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小 階 段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澎湖縣中興國小 

團隊成員 陳智賢校長、辛武震主任、王婉妮老師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其他領域 國語、綜合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1 學生具有資料收集、摘取段落重點、分析文本結構、理解文意、寫出文章 

  主旨和表達見解……等基本的語文能力。 

2 有藝術創作的經驗、基本的色彩觀念。 

3 有解決突發狀況、合作學習的經驗。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__彈性課__

輔導課程 

（例如：校

訂課程、彈

性課程、主

題課程等） 

  

說明： 

1 由現階段學生所缺乏的生活經驗發想課程。 

2 藉由主題式的課程，進行擴散式的發想，結合各領域。 

3 學生除了認識基本的知識外，老師先以一項實作作為示範， 

  接下來學生仍要扣緊主題，進行自行發想一個作品，與老師 

  共同討論，彼此激發想法，再自行進行創作完成。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__________

_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

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

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

源之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重「心」開始 

教學時數 15 節課(一節 40 分鐘)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五年級 

實施班級數： 1 班 

各班級人數：19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 

在學校教育裡，知識的教育是具體的，往往這類的教育是明確的，然而有

些教育的內容是抽象的，卻是比知識教育來的更難教也更要教，這次的課

程-重「心」開始的構思來自於「修復」，而這次課程的命名取為重「心」

開始，希望「重」新有再一次之意，也希望是打從「心底」誠摯的開始。 

在教育現場裡，免不俗的要處理學生課業學習外的行為問題，狀況百出，

老師時常要對症下。從學校生活觀察，班上的學生常常在走廊跑步，撞到

了人說了一句對不起，人就走了，留下跌倒錯愕的人在地板上，要調監視

器處理；或者是同學出自於善意提醒，不聽規勸，影響到自身和他人的上



課學習狀態，甚至口出惡言辱罵對方，經由老師調解後，進行道歉……諸

如此類的是層出不窮，那些被傷害的學生一定要說沒關係嗎?是真的沒關係?

還是現在沒關係? 

設計活動時，另一個契機是本校的創課基地有許多壞掉的 3D 列印的瑕疵

品、雷切壞掉的作品，想要再次利用。「東壞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丟

掉」，這應該是大家生活上常做的處理方式，因此，我們打算修補這些物

品。便把這樣的想法構思成五個活動: 

一、電影教我的事-COCO 夜總會 

    兄弟姊妹、夫妻、同事、朋友、上司和部屬……的感情壞了呢? 如果 

    用修物品的處理方式-「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丟掉」，那真的可以丟掉 

    嗎?即便修補了，可以回到從前嗎?可以沒有芥蒂疙瘩嗎?還是選擇隱埋 

    在心裡，往前看就行了呢?還是用包容的心來面對這一切呢? 於是，先   

    選了一部動畫片-coco 夜總會來搭配「修復」這個活動的主題，以國語 

    教學的方式進行討論，其中將影片中的受傷的親情轉變成憎恨甚至影 

    響到子孫的夢想，片中的角色們如何原諒、被原諒，如何釋出善意， 

    如何修補接下來的關係作為視覺藝術的活動，由於，這樣的意涵是抽 

    象的，因此，藉由「搶救盆栽大作戰」來具體呈現，讓學生更有感受。 

二、搶救盆栽大作戰 

    在第一個活動中提到，「修補」是抽象的，於是運用園藝造景會使用 

    的打破的材料重新組合的方式進行此活動，將包著米袋的花盆用鐵鎚 

    打破，打破的動作象徵破壞關係的言語或行為，然後打開米袋，破掉 

    的花盆象徵傷害後的身心靈，然後將破掉的花盆進行修補、做裝飾， 

    此兩個動作象徵修復的行為和改變，運用了語文教學裡的轉化-形象化 

    的技巧。 

三、家庭共同作畫 

    家庭共同作畫—活動隱喻： 

    當家庭成員之間言語溝通減少時，會發生哪些情形？用非語言訊息溝 

    通，有哪些困難？當家庭成員之間不擅表達，但又希望對方理解自己 

    的狀況下，會出現哪些情形或阻礙? (活動希望帶出的隱喻或發展，可 

    隨當下參與成員的覺察做調整) 

