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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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荔鏡記新傳—戀戀桃花源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 許詠棠  
■表演藝術： 薛儁豪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 

非藝術科目： 歷史（吳旭彬）、生活科技（莊一烽）  

其他： 校長（王怜瓔）、國文（劉芹樺）、國文（雲雅慧）、生活科技（莊一烽） 

總人數：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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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年級   

參與班級數： 5  

參與總人數： 115  

課程屬性：■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音  樂：具備基本的音樂敏感力。 

表演藝術：肢體能依節奏擺動。 

歷  史：對明清史有基本的認識。 

生活科技；能分辨不同的色彩。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30 節 
（藝術課程 23 節／非藝術課程 2 節／跨域美感課程 5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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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由薛儁豪主

教，雲雅慧從旁協助；由許詠棠主教，雲雅慧從旁協助；由莊一烽主教，雲雅慧、吳

旭彬從旁協助；由吳旭彬主教，雲雅慧從旁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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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發展理念 

本學期的跨領域美感課程，藉由對《荔鏡記》的探討與理解為基礎，在表演藝術領

域的目標，是希望同學們對於中華傳統藝術上獨有的「程式化表演」有更深刻的體驗與

接觸，程式化的動作是戲曲藝術甚或可說是中華文化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根據戲曲對於

表演呈現美感上獨特且細膩要求，從生活中自然的語言、動作進行提煉、概括、美化、

變形，故這次的課程設計更著重從生活體驗出發，每個人的生命歷練都是最好的表演素

材，當表演能和生活真正的碰撞，才能激發出深刻的情感與光彩。 
在日常生活中一睜眼，映入眼簾各式各色的色彩，在生科課中結合表藝課所學的色

彩學三原色的原理，透過燈光的投射，產生各種不同的顏色，讓學生瞭解舞台燈光是如

何產生出來，且希望學生將所學與生活結合。 
第一學期音樂課時帶領同學認識中國樂器、基本的樂曲調式、音階等等，並於這學

期從中國元素放眼世界，從五聲音階做發展，帶領他們探索許多此類衍生之作品，最後

藉由這些教學過程中再回頭欣賞《荔鏡記》，讓學生能用更多面向鑑賞這部明朝潮劇。 
南管戲曲「荔鏡記」是在敘述古代女性勇敢追求愛情的故事，由於不合傳統「父母

之命」的主流價值觀常被朝廷查禁，它反應的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故本門課設計理念

在於著重討論傳統歷史敘述中常被忽略的女性，藉由審美觀的變化、纏足風俗、婚姻形

式及貞節牌坊等主題，討論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地位的變遷，補充歷史教科書中所缺乏的

女性面相，讓學生對「荔鏡記」戲曲中所反應的時代精神，有更清楚的瞭解。 

荔
鏡
記
新
傳

：
戀
戀
桃
花
源

課程

表藝課

無所不在的表演空間

東西方的肢體美學2

讀劇

音樂課
音樂主要元素

中國五聲音階運用

生科課 炫麗的舞檯燈光

歷史課 「陳三五娘」戲曲中的明清傳統社會

社團
南管戲曲社

武術舞蹈社

研習

教師場
長袖扇舞

跨領域美感線上課程分享

學生場
《荔鏡記》生旦丑角的唱唸

金光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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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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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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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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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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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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對應之  社會  領域核心素養：社-J-A1、社-J-B1、社-J-C3 
 ■對應之  科技  領域核心素養：科-J-A1、科-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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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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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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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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認識各國的藝術節。 
二、知道生旦（五娘）的形象：削肩、平胸、柳腰、纖足。 
三、比較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 
四、使用心智圖整理出上課的內容。 
五、學習表演空間的使用。 
六、探索傳統戲曲《荔鏡記》中音韻與情感的結合。 
七、區分《荔鏡記》中生角和旦角的動作。 
八、分享在不同空間與距離中演員的表現。 
九、辨別默劇動作與程式化表演。 
十、透過音樂進行身體的擺動。 
十一、運用聲音和肢體呈現一齣短劇。 
十二、演奏/演唱中國作品。 
十三、學習中西樂理、南管基本樂理。 
十四、以南管曲譜音樂，讓同學熟知並能結合其他科目跨領域美感課程。 
十五、認識各類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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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了解色彩學三原色的原理，並透過舞台燈的投射，產生各種不同顏色的燈光。 
十七、了解並熟練舞台燈的操作方式。 
十八、能依據主題呈現相對應的舞台燈光。 

