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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 ‧ 述而篇》

課程方案僅是設定目標、進行教學、評量結果
的一系列「計畫」嗎？

當然不僅如此！

在跨領域美感教育中，教師身為創課者，更重
視教學的核心與學生學習的品質。

第一線教師們一方面期待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多
元探索、合作學習，另一方面在發展課程方案
的過程中，彼此進行學科領域間的跨域，夥伴
間的專業對話、想法激盪、增能成長，這些都
是滋養課程方案的沃土。

是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運而生，有其不可

或缺的重要性。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指的是一群持有共同信念、

願景或目標的教師，在社群中一起學習成長，

致力於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並以合作方

式共同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因此，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不僅是為了教師的專業成長，更多是

為了學生學習成效而設立的社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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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uFour 與 Reeves (2016) 1 的研究指出，

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應注重五大原則：

1. 

2. 

3. 

4. 

5. 

團隊合作並承擔學生學習的集體責任。

建立一個逐步發展且符合學生需求，並具有

品質的課程。

使用基於課程內涵而發展出的相關評量。

運用共同的形成性評量來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辨別教師教學的優勢與劣勢，確認並解決團

隊成員無法協助學生之處。

創建一個機制以確保額外需要協助的學生能

夠真正獲得輔導與支持。

1 DuFour, R., & Reeves, D. (2016). The futility of PLC lite. Phi Delta 
Kappan, 97(6), 69-71.

這五大原則提供我們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

與運作有更多的認識，也可以用以檢視社群如何真

正發揮效益。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創生，更需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來推動，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等歷

程，讓學生體驗跨領域美感課程以外，教師也得以

彼此共學，增進不同領域的知能。

本手冊中，我們以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桃園市

立桃園高級中學以及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為例，

深入「與大學合作」、「校內社群合作」、「縣市

教師團隊合作」等三種社群運作模式，觀摩三所學

校如何發揮 1+1>2 的力量，在設計過程中為課程

添加亮點，與團隊共同學習、共同成長，也為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帶來更多的想像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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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跨域社群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藍淞地 校長      鄭維傑 校長

王姿翔 主任      高芷琳 老師

王旻偉 老師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鍾怡慧 教授

成員

「 蓋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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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發展課程簡介

105 學年度 

澎南沙畫漁村情 — 沙景藝術創作

藉視覺藝術課程讓學生畫出自家社區的風俗民情，檢視
圖案如何以尺規作圖呈現，利用數學研習社上課期間與
學生討論如何利用比例尺、直尺、圓規等工具，明確畫
出所選定的家鄉風情圖像。

視覺藝術 × 數學

106 學年度 

走讀澎南 — 社區地圖與桌遊

上學期的童軍課程請學生詳列自家社區的特色及景點，利用美術課
程檢視景點轉化為簡單圖示之可行性。接著與學生討論景點配置及
玩法說明，根據在地生活民情，進行機會與命運的關卡設計。下學
期利用家政課程進行圖案縫製，完成澎南區版本的大型桌遊。

舊地重縫 — 社區景點桌遊創作

視覺藝術 × 童軍 × 地理 × 鄉土

視覺藝術 × 童軍 × 家政

108 學年度 

「蓋」有意思 — 類人孔蓋文創設計

上學期進行社區公共設施各類人孔蓋踏
查，觀察人孔蓋上圖文配置，歸納出美感
的形式原則，並嘗試轉化應用於獨具社
區風俗民情特色的「類人孔蓋文創商品設
計」，藉以提升學生對公共領域的美感覺
知，嘗試具個人特色的美感創作。

下學期九年級學生將國中時期三年來的回
憶，透過圖像、手繪、型染、縫繡等技巧，
將布塊組合成大型成品，於畢業典禮上呈
現與紀念。同時走入社區，為當地店家量
身打造門簾、圍裙等配件加以進行店鋪布
置，回饋所生長的土地。

傳家寶「被」 — 縫繡拼布被創作

視覺藝術 × 地理 × 公民 × 鄉土

視覺藝術 × 鄉土 × 地理 × 家政

透過與在地的計畫合作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彼此
協作，雙方共享資源，利於精進跨領域美感課程，更有
助於推廣並深入社區，使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地深耕並發
揚光大。

社群模式：與在地大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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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進行中

課前討論，凝聚共識

設定做為教學內容核心的主題。

每月一次，帶著學生的作品一起
討論後續課程進行與如何調整。

課中討論，滾動式修正

大學端提供工作坊增能與指導

成果產出之協助2
3

4
1 使用澎湖科技大學創夢中心的 UV

噴墨印刷機。

資訊軟體的諮詢、教學與實作。

澎科大學生應用影像設計所學，協助課
程成果影片剪輯。

跨校、連結社區的合作，同時是三方的
學習與互助。

行政連結縣府的支持、影響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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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增能去

