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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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例：台中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妖怪不思議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教師姓名）李宛儒、林淑慧 

 □音樂：（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教師姓名）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閱讀 王嘉玲、社會 薛蓉淑、綜合 陳毓端、英文 陳怡伶、電腦 黃仁

楓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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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參與班級數：   4    

參與總人數：   120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國小三、六年級， 

有國小藝術語人文、國語、社會、閱讀理解的學習經驗。 

1. 三年級學生有使用基礎烹飪的技巧與經驗。 

2. 六年級學生會基礎操作平板、使用 APP 與錄製影片的能力。 

3. 有欣賞並與同學討論過藝術作品的經驗。 

4. 能表達與分享自己的看法。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16 節 

（藝術課程  6  節／非藝術課程   2  節／跨域美感課程  4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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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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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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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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例：由

○○○主教，○○○從旁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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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心智圖、各式概念架構圖說明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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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課程發展理念 

    臺灣因為是海島型國家，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速度與包容力特別高，但是相對於

在地的文化資產、傳統文化、地域美學及特色，則反而認知不足。本次課程教學從在

地的文化資產出發，結合語文、社會、科技、綜合活動等學科領域及資訊、閱讀素養

等議題開發跨領域課程模組，實踐跨領域美感素養融入生活的教育目標。 

   「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讓美感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名詞,而是我們生

活中處處可見的一種生活內涵。先從生活中的美學開始，讓美感原則顯得平易近人，

學生做中學，透過飲食體現「藝術生活化」。 

    「敬天愛人•情溫德美•樂做知識人」是本校的教育願景，進而希望下學期能讓學

生透過課程能從社區、鄉土走讀體現「敬天愛人」；讓高年級學生帶領學弟妹一起擴

展學習效益，體現「情溫德美」；讓美感素養兼具文化學習，因為在地而能國際，進

一步體現「樂做知識人」，促進學校與社會教育接軌，讓美感教育與在地文化結合，

在學生心中發酵。經由《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的實施與資源的挹注，期許

能達成生活化、情境化、脈絡化設計的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轉化，作為在地化校本課程

的一環，並實踐課程模組共享的理念。 

    從學校活動、本位課程及地域性資源出發，結合圖推教師、圖書室志工、班級導師、

美術老師將國語領域、閱讀理解學習、視覺藝術科目、走讀及科技，學生學習如何讓運

用文字與圖像學習以理解世界，或如何運用文字、圖像與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進而

更易於相互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而教師互助共備產生系統化且易於分享、移轉的課

程，除了師生受惠，也擴展教與學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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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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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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核心素養：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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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

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綜-E-B3 

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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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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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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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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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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展小組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學習使用美感原則進行生活美學體驗。 

3.運用閱讀後的發現做聯想與詮釋。 

4.嘗試用多元的觀看角度並表達分享。 

5.學習使用數位多媒體進行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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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妖怪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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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老師以萬聖節英文歌謠帶唱與繪本引導，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並舉辦萬聖節化妝踩街活動。 

 

二、 開展活動 

閱讀教師在圖書館辦理「妖怪不打烊」書展活動，

設計闖關遊戲，讓學生透過文字想像妖怪的樣貌，

並結合閱讀策略，找出妖怪特性、生長環境、戰鬥

模式等等。 

 

 

 

 

 

三、 綜合活動 

最後結合美術課，教師透過引導讓學生將閱讀過的

文字嘗試轉換成圖像，讓妖怪具象化。 

「想想看這段文字敘述中，找出並想像妖怪的樣貌、

顏色以及他的情緒表情會是什麼呢?」 

學習單、簡

報、彩繪工

具、八開圖

畫紙 

提問 

思考 

結合閱讀的

六合法，進

行書寫 

藝術創作 

萬聖節相關

英文網站、

校內外圖書

館、主題書

展提供的書

單 

口頭 

發表 

學習單 

藝術作品 

第 4-8節 主題／單元名稱：      中西方妖怪大亂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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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雖然以西洋萬聖節拉開序幕，但利用社會課與

學生延伸討論中國及台灣妖怪的民俗活動(中

元節、搶孤)的意涵。 

2. 設計遊戲關卡，讓學生比較中西方的妖怪差異

性。 

二、 開展活動 

閱讀教師精選適合的書籍進行導讀，分別為三年級

社會課本 

學習單 

共讀書籍 

 

提問 

思考 

結合閱讀策

略，使用便

利貼書寫並

分類 

社會課本 

及光碟 

相關慶典的

影片介紹 

口頭 

發表 

學習單 



7 

 

為妖怪醫院 6：sos!七化山的妖怪們、六年級為聊

齋誌異：友情的鬼狐世界，針對文本做詳細的分析

探討，並使用閱讀策略將妖怪的世界、樣貌、類型

做分類與紀錄。 

三、 綜合活動 

      配合全校性閱推活動，辦理與作家有約，邀請到鄭

宗弦老師，針對其作品「穿越故宮大冒險」的奇幻

故事， 一一解析將故宮寶物生命化的創作歷程。 

第 9-11節                   主題／單元名稱：張大嘴巴!妖怪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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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課，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妖怪吐司臉譜設計，並

