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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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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立甲南國小 

團隊成員 
美勞共聘教師李安琦、輔導主任王清源(自然) 

五年甲班導師林薏慈、五年乙班導師侯貴蘭 

跨領域學科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1. 能運用五官觀察物體的特徵(如顏色、敲擊聲、氣味、輕重等)。 

2. 能依特徵或屬性，將事物歸類(如大小、明暗等)。 

3. 能將對情境的多樣觀察，組合完成一個有意義的事件。 

4. 能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5.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活動。 

6. 能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

見解。 

7. 能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跨領域 

美感課程實

施模式 

科任教學 

說 

明 

由視覺藝術李安琦老師與自然王清源主任共同教學，五年級導師群侯貴蘭老師、

林薏慈老師從旁加以協助，共同進行本實驗課程。 

跨領域 

美感課程應

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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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與

跨領域課程

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滾動甲南好美力 

教學時數 9 節 

實施班級 五年甲班、五年乙班 班級人數 11、13 人 

設計理念 

甲南國小位於國道四號西向盡頭，車水馬龍的國道車輛往來於校門前的高架道路上；

抬頭則可見清泉崗機場的飛機起降；教室裡不時會聽見由台中港火車站出站的火車轟隆

聲，校園四周交通工具種類多元，是甲南國小學童們常見的景象。 

陸地交通工具的移動，多半仰賴輪胎滾動行進，而輪胎胎面上布滿的紋路，看似不起

眼，卻是行車安全的關鍵。而在本次的課程中，我們由輪胎胎面上繁複的紋路開始，將自

然領域的「交通工具」與視覺藝術結合，從胎紋的功能、生活中的紋路、紋路的特色、美

的原理原則至紋飾的設計，帶領學童進行實驗、觀察與設計。 

希望此次跨領域課程除了能增加學童對交通工具的了解以及提升美感素養外，也期望

能夠引導學童了解：輪胎滾動所留下的痕跡，就如同我們在做人處事上，對人對社會留下

的印象。若我們有好的言行與態度，就好比美麗的紋路令人喜愛，處事上也能如輪胎滾動

般圓融、順利，進而覺察到「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重要，好好的淬鍊為人處事的態度。 

滾動甲南好美力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然與生活科技 視覺藝術 

交通工具 

生活中的紋路 

紋飾之美 

紋飾袋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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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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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協同教學、講述教學 

教學資源 
四年級自然課本、各式交通工具圖片、具紋路之輪胎、瓶蓋、鞋子、各式花紋圖片、具花

紋的陶罐圖片、具花紋的原住民服飾圖片、替代役紀政諺先生 

教學目標 

1. 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的交通工具及其特色。 

2. 能了解胎紋與其它物品紋路的功能。 

3. 能觀察並說出紋路的特徵。 

4. 能利用美的原理原則做紋路的設計與製作。 

5. 能向他人介紹自己的作品及想法。 

6. 能覺察到處事態度對自己帶來的影響。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1-1 能說出學校附近常見的交通工具。 

1-2 能說出這些交通工具的特徵。 

1-3 能說出交通工具的移動方式。 

 

2-1 能說出生活中除了輪胎外，還有哪些地方或物品具有紋

路。 

2-2 能藉由實驗了解胎紋與其它紋路的功能。 

 

3-1 能觀察並與同學討論紋路具有那些共通點。 

 

4-1 能認識美的原理原則。 

4-2 能將美的原理原則融入作品中。 

4-3 能模仿輪胎的胎紋，將自己設計的花紋製作在滾筒上。 

 

5-1 能向他人介紹自己的作品，例如運用哪些原理原則、為

什麼想這樣設計…等。 

 

6-1 能透過課程覺察到具有良好處事態度對自己的影響。 

自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自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

發生的事。 

自 2-2-6-2 

認識運輸能源(如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車

頭、車廂、軌道)。 

 

藝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

個人心靈。 

藝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藝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單元規劃 

節 次 課 程 名 稱          教 學 重 點 教 學 工 具 



1 交通工具 

1. 常見的交通工具 

2. 交通工具的構造與移動方式 

3. 輪胎胎紋的功能 

設備 

投影機、電腦 

教具 

具有明顯胎紋的輪胎 

1 生活中的紋路 
1. 紋路在哪裡 

2. 紋路的功能與實驗 

設備 

投影機、電腦 

教具 

具有垂直紋路的瓶蓋、無紋路的

瓶蓋、不規則紋路的鞋底、具有

明顯胎紋的輪胎、已無胎紋的輪

胎 

2 紋飾之美 

1. 紋飾的共通性 

2. 美的原理原則 

3. 紋飾作品賞析 

4. 紋飾設計師 

設備 

投影機、電腦 

教具 

具有明顯胎紋的輪胎 

用具與材料 

紙、彩色筆或蠟筆 

5 紋飾袋著走 

1. 紋飾滾筒製作 

2. 紋飾提袋印製 

3. 作品欣賞與發表 

設備 

投影機、電腦 

用具與材料 

剪刀、筆、透明片、泡棉膠、水

管、刮刀、印墨、紙袋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跨領域策略 評量模式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10   口頭評量 

