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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案例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教育部於 2014 至 2015 年所推動之《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

課程開發計畫》第一期之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教學案例為研究對象，探討以美感

做為跨領域核心的課程，其所具有的課程方案、課程實施策略、美感元素應用策

略，以及教學現場之其餘議題。透過分析教案的課程理念與意涵、課程建構模式

與核心目標，了解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情形與呈現出的樣貌。在美感的應用策

略上，如何透過美感元素，整合各學科的知識，以回應美感輔助學科學習、活化

學科的訴求。除此之外，也探討在課程規畫中，所產生出的課程開發面和實務層

面的相關議題，期望能以此做為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究之理論基礎。 

在課程的整體樣貌上，包含學科領域與藝術領域的分布，以及課程設計呈現

出多學科統整、與現階段之學習單元結合，以及分離於原教學階段的實施模式。

在教學策略與美感應用策略上，教師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並將藝術領域中的知

識、情意、技能各方面多樣化的美感元素，運用於課程設計中。在其餘議題上，

包含課程的評量、教學時間配合、藝術與學科比例的權衡、課程研發團隊的組成、

學校行政配合度，以及教師個人的生活覺察。最後，本研究也對跨領域美感課程

未來的發展，以及研究跨領域美感課程可行之面向，予以建議。 

 

關鍵詞：美感教育、美感元素、跨領域美感課程、跨領域美感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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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urriculum that were 

promo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Education 

Experimental Course Development Plan” in 2014 to 2015, conducting researches into 

lessons which regard aesthetic as the core of cross-disciplinary. Also it concentrates 

on their plans of lessons, their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esthet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other issues from teaching scenes. By analyzing the 

main topic of lesson plans, constructions of curriculum, and principal objectives, this 

study is written to clarify the real implementa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urriculum and the results of it. In the strategies of aesthetic, how to use aesthetic 

elements to combine the knowledge of each subjects and to concur with aesthetic-support 

education become very important. On top of that, it also discusses about issues in planning and 

operating stage to which give rise in course plans. This study looks forward as the theory basic of 

the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urriculum. 

 

In the course of the curriculum,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 courses and art courses 

are included. The curriculum design patterns present three modes, including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mbination of the current learning units, and separation 

in the original teaching stage. In the part of teaching strategy and aesthetic applic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eachers use a varie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the artistic knowledge, artistic affection, artistic skills, and many kinds of aesthetic 

elements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ourse plans.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other topics, inclusive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curriculum,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time, the balance of art and disciplin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m,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ion, and the teacher's personal life.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ourses, 

and the potential of studying cross-disciplinary aesthetic courses.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elements, cross- disciplinary aesthetic 

curriculum, cross- disciplinary aesthetic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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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臺灣的教育隨著國際教育改革浪潮的推演，逐漸重視學生統整能力及跨領域

學習的重要性，從九年一貫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發展，可以發現整合知識間

連結的能力在課程綱要中從不缺席，藉此以矯正現階段學科分裂造成知識片面化

的現象。而藝術領域本身所具備的美感元素，以及後現代藝術包容多元文化與異

質存在的理念，鼓勵藝術教育跨域的觀點，使跨領域教學在藝術教育及美感教育

中具有發展性，但具體產生出什麼樣的課程，包含什麼課程內涵及如何深化，仍

需要更多地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 2014 至 2015 年教育部所推動之「中等

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第一期跨領域美感課程基本設計之課

程方案，具有什麼實施策略、美感元素的應用以及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的其餘議

題等，並提出對美感教育跨領域課程未來實施可能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節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跨領域美感教育在大環境時代背景下的發展

及重要性，第二部分針對研究動機進行描述。 

 

