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7 年級 第 2學期     音樂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謝馥霞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 藉由中音笛演奏、學習演唱技巧及音樂欣賞更加感受音樂之美。 

 (二) 藉由小組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三) 運用多元評量，結合認知、情意、技能引導學生學習。 

 (四) 認識音樂的起源及功能。 

 (五) 認識西洋樂器、中國樂器及其樂團編制。 

 (六) 認識簡譜及基本音樂術語。 

 (七) 認識台灣民歌。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音樂總動員 
內容： 
1.音樂功能介紹。 
2.透過改編自臨床病例影片《最
後的嬉皮》欣賞，瞭解音樂治
療的功能與內涵。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音樂總動

員。 

 

課堂問答 

分組練習 

 

第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音樂總動員 
內容： 
1.認識音樂與各媒體的結合運

用。 

2.《第 36個故事》電影簡介及

主題歌聆賞。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音樂總動

員 

1.教學 CD及相

關播放器材。 

 

課堂問答 

發表賞析心得 

分組完成情境及

音樂配對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音樂．聽．音樂 
內容： 
1.簡略介紹電影《賽德克‧巴萊》

故事，並聆賞其配樂〈失去的獵

場〉，感受音樂運用於電影的功

能。 

2.情境配樂練習創作。 

3.以中音直笛吹奏〈世界的約

定〉。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音樂總動

員 

 

課堂問答 

分組練習 

 

第四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音樂總動員 

內容： 
1.認識音樂與品牌形象間的關

係。 

2.認識聲音品牌「Jingle」。 

3.瞭解廣告與音樂的搭配運用。 

4.習唱歌曲〈天天年輕〉。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音樂總動

員 

課前資料蒐集 

課堂問答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單元：音樂總動員 
內容： 
1.認識簡譜。 

2.學習五線譜與簡譜間的轉換

方法。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音樂總動

員 

1.教材 CD 

2.老師蒐集相

關影音 

  資料 

課堂問答 

分組練習 

 

第六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

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單元：樂音．初鳴 

內容： 

1.認識音樂起源的各種學說，並

聆聽相關音樂。 

2.認識四大古文明音樂文化。 

3.自製簡易樂器並實驗吹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樂音．初

鳴 

 

課堂問答 【人權教育】

2-4-1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異。 

第七週  第一次月考 

1.以中音直笛吹奏〈茉莉花〉〈世

界的約定〉。。 

2.認識樂器分類方式及發聲原

理。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樂音．初

鳴 

中音笛測驗 

分組測驗 

 

第八週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樂音．初鳴 

內容： 

透過樂曲聆賞，認識中西氣鳴、

弦鳴樂器特色及其功能。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樂音．初

鳴 

 

課堂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樂音．初鳴 
內容： 
透過樂曲聆賞，認識中西體鳴、

膜鳴樂器特色及其功能。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樂音．初

鳴 

1.所需教材 CD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週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單元：樂音．初鳴 

內容： 

1.習唱歌曲〈鳳陽花鼓〉。 

2.認識中西樂團編制。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樂音．初

鳴 

1.所需教材 CD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樂音．初鳴 

內容： 

1.認識出現於居家、學校的各類

音樂。 

2.認識各作曲家的生平簡介、個

人音樂風格特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My Music 

Book 

賞析 

分組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My Music Book 

內容： 

1.認識日常在戶外各種場合的

音樂。 

2.認識各作曲家的生平簡介、個

人音樂風格特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My Music 

Book 

 

課堂問答 

 

【資訊教育】

4-3-5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

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第十三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My Music Book 
內容： 
1.第二次月考 

歌曲〈天天年輕〉〈鳳陽花鼓〉。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My Music 

Book 

所需教材 CD、影

片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四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My Music Book 

內容: 

1.認識音樂速度的計算方式及

節拍器。 

2.認識常見的速度術語。 

3.瞭解標題及絕對音樂定義、內

涵，並學習辨別其差異。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My Music 

Book 

歌唱測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心情五線譜 

內容： 

1.認識各作曲家寄託於音樂的

情感。 

2.認識各作曲家、音樂風格特

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心情五線

譜 

 

課堂練習  

第十六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心情五線譜 

內容： 

1.認識民歌類型。 

2.認識臺灣福佬語系自然民歌。 

3.習唱〈西北雨直直落〉。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心情五線

譜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八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心情五線譜 

內容： 

1. 演唱〈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

天〉。 

2.認識臺灣客家語系自然民歌。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心情五線

譜 

課堂練習 

分組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心情五線譜 
內容： 
1.認識臺灣原住民語系自然民

歌。 

2.透過改編音樂體會樂曲呈現

之差異。.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心情五線

譜 

所需教材 CD、影

片 

課堂問答 

賞析 

 

 

第二十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

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

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第三次段考 

內容: 

歌曲〈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

天〉。 

   〈西北雨直直落〉。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心情五線

譜 

課堂問答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107學年度 八 年級 第 二 學期 藝術與人文(音樂)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怡婷老師  

 

四、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0﹚節。 

五、本學期學習目標： 

１、瞭解電影音樂發展與製作流程。 

２、著名電影配樂家及欣賞其代表作品。 

３、以中音直笛吹奏及演唱歌曲。 

４、台灣電影音樂 

５、浪漫樂派及國民樂派音樂家特色風格，並欣賞其代表作品。 

６、藝術歌曲、標題音樂、風格小品與交響詩。 

７、了解轉調與移調。 

８、從臺灣音樂家作品中探討主題展現的人文背景與美感。 

９、臺灣當代音樂家的生平、作品特色及表現鄉土的關懷。 

六、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

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

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1.電影歌曲的發展作用

與創作。 

2.電影歌曲賞析。 

1 

 

翰林版教科書 

<繽紛聲影>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2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

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1.唱電影歌曲〈調色

盤〉。 

2.電影配樂製作流程。 

1 翰林版教科書 

<繽紛聲影>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3週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

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1.分組進行「音樂寫紀

錄」。 

2.分組呈現與互評。 

1 翰林版教科書 

<繽紛聲影>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第 4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

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蕭邦生平與欣賞夜曲。 

2.浪漫樂派的時代背景

與音樂特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多元交融的浪

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5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浪漫樂派的時代背景

與音樂特色。 

2.欣賞《幻想交響曲》。 

3.認識標題音樂。 

1 翰林版教科書 

<多元交融的浪

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第 6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浪漫樂派著名作

曲家與欣賞其著名樂曲。       

1 翰林版教科書 

<多元交融的浪

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7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介紹浪漫時期作曲家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多元交

融的浪漫樂派> 

1.教師評量 

2.自我評量 

3.分組報告 

 

第 8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浪漫樂派著名作

曲家與欣賞其著名樂曲。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多元交

融的浪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9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藝術歌曲特色，

並能分辨各種角色與音

色。 

 2.學習三和弦的性質與

轉位，認識簡易和聲。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多元交

融的浪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10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

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

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2.演奏中音直笛曲《大學

慶典》序曲。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多元交

融的浪漫樂派>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1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國民樂派興起的

原因，瞭解國民樂派音樂

特色與作曲家。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二課<民族的

謳歌 

>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第 12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交響詩，辨別與交

響曲之差異。 

2.習奏〈莫爾島河〉。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二課<民族的

謳歌 

>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3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學習移調與轉調。 

2.習唱〈念故鄉〉。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二課<民族的

謳歌>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第 14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認識北歐、西歐及東歐

的音樂家及其音樂特色。 

2.國民樂派音樂〈芬蘭

頌〉欣賞。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二課<民族的

謳歌>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第 15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

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

與習慣。 

 

1.欣賞國民樂派音樂：

〈中亞細亞草原〉、〈山魔

王的殿堂〉。 

2.利用音樂疊疊樂遊

戲，加深學生對於國民樂

派的印象。.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二課<民族的

謳歌>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6週 1-4-5 藉由演唱或演奏樂器，參與音樂表演活

動，發展音樂表現能力。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搜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

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臺灣戲曲音樂類型（南

北管音樂、歌仔戲音

樂）。 

2.歌仔戲音樂特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在地的

聲音>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17週 1-4-5 藉由演唱或演奏樂器，參與音樂表演活

動，發展音樂表現能力。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

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

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搜集中外藝術資料，了

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

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欣賞七字調〈身騎白

馬〉與流行音樂版。 

2.藉由學習視唱練習〈都

馬調〉，運用「加花」、

「減字」技巧等完成動腦

時間。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在地的

聲音>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8週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

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

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北管音樂的曲調淵

源、樂團編制及其音樂風

格。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在地的

聲音>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19週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

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

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臺灣當代作曲家。 

2.聆賞《臺灣舞曲》。 

3.習唱〈點心擔〉。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在地的

聲音> 

1.教師觀察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0週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

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

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

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

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考唱點心擔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在地的