一、交通工具 

(一) 常見的交通工具 

1. 說一說學校附近常見的交通工具。 

【火車、飛機、汽車、公車…等】 

(二) 交通工具的構造與移動方式。 

1. 複習汽車、船、飛機的構造。 

2. 不同空間的交通工具移動方式。 

【都需要引擎、陸地交通工具靠輪子滾動移動、

船靠引擎帶動螺旋槳】 

15   口頭評量 

 (三) 輪胎的功能。 

1. 說一說輪胎的形狀、外型特徵。 

【都是圓形、黑色、很厚、上面有紋路】 

2. 輪胎胎紋的目的與功能。 

【增加摩擦力，確保行車安全】 

15 有胎紋的輪胎  口頭評量 



2 

二、生活中的紋路 

(一) 紋路在哪裡 

1. 想想看並說出在生活中，那裡還可以看到凹凸

起伏的紋路？ 

【手掌指紋、鞋底、瓶蓋、輪胎、墊子】 

2. 猜猜看這些紋路有什麼功能？ 

【美觀、增加摩擦力、好開啟、原本就有】 

15   口頭評量 

(二) 紋路的功能與實驗 

【實驗一】有紋路與無紋路的蓋子，比較何者較

容易開啟？ 

【實驗二】有紋路的鞋底與磨平的鞋底，何者走

起來較穩？ 

【實驗三】赤手與戴上手套的手，何者開啟物品

較便利？ 

1. 討論實驗結果並獲得結論。 

25 

有胎紋的輪胎 

有垂直紋路的

瓶蓋 

無紋路的瓶蓋 

 

 實作評量 

3 

 視覺藝術  

20 有胎紋的輪胎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口頭評量 

一、紋飾之美 

(一) 紋飾的共通性 

1. 觀察輪胎胎面上的紋路，說說看這些紋路有什

麼特徵？ 

【會重複出現、紋路變化不大、都是線條】 

(二) 美的原理原則。 

1. 複習美的原理原則(反覆、對比、對稱、統一…

等) 

2. 找出胎紋上可見的原理原則。 

20 有胎紋的輪胎   

4 

 (三) 紋飾作品欣賞 

1. 欣賞各種具紋飾的物品圖片。 

2. 嘗試找出其中的原理原則並說出覺得美的地

方。 

 

15 

各式花紋圖片 

原住民服飾圖

片 

具有紋飾的陶

罐圖片 

網路資源

之體驗學

習教學 

口頭評量 

 (四) 紋飾設計師 

1.使用美的原理原則進行簡單的紋飾設計。 

 

25   實作評量 



5-6 

二、紋飾袋著走 

(一) 紋飾滾筒製作 

1. 利用上一節所做的設計圖，將構想表現在水管

上。 

2. 老師示範操作方式，學生觀察。 

3. 利用水管模仿輪胎形狀，在黏有透明片的泡棉

膠上設計紋路元素，並剪下來黏貼在水管上。 

4. 學生操作，老師進行個別指導。 

 

【上圖為教師課程試驗成果】 

80 

學生的紋飾設

計作品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展演實作 

7-8 

(二) 紋飾紙袋印製 

1. 將設計好花紋的滾筒，沾附印墨在紙袋上滾

動，做成紋飾紙袋。 

2. 老師示範印製方法，學生觀察。 

3.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印製。 

80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展演實作 

9 

(三) 作品欣賞與發表 

1. 將自己的作品與同學分享，並說一說自己運用

了那些美的通則、為什麼要這樣做…等。 

2. 想一想滾筒印出的痕跡與做人處事的關聯。 

40 
學生的花紋紙

袋 
 口頭發表 

教學省思與建議 



透過此次跨領域課程，甲南的孩子們體驗了有別於過去美勞課的學習，自然與視覺藝術的結合，讓學生

能同時融會這兩項科目的內容進行應用，以下是本次跨領域課程的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跨領域科目的選擇能更妥善：「交通工具」的單元為四年級上學期自然課程，原先考量本單元生活

