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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2.0 創課方案 

  109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窗的理性與感性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 陳玉琴、蔡青秀  

□音樂：            

表演藝術：  呂宜璋  

其他： 例：科技+音樂+綜合（周雅宜） 

非藝術科目： 例：數學(梁浩伯、許建銓)   

其他：_ 行政協助(教務主任楊惠如)___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填寫方式：科別（教師姓名） 

總人數：7 人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 藝才班：（例：美術班） 

□ 資優班：（例：數理資優） 

□ 體育班 

□ 資源班：（例：學習障礙等特殊需求） 

□ 特殊教育學校：（例：聽覺障礙） 

□ 其他：          

實施年級別：  五    

參與班級數：  4 個班  

參與總人數： 120 人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彈性課程、綜合領域、早修及各自的本科中實施    

學生先備能力 

1.已學過數學多邊形的單元 

2.已做過木花窗卡榫檜木條的組合設計 

3. 已上過歌曲「Dust my shoulders off」的欣賞課 

4. 學生已上課 2 堂攝影實作課程，會操作九宮格構圖、光線明暗的調整、水平、主題

呈現、聚焦、手持穩定畫面不模糊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15 節 

（藝術課程 4 節／非藝術課程   2 (數學)  節／跨域美感課程  9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6     

組成類型：□同校同領域 □同校跨領域 □跨校同領域跨校跨領域 □其他：     

互動頻率：□定期會議 不定期/任務導向式會議  隨時/網路群組 □其他：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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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內容：研習、工作坊增能 實地考察  課程建構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觀課內容：課後觀看錄影紀錄 課中共  1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由周雅宜

與導覽人員協同，在覽在地文化時，雅宜老師適時導入數學概念、攝影技巧及窗的意

象。 □其他：          

議課內容： 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如果說窗是建築的眼睛，那麼窗框就格出了生活的浪漫。課程開啟孩子的靈魂之窗~

眼睛，理性的探究窗的知識，感性的探索在地花窗工藝，以窗閱讀鹿港不同時期的社

會文化演變，走訪巷弄沉浸在人文風情裡。從數學家角度看待窗的幾何，從藝術家角

度看待窗鑲嵌在各處所形成的一幀室外風景。窗也聚集了光，而蔣勳說「聲音像一種

光，在空氣裡飄飛」，打開耳朵傾聽窗景，暗示或襯托著人的心情或景象的氛圍，用

音覺察及表達自己並與人互動，理解他人想法。窗更是視野的延伸、觀看的視角，課

程用肢體表達窗裡、窗外兩個世界，探索自己在團隊裡的角色，增進人際溝通，開窗

也如同打開自己。窗，理性與感性也。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得複選） 

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活化其他非藝術學科之教學。 

聚斂其他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發展融整性課程。 

□ 檢視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的關係，發展包含不同學科的多元文化等議

題課程。 

□ 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包含不同學科之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

題課程、社區課程等。 

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如跨領域美感走讀等，進行以在地藝文活動、環境生態、

媒材特色、國際參訪等為主軸之表現、鑑賞、實踐等活動式課程。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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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內涵 

（得複選） 

體現藝術領域知識（能） 

體現非藝術領域知識（能） 

有機連結生活經驗 

遷移至新情境的探究與理解 

重新思考過往所學的新觀點 

克服領域間障礙挑戰的新進路 

□ 其他：               

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得複選） 

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點   線   面   □空間  構圖 □質感  色彩 □明暗 

 音    樂：□節奏 □曲調 □音色 力度 □織度 □曲式 

 表演藝術：聲音 身體 □情感 □時間 □空間 □勁力 □即興 □動作主題 

美感原則構件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 □節奏 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得複選）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12 年國教 

課程綱要 

（連結） 

（得複選）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請依跨領域科目自行增列） 

 對應之   數學      領域核心素養：數-E-B1 、數-E-B3 

對應之   綜合      領域核心素養：綜-E-A1、綜-E-B1、綜-E-B3 、綜-E-C2 

對應之   社會      領域核心素養：社-E-C3 

跨領域美感課程構組（皆得複選） 

課程目標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與跨領域/科目學習內容的連結 

展現跨領域/科目學習重點與跨領域美感素養之間的應用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跨領域/科目學習效能的助益 

