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格式▋
東區／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107.01 草案
學校名稱
團隊成員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鍾宜智校長， 施淑娟主任，翁雅慧組長，林家瑜、湯香櫻老師 (視覺藝術)，
張雅婷老師(自然)、周宜蓁老師(音樂)

跨領域學科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

1. 教學對象—美術班學生，七年級 22 人、八年級 23 人、九年級 29 人。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2. 美術班學生之圖形描繪與手作能力均較一般生優異，但在表達其他技能並
未較一般生優異，希望透過此項跨領域統整課程，結合自然學科和藝術課
來進行藝術統整學習的方式，提昇學生美感素養。
1. 本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延續前幾期活動，探查花蓮地區美感教學
資源如何融入課程活動。
2. 七、八年級擇定 718、819 兩班，進行之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花蓮文史故
事」-地理+歷史+視覺藝術，增加音樂課，續作課程深化和修正活動。

跨領域
美感課程

3. 本次新課程研發擇定自然科與視覺藝術，結合九年級地球科學課程中介紹

實施模式

受限於課程進度時間，嘗試結合八年級學生進行流墨畫石紋肌理美感體驗

岩石礦物，加強學生對花蓮出產之岩石、礦物、寶石的認識。由於九年級
課程，合作完成大型壁畫創作活動，並個別完石紋畫創作草稿學習單。
4. 八年級進行「萬花筒」童玩製作與手工皂製做活動，激發學生對寶石光彩
與圖案美編，進而了解花蓮文創產業活動。
5. 另外七年級配合植物樹葉之單元，進行樹葉葉脈拓印和製做樹葉書籤。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教學策略

■課前預習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評量模式
■口語問答

■學習單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探究式
■綜合活動
教學
■課後複習
■合作學習式教學
□其他
■專題討論式教學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協同教學

□影音紀錄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其他

課程架構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說明
1. 本學期跨領域課程主題為「花東之寶-石之美」，邀請花蓮文化薪
傳獎得主王慶祥老師為國風自然領域教師開辧增能工作坊，介紹花
東玉石，期望教師教學活動能結合在地資源的延伸學習。
2. 自然領域學科請本校地球科學張雅婷老師配合九上岩石與礦物單元
為 919 學生規劃延伸學習 1 節課，讓學生認識花東玉石。
3. 視覺藝術方面，八、九年級學生在視覺藝術皆進行花東美石簡報介
紹，美術老師以色彩、圖紋分析花東玉石，並進行流墨畫多元媒材
之創作體驗，並應用石紋畫進行美石圖案規劃創作之學習單草稿和
壁畫創作，另外八年級並製做卡片和手工皂製作。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花東之寶-石之美

教學時數

七-2 節，八-6 節，九-4 節

實施情形

實施班級

七、八、九年級美術班

由本校計畫承辦人湯香櫻種子教師，尋找合作教師共同開發新課程並持續深化
課程和改進實施模式。
本學期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結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設計時先參照學科教學內
容與進度，配合校本課程如認識校園植物和花蓮已發展的文化創業產業活動，

設計理念

如花蓮寶石、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手工皂、樹葉拓印和葉脈書籤等培育美感素
養導向的學習，審美認知脈絡聯結，多元媒材創作展現，實踐應用於生活中。

1.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結構)、萬花筒手工童玩、現代創意水墨皴紋山水畫創作
2.

教學方法

視覺藝術- (色彩、肌理)花蓮寶石、(質感、構成)太魯閣峽谷、(構造和

音樂--太魯閣峽谷音樂節與太魯閣語原住民歌曲欣賞

講授法、實作活動
自然教材來源：南一國中自然科學第五冊第三課、第四課

教學資源

視覺藝術教材資源：自編
教學場域：教室、美術教室

設計依據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

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學習 視 2-Ⅳ-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元

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

表現

創意。

學習

的觀點。
視 3-Ⅳ-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參與， 核心

重點

培養對在地藝文環境的關注態度

素養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
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學習
內容

視 E-Ⅳ-2 平面及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

藝-J-C3 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
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視 P-Ⅳ-1 在地藝文活動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能區別三大岩類，並認識臺灣常見的岩石。
(自然科)
單元目標

2. 讓學生認識造岩礦物的種類，並了解如何鑑定礦物。
3. 讓學生了解岩石和礦物在生活中的應用。
4. 能認識花蓮在地礦物岩石資源，並尊重自然資源。
5.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知能與態度，以及熱愛本土生態環境的情操。

1. 學生能夠配合自然科礦物與岩石單元，認識生長所在地的花蓮獨特的
峽谷、溪流與海灘的岩石與礦物形成的原因。
2. 學生能了解花東玉石類型，進行玉石圖案之美感分析。
3. 學生能運用多元媒材結合流墨水拓印方式，創作花東美石之紋理色彩
(視覺藝術)
單元目標

的圖畫，並與同儕分享集體合作完成美術教室大壁畫。
4. 學生能設計規劃應用石紋肌理流墨畫，完成個人創作的學習單、卡
片、四開作品草圖，透過同儕觀摩發表，展現花蓮美石的延伸成果。
5. 透過回饋單書寫，手工皂製作，引導學生對花蓮環境議題的省思，關

懷在地之文創事業的人、事、物。

課程架構(自然科)
節次
1

課程名稱
花東之寶一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引導活動：(時間：5 分鐘)利用七星潭的砂岩引起動

