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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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逐格動畫-石虎保育行動課程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陳婉萍 

 □音樂：（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教師姓名）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 國語：陳岑薇老師 自然：劉姿辰老師 資訊：林在營老師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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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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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年級     

參與班級數：    3    

參與總人數：    13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24   節 

（藝術課程  12   節／非藝術課程  6  節／跨域美感課程   6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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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岑

薇主教，陳婉萍從旁協助；陳婉萍主教，林在營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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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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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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生活中發現問題、思考問題並解決問題 

學校周遭自然生態物種豐富，火炎山附近更是一級保育類動物石虎的重要棲地，

我們該怎麼與環境共生永續發展，打造一個友善石虎的生態學習環境呢？教學設

計將探究主題融入生活化並與社區活動的情境做連結，帶動或刺激學生討論，鼓

勵學生去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法。透過動畫腳本的創作讓學生在情境中演譯一個角

色，掌握角色任務及職責，讓學習具有實質意義。 

二、從欣賞、撰寫腳本、執行逐格動畫製作及影片剪輯四部分設計 

    藉由教師引導，讓學生能夠實際體驗一部逐格動畫的創作過程。教師使用小組學習

的精神，故教學過程中，教師常使用小組學習法，培養學生團體分工與討論的技

巧，提升學生人際互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藉由教師從旁跟拍的影像紀錄，將學

生從無到有的逐格動畫創作歷程記錄下來，錄下學生的構思、討論、繪製與錄製，

最後再進行動畫的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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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本的創作

場景與角色繪製

逐格拍攝內容

動畫剪輯與配音

• 語文

• 藝術

• 資訊

•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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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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議題      領域核心素養： 

• 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並進行創作。  

•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能利用資訊科技表達想法並與他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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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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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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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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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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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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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以藝術整合各領域知能，激發學生認識並理解陸域生態永續的重要性。 

2. 能合作進行故事劇本創作學習。 

3. 能學習逐格動畫繪製的基本概念，認識動畫作品中包含了各項的元素，如故事、

繪畫、教育意義等。 

4. 能使用電腦影片處理軟體，將紙本的繪畫轉為動態影片，了解如何操作影片剪輯

軟 體，配音、輸出等流程。 

5. 能從課程中理解石虎等野生動物的生存危機與困境，進而為保育石虎盡一份心

力。 

6. 能結合主題為生態、環境、自然等科普知識，幫助學生創作逐格動畫的過程認識

社區環境、關懷環境生態。 

第 1-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認識逐格動畫與故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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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逐格動畫：播放天竺鼠輔車影片 

2. 從影片分析逐格動畫的製作原理 

3. 認識影片中的各項元素 

 

二、 開展活動 

1. 故事接龍即興創作：讓學生分組，進行故事接龍，每

人 10 秒內要接續前一位同學的內容進行故事接龍。 

PUI PUI 
天竺鼠

車 車 

第 01

話【塞

車了是

誰 的

錯？】

｜

Muse
木棉花 

動 畫 

線上看 

- 
YouTub
e 

 

3．5．8 3．5 
即興創作 

學習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tTRrno3E&list=PL12UaAf_xzfq1Qw3hO43WvcgAo_Sju6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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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學生舊經驗出發，引導學生進行石虎相關議題故

事創作 

 

3. 分組進行故事創作寫作：老師進行組間指導 

 

三、 綜合活動 

小組發表故事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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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蕉埔社區的動物生態與野生動物的生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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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校外資源-石虎媽媽陳美汀老師介紹石虎 

 

二、 開展活動 

1. 認識石虎：學生透過平板進行石虎相關資料的搜集

並上台介紹 

 

2. 認識石虎的生存危機與討論學可以進行的行動方案 

 

 

PPT投影片 3．5．8 1．5 
Kahoot!即

時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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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1.石虎知識大挑戰 

 

第 7-9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逐格動畫腳本分鏡表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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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同學依據語文課的二個「石虎保育」故事當核

心進行發想及修正。 

 

二、 開展活動 

1. 分鏡表學習單寫作說明 

 

逐格動畫分

鏡表學習單 
3．5．8 1．5 

學習單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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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進行分鏡表學習單討論 

 

3.分鏡表創作及繪製 

 

三、 綜合活動 

1.分鏡表成果彙整 

 

第 10-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逐格動畫場景及角色繪製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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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入活動 

1. 繪製技巧說明 

 

二、 開展活動 

1. 學生分組分工場景繪製 

 

2. 學生分組分工角色繪製 

 

3. 角色完成剪裁 

 

圖書紙 3．5．8 3．5 

場景及角

色繪製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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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1.逐格相片擺拍測試 

 

第 15-19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使用攝影工具進行逐格照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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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工具介紹及講解 

 

二、 開展活動 

手機 

固定架 

藍牙拍照器 

3．5．8 3．5 
逐格照片

拍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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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攝說明：拍攝前先分析人物關係，每一場戲的人

物距離，為何要這麼走位及運鏡（每秒大約需要

8~12 張相片） 

 

2. 分組進行分鏡表內容拍照

 

 

三、 綜合活動 

1.拍攝之照片上傳至電腦準備進行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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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2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逐格動畫剪輯、配音、上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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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輯軟體使用教學 

 

二、 開展活動 

1. 分組進行影片剪輯 

 

2. 分組進行配音錄製 

 

3. 分組進行上字幕 

剪輯軟體 

麥克風 

電腦 

3．5．8 3．5 
逐格動畫

拍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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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1.成果分享:逐格動畫影片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1. 動畫內容繪製需要較長的時間讓學生進行操作，除正課時間外，需多花額外時間

讓學生進行繪製。 

2. 手工繪製之動畫較為粗糙，但是透過課程讓學生了解動畫的製作過程，在看到自

己的作品動起來的那一刻，學生都感到非常興奮。 

3. 雖然作品的精緻性較為不足，但是教師們紮實的教學及學生們用心的實作，給學

生相當難得動畫創作體驗。 

4. 結合學校的校本課程石虎保育進行，學生除了動畫的學習之外，更能理解石虎

等野生動物的生存危機與困境，進而為保育石虎盡一份心力。 

5. 學生在於資訊設備的應用與使用能力也有明顯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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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詳如附件 

推廣與 

宣傳效益 

鼓勵學生參與本縣辦理之苗栗縣 110 年度學生展能停格動畫創作比賽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詳如附件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