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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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以跨域美感課程為本的植物聲音劇場 —春華秋實，聲植我心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陳怡靜 

 █音樂：張萬苓 詹子昀(實習學生) 

 █表演藝術：王于菁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 生物(賴廷倫)            

其他：聲音工作者(蕭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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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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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      

參與班級數：  14      

參與總人數：   504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音樂: 學生具備基礎樂理概念、合唱能力、能聆聽分辨運用聲音，書寫聲景。 

生物:  1. 學生知道植物從型態與演化來看有不同類型。 

      2. 學生可以指出不同的植物器官例如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3. 學生能觀察特徵並進行分類與描繪。 

美術:  1. 學生具備觀察與描繪能力。 

       2. 學生具有單色素描能力。 

國文: 學生曾參與【城中詩樂園】課程，創作地景三行詩。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8   節 

（藝術課程  4   節／非藝術課程  2   節／跨域美感課程  2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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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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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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中共 1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其他科教

師進行授課，我在場觀課並記錄，課後再一起議課滾動式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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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心智圖、各式概念架構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

能、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課程發展理念 

想到蔣勳老師在《身體記憶 52 講》書裡說的: 

我是種子，我是花，我也是果實，我的身體在不同形式中流轉。 

我們的身體如果能夠向大自然學習，會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身體。向大山學習，向海洋學

習，或者更簡單一點，向一朵花學習。 

學期課程配合第三屆山城海詩歌節主題「春華秋實」，以「草木視角：在土地上」為主

軸，進行詩樂舞劇的教學與創作，呈現方式為融合生物、文學、舞蹈、擬音的聲音劇。  

詩樂舞劇的創作，來自一步步放入不同的元素。古人的跨領域：詩樂舞，啟動五感六覺，

音樂課堂用聲音去看植物，首先由藝術歌曲裡的植物圖鑑說起，老師列舉許多生活化的

例子，著重在與學生的生命關聯。如提到：舒伯特藝術歌曲「野玫瑰」中的愛情觀、「菩

提樹」象徵思鄉；《鬼滅之刃》的紅蓮華->彼岸花（花葉永不相見，植物特徵與人性連

結）；孫盛希的歌「稀有植物」（探討愛情）；布農族植物意象（神話故事中的植物書

寫）；校園裡的植物「構樹」（南島語系來源、基因）。 

接著生物老師帶領同學巡禮校園，觀察植物樣貌姿態，進行一系列以「植物書寫」為主

的「詩的賞析及創作」,透過校內植物走讀的課程,認識植物並結合詩的發想,書寫三行詩

《像極了自己》。 

美術課堂帶領學生賞析繪畫中的植物，以校園植物的外型特徵、氣味、生長特性等象徵

意義，繪製植物，將圖、文組織成為明信片。 

最後以植物為文本，加入擬音與配樂設計，讓肢體、生命意象與土地意象逐漸靠近。並

納入影像、肢體與劇本進行文學與跨領域應用教學，期望同學能在自己的校園，為青春

與土地創生一齣詩樂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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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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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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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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之   自然      領域核心素養：自 S-U-B1、自 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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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賞析音樂歌詞中關於植物的書寫與意象。 

第 1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音樂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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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中植物的不同特性、氣質 

二、 開展活動 

（一）三行詩創作 

 1. 分組 google一種植物並上傳圖片至雲端 

 2. 整組共同寫一首三行詩，需包含:空間、植物外型、

藝術歌曲中

的植物 

 

專題討論式

教學 

 

遊戲式學習 

電腦 

 

音響設備 

 

影音 

 

PPT 

 google雲

課堂問答 

 

教師觀察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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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二）猜謎活動 

  唸詩與猜圖 

三、綜合活動 

 提醒下週課程會到校園尋找與自己氣質相似的植物，需 

 攜帶手機、紙筆 

端資料夾 

第 2-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校園植物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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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老師引導學生觀察校園植物，發現特色並進行圖

文描繪 

二、開展活動 

教導學生使用 iNaturalist進行植物查詢與辨識。 

三、綜合活動 

完成學習單拍照上傳 

講義 

自編教材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免費手機 

APP 

 

學生準備紙

筆 

學習單 

 

第  4-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植物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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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植物的符號象徵 

2. 鮮花簇擁的少女－穆夏 

3.  女性的陰性書寫－歐姬芙 

4. 比較科學圖鑑/藝術繪圖 

二、開展活動 

尋找校園中你感興趣的植物 

1. 仔細觀察 

(不同角度、不同距離、同種不同株…) 

2. 歸納出該植物的典型造型 

3. 可利用「形色」APP 輔助判斷植物名稱 

4. 延伸查詢相關資料 

(特色、用途、歷史、花語…) 

繪畫中的植 

物 

創意思考教

學 

 

協同教學 

電腦 

 

代針筆 

 

明信片 

 

PPT 

實作評量 

 

教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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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圖、文組織成為明信片 