沙景藝術
創作工作坊 尺規幾何

圖樣設計

走讀澎南．舊地重遊105.10.12

106.05.17

106.12.20

蓋有意思增能研習工作坊 @ 澎湖科技大學創夢中心

108.11.21

【 師培指導 】

【 行政協助 】

【 工作坊增能 】

「 如何更好？如何回饋於當地？」

鍾怡慧教授提出人孔蓋實體化，實際美化該校所在的五
德社區。

王姿翔主任聯絡澎湖縣工務處，然受限於製模成本。

最後以一比一大小的彩繪板方式放在校園中模擬。

藍淞地校長將學生的美化方案提供給縣長。

縣府擬規劃，未來該課程方案可以為整個澎湖縣特色發想創
作，工務處再統一更新人孔蓋。

由下而上的能動性，將美感帶進縣府，促成未來合作。

將人孔蓋設計轉為電子檔，輸
出成杯墊做為文創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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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被創意工作坊

109.05.06

【 師培指導 】

【 社區協作 】

【 工作坊增能 】

「布的使用除了製成門簾，還能如何提升……？」

與澎科大合作，九年級學生練習將手繪轉為電子稿，

圍裙、桌布等都可以是布的延伸變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興起，便是想要改變學校

的文化，將學校組織轉變為專業學習型組織，

從學校內部形成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與進步

的力量。

從澎南國中的跨域社群運作可以看見，從校內

的教師、主任到校長，以校為本位的組成形

式，更進一步與校外的資源合作，讓跨領域美

感課程發生的場域，自學校走入了社區；其內

涵也在當地生根發芽。

而學生經由這樣的模式學習，可以增加學習的

成就感，進而提升學習動機，改善學生的學習

成效。由教師帶領學生將美感帶入社區，更能

使美感真正進入生活。學生畢業了，跨領域美感課程
仍未停歇。

學生將成品帶到山水牛肉麵進
行布置，由學校出發，走入社
區，美感生活持續發酵……。

將在地元素設計輸出成當地
店家之門簾、圍裙等配件進
行布置。

跨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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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科：

國 文 科 ：

英 文 科 ：

數 學 科 ：

歷 史 科 ：

生 科 科 ：

健 護 科 ：

成員

謝文茹

李青蓮、簡秀杏、戴慧玲
林文淑、謝庭育、粘佳懿、周婕敏

熊玉芳、盧昭延、莊博雅、楊蕙菁

陳世傑、鄭吉松

黃郁惠、林奇龍

陳勇安

羅惠丹

愛課心是桃園高中校內跨科社群，希望透過
跨科增能、共備，實踐「知識不僅是知識，
知識更是一種能量，一種用心彩繪課堂的力
量。」初階放在教師增能，活化教學上的活
力；中程尋找跨科的建構力，遠程則攜手走
過桃高教學生涯，成為彼此教學助力的夥伴。

透過身心學，從表演藝術教學的概念，和第
一人稱的角度，重新認識人，人與人及人與
環境的關係。社群經過第一年增能的學習，
與數學科設計了身心適能 IN 棒球課程；第二
年開始規劃跨科的共備與實行，建構言來如
此單元方案。未來連結公民、歷史、物理與
英文，正在建構心的跨科之可能性。希望以
學生為主體、生命教育為視角，落實生活文
化教育，看見課堂的活化力，再增能需要人
文的能量、科技的力量與邏輯的脈絡。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學
愛 課 心

跨域社群
A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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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發展課程簡介

108 學年度 

表演藝術課程 — 言來如此

以〈花和尚大鬧桃花村〉、〈鴻門宴〉為文本，解析
人物、時間、空間、知識、隱喻，搭配現代媒體影像，
與表演藝術跨領域結合，幫助學生用自身視角演繹文
本角色，將符號轉化為肢體展演，同理故事角色的為
難與抉擇；或透過小組討論分析，轉換視角，提出新
看法，重新改編與詮釋。

表演藝術 × 國文

校內教師經由建立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協同合
作，共同探究學習，分享教學實務，從做中學，持續
改進並檢視結果，而成為具有行動力的組織。由此可
見，是以學校為本位，以關注學生學習為主題，採同
儕合作方式，並用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平台。

社群模式：校內社群

跨域進行中

學期初於社群會議擬定整學期增能活動

連結外部資源，由講師進行專題演講

定期協同備課

觀課議課之回饋

講師之活動帶領及經驗分享

除了傳達美還能做什麼 ?