展現對跨領域美感素養的探索動機、培養與應用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創造、批判、思辨等能力的引發 

□ 其他：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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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 

□ 教材連結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 其他：            

教學活動 

□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 其他：             

教學策略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論式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 其他：             

教學資源 

□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 連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 其他：             

學習評量 

□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跨領域美感素養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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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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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 其他：              

□國際視野： 

□ 透過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 增進國家文化認同 

□ 增進國際競合力 

□ 全球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 

□ 在地全球化，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 

□ 實際執行國際參訪 

□ 其他：              

主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以文字描述，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課程目標 認識「窗」的基本知識及在地木花窗工藝師 

第  1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理性的窗與感性的窗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猜猜看，這些窗在校園的哪裡?  

二、 開展活動 

1. 窗有哪些形狀? (幾何平面圖形)材質有哪些?你家的窗是屬

於哪一種?窗的功能是什麼?如果把教室的門窗全關會怎樣?(代

入 COVID-19) 

2. 認識窗花的圖紋，有幾何式與主題式，有直線與曲線，這些

圖紋與生活息息相關。(如：將鹿港景點做成花窗、音樂老師的

家用樂譜做花窗、做生意用古錢花窗等等) 

3.引導學生回想之前曾做過花窗的組合包，材質是什麼?香氣如

何?是因為它是?(美國檜木)原理是什麼?(卡榫)就像龍山寺的八

卦藻井完全不用一根釘子而完成。 

4.探討花窗美在哪裡? 對稱、反覆、木頭的質感、香氣等等。

引導學生說圖紋形狀代表著哪些文化意涵?(福、錢、如意、平

安等等) 

5.認識窗有無鏤空?為什麼?認識哥德式建築的玫瑰花窗，色彩

瑰麗，也有幾何，也有主題式的，部份與宗教圖案有關。 

1. 校園各種

窗的照片 

2. 介紹陳煌

輝工藝師的

影片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問題導

向教學 

1.觸控電視 

2.自製 PPT 

3. 影片

https://www.youtu

be.com/watch?v=kT

ta4Wle4PI 

 

口語評量 

 

觀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ta4Wle4P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ta4Wle4P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ta4Wle4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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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認識鹿港在地木花窗藝術師陳煌輝及其創意作品。影片「編織

的花窗」 

課程目標 認識對稱 

第  2~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理性的窗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從美學的花窗對稱圖形進入數學五年級的對稱單元。帶領學

生了解數學家如何看待對稱。 

二、 開展活動 

1.老師以平板做鏡射攝影，引導學生發現上下畫面一樣，如

同倒影，並以校園景色及花窗照片，請學生用眼睛分辨這些

圖片是否上下/左右都相同。 

2. 老師以動畫方式，從平面圖形單元連結對稱。如：一個等

腰直三角形固定斜邊，想像把這個三角形翻過去會長什麼樣?

再呈現動畫變成正方形。 

3. 使用數學附件，請學生操作看看。(將長方形、圓形、正三

角形、正方形、菱形、梯形…等等圖片對折均對折) 

4.與學生討論，對折後兩邊有一樣嗎?有完全重疊嗎?所以哪

些才是對稱圖片呢?  