三、綜合活動 

繪製明信片 

學生用代針筆畫細節輪廓，以線條粗細區分前後關係，

畫出質感與明暗 

第  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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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耳練習：讓學生閉上眼睛聆聽教室中有那些聲

音，並記錄下來 

1. 除了環境中的冷氣聲、風扇聲，老師可以在教室不

同地方使用雨聲棒、揮動紙張、撥彈拇指琴、翻摺卡片

等… 

2. 徵求同學發表剛剛記錄下的聲音 

3. 此活動為教室中的聲景練習，在閉上眼睛的情況下，

耳朵聽到的聲音形成另一種的「風景」 

（二）描繪練習：讓學生把聽到的聲音記錄下來，學習

把抽象的聲音視覺化，嘗試五感聯覺 

1. 老師舉例：讓學生看當代音樂怎麼聽？ | MUZIK 

READ (muzikair.com)，此網站將聲音以不同影像或圖

案呈現，包含：線性、圓點…藉此輔助學生練習聲音視

覺化的活動 

 

2. 嘗試將剛剛聽到的聲音，從聲音的遠近、紋理、大

小聲切入；或是將聽到的感受描述下來 

3. 徵求自願同學發表描繪的內容 

4. 老師給予適當回饋 

二、 開展活動 

（三）看看古人如何描寫聲音 

1. 播放投影片，讓學生看白居易〈琵琶行〉、蘇軾〈赤

壁賦〉及楊牧〈夏之絕句〉的例子，感受古人或是詩人

是如何使用文字將聲音描繪 

（四）紙的Ｎ種玩法：藉由隨處可得的「一張紙」，讓

擬音課程架

構 

 

自編講義 

問題導向教

學 

 

創意思考教

學 

 

協同教學 

 

學生實作 

使用校外人

力資源 

 

各式發聲物

件 

 

空白紙張 

 

電腦 

 

音響設備 

 

影音 

 

PPT 

學單單 

 

課堂問答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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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想，可以用什麼方法發出聲音 

1. 老師發下空白紙張 

2. 以不同情境發想，如：吵架時憤恨將結婚證書撕掉

走人；月考後開心地將計算紙撕掉；難過時把紙張揉

掉…讓學生試著揣摩不同的力度、速度聲音有什麼變

化 

3. 挑選一位同學上台發表 

三、綜合活動 

（一）認識擬音：學習基礎擬音技巧 

1. 播放投影片，講述擬音是一種電視電影中的音效 

2. 問答時間：為什麼導演在拍片的時候不同時收錄現

場的聲音，而要使用擬音呢？ 

3. 解答：在拍片現場中，通常以收錄對白為主，因現

場常有環境雜音，因此通常在影像完成後，再由擬音

師同步模擬聲音。除此之外，擬音也可以模擬出許多

細微的聲音。如：切菜聲、腳步聲…等，都會讓觀眾在

觀影的時候更進入電影當中 

4. 播放擬音的影片：The Foley Artist - YouTube。在影

片中提醒學生觀看每一個細微動作的聲音是什麼方式

模擬出來的。且為了講求逼真，聲音都會和影像同步 

5. 問答時間：你認為一個專業的擬音師需要具備什麼

能力呢？ 

6. 解答：像一個專業的攝影師需要對光影變化非常了

解，一個導演需要對運鏡有充分的了解。擬音師呢？

擬音師除了要對聲音的音色十分敏銳之外，還需要具

備創意以及耐心。許多藉由擬音製造出的聲音可能是

使用我們完全沒想過的物件。在不斷的嘗試、練習之

後才會變成我們聽到的聲音 

（二）擬音實作：透過老師現場示範幾種擬音的方式，

讓學生學習發揮創意，實際操作擬音 

第 7-8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劇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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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學，各組以「草木視角：在土地上」撰寫文本 

二、 開展活動 

各組分配任務，各司其職，進行排練 

分組實作 

 

合作學習式

教學 

電腦 

 

音響設備 

 

使用校外人

力資源 

展演實作 

 

組內互評 

 

同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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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成果展演 

自評與互評 

 

自評互評表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生物- 賴廷倫老師 

從植物的觀察、描繪到感受，也就是從學科內涵到情意感受的連貫發展，在不同學生

之間仍有個體差異，可以再思考如何做更好的教學引導，或是用更長的時間來發展學

習活動。 

音樂- 張萬苓老師 

植物聲音劇場是一系列跨領域的課程，課程橫跨了生物科的校園植物認識、國文科的

文本創作、及表演藝術科的劇場演練。在教學活動中，學生時常不明白「植物能發出

什麼聲音？」，這一系列的跨域課程想要讓學生發想的不是植物本身，而是藉由情境、

擬人、生命故事讓學生開啟對無法發出聲音的植物產生更多創意聯想。當然，此類的

跨域課程由於課間活動比重稍重，在教學過程中需時刻注意學生的完成度及聚焦度，

否則學生容易在小組討論時喧嘩聊天至忘我的境界，因此教學者在每堂課的「要求學

生繳回學習單」及「成果驗收」的動作至關重要。但是，透過此跨領域課程也著實看

見學生的創意及成長，從《像極了自己》的簡報作業就可發現，在短時間內學生的作

品是兼具內容及美感的，這些都是值得肯定！除此之外，聲音劇場的呈現也毫不遜色，

除了規定的文本及聲音外，學生會額外加入肢體、布景、走位…等，希望以此為基礎，

未來有望結合更多不同領域的學科內容，培養學生成為 E世代中的全方位人才。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關於校園植物踏查與圖繪: 