聲音> 

分組表演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9 年級 第 2學期     音樂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謝馥霞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18﹚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本學期課程內涵： 
1.探索各種宗教音樂之源流與特色。 

2.能欣賞各種宗教之儀式與崇拜音樂 

3.能認識宗教合唱音樂所用的譜表與譜號。 

4.瞭解世界民謠音樂風格與特色。 

5.欣賞世界民謠—— 亞洲、美洲、歐洲的音樂民謠作品，感受各國民謠樂曲的表現方式。 

6.從世界音樂體會不同民族的音樂思維與生命價值。 

7.聆賞非洲烏干達兒童合唱團 Watoto之音樂，從中體會生命的價值與可貴。 

8.認識並欣賞拉丁美洲音樂。 

9.搜尋世界音樂資料並與全班分享。 

10.認識音樂家蕭邦生平事蹟及作品特色。 

11.能蒐集資料並介紹音樂相關的職業類別。 

12.各自發揮個人專長分工合作，全班舉辦班級音樂發表會，並廣邀師長或學弟妹與會聆聽。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瞭解各宗教發展源流及常
用儀式音樂。 

2.瞭解道教儀式及其音樂呈
現。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敬拜禮讚齊頌

揚 

 

課堂問答  

第二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瞭解佛教音樂起源與「梵

唄」之意含。 

2.認識佛教音樂常用法器。 

3.瞭解臺灣佛教音樂及其體

裁（海潮音、鼓山調）。 

4.認識現代佛曲和傳統佛曲

之不同。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敬拜禮讚齊頌

揚 

課堂問答 

賞析 

 

 

第三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認識西方宗教音樂。 

2.認識紐瑪譜、葛雷果聖歌。 

3.瞭解天主教儀式音樂發展

源流和音樂特色。 

4.認識聖樂合唱譜號與人聲

聲部之分配。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敬拜禮讚齊頌

揚 

課堂問答 

賞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瞭解基督教儀式音樂發展

源流和音樂特色。 

2.習唱歌曲〈你鼓舞了我〉。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敬拜禮讚齊頌

揚 

課堂問答 

課堂練習 

 

第五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瞭解天主、基督教傳入臺灣

的歷史背景。 

2.認識臺灣原住民創作之基

督教詩歌。 

4.完成「宗教音樂與藝術博

覽」活動。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敬拜禮讚齊頌

揚 

課堂練習 

課堂問答 

 

第六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

特質。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認識世界民謠發展背景、創

作表現手法。 

2.認識世界民謠風格及其內

涵。 

3.認識亞洲各國民謠：中國、

印尼、韓國之特色及代表樂

器。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世界民謠唱遊

趣 

課堂問答 

賞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

特質。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第一次月考 

歌曲〈你鼓舞了我〉。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世界民謠唱遊

趣 

分組報告  

第八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

特質。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認識美洲各國民謠：美

國、夏威夷、墨西哥之特色及

代表樂器。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世界民謠唱遊

趣 

資料收集 

課堂問答 

賞析 

 

第九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

特質。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認識歐洲各國民謠之特色

及代表樂器。 

2.以「音樂世界帝國遊戲」檢

核先前課程所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世界民謠唱遊

趣 

課堂問答 

賞析 

課堂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第二次月考 

1.認識日本音樂發展源流及

各種傳統樂器。 

2.認識日本雅樂。 

3.認識日本沖繩音階組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音樂奇航 

吹奏直笛自選

曲 

 

 

第十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認識印度音樂特色及歷史

發展。 

2.認識印度傳統樂器（西塔

琴、塔布拉手鼓、剎羅琴）及

其之於印度音樂的重要性。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音樂奇航 

分組練習 

課堂練習 

賞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認識非洲音樂美學。 

2.瞭解「節奏」及「鼓」對非

洲民族生活的重要性。 

3.認識非洲各種傳統樂器。 

4.習唱歌曲習唱歌曲〈我要敬

拜祢〉。 

5.瞭解拉丁美洲音樂特色，並

欣賞拉丁美洲音樂。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音樂奇航 

  

第十三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第三次月考 

1.舉例世界上的著名的音

樂，使之與學生之間的距離縮

短，激起學生願意聆賞該民族

音樂。 

2.學生回家查詢各民族音樂

的資料分享。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音樂奇航 

課堂問答 

歌曲演唱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

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2.比較歌手陳珊妮、HEBE翻唱

的〈離別曲〉和蕭邦「離別曲」

作品之異同。 

1.演唱歌曲〈今年夏天〉。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課堂問答 

賞析 

課堂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1.認識籌備音樂會的行政工

作、演出注意事項。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課堂練習 

分組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1.班級惜別音樂會練習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課堂問答 

 

 

第十七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
圍。 
 

 
1.班級惜別音樂會及上臺展
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分組表演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第十八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1.班級惜別音樂會及上臺展
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分組表演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班級惜別音樂會及上臺展
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青春驪歌、夢

想展翅 

分組表演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7 年級 第 2學期     表演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謝馥霞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 瞭解劇場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並認識劇團的分工架構。 

 (二) 透過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目標，發展團隊合作的能力。 

 (三) 瞭解劇本基本的組成要素，並認識具代表性的劇作家。 

 (四) 能以文字編寫創作出表演的故事，並表達不同的情感、思想與創意。 

 (五) 瞭解舞臺服裝和化妝對表演的重要性，並認識臺灣劇場界知名的服裝設計及化妝設計。 

 (六) 瞭解導演的重要，並認識臺灣幾位劇場知名的導演。 

 (七) 培養學生與他人溝通協調的能力，使能發揮應用於人生的舞臺上。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同心圓 
內容： 
1.瞭解劇場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並認識劇團的分工架構。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同心圓 

教學相關資料、影片。 

課堂問答 

分組討論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

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1培

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

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同心圓 

內容： 

1.指導學生條理說明難忘的團  

  隊合作經驗。 

2.仔細聆聽他人發表的故事，並 

  分享自己的感想。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同心圓 

準備透過團隊合作而成

功的故事。 

課堂問答 

分組報告 

 

 

第三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同心圓 

內容： 

1.認識不同分工的工作內容，並能

勇於嘗試。 

2.認知一個完整的劇場演出所需   

  的分工狀況。 

3.建立幕前幕後人員都是缺一不   

  可的重要觀念。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同心圓 

藉由活動來引導團隊學

習。(ex:支援前線) 

課堂問答 

分組合作 

 

第四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同心圓 

內容： 

1.訓練分組合作的活動 

(1)胯下宅急便 

(2)連體向前衝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同心圓 

藉由活動來引導團隊學

習。 

 

分組合作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同心圓。 

內容： 

1.家庭相簿 

透過四張定格照片的畫面，呈現故

事內容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同心圓 

 

分組活動  

第六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一筆一世界。 

內容： 

1.劇作家的基本功。 

2.劇本的靈魂—人物。 

3.劇本的框架—時間與空間。 

4.劇本的推動力—事件。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第一次月考 

1.分組報告難忘的戲劇作品，為 

  何令然難忘？為何覺得好看？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準備相關影片 

分組呈現 

 

 

第八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單元：一筆一世界 

內容： 

1.觀察四張照片，從中整理出一 

  個合理又特別的故事。 

2.將故事剛要寫下來，並與其他 

  組分享。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準備相關照片 

課堂觀察 

分組討論報告 

 

 

第九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單元：一筆一世界 

內容： 

 1.介紹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 

2.介紹湯顯祖。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蒐集相關資料、影片 

課堂觀察 

課堂賞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單元：一筆一世界 

內容： 

1.活動：劇作家初級養成所 

每組抽五張紙條，分別代表兩個人

物、時間、地點、事件，各組以五

張紙條的提示為題材，並加入衝突

要素，發展成一個簡短故事。 

2.分組說故事。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前置作業：演戲相關道

具。 

 

課堂問答 

分組討論 

 

 

第十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1.能認識不同的表演環境。 

2.能認識不同類型的舞臺及其特  

  色。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一筆一世界 

蒐集相關資料、影片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能瞭解劇場幕後工作的要素及   

  其重要性。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  
無限可能的設計 

 

課堂賞析  

 

第十三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第二次月考 

1.創作劇本。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分組創作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內容： 

舞台設計、音效設計 

1.相同主題，百樣風貌： 

 由老師設定主題，各組將主題的   

 場景做出來，互相觀摩。 

 (例如：公園。每一組的公園擺  

 設、景物會不同) 

2.欣賞不同場景的配樂，思考 
  探討配樂在場景的重要性。 
 
 

1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分組活動  

第十五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內容：  

內容：創意走秀 1 

1.各組討論一個主題，並思考場景

如何配置，搭配什麼音樂可製造效

果，並搭配什麼造型、服裝來呈現

整體性。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設定相關主題 

分組練習 

分組討論 

 