PPT、學習單、

機。

岩石礦物箱、三

發展活動：(時間：30 分鐘)礦物與岩石的詳細介紹。 大岩類箱
評量方式：(時間：10 分鐘)利用三大岩類箱進行小組
競賽。
2

花東之寶二

引導活動：(時間：5 分鐘)利用大理岩辨別引起動機。 PPT、學習單、
發展活動：(時間：30 分鐘)臺灣形成過程與變質作用 野外岩石箱
發生的詳細介紹。
評量方式：(時間：10 分鐘)利用野外岩石箱進行小組
競賽找出真正的臺灣玉。

課程架構(視覺藝術科)
節次
1.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花蓮之寶

課前準備：師生收集花東石頭和玉石相關之資料。

1. 投影機

-石之美

引導活動：(時間10分鐘）教師展示玫瑰石裝裱畫片未 2. 教學簡報
琢磨玫瑰石實物和影片，引導學生觀賞水 3. 花蓮溪床、
墨畫與玫瑰石紋理關聯性。

海岸邊採集

發展活動：一、(時間：25分鐘）教師播放簡報檔，引

分類之石頭

導學生認識花蓮大理岩、玉石分類和產 4. 花蓮寶石圖
品圖片，分析古今中外的美石所蘊含的

片

美感要素。
二、
（時間：10分鐘）學生分組觀察乾燥和
噴濕各類採集的石頭肌理之美感特徵。

評量模式：問答
2.

花蓮之寶

引導活動：(時間：10分鐘）教師以板書介紹說明印 水盆(比 A4 大)

仿石紋之流墨

製歷程，交互應用壓克力顏料和墨汁示範 壓克力顏料

畫創作體驗

印製流墨圖紋效果，完成水拓印作品。

墨汁

發展活動：一、
（時間：25分鐘）學生分組進行不同 攪拌竹筷
色調探索媒材美感體驗，分析作品與美石 尼龍毛水彩筆
圖案關聯。

小張之宣紙

二、（時間：10分鐘）收拾用具，教師指揮 小張水彩紙
同學收放晾乾作品，觀摩討論同儕作品。

評量模式：問答、石紋肌理流墨畫作品

3.

花蓮之寶

課前準備：師生收集相關之美石圖像參考資料。

美石圖片

石紋畫創作

引導活動：(時間20分鐘）教師播放影片和簡報檔介 石雕藝術圖片
紹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歷年石藝文化特
展，引導學生賞析石藝之美。
發展活動：(時間：25分鐘）學生配合花蓮大理岩、
玉石分類和產品圖片，分析美石蘊含美感
要素，學生嘗試以上回創作之石紋畫圖片
模擬規劃石藝創作圖，展現石紋創作延伸
成果。
評量模式：創作學習單

4.

花蓮之寶

一、

「清水斷崖」大壁畫創作活動

石紋畫創作延

課前準備：教師繪製完成清水斷崖風景畫底圖。

伸活動

發展活動：(時間20分鐘）學生裁剪橢圓形石紋畫碎
片，合作完成教室佈置之大壁畫。
二、

卡片製作活動

引導活動：(時間：5分鐘)教師說明卡片創作要領，請
同學展現石紋畫美感。
發展活動：(時間：20分鐘）學生配合節令主題，運
用石紋畫效果完成卡片。
三、延伸活動：(下一次課20分鐘)萬花筒鏡面像拍攝
石紋圖案，分享傳遞。
評量模式：觀察、卡片作品、發表
電腦繪 3D 列印

1.

圖延伸 手工皂章製作
學習課

成手工皂壓模時的皂章圖案設計。
2.

程

八年級同學在電腦繪圖課配合3D列印機課程，完
手工皂製作成品結合大理石、玫瑰石圖案，介紹
花蓮文創手工達人創作生活經歷。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自然 1 花東之寶一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45 分

簡報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色彩.質感.結構 合作備課

評量
模式
問答

寶石實物
自然 2 花東之寶二

45 分

簡報

備註
見附件一
教學設計

色彩.質感.結構

合作備課 學習單

色彩.質感.結構

觀課錄影

寶石實物
視覺藝術 花蓮之寶

1.

-石之美

視覺藝術 花蓮之寶

2.

45 分

仿石紋之流墨
畫創作體驗

簡報

問答

寶石實物
45 分

教師示範

見附件二
教學設計

色彩.質感.結構

觀課錄影

實作

視覺藝術 花蓮之寶

3.

教師示範

45 分

圖片

色彩.質感.結構

觀課錄影

實作

石紋畫創作

視覺藝術 花蓮之寶

4.

