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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偏鄉，是什麼呢？

偏鄉是一個相對於都市的詞彙，我們常用「偏鄉」一詞，

代替了偏遠地區學校，也用既定印象框限了對於這些學

校的理解與想像。

臺灣在 2017 年底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揭示了臺灣面對偏鄉問題的決心，期望透過強化偏遠地

區學校的教育措施、寬列經費、彈性運用人事以及提高

教師福利等方式，解決學校困境並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根據該條例內容，將偏遠地區學校定義為：「指因交通、

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

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在教育部〈108 學年各級教育統計概況分析〉中指出，

108 學年高級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學校核定校數計 1,177

所，占全國總校數近 3 成，而學生人數 11.2 萬人則僅占

全國學生數 4.6%，且其中 2 萬人為原住民學生，占偏遠

地區學校學生總數 17.9%，明顯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數

的占比 3.6%。

綜上得知，偏遠地區學校雖佔全國總校數近 3 成，但學

生人數卻僅占全國學生數 4.6%，且原住民學生較多，

可見偏遠地區學校小而美並具多元文化的特性。

偏遠地區學校在地理上多靠山靠海，但跨領域美感教育

不僅不應受地域的限制，更可以跨越疆界並凸顯地域特

色，讓課程在不同的場域脈絡，開創多元不同的樣貌，

展現跨領域美感課程有機、彈性的特性。是以，即便在

所謂的「偏鄉學校」，亦得以發展專屬於他們的跨領域

美感課程。

本手冊選擇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新竹縣立芎林

國民中學以及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從不同學習

階段審視他們如何利用在地資源，融入在地的文化，並

跟在地的社區連結，形成別具特色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如此，不僅得見山海的意境，也足以作為值得我們借鏡

的「藝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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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的課程元件：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郭昭君、張筱琪、岳彤

非藝術類教師：林淑云、沈玟伶

神鬼獵人獵熊趣
秋楓林英語話劇

視覺藝術 x 音樂 x 表演藝術 x 英文 x 社會

跨領域內涵 -

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節奏、曲調、
音色、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動作

美感元素 -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韻律、節奏、秩序

美感形式 -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藝術
探究與生活實踐、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

跨領域美感素養 -

連接兩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與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

校內外連結 -

透過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到增進國際視
野效果

國際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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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展現在三個層面，「自主學習」意

指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能透過習得的

學習策略，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創造力；

「團隊合作」係指能與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發展溝通協調、包容不同意見的能力；

「文化關懷」意指能認同自我的文化，從在

地的養分出發，放眼生活的土地，關懷人群。

期能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能力和態度，發展

多元智能，成為活潑快樂的兒童。

花蓮縣觀音國小前身為璞石閣公學校觀音山

分校，日治時期大正 7 年（1918）4 月改設為

觀音山番人公學校，至今已有百年歷史。該

校位於花蓮縣玉里鎮 193 縣道上，與河東其

他六校發展策略聯盟。全校學生 7 成為原住

民學生（阿美族、布農族），全部參與烏克麗

麗社團，考取街頭藝人證照；學校以藝術與

閱讀為主軸，積極推動兒童閱讀和藝文紮根，

營造快樂和諧之優質學習環境與氛圍。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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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案簡述

方案流程說明

學生組成以能歌善舞饒富音樂天分的阿美族為主，透

過藝術與人文跨英語科目的方式，結合英文、視覺藝

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等領域，搭配作為學校特色之一

的烏克麗麗，以「部落獵人」為主題，由全校學生共

同演出一齣英語話劇！

一、書中自有小劇場：

教師介紹劇本並說明劇情大意，

學生分組熟悉台詞、讀劇。

分組互相練習英語台詞 

◀ 

◀ 請臺東大學郭美女教授及助理
黃璿霏老師教導學生彈唱技巧

二、弦音奏起曲飛揚：

教師給予聲情示範及指導，學生搭配烏克麗麗讀唱

劇中台詞。

三、全副武裝待出發：

Part 1：教師介紹並引導學生比較阿美族、布農族的「獵

人」，及其狩獵文化，而後統整銜接至獵人的服裝、配件。

Part 2：學生設計一套自己的「獵人」裝扮，分享作品（觀

察、統整、評論）。

Part 3：服裝製作階段，進行物資盤點與交流，協助學生

進行觀察與整理，引導學生利用日常生活的物資進行裝扮，

並進行配件加工。

Part 4：試裝與走秀。

教師說明獵人武器 DIY

◀ 

四、百步穿楊無虛發：

Part 1：教師由狩獵道具延伸至「遠距武器」的槍、弓，

介紹其發展歷程與世界各國不同的種類、使用方式，以及

在流行文化中的應用。

Part 2：學生構思狩獵武器款式，自行設計並繪製弓或槍。

Part 3：教師介紹如何從 2D 繪製圖到 3D 成品。

Part 4：學生將半成品繼續製作成道具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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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肢體開發動起來：

