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108學年度下學期	

國立臺北教育⼤學附設實驗國⺠⼩學 
學校所屬縣市 國立附⼩（位於台北市）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教育⼤學附設實驗國⺠⼩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詹⽻菩、

非藝術類教師：顏志賢、張琇惠、潘佳玟

總⼈數：4⼈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三⼄、五⼄ ，班級數3，⼈數82。
總⼈數：82⼈。普通班

學⽣先備能⼒

1.⼆⼰導師張琇惠在107學年度參與跨域美感課程社群，並積極在孩⼦⼀年級時，

將美感素養融入語⽂與⽣活課，因此⼆⼰的美感素養、藝術創作能⼒和經驗相較豐

富，師⽣默契好。

2.三⼄和五⼄是108學年度剛組成的新班級，團隊默契和班級經營都處於磨合期。1

然⽽107學年度美感課程由專長教師實施，學⽣對於⾊彩、造型、創意、設計都有

不錯的基礎概念。

3. 我們發覺現在孩⼦在「專注⼒」以及「學習深度的動能」在逐年下降。

教學⽅案名稱 Part 2 : 與「對稱」相遇！

跨領域／科⽬

藝術領域：v 視覺藝術/美術　□⾳樂　□表演藝術

非藝術領域：數學、社會、⾃然（⼆⼰：⽣活）、綜合

議題：⼈權 、品格、閱讀素養

教學時數 主課程之總堂數：14堂（每堂40分鐘）

設計理念

      以學⽣經驗、⽣活情境作為課程設計的出發，以數學領

域的「對稱」為主題跨領域統整課程，以美的元素「對稱」

串連與深耕孩⼦的學習觸⾓，豐富孩⼦的學習經驗，提升孩

⼦的學習的動能。— 我們共備所形塑的⼀致理念。

透過跨域美感的共備和實施經驗，我們⼀致認為教師的重新

探索與感受，有助於課程的深耕，也是美感涵養落實於課室

的重要關鍵！因此格外重視教師共備實作，走出框架、走出

迴圈，師⽣⼀起⽤五覺感受、欣賞、轉化⋯，並激發跨域對

話與整合的能量，動態式的課程發展在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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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的⾃主創新中被不斷的形塑和落實，課程設計是以孩⼦為主

進⾏跨域統整，踏實與深耕每⼀個學習與成長的⾜跡，同時

學習如何⾃主學習，獲取成就。     

讓美感教育深耕融入在各領域的學習⾜跡！

創意、藝術美感是最寬廣的途徑，

「閱讀」是最能體現統整的「楔⼦」，

也是最包容各種不同類型學習者的關鍵！

課程設計理念強調起始點：

教師專業發展與對話⽬的是

「回饋、延展與豐厚學⽣的學習」

             課程設計理念落實以學⽣為主：

             重視學⽣如何成長，幫助學⽣經歷有感的學習，

           在實踐中同時培養美感素養、深化領域學習、豐厚⼼靈。

      —————————————————————————————

           我們發現「對稱」的概念與其美感，在各領域的教材裡被單薄了，

            其實在⾃然、⼈⽂環境裡處處有其蹤跡，如果能讓

            與⽣命共同體，「海洋」蘊藏著美麗神秘的元素，充滿想像與

            真實的交織，總能引發孩⼦們好奇⼼並驅動他們的學習延展的

            多元可能，其中鑲嵌在⾃然界裡的美感元素甚為豐富多樣；「

            海洋」這個主題兼具包容性與「跨域」。

       —————————————————————————————

      我們透過「主題式學習法」（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在備課與

      授課過程中，融合不同領域學習內容，「海洋」蘊含的「美」

      尊重每個⼈的詮釋與感受，所以讓課程更完整、多元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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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北⼩跨領域美感課程共有三個主題「海洋」、「安徒⽣」、「對稱」、「創課」

-
- Part 2 : 與「對稱」相遇！

- 課程架構 -

- 課程總架構-

              低年級            中年級            ⾼年級
              
            國王的王冠      獨⼀無⼆        獨⼀無⼆
          -我是設計師-        的花器            的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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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可使⽤⼼智圖、各式系統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

藝術知能、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美育等規劃）

以下⽅案呈現《五年級》獨⼀無⼆的紋樣

單元⼀：數學課很美！

———————————————————

單元⼆：發現「對稱」之美

———————————————————

單元三：我是設計師

 五年級
獨⼀無⼆的紋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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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備方式：	

1.每週五固定13:30-16:00在三乙或圖書館進行共備會議及工作坊。	
2.一起或各自參與校外研習或⼯作坊（例如：專家諮詢與實作、美學講座、雷射切割
與電腦之工作坊等），頻繁分享所學。	

3.專長老師帶領老師們實際進行藝術美學的創作體驗，然後一起討論如何在跨域的運
用、策略、效益；鼓勵將有感且適合個班孩子的融入自己的個領域教學，尤其美感
融入自己專長領域，鼓勵進行動態課程，適切即時的融入。教師彼此支援教學。	

4.輪流針對主題進行自己擅長、有感、有興趣以及有經驗的相關分享討論。	
			機動性的進行讀書會與焦點諮詢。	
5.焦點聚焦收斂，以各班學生實際程度與先備確認教學實際內容，提出問題和困難。	
6.共備與增能到實際落實，因為「社群app」而不受時空影響，隨即以圖文分享教學點
滴，隨時提出困境與修正。	

7.結合跨域社群參與統整課程、以學生為主體的彈性調整教學，解決教學時間不足得
困境也能避免給予學生瑣碎的學習，所以強調「整合」「統整」「深耕」。	

強調並有共識，教師需要親⾝體驗有感才能帶給孩⼦有感的學習。 
專長老師與非專長老師攜⼿親⾝感受美，發⾃內在的感動和學習， 
培養老師的美感素養更是落實與推廣長遠的跨域美感教育重要的關鍵！ 