第十六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內容：創意走秀 2 

1.延續上週，繼續討論，並可 

  開始創作所需道具、尋找配樂 

  音效。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分組討論 

分組創作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 

幕後的領導者 

內容： 

1.認識導演這角色。 

2.瞭解導演的重要，並認識臺灣  

  幾位劇場知名的導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幕後的領導者 

相關影片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第十八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

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

活動，繼續學習。 

單元：幕後的領導者 

活動:詮釋大不同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幕後的領導者 

 

分組創作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

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單元：幕後的領導者 

活動:將同學創作的劇本讀出

來，挑選一位同學擔任導演進行

分析討論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幕後的領導者 

 

分組練習呈現 

 

 

第二十週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

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

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第三次段考 
創意走秀 

(結合服裝、場景、配樂)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無限可能的設計 

 

分組發表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高級中學國中部  107學年度 八 年級 第 二 學期 藝術與人文(表藝)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陳怡婷老師  

第 2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0﹚節。 

本學期學習目標： 

1 瞭解電影的製作與歷史脈絡。 

2 認識電影的拍攝分工與內容、各種拍攝手法和所含重要性。 

3 認識世界各國特色舞蹈。 

4 學習歌仔戲的發展流變及組成元素。 

5 學習歌舞劇的組成元素。 

6 認識經典歌舞片。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略﹚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週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電影的發明。 

2.臺灣電影的發展歷程。 

1 

 

翰林版教科書 

<光影交會一百年>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2週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拍攝電影：製作期和後製

工作。 

2.電影技術發展的簡史。 

1 翰林版教科書 

<光影交會一百年>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3週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電影拍攝：鏡頭與角度的

技巧與運用。  

1 翰林版教科書 

<光影交會一百年> 

1.教師觀察 

2.互相討論 

 

第 4週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各組分工討論「友情紀事」

活動的工作內容。 

1 翰林版教科書 

<光影交會一百年>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5週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欣賞並觀察各組「友情紀

事」的活動呈現  

1 翰林版教科書 

<光影交會一百年>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6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舞蹈對全世界人類的重要

性。 

2.佛朗明哥舞與肚皮舞。      

1 翰林版教科書 

<全世界都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7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踢踏舞與探戈。 1 翰林版教科書 

<全世界都在跳舞>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第 8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街舞。 1 翰林版教科書 

<全世界都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9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學生分組發表所蒐集的音

樂影片資料。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全世界都

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0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蒐集資料並觀賞影片，排

練一段舞蹈動作。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全世界都

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1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蒐集資料並觀賞影片，排

練一段舞蹈動作。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一課<全世界都

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2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
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
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各組呈現舞蹈，展現創意

及團隊合作。 

2.學習盡力表現自己，與尊

重並欣賞他人。 

1 翰林版教科書 

<全世界都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3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各組呈現舞蹈，展現創意

及團隊合作。 

2.學習盡力表現自己，與尊

重並欣賞他人。 

1 翰林版教科書 

<全世界都在跳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4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1.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起

源。 

 翰林版教科書 

<台灣歌仔唱抹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態度 

 

地 15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態度 

1.野臺歌仔戲與京劇不同之

處。 

2.臺灣近代有名的歌仔戲劇

團及歌仔戲演員。 

 翰林版教科書 

<台灣歌仔唱抹煞>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6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1-4-3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
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歌仔戲的表演元素。 
2.練習用肢體動進行虛擬性
表演。 
3.嘗試演唱歌仔戲的〈七字
調〉。 

1 翰林版教科書 

<台灣歌仔唱抹煞

>>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7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
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從欣賞歌舞劇影片過程中

體會表達情感的方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歌聲舞影音樂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8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
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各組分工討論歌舞劇演出

活動的工作內容。 

2.注意創作歌舞劇的歌曲及

舞蹈元素。 

1 翰林版教科書 

<歌聲舞影音樂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第 19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
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1.了解歌舞劇與一般話劇的
在創作上的不同。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歌聲舞影

音樂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互相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第 20週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
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
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要求學生團隊合作精
神，共同完成一齣歌舞劇。 

1 翰林版教科書 

第三課<歌聲舞影

音樂劇> 

分組表演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9 年級 第 2學期     表演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謝馥霞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19﹚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瞭解古代希臘人在敬天畏神的觀念影響下，進而發展出戲劇活動的歷程。 

2.學習西方戲劇的劇場元素，以及其和現代相近似的藝術活動。 

3.培養對臺灣傳統藝術活動的深刻認識與體驗。 

4..學習個人意見表達，並以民眾劇場、行動劇及論壇劇場等不同的劇場形式發展。 

5.覺察人群間的各種衝突原因，學習溝通方式及認知其重要性。 

6.藉由舞蹈即興練習，達到體驗舞蹈的目的。 

7.透過親身體驗舞蹈的過程進行自我身體探索，包括瞭解身體動作極限、自身動作慣性以及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處。 

8.瞭解因為不斷追求突破創新，現今表演藝術有了迥異以往的多元新面貌。 

9.認識如今的表演藝術創作型態，產生許多新的理解和詮釋方法。 

10.以開闊的心胸及眼界面對不同型態的表演藝術作品，使生命更為充實。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

術生活與價值觀。 

1.認識古希臘神話的眾神形象
塑造。 
2.瞭解酒神於戲劇史上之重要
性。 

3.認識希臘悲喜劇及古希臘劇
場藝術。 

4.認識古希臘劇場中的「面具」
重要性。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源自祭典

的藝術 

 

課堂問答 【人權教育】2-4-1 了解

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

化差異。 

【資訊教育】4-3-5 能利

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

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

術生活與價值觀。 

1.認識古希臘劇場中「歌隊」

的重要性。  

2.學習現代詩歌朗誦隊的表現

方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源自祭典

的藝術 

課堂問答 

賞析 

 

 

第三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

術生活與價值觀。 

1.認識臺灣廟會活動及藝陣類

型，並學習欣賞臺灣傳統民俗

藝術。  

2.嘗試練習藝陣的表演型態，

並體會活動的藝術能量。 

1  翰林版教科

書 

單元:源自祭典

的藝術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四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

術生活與價值觀。 

1.瞭解藝陣演出的各項工作分

配。 

2.瞭解藝陣活動內涵及操作方

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源自祭典

的藝術 

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

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

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

術生活與價值觀。 

1.學生體驗藝陣表演。 
2.透過藝陣表演，讓學生得以
表現肢體，並體會臺灣傳統藝
術之美，增進鄉土關懷。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源自祭典

的藝術 

課堂練習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

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

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

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

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

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

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第六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認識以戰爭為主題的電影、

戲劇。 

2.簡略介紹「民眾劇場」、「被

壓迫者劇場」、「一人一故事劇

場」及「行動劇」等表演形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看見和平

的身影 

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第一次月考 

1.認識民眾劇場定義及奧古斯

都‧波瓦長年推動的被壓迫者

劇場。  

2.認識「衝突」的產生原因。  

3.學習以各種劇場形式處理生

活中的「衝突」。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看見和平

的身影 

分組報告  

第八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認識一人一故事劇場及行動

劇。  

2.培養蒐集與分析社會議題的

能力。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看見和平

的身影 

資料收集 

課堂問答 

賞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各組分工討論行動劇演出活

動的工作內容。 

2.瞭解行動劇內涵及操作方

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看見和平

的身影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

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第二次月考 

1.藉由影片欣賞，引導學生探

索肢體多元性，進而發展肢體

及拓展想像力。 

2.透過活動探索肢體柔軟度及

自我身體的掌控力。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即興揮灑

的舞蹈 

分組練習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

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5-4-5能應用

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

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

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認識現代舞表演形式及內

涵。 

2.認識美國現代舞大師：瑪

莎‧葛蘭姆。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即興揮灑

的舞蹈 

課堂問答 

 

 

第十二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

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體驗與他人肢體互動時，彼

此間的重量轉換、空間運用、

主從關係。 

2.在團體互動關係中培養與人

溝通的能力。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即興揮灑

的舞蹈 

分組練習  

第十三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

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第三次月考 

綜合先前課程所學，透過團體

舞蹈即興訓練肢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即興揮灑

的舞蹈 

分組表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

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

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認識現今創新多元的表演藝

術走向。  

2.認識創新的未來主義劇本。 

3.重新認識導演地位的關鍵

性。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課堂問答 

賞析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

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

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

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認識表演藝術中的「拼貼」

手法，並學習戲劇欣賞方式。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

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

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瞭解表演藝術的「跨界」趨

勢。 

2.欣賞「跨領域」、「跨文化」

或「結合科技」表演的藝術作

品。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七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
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
精神與態度。 

 
1.瞭解表演藝術作品的內涵。 
2.認識臺灣各種類型的表演藝
術工作者。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分組討論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

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

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

特的表現。 

2-4-8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

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

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1.瞭解表演藝術作品的內涵。 
2.認識臺灣各種類型的表演藝
術工作者。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課堂問答 