45 分

石紋畫創作延

色彩.質感.結構. 觀課錄影 學習單
構造.構成

伸活動
電腦繪 3D 列印

45 分

向量圖庫

結構

觀課錄影

實作

圖延伸 手工皂章製作
學習課
程

教學省思與建議
湯香櫻老師

自從我承辦國風國中跨領域美感課程計畫以來，一直在個人教學科目中思索如何
結合其他領域開發花蓮在地課程延伸學習活動。從 104 學年上學期結合國文的「花蓮
之美－文學地圖」，104 下學期結合地理歷史的「花蓮文史故事」，105 學年度上學期
結合英文的「花蓮伴手禮」，105 下學期結合公民和表演藝術的「立足花蓮，胸懷世
界」，106 學年度上學期挑戰結合九年級自然領域地球科學開發「花蓮之寶」教學單
元，如何與老師在克服教學進度壓力下共同討論、合作備課，開發花蓮在地特色之延
伸課程。
本項教案因應十二年國教中課綱的核心素養導向與跨領域概念，希望培育學生對
花蓮生活環境與產業活動的關心。課程發想是將水墨畫中學生最容易成功的美感創作
體驗的水拓印流墨畫，模擬聯想與花蓮大理石、各類玉石美麗圖紋關係，從而了解花
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大理岩美景、國際石雕藝術季、壽豐台灣玉、玫瑰石水墨畫意境、
東海岸玉石賞析……等在地特色，讓學生對學科課本所介紹之岩石與礦物知識與生活
環境聯結，進而了解花蓮在地文化工作者創作時與生活環境關聯性，培養關懷家鄉自
然環境情操。
這次實驗課程自然學科課程是九年級的岩石與礦物單元，但九年級教學時間非常
緊迫，要自然領域老師挪用時間進行延伸課程非常不容易，而且本校新建大樓暑期尚
未完工，無法在暑假備課、討論計劃，待開學後各類專科教室陸續整理才開放使用，
所以實驗課程未依原本教學進度實施，反而配合視覺藝術課程進度才進行延伸活動，
為了視覺藝術美感課程成果能做為推廣之用，我們讓八年級同學也進行部分花東寶石
課程，並進行石紋美應用的卡片製做活動。比較八九年級兩者差異，九年級因學科知
識完備與操作技能純熟，作品創作草圖可行性高，八年級雖未進行學科知識講授，但
基本岩石礦物分類概念，經此教學活動提醒學生多仔細觀察生活週遭所見相關實物，
希望整合跨領域課程架構之學習，下學期完成四開之水彩與水墨作品。
計畫初期在原本教學進度中有八年級繼續深化前期之跨領域課程之「花蓮文史故
事」，另考量進度九年級學生無暇進行太多之美術作業，所以合併八年級也教授花東
之寶石美景的學科知識，並規劃王慶祥老師指導學生萬花筒製做聯結寶石光彩，並請
林家瑜老師指導學生在電腦繪圖指導學生鏡面成像繪製。但因為八年級學生進行另項
「藝師藝友」計劃課程的金工實作課程、露營活動、校慶運動會……等耗去太多時間

了，加上電腦繪圖板操作不熟悉，林家瑜老師修正計劃讓八年級學生改成設計手工皂
壓印模型的皂章設計，再請另位電腦老師支援結合 3D 列印完成作品，所以實驗課程
教案規畫與實際教學進度仍有修正空間。
實施課程發現指導八年級學生水墨畫報紙創意拓印時，應模擬花蓮大理岩摺縐紋
理印出岩石之美，並指導學生參考花蓮玉石色彩，進行水拓印玉石紋理探索體驗創作
類似石紋畫卡片創作活動。但總括這些現代水墨畫自動技法創意拓印與水墨畫大師劉
國松提倡水墨畫革命，發展不用毛筆但如何創作出水墨皴法的筆墨層次效果有關聯。
而本次萬花筒鏡面成像僅存在於拍照傳上手機分享，呼應藝文領域課綱將美感經
驗分享實踐應用於生活中，但萬花筒製作應屬於生活科技範疇，也計劃將在下學期結
合八年級數學領域之線對稱單元再次探討跨領域課程實施模式，並與自然領域老師再
討論其中細節。
另外個人在結合自然科跨領域美感課程中原本在七年級上學期介紹樹葉單元時，
讓學生認識校園植物，並進行樹葉拓印，今年更深入研究讓學生進行樹葉書籤製做。
但因限於時間和篇幅，未呈現教案流程細節，僅有圖片成果。
張雅婷老師
在湯老師的熱情邀約下，我加入了跨領域美感計畫。
對一個任教十年的自然科老師而言，礦物天然的晶型、色澤是來自它生成的環境；岩
石的線條來自它環境中高溫高壓的作用，線條的流動展現出自然給岩石的力量。這在
過去的自然科課堂上，學生能夠從老師的陳述中了解高溫高壓的影響，學生會從老師
手上的岩石礦物標本知道價格為何，學生會從課程中連結出岩石礦物是來自何種板塊
交界的力量，學生可以推理出岩石標本可能的產地環境，…但是，我從未在課堂上把
岩石礦物的外觀外貌與「美」做過連結。
由於沒有做過美的連結，需要開始做自然科與「美」的連結真的非常困難，透過湯老
師的協助，訂出本次主題「花東之寶」，希望能讓花蓮在地的學生們更加認識花東美
麗的寶藏-包含花蓮的玉石、玉髓類，既然要介紹出這些美麗的寶藏，就必須先知道花
東之寶的成因，而成因就必須跟臺灣島的形成過程開始說起。因此，花東之寶的脈絡
就成形了，我們課程的開始，先介紹 2000 萬年前臺灣島的形成開始講起，臺灣島的擠
壓力量形成臺灣的變質環境，接著講變質作用造成花東各式的變質岩-大理岩、蛇紋岩
等，從蛇紋岩引起臺灣玉的共生環境；接著提到火成環境海岸山脈的各項玉髓。
在做這個教學主題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臺灣玉的發掘歷史過程是從成大的一名「學
生」開始的，不知道豐田這個地區開採玉時曾經的風光過往與現今礦產蕭條後的沒
落，甚至，玉髓類還分成白玉髓、紅玉髓、紫玉髓…，因為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臺灣
藍寶這類的玉髓，而玉髓是來自充滿二氧化矽熱水作用的這種「科學」性知識。但在
準備這個「花東之寶」時，我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自然科領域的增能研習中，講
師也分享許多個人的玉髓收藏，也與其他老師做了教學上的交流，這是一個很棒的
「學習」歷程，在準備課程的同時，也讓我學習到很多自己過去不曾注意到的部分。
完成這次的課程，我認為計畫中有一個充滿衝勁與熱忱的領導者是非常重要的，湯老
師在本次計畫中，提出很多身為自然科老師的我沒有想過的點子，透過跨領域想法、
靈感的衝擊，才能提出一個有趣的課程，讓自然科老師在教學現場得以做發揮，我相
信明年的教學現場中，我有更多更有趣的歷史人文、更甚者是美的分享，可以讓我告

