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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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創課方案 

 110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穿新越舊 -- 跨時空讀「門」寄藝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余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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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林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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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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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級       

參與班級數：  1      

參與總人數：  28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七年級童軍課有認識校園單元，並看過校史短片，在學校已累積一年的校園生活經驗。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6 節 

（藝術課程   4  節／非藝術課程   2   節／跨域美感課程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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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        

其他： 一位老師教，另一位老師觀課以確認彼此上課內容的連結與銜接。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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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一、美學思辯：從生活中觀察新與舊的事件表徵，及其在我們內心中的想法。我們認

為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我們所選用的語詞是否已經帶了評價與觀點？這是關於

新舊概念的美學思辯。 

二、生活連結：校園中有新舊校舍，風格各異。其中新舊校門最是鮮明。用自己的新

舊概念來檢視新舊校門，會得到怎樣的結論呢？當我們了解了舊校門的歷史風

華，新舊之間會形成怎樣的對話？ 

三、風格鑑賞：不管從外觀形制或是功能遞變去觀察，新舊校門風格各異其趣。細數

舊校門的仿北方宮殿與城門視覺元素，舊校門承載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常見

的文化符碼，在細節設計上也有獨特之處。 

四、新詩創作：以上學習是關於新舊概念上的思辯，並連結到生活中每日所見之新舊

校門。因為過於尋常，所以忽視。透過課程，我們讓學生重新「看見」每日所行

經的校門，把歷程中的所見所思所感，以粹煉的文字、詩的形式保留下來。 

 

課程發展理念 

台南市復興國中是台灣少數在校園建築更替過程中能保留舊校門，並且與新校門

並置的學校。早期台灣的校園建築體現了倫理規範、便於管理等文化特質。隨著時代

的演進，加上 921大地震促使台灣校園建築更新，許多學校喚然一新，透過新式校舍

展現新時代的校園氣息。然而復興國中在校舍更替方面，卻無法全然翻新，使致校園

充滿一種古色古香與現代感並置的奇妙氣息。然而從文化資產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

機會點。如果我們能就自己所生活的環境其文化器物與歷史軌跡有更多的覺察，我們

會更意識自己正走在歷史的洪流中，享有過去和創造未來。 

本學期課程以「新與舊」的概念探討會出發，讓學生透過學習活動進行擴散思考

再聚焦，以校園中的舊校門與新校門就其形制與文化符碼、創建時代背景及功能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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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度進行對話、並置思考。學生將透過現場繪畫深入觀察及比較復興國中新舊校門

的風格樣式，並透過歷史背景的討論，了解其所承載的歷史文化符碼與象徵。最後以

新舊校門為題，將前面學習過程的所思所感沉澱為新詩創作，以作為本學習成果主要

的展現形式。 

跨領域 

課程類型 

（請單選） 

 □活化型課程：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與活化非藝術學科之教學。 

 交集性課程：聚斂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 

 □議題式課程：運用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關係，發展多元文化議題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以學校為本位發展包含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題課程、

社區課程等。 

 □窗外式課程：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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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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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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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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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得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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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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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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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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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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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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兩類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關聯各校本課程與校園特色。 

 □連結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綜合不同時間、地域、人文資源等，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其他：              

□國際視野：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增進國際視野。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增進國際視野。 

 □強化國家文化認同。 

 □增進國際競合力。 

 □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鍊結全球在地化。 

 □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促進在地全球化。 

 □參與國際參訪。 

 □其他：              

□人權正義：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成人權正義。 

 □透過共備、共教，或其他協作群體，達成人權正義。 

 □統整個人權利、社會法律、國際關係之思辨力。 

 □借鏡並關懷區域與國際事件、種族發展、歷史事件。 

 □參與並實踐人權相關活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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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增進性別平等。 

 □透過共備、共教，或其他協作群體，達成性別平等。 

 □強化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理解包容。 

 □建構性別與多元文化其他議題間的對話與交融共識。 

 □參與並實踐性平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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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一、生活中的新與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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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跨領域美感課程目標、組員角色分工：市長、史

家、藝術家、詩人、記者。 

二、 開展活動 

1. 說到「新」與「舊」，你會聯想到什麼呢？請把你的各

種聯想用關鍵字寫下。 

2. 請市長主持，讓小組成員依序分享彼此的觀點。從大家

的觀點中，請記者整理出你們這組關於「新」與「舊」

的觀察和想法，寫在白板上，並上台和大家分享。 

3. 小至生活器物，大至建築環境，從有形到無形。面對生

活中的新與舊，你有什麼感受？請詩人主持，讓小組成

員依自己的個人生活經驗，依序分享以下的話題：(1)