用文字紀錄下創作表現形式。 

二、 開展活動 

1. 跨域整合課程，藝文與綜合教師協同教學，引

導學生作小組討論與事前規劃，思考設計圖需

要準備哪些食材。 

2. 將準備好的食材利用鍋具、烤箱進行烹調，引

導學生利用美感原則進行裁切、重組並再造，

進行擺盤組裝出可食用、可觀賞並具有美感的

妖怪吐司。 

三、 綜合活動 

師生進行歡樂下午茶時光。 

學習單 

各類食材 

烹飪器材 

提問 

思考 

美感原則 

作品創作+

表達 

Pinterest

網站相關藝

術作品 

創造力 

美感原則 

 

第 12-16節 主題／單元名稱：千奇百怪什麼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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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班為音樂藝才班，對於樂器有濃厚情感，因此以

樂器為主角，引導學生將自己專長的樂器設計成

有生命力的妖怪造型。 

二、 開展活動 

1. 與電腦教師協同教學，教師介紹 Rakugaki AR

軟體如何操作，學生分組練習使用 app，最後

將自己設計的樂器妖怪掃描至平板，讓妖怪 AR

實境動起來。 

2. 小組討論劇本寫作，使用 iMovie此軟體(學生

已有先輩經驗)將 AR 妖怪設計對白並錄製影

片。 

三、 綜合活動 

Rakugaki 

APP 

IMovie 

APP 

 

資訊融入藝

術創作 

寫作 

口語表達 

4 人一部平板 

團隊合

作力 

形成性

評量 

總結性評

量 



8 

 

鑑賞並討論，將自己的想法與同學分享。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1. 跨領域課程設計可以活化課程，讓教師經由共備課程到進行教學，彼此看到不同

領域的專業知識，也因此開創及補足課程的豐富性，讓課程更加完整，並提高學

生學習樂趣。 

2. 與閱推教師合作設計的妖怪不打烊主題書展，以萬聖節為出發點，提供妖怪的各

種形式，讓學生可以透過文字擁有更多想像空間，並希望學生能有更多面向之思

考與創作靈感來源。 

3. 後期的課程設計，包含妖怪吐司與千奇百怪什麼都不奇怪兩個單元裡，由於學生

採分組進行跨域美感活動，教師要善用同儕分組合作學習策略，引導小朋友流暢

進行學習活動。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1. 我最喜歡「中西方妖怪大亂鬥」這個單元，因為我喜歡有關與歷史的課程，而且這

節課讓我知道亞洲與西方對於妖怪詮釋的差別，因此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又好玩。 

2. 我最喜歡「張大嘴巴!妖怪吐司」這個單元，我平常假日在家就會和家人一起下

廚，對烹飪一直很有興趣，對吃也很在行，這次老師給我們一個超級任務，希望

我們透過這堂課能將所學的美感原則運用在食物上，讓我學習到很多，最後還能

和同學享用下午茶，實在太幸福啦! 

3. 我覺得可以用平板學習使用新的軟體，很酷炫，可以讓我設計的妖怪活起來，我

還可以和同學幫腳色設計對白錄製影片，實在是我六年級最難忘的回憶。 

4. 穿越故宮大冒險這套小說我看了好多次，這學期可以參加與作家有約活動，知道

他的創作歷程，讓人興奮。 

5. 課程中有一次老師叫我們看完書的其中一章節，用便利貼給我們畫心智圖，那是

我第一次使用便利貼來寫，寫完再做分類，雖然寫了很多字，但是我很喜歡。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 學校圖書館辦理主題書展及學習分享展。 

2. 與出版社合作，將穿越故宮大冒險圖像化。 

3. 認識中西方妖怪外，漸進式探索在地文化的傳奇故事，並利用其創作做藝術走讀

與推廣導覽。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在圖書館打造「妖怪不打烊」主題書展吸引學生高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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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綜合課，教師引導三年級學生利用生活食材，拼湊、拆解、重組成自己獨一無二

的食物妖怪，進行生活美感課程。 

 

有吃又有玩的課程，最受小孩的喜愛，從生活中學美感，感覺更平易近人了。 

 
結合閱讀課，除了介紹各國妖怪傳說，講師帶領學生閱讀文本，一起利用閱讀策略

「九宮格」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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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鄭宗弦老師與高年級學生暢談創作的歷程，以「故宮國寶」為主題來趟穿越古今

的奇幻冒險。 

 
閱讀課利用閱讀策略進行閱讀分析。 

 

利用平板的 APP軟體，AR實境將平面的妖怪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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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合作討論妖怪劇本，並使用平板錄製影片。 

 

 

 

 

 

 

 

 

 

 

 

妖怪吐司臉譜設計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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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跨域所產出的數位作品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