四、家庭安全防護網 

   家庭安全防護網—活動隱喻： 

   當每位家庭內的成員願意為家多付出一些，防護網越堅固，在共同面臨挑戰 



   時(或陪同其中一位家庭成員面臨挑戰時)，心理素質越高，能夠展現家庭後 

   盾的可能性越大。 

五、我眼中的世界 

    學校裡某些角落，因為建築老舊有裂縫、殘破的現象，學生依據現場 

    的的裂縫和殘破的牆面自然造成的紋路進行創作，但這個活動必須還 

    要加入「有趣」這個元素，自行尋找主題、發想，與老師討論，開始 

    進行微型裝置藝術。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素。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題等戲

劇或舞蹈元素。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理解力、想像力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說明：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視 1-Ⅲ-1能使用視覺元素和 

構成 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視 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視 1-Ⅲ-3 能學習設計式思

考，進行 創意發想和實作 

視 2-Ⅲ-1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

的構 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 

核心 

素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 動，探索生活 

美感。 

藝-E-B3 感知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 

以豐富美感 經驗 

學習 

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

創作表現類型 視 E-Ⅲ-3 設

計思考與實 

教學目標 

一、能了解國語課修辭技巧轉化(形象化)。 

二、能夠理解形象化的修辭技巧與藝術創作的關係。 

三、能運用修辭技巧轉化(形象化)的藝術創作。 

四、能夠在敲打花盆後依照不確定式結果，思考後有自己的想法，進行材料搜 

    集，進行創作。 

五、能將美感帶入藝術創作裡。 



教學方法 

一、講述法。 

二、學生經驗口頭發表。  

三、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  

四、學生實作。   

五、協同教學。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5 

一、  

電影教我的事- 

COCO 夜總會。 

 

1教師要閱讀文本(電影)並熟悉內容。 

2.老師提問，學生分組討論分析原因、經過、結果，故事的結 

  構和大意整理出來。 

3.依據電影對話、衝突點、關鍵字、轉淚點、關鍵畫面提出討論。 

4引導學生將「修補、修復」從電影情節中拉入自身的生活經驗， 

  進行討論。 

 

3 

二、 

搶救盆栽大作戰 

 

 

1 盆栽是要用來打破的，因此，選擇米袋包裹著陶盆。 

2 打破花盆後，將米袋掀開，學生必須要穿戴手套拿取。 

3 米袋中的破損陶片或碎粒先留在米袋中，創作時需要使用再拿 

  出，方便於事後整理。 

4 使用熱熔槍須注意安全，因為是在創課工廠，因此，熱熔槍是固 

  定在工作桌面上的，不可以拿著隨意走動。 

5 熱熔槍的前端是鐵製，是高溫的，請勿觸碰。在黏著時，若小朋 

 友不小心被燙到，趕快拔掉膠，些許的疼痛感便會消失，若太嚴  

 重，馬上冲水冰敷。 

 

1 
三、 

家庭共同作畫 

 

1. 將班上成員分成三人一家，分別是爸爸、媽媽、小孩三種角色， 

，共同畫同一張畫，活動過程完全不能用言語溝通。 

2 每成員一次只能畫一筆，畫完就輪到下一成員，三位都輪完後就

繼續下一輪，直到時間到為止就停筆。 

3. 領導者將每家的作品貼在黑板上，並依序請成員發表創作時的



覺察、想法、心得或回饋。。 

4家庭共同作畫活動隱喻： 

當家庭成員之間言語溝通減少時，會發生哪些情形？用非語言

訊息溝通，有哪些困難？當家庭成員之間不擅表達，但又希望

對方理解自己的狀況下，會出現哪些情形或阻礙?這部分需要老

師引導學生回憶活動加以連結。 

 

