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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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來自成德的生命花園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呂麗櫻老師 
 ■音樂：陳培昕老師 
□ 表演藝術：（教師姓名） 
■其他：專案教師/莊天愛老師 

非藝術科目： 國文/陳姍姍老師、資訊/施俊楠老師            

其他：__藝術家/林育誼老師、專業詩人/顧蕙倩教授、園藝治療/須才容老師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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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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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參與班級數：   4     

參與總人數：  108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彈性課程      

學生先備能力 

國文課程：關於詩詞的基本架構與新詩的創造能力。 

資訊課程：基礎文書與繪圖軟體操作能力。 

音樂課程：具備韻律感與音樂軟體操作能力。 

美術課程：操紙流程識別、美感知能基礎。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60   節 
（藝術課程   20  節／非藝術課程   20   節／跨域美感課程   20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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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

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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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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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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教師協作，模式：藝術課程由駐

校藝術家搭配領域教師，非藝術課程由科目老師搭配外校專業師資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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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向課程進行 

1. 專業詩人走讀 

    從南港地貌文史出發，帶領孩子實際創作與欣賞新詩，了解「一首新詩的

創作過程」，欣賞並聆聽文學作品朗讀。選定校園環境之植物為主題，創作一

首新詩並前進南港公園進行在地詩詞走讀計畫。此過程全程融入校內國文課

程，與專任教師共同議課、備課、形成課程模組。 

2. 圖像化手作紙 

    進到手作世界的孩子們能認識紙漿的由來、如何有一張紙的成形，以及抄

紙設備與環境介紹；知道如何利用資源作出一張張環保又富有教育創意的特殊

紙質紙並利用校內廣興紙寮原汁原味的機具與紙槽，一步步從紙屑到成紙步驟

教學，讓學生能有能源再生的觀念與實際操作的手感。在自動畫技法創作的手

抄紙上，渲染色彩，描繪自己創造的新詩詩句文字，並以插畫來呈現主觀的意

像。 

3. 聲像化聲想音樂 

   了解音樂製作流程，也知悉錄音的方式與錄音室、樂器等等相關聲音的介

紹。美聲朗讀課程/前進南港公園，在地文化的戶外表演音樂台，可容納 200

自信卓越 

創意教學 

學習資源 

人文 

藝術 

安全 

健康 

自然 

科技 

愛與榜樣 

永續生態 

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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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觀眾、造型古典階梯式表演台，可供學生發現自我。利用 ipad行動教具，

加上自己的聲音，有許多如專業歌曲的特效學習，最後能熟悉 app軟體，自由

編曲。錄音課程/藉由駐校藝術家提供的錄音室課程，朗讀自己的作品與錄

音，並上傳網路形成 QR CORD。手抄紙上附加自己新詩詩句的 QR CORD，藉由

可供 3C掃描的 QRCORD，結合圖像和聲像，形成「聲想成品」。課程尾聲也將

進階到電腦教室，用多種軟體將課程作品進行剪輯、混音等手法，創作出自己

獨特的搖滾曲風!!  

4. O.B.M微型博物館創作 

    透過 pizza盒，讓每個學生都能在微型空間裡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花園！

並經由範例與講解，讓成德學子跨領域表達自我，於期末的成德畢業展裡有產

出的空間，進一步讓學校師生與社區里民都能看見成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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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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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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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J-A1、國-J-A3、國-J-B2、國-J-C1、國-J-C2、科-J-A1、

科-J-A2、科-J-B3、科-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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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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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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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德國中內成雁設計家聚落雖已有固定四組藝術家進駐，多數體驗教案都

已規劃為校本課程，但仍持續透過外部新勢力，給予學生創新的教學與引導，期

待跨領域美感計畫的導入，能： 

1. 增進學生對多元類型及媒材藝術的鑑賞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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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藝術中的跨領域結合，學科也可以跟藝能科譜出美妙的旋律，並發展創

新有效學習課程。 

3. 探索未來生涯發展及個人專長興趣，以加強推動藝術與人文教育。 

第  1-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南港公園與成德國中的生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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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南港、後山埤的地理位置。 

