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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市 ／ 桃 源 國 小 

學校名稱 臺北市桃源國小 

團隊成員 許家倫、韓佳陵、賴定均、楊秋軒及各年級導師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其他領域 語文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學生以四年級到六年級暑期營隊為主，程度不一，各年段起點行為皆不相同，

學校積極發展藝文課程，學生能體驗多種不同形式的藝文活動，對藝文課程能

有不同的想像空間，而語文領域則是較弱的部分，學生普遍缺乏閱讀習慣，閱

讀理解能力稍弱，如何經由跨領域提升學生的閱讀及思考能力，是我們集集想

推動的。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寒期營隊 

 說明：從視覺、聲音兩大領域，帶領孩子重新探索自己的日常，

以生活經驗為材料，創造屬於自己的奇珍異獸，並運用表演藝術，

將之發展成為自己的故事。引導孩子從生活中發覺藝術，將生活

變成創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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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圖 
 

課程內容 課程主題 

視覺藝術 妖怪與他們的早餐店 

視覺藝術+聽覺藝術 小妖怪的房間 

聽覺藝術 妖怪的工作 

聽覺藝術+表演藝術 妖怪奇思妙想 

表演藝術 妖怪老闆，上菜瞜！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妖怪誌 - 牠們的起源地 

教學時數 20 小時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四~六年級 

實施班級數：3 班 

各班級人數：20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寒期營隊 

設計理念 

游藝遊藝術團隊將從視覺、聽覺兩大領域，帶領同學們重新探索自己的日

常，並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材料，創造屬於自己的奇珍異獸，並運用表演藝術，

將之發展成為自己的故事，而且能向他人訴說、分享。 

我們希望孩子們透過童年的經驗，發現藝術本來就存在在他們身上。孩子

們的生活中從來不缺少藝術，只是缺少看見，現在我們將帶領孩子們重現看見

生活，將生活變成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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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學習設計式思

考，進行 創意發想和實作。 核心 

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學習 

內容 

視 E-Ⅲ-3 創意發想、設計思

考、創意實作 

教學目標 

2017桃源國小主題式藝術育樂營，結合傳統文化與多元媒材進行藝術創

作。學習內容包含美術創作、創意音景、說演故事、體驗遊戲等課程，激發孩

子的創意潛能，啟動藝術生活美學。  

 



教學方法 

導入活動 

開幕：教師介紹此次營隊，發下旅人名牌 

用故事做開場… (怪獸元素：火、水、地、風、空) 

偌大的國度裡，有一群以交換故事換取金幣的旅人，他們時常聚集在「早餐店」。

外來旅人都不知道，這其實是一間奇珍異獸館，牆上掛滿了許多古畫和書法。

而這裡的老闆，有一本菜單(妖怪誌)，上面有一張古老的地圖，分劃為火、水、

地、風、空，五大元素。仔細一瞧，有好多地方都是空的！老闆說：「勇敢的

旅人啊!只要你踏上旅途，尋找怪獸，回來跟我交換故事。我就給予你豐厚的獎

賞」。 

 

 

1-1 創造怪獸：教師準備牌卡，引導學生說明旅程中所遇見的怪獸形貌，牌卡

包含：場景卡、現象卡、性格卡。請大家透過牌卡，說出怪獸的性格。例

如：我的房間裡出現了一隻喜歡吃文字的小怪獸，他很喜歡在下午的時候，

開始翻箱倒櫃，找一本牠最愛的書開始吃。如果找不到，牠還會生氣呢! 

1-2 交換故事：請小朋友分為五組，各組抽選好牌卡後，開始說故事，先在組

內分享，並請小朋友將各自的故事寫下來(學習單)。教師邀請各組 2-3位

旅人，上台跟教師交換故事(跟大家分享)。完成後，小組可得到金幣。 

 

教師：非常好!老闆很滿意你們的故事，但為了完成妖怪誌，請大家把這些怪物

的形貌畫出來，好讓其它旅人尋找下一個目標。 

1-3 妖怪誌：依據所創造的故事與牌卡關鍵字，畫出你所遇見的怪獸(教師額外

提供怪獸元素卡，協助發想)。 

1-4 背景創作：以元素分組，先共同繪製旅程地圖，將此地圖為底，各自擷取

區塊做為場景。 

1-5 尋找妖怪：背景完成後，教師示範運用不同的壓印材料做出半自動技法的

紋路。邀請小朋友仔細觀察，你的怪獸藏在哪裡，並依據前面所發想的故

事情景畫出來。 

1-6分享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1-4 視覺藝術 妖怪與他們的早餐店 

5-8 視覺藝術+聽覺藝術 小妖怪的房間 

9-12 聽覺藝術 妖怪的工作 

13-16 聽覺藝術+表演藝術 妖怪奇思妙想 

17-20 表演藝術 妖怪老闆，上菜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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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妖怪與他們的早餐店 8~12 IPAD 視覺 語文 多元評量 

