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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資培育/合作大學基本資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的師資培育分成中等學程與小學學程，培育方式從修課流程可以看

出，乃從教育基礎課程，到教育方法課程，再到中等教育的分科教材教法、小學教材

教法，最後是教學實習，其間師資生也有不分學年的選修課程。圖示如下： 

 

中等學程修課流程 

 

小學學程修課流程 

 

 

從以上修課流程可以看出，較缺乏科際整合、跨領域的教學培育，尤其是中等教育，

在分科教材教法後，即分科教學實習，於是在專業課程的教育後，沒有太多機會系統

性地思考、發展整合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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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回應此，本計畫與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合作（含所上師資生參與），旨在以 108

新課綱核心素養與議題導向，來開發跨領域美感教育的可能性。主要藉由參與四個已

在進展中的計畫，來收到成果。如下分述： 

 

一、 計畫內容簡述	

1. 展覽「人人社區」	
 

本計畫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中國中部美術老師羅笙豪老師、台南鹽水國小資訊組

組長林永淇老師、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劉癸蓉與蔡棻如老師，發展結合地方文

史、自然科學的跨領域課程，在課堂上帶領學生在地方走踏，回來進行街區拼貼創

作，最後將學生的產出製作成展覽「人人社區」，參與因高雄八一氣爆而逐漸成形的

大型環境關懷藝術展覽「大譜普市：一座偉大城市的技術指南」。 

 

2. 「翻轉校園 旗津國中工作坊：以跨領域藝術教育，建構旗津實驗基地」	
 

台灣從 2000年展開的新校園運動，強調不只針對校舍硬體的改建，也包括對於校園

價值、在地生活、生態環境的重新反思。「翻轉校園工作坊」為高師大與旗津國中共

同合作的第一個工作坊，以旗津國中老師及家長為主要參與對象，藉著旗津國中重建

校園風貌的良好契機，透過高師大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上的強項，與中山大學以及

在地社群合作，共同打造一個跨領域藝術教育的實驗基地，協助旗津國中建立特色，

體現新課綱素養導向精神，也實踐以藝術教育促進地方的創生。正如黃火炎校長期

待：「現在大家來旗津是順道來旗津國中，未來希望大家來旗津是為了來旗津國

中。」 

	

3. 「少年候審室空間改造計畫  前置展覽」	
 

司法院於民國 99 年 12 月 8 日完成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之立法程序，並配

合新制定於 101 年 6 月 1 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在同時間將原屬於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之家事法庭，併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而成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這樣的合併乃因為「非行少年」多出於失去功能的家庭，「一個家

庭、一個法院」（one family one court）之機制，更能處理衍生自家庭的兒童

少年非行問題及家事紛爭。
1
 在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有幾間候審室亟待空間改

造，以安定候審少年的身心，本計畫帶領跨藝所六位研究生（含師資生）謝宇茹、楊

                                                        
1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前言與本院沿革⟩，https://ksy.judicial.gov.tw/chinese/CP.aspx?s=346&n=10335 [Jul 
3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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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諭、鄭育婕、蕭宇汶、銀得貿、林澄昀，以跨領域「圖文創作課」，將帶領非行

少年做圖文探索，並將他們的產出用作空間改造的元素，期待這樣的空間話

語，可以接近之後在此候審的少年。此次前置展覽將為階段性成果展現。 

 

二、 計畫預期效益	

1. 展覽「人人社區」（展期：2019 年 11月 9日～12月 1日）	
 

以環境、地方關懷為主軸，將美術或資訊課結合地方文史、自然科學成跨領域課程，

讓學生突破美術、歷史、地理、生物等學科的課程框架。最後的展覽呈現在高雄最資

深的民間非營利藝術空間「新浜碼頭藝術空間」，讓師生有展覽的實戰經驗。而高

中、國中、國小老師與其學生將同一空間展出，也可從中看到 12年國教連貫的可能

性。 

 