生活中，你發現自己更喜歡新品還是舊物？為什麼？

(2)生活中，你更喜歡認識新朋友還是聯繫舊同學？為

什麼？(3)旅行時，你更喜歡現代都會還是傳統城區？

為什麼？  

三、 綜合活動 

聽取大家的經驗及想法後，請同學寫出關於「新」與「舊」

在人們生活中的意義。 

自編教材 

提問 

思考 

討論 

表達 

學習單 

討論 

發表 

學習單 

第 2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二、校園中的新與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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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復興國中的校園建築並非同一時期建造。有的新，

有的舊。 

二、 開展活動 

1. 請學生觀察建築，推論這些建築年代的先後順序。思

考自己為何會有這樣的判斷？  

自編教材 

學校建築照

片 

學校地圖 

校史影片 

提問 

思考 

討論 

表達 

學習單 

校史影片 

討論 

發表 

學習單 



7 

 

2. 請市長主持，讓組員提出個人的意見，然後整合為小

組答案。 

3. 上述討論過程中，請史家在白板上整理觀點，並上台

發表你們的推論及觀察依據。 

4. 老師公布正確的答案，並請學生觀察舊照片，是否能

看出它是現在的哪一棟建築嗎？ 

三、 綜合活動 

在新舊建築並置的校園中，存在著許多復興校史故事。

觀看影片，你對哪一段歷史印象最深刻，請簡述內容，

並說明它帶給你哪些思考？ 

第 3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三、新舊校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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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在全台灣，極少數的學校能在建造新校門的過程

中，同時保留舊校門。而復興國中的新舊校門不僅並存，

還建造在同一軸線上，穿過新校門即可看到舊校門。老

師帶領同學一起到校門口進行新舊校門速寫與討論。 

二、 開展活動 

1. 請藝術家及詩人畫下你眼中的新舊校門。 

2. 請記者寫下舊校門上的所有提字。 

三、 綜合活動 

請史家和市長討論比較新舊校門視覺特徵後，寫

出至少 4項差異。 

自編教材 

學習單 

新舊校門實

地觀察 

速寫 

觀察 

討論 

學習單 

新舊校門 

討論 

實作 

學習單 

第 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四、舊校門的歷史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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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國中創校於 1974 年。敬業樓建築風格俐落方正，

但校門卻選用了古代城門造型元素為其設計風格。 

二、 開展活動 

同學聆聽老師的簡報內容，一同討論並回答以下

問題：(1)古代城門的功能與象徵為何？城門作為

復興國中創校時期的校門設計元素，它有什麼象

徵意涵？(2)復興國中舊校門的古代城門意象，反

映了怎樣的時代背景？(3)根據舊校門的各時期

照片，以及你的校園生活經驗，當舊校門不再作為

校園內外的界線時，它還保有怎樣的功能與意義，

使其能持續保留在原地？(4)你認同舊校門是復

興國中建校時期的「時代見證」嗎？為什麼？(5)

如果未來復興國中要做新的建設規劃而提議拆除

舊校門，你支持還是反對？為什麼？ 

自編教材 

復興國中校

門舊照片 

台南市城門

照片 

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代表

建築照片 

他校新舊校

園變革照片 

提問 

思考 

討論 

表達 

學習單 

相關建築照

片資料 

發表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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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復興國中舊校門仿北方宮殿建築及城門建築元素賞析。 

第 5 節  主題／單元名稱：   五、穿新越舊—新舊校門新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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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新舊聯想詞彙搜羅、校門功能與象徵意義的回顧，

導入新詩創作課程。 

二、 開展活動 

1.同學聆聽老師的簡報內容，思考：(1)為什麼要寫詩？(2)

一首好詩包含哪些特質？ 

2.藉由國文課曾學過的詩作〈飛魚〉分析歸納詩有哪些

寫作技巧與敘事觀點。 

3.再列舉使用譬喻、對比、摹寫、象徵等手法的詠物詩，

讓學生辨識其中的表現技巧與寫作結構。 

4.觀察新舊校門的外型，作具體形象與抽象意涵的聯想 

三、 綜合活動 

請同學透過個人新詩創作，展現對復興國中校園歷史風

華的思考和情感。 

自編教材 

學習單 

提問 

思考 

寫作引導 

學習單 

討論發表

實作 

學習單 

第 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六、新詩創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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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學生依個人專長與興趣認領「發行人」、「品管師」、

「朗讀者」、「評論家」、「主持人」任務。 

二、 開展活動 

1.讀詩：依序傳遞，閱讀組內夥伴的詩作。 

2.挑詩：主持人帶領討論，從組內挑出一篇最好的作品，抄寫。

3.備詩：組員依任務分配完成工作 

    發行人：在小白板上謄寫最佳詩作，並張貼到黑板上。 

    品管師：檢視組內所有詩作，修改正確流暢。 

    朗讀者：練習朗誦詩作。 

    評論家：搜集成員意見，說明入選詩作的特色。 

    主持人：場控，提供支援 

4.誦詩：分組上台發表 

三、 綜合活動 

聆聽各組誦詩之後，每個人修改個人詩作後繳回。 

任務分配與

運作流程 

學習單 

分組討論 

表達 

學習單 

學生詩作 

討論發表 

個人詩作

成品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跨領域美感教師團隊以認識校園景觀的歷史變貌為題，

讓學生透過校園攝影體察校園景色。課程執行結束後，跨領域美感計畫團隊邀請各領

域專業教師提供回饋，其中提到本課程在校園議題上較少著墨。因此本校課程團隊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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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新思考課程設計，把課程聚焦於校園建築景觀與台灣歷史背景進行對話。然而在