1 
四、 

家庭安全防護網 

 

1. 將班上同學分成兩大組(一組約八人)，毛線先由其中一成員拿

著線頭，講出一項能夠讓家庭較可能順利運作的條件(例：互相

體諒)，講出之後即可將毛球拋出給下一位成員，下一位成員接

到毛球後，又說出一項條件，即可繼續拋給下一位成員，依此

類推。 

2. 當 15 分鐘結束時，領導者協助成員收線整網，成員間講出越

多條件(毛線球拋出越多次，防護網越密集堅固)，此時領導者將

吹好的氣球放到防護網上，成員共同往上拋並接住，試試看能

成功接住幾下。 

3家庭安全防護網活動隱喻： 

當每位家庭內的成員願意為家多付出一些，防護網越堅固，在

共同面臨挑戰時(或陪同其中一位家庭成員面臨挑戰時)，心理素

質越高，能夠展現家庭後盾的可能性越大，這部分需要老師引

導學生回憶活動加以連結。 

 

2 

(107 學

年實施

實預計

3 節課) 

五、 

我眼中的世界 

 

1 在課程之前，學生事前先在校園找尋裂縫或破損的素材牆面。 

2 課程中，學生須拿平板進行校園拍照工作，因此整個校園是上課  

  的教室，需跟學生約定好安全事項、上課秩序、其作業拍照內 

  容、何時全班師生統一回到教室上傳照片。 

3 老師需要巡視巡視分散在校園裡找尋題材的學生，學生可以先讓 

  老師看照片內容，若需要再拍一次，就不用來回奔波。 

4 學生先在照片上進行模擬，經過討論後，再準備工具材料。 

5 照片上的素材必須要與有趣這個元素相呼應，而且，內容呈現的 

 方式要以找到的素材作為發想。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 

方式 

課程一 : 電影教我的事---COCO 夜總會。 

3 
1 事先先發下學習單。 

2 觀看 coco 夜總會電影。 

 

120 

★投影機 

★簡報 

  ★學習單 

 

2 
1 進行觀後分組討論。 

2 分組發表。 

80   ★思考 

★寫作 

★口語表達 

★協同合作 

★課程參 

  與度 

課程二 : 搶救盆栽大作戰 

1 

1 教師事前將準備好的材料放置工  

  作桌上。 

2 學生事先想像設計圖畫在學習單 

  上面，並且思考要準備那些材料 

  ，例如鐵鎚、工作手套、裝飾品。 

3 師生討論設計圖，及設計理念 

40 ★陶瓷花盆 

★底盤 

★熱熔膠 

★熱熔槍 

★園藝石子 

★盆栽 

★學校廚房

的米袋。 

★學習單。 

  ★學習單 

★課程參 

  與度 

2 

1 學生戴上手套，將米袋包裹住花 

  盆。 

2 拿鐵鎚，試敲，確定好敲打的位置 

3 開始敲，只能敲一下，然後將米袋 

 打開觀看陶盆破損的狀況。 

4 眼睛看著袋中的陶盆，沉澱一分 

 鐘，然後請小朋友發表敲打之前、 

 敲打時和敲打後的心情想法。 

5 依據設計圖、拋棄設計圖或臨場運 

 用事前準備的材料，進行坯體修復 

 和創作。 

6 請同學發表整個過程的想法。 

5 

 

 

 

 

5 

 

 

65 

 

 