賞析 

 

第十九週 3-4-10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

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瞭解表演藝術作品的內涵。 

2.認識臺灣各種類型的表演藝

術工作者。 

畢業典禮預演 

1 翰林版教科書 

單元：未來、現

在進行式 

課堂問答 

賞析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學年度   7 年級 第 2學期    視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魯燕芳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 

1.激發觀察歸納各種空間的能力。 

2.分析各空間所需的大小與彼此的配置位置。 

3.瞭解建築空間泡泡圖所代表的意義與感受。 

4.瞭解室內空間環境與人的互動關係，建立空間規畫的理念。 

5.認識家居布置的要點與方法，並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6.欣賞中國水墨畫所傳達的「詩情」與「畫意」。 

7.認識中國水墨畫的欣賞要素。 

8.比較東西方繪畫藝術的特質與異同。 

9.認識水墨畫的工具與材料。 

10.瞭解水墨畫的形式特徵，包括各種筆法與墨法。 

11.透過媒材的體會與運用，瞭解水墨創作的特色。 

12.認識版畫在生活中的應用。 

13.理解版畫的定義與特性。 

14.體會凸版、凹版、平版、孔版等印製原理與表現技巧之不同。 

15.鑑賞各種不同版種的作品，分辨其印製效果的差異。 

16.認識並欣賞藏書票作品。 

17.鑑賞與體會年畫之美。 

18.瞭解「單版複刻」的製版與印刷過程，學習以「單版複刻」技法印製年畫，體驗版畫創作的樂趣。 

19.學會版畫的簽名格式。 

20.認識藝術創作的題材類別。 

21.鑑賞有關再現文學內容的佳作。 

22.鑑賞有關宗教故事的經典畫作，分析相同題材、不同創作者之作品在表現上的差異。 

23.鑑賞有關描繪宗教神話和民間傳說的傑作。 

24.鑑賞有關記錄歷史事件的巨作，並瞭解藝術創作過程。 



25.鑑賞有關描寫民俗風情的名作。 

26.欣賞插畫名家的作品。 

27.故事插畫創作。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暸解空間環境設計在各

地區的不同需求。 

2.建立「省能源、低污染、

低耗能、低環境衝擊」的綠

建築環境設計概念。 

3.以教室討論空間的的概

念與整體氣氛的營造。 

4.讓學生思考該如何讓教

室布置的「空間營造」，從

硬體「需求」的形成，到完

成後各個單元區塊的「角

色、功能」扮演，豐厚空間

機能，提升空間的價值與效

益。 

1 1.教師:自製電

腦多媒體教材。 

2. 學 生 ： 描 圖

紙、色鉛筆。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自己

居住的環境，並

能說出影響空

間環境的要件。 

（2）瞭解室內

空間環境與人

的互動關係，建

立空間規畫的

概念。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環境教育】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

內涵。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 能草擬自

己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

計畫。 

【環境教育】5-4-4 具有提出

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

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不同類型的居家空

間特色，亦可以準備圖片使

學生對於空間規畫有初步

的認識。 

2.教師強調環境整體規畫

的重要，並以課本中的圖例

或資料說明室內設計中，平

面圖與透視表現圖的關係。 

3.試讓學生以簡單的住宅

空間分配圖，傳達心中的理

想住家。 

4.以課本圖例或資料，說明

如何將美的原理運用在居

室空間設計上。 

5.說明各種不同的照明方

式與功能，並進一步說明光

線分配與控制。 

6.請學生以自己的臥房為

例，討論自己所期待的色彩

配置理念。 

7.教師說明居家布置時應

注意的事項。 

8.提醒學生將入自然帶入

生活，融入建築與室內的景

觀，可以舒緩生活中緊張而

繁忙的壓力。 

1 1.教師： 

‧圖片、幻燈片、

投影片或影片，

也可選擇自製的

電 腦 多 媒 體 教

材。 

‧蒐集各類住宅

室內設計平面圖

與透視圖之圖片

或書刊，以及室

內設計相關資料

與參考圖例，用

以說明空間分配

結構。 

2.學生：對家居

環 境 的 空 間 配

置、色彩、採光

照明的等加以觀

察。或以書面或

圖示的方式為家

中的空間作概要

性的陳述。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認識家居布

置的要點與方

法，並實際運用

於生活中。 

‧情意部分 

（1）介紹居家

布置創意新點

子，助於美化家

庭環境。 

（2）能與家人

共同檢視並規

畫居家空間。 

（3）能有效收

納 生 活 必 需

品，並整理自己

的居家環境。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環境教育】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

內涵。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 能草擬自

己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

計畫。 

【環境教育】5-4-4 具有提出

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

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認識平面圖的基本家具圖

示，並說明縮小尺寸比例的

計算方式。 

1 1.教師：圖片、

幻燈片、投影片

或影片，也可選

擇自製的電腦多

媒體教材。 

2.學生：室內設

計空間配色練習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學習平面

圖的符號意義

與種類。 

（2）學習平面

布局，並運 用

色調、樣式、燈

光、材質、動線

及空間配置，來

衍生空間無限

的可能。 

（3）認識空間

透視的概念，學

習並繪製基礎

透視圖的技法。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環境教育】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

內涵。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 能草擬自

己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

計畫。 

【環境教育】5-4-4 具有提出

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

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說明單點透視圖的概

念，並重述色彩對室內空間

的影響。 

2.請學生運用單點透視的

原理，設計心中理想的房間

透視圖。 

3.請學生依照個人偏好或

特殊主題，用透視圖來作室

內的色彩計畫。 

1 1.教師：單點透

視圖圖卡、投影

片 、 透 視 圖 線

稿。 

2.學生：鉛筆、

尺、色鉛筆。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學習平面

圖的符號意義

與種類。 

（2）學習平面

布局，並運用色

調、樣式、燈

光、材質、動線

及空間配置，來

衍生空間無限

的可能。 

（3）認識空間

透視的概念，學

習並繪製基礎

透視圖的技法。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環境教育】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

