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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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星空幻影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張力中 

 非藝術科目： 地球科學 李琯儀            

其他：__地球科學教師徐慧倩、物理老師黃鈺勛（討論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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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實施年級別：    2    

參與班級數：   2     

參與總人數：  76     

課程屬性：□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但因校內整體排課需求，改為必選修） 

  補充說明： 基礎設計＋新媒體藝術（一週 3 堂）         

學生先備能力 

在美術課（高一下才修課）學習過美的原理原則、點線面練習與色彩學。二年級前半

段則是基礎排版、基礎字型設計。 

學生在國中地球科學中，學習恆星與行星的差異、認識太陽系和銀河系，並且在高一自

然科探究實作課程，練習觀察，提問、操作和反思。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5   節 

（藝術課程 2  節）因適逢疫情三級警戒停課，因此所有課程採線上教學。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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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中共  2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前三

節地球科學教師為主要授課者，美術教師協同教學，檢討小作業，最後一節美術老師

主要教學者，地科老師協同）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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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地球科學課程中，星空、太陽系和宇宙對於敝校學生來說，一直是比較難以理解的課

程內容，因為其比例尺度超過想像，幸好現在網路上有許多影片，可以輔助學生理解

宇宙的奧妙。其中一個有趣的是「星座其實只是人類從地球上觀看到的投影，並且加

以想像」，同一個星座中的主要星體絕非在同一平面上，往往彼此相隔遙遠，只是在

地球上看起來彼此相近，被人類加以「穿鑿附會」從點、連線到編織星座的故事。 

此外，「投影」在美術中也有類似的概念，那就是「透視技法」以及相反的「反透

視」，透視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開始在平面上塑造一個幾可亂真的有深度的空

間，或是在室內室外空間，運用反透視塑造一個從單一視點才看得到的「擬真」畫

面，從其他地方看起來，圖面皆會變形不甚美觀。 

因此從星座的立體-平面轉換，到視覺藝術中的平面-立體空間轉換，經過許多次四人

一起的討論，終於找到科目之間的聯繫並加以規劃課程，無奈疫情加劇，原本預定的

參訪活動與課程作業都被迫加以停止或更動，改以線上上課，也取消共同團體創作與

活動，讓學生漸進從借位、透過觀察生活中影子（投影、立體轉平面）進而加上想像

力創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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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之   自然科  領域核心素養：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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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S-U-B3 透過了解科學理 論的簡約、科學 思考的嚴謹與複 雜自然現象背後 的規律，

學會欣 賞科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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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規劃參觀南瀛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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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1 

美術 1 能掌握彩虹的成因與原則，在生活中尋找彩虹 

第  1  節  主題／單元名稱：星空幻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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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爾班「大使」再製的立體骷髏影片 

二、 開展活動  從地球上觀察太陽和月球的大小相同？視覺

錯覺與距離、視直徑的量測方法（穿插美術老師提及「透

視法」，並暫按不表） 

三、 綜合活動  距離會產生錯覺，請同學和家人合作完成 2 張

借位照片，其中一張需要有本人（借助家人）。 

日全蝕、日

月的距離與

大小、視直

徑 

講述法、問

答法 

教師自編簡

報、網路影

片 

線上提問

（課前）、

借位照片

（作業） 

第  2  節  主題／單元名稱：星空幻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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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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作業借位照片 

二、 開展活動  「恆星會移動？」因為觀測點的不同，恆星

似乎在「背景」移動，其實那是因為該恆星比較近，導

入視差形成的原因，與在天文學上的應用：計算恆星和

地球之間的距離 

三、 綜合活動  恆星與背景的關係，由於觀測點的不同產生

偏差，就像是桑久保亮太作品中，藉由移動的光線，不

同的物體產生影子變化的趣味。請同學回家尋找 3 個物

體，並透過移動光線，製造出變形的影子。 

 恆星的移

動與視差 

講述法、問

答法 

教師自編簡

報、網路影

片 

線上提問

（課前）、

影子觀察

（作業） 

     

第  3  節  主題／單元名稱：星空幻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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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影子觀察的作業，OK Go 樂團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MV 欣賞 

二、 開展活動  透過網站 https://stellarium-web.org/ 介紹夏

季大三角，與常見的幾個星座。進一步提醒學生星座是

古人將鄰近的亮星加以連接、賦予故事，然而同星座的

各個星體不在同一平面上，教師透過圖與動畫展示北斗

七星、獵戶座等星系的 3D 結構。 

三、 綜合活動  「影子藝術家」給予學生觀看文森巴爾的作

品，將立體物品施以光線，投出影子（平面）加上繪畫，

形成趣味作品 

夏季星座、

星系結構 

講述法、問

答法 

教師自編簡

報、網路影

片、星象圖

網站 

線上提問

（課前）、

影子藝術家

（作業） 

     

