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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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觀音‧樂-山河之聲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林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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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張筱琪）、社會(張筱敏）、健體(高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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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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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級 

參與班級數：6 班 

參與總人數：12 人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一、具備觀音社區自然環境基本知識。 

二、具備寫作經驗。 

三、具備烏克麗麗基本彈唱能力。 

四、使用各媒材進行創作的經驗。 

五、對色彩有基本認識。 

六、曾有欣賞戲劇表演或參與表演的經驗。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20 節 

（藝術課程 6 節／非藝術課程   8 節／跨域美感課程   6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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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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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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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 

 

 

 

 

 

 

 

 

 

 

 

 

 

 

 

 

 

 

跨領域課程概念圖 

 

 

 

 

 

 

 

 

 

 

 

 

 



3 

 

課程發展理念 

一、 觀音國小坐擁豐富的自然環境資源，前為秀姑巒溪，後為觀音山。故藉此課程將

自然環境融入到學生生活並觸發對美感的追求。 

二、 藉由探索秀姑巒溪及觀音山，培養學生愛校、愛社區、愛地球的環保意識，並透

過歌詞創作及彈唱抒發對學校的特殊情感。 

三、 學生組成為能歌善舞饒富音樂天分的阿美族為主，故結合語文、自然、視覺藝

術、音樂及表演藝術等領域，搭配作為學校特色之一的烏克麗麗，融入表演，也

讓低年級的學生能參與表演。 

四、 以提問式互動教學策略為核心，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透過引導思考，讓學生於 

創作過程中，融合創意、獨立思考、美感感受、同儕合作等能力來解決個人化課

題。 

五、 以開放式問答為骨幹，營造允許犯錯、沒有標準答案的教學氛圍，提升學生課堂 

參與的動機，培養學生自我反思及互相回饋之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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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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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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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素養 

（得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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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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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對應之【語文-本土語文】領域核心素養： 

原-E-C1  能透過族語的學習，理解原住民族傳統道德規範，並能主動參與學校、家庭 

         及部落/社區各類活動，培養責任感，關懷生態環境。 

■對應之【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社-E-A1  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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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  了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對應之【自然科技】領域核心素養：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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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一、對於觀音社區能有基本認識。 

二、對於在地的文化特色及元素能有基本認知。 

三、能了解不同寫作形式。 

四、能認識音樂表達的元素。 

五、能構思並規劃一場表演。 

學習內容： 

一、能說出代表在地特色的人事物。 

二、能使用文字表達並嘗試寫作創作。 

三、能使用樂器演奏。 

四、能以小組的形式完成一場表演。 

第 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青山綠水探險趣-登上觀音之巔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複習舊經驗：複習上學期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內容:觀音社區地

形、歷史及文化。 

二、 發展活動 

(一) 觀音山簡介: 

1.觀音山與部落淵源 

山下部落原名為「觀音部落」，因早年遷來的漢人見此地

形像座觀音，故取此名；觀音部落另有「Tukar」之阿美

族名稱，因為觀音山的天然地形，早年部落的瞭望台就搭

建在山頂上，必須要用竹梯才能登頂，而竹梯在阿美族語

自編 

同儕互動教

學 

問題導向機

學 

網路資訊 

簡報 

口頭評量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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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satokar」，久而久之，這一個用竹梯登頂的部落，

便叫做都卡爾(Tukar)。 

2.地形及海拔高度: 

觀音山坡度和緩，海拔高度為 222公尺，屬丘陵地形。 

(二) 登山安全須知： 

1. 播放登山安全教育影片。 

(https://www.ysnp.gov.tw/page.aspx?path=1484) 

2. 登山前提醒: 

(1) 物品:防蚊液、防曬、水壺。 

(2) 留意天氣及步道路況。 

3. 登山途中: 

(1) 步伐、速度穩定。 

(2) 互助合作，互相提醒。 

(3) 適時休息，補充水分。 

(三) 登高望遠:師生於觀音山最頂點互相分享登山感想及眺望

山下美景。 

三、 統整活動： 

(一) 透過師生問答的方式，回顧登山的過程及感想，並用文字

記錄下來。 

(二)學生分享與回饋。 

第 5-8 節  主題／單元名稱：青山綠水探險趣-溪溪哈哈之探索秀姑巒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 

1. 學校鄰近的溪流事哪一條溪? 

2. 這條溪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二) 學生分享: 

學生分享在溪邊活動的經驗。 

二、 發展活動: 

(一) 行前安全指導 

1. 安全配備介紹: 

(1) 安全帽:保護頭部，減少撞擊力道。 

(2) 溯溪鞋:可穿著涉水，防滑並減少跌倒機率。 

自編 

同儕互動教

學 

問題導向機

學 

網路資訊 

簡報 

口頭評量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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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溯溪路線說明: 

 

3. 水域安全指導 

(二) 教師帶領學生前往秀姑巒溪溪畔 

1. 秀姑巒溪簡介: 

秀姑巒溪（阿美語：Siwkolan a tarawadaw）位於台灣東

南部，屬於中央管河川，以泛舟活動知名。 

秀姑巒溪本身發源於花蓮與台東兩縣之間的崙天山南

側，但整個水系的最遠源流則為其最長支流樂樂溪 (拉

庫拉庫溪) 的支流馬霍拉斯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的馬博

拉斯山東側。秀姑巒溪上游原為向東流，因受阻於海岸山

脈，轉而沿花東縱谷向北流，匯集各支流後在瑞穗鄉往

東，經過海岸山脈後，進入太平洋，是台灣唯一一條切過

海岸山脈的溪流。 

秀姑巒溪整個水系全長則約 104 公里，主流則約 81.15

公里，流域面積廣達 1790.46 平方公里，也是形成花東

縱谷沖積扇的主要河流。主要支流有富源溪、紅葉溪、豐

坪溪、卓溪和樂樂溪。 

2. 溪與文化: 