課程安排可能遇到的難處

如何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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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增能去

跨域新世界─
以「戲劇楊逵」為例

動中覺察─

從改變動作進而
改善生活建構新
的自我意象 1

動中覺察─

從改變動作進而
改善生活建構新
的自我意象 2

淺談劇本創作
與改編創意

創意戲劇與團隊領導

潛台詞練習曲

108.11.4 108.11.11 108.11.18 108.12.9 108.12.23 109.03.16

戲劇與文本的跨域
結合

連結前一次課程，實務操
作練習，延續智慧筆記簿
書寫軌跡脈絡，操作創意
戲劇，提供團隊領導的要
素與實際運用策略。

▲ 角色扮演，讓老師們
扮演的是施暴者

▲ 靜躺傾聽來自身
體的訊息

▲ 身體延展與
滾動練習

▲ 聯想力練習

▲ 學員課堂演練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行動研究

主題經驗分享 主題經驗分享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觀察與回饋

主題經驗分享

同儕省思對話 同儕省思對話 同儕省思對話

同儕省思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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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增能去

脊椎螺旋律
動介紹

脊椎螺旋律動
器械操作練習

故事可没你想得那麼簡單
— 翻玩經典故事

109.03.23 109.04.06 109.04.20

以經典故事的戲劇工作坊
（如：國王的新衣或快樂
王子），讓老師們實際感
受好的文本有許多閱讀層
次，任何故事，都有機會
找到值得探討的縫隙，活
化跨科教學現場。

▲脊椎伸展練習

▲ 各組呈現設計
理念

桃園高中是一個典型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

師透過校內社群組織起來，並經由定期的共備

協作、觀議課、教學回饋觀察、教學方法討

論、專業領域研討、專題講座、主題經驗分

享、同儕省思對話、行動研究等活動，交流彼

此的教學理念，擴展專業知識，可以更有效地

解決實務問題 ; 同時增加更多想法，並能研發

新的教材與教法，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透過社群的集體合作，教師之間彼此激勵，勇

於嘗試與創新，改善現場教學實務，更有利於

學習品質的提升。

跨域反思

專題講座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方法創新

專業領域研討

專題講座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方法創新

專業領域研討

專題講座 主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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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科教師：
方姿文

非藝術學科教師：
洪慧霖、陳苑碩、張哲倫

成員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跨域社群3
發現你的文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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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發展課程簡介

藉學校開發多元選修的契機，老師們籌組共
備社群，共同將文案的創作過程進行更系統
化的教學，校內教師合作加上高雄市教師會
基地班的輔資老師共同觀課、議課。

社群模式：縣市教師團隊合作

106 學年度 

發現你的文案力

從遊戲中學習不同的思考方式，經由文案拆解、設計標題、
文章縮寫、深度聊天、行銷課程、觀察具體化等練習養成學
生觀察生活週遭文案的習慣。課程與在地特色店家「咖啡時
光」接洽，以參訪找出該店家的核心價值，結合攝影提案與
文案創作，設計文案明信片。

視覺藝術 × 歷史 × 地理 × 公民

▲ 透過實地參訪，模
仿文案人接案的情
境，體驗與學習文
案創作的過程。

▲ 將學生的文案製成皮革書籤
裝入扭蛋機中，在校慶時讓
需要的師生領取，透過大家
的回饋讓學生看到自己所書
寫的文字是有力量的。

107 學年度 

發現你的文案力

以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作為課程軸線，在理解文案的結構與
功能後，透過「解憂扭蛋文案創作實驗」來蒐集故事並創作
文案，亦邀請臺灣吧蕭宇辰跟學生分享自身經營媒體與創辦
公司的經驗，讓學生意識到文字可以如何為我們解決問題，
進行產品廣告文案提案設計。

視覺藝術 × 歷史 × 公民

108 學年度 

發現你的文案力

課程延伸為一年，從文案人思維、閱讀理解與傳播價
值、視覺語言應用到文案創作，上學期以好生活策展
提案進行分鏡圖創作，下學期為《在港中。可期待》
拍立得文案明信片設計。期間邀請牧歌音樂工作室
與學生分享創作經驗，讓達人與老師們一起陪著學
生理解精煉且富有想像的表達所能創造的效益。

視覺藝術 × 歷史 × 公民

▲  利用世界咖啡館討
論法，思考校園氛
圍的形成原因與可
改變的關鍵，作為
《在港中。可期待》
的資料蒐集與能力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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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進行中