備課過程中發現，如果從概念出發，是否更符合跨學科知識的跨域課程目標？於是我

們嘗試從「新」與「舊」的概念切入，利用了「差異與多元」的大概念，對自己提出

了以下的問題：新與舊、好與壞、過去與現在是對立的兩面嗎？當新的時代來臨，你

會如何處置舊的過去？在歷史上，舊建物一般都會被拆除嗎？你是否認同舊校門對復

興國中來說是「時代的見證」？為什麼？如果有一天，復興國中入口意象必須全面換

新因而需要拆除舊校門，你讚同還是反對？以上這些問題在後來的課程設計中，都涵

融在課程之中。一開始會擔心這些問題對國二的學生來說是否太難，實施發現，學生

雖然尚無法深入的回答，但確能引發學生的思考，並呈現在他們的詩作中。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1. 舊校門是復興國中的重要的標誌，也代表著歷史的演變，從黃沙滾滾的荒野一路

到高樓林立的地方。從校門進入也有一種進入師長保護傘的感覺，使我們可以安

心的學習新知。(231邱文正) 

2. 在歷史的洪流中，舊校門歷經了歲月、風霜的洗禮，其見證了復興過往的點滴，

也見證了許多遠比我們知道更多有關復興的歷史，不可取代的象徵。(231呂欣

融) 

3. 設計校門的人之設計理念可能是希望藉由古代城門的形象，表達那時候的時代背

可能是以軍事化管理為主。這舊校門將會成為最好的時代見證。(231周楷程) 

4. 舊校門像古蹟一樣，具有歷史意義，使畢業學生把這份歷史永遠保存在心中。

(231蕭芷軒) 

5. 學校能轉變到現在是很多的學生種樹得來的，是當時許多人的心血，能夠讓我們

的校園現在綠意盎然，而不是塵土飛揚。當時他們把種樹當一節課，真的很有

趣。如果我是當時的學生，我肯定會覺得很累，不過很有成就感。(231 陳意晴) 

6. 新，是一種期待，是一種希望，面對不斷創新的流行，人們被矇上了雙眼，被束

縛了手腳，甚至麻痺的思緒，一味的盲目跟從。舊，是一份感情，是一份追憶，

時間的流逝沖淡了歡樂和悲痛，心底那脆弱玻璃一觸即碎，化為不朽的思念，歷

經自然的淬鍊，那牆面既陌生又熟悉，人事已非，早期的街井已冷清沒落。(231

黃湘涵) 

7. 舊校門是復興國中建校時期的時代見證，因為它承載著歷史與追憶，斑剝的牆面

更經歷了畢業校友的回憶。如果未來復興國中要做新的建設而提議拆除舊校門，

我持反對意見。因為舊校門是屬於「復興國中」師生們無法剝奪的一部份。(231

黃湘涵) 

推廣與 

宣傳效益 

本課程成果預計於下學期領域會議中分享與推廣，並把學生的新詩創作展示於學校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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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在「生活中的新與舊」子題中，小組成員針對新與舊的

概念進行討論：說到「新」，你會想到什麼？說到

「舊」，你會想到什麼？請學生在小組內分享，再把小組

想法條列在白板上。 

 

小組派員上台說明小組關於新與舊的聯想。 

 

學生派代表上台分享後，老師以紅色白板紙進行觀點的

統整。每一組的觀點都給予適合的概念關鍵字，讓學生

了解人們如何認知新與舊。其中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

觀點，可藉此看出每個人對新舊概念有不同的價值認

定。 

 

在「校園中的新與舊」子題中，讓小組嘗試推論校園建

築建蓋的先後順序，並說明推論的依據。 

 

各組學生代表說明他們對於校園建築先後順序的推測與

理由。 

 

在「新舊校門的對話」子題中，學生到新舊校門現場進

行實景觀察、討論與描繪。 

 

國文老師以具有歷史的舊詩作書刊導入新詩創作課程。 

 

國文老師說明「一首好詩包含哪些特質」： 

一、 修辭 

二、 敘事觀點 

三、 寫手作法 

四、 主題呈現 

 

學生圈選出自己有感的關於新與舊的詞彙，幫助學生進

行下一階段的新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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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詩寫作後，小組成員要從小組詩作中挑選一首詩

作為新詩朗讀及講評的作品。挑詩前，小組成員需輪流

閱讀同組同學的詩作，主持人再帶領同學每人針對所選

詩作進行說明，最後投票選詩。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