5.歸納對稱要符合的要點：至少一條對稱軸、兩邊能完全疊

合、對稱軸兩邊的圖形一樣等等。完成課本練習題(哪些是對

稱圖形?)。 

6.認識對稱軸，對稱軸可以有幾條呢?例：圓形可以無線多條。

請學生再利用附件，對折後，再對折，再對折 

7.老師以動畫呈現，由不同三角形疊合轉為完成在地木花窗

工藝師的作品截圖，以斜邊為對稱軸，「翻」過去變成正方

形，再左右對稱變成長方形，再上下對稱又變正方形。窗花

的線條成為一朵花。 

8.請學生上台指出圖片中的對稱軸在哪裡?可能不止一條。 

9.以數學家的角度將 8 種對稱圖片分類，討論完後分組上台

寫出答案，並說出分類的準則為何。 

三、 綜合活動 

老師拋出問題，除了線對稱，還有其他的對稱嗎?如：時間對

稱(播放影片「時光倒轉」：剛好運動會結束，班上大隊原本

第二，但某 A 摔倒變成最後，老師問他是否想要時光倒回)、

動物植物構造對稱、文字對稱、文句對稱-回文(學數學、牙刷

刷牙、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化學對稱等等 

1.ppt：校園拍

攝的建築、各

種形狀的窗、

各 種 構 成

「框」的照

片，以校園生

活中物品來

了解對稱概

念。 

2.影片：運動

會大隊接力

倒轉影片。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探究式

教學 

1.平板 2台做

鏡射操作 

 

2.觸空電視 

 

3.鏡子 

 

4.數學附件 

 

5.數學課本 

觀察 

 

口語評量 

 

即時黑板測

驗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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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利用數學對稱原理，尺規做圖做花窗設計，底圖設計完感受鏤空概念，上色後再感受

西方玫瑰花窗的色彩瑰麗。 

第  4~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理性的窗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老師解釋附件一，以美學概念完成對稱圖的實作。 

二、 開展活動 

1.引導學生學過的幾何平面圖形有哪些，老師示範操作。 

2.提醒學生： 

1).邊框對切直線即能做出對稱 

2).四格中間交叉點即為圓心，可以做曲線對稱 

3).善用旋轉紙張更有變化 

4).先鉛筆構圖，老師檢查後 ok 再上色 

5).使用色相環，對比色、互補色、鄰近色、類似色搭配，完成

後再與黑色油性簽字筆描邊。 

三、 綜合活動 

1.同學們離開座位互相欣賞，說出一位你最喜歡或印象深刻的

作品，為什麼? 

2.檢視自己的對稱軸在哪? 

3.哪些人的作品連顏色也含在對稱裡?哪些人是單純的「線對

稱圖形 」而色彩不同。看起有什麼不同?什麼樣的感覺。 

1.附件一 

2.ppt：相關

對稱圖片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創意思

考教學 

1.觸控電視 

 

2.自製 PPT 

 

3.附件一 

 

4.尺、圓規 

 

5.色筆、彩

色筆 

應用融入

實踐藝術

活動之形

成性評量 

課程目標 
選用對稱、反覆、統一，其中一個美感原則完成花窗設計的線圖，思考沒落的花窗可

以如何創生運用 

第  6~7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感性的窗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畫完玫瑰花窗圖紋設計，回歸樸素的鹿港木花窗意象，設計一

款花窗樣式，需對比玫瑰玻璃花窗，為鏤空，不同於單純的幾

何，為主題式，為手繪。 

二、 開展活動 

1.以窗的照片引導學生說出美的原理原則有哪些?給人什麼樣

的感覺? 過程中老師簡單示範線條的做法。(對稱、反覆等等) 

2.先想好窗框的形狀為何? 

3. 花窗的圖案有意涵，如：花瓶為平安。思考好主題意象後先

以鉛筆構圖。 

4. 學生於學習單(附件二)開始實作，老師提醒窗花因為是鏤

空，所以所有線條需連在一起，否則真正做出來的產品會「掉」。 

三、 綜合活動 

1.美感的原

理原則 ppt 

 

2.附件二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創意思

考教學 

1.自製 ppt 

 

2.鉛筆 

3.油性簽字

筆 

4.附件二 

應用融入

實踐藝術

活動之總

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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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花窗圖紋可以用在哪些地方?請學生發揮創意想想，完

成附件二。並與附件一相比較。 

課程目標 
走讀踏察鹿港古蹟、巷弄，觀察窗(包含具體及意象)並用平板攝影紀錄，再用軟體

做成影片。移動教學認識數學的幾何圖形及對稱如何運用在生活中 

第  8~11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時間的窗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鹿港街上的窗，從寺廟到民宅。08:00 工作人員龍山寺集合， 