5 

★陶瓷花盆 

★底盤 

★熱熔膠 

★熱熔槍 

★園藝石子 

★盆栽 

★學校廚房

的米袋 

★學習單 

★裝飾品 

★平板 

★投影機 

★簡報 

★秩序 

★色彩 

★比例 

★結構 

★構造 

 ★學習單 

★錄影 

★課程參 

  與度 



課程三: 家庭共同作畫 

1 

1. 將班上成員分成三人一家，分別

是爸爸、媽媽、小孩三種角色， 

，共同畫同一張畫，活動過程完全

不能用言語溝通。每成員一次只能

畫一筆，畫完就輪到下一成員，三

位都輪完後就繼續下一輪，直到時

間到為止就停筆。 

2. 成員共同幫完成品取畫名，並寫

上是第幾家的作品。 

3. 領導者將每家的作品貼在黑板

上，並依序請成員發表創作時的覺

察、想法、心得或回饋。 

●家庭共同作畫—活動隱喻： 

當家庭成員之間言語溝通減少時，

會發生哪些情形，用非語言訊息溝

通，有哪些困難。當家庭成員之間

不擅表達，但又希望對方理解自己

的狀況下，會出現哪些情形或阻

礙。(活動希望帶出的隱喻或發展，

可隨當下參與成員的覺察做調整) 

15  

 

 

 

 

 

 

5 

 

15 

 

 

5 

★彩色筆 

★圖畫紙 

 ★合作學習  

課程四: 家庭安全防護網 

1 

1. 將班上同學分成兩大組(一組約

八人)，毛線先由其中一成員拿著線

頭，講出一項能夠讓家庭較可能順

利運作的條件(例：互相體諒)，講出

之後即可將毛球拋出給下一位成

員，下一位成員接到毛球後，又說

出一項條件，即可繼續拋給下一位

成員，依此類推。 

2. 當 15 分鐘結束時，領導者協助成

員收線整網，成員間講出越多條件

(毛線球拋出越多次，防護網越密集

15 

 

 

 

 

 

 

 

15 

 

 

★毛線球 

★氣球 

 ★合作學習  



堅固)，此時領導者將吹好的氣球放

到防護網上，成員共同往上拋並接

住，試試看能成功接住幾下。 

●家庭安全防護網—活動隱喻： 

當每位家庭內的成員願意為家多付

出一些，防護網越堅固，在共同面

臨挑戰時(或陪同其中一位家庭成員

面臨挑戰時)，心理素質越高，能夠

展現家庭後盾的可能性越大。 

 

 

 

10 

課程五 :我眼中的世界。 

2 

1 在課程之前，學生事前先在校園找 

尋裂縫或破損的素材牆面。 

2 觀看課程內容相關教材。 

3 說明照片格式張數、教室集合 

  時間、安全事項和上課秩序。 

4 學生拿平板進行校園拍照工作。 

5 老師巡視巡視分散在校園裡找尋 

題材的學生，學生可以先讓老師 

看照片內容，若需要再拍一 

次，就不用來回奔波。 

6 依規定時間回教室上傳作業。 

7 學生先在照片上進行模擬，照片上 

的素材必須要與有趣這個元素相 

呼應，而且內容呈現的方式要以 

找到的素材作為發想。 

8 經過討論後，老師依照個別學生的 

  創作方式提供協助，準備工具材 

  料。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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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平板 

★學習單 

★繪圖 app 

★投影機 

★簡報 

  ★學習單 

★圖像 

★課程參 

  與度 

(107

學年

實施

實預

計 3

1 依據學生提出的方案，個別進行創 

 作，統一在創課工廠實作。 

2 學生將物件做完後，各自到校園組

裝並且實作在牆面上。 

3 老師巡視在校園創作的學生。 

 ★雷切機 

★黏土 

★3D列印 

★昆蟲模型 

★恐龍模型 

色彩 

質感 

比例 

構造 

 ★作品 

★課程參 

  與度 



節課)  ★軍事模型 

★木板 

★毛線/毛根 

★壓克力 

★海洋生物   

  模型 

★線材 

★裝飾材料 

教學省思與建議 

1 在討論「如果今天有個機會讓你修復這段關係或回憶時，你會想怎麼做?」這個題目時，學 

  生大都已睡一覺、等會找對方玩、過一下下就會和好了、道歉就可以了……等來回答，因 

此，可以得知，當我們在面臨處理吵架或關係破裂時，沒人教我們怎麼處理當下的情緒和事 

後的解決，說對不起是基本的禮儀，並不是解決，在這樣的課程進行時，教師覺得在這塊領 

域上，需要專任的輔導老師進入課堂，今年學校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每個學期會入班教學 

