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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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計畫■成果 

學校全銜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尬藝力策展實務－第二學期 2021員高《尬藝力》藝術節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曾柏仁、何鴻志 
    □音樂： 
    ■表演藝術：黎映辰 

    ■其他：街舞社鄭銘傑老師、戲劇社徐英祥老師 
非藝術科目：國文科高郁喬       

總人數：6 人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藝才班：117 美術班 

    ■資優班：116 語文實驗班 

  □體育班 

    □資源班： 

    □特殊教育學校： 

    ■其他：黌樓劇坊(社團)、熱舞社(社團)、基礎舞蹈創作(多元選修) 

實施年級別：一、二年級 

參與班級數：5 班 

參與總人數：200 人 
課程屬性：■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其他：社團 

學生先備能力 無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12 節 
（藝術課程 4 節／非藝術課程 4 節／跨域美感課程 4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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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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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模式:老師利用彈性及自主學習時間進行教學，後定期召開之進度會議討論各組進 
                     度。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資源分享■提問與互助□其他：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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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辦理藝術節係刻意引導學生從事藝術活動，並期待在無形之中自然累積學生的藝術養成。 
利用校內五種課程時間，包含語文課程（國文、英文）、藝術課程（美術課、藝術生活

課）、團體活動時間、自主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來進行。提供學生美感概念及藝術資

源。藝術節從籌備期間即開始招募學生參與，包含戲劇及舞蹈的演出團隊、策畫團隊、行

政執行團隊，學生要自主性的排定工作時程、認養工作、協助導覽、指引民眾參與等各個

項目，在全程活動的運作中，對學生必定產生淺移默化的藝術作用，遇到困難或突發狀況

集思廣益解決。於是，透過藝術的魅力，藝術節串連了學校、學生、居民齊聚一堂，無形

中達到了社區總體營造的理想。 尬藝力藝術節課程發展理念係：一、引發學生的自主性。

二、開發學生的創造力。三、持續創新迎接挑戰。憑藉著上述三點，讓員高藝術節成為一

種校本特色課程、一種品牌經營，也是一種藝術實踐；這不是技藝的專業訓練，而是培養

學生綜合修養與創造力的開發，讓他們一生都能受用無窮，並可以帶領或影響社群生活得

更加精采的哲學。本次員林高中第二學期跨領域美感創課成果命名為「尬藝力」諧音雙關

LIKE YOU 的構思， 「尬」隱含的 battle、鬥之意思之外，「還可解讀為「鬥陣」（亦作

「逗陣」），意即「在一起」。「尬藝力」是 Like you，「鬥陣」為 Be together，巧妙結

合出「喜歡和你一起挑戰藝術的極限」。師生攜手「玩藝」，一起翻轉顛覆習以為常的生

活。 
創作團隊 
▲《員高不思議-布丁堡&員中湖》藝術裝置何鴻志× 117 全體同學 
▲《鬥 BATTLE》藝術裝置曾柏仁‧高郁喬 × 116全體同學 
▲《尬藝擂台》鄭銘傑老師熱舞社 ft.多元選修基礎舞蹈創作  
▲ 黌樓劇坊《彼》黎映辰老師、徐英祥老師及黌樓劇坊等 33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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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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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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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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藝術領域核對應之領域核心素養： 
國 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

人生的困境，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國 S-U-B3 

理解文本內涵，認識文學表現技法， 進行實際創作，運用文學歷史的知識背景，欣賞藝

術文化之美，並能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美感體驗。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學

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綜 S-U-A3 

敏察和因應危險情境，規劃與運用資源，預防及化解可能的危機;剖析未來社會發展趨

勢，發揮創新精神，促進適性發展與彈性適應的能力。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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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S-U-B3 

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生活美感的體驗，欣賞與分享美善的人事物，創新經營家庭生

活，開創美好人生。 

綜 S-U-C2 

具備人際溝通知能，提升在團體生活中共同決策、合作解決問題，學習並善用領導素養，

以面對社會變遷的挑戰，營造優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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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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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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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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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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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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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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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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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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藝力策展實務－尬藝力藝術節策展活動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本次員林高中第二學期跨領域美感創課成果命名為「尬藝力」諧音雙關 LIKE YOU的構

