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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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E」起來看紫嘯鶇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視覺藝術/美術：夏宜嵐老師 
非藝術科目：自然（彭文琴老師、廖宏偉老師）、國語文（張婉茹老師）            
其他：資訊課(凃怡安老師)、趙千惠校長、劉雨晴老師 
總人數：6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實施年級別：6        
參與班級數：1 
參與總人數：7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六年級下學期，具備國語文、自然、藝文及資訊課程之基本能力及相關知識。 

對於紫嘯鶇有初步了解，也會觀察生物的技巧與觀念。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10節 
（藝術課程2 節／非藝術課程2節／跨域美感課程6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6         

組成類型：▓同校同領域    
互動頻率：▓不定期/任務導向式會議      

備課內容：▓研習、工作坊增能▓課程建構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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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課程內

容，由主要專長老師授課，另一位教師作教學觀察與學習表現紀錄；當學生小組討論

或實作時，協作教師適時給予教學上的支援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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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名稱：「E」起來看紫嘯鶇 

學習目標：愛護自然 創作生態美感 

學習領域：藝文 國語文 自然 資訊 

教學方案： 認識紫嘯鶇 我是導演  
                     讓畫動起來 動畫好好玩  
                     內灣好朋友 

評量方式：實作評量 口頭報告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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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理念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想法的轉化…」 

  因應新冠疫情之防疫三級警戒作為，造成後續一系列美感體驗活動與實作課程無法

進行；然而，線上教學的特色之一「學習不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加上課程延伸與縱

向流動性，我們決定以小二的校訂課程主題「紫嘯鶇生態觀察」為軸，配合第三學習

階段的學習目標，設計加深加廣的課程。 

  透過生態小書的美感賞析活動，從小二學生的視角切入，加上自己的想法進行解

構、重組及轉化，同時選擇製作動畫來敘述紫嘯鶇與內灣國小的關係，進而介紹校園

生態之美，行銷學校轉型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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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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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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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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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原則構件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虛實 

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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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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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國教 

課程綱要 

（連結） 

（得複選）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國-E-A3、國-E-B1、國-E-C2、自-E-A2、自-E-B2、自-E-C1、資-E5、資-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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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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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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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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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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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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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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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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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紫嘯鶇 

2. 了解紫嘯鶇在校園的生活情形 

3. 懂得美感賞析並說出感受 

4. 製作紫嘯鶇生態四格漫畫 

5. 了解動畫製作程序與技巧 

6. 學會 Cartoon Animatorb 4的基本操作與應用 

7. 創作「來內灣作客的好朋友」動畫 

第 1 -2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認識紫嘯鶇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導入活動 

1.1. 觀看紫嘯鶇觀察記錄影片 
2. 開展活動 

2.1. 引導孩子說出印象中的紫嘯鶇 
2.2. 學生分組查詢紫嘯鶇相關的介紹 
3. 綜合活動 

3.1. 上台分享小組蒐集的資訊 
------------------------- 第1節 -------------------------------- 
1. 導入活動 

1.1. 複習上一節的課程內容 
2. 開展活動 

2.1. 學生分組製作校園紫嘯鶇的介紹海報 
3. 綜合活動 

海報 

美工用具 

ppt 

引導提問 

小組合作 

戶外踏查 

分享回饋 

重點歸納 

紀錄影片 

文獻資料 

校園環境 

電子書 

網際網路 

口頭報告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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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到校園找尋紫嘯鶇的蹤跡，並說說她在校園

裡的生活情形 
 老師重述大家的發現並摘要紫嘯鶇的外觀(紫

黑色羽翼…)、習性(親水、動作輕巧、叫聲嘹

亮…)與出沒地點(一樓教室走廊、操場生態

池…) 

------------------------- 第2節 -------------------------------- 

第3 -4節   主題／單元名稱：  我是導演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導入活動 

1.1. 欣賞小2學生製作的紫嘯鶇生態記錄小書 
2. 開展活動 

2.1. 說出每本小書的內容、用色與構圖設計 
2.2. 指出其中的不同與優劣 
3. 綜合活動 

3.1. 加入自己的想法與觀察，以四格漫畫呈現 
------------------------- 第3節 -------------------------------- 
1. 導入活動 

1.1. 節選出適合作為紫嘯鶇動畫的草稿 
2. 開展活動 

2.1. 試寫3分鐘該動畫影片的大綱 
3. 綜合活動 

3.1. 分工撰寫影片劇本，並擷取小書的圖片當作

動畫素材 
 老師指出動畫製作重點：觀察日期要正確、字

幕要簡明扼、分段錄音再剪輯、影片後製等 

------------------------- 第4節 -------------------------------- 

圖畫紙 

美工用具 

資訊設施 

 