第 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無所不在的表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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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表演走出劇場，藝術融入生活 
1.介紹各國知名藝術節（以英國愛丁堡與法國亞維農藝術

節為例）。 

2.介紹臺灣本地藝術節（以臺北藝穗節、超親密小戲節、

河床開房間劇展為例）。 

3.再拒劇團：公寓聯展（一場在居家場域發生的觀感饗宴） 

4.影片欣賞：分享藝術節中非常規劇場演出片段。 

二、 開展活動：空間決定你的表演能量 
1.設定不同的空間情境讓同學模擬呈現，看看空間的變化

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現。 
（1）校長在升旗時對學校同學說話。 

（2）早自習考試立可帶用完了，想偷偷和隔壁的同學

借用一下。 

（3）一個帶位的餐廳服務員，並向客人介紹餐點。 

（4）你忘記帶鑰匙，電鈴又壞掉了，在樓下向四樓的

媽媽大喊請她幫你開門。 

2.表演時間：同學上台後指定題目，並給予一分鐘的思考、

準備時間。 

3.觀察與討論：請同學分享在不同空間與距離中演員的表

現有什麼改變。 
表演的能量隨著與觀眾的距離而有所改變，所以舞臺表

演總是誇張的其實是種誤解，只是劇場演員經常需要根

據劇場的大小、觀眾的遠近來收放自己的能量與詮釋，

這也解釋為何影像導演總是要求表演上的細膩，因為某

種程度來說，鏡頭就是觀演關係中最近的一種距離。 

三、 綜合活動：導演與策劃 
傳統表演藝術大多發展自街頭巷弄的說唱文化，如今隨

著時間演變發展，這些經典劇目在正式的表演劇場中毫

無違和，反倒在非劇場的空間中變得難得一見，若今天

要你重新演出「荔鏡記」，根據你對劇情、人物的了解，

你會選擇在什麼樣的場域做演出呢？分組討論，分享你

的創意並解釋為什麼。 
1.用遊走的方式將學生以適當的人數分組（4～5 人）。 

2.講解討論題目與分享規則。 

3.分享與討論，除了同學們給予彼此的表演分享心得與建

議，同時讓學生比較、感受同樣的故事在不同的空間呈

現，會碰撞出什麼不一樣的效果與感受。 

課堂活動、自

編教材 ppt、

網路影片 

講述法 

影片欣賞 

分組活動 

實作活動 

討論法 

課本教材內

容、自編教材

內容、電腦、

投影幕、影音 

資料與網路

資源等 

表演呈現、

評論與心得

分享、分組

構思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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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東西方的肢體美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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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劇動作與程式化表演 
1.介紹什麼是默劇動作。 

2.介紹什麼是程式化表演。 

3.課堂活動：從西方的精準與誇飾（默劇動作）到東方的

轉化與優雅（程式化表演） 

二、 開展活動 
1.以「荔鏡記」中陳三與五娘兩個角色來認識戲曲身段中

生、旦角的開門動作。 

2.生角的開門動作練習。 

3.旦角的開門動作練習。 

三、 綜合活動 

1.請同學觀察自己起床後，意識由模糊到清醒，過程發生

的事件，身體的狀態又有什麼改變。 

2.講解表演規則：無實物表演，表演的過程當中只能用簡

單的桌椅作為道具，完全由肢體動作但簡單的配音建

構出自己從起床到出門的一系列過程。 

3.分享與討論，除了同學們給予彼此的表演分享心得與建

議，同時讓學生比較、感受系列課程中東西方的肢體呈

現有何不同感受，以及這次以肢體動作為主的呈現方

式和以往依靠臺詞語言的表達有什麼樣的不同。 

課堂活動、自

編教材 ppt、

網路影片 

講述法 

實際演練 

討論法 

課本教材內

容、自編教材

內容、電腦、

投影幕、影音 

資料與網路

資源等 

分組表演呈

現、評論與

心得分享 

第 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讀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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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與情感 