阿美族的部落多半臨海或靠近溪流，因此捕魚便成為

阿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課題。捕魚在阿美族具文化上

深層的意義:在阿美族的社會裡，舉凡一個活動的結

束或喪葬儀式過後，都要有捕魚或吃魚的行為(阿美

語稱為 pakelang)，藉此作為活動的休止符，透過吃

魚的行為以後，再恢復日常的生活作息。因此，漁撈

的行為有脫聖返俗的意義。 

3. 生態教育 

(1) 認識溪邊動、植物 

秀姑巒溪生態豐富，除了魚、蝦、蟹之外，還有

一些水生植物，例如:蓮花、浮萍、鴨舌草等 

(2) 環境教育:淨溪活動: 

透過撿拾溪畔垃圾，培養學生環境保護的重要觀

念。 

三、統整活動：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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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師生問答的方式，回顧溯溪的過程及感想，並透過

文字記錄下來。 

(二)學生分享與回饋。 

第 9-10 節  主題／單元名稱：觸景生情抒其樂-寫作練習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發下先前完成的引導單 

(二)師生共同討論寫作主題 

(三)師生依據題目選取關鍵字，並張貼在黑板上 

二、 發展活動 

依據學生年級進行同質分組，並指導完成寫作 

(一) 低年級:童詩創作 

1. 教師提供童詩範例。 

2. 教師引導學生仿寫，完成作品。 

3. 圖畫創作。 

(二) 中年級:日記 

1. 教師引導學生整理出人、事、時、地、物等提示，並

書寫在黑板上。 

2. 學生依據上述提示完成一篇日記。 

3. 圖畫創作。 

(三)高年級:短文 

教師藉由引導單指導學生完成一篇短文。 

三、 統整活動 

(一) 學生分享。 

(二)各年級票選出最優秀作品，並展示至視聽教室之布告欄。 

自編 分組學習  學習單 

第 11-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觸景生情抒其樂-歌詞創作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投影出課程照片。 

(二) 回顧各年級學生的寫作作品。 

(三) 師生共同回顧課程內容。 

二、 發展活動 

自編 

協同教學 

提問式教學 

問題導向教

學 

 

課程 PPT簡

報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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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組活動: 

1. 教師依學生能力進行異質分組，分成 3組。 

2. 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小組名稱並推派出組長。 

(二) 我是小小作詞家: 

1. 小組內進行曲目挑選。 

2. 選擇好曲目後，由小組組長引導小組成員選出歌詞關

鍵字，並寫在紙條上。 

3. 各組分享所選擇的曲目及關鍵字。 

4. 小組個別帶開，進行歌詞創作。 

三、 統整活動 

各組學生分享創作。 

第 15-16 節  主題／單元名稱：高聲彈唱沁人心-歌唱教學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引起動機 

教師進行示範。 

二、發展活動 

(一)請學生分享好聽與否，並分享所觀察到的原因。 

(二)教師進行歌唱發聲技巧及節奏教學。 

(三)根據學生情況給予個別指導。 

三、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運用課堂所學的技巧，並搭配音樂進行表演曲目的

練唱。 

自編   實作評量 

第 17-20 節  主題／單元名稱：高聲彈唱沁人心-烏克麗麗彈唱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播放樂團表演影片 

(二) 師生共同討論樂團配置，及各部份工作內容。 

二、 發展活動 

(一) 組內分工: 

1. 由小組組長帶領成員進行分工(烏克麗麗及沙鈴)。 

2. 組內成員共同討論各成員工作內容。 

(二) 樂器練習: 

1. 根據各組曲目進行樂器演奏 

2. 教師視學生情況進行個別指導。 

自編 分組學習 

課程 PPT簡

報、分工

單、上色用

具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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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烏克麗麗 

(2) 沙鈴 

(三) 舞台美術創作: 

1. 組內成員共同討論小組所想要表現的舞台概念以及

所需要的道具、服裝，並書寫下來。 

2. 組內成員利用不同媒材共同製作道具及服裝。 

(四) 預演: 

1. 各小組預演。 

2. 教師視個別情況進行指導。 

三、 統整活動 

(一)成果發表。 

(二)全校師生回饋。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因本學期課程為全校教學，跨年級幅度大，學生能力不一，課程內容及學習任務難

以規劃。經教師們討論後，嘗試以分組教學進行課程內容，並由高年級學生輔助中

低年級學生以達成每堂課之課程目標。在課程實施過程中，也看出部分高年級學生

已具備課程能力，能有效協助其他同學，故透過增權賦能的方式，讓學生能主導部

分教學，並從中獲得成就感，亦是此次課程的意外收穫。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另附回饋單掃描檔。 

推廣與 

宣傳效益 

一、 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二、 創造學生多元學習經驗。 

三、 有效結合社區與學校資源。 

四、 增加校內教師向心力及課程規劃能力。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登上觀音山-認識月桃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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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秀姑巒溪                              探索秀姑巒溪 

 
            全體大合照                               分組練習 

 
        教師引導歌詞創作                              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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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練習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票選活動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