思， 「尬」隱含的 battle、鬥之意思之外，「還可解讀為「鬥陣」（亦作「逗陣」），

意即「在一起」。「尬藝力」是 Like you，「鬥陣」為 Be together，巧妙結合出「喜歡

和你一起挑戰藝術的極限」。師生攜手「玩藝」，一起翻轉顛覆習以為常的生活。 

共 4 節 
《鬥-BATTLE》藝術裝置教學活動/ 

指導老師：曾柏仁老師(美術科)+高郁喬老師(國文科) 

A、課程流程簡述 

     二次創作（Derivative work），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或二創，產生的作品稱為二次創作物（或再 

     創作物、衍生創作物）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角色為基調來改編、仿作或加以發展，它 

     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這次課程流程係運用普普藝術中李奇登斯坦 Roy Lichtenstein 的網 

     點漫畫風格手法，翻玩本校大門入口共共藝術，重新賦予其貼近「青春敢鬥」的新意義。 

     普普藝術家〈李奇登斯坦〉被譽為美國普普藝術之父，以大幅漫畫和廣告創作聞名，善於採用粗黑線 

     條勾勒輪廓，網點構成鮮豔色塊，誇大式描繪生活用品、愛情、戰爭等主題，運用漫畫詼諧手法消弭 

     高雅藝術品的距離感，完美傳達美國人生活哲學。不同於普普藝術依賴機械生產，李奇登斯坦汲取印 

     象派精髓，採用「班戴點」將鮮明圓點排列堆砌成色塊，做為構成圖像元素之一，且善於發揮通俗文 

     化為創作主軸，如卡通連環畫、女性形象廣告；更將藝術史上不同風格重新演繹，轉化成平面繪畫、 

     立體雕塑。他的作品幽默回應美國消費文化，使大眾了解原來藝術品如此觸手可及。 

B、學生操作流程 

一、教師進行裝置草圖說明後，由英文老師與美術老師教授學生進行圖案文字詩文創作活動，學生將

「BATTLE」字句內容圖案化成接近網點風格之圖案設計，藉此融入裝置藝術中。 

二、學生運用模板裁剪網點貼紙、圖案詩文創作，預作表貼於校園雕塑「競爭向上」之素材。 

三、指導學生用白色卡點西德貼紙表貼於雕塑表面，教師說明表貼及拆除時操作要點與卡點西德貼紙

之特性。 

四、指導學生用各色卡點西德貼紙素材表貼於瓦楞紙表面，並依照設計圖裁切零件。 

五、運用竹籤、卡點西德貼紙、透明速利康膠進行零件組裝，完成裝置作品。 

C、課程關鍵思考 

藝術節的起心動念在提供一個正式課程外的學習感知經驗，對於發起的老師來說，如何將創作闡釋的

權力交到學生的手上一直是課程設計的重點，所以我在規畫這個藝術裝置課程活動的時候，並沒有完

整的完成視覺設計後再行發包，而是在風格上考量學生的審美經驗，完成設計風格取向後，在課程上

加入學生的創意呈現，由學生的參與一起完成這個裝置藝術的呈現。校園的主體是師生，本校的入口

意象雕塑是師生腦海裡的校園風景，當我們翻玩了這樣的校園風景，也就打破了校園中的不可變動捉

狹的呆板印象，實踐了以學習為主體的校園空間呈現，而這樣的意涵也完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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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空間內的公共藝術不應只是美化校園的藝術品，或是閒置空間的裝飾物，而應在學校經營、師生互

動與教學等方面有更深層的意涵。 

             
學生將「BATTLE」字句內容圖案化成接近網點風格之圖案設計，藉此融入裝置藝術中。 

      

 

學生用各色卡點西德貼紙素材表貼於瓦楞紙表面，並依照設計圖貼於雕塑表面 ，進行二次創作。 
 

  共 4 節          《員高不思議-布丁堡&員中湖》教學活動/指導老師：何鴻志老師(美術科) 

A課程流程簡述 

一、創作理念:人文關懷/藝術競技 

活動以藝術競技(BATTLE)為精神，因班級人數為 23人，依工作適當人數分為兩組，各組獨立創作

以為競技。另因創作場域為校園人文廣場且當時學生課程進行至<公共藝術>介紹，故以「布丁堡」

與「員中湖女神」，學生須以了解校史背景為前提，才能進行創作。 

二、 喚回<公共藝術>概念 

公共藝術自 80年代引入，且於民國 81年納入<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頒布至今。期間約 30年的發