內涵。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 能草擬自

己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

計畫。 

【環境教育】5-4-4 具有提出

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

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請學生簡述對於中國水

墨畫的初步印象與想法。 

2.以馬遠〈山徑春行圖〉，

引導學生欣賞此作，並以分

組方式回答相關問題。 

3.教師引導學生欣賞唐代

詩人王維〈鳥鳴澗〉，並彼

此討論、想像其詩情所引發

的畫面情境。 

4.比較〈鳥鳴澗〉與〈山徑

春行圖〉，歸納「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之意。 

1 1.本單元所鑑賞

畫作相關資料和

作品圖片。 

2.相關藝術家資

料（包括生平、

所處時代背景和

繪畫風格）。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情意部分： 

（1）瞭解並體

會水墨作品中

「詩情畫意」之

意境。 

（2）欣賞傳統

與現代不同表

現形式的水墨

畫作品，進而喜

愛並親近之。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第一次月

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引導學生分享對初春的

感受。 

2.將大家對初春的感受綜

合歸納，導入北宋名作郭熙

〈早春圖〉畫面欣賞。 

3.分別欣賞〈早春圖〉各個

細部（包括近景、中景、遠

景）。 

4.教師解說「謝赫六法」中

品評繪畫表現的六項法則。 

5.根據對「謝赫六法」的理

解，同學分組討論郭熙〈早

春圖〉在各項的表現與心

得。 

6.歸納欣賞水墨畫的四項

要素。 

1 1.本單元所鑑賞

畫作相關資料和

作品圖片。 

2.相關藝術家資

料（包括生平、

所處時代背景和

繪畫風格）。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水墨畫的

鑑賞要點。 

‧情意部分： 

（1）瞭解並體

會水墨作品中

「詩情畫意」之

意境。 

（2）欣賞傳統

與現代不同表

現形式的水墨

畫作品，進而喜

愛並親近之。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可就東西方藝術家

以同類主題分別表達之創

作，幫助學生比對藝術家在

構圖形式、技法、媒材工

具、色彩運用、意義傳達等

各方面的異同之處。 

2.講解與示範水墨畫的筆

法與墨法前，教師可先以實

際圖做欣賞，引導學生體會

不同筆墨的視覺效果與技

法重點。 

3.教師於課堂上實際示範

與說明，使學生更快瞭解水

墨比法與墨法的訣竅重點。 

4.示範講解完後，教師可就

其他圖例，請學生體會並找

出畫家運用筆墨的方法。 

第一次月考 

1 1.水墨畫的表現

工具及材料。 

2.介紹水墨畫中

各種筆法、墨法

之技法運用的範

例，或教師於課

堂親自示範。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東西

方繪畫的基本

差異。 

（2）認識水墨

畫的工具材料

與筆墨基本技

法。 

‧技能部分： 

學習水墨畫筆

墨的技法，並能

實際靈活運用。 

‧情意部分： 

（1）瞭解並體

會水墨作品中

「詩情畫意」之

意境。 

（2）欣賞傳統

與現代不同表

現形式的水墨

畫作品，進而喜

愛並親近之。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以不同畫家表現

「魚」之圖例，引導學生欣

賞水墨畫對「魚」之體材的

表現。 

2.請同學以前幾堂課所學

習之水墨畫欣賞方式，試述

這些作品在線條、色彩、造

形、布局，以及筆法、墨法

等各方面特色。 

3.教師配合實物，逐一說明

各項水墨工具的用途、特色

及選購要點和保養方法。 

4.教師示範執筆與調墨之

基本技巧，並請學生練習各

種筆法與墨法。 

5.進行水墨習作。 

1 欣賞水墨畫名家

作品 

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學習水墨

畫 筆 墨 的 技

法，並能實際靈

活運用。 

（2）運用水墨

畫的技法進行

水墨小品習作。 

‧情意部分： 

（1）瞭解並體

會水墨作品中

「詩情畫意」之

意境。 

（2）欣賞傳統

與現代不同表

現形式的水墨

畫作品，進而喜

愛並親近之。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師生共同欣賞水墨畫家

描繪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

的物品之畫作，並提醒學生

留意構圖布局的注意事項。 

2.提醒學生先以鉛筆打

稿，教師予以構圖指導，盡

量表現對象物的趣味性。 

3.同學開始運用水墨工具

進行水墨小品習作。 

4.習作完成後，教師將同學

優良作品展示於黑板或教

室作品欄，引導同學共同欣

賞，並發表心得感想，教師

予以正面回饋與獎勵。 

1 1.水墨畫的表現

工具及材料。 

2.練習水墨畫的

樹枝表現 

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學習水墨

畫 筆 墨 的 技

法，並能實際靈

活運用。 

（2）運用水墨

畫的技法進行

水墨小品習作。 

‧情意部分： 

（1）瞭解並體

會水墨作品中

「詩情畫意」之

意境。 

（2）欣賞傳統

與現代不同表

現形式的水墨

畫作品，進而喜

愛並親近之。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第

二次月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教師先引起動機，讓學生

回想以前做版畫的經驗。 

2.師生共同討論：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是

應用版畫的概念印製的？ 

3.教師導入本單元的重

點，配合作品圖片或多媒體

教材，探討版畫的意義和特

性。 

4.教師介紹版畫的種類，以

及凸版、凹版、平版、孔版

等四類版種的印製原理與

表現技巧。引導學生鑑賞作

品，比較各類版種的印製效

果。 

5.教師介紹藏書票的知

識，講解藏書票的格式。 

6.師生共同鑑賞藏書票作

品，引發學生創作的興趣。 

7.教師預告下節課程，請學

生蒐集有關年畫的資料，並

準備年畫創作參考圖片。 

1 1.事先蒐集生活

中運用版畫概念

印製的物品。 

2.蒐集各類版種

的版畫作品圖片

一至二件。 

3.蒐集藏書票和

年畫作品。 

4.將以上資料，

以多媒體、幻燈

片或圖卡的方式

呈現。 

5.介紹版畫創作

所需的工具和材

料。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瞭解版

畫的意義和特

性。 

（2）能分辨版

畫的種類。 

（3）能分辨凸

版、凹版、平

版、孔版等四類

版種的印製原

理與表現技巧。 

（4）認識藏書

票。 

‧情意部分 

體會版畫藝術

的美和價值，養

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

規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

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

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師生共同討論過年的習

俗。 

2.藉著鑑賞年畫作品，教師

導入民間版畫藝術的介

紹，探討年畫作品中寓含的

意義。 

3.教師介紹何謂單版複刻。 

4.藉製作過程示範圖片或

多媒體教學影帶，講解單版

複刻的製作步驟。 

1 1.事先蒐集生活

中運用版畫概念

印製的物品。 

2.蒐集各類版種

的版畫作品圖片

一至二件。 

3.蒐集藏書票和

年畫作品。 

4.將以上資料，

以多媒體、幻燈

片或圖卡的方式

呈現。 

5.介紹版畫創作

所需的工具和材

料。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

訊科技蒐集本

單元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

用工具印製版

畫作品。 

（3）依版畫作

品的創意表現

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

藝術的美和價

值，養成欣賞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版畫

創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

規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

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

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學生參考創作圖片，繪製

年畫草圖，規畫色彩的布

局。 

2.教師介紹橡膠版的特

性，示範雕版技法，並提醒

學生正確使用雕刻刀。 

3.學生依照年畫草圖，開始

雕刻橡膠版，教師巡視，隨

時指導。 

1 1.事先蒐集生活

中運用版畫概念

印製的物品。 

2.蒐集各類版種

的版畫作品圖片

一至二件。 

3.蒐集藏書票和

年畫作品。 

4.將以上資料，

以多媒體、幻燈

片或圖卡的方式

呈現。 

5.介紹版畫創作

所需的工具和材

料。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

訊科技蒐集本

單元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

用工具印製版

畫作品。 

（3）依版畫作

品的創意表現

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

藝術的美和價

值，養成欣賞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版畫

創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

規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

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

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

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學生依照年畫草圖，開始

雕刻橡膠版，教師巡視，隨

時指導。 

2.刻版完成，教師示範滾墨

和壓印技巧，提醒學生正確

使用版畫機。 

3.學生依照單版複刻的製

作步驟，完成年畫印製，教

師從旁協助。 

4.作品乾燥後，布置於教室

內，師生共同欣賞。 

5.教師解說版畫的簽名格

式，指導學生在印成的版畫

作品上正確簽名。 

 

 