肢體伸展練習、情境設定表演練習。

六、舞台概念知多少：

教師介紹舞台種類，以及演出時需注意的舞

台概念。

七、事前排演少不了

Part 1：服裝道具檢查、走位與進退場排練。

Part 2：發揮舞台概念完整排練，錄影記錄

並調整。

▲「神鬼獵人 - 百步穿楊無虛發」學生製

作道具

▲ 課程架構圖

特色與優勢

烏克麗麗彈奏

歌曲演唱

英語台詞背誦及朗讀

英語單詞及句型介紹

戲劇關鍵道具創意製作

戲劇服裝穿搭設計

戲劇情境佈景製作

舞台概念及肢體開發

戲劇排練及體驗回饋

「
神
鬼
獵
人
獵
熊
趣
」—

 

秋
楓
林
英
語
話
劇

表演藝術

音樂

英語

視覺藝術

社會

雖屬偏鄉小校，但全年級 12 位學生共同參與，可增進學

生的同儕互動、鷹架作用、合作學習，更能促進學習的成

功經驗與自信心，充分展現跨年級教學的彈性與智慧。

以「獵人」為上位概念進行主題式教學，縱向延伸跨時空

背景的多元內容，橫向擴展其在部落的文化脈絡。

將即興演出包裝成遊戲形式，並加入簡單的主題，運用聯

想與情境代入，讓學生透過肢體跟時間、空間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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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經驗談 我們可以這樣做─跨年級的混齡教學

根據內政部 2020 年 9 月的統計資料，臺灣受到少子

化衝擊，人口已呈現負成長。在教育上，小班制的教

學如何精緻、優化、符合學生需求，已然成為考驗。

觀音國小所在的花蓮縣玉里鎮河東地區，可遠望中央

山脈，是一處環境優美的好地方。但生活機能不是很

健全，文化刺激不足，人口外移嚴重，學生人數也急

遽流失。然而觀音國小扭轉劣勢為機會，經由妥善規

劃，善用現有資源並加以發展，進而創造適合學生的

多元課程。

課程實務上，教師整合各年級的策略充滿巧思，依學

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以音樂記台詞，落實小而美的

合作學習與精緻化教學，反映混齡教學的優勢：考量

學生的能力、特質與程度，進行更全面且兒童取向的

教學型態。

此外，他們運用優質的天然環境與獵人文化，提供學

生跨域探索的題材，將當地特色逆向輸出至主流文

化，從「刺激」深化為「交流」，如此雙向互動，更

展現其在地文化的能動性。

以提問式互動教學策略為核心，透過開放式問

答提升學生課堂參與的動機，培養學生自我反

思及互相回饋的素養，並搭配聲音、肢體、情

感、動作等元素，建立表演藝術的認知與體驗。

台詞結合音樂，讓低年級學生也能透過反覆練

習，記住台詞。

採取分組模式，由學長姐協助指導學弟妹，兩

位英語老師依各組適性教學，待所有學生熟悉

台詞時，再一起讀劇、背誦。

利用紙板製作立體道具，在操作上對學生有難

度。建議可搭配樂高模型或玩具槍（弓），培

養學生空間認知與部件組裝的概念。

戲劇演出需要跨領域多方技能的展現，可惜因

時間有限無法做長時間的規劃與培訓，若要再

進行戲劇表演，建議表演藝術這部份可規劃成

整個學期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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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的課程元件：

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陳玉淩、黃寧晏

非藝術類教師：邱毓玲、張靜云、朱家正、周純綾

梁瑞嬌、廖靜昭、范光仁、王迺仁

五感 in 無感 out
環境體察練習曲

視覺藝術 x 音樂 x 自然 x 生活科技 x 國文 x 歷史
x 地理

跨領域內涵 -

點、線、面、空間、構圖、節奏、曲調、音色、
力度、織度、曲式

美感元素 -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韻律、節奏、反覆、
秩序、統一

美感形式 -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數
位媒體與網絡掌握

跨領域美感素養 -

連接兩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
場，與各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與社區、
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運用當地歷史文
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校內外連結 -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