第  4、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星空幻影 3---霍爾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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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前三節的地球科學內容、回顧起頭的

「霍爾班—大使」作品，從變形的骷顱頭開始。 

二、 開展活動  骷髏是用「反透視」繪畫，不過先有「透視

法」，簡介透視法、反透視的運用與效果。另外介紹霍

爾班這位藝術家，是歷史課本「亨利八世」肖像的繪圖

者。 

三、 綜合活動  檢討同學們的影子藝術家作業 

透視與反透

視 

講述法、問

答法 

教師自編簡

報、網路影

片 

線上提問

（課前）、

影子藝術家

（作業）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與建議： 

李琯儀老師： 

（1） 將「視覺錯位」融合在地球科學星空的認識與美術的創作方面深具啟發性，能

使學生分別從科學及藝術的角度看天文，並以此為題材進行影子創作。恰逢疫情居家

授課，上課部分如預備的進行順利，然而實作部分因學生無法來學校，材料不方便發

放而進行更動，更動後地科元素較低（原實作方案融合跨領域素材）。 

（2）.實作部分以家中隨手可得的物品進行「影子創作」，大部分學生用心創作，然



7 

 

有部分同學直接使用網路圖文，需提前提醒、制止，並輔導學生重視著作權及心態。 

（3）  創作部分若有機會小組討論及發表，或許有更多激發創意的機會。 

（4）線上授課的互動性較低，雖有透過問答、點名等方式，仍無法即時掌握學生學習

狀況，線上授課的品質還需改善（學習心態及軟硬體設備），但應變能力已非常卓越。 

（5）  課程發展從常見的天文現象出發，討論天文上的「視覺錯位」，如：星體的視

差現象、太陽月亮看起來一樣大、星座等，然而學生較少觀察星空，對部分現象的共

鳴感較低。建議可以輔以更多影片或實地參訪天文台（疫情關係取消），使學生對天

文現象更有實感。 

（6） 第三節教授「星座」的視覺原理，從直接觀察到的平面星空，到還原出三維宇

宙，是科學的一大進展，背後有空間壓縮的重要原理。然而透過問答發現學生對此部

分的興趣不大，或許是過去吸收知識過於僵化使然，建議可以在課前增加空間壓縮的

思考（如：看影子，試著還原真實情況） 

 

張力中老師： 

（1） 由於疫情關係開始線上教學，之前討論共備設計的活動只能取消，原本有安排

小組競賽活動、天文館參訪活動一律停辦。 

（2） 原本的活動是要小組在校園中呈現錯視創作，除了預期小組協作配合大量討論

與合作歷程，創作成果也希望讓其他班級同學視覺刺激與感受，增進本校學生

對於跨領域認知。然而線上教學讓創作過程與成果無法和同校學生分享。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208 王宜璇：印象深刻的是拍攝借位照片，因為是跟家人一起完成的，在拍攝的過程

中很有趣，令我印象最深刻。上課與作業內容都很新鮮，是之前沒有體驗

過的，所以不會覺得課程枯燥乏味，而是很有趣。 

208 沈秀秀：雖然老師上課交代要如何操作，但私底下執行的時候還是會把影片多看

幾次，看的時候會有新的想法，我剛開始先選擇形狀特殊的物品，用不同

角度的光，找圖案和參考影片中所使用的物品，找到自己的滿意的圖案加

上繪畫，我覺得作品效果是最接近影片中呈現的感覺，從學習模仿的角度

來說。 很可惜使是線上課程，不過從生活中找藝術這點我覺得很親切，

在做功課時會比較有動力，因為就在生活周遭，做起來雖然比較簡單，但

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參與度比較高一點，彈性比較大。 

209 田芠榳：一件物品在不同角度的打光之下，就有了不一樣的樣貌與詮釋。即使是

再平凡的物品，都能有不凡的樣貌。 課程的補充非常的足夠，雖然線上

上課的緣故，使得許多的實作課程都沒得上，但還是透過老師的講解學到

了很多。 

209 羅紫軒：常常在網路上能看到很多人分享借位的攝影作品，通常只是滑過去，當

成娛樂看看。這次課程中把它變成作業，發現到他的原理不難，但是找角

度，有點小麻煩，實際體驗過後，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後續有一

些影子的作業也是，小時候可能都有玩過影子遊戲，用手比出一些東西，

看起來就像動物一樣，這次則是使用物體，將影子呈現不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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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整體上很有趣，那些作業不會太難，靠自己也能完成，都是生

活周遭的小物。 

 

推廣與 

宣傳效益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琯儀老師運用線上星圖來介紹星座 最後一堂課請同學露臉合照 

 

 

 

 作業一 借位照片  邱子庭 作業一 借位照片  黃信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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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二  影子觀察 黃楠哲 1 作業 2 影子觀察 羅紫軒 

 

 

 

 作業 3 影子藝術師 田芠榳 作業 3 影子藝術師 陳杏淇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