教師共教⽅式：　1　　位教師在⼀個班級授課，邀請其他老師隨即可以進班觀課。

⼗⼆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E-A1、藝-E-A2、藝-E-A3、藝-E-B3、藝-E-C2、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綜-E-A3	、綜-E-B3	、綜-E-C3、	數-E-A1、數-E-B3、自-E-B3	
				

十二課綱議題融入：	

生命教育、閱讀素養教育	

備註：	

1.議題存在於你我的生活情境之中，議題與和素養兩者緊密關連，根據課綱，議	
			題融入各領綱學習重點，可藉由連結、延伸、統整與	轉化，豐富領域/科目之	
			學習，有助於核心素養導向課程之落實。	
2.素養導向的議題融入，重視「覺察」、「探究與思考」、「體驗與實作」，「	
			討論與對話」、「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藝）
1-Ⅲ-2	、1-Ⅲ-3	、1-III-6	、2Ⅲ-2	能	
3-Ⅲ-4	、3-Ⅲ-5。		
（數）
s-III-6	認識線對稱的意義與其推論。	
（⾃）ai-Ⅲ-2 
（綜）

1a-III-1、1b-III-1、2d-III-1、3d-III-1

學習內容：
（藝）
視E-Ⅲ-1、視E-Ⅲ-2	、視E-Ⅲ-3		
視P-Ⅲ-2	、	視A-Ⅲ-1		

（數）d-2-1
（⾃）ti-Ⅲ-1 、INb-Ⅲ-8 

（綜）
Bd-III-1	、		Bd-III-2	、Cb-I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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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標（學習表現）：
1. 透過五覺的多元閱讀與操作，對規律的自然物與人造物的造型形體等產生好奇
與探索，進而發現、觀察與欣賞自然人文環境中的「對稱」之美與感受。	

2. 發現與欣賞自然與人文環境處處存在的數學之美，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3. 能使用不同的媒材與技法，探索「對稱」的意涵和創作應用並與人分享。	
4. 能透過實地踏查，輔以數位科技，拓展學習視角，感受人與自然的豐富面
貌，數學、藝術、自然彼此連結，深刻美感與豐富學習經驗。	

5.能在探究、合作、討論等各種學習情境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

學習內容：
1. 透過感官拓展閱讀經驗，閱讀多元文本、視覺、媒體關於「海洋」的素材	，
豐富視覺、感受、知識、…等經驗。	

2. 透過觀察探索自然界的造型與規律，並分享與討論。	
3. 進行多媒材的藝術創作以及查閱文本摘要所得，結合成圖文並茂且具備情感的
作品。	

4. 呼應上學期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基礎，將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持續美的體驗。

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單元名稱

節

次
⽂字描述 填選項*

孩⼦處於資訊取得容易的時代，出⽣開始四⾯⼋⽅迅速的不斷迎來各種⾃主以及
⾮⾃主的訊息、知識、符號…；教育現場我們觀察到孩⼦們斷的⼤量經驗「似懂
⾮懂」的堆疊；於是孩⼦愈⼤就容易誤以為「很簡單」卻沒有深⼊探究的動能，
五上的數學課「對稱」這個單元在過去課室我們常看⾒這個現象。教師共備體會
後轉化，實施於不同年段，從「美」和探究實作開始的「混齡」學習，能引發學
習動能，確實有助於孩⼦經驗「踏實」擺脫似懂⾮懂的困境，「原來簡單並不簡
單」進⽽有了好奇，想⼀探究竟，對應數學的習題轉⽽更多成功答題的可能。因
此這個模組我們嘗試以跨領域統整同⼀個主題「對稱」概念，在不同年級的課室
裡的整合與轉化。⽽我們的孩⼦們確實都充滿⾃信在這個歷程！無⼀例外！ 

節次 教學活動 教學策略 教材內容 教學資源
學習

評量

美

感

元

素

與

形

式

跨

領

域

美

感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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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對

稱」相

遇！

———
單元⼀：數學
課很美！

4 實作
評
量
（
遊
戲
化
評
量
） 

⼝語
表
達

1、
4

2⼀. 導入活動

1. 「分類」—（1）說明遊戲規則（a.閱讀圖卡b.
討論決定分類定義c.動⼿動腦不動⼝。重點：
c 階 段 不 能 有 任 何 聲 ⾳ 。                               
（2）將卡牌分給各組，碼錶執⾏abc三步驟
（3）⿊板或ppt⼤字秀出分類遊戲「闖關⽬
標」：將這些圖卡分成兩類。並給予分類法
則，法則必須包含數學元素。例如：分成有
⾓和只有圓⾓ 2類。 然後遊戲開始。               
備註：放⼿讓孩⼦透過視覺閱讀與理解+同儕
討論進入思考、討論、定義到操作。（強調
以學⽣取向的教學策略）                                   

2.  「分享」— 各組分享分類結果（ ipad鏡射秀
出，或是圖卡磁化，貼於⽩板展⽰出，並⼝
說，圖和⼝說相輔）

3. 教師給予正向回饋，歸納數學元素「對稱」
等相關名詞。

⼆.   展開活動。                       

1. 發下正⽅形⾊紙，請學⽣將⾊紙對摺，畫出
摺線，和點出「入⼝」與「出⼝」

2. （1）說明遊戲⽬標：⽤剪⼑從摺邊的起點開
始剪，⼀筆「畫」20秒後才能從窗⼝剪出
來。然後打開來，欣賞剪出了什麼圖形？    
（2）觀察中⼼線的兩邊圖形（是否⼀模⼀
樣？如果從中間剪⼀⼑變成了兩個全等圖
形，疊合後完全⼀樣）。                                    

    （3）指導學童觀察「左右鏡射」的關係，引

     導孩⼦比較觀察中⼼線（軸）左右兩側「邊

     「⾓」重合，等長、等積、形狀⼤⼩⼀樣。

3. 認識這是⼀個左右互相對稱的圖形。

4. 使⽤直⾓三⾓板畫1條垂直中⼼線（對稱軸）
的線。引導認識對稱圖形以及「對應頂
點」、對應⾓、對應邊、垂直距離⼀樣長。

5. 將這個對稱圖貼上去，創意發想，在左右加
上『點和線』變成⼀個新的對稱造型。

三.   綜合活動..                               .                                                           

遊戲圖卡：

20張(6組）

⾊紙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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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簡報圖卡

實作
評
量
（
遊
戲
化
評
量
） 

⼝語
表
達 

1
4

2三.   綜合活動..   