化，學生應不至於太快遺忘，但執行時發現學生已顯陌生，自然科教師須額外花時間複習，若能選擇本學期

的既定教學單元做結合，學習印象應該會更佳。 

2. 教學目標未達理想：在教學目標情意的部分，原先期望能透過此課程讓學生感受「處事態度對自己

帶來的影響」。即輪胎滾動留下的痕跡，就如同做人處事留下的印象一般，好壞(美醜)取決於自己的態度。

但在最後成果發表時，學生所感受到的仍只有「胎紋的重要性」或「美的原理原則」這些知識性的部分。 

3. 教學者狀況特殊：計畫承辦與主要執行老師為美勞共聘教師，須兼顧兩校之美勞課程與相關事務，

在校時間不連續，導致訪視時間一直無法確定，且老師與老師的溝通、教學進度之進行…等也因此不夠順

暢。 

4. 教學紀錄不夠完備：教學者在課前人力需求溝通部分不夠確實，導致教學時能協助做記錄的人力不

足，因此部分教學未留下影像紀錄，無法完整將課程執行過程作呈現。 

 建議  

學習是不能切割的，很難用單一領域來完成，所以這也提醒了教學者在教學的過程中應廣博的納入其

他領域，這也顯示了跨領域課程實施的必要與價值，凸顯了當前教學場域中教師共備的重要性。 

 12年國教新課綱強調了核心素養的學習應該要脈絡化、情境化，所以在教學過程當中，應該選擇從學

生的生活環境出發，這樣的學習會讓孩子有更深刻的印象，也強化他們應用的能力。 

教學設計是要從生活出發的，然而在教學過程當中除了老師本身的投入外，學校行政單位也應給予協

助，所以在教學者之間的整合，企盼行政單位亦能夠給予最大的協助。最近幾年教育部對美感教育的推動不

遺餘力，而美感素養的養成也不是侷限在課堂上，是不是擔任藝文科的老師除了實際的授課節數外，也能夠

有一些空白的時間協助學校進行美感課程規劃以及美感環境的營造。以目前現實面而言，共聘老師跨兩校

只有減課一節，然而在這十九節課之外，共聘老師還要面對兩所學校不同的需求，其實是非常的忙碌，希望

就算小校節數較少，在人員編制上也應該要有一校一位專任藝文教師，協助學校美感教育的推動；或者是再

酌減節數，騰出更多的時間，才有餘力協助學校落實美感教育。 

 

教學研發成果 



1. 學生能主動發現輪胎或圖片中出現的美的原理原則，並能融會美的原理原則進行紋飾設計，過程中能

與老師妥善討論自己的想法、困難、問題…等，盡力發揮自己的創意設計出各式各樣的紋飾。 

2. 在製作紋飾紙袋的過程中，學生能仔細按照老師指導進行花紋剪貼及印製，連平時較為活潑的學生，

也能謹慎的裁剪圖形做黏貼，並與同學合作，小心翼翼的滾動自己的滾筒，讓自己設計的花紋能完善

呈現。 

3. 學生能在製作過程中檢視自己所遇到的各種狀況，並在問題討論時提出，例如：貼有透明片的泡棉膠

在滾動時容易滑動、泡棉膠受擠壓以致高度不均影響花紋呈現、滾筒來回滾動破壞原先印出的花紋．．．

等狀況。透過老師的引導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生能在仔細思考後提出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 

4. 班級成果發表時，全班學生都能勇敢開口向同學介紹自己的作品，就連學習弱勢學生也能在老師引導

與鼓勵下嘗試表達，是老師認為此次課程學生較有突破之處。 

未來推廣計畫 

 

藉本次跨領域美感課程實驗計畫，開啟了不同科目合作的契機，增加了未來各科跨域合作的可能，以下

是本次課程後擬定的未來推廣計畫。 

1. 將花紋設計的範圍擴展至校園，增添校園美感：本次課程的成果展現以紙袋為表現媒介，以模擬輪胎

滾動留下痕跡，並融入美的原理原則作呈現。未來或許可將此表現方式擴大至校園環境，以「美化校

園」作課程延續。 

2. 鼓勵各科跨域合作：本次課程以自然與視覺藝術作結合，但科目與科目間其實有無限可能，尤其在參

與多場座談會欣賞各校成果後，更發覺藝文與各學科融合的美妙，透過老師們的安排，讓兩者碰撞出

燦爛的火花，或許更能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以「學校附近可見的交通工具」作為引起動機，

甲南國小附近交通工具種類多元，亦是本課程

設計起因。 

想一想生活中有那些東西上面帶有紋路，而這

些紋路又具有什麼功能? 

 

 
用「有紋路的瓶蓋」與「無紋路的瓶蓋」做比

較，了解紋路有無的差異，及其存在的用意。 

利用校園中的輪胎擺設，直接觀察並了解輪胎

胎紋的功能與重要性。 

  

利用校園內現成的輪胎，複習自然課所學，並

由學生透過觀察找出胎紋上呈現出哪些美的

原理原則。 

利用長條圖畫紙進行融合美的原理原則的「花

紋設計師」設計活動，學生須在作品中規劃花

紋的位置，並思考顏色、大小、形狀…等，能

不能表現出美的原理原則。 



 
 

老師向全班說明滾筒的印製方式與注意事項。 在觀察老師的示範後，學生帶著自己的滾筒 

在 PP 板上滾動，以便沾附印墨進行印製。 

  

學生兩人一組，一人滾動滾筒，一人將紙袋壓

住，互相幫忙，讓花紋能完整呈現。 

作品完成後在課堂上進行發表，每位學生均向

同學介紹自己的作品並說一說自己的學習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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