1 1.事先蒐集生活

中運用版畫概念

印製的物品。 

2.蒐集各類版種

的版畫作品圖片

一至二件。 

3.蒐集藏書票和

年畫作品。 

4.將以上資料，

以多媒體、幻燈

片或圖卡的方式

呈現。 

5.介紹版畫創作

所需的工具和材

料。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

訊科技蒐集本

單元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

用工具印製版

畫作品。 

（3）依版畫作

品的創意表現

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

藝術的美和價

值，養成欣賞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版畫

創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

規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

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

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藝術創作的題材類

別。 

2.討論藝術家創作不同題

材類別的動機或態度為何。 

3.介紹「敘事畫」所描繪的

題材內容。 

4.簡介本單元的內容大綱。 

5.介紹莎士比亞和但丁的

生平和文學著作。 

6.分組報告和討論米雷的

〈奧菲莉亞〉、羅塞提的〈但

丁的最愛〉和顧愷之的〈女

史箴圖〉。 

7.介紹畫家米雷、羅塞提和

顧愷之的生平與繪畫風格。 

8.說明拉斐爾前派的時代

背景與風格特色。 

9.分組報告和討論波提且

利的〈維納斯的誕生〉。 

1 1.各種題材類別

的畫作 1-2件。 

2. 有 關 文 學 內

容、神話傳說、

歷史事件和民俗

風情的畫作。 

3.本節課所介紹

的 畫 家 米 雷 的

〈奧菲莉亞〉、

羅塞提的〈但丁

的最愛〉、顧愷

之 的 〈 女 史 箴

圖〉、波提且利

的〈維納斯的誕

生〉畫作和相關

畫家之資料、圖

片。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分辨藝

術創作的題材

類別。 

（2）能瞭解畫

家 的 創 作 動

機、畫作表現的

故事內容與文

化意義。 

‧技能部分： 

（1）描述畫作

的內容和表現

形式，具備鑑賞

能力。 

（2）發表時能

正確使用藝術

詞彙的能力。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學生發表所蒐集的有關

希臘、羅馬神話和宗教故事

的資料。 

2.分組報告和討論達文西

的〈最後的晚餐〉、永樂宮

壁畫〈八仙過海圖〉、李公

麟的〈免冑圖〉、大衛的〈馬

哈之死〉和傑利柯的〈梅杜

莎之筏〉等作品。 

3.介紹永樂宮壁畫，以及達

文西、李公麟、大衛的和傑

利柯的生平和繪畫風格。 

4.介紹義大利文藝復興、法

國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

的時代背景、風格特色和代

表畫家等。 

5.說明畫家的創作過程。 

6.教師介紹其他有關神話

傳說和歷史事件的畫作。 

7.介紹其他相關主題的不

同畫作，如：〈聖告〉、〈卸

下聖體〉等。 

1 1.有關希臘、羅

馬神話和宗教的

故事資料。 

2.有關神話、宗

教故事和歷史事

件的畫作。 

3.本單元介紹的

畫 作 達 文 西 的

〈 最 後 的 晚

餐〉、永樂宮壁

畫 〈 八 仙 過 海

圖〉、李公麟的

〈免冑圖〉、大

衛的〈馬哈之死〉

和傑利柯的〈梅

杜莎之筏〉和相

關畫家之資料、

圖片。 

4.延伸學習的畫

作：相同主題的

不同畫作，如：

〈聖告〉、〈卸

下聖體〉等。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分辨藝

術創作的題材

類別。 

（2）能瞭解畫

家 的 創 作 動

機、畫作表現的

故事內容與文

化意義。 

（3）認識西方

視覺藝術史上

各類風格的時

代背景和特色。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分組報告和討論〈韓熙載

夜宴圖〉、〈阿諾菲尼的婚

禮〉、〈拾穗〉等作品。 

2.介紹顧閎中、凡‧艾克、

米勒的生平和繪畫風格。 

3.介紹寫實主義的時代背

景、繪畫風格和代表畫家

等。 

4.介紹運用鏡子的其他畫

作。 

5.教師介紹其他有關民俗

風情的畫作。 

1 1.蒐集各種類別

的畫作 1-2件。 

2.蒐集本單元所

鑑賞的畫作相關

資 料 和 作 品 圖

片。 

3. 根 據 課 本 內

容，準備相關藝

術家的資料（包

括生平、所處時

代背景和繪畫風

格），以及視覺

藝術史流派的介

紹。 

4.事先蒐集插畫

作品，包括傑出

插畫家作品、故

事繪本和學生的

插畫作品。 

5.準備延伸學習

的議題或概念所

需的舉例作品。 

6.將以上資料，

以多媒體、幻燈

片或圖卡的方式

呈現。 

7. 預 先 告 知 學

生，準備插畫創

作所需的媒材和

工具。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使用資訊

科 技 蒐 集 資

料，並依藝術檔

案的製作程度

加以評量。 

（2）發表時能

正確使用藝術

詞彙的能力。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國際插畫展覽和繪

本書市資訊。 

2.欣賞插畫名家作品和繪

本書。 

3.故事插畫習作。 

1 1.蒐集各家插畫

作品、故事繪本

等 相 關 教 學 資

源。 

2.上網查詢插畫

展覽訊息。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分辨插畫與

繪畫藝術的不

同。 

‧技能部分： 

依插畫作品的

創意表現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

的美和價值，養

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插畫

的美，對插畫創

作與鑑賞。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

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國際插畫展覽和繪

本書市資訊。 

2.欣賞插畫名家作品和繪

本書。 

3.故事插畫習作 

4.卡片插畫設計 

 

1 1.蒐集各家插畫

作品、故事繪本

等 相 關 教 學 資

源。 

2.上網查詢插畫

展覽訊息。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分辨插畫與

繪畫藝術的不

同。 

‧技能部分： 

依插畫作品的

創意表現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

的美和價值，養

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插畫

的美，對插畫創

作與鑑賞。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

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

資料。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

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

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介紹國際插畫展覽和繪

本書市資訊。 

2.欣賞插畫名家作品和繪

本書。 

3.故事插畫習作 

4.卡片插畫設計 

。 

1 1.蒐集各家插畫

作品、故事繪本

等 相 關 教 學 資

源。 

2.上網查詢插畫

展覽訊息。 

1.歷程性評量

（含認知、技

能、情意三部

分） 

（1）學生個人

在課堂討論與

發表的參與度。 

（2）分組合作

程度與上臺報

告的表現。 

（3）隨堂表現

記錄：包括學習

熱忱與創作態

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分辨插畫與

繪畫藝術的不

同。 

‧技能部分： 

依插畫作品的

創意表現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

的美和價值，養

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體會插畫

的美，對插畫創

作與鑑賞。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

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

資料。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

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

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期末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實際參與一場展演活動。 

 

2. 第三次月考 

 

1 1.各式舞臺的圖

片。 

2.近期相關展覽

資訊。 

3.博物館、美術

館教學 VCD。 

1.評量可採以

自評、學生互評

與教師評等多

元方式進行評

量。 

2.可利用課堂

討論活動的問

答方式來進行

評量。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

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

資料。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

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

生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

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6學年度  8 年級 第 2學期     視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魯燕芳 教師 

第 2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本學期共﹙20﹚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 

1能瞭解電影的製作流程。 

2能理解電影發展的歷史脈絡。 

3 能認識拍攝電影的分工及其內容。 

4 能瞭解拍攝電影時所用的藝術手法及其重要性。 

5 瞭解電影製作須動員眾多的人力及心血方能完成。 

6 能欣賞不同類型的電影，並發表感想及評論。 

7 能瞭解臺灣電影發展的歷史，並願意對臺灣電影有更多的關注。 

8 能學習分工製作小型電影。 

9 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電影。 

10 體驗電影與其他表演藝術的不同。 

11 瞭解電影音樂發展歷程、作用、創作類別與製作流程。 

12 認識電影配樂家約翰．威廉斯、顏尼歐˙莫利克奈及其代表作品。 

13 認識轉調，感受其展現的音樂變化。 

14 能欣賞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電影歌曲〈國境之南〉、吉卜力與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配樂。 

15 能以中音直笛吹奏電影歌曲〈對人毫無惡意〉。 

16 能演唱電影歌曲〈調色盤〉。 

17 能體驗音樂與畫面、文字結合的巧妙，並分組進行其搭配製作練習。 

18 能認識達達主義。 

19 能理解錄像藝術與裝置藝術的應用與表現手法。 

20 領悟科技帶動藝術的發展趨勢。 

21 體會當代藝術發展與生活的相關性。 

22 以圖片資料引導學生認識傳統民間藝術的概況、意含及歷史背景。 

23 認識傳統臺灣民俗工藝的傳承及創新，並透過圖片資料發現民俗工藝在技術上、創意上的變化。 



24 透過場域、類型、造形、色彩及意含層層分析， 認識民俗吉祥圖像，進一步欣賞傳統圖案的豐富內涵與圖像之美。 

25 認識民間吉祥圖像的分類與寓意。 

26 瞭解傳統民俗藝術元素在當代設計上的應用。 

27 理解建築與環境的關係，啟發參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動機。 

28 認識不同風格的建築，以建立建築風格發展的基本概念。 

29 欣賞不同特色的建築，體會中西方建築的差異。 

30 認識現代建築的風格。 

31 認識傳統與現代知名的建築，以提昇鑑賞能力。 

32 認識我們的生活圈中的廣場和公園設施。 

33 學習製作建築模型。 

34 能認識漫畫版面和類型。 

35 能認識漫畫衍生的產業。 

36 能認識村上隆的作品。 

37 能瞭解動畫的由來及演變。 

38 認識漫畫人物表情的基本畫法。 

39 認識人物比例及姿態。 

40 瞭解四格分鏡漫畫的構成，並完成作品。 

41 引發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將當下流行的多媒體美展為教學

開端，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藝術的欲

望，提升美感行為態度，內化於生

活的實踐與應用。 

2.以不同的引導模式，鼓勵學生勇

於發表、觀察、欣賞生活的各項媒

體、廣告、資訊，發現生活中的各

種美的感受活動。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錄像藝

術。 

（2）能認識裝置藝

術。 

‧情意部分：藉由課

程內容培養美感，並

提升生活品味與鑑賞

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以五○年代的普普藝術為例，說

明當時藝術與社會發展的現象。 

2.以電視的發明與普及性，導入科

技帶動錄像藝術的發展驅勢。 

3.以臺灣當代動態沙畫創作家莊明

達的沙畫錄影作品為例，剖析錄像

科技對於藝術的助益無限。 

4.說明科技對藝術的助益，其使藝

術創作保持在高度的挑戰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份： 

（1）能認識錄像藝

術。 

（2）能認識裝置藝

術。 

‧情意部分：藉由課

程內容培養美感，並

提升生活品味與鑑賞

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鼓勵學生嘗試多元媒體製作流程

與創作手法。 

2.創意發想的過程中，應尊重學生

對藝術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解決

的方式。 

3.將全班分組實際運用數位錄相機

拍攝作品。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份： 

（1）能運用鉛筆、電

腦軟體完成插畫。 

（2）能運用錄像影機

記錄生活點滴。 

‧情意部分：藉由課

程內容培養美感，並

提升生活品味與鑑賞

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2.分組合作:眾人集思廣義是創作

靈感與創意的重要力量。鼓勵學生

以描述、分析、解釋、判斷，討論

和批判思考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功

能與角色。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份：認識網

路資源庫之使用規

範。 

‧技能部分： 

（1）能運用鉛筆、電

腦軟體完成插畫。 

（2）能運用錄像影機

記錄生活點滴。 

‧情意部分藉由課程

內容培養美感，並提

升生活品味與鑑賞

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介紹不同文化的傳統民間藝術之

圖片或多媒體資料。 

2.共同討論有哪些圖像、造形與色

彩等元素，並敘述其異同。 

3.播放臺灣民間藝術圖片資料，並

講述其種類、歷史意義及與生活的

關係。 

4.請學生列舉日常生活中所知道的

民間藝術。 

5.請學生分「食、衣、住、行、育、

樂」六組上臺，報告所蒐集到的傳

統民間藝術資料。 

6.教師指導學生如何將資料做成紙

本報告，並於下節課前繳交。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認知

傳統民間藝術的內容

與價值。 

‧認知部分 

（1）能瞭解臺灣民俗

工藝的發展及演變。 

（2）能認識民間藝術

吉祥圖像不同的表現

類型，及欣賞圖像之

美。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分類播放「傳統民俗藝師」

的作品資料，並講述其作品之製作

方式、媒材、造形、時代意義及創

作意義。 

2.請學生根據「傳統民俗藝師」的

作品，分析「用」與「美」。 

3. 分組討論:尋民間藝術作品，並

從其媒材、技術、造形、意含、時

代、實用性等層面，。 

4.名俗藝術創新體驗與製作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知傳統民間

藝術的內容與價值。 

（2）能認識民間藝術

吉祥圖像不同的表現

類型，及欣賞圖像之

美。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資料。 

（2）能透過藝術詞彙

解析作品。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一次月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分類播放「傳統民俗藝師」