國際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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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純樸的芎林客家村面臨重劃區建

築取代鄉村地景，以及學子跨區就讀鄰近市

區學校，與新住民融合的文化變遷，而少子

化減班的陰影更是籠罩著學校的未來。該校

透過芎林美景與先人留下的文風，引發學生

對家鄉自然資源與藝術人文的共鳴，以校本

課程為美感教育主軸，有助於學生找尋自我

的定位與價值，串起跟家鄉的情感連結。

依飛鳳山而立的芎林國中，具有得天獨厚的

自然生態與林野氣息。天然資源如自然谷（全

臺唯一的環境信託基地）、鹿寮坑，以及農

村稻田地景等，地靈人傑的環境留下紙寮窩

造紙業與多條自然生態步道，更孕育出臺灣

民謠之父鄧雨賢、生態作家徐仁修、客家本

土的打幫你樂團，人文薈萃。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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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案簡述

方案流程說明

近二十年，科學園區在新竹深耕，帶來大量的外地人

口，芎林的農村地景逐漸被水泥高樓取代。課程以家鄉

為起點，包含家鄉地理、物產、觀光資源的認識，以及

敲擊樂的學習與食農教育，透過五感六覺，讓學生重新

發掘芎林之美，並以身為芎林人為傲，進而將所學回饋

鄉里。

一、家在九芎林：

Part 1：認識芎林的地理、物產及觀光資源。

Part 2：辨識校園植物、素描校園景觀、漫步校
園聆聽四季更迭的聲音，而後延伸至在地客家獅
1 文化、畫家與作曲家的簡介。

Part 3：採訪家人，深入上一代芎林人的人事物
回憶，傾聽他們的盼望與傳承。學生進行觀察與
整理，引導學生利用日常生活的物資進行裝扮，
並進行配件加工。

◀ ▲ 

▲ 

校園植物辨識

1 客家獅為一涵蓋戲劇、武術、舞蹈與音樂等元素的表演藝術，是臺灣地區罕見的
舞獅種類，亦是客家人特有的傳統文化之一。參見鄭燕玲（2018）。台灣客家獅
傳統之再造：以新竹芎林鄭家為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
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二、四季的脈動：

Part 1：覺察生活場景中音樂與音效的

差異，建構蟲鳴鳥叫、語言音調等音效，

了解並鑑賞樂曲中如何運用這些音效。

Part 2：認識各類敲擊樂器材質、感受

材質不同形成的音色差異、樂曲範例鑑

賞。以布袋戲音樂中文武場概念介紹如

何用敲擊樂器模擬音效與音樂情緒，並

從《村童野徑》的四季場景中，模擬想

像五感的聽覺關聯性創作。

Part 3：利用 GarageBand 內的敲擊樂

器，結合音樂的力度 / 織度 / 音色美感

元素，模擬《村童野徑》的聽覺情境，

錄製輕重 / 快慢 / 剛柔 / 急緩兩至三小

段節奏配樂。之後，聆聽同學的創作成

品，並介紹臺灣作曲家的創作。

學 生 運 用 利 用
GarageBand 內
的敲擊樂器，模
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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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訪橘子園，認識
柑橘品種與種植

◀ 學生製作「心柑雪
Q 餅」

▲ 課程架構圖

特色與優勢

視 聽 味嗅

以鄉土為本，充分分析芎林在地所擁有的地理人文優勢，

以及面對科技發展與農村認同兩者間的張力。

引入當地資源，與農委會改良場、芎林鄉農會四健會與

產銷班，以及荒野基金會合作。

融入環境、科技議題，探討農作物用藥、荒野熱帶雨林

保護與暖化，使用科技、app 與各種媒材創作。
三、心柑橘願：

Part 1：與農改場合作，了解當季作物的種植並認識
柑橘家族。

Part 2：閱讀《原來作物有故事》一書，學生分組製
作海報。

Part 3：走訪產銷班橘子園，了解冬季各類柑橘生長
環境與時節、各種品種甜度與水分含量、販售價格等。
體驗課程包含以蜜柑橘為材料烘焙「心柑雪 Q 餅」，
以及製作橘皮清潔劑，認識植物環保產品。