每個⼈請從圖卡中迅速找出1張對稱圖形秀出
來！提問：你怎麼知道，請證明！（ ⿎勵孩⼦
嘗試新舊經驗與討論；備註：通常很多孩⼦使
⽤前⾯的操作經驗，對摺與疊合，也會有孩⼦
使⽤垂直線等距的說明。

總結：『競速且正確分類！是贏家！』

（1）「分類」—（1）說明遊戲規則（a.閱讀圖
卡b.討論決定分類定義c.動⼿動腦不動⼝。重
點 ： c 階 段 不 能 有 任 何 聲 ⾳ 。                               
（2）將卡牌分給各組，碼錶執⾏abc三步驟
（3）⿊板或ppt⼤字秀出分類遊戲「闖關⽬
標」：將這些圖卡分成兩類。

「對稱」與「不對稱」           

備註1 . 圖卡設計有陷阱，增加遊戲機制。        
備註2.放⼿讓孩⼦透過視覺閱讀與理解+同儕討
論進入思考、討論、定義到操作確認理解，
（強調以學⽣取向的教學策略以及視覺閱讀豐
富既有認知以及拓展新知，連結⽣活中的「對
稱」在哪兒？

（4）搭配數學習題演練或學習單的檢視。

「畫出對稱軸另⼀邊」延伸挑戰：

                    。  給⾜夠的時間，透
過探索、嘗試，孩⼦們能從舊經驗找到畫出另
⼀半的科學⽅法。（描圖紙+複寫紙，或⽤數學
習題演練時打格⼦，左右對稱點距離實測繪
出）備註：⼩創客製作會⾶的蝴蝶，孩⼦在校
欣賞蝴蝶的紋樣與對稱之美，讓孩⼦更了解對
稱的概念和條件，教學策略著重將所學「概念
或技能⋯」在同⼀段時間，鑲嵌與運⽤操作於
不同學習課題，強調真時情境與物件的觀察歸
納，並透過閱讀不同⽂本和題材，幫助孩⼦在
⾃主學習動能產⽣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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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對稱」

相遇！

———

單元⼆：發現
「對稱」之美

4 Ipad或拍攝
的⼿機等設
備。投影設
備。簡報、
繪本、圖像
卡。昆蟲圖
卡、影片。

備註 1：疫
情結束，可
以前往⾃然
科學博物館
與植物園進
⾏實地踏查
學習。

實作
評
量 

⼝語
表
達 

檔案
建
立

1、
4

2承接單元⼀：透過多元閱讀的經驗與探索帶孩
⼦發現「對稱」進⽽歸納、理解、欣賞、創意、
運⽤、應⽤⋯。

⼀.導入活動：

透過視覺閱讀連結概念尋找「對稱」之美

多元⽂本：繪本、建築、昆蟲、植物等簡報 或
視頻，⼀起尋找「對稱」之美。

備註：藝術⼈⽂課室—欣賞與探索⾺蒂斯晚年
所設計教堂裡的窗、服飾⋯。

⼆.發展活動：

（1）拿起Ipad相機 捕捉校園裡的對稱之美。

包含⾃然的、⼈造的、具體實物或是光影等現
象～（將點線⾯以及⾊彩導入觀察）

提問：「哪裡有對稱？」，過程中強調以孩⼦
的視⾓詮釋和觀看，透過探究實作的歸納定義
著重探尋符合課室裡所學，引導孩⼦觀察、探
索、核對定義以及發現其中微⼩差異，提問。

例如：這個圖公共藝術有對稱嗎？

.   why?

（2）分組進⾏拍攝、放入簡報並畫對稱線。

三.綜合活動：鏡射分組，介紹在校園裡找到的
對稱。同儕老師回饋，釐清「對稱」的定義。

延伸學習，觀察尋找⽣活中的對稱。

。         

延伸學習：⾃然課觀察葉脈、昆蟲（引導孩⼦
發現與探索⾃然界存在的數學、美學之美的形
式）昆蟲圖卡觀察其對稱的構造、紋樣、⾊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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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報
（ 不 同 國
家、部族等
紋 樣 、 圖
騰）
紋樣的故事
庫

Ipadx6台

世界地圖

壓克⼒框

實作
作品
發表
⼝頭
檔案

（展
演、
⼤⼩
牽⼩
⼿導
覽解
說：
裱
框、
布
展、
導覽
前的
圖⽂
草稿
練
習，
實
習：
為學
弟妹
導覽

1
4.

