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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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新竹縣芎林國民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讀我獨我 Solo&Sole –百工之歌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陳玉淩 

 ■表演藝術：（黃寧晏） 

□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 

 ■閱讀(周純綾)、 

 ■輔導活動(張靜云) 

其他：■特教(林淑芬、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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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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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等） 

□ 特殊教育學校：（例：聽覺障礙） 

□ 其他：          

實施年級別：  八年級   

參與班級數：  4   

參與總人數： 83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1.西洋樂器認識；巴洛克至浪漫初期時代風格。 

2.認識自我與生涯探索。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20  節 

（藝術課程  10  節／非藝術課程 5 節／跨域美感課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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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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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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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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發展理念 

獨特性是國際化與 AI未來世界最需要的特質，也是自信建立的根基。每個人來自不同

原生家庭，家族基因與家庭教育創造了我們不同的特質；透過學校教育與閱讀，除了認

識自己與他人的不同，了解自己的長處與弱點，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與興趣

特質，肯定欣賞獨一無二的自己，發揮自己的亮點，勇敢揮灑自己的人生。 

 

Solo為獨自獨一、獨奏之意，在課程中希望讓學生了解自己的獨特性和與眾不同。 

Sole 義大利文為「太陽」之意，透過課程希望讓學生欣賞自己的獨一無二，努力綻放

自己的燦爛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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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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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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 領域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

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對應之 綜合 領域核心素養： 

綜-J-A1 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善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 發展，省思自我價值，實踐生

命意義。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運用適當

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綜-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心及合宜的 

溝通技巧，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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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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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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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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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彼:透過學校教育、書籍網路閱讀、社群媒體與生活實際場域，認識生活

中的職業角色人物，解析人物核心特色價值，樹立自己未來職業的特質樣貌。 

2.知己:了解自己生涯特質、興趣，找出未來職業軌跡方向。 

第  1-1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SOLO 讀我:閱讀百工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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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閱讀】 

1.透過報章雜誌專欄，了解常見職業、特殊職業、

新興職業等各類職業。 

2.以[進軍葛萊美的華人設計師-蕭青陽]為文本，

認識生涯發展選擇的可能性。 

 
 

二、開展活動【輔導活動/閱讀/音樂】 

解開生涯方程式: 

1.多元性向測驗解開職業傾向與特質，了解生涯興

趣組型與各類特質: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

業型、事務型、實用型。 
2.職人百工配樂: 

(1)以芎林當地出生之著名生態攝影作家徐仁修，探

討其工作特質與內容，搭配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不同

樂章描述的場景，欣賞音樂如何與畫面搭配。 

(2)以李安的職業選擇為文本，將其生涯起承轉合，

做成音樂劇本曲線圖，並分享報告。 

 

國語日報專

欄[職人帶

你找未

來]、班書

[美力台

灣]、電視

影音[職

人]、[職人

好吃驚] 

 

藝術與人文

八下<浪漫

國民樂派 

>、<電影配

樂> 

 

講述、引導

與賞析、分

組討論對話 

教科書(康

軒、翰

林)、媒體

電子網頁 

紙筆測

驗、學習

單、口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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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電影主題曲中講解歌詞如何描述主角獲職人? 

電影配樂大師 John Williams 音樂介紹 

<KANO>勇者的浪漫 

<翻滾吧!阿信>完美落地 

<聽見歌，再唱>拍手歌 

 

三、綜合活動【閱讀/輔導活動/音樂】 

1.依據生涯興趣組型，設定生涯方向與解讀。 

2.歸納職業專訪閱讀之職人特質，討論該特質與職

業之關聯性。 

3.票選班級<百工之歌>表演之主題歌曲，探討歌詞

內容與職人特質之對應連結。 

課程目標 

1.了解配樂與運用，探究流行歌曲中歌詞創作的核心意涵，對應職業百工之

歌。 

2.運用科技媒體資訊，製作職業簡報，並融合美感素材與概念，創作視覺與聽

覺之百工之歌作品。 

第  11-2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SOLE獨我:描繪未來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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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輔導活動/音樂】 

1.班級票選<百工之歌>主題歌曲賞析與歌詞探究: 

801 班:心裡的孩子 

802班:感謝 

803 班:讓我留在你身邊 

804 班:My Heart will Go on 

 

二、開展活動【閱讀/輔導活動/音樂】 

1.各職職業實作體驗: 

<研究型>營養師(講座)、教授、學者 

<藝術型>傳統藝術(掌中劇欣賞/舞獅體驗/藍染體

驗/)、演奏家/畫家/導覽員(美術館、音樂廳參訪) 

<社會型>教師、心理師、校護(探究與訪談) 

<企業型>業務、企業家、飯店經理、民代(探究) 

<事務型>秘書、銀行員、公務員(探究) 

<實用型>建築師/工人(探究)、運動員(探究訪

談)、工程師、農漁牧工作者(探究) 

2.與職人有約: 

訪談兩所獨立書店(石墊子、星星城堡)老闆開業與

經營心路歷程。夢想與現實如何取捨平衡? 

3.描繪未來的自己: 

搜尋自己有興趣之相關職頁介紹，閱讀相關領域職

人精神，製作與編輯簡報。 

 

三、綜合活動 

1.班級<百工之歌>主題曲音樂展演。 

 

 

 

翰林綜合八

下<生涯規

劃局> 

<生涯探索

記> 

 

 

 

 

講述、引導

與賞析、分

組討論對話 

繪本、 

教科書(康

軒、翰

林)、資訊

科技 APP及

載具 

學習單、

實作評量

(製作簡

報、口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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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同學分享與報告職業百工簡報。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跨領域的主題選擇，來自於檢視學生面對未來需擁有的能力，抽絲剝繭後，與

現有教材內容搭配，穿引出【SOLO&SOLE】概念的本年度課程。這樣主題的選擇，

相信對於孩子真正所需能力有正面實質的幫助，也是未來跨領域課程和其他領

域教師一起協作的基礎。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1.八年級下學期將規劃九年級是否參加技藝學程，這些跨領域課程可以幫助學

生多方探索生涯選擇。 

2.資訊科技是未來各種行業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3.可以參訪體驗見學，訪問不同職業類別的人，很新奇。 

推廣與 

宣傳效益 

芎林國中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QionglinJuniorHighSchool/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職業認識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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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職人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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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見學|職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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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見學(傳統技藝:掌中劇) 

  
                        

 

                 職場見學(傳統技藝:客家舞獅) 

 
          

        職場見學(藝術場館課程體驗:李梅樹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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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見學(藝術場館課程體驗:三峽祖師廟) 

           
 

 

 

              職場見學(藝術場館課程體驗:兩廳院)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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