老師帶攝影課，提醒學生以窗為主題，可跳脫框架，除了建築

上的窗，也可以是物體構成的框，甚至是大自然。08:30-09:00 

龍山寺：觀察點:木雕、結構、整體空間格局、山門、八卦藻井、

夔龍窗、宗教(佛教)、早期先民廟宇的娛樂休閒活動為何。 

二、 開展活動 

1.09:30 出發，走三民路接中山路，看街道上的各種材質的窗，

以窗了解鹿港的歲月變化，從窗了解社經地位。 

2.走鼎泰興側，沿路走走停停講解，丁家大宅定點，觀察點:建

築美學、立面(泥塑店名、不同洗石子材質、貼磁磚外表、幾何

窗框)、立面設計與家族財力、丁家大宅樓井在商業上的做用、

廳堂 

3.十宜樓觀察點:建築街道環境、文人雅士聚所、空橋。走到半

邊井，行經金盛巷、大有街、瑤林街。半邊井、隘門之觀察點:

建築街道環境、設計半邊井原因、隘門用途、角頭派系。 

4.走後車巷，第一銀行出接中山路，走走停停講解、學生自由

拍攝觀察 

三、 綜合活動 

學生整理平板裡的照片，使用 iMovie 做成踏察影片，並將照

片由清朝、日治至現代排列，選擇自己想表達的感受加入背景

音樂。 

鹿港的實體

古蹟、街道巷

弄、各式個樣

的窗，身在場

域的環境。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探究式

教學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協同教

學 

 

鹿港場域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觀察 

 

應用融入鑑

賞藝術活動

之形成性評

量 

課程目標 

1.運用科技，以音樂配樂選取及力度的調整來表達畫作的欣賞，以音效表達在定格不

動的畫作裡，該時空下聲景為何?空間場景為何? 

2.理解每個人的想法，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第 12~1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品一曲窗景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老師提問怎麼表達自己的想法，除了用「說」的，也能用音

樂來展現，應該多傾聽，就像打開窗聽別人的想法。 

二、 開展活動 

「聽窗看聲音」 

1.ppt：世界名

畫，與窗有

關，有窗裡 /

窗外 

 

科技融入 

音樂與名畫

結合 

1. 學習單及

附名畫圖片 

2.平板 

3.iMovie 軟

體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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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老師以葛飾北齋作品提問可以填入什麼感官動詞，引導學

生「聽」「景」的想像，例如「聽見大風大浪的聲音」、「尖

叫聲」、「心跳聲」。接著閃示各種場景圖像，請學生回答

聽見什麼景像?(適當提示畫面延伸出去的可能景像) 

2.老師以繪畫作品閃示，引導學生說出創作的共同點都有

「窗」。 

3.老師說明窗除了透風、採光和裝飾性以外，不管是窗裡窗

外都能構成一幅窗景。而窗景，閉上眼，靠近它，也能傾聽。 

「Pad 一曲窗景」：窗景配樂與音效製作學習 

1.學生三人一組共用一台平板，每組抽一張畫作為題目。 

2.請學生將畫作貼於學習單上，試著說出畫作名稱。老師提

問「作品都有窗嗎?」老師再引導學生理解人的身上也有窗，

「眼睛為靈魂之窗」，圖像的窗已拿掉，我們打開眼睛這扇

窗來看待萬物，用音樂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感受。 

3.老師以歌曲「Dust my shoulders off」回想，引導學生發揮想

像，穿越到畫中場景的當下，應有的景聲是什麼?除了聲音，

氛圍如何?如果要配樂，該是什麼樣的背景音樂? 

4.老師示範操作「iMovie」的基本功能：拍攝題目卡畫面、插

入「配樂」及「音效」、刪除、拖曳、延長畫面時間。 

5.學生合作討論完成影音製作，並記錄於學習單。 

三、 綜合活動 

1.各組發表：台下同學猜測該場景為哪一幅畫作，原因是什

麼?再請原作者解答、分享使用了哪些音效營造場景，選用的

配樂是想表達什麼樣的氛圍或情緒。 

2.老師綜合：每個人對畫的感受不同，如同人與人相處。 

2. 學習單附

件三 

4.觸控電視 

 

 

應用融入鑑

賞藝術活動

之形成性評

量 

 

發展跨領域

美感課程之

多元化評量

策略 

 

課程目標 了解劇場基本技巧並能團隊合作完成「窗裡窗外」之窗景，理解他人肢體的表達。 

第 14~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視窗。我的視角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身體律動之默契練習： 