2⼀. 導入活動：巡禮與欣賞 -

1.透過欣賞與故事閱讀紋樣意涵

2.紋樣形式：簡化、對稱、放射、重複⋯

備註：故事總是吸引⼈，也與視覺圖樣相輔道
出古代、不同國家、族群⋯的特⾊、⽣活樣
貌、⼈與⾃然、環境的互動、富⾜與困苦～。 
透過紋樣的故事，回顧上學期到故宮欣賞器
⽫、服飾上的圖騰紋樣，為「設計」鋪上較深
刻的感受和連結。透過網路資料的圖⽂閱讀和
摘要歷程，認識與了解⾃⼰和同儕有興趣的族
群或國家或古代等圖騰紋樣的意涵與故事、傳
說。（統整社會領域和擴展國際視野。）

⼆. 發展活動

1.  將⾊紙「平分」8等分

    透過對摺再對摺的操作，進⾏等分。

2.⽤英⽂名字字⺟「 加、減、拼、組」設計獨
⼀無⼆的紋樣。

以此類推，發揮
創意變形，加上有粗有細的線。 

備註：在拆解組構字⺟過程中引導孩⼦腦⼒激
盪、思考、探究『如何』設計『感覺』美的設
計歷程。

3.剪下背景留下線條

備註：此刻會有孩⼦經歷⼀個問題，「我的線
太細」，引導孩⼦解決問題（加粗）。

三. 綜合活動

1.⼩⼼打開來！

2.『哇！』美！發現感受對稱之美！

3. 發表：賦予⽂樣獨⼀無⼆的意涵。重新定義。

- 與「對稱」

相遇！

———

單元三：
我是設計師！

 五年級
獨⼀無⼆的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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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對稱，我們其他⽅案摘錄：

實作
作品
發表
⼝頭
檔案

其他課程發展的摘要：

2-3年級

備註：體驗這個歷程所帶來的結果，是『驚
艷』，我從⼤⼩孩⼦、親⼦⼯作坊、覺得⾃⼰
畫不好、不會設計的⼈，最後打開來的深刻，
那是⼀種無意⾔喻的『美感經驗』帶著『我
能』的⾃信之美感經驗。

延伸活動：裱框，為成果發表會展覽準備和分
享創造設計出來的紋樣。

- 「對稱」

———
我是設計師！

 中年級
獨⼀無⼆的花器
 

 低年級
國王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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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作品
發表
⼝頭
檔案

1
4.

2                            

中年級

透過網路查閱，更了解即將栽種的植物，讓⾃⼰更有機會種活他的
植物寶寶，期待完成實際捏陶，完成陶器的移栽。

- 「對稱」

———
我是設計師！

 中年級
獨⼀無⼆的花器
 

 低年級
國王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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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卓越亮點*
外部連結：1、2、3
國際視野：1

教學省思與建議：

1. 教與學不再是框架與不變的位階，⽽是連動+互動，產⽣⼈我之間的「美」
2. 跨領域課程有美感元素和藝術教育的包容與連結變得更柔暖彈性，拉近與學⽣的距離，

有效讓更多孩⼦的學習意願被激勵！
3. 教師親⾝感受有助於跨域美感教育的落實
教師師跨域共備與增能相輔相成，實作讓非藝術專長領域老師透過體驗⽽產⽣的美感經驗對跨域

美感教育有很⼤的連動效應，同時帶動非藝術專長教師在非藝術課的課堂裡的正向審美觀，連帶

增強教師對孩⼦的欣賞以及提⾼「美」的元素使⽤比例。

4.運⽤讓美感經驗變得真實，「跨域」必然。
5.顏老師的回饋說出了許多⼀起攜⼿我們共備增能的老師的⼼裡話：

數學轉角處。遇見美										五乙顏志賢	

			嘗試：數學中加入美的元素	
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大量的試題練習是拿到提升數學成績的捷徑之一，然而

也可能抹煞孩子邏輯思考、好奇心、與追求真理的熱情。接納多元思考與⿎勵數學⼝語表

達一直是我的數學教學核心理念，多年來，即使透過紙筆測驗與課室表現，得知孩子的數

理能力是正向提升的，但總覺教育歷程中得少給孩子什麼？今年在跨領域美感共備分享與

課程實作後，我似乎找到答案，那就是	—	探索的熱情，我們在共備過程中，試著在「對

稱圖形」單元融入美學原理以及剪紙創作，在創製海洋⽣物原圖時帶入「比例.比例尺」的

概念，試著讓數學成為⼀種藝術形式，⼀種創造⼒活動，進⽽孩⼦從中獲得美的愉悅。	

嘗試(一)：對稱圖形	

以往這個單元的學習方式是認識對稱圖形，並指出圖形中的對稱軸、對應邊與對應點，冰冷的數學定義

以及單調的幾何圖形，似乎激不起孩子探索的熱情。我在經過幾次跨領域美感共備後，決定改變以往的教學

流程。	

Ptt教材呈現各種雪花的六角形對稱結晶，建築藝術對稱之美，M.	C.	Escher（費雪）的藝術創作。讓學

生在情境中感受圖形的對稱美，透過閱讀和欣賞時體會數學的和諧美，揭示數學中的內涵美，羽菩老師到本

班進行協同教學，利用對稱軸的數學概念進行剪紙藝術創作。	

嘗試(二)：比例。比例尺	

					海洋教育是這年跨域美感課程的主軸之一，本班先邀請RE-THINK	重新思考非營利組織帶領本班進行海

廢課程以及桌遊體驗，接著到基隆海科館進行移地教學，欣賞法國紀錄片《海洋》(Oceans)，以及詩亞老師海

洋新詩教學，以多元跨域的方式讓孩子認識海洋，建立情感，我們在製作成果展作品時，拋出一個問題：

「如何讓參觀者透過我們的海洋生物畫作推估實際大小？」「憑空想像一個從未見過的東西很困難，尤其是

特別巨大或是微小的事物，更是抽象難以理解，列出真實的實際長度確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生物大小，但大

多數的數字是無法讓參觀者建立概念的」因此孩子有了學習比例、比例尺的慾望，透過數學教學活動，學習

正規比例尺表示方式，並「潛水夫」當作比例尺，會更加具體。	

這些年來，我們在許多的跨領域統整融入的美感元素，我們常可以觀察到「數學」的

實踐和成績有⼀些微妙卻讓教師振奮的現況，許多在課室裡不太喜歡數學、數學成績表現

低落的孩⼦，卻在這些跨領域的課程裡，巧巧地展現了他的極佳數學天份或翻轉同儕和老

師對其平時學習表現的印象。例如：幾年前的北⼩四戊「海洋之⼼造⾈傳愛偏鄉」的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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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美感創客，*博這孩⼦⼀直是數學補救教學名單裡，數學⼤⼩考試幾乎放棄作答的孩