每週約 2-3 小時共同討論課程內容與執行細節，並
進行分工。

共讀書籍，如 108-1 學期共讀 8 本與文字創作、閱
讀理解、行銷管理、哲學思考等相關書籍。

成立 line 群組，有狀況隨時線上聯繫。

建立雲端硬碟，共享資料與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參與高雄市教師會基地班，由中山高中陳傳芳老師
擔任輔資老師，每個月會至教室進行觀議課一次，
給予團隊教師更客觀的建議。

由團隊夥伴共同決定增能的方向，尋找適合的外聘
講師至學校辦理增能工作坊。

設置 FB 粉絲專頁，分享課程內容與講座訊息。

如何開始對話

決定課程主題及大概念

確立課程目標

共備與對話

▲ 教師團隊共備情形

【 文案力的課程共備模式 】

建立核心概念

進行概念分析

開展脈絡

概念分析

決定核心問題

引導問題

評量設計

回到課堂中的實踐與修正

分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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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共學 】 【 教師增能 】

四位老師都沒有業界文案書寫經驗，除了閱讀書籍之

外，專家進入課堂中給予經驗分享與能力傳授是支撐這

堂課非常重要的養分，也是讓教師團隊可以跟著學生學

習的機會，南方講堂王美霞老師、臺灣吧創辦人蕭宇

辰、牧歌音樂工作室經營者陳景昭、吳珮嘉等達人，皆

是曾經參與過課程的重要貴人！

作為課程設計者，也必須是一個學習者。這幾年共備的

歷程，有感於夥伴間彼此學習碰撞的火花外，更需要與

各種不同的領域互動對話，除了積極參與校外各種研習

與工作坊，也嘗試邀請專家進入學校與團隊有專業對話，

以讓課程更接近學習者的需求。

跨域增能去

▲ 達人開唱 — 牧歌音樂工作室的在地之旅（109.5.12）：牧
歌音樂工作室陳景昭、吳珮嘉與學生分享自身詞曲創作與
製作技術上的經驗，也與大家分享人生經歷。

▲ 如何說一個好故事（109.1.19）：臺灣吧創辦人蕭宇辰到
學校為老師舉辦一整天的增能工作坊，透過企劃內容的設
計、摘要與標題的練習，再到議題討論立場的確認來反思
課程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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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資源 】 【 受邀分享 】

最強民間友人是這堂課中不可或缺的資源，作為一

個客觀的視角，到課堂觀議課或參與評量，給予這

堂課回饋與建議，提供教師團隊調整課程的靈感。

得之於人者太多，只能以誠意陪伴。有
機會分享這一路上的收穫，也是一種正
向能量的傳遞，希望在教育這條路上，
有志於此的夢想家們都能夠將這自己的
教室風景具體地落實。

▲ 文案評比──以專家視角解讀創作價值（109.7.6）：
文字工作者游淑如作為文案明信片的專家意見評分
者，與教師團隊分析學生創作歷程中的優化可能，並
以自身教學經驗分享可操作的幾種課程形式。 ▲ 跨領域美感計畫課程設計共備工作坊

（109.5.23）：臺師大歷史學系石蘭梅師
培委員邀請發現你的文案力團隊與師培生
分享課程設計經驗，並透過工作坊操作體
驗跨領域課程設計的方法。

跨域增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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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會具有三個

核心原則：建立教師分享合作的文化、聚焦於

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學生的學習結果、確保學生

的學習內容。

從小港高中的社群運作來看，老師們彼此合作

共享，推動共讀與增能，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

狀況，並結合外在資源，增進專業成長，皆符

合社群發展的核心原則。而在共備方面，小

港高中的教師們已經建立了共備的合作模式，

透過共備、實踐與修正的過程，不斷地改善課

程與教學，得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並提高教學

成效，最後更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因此，一個好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以兼顧

教師與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形成一個共同體，

達到雙贏的局面。

跨域反思 結 語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以依據學校的發展方向，形成

不同樣態，並具不同功能的社群，使得學校成員得

以在共同願景和目標的引領下，學習如何改進教學

實務，集合智慧和能動性，經由具體的行動實踐，

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而努力。

從澎湖澎南國中、桃園高中到高雄小港高中，我們

看到不同形式的合作模式，不論是與大學協作，或

作為典型社群的樣態，或與外部合作，結合縣市資

源等等，皆是不同社群運作的方式。而這些方式只

是眾多學校中的冰山一角，隨著學校文化、學生學

習狀況不一等因素，也會促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

成各式各樣的多元形貌。

然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並非只是追求教

師個人的專業精進，更重要的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甚至更進一步可以轉化學校文化。因此，教師

不必妄自菲薄，相信自己的能動性與實踐智慧，以

及所開發的跨領域美感課程，除了影響學生，亦能

增能共同協作的教師，甚至是學校，使更多人可以

一起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也讓跨領域美感課程在

各個學校開展出不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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