5-8 小妖怪的房間 8~12 收音麥克風 聽覺 語文 多元評量 

9-12 妖怪的工作 8~12 投影機 聽覺 語文 多元評量 

13-16 妖怪奇思妙想 8~12 投影機 表演 語文 多元評量 

17-20 妖怪老闆，上菜瞜！ 8~12 投影機 表演 語文 多元評量 

       

教學省思與建議 

     經由此次教學，讓我們感受到學生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結合語文領域，讓學生在創作上能更有自

己的想法，老師只要利用場景卡、現象卡、性格卡引導學生，學生就能努力創作出一件件令人意想不

到的成果，藝文是最容易和其他領域跨域的科目，我們相信跨領域教學可以讓學生有不同的收穫，可

以讓學生成長多。 

 

教學研發成果 

     結合科技，利用 APP 讓學生去創作妖怪的音樂，也利用麥克風去錄製學生的妖怪故事;更利用

QRcode 讓觀眾可以知道作品的內容，進而去找出相對應的作品，觀眾與作品之間產生互動，增加了觀

眾看展的意願，藝文不但與語文結合，更利用科技展現成果，是跨領域的表現。 

 

未來推廣計畫 

     希望經由此次的計畫帶動學校的美感教育，進而申請科技藝術融入校園計畫，讓學校成為有美感

的校園，不只是校園有美感，而是學生各各都有美感，「美感」從視覺經驗開始，希望學生一起在生

活裡看見美、欣賞美、感受美、創造美。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同學分享自己的成果 

 

 
利用食鹽結晶來作畫(結合自然與生活領域) 



 

 

 

老師上課解說 

 

 

 

同學述說自己的妖怪故事(錄音) 

 

 



 

 
同學利用 IPAD 創作自己的妖怪聲音 

 

 

同學利用現成物打造自己的妖怪 



 

學生的妖怪作品 

 

 
展覽場作品介紹(藝術家地圖) 

 



 

 

結合 QRCODE 分享學生的妖怪故事 

 

 

成果展一角 



參考資料 

師資團隊 

 

視覺領域：韓佳陵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2017/05臺北醫學大學微電影培訓講師 

2017/05 - 2017/11臺北師範大學樂齡講師 

2017/11新北市貢寮國中藝術深耕計畫教師 

 

音樂領域：陳品亘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曾任新北市貢寮國民中學藝術領域教師兼任導師 

2017/07台北家扶中心暑期夏令營聲音工作坊教師 

2017/11新北市貢寮國中藝術深耕計畫教師 

 

戲劇領域：賴定均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劇本創作主修 

2015北藝大學期製作《我們的小鎮》擔任導演助理、飾華瑞警官 

2016戲劇農莊黑盒計畫《給台灣的最後一封家書》飾瘋子、金萬、兵 

2017海島演劇《無法囚禁的心靈》擔任演員 

2017新北市貢寮國中藝術深耕計畫教師 

妖怪與他們的早餐店前情提要…… 

    在寒冷的早晨，你打著哆嗦，想找個暖和的地方。你四處張望，發現了一間不起眼的早餐店。奇

怪，這條路你走了好幾百次，但對眼前這間早餐店完全沒有印象，冷風吹透夾克，直竄心窩，你沒想

太多，就踏進了這家早餐店。店裡的客人比你想像的多，都像是本地人，你卻一個也沒看過，牆上掛

著許多古怪的畫和書法，盡是一些你沒看過的生物肖像和你看不懂的文字。這時你注意到客人們彼此

都在談天，說著自己的奇遇，又說聽隔壁里的人說碰上了甚麼怪事，聽的人臉上既帶著狐疑又帶著濃

濃的興趣。 

「喂!你!……看哪裡呢?就是你!」 

你順著聲音看過去，叫住你的人站在櫃檯裡。 

「我沒看過你!你是新客人吧?」 

這時店裡突然安靜，大家突然都停下動作，看向你。 

你有點緊張，掌心微微滲著汗。 

「哈!」 

櫃台裡的人突然爆出大笑! 

「別緊張!我們歡迎新客人!來!快坐下!」 

大家也笑了出來，氣氛又恢復到之前。大家把你拱到櫃檯坐下。 

大家夥都圍繞著你，老闆在桌上大手一拍，伴隨他的大笑。 

來!快跟我們說說，一路上，你碰到哪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