1.定格：學生跟著老師手中的高低木魚速度走動，當快速敲

高音 2 下立馬定住不動。 

2.第二次的定格活動需加入職業動作，並注意往教室「空」的

地方走，老師示範後開始。 

3.第三次的定格職業活動需展現肢體高中低的表現。老師訪

問幾位學生，請他們說出該職業為何。 

4.第四次的定格職業活動定住後，當老師踫觸肩膀後，請說

出該職業可能會說的一句話。 

1.定格動作 

 

2. 走路速度

需與木魚敲

擊聲符合 

 

3.走動空間 

 

4. 職業動作

設計 

應用融入跨

領域美感素

養之創意思

考教學 

1.高低木魚 

 

2.樂藝教室 

 

3. 用花窗加

譜架做為窗

之意象。 

應用融入表

現藝術活動

之形成性評

量觀察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自評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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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師綜合提醒劇場空間的走位、臉部表情、講話音量足並

清楚、身體動作要大等基本技巧。 

二、開展活動(窗內?窗外?) 

1.教師說明窗是一扇不同的視角，窗裡窗外兩個世界要透過

窗戶互通。 

2.教師示範靜像及一句話(向窗外、窗內各一) 

3.學生報數分組，各組設計一組靜像及一句話。提醒學生以

下原則: 

1). 窗內窗外都要有人，每個演員都要設定年齡、性別、語氣、

姿態及一句心中的話。 

2). 兩邊演員不一定要互相認識或對望。 

3). 窗內外劇情必須有關聯性。(老師說明互相認識或單向感

受情境) 

4). 建議先預設其中一邊的角色及動作，再設計另一邊配合。 

5). 至少須包括高、中、低其中兩個姿勢。 

三、綜合活動 

1.分組創作並搭配「窗內?窗外?」自評表排演。 

2.教師逐組巡視指導調整。 

3.分組發表並指定組別回饋優點。 

老師總結：內容為「課程理念」 

 

5. 一句話道

出職業別 

 

6. 窗內窗外

場景角色劇

場 

四 

 

應用融入表

現藝術活動

之總結性評

量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1.生活中到處都有窗，從沒想過窗有什麼美感可言，也從不會想到要去仔細觀察窗，沒

想到窗居然可以看出它的歷史性、時代感，從窗去了解不同時代經濟的變化、社會階層

及材質的演變。原本覺得窗沒什麼好做課程的，現在做完覺得可以好好學攝影，然後蒐

集鹿港各種的窗，不過是個浩大工程。 

2.鹿港有位黃爺爺自己做鐵花窗，有 3 幅有背景故事的鐵花窗、還有很多水泥畫，可以

用訪談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生訪談後，再想想用紀錄片的方式、繪本等等來呈現。 

3.窗景的配樂與窗景的肢體表演可以再延伸，結合成一套戲劇。 

4.教學觀摩的建議請見附件。 

5.  

非常喜歡學生拍的這張，她從門縫細看，發現水龍頭，抓好角度，水龍頭發生錯位就像

長在門邊似的，看到學生們主動觀察周遭而且充滿好奇心就很感動。 

學生／家長 1.請看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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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回饋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公開在學校官方 FB 及校門的大電視牆，分享課程。 

2.公開在學校雲端硬碟，讓有興趣的老師們一起加入。 

3.舉辦全縣觀摩，藝文輔導來訪，已獲雅然老師(彰化藝文團專輔)邀請於 111 年暑假擔

任講師分享近幾年的跨域課程。 

4.課程獲長官支持，已成為「教學卓越」比賽的課程主軸，課程獲鹿港鎮長、小鎮文

化協會、耆老的認同，相互合作，共同為在地文化盡一份心力。花窗的部分受到工藝

師的回饋，目前正在開發花窗木箱鼓，音孔的部份由學生設計。會回傳學生作品照片

給工藝師，幫忙推廣。 

(有附相關左證照片及影片)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從校園、家探討不可或缺的窗，此為校園廁所

的窗，學生從鏤空、地點及陽光了解窗有通

風、採光及其美感的構成。 

 