2. 「翻轉校園 旗津國中工作坊：以跨領域藝術教育，建構旗津實驗基地」	
 

旗津有三所國小，但僅有一所國中。時值旗津國中即將進行部分校舍改建，

學校緊鄰區公所，又位於遊客較多的風車公園對面，若能結合具開創性的校

園空間規劃，以及友善環境的綠建築，可望讓校園建築成為旗津的新亮點，

助益觀光資源的開發。本工作坊因此邀請跨領域學者專家，以參與、互動、

對話式的工作坊，邀請與會的旗津國中教師群與跨藝所研究生（含師資

生），共同提出對於未來校園規劃、校舍建造，以及教育的不同可能。 

	

3. 「少年候審室空間改造計畫  前置展覽」	
 

本計畫未來將協助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的候審室進行空間改造，預計發展一套「圖文

探索」課程（四次，每次三小時），來發展能貼近當事人心境的空間語彙。這樣的課

程是一套溫和漸進式的同理心藝術教育，乃為特定對象而研發，參與的師資生本身須

以同理心來發展，內容涵括認識自我、圖文創造、溝通表達等。此次前置展覽《欲遇

寓域》 

	

參、計畫執行情形 

一、 輔導種子學校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蒞校或會面輔導：曾至台南新民國小輔導二次，至麻豆國小輔導一次，並與高師大附

中老師會面討論多次，與旗山國小老師會面討論一次，此外，也與新營國小等老師以

電子郵件往來方式進行討論。 

二、 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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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覽「人人社區」（展期：2019 年 11月 9日～12月 1日）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劉癸蓉與蔡棻如老師與學生的「塩旅．意象」展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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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中國中部美術老師羅笙豪老師與學生的「凱旋樹之居」 

展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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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鹽水國小資訊組組長林永淇老師與學生的「再造朝琴路」展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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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轉校園 旗津國中工作坊：以跨領域藝術教育，建構旗津實驗基地」	

議程： 

 

2020 年 03 月 07 日（六）  

時間 議題 講者  

08:45-09:00 報到   

09:00-09:10 旗津國中校長致詞  黃火炎校長 

09:10-10:10 翻轉校園計畫介紹 1 高師大跨藝所 吳瑪悧所長 

10:20-12:20 學校作為一個生態系統 張懷文建築師 

12:20-13:00 午餐   

13:10-15:10 翻轉校園、翻轉教育 全人實驗中學 陳振淦副校長 

15:20-16:20 校園大改造 黃火炎校長 

16:30-16:50 綜合討論  黃火炎校長、吳瑪悧所長 主持  

及所有與會者  



 

10 

17:00 賦歸   

2020 年 03 月 08 日（日） 

08:45-09:00 報到   

09:00-10:00 翻轉校園計畫介紹 2 高師大跨藝所 吳瑪悧所長 

10:10-12:10 旗津製圖學—這裡有多大？  高師大跨藝所 潘正育助理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10-14:10 素養導向永續校園發想 -工

作坊 

高師大跨藝所 蔡佩桂副教授  

14:20-15:20 用肢體來探索校園 中山大學劇藝系 何怡璉助理教授  

15:30-15:50 綜合討論  黃火炎校長、吳瑪悧所長 主持  

及所有與會者  

16:00 賦歸   

 

 

活動成果： 

2020 年 03 月 07 日（六） 

 
▲工作坊於早上九點開始 ▲旗津國中黃火炎校長致詞 

  

▲高師大跨藝所吳瑪悧所長介紹翻轉校園計畫 ▲第一堂課 張懷文建築師「學校作為一個生態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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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建築師介紹以微氣候觀察環境與生態，建構人與環境共存的空間設計；也以 2020 年普立茲克建築獎

得主 Yvonne Farrell、Shelley McNamara的案例介紹空間思考的四個關鍵：「場所精神」、「微氣候」、「串聯

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人的空間」；請學員以旗津國中地理平面圖，展開環境分析，思考校園空間改