的作品資料，並講述其作品之製作

方式、媒材、造形、時代意義及創

作意義。 

2.請學生根據「傳統民俗藝師」的

作品，分析「用」與「美」。 

3. 分組討論:尋民間藝術作品，並

從其媒材、技術、造形、意含、時

代、實用性等層面，。 

4.名俗藝術創新體驗與製作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認識

民間藝術吉祥圖像不

同的表現類型，及欣

賞圖像之美。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資料。 

（2）能透過藝術詞彙

解析作品。 

（3）能瞭解剪紙技

巧。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分類播放「傳統民俗藝師」

的作品資料，並講述其作品之製作

方式、媒材、造形、時代意義及創

作意義。 

2.請學生根據「傳統民俗藝師」的

作品，分析「用」與「美」。 

3. 分組討論:尋民間藝術作品，並

從其媒材、技術、造形、意含、時

代、實用性等層面，。 

4.名俗藝術創新體驗與製作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知傳統民間

藝術的內容與價值。 

（2）能認識民間藝術

吉祥圖像不同的表現

類型，及欣賞圖像之

美。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資料。 

（2）能透過藝術詞彙

解析作品。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講述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軌跡，

及介紹與其相關的單位、法令、比

賽、展覽、研習等。 

2.介紹臺灣傳統工藝與民俗創作者

二者之間的傳承關係及歷史意義。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知傳統民間

藝術的內容與價值。 

（2）能瞭解臺灣民俗

工藝的發展及演變。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資料。 

（2）能透過藝術詞彙

解析作品。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第二

次月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1.複習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 

2.教師講述並舉例說明，如：民間

藝術如何在國際上豐富臺灣的形

象。 

3.學生創作屬於自己的現代民間藝

術作品。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知傳統民間

藝術的內容與價值。 

（2）能瞭解臺灣民俗

工藝的發展及演變。 

‧技能部分：能創作

屬於自己的現代民間

藝術作品。 

‧情意部分： 

（1）體會民間藝術的

形式美和價值，養成

欣賞傳統民間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瞭解現代民俗工

藝的發展概況，並提

升對作品的鑑賞力。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家政教育】2-4-5欣賞服飾之

美。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先引起動機，並請學生發表

在生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建築。 

2.教師概述建築與環境的關係。 

3.教師配合作品圖片或多媒體教

材，探討聚落建築。 

4.教師介紹日本岐阜縣白川鄉的合

掌造聚落和福建土樓的建築特色。 

5.教師介紹宮殿建築，講述紫禁城

和凡爾賽宮的建築樣式，以及皇家

花園的設計。 

6.引導學生鑑賞建築風格，比較中

西方宮殿建築的異同。 

7.教師介紹園林建築，講解林家花

園和霍華德堡的建築樣式，以及園

林空間布置。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包括學習熱忱與創作

態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理解建築與環

境的關係。 

（2）能認識不同風格

的建築，以建立建築

風格發展的基本概

念。 

（3）能分辨建築的不

同特色，體會中西方

建築的差異。 

‧技能部分：能使用

資訊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情意部分： 

（1）體會建築藝術的

美和價值，以提升賞

能力。 

（2）啟發參與改善生

活環境的動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環境教育】2-4-3能比較環境

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

涵。 

【環境教育】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能草擬自己

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計

畫。 

【環境教育】5-4-4具有提出改

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

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簡介現代建築的風格演變。 

2.介紹現代主義建築的風格，引導

學生鑑賞各現代主義建築群。 

3.教師介紹後現代主義建築的風

格，並介紹雪梨歌劇院、廊香教堂

之建築特徵。 

4.教師介紹解構主義建築風格，講

解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北京中央

電視臺總部大樓的建築樣式及特

色。 

5.教師解釋何謂綠建築，並說明綠

建築的環保與人性化設計。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包括學習熱忱與創作

態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不同風格

的建築，以建立建築

風格發展的基本概

念。 

（2）能分辨建築的不

同特色，體會中西方

建築的差異。 

（3）能認識現代建築

的風格。 

（4）分辨傳統與現代

建築，並認知其特

色。 

‧技能部分：能使用

資訊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情意部分：啟發參

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動

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環境教育】2-4-3能比較環境

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

涵。 

【環境教育】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能草擬自己

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計

畫。 

【環境教育】5-4-4具有提出改

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

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教師講解建築模型的製作步驟和

技巧。 

2.以小組合作的方式，請學生參考

有關建築的圖片，討論理想的建築

草圖。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包括學習熱忱與創作

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本單元相關資

料。 

（2）能正確使用工具

製作建築模型。 

‧情意部分：啟發參

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動

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環境教育】2-4-3能比較環境

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

涵。 

【環境教育】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能草擬自己

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計

畫。 

【環境教育】5-4-4具有提出改

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

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複習建築模型的製作步驟和技

巧。 

2.以小組合作的方式，請學生畫出

理想的建築草圖。 

3.引導學生依據模型的製作步驟和

技巧，製作建築模型。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包括學習熱忱與創作

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本單元相關資

料。 

（2）能正確使用工具

建築模型。 

‧情意部分：啟發參

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動

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環境教育】2-4-3能比較環境

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

涵。 

【環境教育】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4-4-2能草擬自己

居住社區之環境保護行動計

畫。 

【環境教育】5-4-4具有提出改

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

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小組完成建築模型。 

2.教師將學生優秀作品陳列、展示

於教室，學生欣賞、比較，並發表

鑑賞心得。 

3.教師就學生的作品給與評論、讚

賞或提出建議。 

4.鼓勵學生發表心得。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

度。 

（2）隨堂表現記錄：

包括學習熱忱與創作

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本單元相關資

料。 

（2）能正確使用工具

製作建築模型。 

（3）依建築模型的創

意表現評量。 

‧情意部分： 

（1）體會建築藝術的

美和價值，以提升鑑

賞能力。 

（2）啟發參與改善生

活環境的動機。 

（3）體會建築模型創

作的樂趣。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環境教育】2-4-3能比較環境

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

涵。 

【環境教育】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5-4-4具有提出改

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

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引導學生欣賞不同文化背景的漫

畫。 

2.教師介紹不同類型的漫畫，並請

學生依據其劇情、角色造形、分格

畫面發表看法，並試著討論其異同

處。 

3.請學生分享所知道的漫畫作品。 

4.將學生提供的漫畫作品分類，探

討現今學子最喜歡哪些類型的漫

畫。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鑑賞不

同題材的漫畫創作，

認識漫畫家創作的不

同表現方式。 

‧技能部分：能使用

資訊科技蒐集資料。 

‧情意部分： 

（1）引發學生思考探

索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質。 

（2）瞭解自己的能力

與特質，以悅納自己

的角色，進而能適當

表達對他人的情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師生共同討論由漫畫改編的電視

劇及電影，並討論其相似程度及作

品特性。 

2製作動畫播放器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鑑賞不

同題材的漫畫創作，

認識漫畫家創作的不

同表現方式。 

‧技能部分：能使用

資訊科技蒐集資料。 

‧情意部分： 

（1）引發學生思考探

索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質。 

（2）瞭解自己的能力

與特質，以悅納自己

的角色，進而能適當

表達對他人的情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2-4-2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

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師生共同討論由漫畫改編的電視

劇及電影，並討論其相似程度及作

品特性。 

2製作動畫播放器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動畫的由來

及作品。 

（2）認識費那奇鏡和

視覺暫留的原理與關

係。 

‧技能部分：能使用

資訊科技蒐集資料。 

‧情意部分： 

（1）引發學生思考探

索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質。 

（2）瞭解自己的能力

與特質，以悅納自己

的角色，進而能適當

表達對他人的情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2-4-2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

