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新 竹 市 ／ 曙 光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學校名稱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 

團隊成員 徐芝玲、林欣儒、陳錦慧  老師 

跨領域學科 體育科、音樂科 藝術學科 美術科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 快樂喜悅的能力： 

本校是一所天主教女子學校，所以體育課程一直以來都有安

排一節韻律課，期望學生都能擁有良好的儀態與優雅的舉

止。本課程發展朝向肢體律動的伸展為主，透過音樂與美學

來展現，可以獲得快樂的喜悅。 

▓肢體律動的能力： 

「舞動生命的力量-快樂操」課程是用肢體律動與歌聲來展

現人體之活力美，學生已具備基礎體能及跑、跳能力。 

且學生已於國中小階段學習過健康操，有健康體適能概念。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舞動生命的力量-快樂操」課程是用肢體律動與歌聲來展

現人體之美與活力舞動生命的力量---藉由運動學習，透過

有意義的詞曲，讓生命充滿感恩與回饋，讓身邊的人都能感

受美感快樂的氣息。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 

因為高中女生喜愛接觸流行時尚，服裝設計單元很容易引起

學習興趣、產生同儕共鳴，藉由開拓新思維，認知快樂操的

服裝設計每年都不斷變動的特性，可以將自我的觀念和想法

注入作品中，很快地達到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自信的

理念。 

 

■服裝視覺設計的運用 

因為高中制服是每個學生共同的生活經驗，透過服裝設計的

色彩運用，營造出視覺感受，能強化群體與人我的認同感。

色彩屬性、剪裁抓皺、素材布料，善用這些服裝設計的特性，

可以營造出多元豐富且精彩具特色的作品，更能彰顯學生想

法的靈活，反映出藝術美學特殊價值性。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大自然之美 

教學時數  共 3 節 實施班級  高一共 8 班 

實施情形  體育科、音樂科、美術科協同教學 

設計理念 

「舞動生命的力量-快樂操」課程是用肢體律動與歌聲來展現人體之

美與活力，可讓學生在求學生涯中留下最深刻的記憶，提到曙光女中

最美的回憶。因為高中女生喜愛接觸流行時尚，服裝設計單元很容易

引起學習興趣、產生同儕共鳴，藉由開拓新思維，認知快樂操的服裝

設計每年都不斷變動的特性，可以將自我的觀念和想法注入作品中，

很快地達到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自信的理念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1.瞭解藝術美學在生活上的應用範疇。 

2.瞭解服裝設計的意義與目的。 

3.瞭解學生的制服設計二個面向：(橫)-多元的國際觀認識、(縱)-時空環境的

發展脈絡。 

4.瞭解服裝的形式、材料、顏色、結構、構成等，形成「有形」的外在物質

層。 

5.瞭解服裝的環境、心情、情緒、社會、地位等，形成「無形」的內在心態

層。 

教學方法  採用講述法、示範法和練習法 

教學資源 

1.教師 

  (1)PPT 檔與影片檔。 

  (2)音樂 

2.學生 

  (1)韻律鞋。  

  (2)韻律褲。 

3 情境布置 

 (1)裝置電腦與單槍。 

 (2)安排練習位置。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同儕間相互學習容易提升學習

興趣，藉由快樂操觀摩賽，也增

加班際間的競爭，為了凝聚班級

向心力，大家會利用課餘時間、

假日休息時間，進行練習。 

核心 

素養 

（1）大聲的唱 

邊學習動作邊練習歌唱、於寫學習

單時間特別加強播放、課間運動時

間一同載歌載舞。 

（2）開心的笑 



2.高二學姊協助指導高一學弟

妹，一同規劃與設計快樂操觀摩

賽的隊型，讓活動更佳有吸引的

焦點。 

3.參與快樂操觀摩交流會的班

級，導師也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協助指導該班活動的各項事

物。 

 