1.感受身體的律動 
為什麼古人讀詩要搖頭晃腦？其實藉由身體的擺動，能

更容易的感受到詩詞或音樂中的韻律，由全班一起讀一

首簡單的詩，透過整齊一致的律動，尋找到詩詞的節奏，

進而體會詩詞中的抑揚頓挫，自然而然理解何謂音韻。 

2.介紹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是西方劇場中強調音韻的代表人物，他除了是

位知名的劇作家，更是一位極具天賦的詩人，在莎劇表

演中，聲音表情對於情感和音韻的要求更是格外細膩，

才能完整體現出他藏於臺詞當中優美而動人的詩意。 

3.傳統戲曲欣賞 
從回顧「荔鏡記」的表演中一窺傳統戲曲中音韻與情感

的完美結合。 

4.引導與分享 
欣賞東西方充滿音韻之美的演出片段後，試著讓同學具

體表達心得感受，缺乏情感的音韻會使人感到匠氣做

作，而缺乏音韻的情感或許真實卻欠缺美感。 

童話故事〈國

王的新衣〉、

課堂活動、自

編教材 ppt、

網路影片 

講述法 

分組活動 

討論法 

改編劇本紙

本、課本教材

內容、自編教

材內容、電

腦、投影幕、

影音 資料與

網路資源等 

分組讀劇表

演呈現、評

論與心得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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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展活動：從暖聲開始 
1.放鬆臉部肌肉─獅子與包子 
當老師說獅子時，學生需要將五官表情張到最大，而說

到包子時，需要將五官縮到最小，老師隨機更動指令，

配合簡單的臉部按摩，提高學生專注力亦可放鬆臉部肌

肉。 

2.調整呼吸 

所有人跪爬在地面，雙手向前伸直，全身放鬆，當吸氣

時需感受自己的腹部進氣且抵住大腿，這樣才是正確的

吸氣方式，當吸飽氣後，緩緩地將氣息由口吐出並發

「嘶」的聲音，直至將氣全部吐出，並重複數次，直到

習慣腹式呼吸。 

3.a i u e o  
利用英文母音，同學們圍圈站直，利用腹式呼吸將氣吸

至丹田，吐氣時發「a」直至氣息完全吐出，以此類推並

重複數次，直到聲帶完全放鬆，且過程中要避免亂吼狂

叫，反而傷害聲帶適得其反。 

三、 綜合活動：讀劇呈現 
1.用遊走的方式將學生以適當的人數分組（5-6 人）。 

2.講解表演規則：每一組同學都要輪流上台呈現，以童話

故事「國王的新衣」改編為劇本，依組別分配角色，分

組排練，每個演員都將分飾兩位以上的角色，透過聲音

表演做出區別，以感受不同的角色各自都有的情感與

音韻。 

3.表演完成後請同學發表對於剛剛的呈現有什麼感想，且

明確的定義什麼是建議、什麼是批評、什麼是攻擊，引

導學生如何清楚的具體的表達出自己的意見，也帶領

學生如何去接受別人給自己的批評和建議。 

第 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音樂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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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同學一首曲子中包含哪些音樂素材？ 

二、 開展活動 
1.老師講解各類藝術領域(美術、戲劇等)所包含的幾個基

本要素。 

2.介紹音樂主要元素： 
(1)引導學生思考寫作曲子需要考慮的事情。 

(2)討論出三個大方向(節奏、旋律、和聲)。 

(3)老師從這三大音樂元素先做簡單的概論。 

(4)依序講解節奏、旋律、和聲的定義。 

(5)老師以鋼琴示範這三要素的重要性(小星星)。 

(6)播放影片及音樂，並從中介紹幾個特定的節奏術語

(華爾滋進行曲等)。 

3.樂器操作 
(1)樂器概述(加入新進的樂器邦戈鼓、天巴鼓) 

網路影片、簡

報、樂器。 

詢問法 

講述法 

實際操作 

 

PTT、圖片 

音樂、影片 

樂器 

獎品、圖片 

 

 

 

能說出音樂

元素 

能演奏打擊

樂器 

能和他人一

起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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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講解合奏的要領及如何操作樂器 