一次，因此請她協助，但一節課的時間太少，若能增加這樣的課程在學校教育裡，會讓學生 

更加學習到比知識教育來的更難學也更要學的課題，此外，教師本身也因此更加涉獵這一類

的知識，希望能運用在教學現場上。 

2在敲打陶盆時，學生會畫設計圖，預想後果，打完之後大多跟設計圖不一樣，學生在分享時 

  提到，「我只不過輕輕打，怎麼碎成這樣?」-老師對此引導，那在生活上，會不會因為一句 

  話一件你認為微不足道的事，讓對方受傷了呢?還有「打盆栽之前，我好緊張喔!壓力好大…… 

  壓力大的原因是因為我要破壞這花盆!」--老師對此引導，所以，當你要出手或口出惡言時， 

  若換成這樣的緊張，會不會謹言慎行呢?以具象行為驗證抽象的領會，學生真的有感而發。 

3在修補盆栽的過程中，學生專注且想盡辦法在破損的地方進行修補，有的邊補邊說，「好難 

  喔!」-老師引導，那在修補用的材料，是不是就是道歉後所要做的修補關係的行為，即使很 

難恢復原狀，但也要全力地去彌補，這樣的討論回到學習單上的「如果今天有個機會讓你修 

復這段關係或回憶時」相呼應時，學生也因此領會開竅了。 

4這個教案要花許多時間，雖然已經做好實施計畫，按部就班執行，但因為高年級的活動太多， 

  壓縮到原有的進度，和這份計畫的進度，因此，最後一個「我眼中的世界」時作成品無法如 

  期完成，只能延後到下個學期。 

5在課程實施上，因為人手不足，所以在影片和照片紀錄上，很難多元且完整的記錄下來， 

  在資訊組長的協助下，運用其他經費買了一台智慧型自拍機器人，可自動追蹤目標物進行錄 

  影拍照，這台機器在期末才到，雖然本次課程未能使用，也期許第三個未完成的活動能善用 

  這樣的資源，讓教學活動更加順暢。 



教學研發成果 

1、 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教案。 

2、 書面成果含學習單共 3 件。 

3、 敲打過程錄影(快動作攝影) 

4、 搶救花盆大作戰創作錄影(縮時錄影) 

5、 學生創作心得錄影。 

6、 藝術創作過程紀錄影片 1部。 

7、 成果紀錄影片一部。 

8、 藝術作品一件。 

未來推廣計畫 

將視覺藝術跨到各領域，一直是有美術專長的我所做的事，也因為擔任國小班導師更能跨出

去，更因為參加了美感教育計畫，藉由這個平臺更凝聚了許多資源和被重視性，因此，希望未

來還能繼續參與推動美感教育計劃。 

一、 尋找夥伴再跨領域：希望有其他同事的參與，讓下一個學期的計畫結合更多學習領域。 

二、 教師增能：多參加跨領域研習，提升教師的設計教案及教學的能力。 

三、教師共備：期許與其他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備課，可激盪出更多教學策略與技巧。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1 老師介紹如何將陶盆包在米袋裡。 

    

      

          2 學生領取陶盆、米袋和植物。 



         

             3 進行敲打陶盆。 

    

   

  4 將米袋打開，看看敲打後的陶盆樣。 

          

         5 試試看，按照現狀進行修補。 

          

              6 進行黏合。 

           

               7 進行補土。 

      

                  8 進行妝點。 



   

                9 完成了。 

    

                10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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