⼦，卻在這10天躍⾝成為同儕公認的數學天才，他教會同儕在立體真實的⽊頭上畫梯形、

量⾓度，他⼿⼯精巧被看⾒被讚賞，看他靦腆卻⾃信的模樣，讓⼈感動，多年過去了，我

經常以這個例⼦試圖感動導師們轉化我們的課室，讓更多孩⼦從數學泥沼裡找回數學的感

知，對數學的學習動能！數學專長的顏老師在這⼀年樂意開⼼與感受數學與藝術美感本來

就是⼀家，因此經常在美感共備創作後，也帶著數學走出原來的框架，帶給孩⼦更寬廣的

「視」界！⾝為教師也總是感受於孩⼦的成長⽽持續這份美⼒。期末，我引⽤李教授其昌

的座右銘與夥伴們共勉： 
                  “  Children	love	to	learn,	but	hate	to	be	taught.	一直是我的教學座右銘，把它倒過來看較易解釋其中

的含義，就是「孩子討厭被教，但是熱愛學習」；剛開始我認為這句話前後有矛盾，但轉念一想即理解，把

「被動聽課」的學生轉為「主動」，利用跨領域多元的教學方式，融入學生的「學習情境」，穿透其中而不

讓他們感受只有「填鴨」式的單向教學，而是雙向的互動對話，對話模式可以是討論，也可佈局為一個情

境，就這樣師生身歷其境一起教學相長，讓原本的「鴨子」呱呱聲，變成不分彼此的歡笑聲。”—	摘自師大	

李其昌教授網站。（	原文：利用表演藝術多元改為跨領域多元的教學）	

6.共備語錄摘要 
琇惠⽼師：「孩⼦不同的提問 ，表⽰有不同的想法與看法 。將對社會多元問題產⽣連結，會有初步的瞭解
與質疑 。 因為閱讀的⼈很多，但會思考的⼈卻很少，所以孩⼦在閱讀完後，思考很重要！」 

  志賢⽼師：「我發現⾼年級的孩⼦對於安徒⽣童話裡的故事情節多了⼀份深層感受，例如孩⼦會為美⼈⿂ 
  的無怨付出，感到⼼痛與不捨。在多元的課程活動中，引導孩⼦以更成熟的⼼看待世界。」 

琇惠⽼師： 
「⽽我對於安徒⽣童話故事的跨領域課程，聚焦在教導孩⼦學會從故事中反思，讓不同觀點的疑惑，透過思
考的種⼦去探索、去找尋答案、去省思未來屬於⾃⼰的⼈⽣，進⽽建⽴品格，知道⼈⽣決定時的界線，才能
做出最好與最正確的選擇，這就是我的教育觀點 。」 

⽻菩：「這也是我們共備討論的歷程中的，感受最深刻的⼀環，我最常強調美感教育最關鍵的是「感受」， 
師⽣都要有「感受」！」 

⼆⼰、三⼄和五⼄三個班級，老師同時都發覺了孩⼦們透過閱讀以及師⽣深刻的探討與提
問，會⾃然呈現孩⼦們的視⾓、孩⼦們關⼼或不解的部分，例如：教師充分共備和⾃我充
實後，加上敏銳的⼼，都能與學⽣共同發展課程的走向，結果都會有滿滿驚喜。教師們的
探究與省思中，覺察「閱讀」是⼀件不斷因「⼈」⽽轉變的動態課程；教與學互動中，往
往需要老師現場敏銳的觀察和覺察⼒，⽅能成功引導學童關⼼以及適當的聚焦，讓閱讀立
體化產⽣無數可能。如此便能回答這個問題「閱讀⼈⼈都會，但有多少⼈在歷程進入探究
與思考的層次？」跨領域美感教育確實能讓學習的厚度變得更豐富和具包容以及延展性。 
      ⽽且每個班級的孩⼦們都會像⼤⼈⼀樣都著不同的視⾓、不同的關注、不同的詮釋， 
教師共備相互分享便能再激發更多有趣的創新卻有著孩⼦學得更寬更廣的可能！這「教與
學」的歷程，值得注意的是美感教育理念以及美感藝術元素的⾃然不做作、不突⺎的「鑲
嵌」。也因為孩⼦的⼼⽥，透過五覺閱讀的歷程播下飽滿的果實和養分，藝術創作沒有優
劣，每⼀位孩⼦都作品皆搭載非常豐厚的感受，透過作品能與⼈分享這深植的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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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是⼀種經驗累積與獲取歷程，透過個⼈感官，覺察周遭⽣活環境中各種美的訊息，並連結⾃⼰的經驗
想法以及想像，往往帶來的會是「感動」，也是⾃信養成的必經 

「美感是⼀種經驗累積與獲取歷程，透過個⼈感官，覺察周遭⽣活環境中各種美的訊息，
並連結⾃⼰的經驗想法以及想像，往往帶來的會是「感動」，也是⾃信養成的必經⼀種新
的閱讀與詮釋經驗，⽽且啟動也連動了孩⼦的學習經驗和對美的新體驗！新世代孩⼦的閱
讀能⼒提升和相關引導與教學確實不能只停留紙本閱讀，更要將閱讀素材、情境立體化，
美感經驗常常巧妙的促發其敏感度⋯⋯。 