2. 介紹國文領域中新詩的撰寫方式與特色。 

二、開展活動 

1.設計校園周遭地貌探測點 

2.錄製找尋素材之過程 

三、綜合活動 

1.上傳像極了時間與像極了自己的植物圖片 

2.與同學分享與討論 

行動裝置

(手機、相

機、錄音

筆)、學習

單。單

槍、投影

片、學習

單、網路

資訊。 

探究式教

學、合作

學習式教

學、協同

教學。 

在地里民

校外資

源、網路

資源/地理

學、軟體

資源提

供。 

學習單 
遊 戲 評

量、展演

實作 

第  16-2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詩的創作體驗/操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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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專科教室中廣興紙寮機具與操紙過程 

2.國文領域中新詩的發展與由來 

二、開展活動 

1.創作三行詩、配合說書人激盪看圖說故事能力 

2.由校園與南港公園的生態環境寫出一首詩 

三、綜合活動 

1.將自己寫的詩，提在自己做的紙上 

2.與同學分享與欣賞 

學習單、

文具用

品、操紙

器具與手

採植物。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專題討論

式教學、

協同教

學。 

校內成雁

文創中心/
廣興紙寮

資源，視

覺藝術作

品。校內

國文領域

教師共備

資源。 

學習單 
展演實作 

第  21-4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植物聲景地圖繪製/錄製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材資源 教學評量 

一、導入活動 

1.園藝治療師告訴同學關於植物的種類與奧祕 

2.錄製與後製的 app操作練習熟悉 

二、開展活動 

1.將像極了自己的植物互動發出聲音錄製 

2.兩兩一組記錄像極了時間校園中植物的地點 

三、綜合活動 

1.繪製校園地圖與南港公園地圖 

2.將自己的聲音製作為 QR，標示在地圖上分享 

行動裝置

(手機、相

機、錄音

筆)、學習

單。 

探究式教

學、合作

學習式教

學、協同

教學。 

校內成雁

文創中心

錄音室、

收音與錄

音作品校

內設備與

科技領域

資訊資

源、軟體

雲端作

品。 

展 演 實

作、影音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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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6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微型博物館系列課程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材資源 教學評量 

一、導入活動 

1.介紹甚麼是 OBM微型博物館 

2.如何將你的作品呈現在披薩盒這個微型空間 

二、開展活動 

1.將之前所有課程的作品作分類與整理 

2.依序排入圍行博物館裡，並營造與美化 

三、 綜合活動 

1.於期末美展時在成德藝廊展出 

2.有相關回饋單給同學互相鑑賞 

單槍、投

影片、學

習單、網

路資訊、

佈展相關

素材。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專題討論

式教學、

協同教

學。 

視覺藝術

作品與實

際佈展素

材 

展演實作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1. 南港雖位於臺北市首善之都，成德卻不山不市，沒有得到偏鄉的資源，也讓家長接

續將孩子送往鄰近升學導向學校。美好的桃花源，無管道得知。 

2. 課綱急於融入現代化科技，卻沒有實際的課程讓他們從根源探究，治標不治本，添

購設備也需要相當的師資專業來引導與發展孩子的創造與思考。 

3. 創意該起源於美感教育的普及，外部資源與內部課程的溝通、討論、創新，一直都

是教師群從旁指導，建構鷹架，搭起橋梁最終的目標。 

4. 校園雖大，但入口狹小。空有桃花源，卻缺乏開拓的機會與刺激，如何讓人進的來，

如何透過社區資源挹注使各界人士了解跨領域教學的精神。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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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 

宣傳效益 

1.教學計畫與記錄檔案分享 

2.發展為校本課程或特色課程模組 

3.定期成果發表供校內外教師交流 

4.台視於 109/12蒞校採訪宣傳跨域美感課程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結合成德國中與南港走讀之悅讀 定期與藝術家開會共備讓課程更完整 

  

從成中生態擴展國際視野/造訪濕地 學生使用 ipad 製作植物聲景地圖 



9 
 

 

 
學生使用軟體創作個人作品 定期開設工作坊/種子教師訓練 

  

妙語說書人圖卡繪製三行詩創作 跨域音樂錄音工程教師獨立版 

 

 

南港公園走讀暨淨山活動大成功 提供同學之學習單作品展示分享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