訴我的學生們，讓這一群群花蓮的孩子們，更了解花蓮自身美好的自然環境，進而更
愛花蓮。
視覺藝術科林家瑜老師
經過一學期的 photoimpact 電腦課程之後，學生們學會如何繪製平面設計圖稿；以
花蓮為主題，搭配中英文字，設計獨一無二的皂章，最後以３Ｄ印表機印製成品，能
將自己的設計圖稿轉為實品，學生們都期待不已。但要設計合適的皂章可不容易！如
何在小小的立方體中，置放有關花蓮在地的圖文，切中主題，還要能有皂章的實際功
用，學生們可真是傷透腦筋！
根據觀察，學生對皂章設計概念其實很模糊，以貝茲曲線勾勒清楚的圖像，這一
步可花了相當久的時間，再來就是將想搭配的文字置放在畫面中，列印機的各項限
制，在在考驗設計者的耐心，透過線上繳交系統，當老師一宣布檢查通過的瞬間，學
生們還真是鬆了一口氣，接著就是靜待成品出爐。
透過這次跨領域美感課程，學生很精實地學習繪圖軟體的操作，以自己創作的圖
像結合３Ｄ列印技術，我也要特別與電腦老師學習列印機的操作方法，我認為是很有
挑戰的教學經驗；接下來下學期要製作手工皂，學生們更是期待自己的專屬手工皂，
從肥皂製作、親手蓋皂章到包裝完成，可以有一份特別的個人禮品，真是有趣極了。
教學研發成果
1. 剪輯一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影片。
2. 本計畫案研發了一套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單元活動設計，結合自然科和視覺藝術
科，深究如何實踐分享花蓮的美石圖案。
3. 學生結合自然與美術的創作主要模擬花蓮大理石和玉石圖案體驗水拓印流墨畫。

4.

應用流墨畫拓印圖進行石紋之美的創作有兩類：(1).花蓮石紋美創作草圖學習單，(2)花蓮
美石圖紋卡片

5. 師生合作完成清水斷崖大壁畫創作活動，加深學生美感體驗。
6. 自然與視覺藝術老師在本學期並進行公開觀課設計教案和學習單，見附件一~二
7. 根據本校申辦國中學生學習成就本位評量計畫經驗，教師團隊研發本次視覺藝術

之美術班評分規準，見附件三。
未來推廣計畫
1. 學校未來在十二年國教實施自然領域因時數減少，要在彈性課程實施跨領域統整學
習活動，能使用本單元教學設計。
2. 未來推廣時九年級受限於時間或學生先備能力，視覺藝術可只實施石紋美水拓印活
動，探索發現多元媒材美感體驗，如果時間充裕配合歲末可進行卡片製做活動。
3. 根據前項國中學生學習成就本位評量計畫，教師團隊希望研發普通班之評分規準。
參考資料
1. 王慶祥 1997<台灣玉石全集>台灣玉石收藏家聯誼會
2. 南一國中自然科第五冊教師備課用書
3. 花蓮石頭藝術網 http://www.stoneart.url.tw/sub03/sub03_show.php?sn=21