⼩結 

           「美」處處有之，存在各領域、⾝邊…，端看我們是否感受或看⾒。」 

           「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是缺少發現。」─羅丹 

      因⽽我們致⼒於厚實孩⼦的感知；美感素養來⾃實際的參與、實際的經驗，培養孩⼦

的閱讀素養是重要的，透過豐富⽽充滿美的元素的視覺經驗、透過可以親⾝體驗感受的具

體學習環境、透過各種媒材、創作形式幫助孩⼦經驗美，讓美感穿針引線為學習帶來更是

正向的連動；多年來，我們確實感受到美感經驗能讓更多孩⼦感受⾃信，「⾃信」是學習

重要的關鍵！ 

跨域美感的課程不能只是「表⾯」或是「分配」，需要打破界線框架，互動交織，再重新

組構，以學⽣為主體的基礎與共識，彈性調整的動態課程。那麼，領域之間的統整將在有

限的時間達到最⼤的效應和延展可能，美感教育除了有藝術教育的幫助，同時引出每個領

域裡的「美」，因為處處都有美的元素帶我們去探索感受！非藝術專長老師在實作共備的

美感涵養薰陶後，以畫作為語⽂課程的其中⼀部分：「從顏⾊挑選，到剪出對稱圖案巧妙

的堆疊、配置與黏貼，組合成⼀張質樸⼜充滿童趣之美的創作。驚艷於孩⼦⼤膽的亮⾊曲

線構圖，線條保留住「不經意」與「創意」，畫⾯結構性強，呈現出「聚焦」與「亮

點」，和當代藝術有異曲同⼯之妙。」我們透過這個分享看⾒師⽣都在學習中經驗美感。

也是我們⼗幾年來持續不變的信念，不忘初衷、共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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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家長意⾒與回饋： 

《 不太專注的孩⼦變專注了！美感經驗穿梭在不同領域幫助孩⼦體驗⾃⼰的感受，這是⼀種美》
學⽣：三年級的我看⾒浩瀚的海洋之美、閱讀的安徒⽣美的童話、你有了新的事業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保護
你的⼀些美…（302001） 
學⽣：今天天氣晴，我帶著學弟和學妹參觀美展，今天是我們三⼄當導覽的第⼀天，實習如何和家⼈分享
我的學習，我們去海洋科技博物館認識海洋⽣態，我們也閱讀了許多的書，創作了海洋詩，⽼師也帶我們
去故宮，我漸漸的習慣，也喜歡⼀次學到許多科⽬，原來學習也可以這麼好玩。（3020002） 
學⽣：原來學任何事都可以找到美。…我第⼀次介紹我的作品，我有⼀點緊張，但第⼆次的實習我克服了
緊張的⼼情，開開⼼⼼的介紹，也覺得以後要遇到困難，要想辦法去克服就對了，我也⽤作品和影⽚導覽
跟學弟妹介紹什麼是對稱，認識不同的海洋⽣物，他學到很多，我也學到很多，⼼裡很開⼼！⽼師說美是
⼀種感受，我好像可以體會，希望四年級上課也可以同時學習 
不同科⽬…（3020003） 
學⽣：…好開⼼，⽼師帶我們搭捷運去動物園觀察⿊猩猩，原來⿊猩猩和⼈類很像，我們也要尊重動物朋
友…（3020004） 

《 數學課裡的幾何、數字⋯》，換個⾓度接觸數學，孩⼦們更能理解，增加了美感元素的穿針引
線，學習不那麼單⼀！操作與思考幫助孩⼦親近數學。
學⽣：透過設計，我更了解對稱的意義，考試也會寫了…，原來數學裡也有藝術，我的英⽂名字也能變成
這麼漂亮的圖案…！（5020001） 
學⽣：⽔真的地會移動！把餐⼱紙變得好好看…（2020001） 

《國語課、綜合課等，導師可以掌握統整，同理⼼的體驗感受，累積感受經過咀嚼互動討論形塑

對感受的表達和發現的素養，累積感知，進⽽對連動⾃⾝的美感經驗》》
琇惠⽼師分享安徒⽣童話《野天鵝》北⼩⼆⼰— 
從學⽣反思故事中的提問 
奠下思考與價值觀的種⼦ 
*⽻：我想問艾莉莎⼀個問題：為什麼你有這麼堅強的毅⼒和勇氣去⾯對⼀切的難關。因為我也好想和你⼀
樣美麗，⽽且善良的幫助⾝邊每⼀個需要幫助的⼈。 
更了解這種草。 
*瑜：艾莉莎太善良太清⽩了，巫術對她沒有任何效⼒。 
為什麼國王要和壞王后結婚呢？因為王后把孩⼦騙⾛了，讓她離開國王的⾝邊。 
*展：艾莉莎為了要救他的哥哥們，⼈忍著⼿上的痛和不能說話，親⼿縫11件⾧袖袍⼦。因為只有真正的親
情，才會無怨無悔的為他們付出，且不求回報。 
⽼師：你被⼤主教認為是⼥巫時，你的⼼情是如何？因為我們有時候被別⼈誣賴時，不需要解釋很久，⽽
你卻默默的接受，辯解，真的很偉⼤。 

我們可以從跨領域課程的紮實歷程，圖⽂裡看⾒孩⼦的深刻感受，因為美的⼒量在這歷程的每⼀

處陪伴著！

《 成果展讓更多家長、長官感受孩⼦的學習可以這麼深刻、豐富》
家⾧、教師回饋「 孩⼦的圖像+⼝語導覽分享，他們的學習原來這麼豐富。」我們確實觀察到各種切⾝的議題與領域統整「與海洋共
⽣、⾃我對話省思、載⾛⽼⼈家、鑰匙兒童、單⼀顏⾊的城市、世代的差異性、群體的概念、結合⽣活等」確實需要給學⽣各種體
驗、教學影⽚VR互動分享，往內⼼往關懷，孩⼦不再功利、不再膚淺，漸漸有了主動關懷⼼、有了主動思考或連動！ 
例⼦《⼩美⼈⿂》課室討論語錄摘錄 
1、從王⼦的視⾓換位思考，搞不好王⼦並沒有睡著。 
2、從最後結局的視⾓其實不會只有作者或改寫者的觀點。⽐⽅說⼩美⼈⿂殺了王⼦之後還是變成泡沫，不同⼈⽣的經歷，會有不同的
視⾓，也會帶來不同的看法。— 張琇惠   