展，公共藝術作品的出現似乎因理所當然而被忽視或輕視，群眾、作品、空間為公共藝術不可或缺

的三大要素，希望藉由此次創作讓同學能夠了解與體會其中關係。 

B學生操作流程 

一、分組 

藉由此次活動亦進行學生策展之練習，除活動召集人外另設活動紀錄人員，另由各組組長自行調配

人力進行作品製作，由學生自主進行以增加學習經驗。 

二、材料採購 

各組企劃案完成後即進行前置材料採購，由學生開出材料清單並與老師討論其可能發生之狀況問

題，製作過程中亦遇臨時突發狀況，如何購買材料解決問題成為其學習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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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製作 

製作過程中因包含木工、水電等技術性操作，故須由特定同學進行前置訓練，例如電動鑽孔與電鋸

機之使用，在操作過程之中學生亦逐漸掌握工具材料之特性。 

四、作品討論 

展出作品與原始企劃達成率約 85% ，部分展出因現實與臨時狀況而稍做調整，且後續搭配展出活

動未能進行，較為可惜。 

C課程關鍵思考 

一、團隊合作 

活動先由組長語組員討論，進行任務分配及工作時間進度掌控，組員進行配合，然過程中發生之突

發狀況則需大家一同思考解決，整體活動中如何增進團隊默契與合作精神最終完成作品，這是本次

創作最重要之學習。 

二、環境/歷史-人文關懷 

作品創作概念源於校園傳說與歷史，背後蘊含歷史脈絡與人文氣息，藉由此次活動使學生能探究與

了解其意涵。 

  
製作過程中因包含木工、水電等技術性操作，故須由特定同學進行前置訓練 

  
由學生開出材料清單並與老師討論其可能發生之狀況問題，製作過程中亦遇臨時突發狀況，如何購買材

料解決問題成為其學習要項。 

 

  共 12 節 
實驗劇場展演(舞蹈&劇場)教學活動/ 

指導老師：黎映辰老師(表演藝術科)、徐英祥老師（黌樓劇坊）、鄭銘傑老師(熱舞社) 

A課程流程簡述 

一、講述實驗劇場 (Experimental theatre) 的概念認知，基於實驗性質的戲劇創作統稱，實驗劇場的 

特色在試圖改變既有的空間形式，如演出場地不再需要在正規設施完善的場所，只要是劇團認為合

適的表演空間就可。另外舞台與觀眾席的擺設，可以按照劇本指示或導演與設計的規劃隨意進行，

例如舞台的位置可以設在場地中間，或東西南北的任意四個方向，一旦舞台位置決定後，剩下的空

間再隨機來安排觀眾的座位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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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紹有關前太陽馬戲團員陳星合自 2019年發起的雜技釘孤枝熱血大亂鬥創作概念，伊欲佮你釘孤 

    枝。I beh kah lí tìng-koo-ki.臺灣閩南語常用他要跟你單挑之意。藝術家陳星合召集世界各地 

    的馬戲高手以單挑、一對一出戰，並透過演出，將表演者對馬戲的熱誠及堅毅的意志傳達給觀眾。 

    比賽形式定為不限項目一對一淘汰賽的「無差別格鬥」，當音樂響起，你以為一秒或者一眼能看透 

    的事物，是他們專注於此一年、十年，化作一招、百招的招式。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實驗劇場展演分為上下半場兩個節目，上半場《尬藝擂台》為多元選修基礎舞蹈創作的黎映辰老 

    師以為期一學期的多元選修時間，讓學生練習現代舞、當代舞的基礎概念，最後以出賽《尬藝擂 

    台》為學生成果發表終極目標。學生演出舞蹈類型為：芭蕾、現代、當代、民俗等。 

二、另由熱舞鄭銘傑老師利用這團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訓練熱舞社學員，以街舞裡 battle的概念 