課程實施紀錄-影像圖檔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張雅婷老師授課

張師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印地安酋長岩石

張師講解台灣造山運動

張師講解台灣造山運動

張師配合實物介紹蛇紋岩與變質岩特性

張師介紹花蓮特產之豐田玉

張師介紹白鮑溪床之台灣玉碎片與橄欖石

國風國中邀請 106 花蓮文化薪傳王慶祥老師專題演講

東華大學羅美蘭教授主持教師工作坊研習

王慶祥老師向自然領域老師介紹花東玉石

童玩達人王師指導藝文領域教師萬花筒研習

王慶祥老師指導 819 學生製做萬花筒

919 學生花東玉石課程，導師也觀課

王慶祥老師向 919 學生介紹花東玉石

919 學生近距離接觸玉石，並看王老師以手電筒照光介紹玉之透光性分析

湯香櫻師--視覺藝術課

簡報配合實物介紹東海岸礫石灘採集之石頭

湯師簡報、板書介紹東海岸玉石，學生聆聽

左為台灣玉透光，右蛇紋石不透光

師生合作完成清水斷崖礫石灘壁畫

九年級學生操作石紋畫水拓印創作

九年級學生欣賞同儕流墨畫拓印作品

學生剪橢圓形石畫黏貼完成清水斷崖壁畫

學生水拓印作品-線紋練習

九年級學生石紋畫創作計畫與參考資料

九年級學生創作計畫

九年級學生石紋畫創作計畫與參考資料

九年級學生創作計畫

八年級學生創作計畫

學生應用流墨畫拓印圖製做之應景賀年卡

湯師於 107.01.05 進行跨領域課程觀摩會

湯師簡報介紹前一學年度的研發課程

觀摩會當日與會教授與學校教師

湯師進行公開觀課，學生搶答

觀課教師進行錄影

湯師指導學生合作拓印線紋模擬岩石紋理

學生以牙刷噴點顏料模擬岩石組成物

許民陽教授、藝文領召梁仲志校長、湯師
三人於觀課活動中進行意見交流

觀課教師走動欣賞與討論學生作品

湯香櫻師與林家瑜本學期發展之跨領域美感相關課程之活動

湯師介紹報紙拓印太魯閣山岩

八年級學生用報紙拓印太魯閣岩石

湯師對七年級學生示範樹葉書籤清洗過程

七年級學生小心清洗葉脈上組織

樹葉書籤作品

拍攝自文化創意園區的樹葉布幕創作商品

合作模擬岩石紋理的流墨畫

花蓮文創園區販賣的仿玫瑰石手工皂

本學期電腦繪圖課程結合 3D 列印設計之花蓮文創小物手工皂之壓印模型章

附件一自然科教學活動設計

國風國中 106 學年度上學期自然科跨領域之美感課程計畫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花東之寶

節次

教學時間

2 堂課（90 分鐘）

教學人數 29 人

教材來源

南一國中自然科第五冊第五課

教學班級 9 年 19 班

教學資源

岩石標本、學習單、簡報檔

單元教學目標

2

教學地點 919 教室
教學教師 張雅婷

分段能力指標

1. 讓學生能區別三大岩類，並認識臺灣常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見的岩石。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

2. 讓學生認識造岩礦物的種類，並了解如 不同是否具有關鍵性。
何鑑定礦物。
3. 讓學生了解岩石和礦物在生活中的應
用。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

4. 能認識花蓮在地礦物岩石資源，並尊重 律。
自然資源。
5.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知能與態
度，以及熱愛本土生態環境的情操。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
獲得可信的知識。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第一節教學活動
教學過程

教具

時間

<引起動機>你有收集石頭的習慣嗎？

PPT、學習 3 分鐘

1. 教師事先收集一些石頭，於課堂中引發學生的注意，詢問 單

評量
口語評
量

學生問題：例如你們有收集過石頭的經驗嗎？
2. 教師分享自己野外的經驗，分享來自七星潭的砂岩。並展
示砂岩給學生。

<活動一>礦物與岩石的區別
1. 引用七年級的生物經驗(細胞是組成人體的最小單位)帶 PPT、

2 分鐘

出岩石是由礦物組成的概念。
2. 介紹岩石通常是以「岩」字當作命名；而礦物通常是以
「石」字當作命名。例如常見的礦物有方解石、金剛石、
橄欖石等；常見的岩石有大理岩、花岡岩、蛇紋岩等。

<活動二>常見的造岩礦物
1. 利用花岡岩的岩石樣本先讓學生知道該岩石樣本是由多 PPT、學習 10 分鐘
種礦物所組成(老師發下花岡岩樣本及放大鏡給各組學 單
生)。並詢問其中總共找到幾種不同的礦物組成。(學生至
少會回答三種)老師再透過引導的方式指示學生找到亮
片構造的雲母成分。
2. 利用花崗岩岩石樣本中常見粉紅色的長石、白色的石英、礦物標本 10 分鐘
及閃亮的雲母等結合標本盒來向學生介紹常見的造岩礦 盒

口語評
量

物。老師用口語方式介紹石英、方解石、雲母、長石等的
晶型、化學成分(例如黃鐵礦是正立方體、水晶是六角柱
狀、雲母是片狀結構)(方解石的成分是碳酸鈣，與稀鹽酸
反應會產生二氧化碳氣泡)，讓學生透過實際觸摸、欣賞，
了解礦物結晶的美。
3. 補充課本上的摩氏硬度表(並補充硬度表記憶口訣：滑石 礦物標本 10 分鐘
方、螢磷長、石英、黃玉、剛金剛)教師並帶著學生複述 盒、小刀
一次，再讓學生使用指甲、小刀來嘗試不同硬度礦物的實
際耐刻畫表現。透過摩氏硬度表，請各組學生評估指甲、
小刀的大致硬度表現為何?並請學生回答。回答充分有理
(有提到指甲、小刀可以對哪個礦物產生刻痕即可算答
對)的給予小組加分。
4. 延續 3.，試驗硬度一邊詢問學生是否聽過該項礦物？是 礦物標本 5 分鐘
否知道該項礦物於生活中的應用？

盒

5. 以石膏為例，結合八年級自然課程，介紹其化學成分為硫 礦物標本
酸鈣(CaSO4)介紹石膏與生活日用品的結合(例如土壤改 盒
良、豆腐製作、模型製作、骨折固定、粉筆等)。