面對鏡子展露個人最燦爛的笑容

練習、分組合作學習時加強笑容指

導練跳過程中面對鏡子笑。（學生

都會害羞，但經過練習後，就會較

自然且大方） 

（3）律動的跳 

動作學習由簡到繁、分解動作確實

執行、反覆不斷地練習、分組合作 

學習指導。 

學習 

內容 

1.曲目：快樂操「大自然之美」 

2.教學內容： 

（1）主要運動三歌詞：展現人

之美，天空更藍、浮雲更白， 

草更碧綠、水將更清澈！ 

                （4 個 8 拍）

（2）主要運動四歌詞：展現人

之美，空氣更清新、花朵更美

麗，鳥叫更悅耳、陽光更燦爛！ 

            （4個 8拍加 4拍）

（3）主要運動五歌詞：展現人

之美，人間會更美，展現人之

美，人間會更美，世界會更美 

（5個 8拍加 4拍）

（4）間奏：wu…la la la la la（4

個 8 拍） 

（5）尾奏：（4 個 8 拍加 4 拍） 

（6）統整活動，加複習。 

（7）快樂操觀摩賽進退場練習。 

（8）快樂操運動心智圖發展。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單元目標 

（1）認知方面： 

   1-1 瞭解快樂操的意義。 

   1-2 瞭解快樂操的練習過程。 

   1-3 瞭解快樂操的安全事項。 

（2）技能方面： 

   2-1 學會快樂操的練習方法。 



   2-2 學會快樂操的動作要領。 

（3）情意： 

   3-1 培養認真學習的態度。 

   3-2 培養互助合作的態度。 

   3-3 培養正確的練習方式，提升健康體能。 

  2.具體目標 

（1）認知方面： 

      1-1-1 能說出快樂操的影響力。 

      1-2-1 能說出快樂操的練習過程。 

      1-3-1 能說出快樂操練習的安全事項。 

（2）技能方面： 

      2-1-1 能做出正確快樂操練習方法。 

      2-2-1 能做出快樂操的動作要領。 

（3）情意： 

      3-1-1 能迅速整隊並且守規矩。 

      3-1-2 能瞭解老師教授的重點並虛心請教。 

      3-2-1 能瞭解同學之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3-3-1 能瞭解正確的學習方式，讓快樂操可 

           以學的更輕鬆更有效率。 

◆體育課教學內容 

  1.曲目：「大自然之美」 

  2.教學內容： 

   （1）說明與介紹快樂操在本校發展的過程，及透過 

       影片欣賞，讓學生更加瞭解何為-快樂操。 

   （2）前奏教學：（6 個 8 拍加 4 拍）。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大自然之美曲目教唱 瞭解大自然之美的歌曲意涵 
PPT 檔與音樂影

片檔。 

  (2)音樂 

 
2 大自然之美動作分解 學習並做到每個動作 

裝置電腦與單槍

韻律鞋、韻律褲 

3 大自然之美團隊練習 配合歌曲舞動及進退場掌握 
裝置電腦與單槍

韻律鞋、韻律褲 

4 大自然之美服裝設計 設計出合宜的舞蹈服裝 
裝置電腦與單槍 

設計圖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模式 備註 

1 曲目教唱 50 分鐘 音樂 美學意涵 音樂 歌曲驗收  

2 動作分解 50 分鐘 舞蹈 美與活力 舞蹈 技能驗收  

3 團隊練習 50 分鐘 舞蹈 美與活力 舞蹈 技能驗收  

4 服裝設計 50 分鐘 美術 設計應用 美術 
設計圖 

展示 
 

教學省思與建議 

1.快樂操動作難易度？ 

1.解決方案：落實分解動作引導、加強同儕間的學習、分組合作學習指導。 

2.快樂操是否有性別之分？ 

2.解決方案：全面統一，共同學習。 

教學研發成果 

1.結合專業社群及社區資源研發創新、適性、多元的課程教學。 

2.學生體適能逐年提升 

獲得家長與教育部各項肯定： 

 （1）榮獲『103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標竿學校」校本體育課程』。 

 （2）榮獲『104 年度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績優學校獎』。 

 （3）榮獲『104 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課程與教學創新方案佳作』。 

3.快樂操成為本校共同的語言，共樂、共享與共榮，凝聚學生對學校的向心力。 

4.努力落實課間運動，讓各校皆可引用推廣，增加學生運動時間。 

5.校內及校外社區推廣活動參與，提升學校優質形象。 

未來推廣計畫 

1.讓學生更富有熱情與活潑的學習行動力。 

2.保有身體更能適應環境的能力。 

3.擁有良善的品格及尊重的態度。 

    4.國際視野、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音樂科-大自然之美教唱 美術科-團隊服裝設計 

  

體育科-大自然之美唱跳 體育科-大自然之美唱跳 

  

快樂操-校慶展演 快樂操-校慶展演 

  

快樂操-課間操練習 快樂操-課間操練習 



  

快樂操-兩岸三地表演 快樂操-兩岸三地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