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師生共同討論由漫畫改編的電視

劇及電影，並討論其相似程度及作

品特性。 

2製作動畫播放器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人物表情的

基本畫法與其特性。 

（2）認識人物比例及

姿態特性。 

（3）瞭解四格分鏡漫

畫及「起、承、轉、

合」的意義。 

‧技能部分：學習正

確運用漫畫工具。 

‧情意部分： 

（1）引發學生思考探

索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質。 

（2）瞭解自己的能力

與特質，以悅納自己

的角色，進而能適當

表達對他人的情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2-4-2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

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期

末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

續學習。 

1.師生共同討論由漫畫改編的電視

劇及電影，並討論其相似程度及作

品特性。 

2製作動畫播放器 

3.教師將完成的作品貼於展覽區，

以供學生學習欣賞。 

  

1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人物表情的

基本畫法與其特性。 

（2）認識人物比例及

姿態特性。 

（3）瞭解四格分鏡漫

畫及「起、承、轉、

合」的意義。 

‧技能部分：學習正

確運用漫畫工具。 

‧情意部分： 

（1）引發學生思考探

索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

質。 

（2）瞭解自己的能力

與特質，以悅納自己

的角色，進而能適當

表達對他人的情感。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

課堂討論與發表

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

錄：包括學習熱

忱與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使用資訊

科技蒐集本單元

相關資料。 

（2）能正確使用

工具印製版畫作

品。 

（3）依版畫作品

的 創 意 表 現 評

量。 

‧情意部分 

（1）體會版畫藝

術的美和價值，

養成欣賞的興趣

與習慣。 

（2）體會版畫創

作的樂趣。 

【人權教育】2-4-1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2-4-2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

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家政教育】3-4-6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6學年度   9年級 第 2學期     視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魯燕芳 教師 

第二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本學期共﹙19﹚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 

1. 介紹「藝術走入人群」的理念並關心公共藝術作品與人群及環境的互動關係 

2. 了解自然與人為包裝的創意與功能，學習禮品包裝的方法與美感表現 

3. 認識展覽功能與目的，構思展覽參觀心得的檔案建立方式。 

4. 認識各宗教藝術表現在建築、壁畫、雕刻上的媒材運用、風格與特色。 

5. 鑑賞不同宗教在建築、壁畫、雕刻等藝術表現的形式之美。 

6. 能自行鑑賞、研究生活周遭的宗教藝術，並有系統地作成紀錄。  

7. 引發學生思考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8. 認識人物的頭部結構與五官位置之基本頭形畫法並完成自畫像。 

9. 透過對有關戰爭的藝術作品之呈現，思索戰爭的本質，瞭解戰爭對人類的傷害，進而學習尊重人權，愛好和平 

10. 認識戰地攝影作品的特質與表現。 

11. 認識畫家、雕塑家表現戰爭與和平的藝術作品，賞析並思索作品意義。 

12. 透過認識重要的紀念碑、紀念館之設計理念，瞭解人們對戰爭的反省與寬恕。 

13. 賞析各種和平圖像與各和平組織之徽記及標誌，啟發學生對和平象徵的聯想，進而設計象徵和平的標誌，並發表自己的設計理念。 

14. 認識視覺藝術作品組構的基本元素，瞭解藝術家如何創作。 

15. 認知視覺藝術中造形的基本要素和表現方式。 

16. 瞭解色彩元素的應用與視覺藝術史上對色彩觀念的變遷。 

17. 探索材質的特色及藝術家如何運用材質營造美感、表現情感。 

18. 辨識視覺藝術的四種空間表現類型。 

19. 認知藝術家如何描繪光線，鑑賞以光為媒材的創作。 

20. 理解視覺藝術的結構元素和形式原理，欣賞藝術品的結構之美。 

21. 透過對藝術語言的瞭解，體會藝術的形式美與價值，提升品鑑藝術的能力。 

22. 以開闊的心胸及眼界面對不同型態的表演藝術作品，使生命更為充實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一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

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說明公共藝術的發展與定義。 

2.共同討論公共藝術的性質、主題、使用媒材、表

現內容，與當地環境的相關性為何。 

3.作品賞析：克萊斯歐登柏格〈洗衣夾〉、伊東豐

雄〈火焰〉、郭原森〈大旅行時代〉。 

4.說明形態分「平面」、「半立體」與「立體」三種。 

5.平面公共藝術作品之賞析與比較——幾米〈地下

鐵〉系列、水仙大師〈光之穹頂〉。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二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

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說明公共藝術創作時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2.半立體公共藝術作品賞析與比較——麻粒試驗

所〈時光凍〉、林奎章〈學步〉、聶志高設計，板陶

窯文化發展協會製作〈原鄉四季〉。 

3.討論「寫實」與「非寫實」的差異。 

4.立體公共藝術作品賞析與比較——保羅戴〈會面

點〉、喬米普倫薩〈埃布羅的精神〉、安妮詩卡普爾

〈雲門〉、英格斯伊第〈Let's Go!〉。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三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

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比較早期與當代公共藝術所扮演的角色。 

2.論臺灣環境生態面臨的危機。 

3.公共藝術作品之賞析——洛克西潘恩〈分裂〉、

皮埃爾威溫特〈紅綠燈樹〉、南茜勳恩〈讓路給鴨

子〉。 

4.街道家具的意義。 

5.街道家具作品賞析與分享——史考特〈紅色公共

電話亭〉、普倫薩〈皇冠噴泉〉、黃中宇〈時間斑馬

線〉、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藝術造形人孔蓋〉、馬

祖東引鄉公所〈燈塔造形垃圾桶〉、范凌〈坐享懸

綠〉。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四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

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街道家具作品賞析與分享：史考特〈紅色公共電

話亭〉、普倫薩〈皇冠噴泉〉、黃中宇〈時間斑馬線〉、

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藝術造形人孔蓋〉、馬祖東

引鄉公所〈燈塔造形垃圾桶〉、范凌〈坐享懸綠〉。 

2.非常有藝思學習單：認識公共藝術作品。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五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1.以學習單進行寫實與非寫實繪畫練習。 

2.非常有藝思學習單：寫實與非寫實。 

 

1 

1.圖片、學習單、電

腦、幻燈片、單槍投影

機等硬體設備及網路

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環境】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生涯發展】 

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價值觀

及人格特質。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六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以圖片說明，參考自然界包裝構造而設計的人為

包裝例子。 

2.以圖片說明人為包裝的發展。 

3.作品賞析與討論。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七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包裝設計的功能與禮品包裝設計。 

2.以圖片說明包裝的方便與經濟功能。 

3.展示各類適合用於禮品包裝的材料，說明進行禮

品包裝之前需要準備的素材。說明禮品包裝的方

式、基本形狀，與裝飾要點。 

4.作品賞析與討論。 

5.第一次月考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八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講解製作原理與步驟。 

2.進行創作活動。 

3.分享與討論。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九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非常有藝思學習單：畫龍點睛的結飾練習。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螢幕、網

路資源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 非常有藝思學習單：畫龍點睛的結飾練習。 

2. 第二次月考 

1 

1.圖片、幻燈片、幻燈

機、學習單、電腦、單

槍投影機、螢幕等視聽

設備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十
一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

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介紹展覽，以及多樣化的展覽形式。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二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

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 了解如何規畫展覽。 

2. 參觀美術展覽(清大展覽中心)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十
三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

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參觀展覽。 

2.藝術欣賞實作練習。 

3.第三次月考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四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

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練習藝術品欣賞方法。 

2.非常有藝思學習單：藝術參訪檔案 D. I. Y.。 

1 

1.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

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海洋】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 

十
五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

達訊息的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的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講解並欣賞團隊精神象徵旗子設計。透過有計畫

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2.分組討製作班旗。草圖__定稿__上色 

1 

1.各式書刊與海報範

例 

2.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環境】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

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

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家政】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動。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十
六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

達訊息的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的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 講解並欣賞團隊精神象徵旗子設計。透過有

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

態度。 

2. 分組討製作班旗。草圖__定稿__上色 

1 

1.各式書刊與海報範

例 

2.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環境】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

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

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家政】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動。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七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

達訊息的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的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講解並欣賞團隊精神象徵旗子設計。透過有計畫

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2.分組討製作班旗。草圖__定稿__上色 

1 

1.各式書刊與海報範

例 

2.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環境】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

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

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家政】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動。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十
八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

達訊息的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的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1.講解並欣賞團隊精神象徵旗子設計。透過有計畫

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2.分組討製作班旗。草圖__定稿__上色 

1 

1.各式書刊與海報範

例 

2.圖片、投影片、相關

出版品、學習單、筆記

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螢幕、網路資源等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環境】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

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

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

差異。 

【家政】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動。 

【資訊】 

5-4-5 能運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

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十
九 

結業式 「人生的盼望」專題 1 畢業典禮活動  畢業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