<活動三>三大岩類
1. 教師準備每組 10 顆岩石(砂岩、礫岩、石灰岩、大理岩、岩石標本 10 分鐘
花岡岩、花岡片麻岩、板岩、蛇紋岩、安山岩、黑色片岩) 盒
請各組學生依照岩石紋路觸感隨意分類。
2. 公告正確分類結果。並依照學生分類的依據給予組別加
分。
3. 教授三大岩類的成因。
火成岩是由岩漿冷凝而成(請學生注意岩石上的結晶顆 岩石標本 10 分鐘
粒)，並說明岩漿的成分不同會造成岩石冷凝過程中會有 盒
快慢的差異，粒如玄武岩是快速冷卻，故沒有長出漂亮的
礦物結晶，相對上花岡岩冷卻速率較慢，有時間慢慢長出
礦物結晶;
沉積岩是外營力作用後的沉積產物(請學生注意岩石上
小岩石顆粒的圓滑度與成層的排列方式)，沉積環境的能
量大小差異會使得沉積下來的沉積物顆粒大小不同，例
如陸地上沉積大顆石頭，形成礫岩；海邊沉積沙子顆粒形
成砂岩；海裡能量最小沉積泥的顆粒組成，形成泥岩、頁
岩；
變質岩常是由板塊擠壓造成的高溫高壓環境所產生的
(請學生留意片麻岩的葉理，並說明大理岩是沒有葉理這
種紋路)，教師拿出花岡岩與花岡片麻岩為例，說明擠壓
前花岡岩的礦物顆粒較為圓，但在擠壓後的片麻岩構成
呈現一致性的條紋狀，說明是在高溫環境下，受同一方向

口語評
量

的應力造成擠壓的現象。
4. 分項介紹臺灣各地常見的岩類(例如澎湖的玄武岩、花蓮
的大理岩、蛇紋岩、離島的安山岩、金馬地區的花岡岩、

5 分鐘

恆春半島的石灰岩等)。搭配課本圖片與岩石逐一說明。

第二節教學活動
教學過程

教具

時間

<引起動機>你知道花蓮最知名的石頭嗎？

PPT、學習 2 分鐘

1. 讓學生依照生活周圍經驗，詢問是否知道花蓮最知名的 單
石頭為何?學生通常會直覺回答大理岩。
2. 教師準備一顆非”白色”的大理岩。詢問學生是否為大
理岩，可以有哪些方法確認。(結合八年級自然的經驗)
3. 詢問學生該大理岩變質前的原岩為何？(學生應可以準
確回答出石灰岩)為何花蓮會有石灰岩的前身?

<活動一>臺灣島形成過程。
1. 教師利用講述法，搭配 ppt 的圖片呈現，描述過去自兩 PPT、學習 8 分鐘
千萬年前以來至今的臺灣島形成過程。
 2000-1000 萬年：處在穩定的張裂環境(受喜瑪拉雅
山造山運動影響) ，曾有大規模的溢流式火山噴
發，形成今天的澎湖群島。
 1000-500 萬年：歐亞板塊東側的大陸邊緣上堆積著
來自亞洲大陸的巨厚沉積物。約 1000 萬年前,菲律
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開始碰撞,使沉積物受推擠
隆起,形成露出海面的臺灣島。歐亞板塊東南側邊緣
的海洋岩石圈(南中國海盆)向東隱沒到菲律賓海板
塊之下 ,形成呂宋火山島弧。
 500-20 萬年：約 500 萬年前，呂宋島弧隨菲律賓海
板塊向西北移動，島弧北端撞上了歐亞大陸邊緣。
（此現象稱為弧陸碰撞）由於呂宋島弧和歐亞大陸
邊緣的沉積物互相擠壓，大陸邊緣的沉積物受到強
大的壓力和高溫作用形成了變質岩，同時被抬升浮
出海水面而形成臺灣的中央山脈。約 280 萬年前，
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在臺灣北部及外海形成琉
球島弧。約 50 萬年前，撞上歐亞大陸邊緣的呂宋火
山島弧北段已完全併入臺灣島，形成臺灣東部的海
岸山脈。
 現今：由於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 7～8 公分的速
度向歐亞大陸靠近，臺灣的山脈受到擠壓而不斷升
高，山脈以西的大陸邊緣沉積物也漸次隆起，形成
雪山山脈以及臺灣西部的麓山帶，臺灣島的面積逐
漸增大，形成今日的形貌。

單

評量
口語評
量

<活動二>臺灣的變質作用。
1. 利用臺灣島形成過程的先備知識，搭配搭配 ppt 的圖片 PPT、學習
呈現，描述東臺灣的變質作用。

口語評

單

量

PPT、學習 10 分鐘

口語評

2. 請學生回答常見並知名的東臺灣變質岩。(學生應可以
準確回答出大理岩、蛇紋岩)

3. 教師展示方解石、橄欖石礦物結晶，說明變質岩變質前
身的礦物組成，再發下大理岩、蛇紋岩等岩石標本，並
請學生留意其紋理結構。(教師加強說明紋理結構都是
來自變質作用中高溫與高壓影響)

<活動三>猜猜誰是臺灣玉。
1. 教師利用 ppt 快速說明臺灣玉的發現過程。

1932 日本人在荖腦山發現石棉,將臺灣玉當做廢料丟棄 單

量

1956 成大學生注意到廢石可能是閃玉，集合地質界權威
前往豐田調查
1965 證實豐田的石礦是玉礦， 採玉熱潮出現
1974 採玉熱潮逐漸從興盛到式微
2. 撥放 youtube 影片”臺灣玉介紹”說明玉與蛇紋岩、石 PPT

10 分鐘

棉的共生狀況。
3. 教師放下五個岩石標本(標本皆為綠色岩石，其中一顆
為臺灣玉、剩下四顆為蛇紋岩)，請學生利用影片中的
介紹讓學生自行挑出正確臺灣玉，將結果編號記錄在學
習單上，並寫出判斷的依據為何。(學生可以寫出透光
即可算對。)

<活動四>介紹海岸山脈的玉髓。
1. 教師利用 ppt 介紹玉髓形成的過程，與其矽酸鹽的化學
組成，並分辨玉髓與石英的差異。
2. 教師利用 ppt 分別介紹白玉髓、紅玉髓、紫玉髓等知名
玉髓圖片。