壹、 研究背景 

時代的腳步隨著科技的創新越發迅速，學校如何為學習個體規畫符合日常脈

絡的跨領域學習活動，是現今學校場域重要的議題，也是藝術教育領域和從事教

育研究者必須檢討的目標。本研究呼應時代的趨勢以及教學現場對活化教學的期

許，不論是在課程方案或教學策略上，美感融入於學科領域的課程設計，是教學

現場尚未普及的活化策略。因此，本研究以跨領域美感的課程方案為基礎出發，

從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實驗課程作為研究的對象，以期透過深入探討跨領域美感課

程的可能性，在與國際趨勢接軌和呼籲美感追求的背景之下，提升美感活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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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見度，以及跨領域美感課程學術理論的梳理與累積。 

 

一、臺灣現況對跨領域美感知能的追求 

網路的成熟讓知識的取得方便、快速且大量，促使知識貶值，然而電腦科技

擅長數據的計算與處理，卻無法運用所得的訊息數據重整創造出新意義或感知訊

息中的感性層面，如此，反而提升感性和體會等情意能力的重要性。在前述對人

才培育演變的背景，以及科技普及的趨勢之下，教育部從九年一貫推行以來，即

跟隨西方先進國家的腳步，強調統整能力是培養具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民必須注重

的能力，其中包含理性與感性的調和、知與行、人文與科技的跨域整合等（教育

部，2003）。 

除了將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整合為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科領域內統整，

期望讓藝術之間所具有的美感共通原則，能互相作用以活化教學之外，並提出藝

術教育為符應社會需求，需逐漸脫離技術本位與精緻藝術的教學模式，以生活為

中心拓展學習範疇，均衡科技文明與藝術人文的多元整合（教育部，2011）。2005

年公布《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中，也提到藝術教育逐漸走向高尚文化與通俗文

化交融並存的趨勢，呼應後現代強調多元性、折衷性與可複製性的特點。而藝術

教育的形式則能透過提升對社會文化的敏感度及環境互動，引導學生發展多元的

學習樣態，從學科本位的藝術教育模式中逐漸轉型，發展出跨越學科界線並涵括

更全面的知識疆界的學習（教育部，2005）。 

進一步地，教育部於 2013 年公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強調美感力量在

國際間的重要性和發展策略，不但在學習階段發展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結合，

更強調終生學習美感素養及教育人員的美感能力。2014 年依據《美感教育中長

程計畫》，延伸出《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計畫期程從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希冀藉由美感教育的推動，及藝術領

域的多元性，發展藝術領域對於學校課程建構方式的活化和重構，並做為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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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的奠基。跨領域的統整課程在九年一貫時，即在教學現場廣泛地被實施

和研究，藝術的結合也不是新建立的課程設計模式。然而，以美感作為跨領域的

核心，則是在教學現場少見而嶄新的發想。透過美感的融入，不但展現出學科多

元的面貌，也讓教師能反思自身學科與美感的關係，並能透過美感使學科與生活

接軌。同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則加入了「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ies）的概念，期望以廣大的生活知識範疇為主軸，來進行課程

設計，內涵跨領域特質的核心素養，能確實達到跨學科領域與跨教育階段的統整

能力之學習（教育部，2014a）。 

核心素養的提出，承接並融匯了過去課程綱中對於「基本能力」、「核心能力」

與「學科知識」的界定，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將教育的目的放在觀照學習者

如何整合運用所學，不偏廢於單一學科知識的累積，在整合學科的同時融整學習

經驗、學習脈絡和學習情境等，強調學習者的學習最終在生活中能夠實踐力行的

特質，透過編織領綱中規畫的「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來構築完整的學習歷

程（范信賢，2016）。從以上脈絡可以看出，不論是美感的教育，或是跨領域能

力的培養，都是需要加以提倡的教育目標，並期望能透過政策的改革，逐步改變

教學現場培育人才的方向。 

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孩子不僅要培養成「實作者」（doer），從小訓練解

決問題、設計、實作能力，還必須兼具溝通者（communicator）的智慧與技能，

行銷和表達的能力（Schmidt、Rosenberg，2014）。而在藝術領域的面向，從核心

素養中也可發現，隨著教育階段的提高，對藝術學習的培養不只包含藝術學科本

身的知識、技能與情意，更明確涵蓋了能與社會、文化之間溝通互動的多元跨域

之學習內涵，借此成為教師發展跨領域課程的引導方向與指標。利用視覺藝術的

具象化特色與戲劇或舞蹈的行動表達，能將學科的抽象知識加以表現，讓學生在

假定的過程中因為具有體驗，而獲得真正經驗知識的過程，學習要到能親自實踐

才能明瞭真理（李其昌，2016）。不論是總綱核心素養的跨域觀點，亦或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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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擴大溝通連結的價值，都與美感本身所具有重視個體綜合知覺能力與感