引導提問 

小組合作 

美感賞析 

分享回饋 

重點歸納 

生態小書 
Microsoft365 
網際網路 

上課簡報 

口頭報告 

實作評量 

第5 -6節  主題／單元名稱：  讓畫動起來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導入活動 

1.1. 展示2D 動畫作品並介紹製作軟體 Cartoon 
Animatorb 4 

2. 開展活動 

2.1. 解說動畫軟體的操作介面與基本功能 
3. 綜合活動 

3.1. 製作動畫的經驗分享 
------------------------- 第5節 -------------------------------- 
1. 導入活動 

1.1. 說明動畫製作的步驟 
2. 開展活動 

2.1. 引導學生逐步練習動畫製作 
3. 綜合活動 

3.1. 學生試做自我介紹的動畫 
 老師強調動畫製作步驟：劇本、分鏡、建模與

資訊設施 

網際網路 

引導提問 

小組合作 

分享回饋 

重點歸納 

生態小書 
Microsoft365 
Cartoon 
Animatorb 4 
網際網路 

上課簡報 

口頭報告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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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做動態、剪輯與配音等 

------------------------- 第6節 -------------------------------- 

第7 -8節  主題／單元名稱：  動畫好好玩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導入活動 

1.1. 說說想像中動畫的樣貌 
2. 開展活動 

2.1. 確認劇本內容 
2.2. 討論分鏡（storyboard）設計 
3. 綜合活動 

3.1. 製作分鏡圖 
------------------------- 第7節 -------------------------------- 
1. 導入活動 

1.1. 確認分鏡設計 
2. 開展活動 

2.1. 討論建模與場景並動手做 
3. 綜合活動 

3.1. 分享部份的動畫作品 
 老師強調分鏡設計決定動畫走向與完成度；建

模與場景製作更要注意角色設計、上材質、色

調與打光等細節的一致性與和諧，故事說得栩

栩如生。 

------------------------- 第8節 -------------------------------- 

圖畫紙 

美工用具 

資訊設施 

網際網路 

引導提問 

小組合作 

分享回饋 

重點歸納 

生態小書 
Microsoft365 
Cartoon 
Animatorb 4 
網際網路 

上課簡報 

 

口頭報告 

實作評量 

第9 -10節                                       主題／單元名稱： 內灣好朋友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導入活動 

1.1. 說明常用的動態效果 
2. 開展活動 

2.1. 討論決定物件進入、離開的時間及動態效果 
2.2. 動手做 
3. 綜合活動 

3.1. 分享部份的動畫作品 
------------------------- 第9節 -------------------------------- 
1. 導入活動 

1.1. 說明配音需注意細節 
2. 開展活動 

2.1. 整理台詞逐字稿 
2.2. 配音、上字幕 
3. 綜合活動 

3.1. 分享成品—「來內灣作客的好朋友」 
 老師從旁協助動畫後製的過程，予以肯定、讚

賞，並鼓勵孩子將作品在畢業典禮與家人分享 

------------------------- 第10節 ------------------------------- 

資訊設施 

網際網路 

錄音設備 

引導提問 

小組合作 

分享回饋 

重點歸納 

生態小書 
Microsoft365 
Cartoon 
Animatorb 4 
網際網路 

上課簡報 

 

口頭報告 

實作評量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宜嵐老師：孩子們在美感賞析活動時，很有自信也有想法，很快地說出生態小書的 

                       優缺點，同時進行漫畫創作時，更是熟練地運用漫畫技法於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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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茹老師：寫劇本時，小組合作討論熱烈，可能是因為主題是他們熟悉的紫嘯鶇， 

                      所以學習發生在真實生活當中，是最好的教學成功註解。 

宏偉老師：透過上網搜尋資料並摘要重點整理成簡報的過程，培養他們3C 運用能 

                      力，係因應未來學習的重要課題。 

怡安老師：第一次接觸動畫製作，他們表現的既好奇又好學，可是教學時間略短， 

                      還不能精熟與應用；不過，他們已學到基本操作與正確觀念，作品也相 

                      當不錯，相信未來他們會願意運用於自己的學習當中。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推廣與 

宣傳效益 

     在校訂課程主題-紫嘯鶇生態觀察，透過小二的生態小書與小六的動畫紀錄，不僅

是學生最好的學習成果表現，更營造出學校課程教學的特色，生動鮮明的生態美意象

大大地行銷學校的亮點。 

     配合節令時節所能觀察到的自然生態，設計出在地化的生態主題課程，同時引進社

區資源，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增進在地認同感、愛護環境，而產生的學習成果所帶來

的宣傳效益，更能促進學校與社區共榮共好。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課程共備01(自然、藝文老師) 課程共備02(自然、藝文、資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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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軟體介紹 動畫軟體操作練習 

  
分鏡圖設計 擷取動畫所需物件 

  
物件動態效果設計 檢視動畫半成品 

  
全員動手作後製 動畫成品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希望能有跨領域美感交學人才庫，讓學校可以更快媒合所需的外部資源，邀請專家學

者與有經驗的老師入校指導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