《孩⼦們的家長九成參與了我們孩⼦為家長導覽的教育活動，並表⽰讚賞》

家長說：「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課程，從來沒想過死板板的學科教育會這麼有趣🤣 🤣 ⼩朋友真的

是好幸福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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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三⼄孩⼦的幼兒園弟弟參與延伸的效益！數學很美也很⽣活！    右圖：為三個計畫班級的家⾧開放三場親⼦導覽的互動 
            教育的延伸不是單⼀，也不是只有預設，尤其美感的⼒量。                    閉幕，三班到場的家⾧⾼達85%，家⾧讚賞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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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單摘錄：《孩⼦們喜歡圖⽂並茂的紀錄策略，也能幫助他們各⾃發展與呈現！》老師從中觀察孩⼦們
的⼼情、感受、學到什麼⋯。 

孩⼦說：「過程中，我更有⾃信了！」「美是⼀種感受，讓⼈感到愉快，…⽤⼼學習、仔細觀察和思考，發現世界之美，…，我發現
浩瀚的海洋之美、閱讀了安徒⽣美的童話… ，期待四年級還有跨領域美感課。」 

 
下圖：《對話-進⾏式》三⼄⾃然課衍⽣「失敗沒關係，檢討省思改進再來⼀次！挑戰中，line暑假親師⽣持續互動中…這是不是⼀種
⾃然、⽣命、⾃我、…統整，搭築在之間的就是⽣活的美善？！ 

             

現在與未來的推廣計畫與落實：
1. 將持續進⾏跨域美感共備實作社群運作，讓更多⽼師經驗跨域美感帶來的教與學共好之美的⼒

量，觸發教師的主動積極，美感的種⼦深耕播種才能不斷延展持續。進⽽家⾧、親⼦、社區跨
域美感相關活動，讓美的種⼦成為⼀種「素養」以及⽣活養份！ 

2. 持續的推動⼤⼿牽⼩⼿以及互動式的成果發表展場，讓跨領域課程的美⼒感染更多⼤⼩朋友！ 
3. 預計109彙整孩⼦108的閱讀安徒⽣童話的學習歷程檔案和相關作品，進⼀步研展課程的可能，

例如：低中⾼年級⼤⼿牽⼩⼿和安徒⽣爺爺⼀起⽤剪紙說故事，⾼年級進⼊⽂創以及有A的
STEM課程發展與落實，…；透過安徒⽣教育互動展再將跨領域的「美⼒」感染更多⼈！ 

 18



教學研發成果：
1.⼆⼰、三⼄、五⼄「每⼀位孩⼦」的跨域美感學習作品透過分類與整理的教學，帶孩⼦整理學
習成果檔案。 互動式成果展與發表是師⽣⼀起佈置，孩⼦裱框掛畫 並透過孩⼦的討論、準備到
「實習」，為學弟妹們導覽，⼀次導覽的經驗帶動省思修改，再下⼀次導覽更⾃信，最後帶家

長透過親⾃導覽分享每⼀件作品背後踏實的學習歷程，著重孩⼦內⼼感受的展現。

2.辦理109跨領域美感教育互動式成果發表會，邀請專家、學者、教師等跨界進⾏座談，與會者
透過實作和互動體驗，更深刻體會課室裡的點點滴滴；展期透過⼤⼿牽⼩⼿的導覽活動、親⼦

創⼯坊、非計劃參與的教師（跨校）實作研習、故事媽媽實作導覽體驗，⼀連串的觀眾（親師

⽣、跨界）互動，傳遞跨領域美感教育的利多與深耕課程的理念，達到推廣的延展、延伸效

益。疫情沒能讓我們如預期規劃前往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5樓青少年藝術沙龍，但我們仍舊不受
影響，積極轉化，於6⽉在北⼩校史室辦理，時間2020/6/10-6/19；6/12（三）13:30開幕座
談。 前麗⼭國⼩秀潔校長蒞校參觀後，立即預約撤展後移地麗⼭國⼩藝⽂中⼼展出。

    

  影片 
上左1圖：這是⼆⼰孩⼦在⽂學、品格、⾃然跨領域學習後所呈現（⼩美⼈⿂故事-局部 ）。

      

      圖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報導。        師⼤張⽟⼭教授的講評。         ⽻菩彙整報告。                                               

3.彙整跨域美感課程發展經驗分享⼿冊。  
4. 108下我們也延伸了北⼩校定課程「美感」和「科技」的主軸，發展了⼩創客的課程。
5. 108期末，教師共備討論將於109學年度決定帶孩⼦們親近認識動植物，深耕「同理⼼」、「⽣
命教育」、「⽣態與環境」，將本領域的學習概念立體化和⽣活化，例如：三⼄因為⾃然課種

植蔬菜所延伸的團體合作、尊重⽣命、負責、規劃等問題，⽽使老師整合領域、班經等帶孩⼦

們期末重新走過，從查詢、閱讀、摘要、討論⋯，認識植物相關知識，然後從播種開啟「養育」

植物的⽣命⾏動，暑假⽤⼼照顧灌溉、紀錄、期待開學捧著⾃⼰悉⼼照料的稍微長⼤的植物寶

寶，開學後無論成敗，只論⽤⼼與否，分享後，再⼀起灌溉植物，期盼讓⽣命延續，孩⼦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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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長⼤的樣⼦。暑假開始了，親師⽣因這個⽣命⾏動⽽串連互動，這是⼀種⽣命串連之美，我