受的養成不謀而合，促使美感教育的推展和需求的落實已迫在眉睫。 

 

二、時代趨勢及對未來能力的反思 

創造力及整合能力逐漸成為培養人才的趨勢，根據 Pink（2006）對社會與商

業發展趨勢的觀察，未來社會將因為科技的進步、全球化以及富裕程度提升的影

響，從知識專才為主要社會組成的時代，將轉變為需要使用多方面橫向連結的「全

腦思維」。隨著未來工作內涵與界限的模糊化，和企業界對創新人才的需求，同

時強調縱向專業知識與橫向跨領域連結的「T 型」能力，逐漸成為各國培養未來

人才的教育目標，而開展右腦特質以形塑全腦思維最好的方法即是藉由學習藝術

與美感（郭禎祥，2008）。 

美感是一種感知外在環境的方式之一，是人類天生及具有的能力（Read，

1984/2011；劉千美，2000），透過美感教育提升對日常生活中美的覺察、探討與

思辨，不但連結經驗、知識於生活，在美感的辯證過程中能建構個人醞釀、思考

事物的能力。在與他人溝通互動中，學習思考、應用與表達，將是新一波教育改

革不容忽視的關鍵核心。重視創新、同理心、能觀察趨勢並賦予事物意義的創意

時代來臨，相較於知識量的累積，注重感性的能力是未來教育不可避免的議題。

這也呼應了 Pink 所提出的包含創造力、美感以及統整連結事物能力的高感性以

及高體會，將會是提升人才價值的關鍵。感性所蘊含的生命力，提示著藝術教育

在面對未來市場需求的人才培育上，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發展橫向跨領域

課程的最佳橋樑。 

除了人才需求的演變之外，數位時代也徹底改變人類學習的條件，複雜度的

增加，使得世界對事情運作方式產生結構性的轉變，我們生存於當下，卻帶著現

在所學習的知識，去面對如何影響未來的問題（郭禎祥，2001）。未來社會所需

的人才除了知識外，同時需要具備整合以及跨域思考能力的觀點，逐漸改變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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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專才為目的的教育場域。21 世紀學習聯盟（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1除了明列 21 世紀學生所需具備的生存能力與素養，也提出新世紀中