(3)請同學分組並與組員之間誰負責演奏何項樂器。 

(4)小組練習 

(5)成果展演 

三、 綜合活動 
1.課程結束，運用有獎徵答的方式，測驗學生對於音樂三

要素了解的程度。 

2.老師總結：提點幾個寫作曲時的重點，並鼓勵學生如果

有興趣可以嘗試寫一首簡單的曲子。 

第 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中國五聲音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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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上學期學生的音樂作業並複習中國五聲音階。 

二、 開展活動 
1.複習五聲音階，回憶同學使用直笛吹過的音階種類。 

2.建構七聲音階 
(1)以簡譜列出五聲音階 1 2 3 5 6，此為學生的先備知識 

(2)增加 #F 及 B 音，1 2 3 #4 5 6 7，即中國七聲音階。 

(3)講解中國五聲音階各自的文字「宮商角徵羽」。 

(4)老師講解七聲音階多出的兩個音代表的文字「變宮

音及變徵音」。 

3.五聲/七聲音階的運用 
(1)講解此音階套用在許多東方音樂當中。 

(2)播放中國風流行樂作品。 

(3)播放並簡單講解日本知名作曲家九石讓如何運用此

音階素材至他的作品當中。 

(4)介紹並簡述古典音樂與五聲音階之結合。 

(5)簡短播放《荔鏡記》，同時老師講解此劇的音樂特色

及演出的困難點 

4.五聲音階衍伸 
(1)列出五聲音階 6 1 2 3 5 6。 

(2)於 2 與 3 音之間增加降 3 音，此為藍調音階配置。 

(3)老師講解藍調之由來並示範此音階之特色。 

(4)藍調音階運用在各類音樂風格當中。 

(5)播放相關音樂及影片頑（皮豹、功夫等）。 

三、 綜合活動 
1. 課程尾段，運用有獎徵答的方式，測驗學生對於此課堂

了解的程度。 

2.學習單：針對此次上課內容，藉由寫學習單的方式讓學

生更透徹，最後交代此作業的繳交時間。 

網路影片、簡

報、樂器、學

習單。 

詢問法 

講述法 

 

PTT、音樂、圖

片、影片、鋼

琴、獎品、圖

片 

能說出五聲

音階 

能欣賞中國

五聲音階的

音樂 

能列出五聲

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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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色彩與舞台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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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活動影片（例如演唱會）內燈光詢問學生可能的呈現方

式？ 

二、 開展活動 
1.老師講解各類藝術領域(美術、戲劇等)所包含的幾個基

本要素。 

2.介紹色彩學三原色 
(1)引導學生說出被稱為三原色的原因，是由於它們無

法再被分解，也不能由其他色光混合出來。 

(2)引導學生說出色光三原色指的是紅(Red)、綠(Green)、
藍(Blue)三種色光。 

(3)老師透過圖片說明紅色加上綠色會得到黃色，綠色

加上藍色會得到青色，藍色加上紅色會得到洋紅色，而

色光三原色相加會形成白色。 

(4)老師說明藉由混合不同比例和強度的色光三原色，

幾乎能呈現出各種需要的色彩，電腦繪圖即以紅、綠、

藍(RGB)各 256 階變化，搭配組合出 1677 萬(256 x 256 
x 256=16777216)種色彩。 

3. LED 舞台投射燈操作示範 
(1) LED 舞台投射燈概述。 

(2)老師講解 LED 舞台投射燈操作按鈕的功能及示範如

何操作。 

(3)老師說明操作時的注意事項：只能投射至牆面或天

花板，嚴禁正對他人眼睛。 

(4)分組練習。 

(5)成果展演。 

三、 綜合活動 
1.課程結束，運用有獎徵答的方式，測驗學生對於色彩與

舞台燈光了解的程度。 

2.老師總結。 

網路影片、 

簡報、 

LED 舞台投

射燈。 

詢問法 

講述法 

實際操作 

 

PPT、圖片 

、影片 

LED 舞台投

射燈 

獎品、圖片 

 

 

1.能說出色

彩三元素 

2.能操作舞

台燈 

3.能和他人

合作完成分

組作業 

 

 

第 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陳三五娘」戲曲中的明清傳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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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名字開始： 
1.數字命名法 

