案O1

Courses

1918

微美視界

自發 互動 共好

系統思考

解決問題

科技資訊

美感素養

人際關係

團隊合作

資訊 語文 自然

課程評鑑 / 檢討與修正

視覺 表演



Class01~03
微生物、顯微鏡與雷文霍克 —— 發現、發明與利用

教師分配主題相關議題，以議題引起孩子們的興趣，並進行

任務說明。接著讓孩子利用圖書館資源，且在資訊課上使用

網路進行資料蒐集統整，將資料製作成簡報後，上台與同學

分享。

Class04~08
認識雷文霍克 —— 發現微生物的人

開啟主題後，進入語文領域，請孩子們先回家進行課前預習，尋找

優美詞句。在課堂中進行文本閱讀，透過閱讀找尋雷文霍克擁有的

個人特質與品格。配合語文領域，帶入人、事、時、地、物的寫作

活動，以課文內容作為背景，進行劇本改寫之創作。

PPT介紹 資料搜集 簡報製作

分享討論小組討論

教
學
方
法

教
學
方
法

影片播放 重點問答

案例解析小組討論

Courses

發現
生活中的自然美

20 21

◇小組討論



Class13
我的變形蟲上衣 —— 變形蟲設計與應用

由欣賞特色名畫中引導孩子認識美感元素與形式，並將看到

的微生物造型進行創作，設計變形蟲圖案完成水墨作品，接

著於彈性衣上大膽彩繪，讓孩子穿上自己所繪的變形蟲服裝

走秀、舞蹈，展現學習與創作並行的成果。

Class08~12
哇！蔬菜裡面也有微生物！ —— 顯微鏡與微生物

藉由課堂時間讓全班一起到菜園觀察蔬菜，以「微生物會出現在哪

裡？」為主題，讓孩子們進行尋找，教師指導孩子們操作顯微鏡， 

並利用顯微鏡課程引發孩子去觀察周遭的生物與植物。

口頭講述 戶外體驗

實地觀察

教
學
方
法

Courses

美的發現

教
學
方
法

22 23

服裝製作 美的原理原則

材質運用草稿繪製

◇變形蟲繪製 ◇彈性衣展示



發現與反思O3

Ref lection
如何跨域?O2

Methods

2524

語文領域 

以資訊課出發進行主題探討、學習歸納資料、自主學習，孩子對文

本有感，更能體會出文章的美，再施行課文改寫來創作劇本。

視覺藝術

透過顯微鏡下的微生物、鱗粉、洋蔥細胞等等觀察，認識點、線、

面在視覺形式裡的構成，孩子將看到的微形之美，做變形蟲圖案設

計，應用於剪貼及服裝彩繪創作。

表演藝術

讓孩子發揮想像力，將課文中雷文霍克發現微生物的故事改編成

劇本，再透過角色扮演來模擬微生物的生態，並將微生物的動態

編成舞蹈，讓孩子在享受表演樂趣的同時，學著如何向他人介紹

微生物習性，並練習與同儕共同完成戲劇演出。

  Q：跨領域美感課程對教師與學生有什麼意義？

  

  Q：課程規劃中曾遇到什麼印象深刻的挑戰嗎？

A：

A：

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提供師生許多新的嘗試與挑戰。讓孩

子對學習有感覺，引發強烈動機，不受領域侷限，知識不

被切割，所學能與生活連結，在真實情境中實踐運用，以

適應現在生活與面對未來挑戰。課程中，教師提供本身專

業，透過共同備課、協同教學，走出侷限，與各領域進行

教學合作，完成跨領域主題課程統整，創造教學樂趣。

發現說故事劇場的形式對三年級學生太具挑戰性，只好取

學生已知的元素結合創意舞蹈，再讓學生發揮想像力，並

爭取在學習歷程中發現問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Fancalay
a niyaro

Case3

臺東縣三民國民小學

國小四年級：自然領域、社會領域、藝術領域

學習內容：符號象徵意義與意境、美學形式與原理原則

團隊成員：紀慶麒、吳慧麗、許凱貞、張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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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在地生活及阿美族文化，切入自然領域教學中認識「水」