的關鍵學科與重要的跨領域主題。學校不僅應把握關鍵的內容知識，教師應藉由

結合跨域的主題，讓知識的理解達到更高的層次。其中，跨域的主題則涵蓋全球

意識、財經素養、公民素養、健康和環境等全面性的議題，如何應用以達到落實

真正的教育（truly educated），也成為各國教育改革十分關心的面向。 

Kao 與 Wilson（2003）定義真正的教育（truly educated）時，提到讓知識與

個人價值觀之間產生特別的連結，並鏈接到個人利益、假設和目的，甚至是透過

知識與個人的連結，發掘未來的社會願景以及群體的可能性，看到地方之間、在

地與國家和全球之間的利益關係。讓知識融入到個人自身，個人與他人、以及個

人與社會、文化，建構自身的知識網絡，使知識與個人的興趣、價值觀或具有意

義的關鍵點互相連接，成為落實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見，讓學習者利用自身的知

識網絡作為出發點，去認識世界以及發展出個人理想的未來，是教育長遠秉持的

目標。近觀教育現場，如何能達到知、情、意的均衡，讓學生不只在知識量的累

積上過度追求，而能真正理解、感知知識內容以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並且達成與

他人溝通合作的社會需求， 連結自身與他人、與社會網絡去建構個人價值，將

是未來推動教育，以及達到教育真正目的的關鍵趨勢，也是研究者希望在研究的

過程中，能夠觀察到教育現場在此趨勢下的發展情形。 

 綜觀上述時代背景的趨勢，以及教育政策的走向，可以看出美感教育與跨領

域課程，是未來藝術教師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也是教育研究關心課程改革是否

能有效活化現場教學氛圍，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促成有意義的學習經驗的關鍵。

因此，便觸發研究者針對美感教育在跨領域的能力培養中，針對國內目前實施美

感跨領域課程具代表性之教案進行研究，透過內容分析與歸納，梳理現階段藝術

                                                      
1
 P21（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簡稱 P21）前身為 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是美國跨企業界、教育界和政策決策者的聯盟，主要目的在定位 K-12 階段學生於 21 世紀應具

備的能力，做為發展課程或教育決策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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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中，美感課程方案的設計理念和教學目標為何，美感跨領域課程所具有之課

程建構模式、教學策略以及美感應用策略等，從中提出關於美感跨領域課程可能

具有的具體樣貌，以體察藝術教育在改革新浪濤中的運行方向。 

  

 



7 
 

貳、 研究動機 

生活中無處不是選擇的難題，小至個人生活層面的選取，大至環境社會與權

力政治的議題，皆考驗著個體的運思是否周全，或是觀看問題的角度是否足夠多

元。然而，許多問題並無法從四個選項裡選到正確的解答，單一教條式的標準已

不符合現今生活場域的需求。加上科技創新，機械式的知識和工作在未來可能由

科技取代。科學化的教育是否能讓學生在未來打敗真正的機器人，亦或是成為受

科技所束縛的對象，端賴教育場域的覺知和教育改革的落實。 

 

一、教育現場改革迫切性的觀察 

研究者於 2014 年開始參與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

計畫》，過程中實際見到教育現場在推動課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與研究課程理

論間的差距，促成研究者欲以跨領域美感課程為題進行研究的動機。在現場教師

執行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回饋中，揭櫫了具有理想的教師面臨教學資源難以整合，

學校行政端的配合程度等，直接影響教師設計課程的意願與課程深度，導致教師

可能單打獨鬥面對考試領導教學的困境，以及對於新式的課綱和課程規劃帶來的

質疑與反彈。再者，現場教師的培育時期不一，資深教師可能在培育的過程中未

完全接受過相關課程設計理論的學習，也造成課程實踐上難以深化，而流於慶典

式的活動等問題，加深外界對跨領域課程與統整課程的理念簡化知識學習的迷思。

透過研究了解實際運作跨領域美感課程、理想的課程理論與時代趨勢之間的落差，

也是推動研究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研究者求學階段身處在九年一貫階段，即便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跟

隨著時代的趨勢強調統整課程的重要性，但長期僵化的學習場域，難以破解學科

即知識量的堆疊，即便分裂的學科有所合併，仍難逃大量零碎知識的反覆背誦與

記憶。甚至藝術學科的學習，也因升學考試導向的教學而面臨技能與知識瑣碎切

割的局面。從日常學習氛圍的觀照，以及學校對新一波教育改革的反映中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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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教育現場就像是知識大量累積的必經過程，甚至從父母輩到自身求學的時期，