2.元朝的制度是除非當官，否則普通老百姓不能取名，只   
能用行第和父母年齡合計為名，所謂「以父母年齡合計

為名」。 

展示歷史圖

片、畫作 

講述法 

分組討論 

智慧電視、 

PPT、A4 空白

紙 

1. 能 瞭 解

「陳三五

娘」名字

的命名的

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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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明太祖朱元璋（又名朱重九）為例。 

4.明代受元代影響，以行第為名， 

二、 開展活動 

1.生旦（五娘）的形象：削肩、平胸、柳腰、纖足。 

2.唐代仕女圖 VS 《紅樓夢》林黛玉。 

             
3.唐型文化 VS 宋型文化。 

4.明清「小腳狂」的年代 

「香蓮十八種」、「三美」（肥、軟、秀）、「香蓮九品」 

   

5.「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婚禮：「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 

（2）婦順：「三從四德」、夫義：「七出」、「三不去」 

6.貞節觀 

（1）「守貞」、「守節」 

（2）「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3）《明史˙烈女傳》：割股療親、絕食殉節、自焚、

刺面毀容等節女、烈女。 

（4）官方鼓勵：「貞節牌坊」 

三、 綜合活動 

（一）分組討論 

1.臺灣地區還有哪裡有貞節牌坊？ 

2.以上，這些列舉的貞節牌坊都是在表揚誰？ 

3.她們都做了什麼事情， 

（二）用心製圖的方法將上課的內容整理出來。 

2.能瞭解審

美觀的變

化 

3.能瞭解明

清傳統社

會對女性

的束縛 

4.能論述官

方為何提

倡貞節牌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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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林氏貞節牌坊 

 

澎湖邱良功母節孝坊 

 

台北中正區黃氏節孝坊 

 

台北北投周氏節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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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音樂課】 

多數的學生對於課程的內容有相當的興趣，畢竟有許多他們生活周遭經歷過或

是欣賞過但不怎麼留意的藝術作品，透過老師的講解之後更清楚作品的創作手法和

藝術價值，課堂師生之間的互動不錯，勇於回答老師的問題並分享自己的觀點。但在

上課之前，個人認為在教案的設計上，可能還需更謹慎考量到學生的先備知識，以防

學生在課堂中會因為難易度的問題而失去學習的品質，部份的課程內容對於學生來

說還是過於艱難，需再多花幾堂課講解或是再修改教案的內容。 

【表藝課】 

感謝能有這次機會，跨領域的與諸位老師們一同藉由「荔鏡記」再次體會中國傳

統表演藝術之美，而學生們在課堂上更是展現出令人驚喜的創意與活力，文化為藝

術之根本，而藝術也同為傳承文化的重要媒介，下學期的課程設計是從感受中西不

同的肢體呈現出發，無論中國的戲曲身段亦或西方的默劇表演，表演者的身體不僅

是一種表演工具，更是對傳統文化最深刻的承載與刻畫。 

【歷史課】 

這門課「在戲曲中遇見歷史」，是以福建傳統南管戲曲「荔鏡記」為契機，向同

學介紹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地位的轉變。由於是以女性專題史的形式來進行跨領域

的教學，與一般學生所熟悉的以時間向度、線性歷史教學的學習經驗有所不同，在教

學現場明顯感受到學生歷史背景知識的不足。所以在實際教學時原本預設學生應該

要知道的歷史典故或背景知識，學生大多茫然不知，必須花比較多的心力補強學生

的基礎，才有可能進行統整性的論述與討論。 

【生活科技課】 

1. 多數的學生對於 LED 舞台投射燈的操作有濃厚的興趣，畢竟他們生活周遭有許多

機會或場合(例如：廟會、晚會、演唱會等)有經歷過 

2. 課堂上師生之間的互動不錯，學生勇於回答老師所提出的問題。 

3. 上課前，須考量到學生的先備知識(色彩學三原色)是否足夠，以防學生在課堂中會

因為先備知識不足的問題而失去學習的動機。 

4. 此次課程內容僅單純為 LED 舞台投射燈的操作，對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來說，還