的篇章，與自身息息相關以激起學生共鳴，探討當地阿美族人

文及漁獵傳統所面臨的困境，進而能進一步開拓關懷海洋生態

的視野。

利用戲劇及音樂科的學習重點，針對感受漁港生活以及傳統文

化設計出對話及劇本表達心中感想，並製作海洋元素道具、布

景。最後融通以上所學，透過表演藝術展現出阿美傳統捕魚風

情的氛圍，以各種感受方式看見生活與文化。

     
 

美麗的漁村

課程方案O1

Courses

28 29

語文
領域

自然
領域

藝文
領域

社會
領域

家鄉與海

劇本創作

抒發感想

海的秘密

水與浮力

連結生活

Madawdaw

漁港風情

雙人短劇

環境保育

鄉土教育

民俗文化



Class03~05
浮浮與沉沉 —— 海的秘密

延伸「海」的主題，將自然領域中「浮力」單元內容融入學習

中，讓孩子們理解哪些物品能浮起來、哪些物品則會沉到水底

及生活中可運用浮力做什麼事。

Class01~02
這裡是我的家！ —— 認識家鄉

教師引導孩子從傳統飲食中品味家鄉文化：「家鄉著名小吃是

什麼？你喜歡嗎？為什麼？」，並帶領他們到港口觀賞漁船、

紀錄漁人將漁獲製成魚乾的人文特色。

PPT介紹 港口參訪

觀察與反思文化體驗

教
學
方
法

教
學
方
法

PPT講解 口頭講述

Courses

3130

◇觀察漁船 ◇劇本創作

學科融入 生活應用



Class06~07
漁村的五感體驗 —— 家鄉與海劇本創作

透過漁村生活圖，引導孩子們進行劇本創作，並分享與討論。最

後，教師讓孩子們用身體語言感受阿美族傳統歌謠的旋律，表演

一齣「漁村生活雙人劇」。

口頭講述 草圖繪製 美感原理

實作練習 分享回饋

教
學
方
法

融合自然景觀與戲劇藝術的跨域美感課程

自然領域

以「海」作為主題串連，除了美感及環境課程融入之外，也將自然

領域課程中「浮力」單元融入，讓孩子能連結生活中運用浮力的實

際狀況，加深學習成效。

表演藝術

透過雙人劇的表演，呈現出孩子們心中所繪的漁村風貌，讓肢體

能自由自在地在空間中移動，隨著音樂做不同的身體部位練習， 

並感受情緒的變化，運用學習喚起最純樸、直接的身體律動。

如何跨域?O2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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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劇表演



發現與反思O3

Ref lection

  Q：戲劇融入教育中時，如何引導孩子進入劇本中？

  Q：透過表演藝術，孩子們能學習到什麼？

A：

A：

孩子能利用聲音的變化，找到對話時角色的相對關係，回想

生活中的對話情境，呈現真實的現場，並引導如何掌握對話

重點、傳達欲表達的意涵。

我們希望孩子在肢體表達與情緒反饋中，能投射自身的情

感在學習情境中，他們開始會去思考實際生活中應該如何

確實地表達，也能學習領導、合作、責任、紀律、美感、

自尊、冒險及欣賞週遭世界的能力。

身體感知是生命對生命的溝通。

心理學家朱哈德將身體的智慧稱為「身體感知」，亦有「生命對生

命的溝通」的意思。我們的身體會本能地回應周遭的能量，給予反

饋，而當我們用身體去感受未知時，能輕易的對環境周遭的能量、

物體表現最真實的反應。然而，隨著時代進步，我們的身體被過多

的束縛綑綁，不能大聲、不能跳、說話必須有禮得體、行為不可魯

莽…，學習也就變得一成不變，孩子們的五感也變得遲緩麻木。

跨域美感的身體感知，讓孩子感受最純粹的身體知覺，透過美感將

感知打破既有模式，放大到更廣闊的範圍中，擴大學習領域，讓學

習不再是刻板地從你講我聽，而是透過一次次直擊內心的感觸，讓

身體自然而然地留下記憶。

跨域美感的身體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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