反覆囤積知識訊息已是教育給人難以磨滅的印象，學習的現場十年如一日，改變

的氣息往往不敵長期僵化的泥潭。 

在減少教學內容後，是否會減低學力與學生具體習得能力的辯證中，十二年

國教，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已然實行在即。現今不論多冷僻的知識，都能透過搜

尋引擎從網路上獲得，使得背誦知識的學習目標顯得不如過去培養專才那般重要。

長期不注重知識應用的結果，除了減低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每每在社會事件發生

時，產生一波對教育的質疑風浪。在這樣的資訊社會，課程設計者需要面臨到的

挑戰，不再是訊息量的多寡，而是如何教學生問題思考、思辨訊息及產生影響的

重要性，以及知識如何在不同層面中相互連結應用，甚至與個人生活產生關連

（Kao & Wilson，2003），讓知識實際成為可用的工具，而不僅是升學的階梯。 

反觀實際教學現場，知識記憶仍然是最主要的學習模式。觀察學生的生活可

以發現，訊息隨手可得使得學習知識的目標弱化，知識成為分數與競爭的物件，

數位時代學子們迷茫於背誦的用途，不知道為何而學、學而何用，降低了學習動

機。另一方面，教育者們卻憂心著非正規教育所獲得的資訊，其正確性對學生的

負面影響。長期以來課程設計偏向以成人及政策為主導的教學，較少關心到學習

者的心理發展與學習興趣，忽略了學習者的成長深受社會環境和生活的影響，造

成學校教育引導學生適應社會已有所不逮，更遑論回應社會期望具有引領社會發

展的能力（黃光雄、蔡清田，2015）。 

課程目標偏重知而少見培養情意目標、感受力、主動思考以及知識運用的能

力，加上近來社會性運動與社會事件所引起對教育界在溝通、表達和生活體察、

危機處理能力的質疑，都一再激起研究者反思課程與生活脫離的程度，僵化的知

識無法學以致用的危機。在學力已不等於能力的情況下，促使研究者從藝術教育

的角度切入，聯想將美感知能融入於學生學習與生活的可行性，配合十二年國教

強調跨領域知能的結合，兩種概念的結合下，是否能在教育現場注入不一樣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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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風貌，而教師如何符應政策需求，設計出適合未來人才所需之核心能力的課程，

是研究者關心的部分。 

 

二、美感在生活與學習中的重要性 

學校教育是價值導向的，肩負社會建構特質的學校教育，讓學生在學校學習

的內容不只是學科，更希望將教育的目標導向培養學生的品格、個人適應社會所

需的素養等元素（甄曉蘭，2004）。如同美感本身即具有某些理性判斷的價值導

向，在追求感官間的和諧統一之時，也同時引導欣賞者連結至美善的情境。而除

美感元素之外，藝術教育的作用，本身即能在不同領域所構築的網絡中去尋找互

動與連結，不論是在人與自己、人與他人，或在人與自然界中（黃壬來，2007）。

若從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美感角度，來切入跨領域課程統整的規劃，藉由廣闊多元

的美感元素將藝術與知識連結至生活，是否能給學習者學習角度的多樣性，激發

學習動機之餘，增進學生對生活的感受力和創造力，培養不同於單方面吸取知識、

如工具人一般的長遠眼界，協助個人往全人的方向發展。假若美感教育能幫助學

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或對生命有更深刻的感知，與美感具有深入連結的藝術領域

便是未來課程設計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後現代多元視覺文化當道的數位年代，學生大部分一出生即受到科技數位化

和各種視覺刺激的影響，不但善於運用科技產品獲得訊息，更習慣以所接觸的視

覺影像建構外在世界（趙惠玲，2005），網路的發達使得影像與知識的獲取跨越

疆界，學生本身的生活即是跨域的搜尋和瀏覽。但不同於教師所給出的知識有一

定的正確性，透過網路所搜尋到的訊息片段受到主觀意識形態影響亦或有錯誤資

訊的可能，如何於美感教育中引導學生從大量的知識訊息與視覺影像中分辨其中

的真實性、澄清其中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並結合跨領域來實踐所學和建立自身

的價值觀與自我認同，也是研究者十分關心的教育問題。美感跨領域的課程設計

模式除了活化教學外，最終能透過課程的設計，帶給學生有別於以往的何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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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符應即將到來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讓學習內容和過程與個人經驗、社會

事件、生活情境、歷史學習脈絡做適當與密切的融合，彰顯出具體的學習意義，

是促使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感元素做為藝術學科與其他領域產生連結的素材，本身在追求感官和諧與