是稍顯不足，若能結合電腦燈控設備，甚至結合音響設備，定能更加提升學習動力

及更加融入生活周遭所經歷之場合。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林奕宏】 

我覺得學習五聲音階除了可以窺探中國早期的文化以外。再來就是像遇到我們

這些對中國傳統樂器有相同興趣的人，可以開出屬與我和他特別的話題。西方的五

線譜和七聲音階根本用不到。彈奏時要重新熟悉。在社團時我有學過怎麼彈琵琶，譜

上只有歌詞和音標，看不懂所以只有跑去打四塊懂，直到老師出了五聲音階的作業，

又讓我想起它。原來社團所學得跟這有關係，讓我略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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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惠】 

國王的新衣是一篇老少皆知的童話故事，表藝課時，老師給大家劇本，並分組上

台表演，許多同學們把分配到的角色演得活靈活現，如國王低沉的聲音、狡猾的服裝

設計師的表現行為、愚笨大臣的講話方式等等。我很喜歡這次的活動，讓我們體驗了

所謂「角色扮演」，演出時彷彿自己就是那位國王，真有趣。 

【曾國蓁】 

「大開耳界」=「國王的新衣」劇本。 

原來劇除了睜亮眼睛去看，還可以豎起耳去聽。 

憑藉著不同的音色、音高和音量，每一個人物就栩栩如生奔進我們的耳中。連早

晨的太陽也開心的朝我們跑來，宮殿的雄偉也昂首蓋好了。您可是百變之王，平時斯

文的您，瞬間就推出高傲的國王，但無地自容的國王您也毫不費力就用聲音把他送

到我們身旁，讓我們彷彿走在故事當中。我想「鮮活」這個詞就是在這個時候使用

吧！ 

因為這課程，我對於各種人聲有了更多的好奇和聯想，「大開耳界」不只讓我更

喜歡「國文的新衣」這劇本，也使我更期待未來生活將送給我的各種「聲聲不息」。 

【李虹宜】 

我覺得古代的女生沒有自由和權利，所以他們嚮往追求自由。在古代有一堆極

端規定：有奇葩的審美觀、女性地位低等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只能一昧地聽從父母的

決定。 

在唐型與宋型文化中兩者的文化有明顯的差異，唐代較為開放，女性地位高；宋

代保守，女性地位低且壓抑，自宋代興起了纏足這項陋習，對我來說這是一件非常慘

忍的行為，而纏足的興起只為了討當時的皇帝歡欣。女性婚後還有順夫順子、三從四

德等約束，如果這些事發生在現代我覺得應該沒有女生能接受的了。在古代還有丈

夫去世後需要守寡的貞節觀我想現在的人應該鮮有這一類的女性。 

上完這堂課我覺得老師講的很豐富也讓我們了解了古代發生的一些事情、點出

了古代女性的地位這讓我們更重視了性別平等和尊重女性。 

【洪羽萱】 

古代女性沒有辦法自己追求婚姻的自由這件事情有點變態，都需要聽從父母的

決定，如果不聽還要被懲罰，所以只好以私奔的方式去成全自己。這樣的戀愛觀對於

我來說難以接受，為何對女性如此的不公平？雖然男女生身體有差異，但在某些事

情的處理上應該是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以前還有一個女性要纏足的規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規定，為什麼要叫

女生去把自己的腳裹起來去取悅皇帝呢？這是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誇張的規定。在

古代的女生結婚後要遵守婦順夫義的原則，如果結婚後要守這麼多的規則我可能無

法接受。以前的女生還要有貞節觀，在烈女傳裡面記載著在親人受傷或這生病的時

候還要割自己的肉來治療，但是為什麼要女生來做這些事呢？人是生而平等，不應

該把自己的喜愛灌在他人身上。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跨領域美感教育的相關活動照片放置校刊。 

2.邀請集藝工坊黃僑偉老師介紹布袋戲和南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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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聘請張春玲老師演唱《荔鏡記》生、旦、丑角的片段。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音樂課—中國五聲音階 

 
音樂課—學生尋找鍵盤上的中國五聲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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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潮劇《荔鏡記》簡介 

 

表藝課—讀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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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藝課—讀劇 

 

表藝課—劇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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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課—東西方的自由戀愛 

 

歷史課—纏足緣由和審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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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燈光配備的介紹 

 

生活科技課—燈光色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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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陳三五娘」戲曲中的明清傳統社會 

 

學生作品—「陳三五娘」戲曲中的明清傳統社會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舉辦幾場相關的工作坊或研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