造的創意想法。 

 

▲第二堂課由全人實驗中學陳振淦副校長帶領，以「翻轉校園、翻轉教育」分享台灣教育多元化、全人教育

及民間實驗教育案例，包含美感校園環境教育、小校優質轉型與再生與新校園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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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國中地理環境介紹，鄰近的旗津醫院、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旗津天后宮等歷史景點、前鎮漁港與紅毛

港，從過港隧道至前鎮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大林蒲，亦是旗津居民工作的相關產業。 

  

▲ 「校園大改造」：旗津國中黃火炎校長分享未來校園改造的願景，也對於其鄰近的周圍環境介紹。 

旗津國中作為教育部海洋教育創新特優學校，更期許未來是台灣面對世界的窗口。 

▲ 綜合討論：老師分享校園改造如何以旗津小島的微氣候風力、太陽等特殊的氣候生態結合。 

 

2020 年 03 月 08 日（日） 

 
 

▲「旗津製圖學—這裡有多大？」高師大跨藝所 潘正育助理教授 

潘正育老師從人類最早開始製圖的淵源談起，介紹數個製圖案例，包含心靈地圖、藝術家如何以趣味的製圖

方式創造新的思考；爾後帶領學員至戶外穿廊，分組討論並以色紙繪製、剪貼旗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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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以各自觀察的旗津風景，有超市、雜貨店、港口渡輪、砲台、風車公園、校園操場等，藉由大家的個

別記憶繪製建築物或地景，再一同拼貼完成旗津的共同記憶地圖。 

  

▲「素養導向永續校園發想」高師大跨藝所 蔡佩桂副教授 

蔡佩桂老師首先介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繼九年義務教育後，影響台灣百年最重要的教育改造工程、108

年課綱以培養素養導向的成長型思維、以藝術促進分數的跨領域藝術教育案例等。 

  

▲第二階段請老師們寫下授課單元，連結到指定的議題，如性別平等、人權、能源等，並分組腦力激盪如何

讓課程與議題交乘發展；最後，以「永續校園」討論與課程相互支持的空間，進而共同完成一首旗津國中校

園改造詩，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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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肢體來探索校園」中山大學劇藝系 何怡璉助理教授 

下午課程由何怡璉老師帶領大家探索校園，先做肢體暖身後，兩兩一組協助閉眼的夥伴進行校園漫遊摸索。 

 

▲藉由五感進行校園的觀看、觸摸、遊走，並且找到一處你最舒適自在的地方進行個人表演，讓大家跳脫平

常的習慣，重新發現可能忽略的校園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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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由黃火炎校長、吳瑪悧所長主持，所有與會者分享工作坊參與心得，或回饋對於跨領域方法之

於教育、校園改造所激發的想法與建議。心得文字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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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圓滿結束，大合照。 

	

3. 「少年候審室空間改造計畫  前置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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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影響，實際至少年法院上課的時程後延，研究生們將課程設計發展成

展覽《欲遇寓域》，含二部分：以青少年喜歡的 youtubers 發展的動物型心理測

驗暖身遊戲，以及六個繪本教案。《欲遇寓域》的策展論述由研究生銀得貿撰

寫，如下： 

欲：創作者們對於相會的幻想與渴望。 

遇：展覽中、展覽後，未知邂逅於此時此刻開始，無限發⽣。 

寓：這裡屬於私與群不斷變換的空間，以及寓⾔故事之中，充滿不同背景

與怪奇的幻想世界。 

域：進⼊房間之後，每個故事在不同的角落，細聲訴說著屬於他們的話

語。迎來下⼀個異想花園，充滿奇趣性的寓⾔轉化成空間，彷彿空氣中流

露著故事裡獨特的鳥語花香。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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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一：youtuber 心理測驗遊戲「遊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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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二：六個議題導向繪本設計 