刺激的條件下，即具有多重詮釋和無限拓展的可能。對現場教師來說，統整課程

並不陌生，但美感跨領域課程尚屬起步階段，與統整課程的概念容易產生混淆。

在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氛圍中，中學階段的課程設計常受到考試領導的影響，教

師的專業被壓抑而無法開展之外，更缺乏與其他領域教師共組學習共同體的機會。

面對以適性揚才以及校本特色課程為目標的十二年國教時代，跨領域美感課程當

可在中學階段帶動課程發展的活化與創新（趙惠玲，2015）。在嘗試許多跨域方

案時，也引起研究者好奇跨領域課程的限制與延伸性，是否所有學科領域皆能進

行美感跨領域課程？美感元素在藝術學門如何被提出應用和跨域？非藝術專長

之教師如何進行美感跨領域課程？種種問題成為催生本研究的動機。 

當教育改革的腳步走向重視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之時，所應關注的便從如何建

構理想未來轉為學生如何運用所學適應社會生活，藉由對美感跨領域課程的研究，

尋找相關教案進行分析，從教案中的跨領域教學意涵、如何應用相關之美感元素、

課程建構方式與課程設計策略等面向進行探討，希望此研究能具體分析出，受到

當代跨領域課程論述及後現代美感教育設計思潮的影響，教師將如何設計課程，

及面對教育現場和課程理念的權衡。特別是藝術教師以滲透至生活各層面的美感

為連結各領域的出發點，將採取何種作為來整合各學門的實質內涵，產出之教案

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凝鍊出對美感跨領域課程的建議和未來研究探討的方向，以

期充實臺灣藝術教育研究，對後續研究相關議題產生貢獻，並為臺灣現行之藝術

教育環境留下時代性的記錄痕跡。 

  

 



1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研究目的與相關研究問題，茲分項敘述如

下。 

壹、 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對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研究多屬於藝術領域內之整合個案，或理論性

的課程設計建議，而較少針對教學實務現場中產出的多個教案進行分析。不論是

教育領域或藝術教育領域，針對跨領域美感課程所內涵之基礎研究尚須累積。同

時，跨領域課程的基本概念為多學科教師間的合作，因此而觸發不同領域對於學

生核心能力的觀點整合，也成為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規劃時的重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以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

為研究對象，以計畫第一期期程中之教學案例為主要分析資料，同時輔以課程相

關產出之文件，包含訪視會議紀錄、工作坊紀錄、成果報告書等，以全面地了解

課程建構的過程。透過分析教案以及相關文件對於課程理念與意涵、課程建構模

式與核心目標，了解跨領域美感課程所呈現出的課程方案，以及教學策略的應用，

如何透過課程設計，整合各學科的知識學習訴求，以符合教育趨勢和教育改革的

寄望。透過分析課程選取何種美感元素、其中採取的應用策略、如何評量課程所

建構的教學目標等，了解美感在跨領域課程中的運用情形。除此之外，也探討在

課程規畫中，所產生出在課程開發面和實務層面的相關浮現議題，期望能以此做

為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究之理論基礎，提供未來相關研究及實務推展之參考。 

 

貳、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擬訂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之課程方案為何？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之實施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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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之美感元素應用方式為何？ 

四、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之其餘議題為何？ 

  

 



1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將針對研究範圍及限制兩部分進行描述，以更清楚規畫出研究之界定，

和未來可深入研究之其他議題。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脈絡之下，所規劃之《教育部中

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為主要研究對象。《教育部中等學校

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其實施年段為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參與校數分為國中階段五所，高中階段五所，共十所學校參與實施