校園植物
觀察

樂器質地：
金屬 / 皮革
/ 木竹

樹草花質地：
組織 / 毛細
孔隙縫

溫度：
開花結果的
條件

輕重：
音色力度的
關鍵

自然的味道：
陽光 / 空氣

/ 水

植物的味道：
可食 / 不可

食

四季植物
變化

人物情緒
體察

氣味辨別：
有毒 / 無毒

日常聲音
體察與

音樂創作

天然的柑橘
（椪柑、美
人柑、佛利
蒙、砂糖

桔、橘柑）

加工的：

輕度 - 果乾
/ 果汁 / 果
醬

重度 - 烘培 
/ 人工香料

音樂要素：
節奏 / 曲調

/ 和聲

《村童野徑》
情境

配樂練習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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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經驗談

學校教師多非本地人，對在地不甚熟悉，因

此老師自身更須對學校的過去進行了解，才

能提供孩子適合的學習素材，發掘未來的生

涯方向。

實施對象為七年級學生，甫從國小畢業，又

為 108 年課綱實施第一年的學生。不論國小

先備能力為何，課程預設應從七年級建立感

知與鑑賞能力，培養其美感品味與素養。

我們可以這樣做─
局外人與局內人的交融觀點

工商業社會快速變遷、網路時代日新又新，進步與

便利之下，認識自己、尋找認同看似再基本不過，

卻也非唾手可得。不可否認，現代人生長於浮動，

萬事萬物猶如浮光掠影，更不利於抓住些什麼，而

後深耕。

芎林國中教師以「外地人」的眼光，看見因熟悉而

不察的在地之美，有意識地大量運用五感六覺與土

地連結，繫起芎林學子自我定位與在地認同，建構

出人學圖像。

事實上，各地皆有特色，亦有其跟土地聯繫的獨特

方式，在地人與外地人所著眼的角度不盡相同，因

此拓展出關照土地的不同面向。除了有意識地開啟

感官，不同觀點的交流也同樣珍貴，芎林國中讓我

們看見「局外人—走進來」、「局內人—走出去」

相互交融擴展出的課程新視野 2。

2 楊俊鴻、蔡清田（2018）。議題「融入」或議題「關聯」？局內人 / 局外
人的觀點。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10），22-25。

▲ 校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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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的課程元件：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鄭怡婷

非藝術類教師：陳佳儀、林雅秋、陳儀欣
林佳璇、林志豪

其他：廖忠賢（社區藝術家）、廖霆軒（校友）

蘇怡雯老師（國中端）、劉宛青老師（美術班協行）

美感恆商─
品味‧走讀‧趣

視覺藝術 x 觀光 x 地理 x 國文

跨領域內涵 -

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

美感元素 -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

美感形式 -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符
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

跨領域美感素養 -

與各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與社區、地
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運用當地歷史文
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校內外連結 -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

國際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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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改制為工商職業學校，設有職

業類科並含工業類科與商業類科。本

次跨領域美感課程以新課綱結合觀光

科特質：導覽解說、遊程規劃、地理

踏查等跨科教學，培養觀光產業人才、

落實產出。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位於恆春半島，是

全臺灣最南端的高中（職），擁有自然景觀環

境與恆春古城觀光資源優勢。該校在 1955 年

改制前為屏東縣立恆春中學，1968 年配合中

央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推動，籌設為臺灣

省立恆春高級中學。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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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案簡述

以觀光科專業課程為主軸，結合社會科（地

理）與國文科進行課程走讀，輔以藝術領域

完成社區主題地圖。

「品味恆商」邀請校外美術班學生一同參與

校內寫生，佐以觀光科學生特調拿鐵，蹦出

視覺、嗅覺、味覺的豐富新滋味。「走讀恆

春」由學生分組進行，延伸導覽課程，實境

發表。「偕趣恆青」除了社區藝術家對在校

師生、國中端、進修部講授，幼兒園也預約

參訪。藝術家說完故事後，由學生帶領校外

小朋友進行動態美勞課程。實務應用中，透

過藝術活動增進溝通能力，培植該校學生圖

象中的「專業力」與「實踐力」！

方案流程說明

一、品味恆商：

Part 1：觀光科咖啡拉花社和烘豆社學生參與咖啡
調製課程，偕同製備。

Part 2：走訪校內景觀路線，觀察並欣賞校園風物，
品咖啡，寫生去！

Part 3：藝文沙龍品評寫生畫作，進行作品賞析。
寫生作品會擇優於藝文展展出並頒發獎項。

◀ 

▶ 

恆商學生與國中端師
生漫步恆商校園寫生

觀光科師生實作咖啡飲品
加乘校園美感寫生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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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讀恆春：