認識花窗的窗花設計具有對稱、反覆、統一等

美感元素。透過創生變成文創產品。 

 

 

結合數學課本，從美感的對稱到數學家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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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從窗框，拆解成數學的平面圖形單元，複

習後，再以校園的鏡射照片進入對稱單元。 

對稱，從感性到理性。 

 

從鐵花窗的線條讓學生找出對稱軸在哪裡?理性

中也存在著感性。 

 

連結到西方的歌德式教堂運用的玫瑰花窗，同

樣有幾何對稱圖形，也涵有宗教意義。 

 

對稱不單是數學所學的線對稱，還有文字對

稱、文句對稱、時間對稱…….等等。 

 

學完對稱，要發揮創意作圖前，先透過影片，

認識在地工藝師陳煌輝師父將鹿港的「航運經

商史」融入花窗，窗不只有幾何喔。 

  

學生完成附件一、附件二，完成中西方花窗創作，也對比幾何花窗與主題意象花窗。一個以數

學家角度以對稱尺規作圖玻璃花窗，另一個則以藝術家角度完成鏤空感的鐵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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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發現了嗎?鐵窗應該在外才有防盜功能，但這

2 扇窗卻是木窗在外，鐵窗在內。因為這條馬

路才是房子的裡面。建築見證了歷史。 

 

學生打開靈魂之窗，仔細觀察斗拱木雕，我們

不是觀光客，我們是鹿港人。也用數學家的眼

光來找各種圖形的窗、發現對稱的運用。 

 

全台唯二兩對龍頭一上一下的石雕龍柱，其中

一對就在鹿港，它見證先民來台壓船倉底的石

板。 

 

門的上方是圓形，下方是矩形，合起來就是規

矩，以此進門告訴孩子要守規矩。而打開視野

如同為孩子開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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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穿梭在巷弄裡，用他們觀察力，找尋「窗」，窗是個框，不一定是建築物表面的窗，是他

們透過眼睛，從景框裡看待事物的角度。 

 

休息時間，學生互相分享攝影主題「窗」。老師也檢查同學作品是否有達評量規準：主題為

「窗」、清晰不模糊、水平線、構圖、明暗度。 

 

別以為是水泥師父技術差，其實這是馬桶拆除

後的痕跡。 

 

不用老師說，學生自己想辦法拍出鏡射(數學對

稱課程)的畫面。 

 

走讀完成後，學生利用「iMovie」完成紀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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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指導學生如何操作 iMovie 軟體，如：加入圖片、加適當的背景音樂，並根據圖像場景加

入音效，例入：窗外下雨加入雨聲。用音樂理解繪畫。 

 

學生分組拿到不同的配樂名畫主題，以自己的觀點為場景配面，並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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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解說劇場空間表演的要點 

 

老師手拿高低木魚，控制速度，學生練習空間

走位 

 

學生分組討論窗裡窗外的情景是什麼?分配角色練習。老師觀察並從指導。 

 

各組上台發表，並指定組別回饋，說出對方窗裡/窗外各是什麼場景，誰演的好，好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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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1.計畫希望我們能建立專業的社群，也希望能擴散至多班級實施，我們也逐年改善，

努力影響校內同事參與，但是能敘獎的只有三位，這時免不了尷尬，每位老師真的都

很用心在執行課程，我們很清楚「嘉獎」容易流於形式或其他奇妙的分食作法，但是

否能有獎狀證明呢? 很幸運獲頒「美感卓越獎」，但只有校長室留存，我記得頒獎典

禮有夥伴提出是否能給參與的老師獎狀，但後來也沒消息。我們覺得雖然只是一張

紙，但那代表曾經的努力，還有總計畫這邊給我們的認同與肯定，我們就像小孩一樣

的感到開心。 

2. 「美感元素構件」音樂的部份填寫有困擾：這次的課程主要是音樂與情緒的影響，

是音樂整體的表現，不是單一構件單純造成的，學生能描述歌曲聽起輕快，就像一個

悠閒的下午，造就歌曲輕快悠閒是複雜的，無法填寫這堂課主要是讓學生學習何種元

素，不填，又覺得我的課是否不具美感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