們期盼能讓當代孩⼦有機會閱讀⽣命因為有喜怒哀樂的交織所以會因為⾃⼰的努⼒耕耘⽽感受不

完美的美是那麼激勵⼈⼼！⽣命之美不是成敗，⽽是無所不在的細微，需要⽤⼼體會！師⽣帶著

任務與期待暫別校園，暑假愉快！開學蓄勢待發！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10張加說明）
共備的前提來⾃這份凸顯美感教育在跨領域的關鍵信念： 

教與學不再是框架與不變的位階，⽽是連動+互動，產⽣⼈我之間的「美」。 

              109轉成⽂創 
師⼤張⽟⼭教授帶領研究⽣跨界，並製作放⼤版的⾃⾛鴨成為成果發表互動創作學習的物件。        ⼤沐⽼師指導我們實驗操作雷雕機，討論如何讓孩⼦親⾃將對稱作品變成⽂創 

      
跨界合作 
邀請專家進校⽰範教學+公開觀課，指導「詩」的美，以及海洋的五覺閱讀。課後進⾏共備增能。 
琇惠⽼師分享：「詩亞⽼師的⾼年級海洋創作詩，⽤情感的層⾯引導詩，連我都深受這樣的氛圍感動， 
學習到詩的語⾔，本⾝就是⼀幅美麗的藝術之歌，前後排序不同的變化，就會產⽣不同的美感與意涵， 
這樣的變化，需要再編輯與排序，如我的初稿與修正搞 
詩亞⽼師建議，⼜是另⼀個你，⾄於詩的開端，⼜有了新的意象出現。 
詩亞⽼師將廖鴻基的海洋⽂學作品 
⾶⿂ 
做完導引 
把⾶⿂與⿁頭⼑、捕⿂者，三者之間的關聯為基調，介紹雄的⿁頭⼑，對母的⿁頭⼑不離不棄的依戀與愛戀， 
與⼈類的情感世界是溫和且共鳴   呼應 
萬物皆有情 
眼神是情感轉換的關鍵 
也是情感切換的觀察器 
廖鴻基的⽗⼥情感修復 
也是透過⼤海，唯有認識與瞭解，才能有接納與接受的可能。 
好的照⽚可以讓詩的創作，更有畫⾯感，透過影⽚、照⽚，讓學⽣更有感受⼒ 
再 
⽤印象最深刻的畫⾯創作，15句完成⼀⾸詩的創作∼ 
詩可以從仿作、⽤⽐喻法、虛實交錯、特殊事件開始，如：新聞事件中⽇本相機隨洋流漂流2年，它可能曾經看過什麼 
詩的句⼦，順序寫、拆解寫，前後排序不同，感覺也會有所不同。 
⼆⼰詩的創作 
詩亞⽼師以故事繪本、數字聯想與詩結合的情節，帶出觀察加上想像，會成為詩靈感創作的主軸； 
再運⽤故事情節中嫌疑犯躲藏的位置⽤地點轉換成詩創作的元素 
去猜想與感受詩的多元聯想 
和同學討論出城市內可躲藏之處 
再和同學把地點與位置分配討論位置圖……」。        北⼩。張琇惠⽼師line回饋。2020/5/18 

教師親⾝感受有助於跨域美感教育的落實！ 
教師師跨域共備與增能相輔相成，實作讓⾮藝術專⾧領域⽼師透過體驗⽽產⽣的美感經驗，對跨域美感教
育有很⼤的連動效應，同時帶動⾮藝術專⾧教師在⾮藝術課的課堂裡的正向審美觀，連帶增強教師對孩⼦
的欣賞以及提⾼「美」的元素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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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說： 
這是⼀個錯誤締造出師⽣⾃然發展出的跨領域課程，意外締造成功的美麗結果 數學-時間，買時鐘學看時間，藝術課變成⼀朵花當母親
節禮物，結果⽼師發現習俗，不能送「鐘」…。共備群組⼀起想想辦法，轉化為吉祥美麗，運⽤⽔的移動和廚房 
紙⼱製作繽紛⾊紙，將要回收的時鐘保護圓形紙箱紙卡拿來創作⼀張⽴體卡⽚，… 
創作⼀⾸給媽媽的詩，重新定義，「花時」…象徵從⽣命的初始，在時間的流動中創造如花般的璀璨⼈⽣，感謝在成⾧的路上感恩家
⼈、感恩讓⽣命⾜跡更美的⼈我！ 

    。  
左到右圖：⼀年的學習記錄孩⼦邊整理邊看得津津有味。2、3⽔的移動現⾃製造⾊紙拼貼。4.專⾧⽀援教學。5.連結影⽚ 

                       

「媒材探索」教學策略與實作共備扮演⼀個很重要關鍵，可說是美感元素啟動「感知」的有效策略。我們
也觀察到⾮藝術專⾧與藝術專⾧教師在實作探索中都驚豔於「原來可以這樣∼」，這種感受帶來的課室影
響⼒很強⼤。 

      
特教班融⼊普通班。          語⽂專⾧導師經常跨領域美感教育！     五⼄ 獨⼀無⼆的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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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獨⼀無⼆的花器設計，109實踐捏陶，再種植物，觀察植物裡的數學密碼。                                 * 先剪出對稱的王冠在進⾏設計 

。 。           

* 學⽣回饋、紀錄分享單摘錄。 

  。  
圖說：由左圖到右圖\ 
1.教師實作⼯作坊。    2.開幕互動式座談，開啟鴨鴨的蛻變時間軸。 3.孩⼦導覽⼀次⽐⼀次好。 

   。 。  
圖說：透過具體⾏動的「美⼒」分享，跨領域美感教育成果展的現場 
連結了更多⼤朋友⼩朋友！ 
⼤⼿牽⼩⼿，為弟弟妹妹導覽 
認真「備課」的期待與⽣澀都是孩⼦ 
成⾧的重要養分。                                                                                                    圖說：⽼師、⼤⼩朋友 
                                                                                                                                                 玩+欣賞=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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