Part 1： 製 作 導 覽 主 題 地 圖， 地 理 科 以
Google Earth 輔助街景探勘，國文科以自選
恆春竹枝詞文本、半島有關文選深化學生表達
內容。

Part 2：製作導覽文宣，觀察各景點位置與
店面特色進行設計，善用所學的方位、比例尺
知識，正確繪製。

Part 3：實地發表，由觀光科學生向外賓介
紹鎮上風物文化、自然景觀。

三、偕趣恆青：

Part 1：連結恆春在地藝術家進行與談，共同辦理
校內藝文聯展。

Part 2：為幼兒園進行藝文導覽與教學。

Part 3：活動統整與反思，思考藝術創作世代傳承、
演變的寓意。

▲

 

▲ 

▲ 由觀光科老師帶領導覽解說
課程，進行校際交流

校內藝文展邀請畫家現
身對師生導覽講解

設計美勞教案，由學生
擔任美術課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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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圖

特色與優勢

位於恆春半島，是全臺灣最南端的高中（職），擁有自然

景觀環境與恆春古城觀光資源。

善用當地觀光資源優勢，將其導入觀光科課程發展。

擴大參與課程的學生群眾（國中美術班、幼兒園），將課

程效益最大化，也讓不同學生群體之間彼此相互學習。

水彩技法

校園寫生

咖啡純品

作品欣賞

品味恆商

社區共備

主題擬定

課程協同

定點發表

走讀恆春

藝文導覽

幼園拜訪

教案設計

與童互動

諧趣恆青

美感恆商
品味·走·讀

社區資源
外部連結

教師經驗談

跨領域之橫向與縱向聯繫，可以有多種組合

形成的試探方式。透過跨科別活動參與，讓

校園人文環境在師生引導規劃下，專業技能

得以推廣並自我珍視，學生所學素養才能體

現於校園情境中。

試圖傳遞美感經驗於不同對象、科目的連結。

打破既定學科的範圍，營造社群共學屬性，

集結不同的元素於活動或課程的發想，讓美

感延伸、深化於日常，期許奠定每一位公民

的美感素養。

▲ 校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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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這樣做─
學校本位課程的在地實踐

學校本位課程可以是學科、教材，也可以是學

生在學校與社區環境中所獲得的學習經驗。透

過學校的規劃，以「學校」為課程的發展核心，

連結學科知識內涵，串聯學校人力與社區資源，

從在地出發，建立一門專屬於學校的課程。

恆春工商利用學校本身的資源與觀光科的特點，

結合當地觀光資源的優勢，讓學生運用所學，

深入在地，對家鄉產生認同感。同時連結社區

的資源，學生得以轉換身分，不只是學習者，

亦成為教學者，帶領不同教育年段、年齡的孩

子一同探索藝術之美。

對於偏遠地區的學校而言，透過「學校社區化、

社區學校化」是較快建立學校特色的方式之一，

學校與社區打破彼此之間的「牆」，就有機會

促成不一樣的課程發生。而學校與社區共同協

力並建構學習網絡時，不但可以增進學生學習

成效，也讓跨領域美感教育於在地社區深耕發

展，使學校與社區共好。

結語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偏遠地區學校所面臨的問
題更加多元且複雜，可能同時受到都市化、少子
化、原住民 / 新移民文化、單親家庭、隔代教養
等因素的交互影響。

從花蓮觀音國小、新竹芎林國中、屏東恆春工商
的案例中，可以見到偏遠地區學校推動跨領域美
感教育的努力，展現跨領域美感課程多元的可能
性，且是其他位處不同地理環境、文化脈絡的人
們可以學習、仿效、交流的面向之一。

雖然偏遠地區學校比起都市學校面臨了更多的困
難，但也有其優勢存在，如小班小校、在地社區
結合、獨特校本課程等優勢，更得以發展出別具
特色、深富山海亮點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對於偏遠地區的孩子來說，學校是他們生活中的
重要場域，期望透過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推展，讓
偏遠地區學校不再是「偏鄉學校」，而是「學校」，
可以發揮山海「藝鏡」，為孩子們帶來有別於城
市意境的跨領域美感經驗，足為他校借鏡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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