學習單

10 分鐘

附件一-1

花東之寶-跨領域美感教育學習單
___年____班

號

姓名：________

1. 依照投影片提示，填入括號內答案。

(

)

2. 依照上圖以及老師說明得知，臺灣所處位置為(
)板塊交界，其
中花東縱谷地區為兩大板塊聚合交界，造成中央山脈以東有強烈的變質作
用，因此，花東地區有大量的(
)岩類產出。
3. 花蓮北邊，太魯閣一帶產出的變質岩為(
)。
4. 花蓮市南邊，豐田一帶大量產出的變質岩為(
)。
5. 過去日本人在豐田地區主要的石礦為(
)；辨別蛇紋岩與臺灣玉可
以利用臺灣玉能(
)這個特質來分辨。
6. 海岸山脈蘊藏的玉石屬於(
)類。是富含二氧化矽的熱溶液附著於
岩層裂縫冷卻生成的。常見的有：(
)、(
)、
(
)。
7. 來挑戰看看。老師提供的石頭樣本中，哪一顆才是臺灣玉？請寫下你如何判
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醒：到溪邊撿玉石，帶走一顆就好。
多撿的要記得回歸給大自然喔!)

附件二視覺藝術科教學活動設計

國風國中 106 學年度上學期—花東之寶--跨領域之美感課程計畫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花東之寶-石之美

跨領域科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
目

教學時間

4 堂課（180 分鐘）

教學人數 919-29 人，819-23 人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班級 9 年 19 班，8 年 19 班

教學資源

岩石標本、學習單、簡報檔、投影
機、攝影機、手機

教學地點 水墨教室
教學教師 湯香櫻

單元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配合自然科礦物與岩石單元，認識生長所在地的花蓮獨特的峽谷、溪流與海灘的岩
石與礦物形成的原因。
2. 學生能了解花東玉石類型，進行玉石圖案之美感分析。
3. 學生能運用多元媒材結合流墨水拓印方式，創作花東美石紋理色彩的圖畫，並與同儕集體合
作完成美術教室大壁畫。
4. 學生能設計規劃應用石紋流墨畫，八、九年級同學完成 A4 學習單--個人創作四開作品的草
圖，配合歲末節令並製做卡片，透過同儕觀摩發表，展現花蓮美石圖案的延伸成果。
5. 透過回饋單書寫與拍照分享，引導學生對花蓮環境議題的省思，關懷在地文創事業的人、
事、物的省思。
設計依據-核心素養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3 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
化的理解。
視 2-Ⅳ-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E-Ⅳ-2 平面及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
視 P-Ⅳ-1 在地藝文活動

視 3-Ⅳ-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參與，培養對在地藝
文環境的關注態度

第一回(1.2 節)教學活動
教學過程

教具

課前準備：教師在課餘從花蓮的白鮑溪、東海岸採集
的石頭依種類、大小、分類裝於籃子，請
學生事前查尋花東玉石相關之資料。
引導活動：教師展示玫瑰石裝裱畫片和未琢磨原石給
同學觀看引起動機，再介紹花蓮文化局拍

花蓮溪床、海
岸邊採集分類
之石頭佈置

時間

觀察

10 分鐘

投影機

攝之「展演風華」影片，花蓮市私人收藏 教學簡報
玫瑰石博物館，引導學生觀賞水墨畫與玫
瑰石紋理關聯性。

評量

問答

發展活動：一、教師播放簡報檔，引導學生認識古今

投影機

25 分鐘

中外石器時代演進中，美石為玉的特
教學簡報
性，花蓮玉石分類、產地、大理岩所在
地太魯閣國家公園、壽豐鄉白鮑溪台灣
玉、東海岸玉髓海洗石原礦......等和玉石 花蓮寶石圖片
相關展品、產業活動的風景圖片，分析
美石蘊含之色彩特徵、肌理質感、組成
構造等視覺形式美感要素。
10 分鐘
二、學生分組觀察乾燥和噴濕各類採集的石
頭，以造形要素--點、線、面和色彩、質

問答

口語評
量

感等美感視覺原理分析玉石和石紋肌理
之美感特徵—點紋、線紋與色彩變化。
引導活動：教師先介紹並輔以板書文字說明印製歷程 水盆(比 A4
和提醒學生注意事項，示範應用壓克力顏 大)
料和墨汁交互輕點於水面，印製流墨圖紋
效果，再以紙張接觸水面撈起，體驗完成
水拓印作品，小心更換吸水紙張，晾乾作
品。

10 分鐘

觀察

壓克力顏料
墨汁
攪拌竹筷
25 分鐘
尼龍毛水彩筆

發展活動：一、學生依分組進行不同色調系列探索體 小張之宣紙
驗，每人依喜好進行各類不同材質紙張之 小張水彩紙
多元創作展現，透過觀摩花蓮玉石美圖作
品，分析美石圖案之色彩與形式特徵，如
黑灰色大理岩、綠色系蛇紋石和台灣玉、
紅色玫瑰石、台灣藍寶、紫玉髓、黃棕色
年糕玉、紅黑總統石……等其中點線面紋
理變化。
二、收拾整理用具，教師指揮同學，標記