①  《小黑》鄭育婕  

故事描述小黑(狗)在睡醒之後徒步行走在街道上，遇到了凶巴巴的燒臘

店老闆、一臉嫌棄的雜貨店老闆娘、熱情討好的雜貨店老闆、公園裡嬉

鬧圍觀的孩子們以及最後認真傾聽的小女孩。小黑面臨到不同的情緒和

感受，有指責、說教、討好、打岔和接納，到底甚麼才是小黑真正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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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所需要的幫助，透過故事中的人物對話練習換位思考，並學習關心

自己與關心別人。 

小黑的原型是取材自台灣犬，台灣犬起源自臺灣高海拔地區，為了適應

台灣崎嶇不平的地形氣候及水土，有著牛角耳、三角臉、杏仁眼、高弓

腰、山羌腳、蓑衣毛、鐮刀尾，擁有精瘦的體魄和熱情，想運用台灣犬

的形象刻畫出台灣人的獨特魅力和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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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默默的秘密世界》謝宇茹  

 

默默，十五歲，一個喜歡待在家裡的女生。 

默默對這個世界有好多疑問，為什麼我們要上課？為什麼別人要排擠

我？為什麼別人要在背後說人家的壞話？爸爸媽媽為什麼不瞭解我？在

此繪本裡描述了一個十五歲少女所面臨到的問題，有同儕之間的互動問

題、課業壓力的問題、家庭教育與關懷等問題。 

此繪本的主要人物—默默，有一個真實的 IG 帳號，她把那裡當成是自己

私密的日記空間，道出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故事。期望讀者能進入默默

的內心世界，與十五歲少女一起幻遊 BT21 星球，一起聽聽她的心靈導

師是怎麼說的吧。希望此繪本能陪伴各位青少年、青少女的孤獨與不被

理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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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兔盒子》銀得貿  

 
一隻小兔子與他的玩具紙箱，時間久了紙箱開始慢慢壞掉了。樑上傳來一道莫名的聲

響，一條蛇說著我能夠幫助你，是否是來自他人熱情的幫助，又或者像是童話故事中

的巫婆一樣，是裹著糖衣的毒。 

利用局部攝影的手法搭配文字，開拓觀者腦中幻想的情節，營造屬於觀者共感的奇異

感亦或是親切感。 

兔子與蛇看似生態鏈中的弱肉強食，又會是道出了某種個體之間的關係。而逐漸崩解

的紙箱又代表者深藏寶藏，還是一間不堅固的躲藏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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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一朵朵面具》蕭宇汶  

「我們吵架了。同學要我和他絕交，老師要我和他和好，爸爸媽媽要我好好反省和道

歉⋯⋯。」你努力成為別人期待的樣子，又抗拒你展現出來的時刻，這始終讓你感到

困擾。 

這是一個關於情緒故事，在這個總是必須符合期待的社會下，人人都會有戴上面具的

時刻，可能是為了保護自己，也可能只是不善於表達自己。不用害怕或者抗拒，在你

身上的每一種情緒，無論好壞，都是你的一部分，你只是在不同場合展現出適合你的

樣子，那個為了適應社會而戴上面具的你，也是你的一部分。 

當我們開始學習和每個情緒相處，願意接受每一個時刻的自己，都將使我們更輕鬆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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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捕捉星星的方式》楊欣諭  

 

在古老的傳說中，誰捕捉到星星就能實現願望。 

男孩為了實現願望，他嘗試各種方法捕捉星星。 

一次流星雨的來臨，星雨劃過夜空，墜落在山的後頭。 

山的背後，是一座城市。 

於是男孩便踏上尋找星星的旅程， 

一路上遇到的人事物， 

讓他重新思考夢想的定義以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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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Fly》林昀澄 

 
飛翔承載了人們對自由嚮往，女孩乘著魚飛越天際線，遇到乘著鳥兒飛到外太空的男

孩，象徵願意相信、願意想像、願意嘗試就有生命的美好可能，能為人生帶來不同的

風景。希望用這個作品跟青少年朋友分享，在同儕關係與愛情重要至極的年紀，引起

一些共鳴。 

 
 



