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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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創課方案 

  10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方案名稱 漁村旅行─認識海世界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林維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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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科/王彬如老師  特教老師/高維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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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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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二年級  

參與班級數： 1   

參與總人數： 35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此課程開設在本校觀光科的選修課程中，以探究海洋文化為主的特色課程。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6 節 

（藝術課程  1  節／非藝術課程  1  節／跨域美感課程  4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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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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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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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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延伸 109-1跨領域課程，109-2的課程以海洋知識為底，海洋觀光為輔，海洋環

保為行動，海洋藝術為表現。結合上學期開啟的跨領域課程，本學期的課程以認識海

世界為主軸，從客觀肉眼的認識到身體力行的關心，再以繪畫表現心中的海世界完成

此一系列課程。 

   「漁村旅行」的跨域課程之設計，從一開始分科的課程為出發，再進行一學期的

課程後，以海世界的認識課程再度統整各科所學，以一個跨領域通識的方式完成此系

列跨域課程，期許認識在地文化、了解海洋特色、提升生活情趣、體驗藝術魅力可以

成為學生在完成此系列課程的收穫。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得複選） 

 ▓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活化其他非藝術學科之教學。 

 ▓聚斂其他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發展融整性課程。 

 ▓檢視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的關係，發展包含不同學科的多元文化等議

題課程。 

 ▓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包含不同學科之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

題課程、社區課程等。 

 □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如跨領域美感走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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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鑑賞、實踐等活動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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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村旅行 

漁業科‧海洋知識漁村歷史 

觀光科‧在地導覽在地深化 

美術科‧旅行地圖在地剪影 

跨領域課程─認識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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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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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 

（得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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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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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 領域核心素養： 

自 V.1-U-A1 

自 V.1-U-A2 

自 V.1-U-B1 

自 V.1-U-B2 

自 V.1-U-B3 

自 V.1-U-C1 

自 V.1-U-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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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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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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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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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連接兩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與各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 

 ▓與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其他：              

□國際視野： 

 ▓透過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增進國家文化認同 

 □增進國際競合力 

 ▓全球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 

 ▓在地全球化，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 

 □實際執行國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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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海洋生態與珊瑚生態系統 

2.認識海洋汙染與海洋浩劫 

3.能運用繪畫技法表現海洋世界 

4.能體認維護地球環境及海洋資源是地球公民的責任 

第  一  節  主題／單元名稱：認識海世界─消失的海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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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讓學生了解海洋生態系的組成。 

      2.提問 (1)海裡到底有什麼? 

            (2)海裡除了魚還有什麼? 

    二、開展活動 

      1.海洋生態系介紹  

      2.珊瑚與魚的關係。 

      3.美麗海的駔成。 

    三、綜合活動 

      1.討論海洋生態系的組成結構 

      2.完成海洋生態系學習單。 

自編教材 

海洋概論 

網路資料 

科學期刊 

收集資料 

分組討論 

小組分享 

授課 PPT 

學習單 
學習單 

第 二~三 節  主題／單元名稱：認識海世界─來去海科館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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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導入活動 

  藉由學習單引導學生有關海科館參訪的相關注意事 

  項。 

  二、展開活動 

  海科館參觀，進一步認識海洋生態、海底城市等內   

  容，並透過實地走訪的資料與圖片收集，與課程介紹 

  的知識相對應。 

  三、綜合活動 

  1.分組完成學習單 

自編教材 

 

收集資料 

分組討論 

小組分享 

海科館 學習單 

第 四 節  主題／單元名稱：認識海世界─珊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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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播放【公視-我們的島-白色珊瑚海】影片 

    二、開展活動 

     1.海洋珊瑚之美 

     2.從線條結構來看珊瑚 

三、綜合活動 

     1.完成珊瑚線條學習單 

     2.完成珊瑚拼貼畫 

自編教材 

海洋概論 

網路資料 

分組討論 

小組分享 

授課 PPT 

學習單 
拼貼作品 

第 五~六 節  主題／單元名稱：認識海世界─海底城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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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你心中的海底城市樣貌? 

二、開展活動 

    1.海底城市介紹 

    2.海底城市的新成員 

    3.垃圾海 

    4 海上清潔車 

    5.海底新世界 

三、綜合活動 

    1.分組討論海底新世界 

    2.藉由繪畫方式完成海底新世界 

自編教材 

網路資料 

分組討論 

小組分享 

授課 PPT 

學習單 
學習單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本學期的跨領域美感教育延伸上學期的漁村旅行課程，進行對海底城市的探

索，發展出對環境生態的認識與環境破壞等相關環保議題，最後回到對海底城市的

期許和想像，為海洋的跨領域學習做總結。 

    能透過跨域的合作完成一系列海洋課程，除體現出海洋特色的學校課程外，也

結合跨領域教師來完成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全方位的認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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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海底城市是我從沒關心過的，希望有天我可以穿上潛水衣去看看那片不同於陸地的

海底城市」 

「以前從來不知道珊瑚是如此美麗，我覺得保護珊瑚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課堂中我認識了珊瑚，也可以畫出我心中美麗的珊瑚，我覺得很棒！」 

「透過這一系列的課程，我知道保護海洋的重要性，這麼美麗的環境是需要大家一起

來守護的！」 

「淨灘活動讓我第一次感覺到海灘上什麼垃圾都有，讓我不經懷疑人類到底對海洋做

了什麼樣的事情？」 

「感謝老師安排這一系列的課程，我知道我可以盡自己一點點的力量為海洋做點事

情，心中很開心。」 

「垃圾海讓我知道海裡什麼垃圾都有，讓我知道人類對海洋破壞許多」 

「透過心中海底世界的描繪，讓我知道藝術創作的可能性，也希望透過作品可以讓更

多人知道保護海洋的重要。」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連結本校更多群科的課程合作關係，讓跨領域的教學多元化。 

2.完成職業學校跨群科的教學，建立學校特色課程。 

3.建立以海洋為主題的科學、人文與歷史的跨領域合作課程。 

4.引導學生在海洋學習課程上有更進一步的認知。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8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課程的設計雖已跨領域合作，但仍屬小部分科目的合作方式，若能再擴展，結

合更多學科的合作，相信課程的完整度與多樣化都能有所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