問答

10 分鐘

石紋肌
理流墨
畫作品

教具

時間

評量

投影機
教學簡報

20 分鐘

問答

姓名後收放晾乾作品，透過觀摩討論同儕
作品與與美石圖案關聯。
第二回(3.4.節)教學活動
教學過程
課前準備：師生收集相關之美石圖像參考資料。
引導活動：教師播放影片和簡報檔介紹花蓮國際石雕
藝術季歷年石藝文化特展，引導學生賞析
石藝之美，過程中提示學生檢視前 2 節課
創作體驗之石紋畫圖片與花蓮大理石、玫
瑰石和各類玉石與風景區石雕藝術公共藝
術各類大型石雕作品之圖片關聯，模擬規

花蓮寶石圖片 25 分鐘
石雕藝術季展

實作
學習單

劃石藝創作圖，展現石紋創作延伸成果。

覽活動圖片

發展活動：學生配合花蓮大理岩、玉石分類和產品圖
片，分析美石蘊含美感要素，學生嘗試以
上回創作之石紋畫圖片，進行規劃石藝創
作圖，展現石材紋理創作延伸成果。
20 分鐘
花蓮之寶--石紋畫創作延伸活動
三、 清水斷崖大壁畫創作活動
課前準備：教師繪製完成清水斷崖風景畫底圖。
清水斷崖圖片
發展活動：教師說明花東海岸為礫石灘，請同學依
背景底圖色彩，運用同學創作草圖裁剪後
剩下的石紋畫碎片圖，每人剪20粒橢圓形
模擬各類海灘石頭，由遠處小顆到近處大
顆，挑選合適的位置依序拼貼完成教室佈
置之大壁畫。
四、 卡片製作活動
引導活動：教師介紹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歷年石藝
5 分鐘
文化特展中石藝之美圖片和卡片創作要領，
引導學生賞析討論如何運用石紋畫圖片模擬 花蓮寶石圖片
大理石、玉石圖案美感要素，簡潔快速完成 石雕藝術季展
各類主題卡片。
覽活動圖片
發展活動：學生配合聖誕節、新年或其他節慶主 卡片
20 分鐘
題，挑選合適的主題色彩，運用石紋畫效果
完成卡片，展現石紋創作延伸成果。
(未完成作品者回家作業完成)
三、展覽活動
下一次課
延伸活動：卡片作品觀賞，學生嘗試以萬花筒鏡面 平板電腦
前 20 分
像拍攝石紋圖案，分享傳遞花蓮之寶-石紋 攝影機
藝術之美。
評量模式：觀察、卡片作品、發表

手機

附件二-1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花蓮之石藝文化，因為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從壯濶的太魯
閣峽谷的大理岩、中央山脈蛇紋岩、壽豐台灣玉、海岸山脈富里九岸溪與
東海岸海洗的玉髓原礦......，在後山土地上，帶入各種產業活動與石藝故
事，用心探尋，就能找到蘊藏其中的美石。
請在下方空格，描繪創作草圖，並說明石藝紋理美的故事。(並檢附參考圖片)
題目：
創作理念：

圖示(自行描繪一個橫式或直式的格子，水墨用 10×20 公分，水彩 12×18 ㎝)

附件三、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本位評量案例：依美術班表現標準
(一) 評量方式：實作評量-花蓮石紋之美創作計畫 A4 學習單。
本評量活動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運用模擬岩石肌理褶皺拓印之流墨畫圖，檢附參考圖
片、運用適當之媒材技法表現出有美感意境之作品草圖。
(二)評分規準
教材內容綱
要

優

良

可

需努力

1. 探 索 、 創 觀察敏銳且富創意，能 觀察敏銳且有創意， 概略觀察，僅能 能概略運用線
作 與 展 流 暢 的 運 用 線 條 、 造 能運用線條、造型、 運 用 線 條 、 造 條、造型、色
演：體驗
平面、立
體、數位
與綜合媒
材的創作
方法。

型、色彩描繪所要表現
的事物，並精準掌握作
品結構、空間及物相比
例。

色彩描繪所要表現
的事物，並掌握作品
結構、空間及物相比
例。

型、色彩描繪所 彩、描繪所要
要表現事物，並 表現的事物。
概略掌握作品
結構空間及物
相比例。

1. 能 主 動 積 極 尋 找 與 1.能使用參考資料 1. 帶 資 料 不 合 1.未帶資料圖
改編圖文資料。
但改編不多。
用。
片。
2. 有 創 意 的 運 用 課 堂 2.運用印拓圖片的 2. 教 師 指 導 下 2.教師多次指

評分規準

印拓圖片的肌理圖案，
增補畫面適合的點景
人物或其他圖像，整體
畫面有石紋肌理特色，
符合空間比例美感，作
品構圖表現出花蓮石
紋美麗特徵的構想草
圖。

肌理圖案，增補畫面
適合的點景人物或
其他圖像，畫面有石
紋肌理與空間比例，
作品構圖表現出 花
蓮石紋特徵的構想
草圖。

能大致運用拓
印圖片完成構
圖，局部造形尚
可表現石紋特
徵構想草圖。

導下仍未能運
用印拓圖片表
現有石紋效果
畫面，草圖未
完成。

圖例

教師
評分
說明

學 生 將 收 集 的 太 魯 閣 學生參 考展售石藝 學 生 參 考 老 師 作品草率未完
國 家 公 園 中 印 第 安 人 佈置，具體安排一幅 清 水 斷 崖 礫 石 成。
頭大理岩圖像，結合石 花蓮美石紋展覽空 灘 壁 畫 所 做 創
藝展覽空間，創作超現 間寫生圖。
實風格創作草圖。

作草圖，唯礫石
大小比例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