 

30 

三、 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1. 參與跨領域美感教育高雄種子學校成果發表會，於高雄市陽民國小，109 年 7

月 16日。 

2. 協助種子學校課程方案審查，9案。 

3. 參與臺南地區種子學校暨師培大學課程分享交流會，109 年 3月 25日舉行，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4. 參與 109 年全國師培大學/合作大學聯席會議，109 年 2月 14日，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 

5. 參與跨領域美感系列工作坊屏東場，給予一場演講，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

區，108 年 12月 20日。 

肆、計畫具體成果及效益 

一、 參與師資生之學習成效	

1. 展覽「人人社區」	
l 在「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的正規展覽，讓參與師生從實作中體會到課堂學習成

果，亦可能成為專業藝術作品，理解到「為學生鋪設舞台」本身足以成為一種教

法。 

l 以環境、地方關懷為主軸，將美術或資訊課結合地方文史、自然科學成跨領域課

程，讓學生突破美術、歷史、地理、生物等學科的課程框架。 

l 高中、國中、國小老師生於同一空間展出，從中發現學生的學習潛力與表現可能

被錯估，12年國教連貫的可能性需要重新想像。 

 

2. 「翻轉校園 旗津國中工作坊：以跨領域藝術教育，建構旗津實驗基地」	
l 從具體的地方創生與校舍改建問題出發，將教育放在真實情境中，實踐

學以致用。 

l 工作坊的多元性，從核心素養、議題導向，到建築、劇場、舞蹈、、全

人等，開拓跨領域教育的可能性。 

l 從大學端跨藝所教師與師資生、研究生，到旗津國中教師與家長，整合

成一個共學團體，體會知識在交流中增長。 

l 共同提出對未來校園的想像，以及教育的不同可能。 

	

3. 「少年候審室空間改造計畫  前置展覽」	
l 理解同理心的不同層次：這部分課程是一套同理心藝術教育，乃為「飛

行少年」而研發，參與的師資生與研究生本身以同理心來發展繪本，再

以繪本發展出主題涵括未婚懷孕、認識自我、性別認同、自由、愛情、

宇宙哲思等課程，去引導少年發展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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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09 學年度上學期將從此發展一套「圖文探索」課程（四次，每次三小

時），來發展能貼近當事人心境的空間語彙，協助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的候審室進行空間改造，乃從構思到實踐的紮實經驗。 

	

二、 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成果	

1. 展覽「人人社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中國中部美術老師羅笙豪老師、台南鹽水國小資訊組組長林永淇

老師、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劉癸蓉與蔡棻如老師，各開發一套跨領域美感課

程，共三套。 

2. 「翻轉校園 旗津國中工作坊：以跨領域藝術教育，建構旗津實驗基地」	
尚在接觸階段，待後續合作產出。 

3. 「少年候審室空間改造計畫  前置展覽」	
完成以青少年喜歡的 youtubers 發展的動物型心理測驗暖身遊戲一套，以及

六個繪本教案：鄭育婕《小黑》、謝宇茹《默默的秘密世界》、銀得貿《兔盒

子》、蕭宇汶《一朵朵面具》、楊欣諭《捕捉星星的方式》、林昀澄《Fly》。 

 

伍、結論與建議 

一、 執行計畫期間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案	
第一年進入跨領域美感計畫，與種子學校老師之間尚待建立夥伴關係。有幾

所較積極的學校，會主動聯繫、尋求討論，我皆熱烈回應，但其他學校便較

少交流。本年度輔導高雄的種子學校，將思考如何深化合作關係。 

 

二、 計畫未來展望與建議	

新的年度將在前一年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期望跨領域美感教育能真正為藝能

科翻轉在知識上的位階。 

小建議：模組與評審表格有些細瑣，在整合型的思維上，有掣肘、侷限之

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