A 同學: 上過課發現原來校園內有那麼多種植物，透過繪製植物也讓我對植物的構造

更熟悉，使用的畫法雖只用到黑筆，卻能透過點的密度可以把植物的光影材質表現出

來，非常實用。 

B 同學: 在校園深處不起眼的角落，都有可能發現獨特且充滿美感的植物。只要仔細

觀察，就連走道旁，隱藏在陰影中、不起眼的雜草叢內，都有可能發現不曾注意的美

好。透過 iNatueralist，我也更了解學校內蘊藏的豐富生態和植株特色及名稱，原來小

小一個校園就有如此多樣化的生命。到動手繪製明信片的階段，雖說只是簡單描摹其

輪廓，但看到的植物型態透過自身情感投影和大腦解讀，筆下的每一幅作品都被賦予

了不同的意義，彷彿一個全新而美好生命就此誕生。 

C 同學: 這是我第一次用科學繪圖的方法畫植物，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成果也讓我

很有成就感，謝謝倫子老師帶我們去尋找校園裡的植物，謝謝美術老師仔細地教我們

繪圖的方法與技巧，當然也要謝謝萬苓老師籌辦這次跨領域的課程，讓我學以致用！ 

成果發表之後:  

D 同學: 老師除了引導聽植物的聲音之外，也有引導我們去觀察植物的姿態、紋理、

顏色、形狀等，就是植物的視覺樣貌。還有嘗試去觸摸，感受樹或是葉片、種子的觸

感，也讓我們動手去採集掉落的種子、葉片、果實等，那些最後都成為音樂創作上的

素材。我有時在自然環境中也會感覺到樹在跟我說話，他們搖曳的姿態很像在傳遞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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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訊息，就是 「樹也是有聲音的」。但那個聲音不見得是真正的聲音 sound，有時常

常是另一個層次的聲音 voice。聽見那樣的聲音有時會跟個人經驗有關，我自己最近特

別喜歡棕櫚類的樹，一方面是他們葉片很大，風吹起來聲音特別清脆好聽，再來是我

之前在東南亞旅行，那樣的熱帶風情會讓我想到在那裡旅行的經驗，還有我遇見過的

人，類似這種植物跟自己生活經驗的連結。非常感謝老師藉由植物帶領我透過聲音解

讀日常中的聲音風景，結合人文、環境與個人體驗來創作。 

E 同學: 這次的春華秋實表演雖然受到了疫情的影響，無法實體演出十分可惜，不過我

們組仍用心的準備背景給演員們。 

一開始對於道具的準備毫無頭緒，包括怎麼準備與主角等高的樹、怎麼在背景裡畫一

棵雲杉…等等，都令我們組十分頭疼，甚至想過要和學校借聖誕樹。最後雖然想出一

些可行的方法，但這一切全在疫情爆發後泡湯了。不過即便疫情嚴峻，我們仍在線上

努力討論，分工合作，有人畫素描、有人找素材，終於在期限內把背景做出來。雖線

上討論不比在學校討論時有效率，但我們透過課餘時間的努力，將一切化為可能。 

謝謝萬苓老師，讓我們可以參與如此特別又難得的活動，而此次活動也讓我們學習到

很多，包括怎麼製作背景、找素材、分工合作等等。也謝謝其他組的同學們，謝謝編

劇、音樂、導演、演員組的努力，才可以讓春華秋實順利進行！最後感謝道具組的每

位成員們，大家都很努力！辛苦了！ 

推廣與 

宣傳效益 

透過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結合其他領域理念相契的夥伴老師，由點線面形塑北一『城

中學』。 

教學研發成果：教案、學習單、植物圖文明信片、三行詩《像極了自己》、植物聲音

劇場、音樂劇《春華秋實─除卻巫山不是雲》 

學生創作分享 

像極了自己創作連結        植物聲音劇場 

 

 

 

 

 

影片分享： 

 北一女中| 跨領域美感課程 |春華秋實紀錄短片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照片請另提供原始 jp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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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跨領域教師共備 生物課校園植物踏查 引導學生觀察校園植物 美術課進行植物圖繪 

 
 

   

美術課進行植物圖繪 音樂課堂_看見聲音_聲

音視覺化的可能面貌 

邀請劇場師資王于菁老

師協作 

詩樂舞，啟動五感六覺，

以植物視角 

 
 

  

    肢體律動工作坊 擬音工作坊 疫情間線上 meet授課 線上演出示意圖 

 

學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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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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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課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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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教案格式可以再簡化，裨益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