    訓練兩組選手以舞蹈對抗，學生演出舞蹈類型為：HIP-HOP、BREAKING、URBAN DANCE等。 

三、於校內廣發英雄帖，召募潛藏在員高的才藝高手登台競技，徵求「動態」表演者，如音樂演奏 

   （歌唱、樂器、饒舌）、傳統技藝、運動體操類或其他，並通過尬藝力藝術節評審團評選。 

四、實驗劇場展演下半場演出節目為黌樓劇坊《彼》由徐英祥老師於社團時間、彈性學習時間帶領。 

   《彼》從劇本編寫開始，即是學生集體創作、導演、演員、技術團隊、行政團隊皆是比照專業劇場 

    規模。劇情講述在「長大」的過程中的自己不停面對「期待」同時也畏懼著「長大」這種心理面 

   「小孩」與「大人」的角力，呼應了此次「尬」、「battle」的主題。 

 C課程關鍵思考 

一、因為首次讓學生實際操作實驗劇場燈光、音響器材，有關電荷量、安培、瓦數、LED訊號線電源 

    線等專業問題，因為涉及安全，特地商請台中大開劇團技術總監林承翰先生來當客座講師，協助 

    我們前一個月的技術內容。老師、學生都一起全員出動，動手做中學！ 

二、本次尬藝力藝術節利用校園實驗劇場空間，希望再次凸顯並創造「多樣的藝術表現、多元的價值 

    觀」，如同實驗劇場精神以創新性、前衛性、實驗性交匯碰撞。 

三、不管是尬藝擂台或劇坊《彼》的演出，在這次戲劇舞蹈混搭 MIX的呈現皆屬於學生原創性的發 

    表，即使生澀還沒成熟，甚至許多參與演出的多為一年級新生，但以青少年創作為骨幹，內容具 

    備實驗與前衛性質，以嶄新的前瞻視野，簡便的小型製作拉近觀眾的距離，演出效果超乎預期的 

    成功。  

  
實驗劇場的特色在試圖改變既有的空間形式，例如舞台的位置設在場地中間完全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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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利用校園實驗劇場空間，再次凸顯並創造跨領域美感教育的「多樣的藝術表現、多元的價值觀」，

如同實驗劇場精神以創新性、前衛性、實驗性交匯碰撞。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一、教學優點與特色： 

1、本次數藝術節策展教學活動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之理念，獲得一個全面且創新的 

   學科及藝術學習歷程。 

2、透過師生共同玩藝」一起實作教學、互動參與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3、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核心素養」，亦即學生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等，透過團體合作與危機處理更關注學習與 

   生活情境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二、教學者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1、教學者面對學生迷思概念如何立即回應及澄清，考驗教學者之教學策略。例如與 

   明星網紅藝人之話題性合作。 

2、如何讓分組創作討論模式成功運作，讓學習者高度參與，考驗藝術教師之班 

   級經營之營造。 

3、掌握教學時間及最後呈現完程度，以強化教學統整概念。 

三、對教學者的專業成長建議： 

實驗劇場雖然打破了觀眾與演出者的距離，但「觀」、「演」關係還是存在，觀眾欣賞

完演出、散場、回家，如何讓校園藝術展演打破「觀」、「演」關係，讓台下的同學們

更加投入、更有參與感，或更多互動，這部分多加思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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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與 

媒體露出 

 
一、節目表 

 



11 
 

 
 
 
 



12 
 

 
二、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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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學生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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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由前太陽馬戲團員陳星合所成立的星合有限公司引介藝術家到校， 讓學生近距離感受

表演藝術魔力。 

  

首次讓學生實際操作實驗劇場燈光、音響器材，涉及安全問題，特地商請台中大開劇

團技術總監林承翰先生來當客座講師，老師、學生都一起全員出動，動手做中學！ 



20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核心素養」。亦即，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

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等，透過團體合作與危機處理更關注學習與生活情

境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師生聯手完藝進行二次創作（Derivative work）， 使美感教育融校園，同讓學生了解

藝術品並非如此遙不可及，同時更進行全校性的戶外裝置藝術賞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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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演出前的準備作業、籌畫、技術分工到正式演出，將青少年表演者的熱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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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的意志傳達給觀眾。突破傳統框架的演出形式，也象徵青少年的創意不被設限。

當燈亮、音樂響起，專注在台上的每一秒即每一個眼神，就是全全的美感藝術展現，

呼應第二學期的跨領域策展概念「尬藝」，喜歡和你一起挑戰藝術的極限。師生攜手

「玩藝」，一起翻轉顛覆習以為常的生活。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