計畫。為符合以美感為核心建構之跨領域課程此研究對象的設定，並考量教案及

相關資料的完整性，在教案範圍的選取上，以《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

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第一期十所學校所產出之十九份教案為主要研究案例，並對

於課程在設計過程中所產出之相關文件，例如訪視紀錄表、工作坊紀錄以及成果

報告書等，一同進行分析，以完整對課程的認知。 

在教育階段上，檢視在分科教學為主要教育模式的中學階段，其跨領域美感

課程發展的模式，小學及大學階段的課程則不在此限。除了學習階段的範圍限制

之外，由於研究目的所欲探討的課程設計原則旨在涵納以美感元素為課程設計核

心概念的跨領域課程，故其他學科之跨領域課程則不在研究範圍之內。在教案的

選擇範圍部分，為審視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核心架構、教學策略與美感元素的運用

策略等，故以跨領域美感議題為核心，所設計之教學案例為主要研究對象。計畫

第二期程尚在開發中之課程，或是相關資料尚未建構完善之案例，則不在研究範

圍之中。研究方法部分，為從教案中探究其核心教學目標的規劃，以及課程建構

中所浮現之相關議題，故以質性的內容分析法為主，量化的分析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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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跨領域美感課程所發展的教學內涵、如何運用美

感元素於課程之中，以及所運用的教學策略為何，所產生的相關議題為何，故僅

針對教案的設計為主，對其課程樣態、教學策略、美感應用策略，和其衍伸的議

題等進行分析。在課程對學生方面的影響，加入美感的跨領域課程是否影響學生

學習的轉變，且由學生掌握學習的主控權，並藉由對新型態課程的好奇產生學習

轉移，進而達到何種程度的學習成效，是未來跨領域美感課程可以深入研究的部

分。此外，跨領域課程的發展不僅限於藝術領域相關之課程，為探討課程中運用

何種美感元素，且如何運用的策略，故本研究僅以課程建構中，有藝術領域參與

其中的案例為限，其他學科領域中運用跨領域為設計概念之相關課程，則是可另

作探究的議題。 

另外，本研究選取之教案範本，為第一期《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

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所產出之教學案例為主要的分析對象，第二期計畫所產出之

教學案例，不在本研究的討論中。再者，計畫產出之教案在藝術領域或學科領域

上的選擇和分布，是教學現場教師自然選擇的結果，其中沒有對所含科目進行分

配，因此，將會產生科目分布不均，某些學科並沒有參與至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設

計之中，某些學科則有許多文本可以探討的結果。針對科目分布的情形，也是本

研究討論的議題之一，對於沒有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學科，其在以美感為核心

的跨領域課程中所產生的樣貌，將不在本研究探討的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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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含括藝術及課程兩個範疇，茲將本研究所使用之專有名詞界定如下。 

 

壹、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教育部為符應全球趨勢對未來人才培育之需求，於 102 年 8 月 27 日函頒《教

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 年─107 年）》，在各層級推動美

感政策，以提升美感教育在人才培育上的重要性。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

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為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下的子計畫之一，目的在透過發

展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化教學現場，將美感落實於生活和學習之中。本研究依循

此背景脈絡，研究跨領域美感課程所形成的樣態，探討美感的應用在教學現場可

以如何被實施，以及在美感教育上的體現。 

 

貳、 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 

《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係由教育部依據《美感教育

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在各教域階層推動美感教育之目標，於 103 年

5 月 27 日核定辦理之子計畫。計畫理念在於落實美感教育為教師的課程覺知，

使美感素養深化至不同領域之課程中，以潛移默化為美感學習的態度。計畫目標

係將美感的延伸性和多元包容特質作為跨領域課程設計的核心，以深掘不同領域

學科之美感共通性，促進學科學習的活化，以及用美感聯繫各領域間的知識，達

到學習加乘的效果，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和共構美感教育學習社群。本研究以《中

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所產出之課程方案為研究對象，針對

課程建構的過程、實施的策略以及美感的應用進行深入的探究，以了解跨領域美

感課程在推動美感教育的脈絡下所發展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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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跨領域美感課程 

在教育與藝術教育界，跨領域與統整的定義時常互相借用而難以有清晰的定

義，藝術可以做為課程設計及教學的主體，或輔助其他學科的角色，透過藝術或

美感的啟發，反映在跨領域課程的設計上，對知識產生重組或結合。本研究所指

跨領域美感課程為，以美感做為藝術領域和其他學科領域共同存在的元素，使各

領域產生關聯，形成不同層次的課程設計方案。且將跨領域課程視作為課程統整

概念下的課程設計手法，目的不在將科際整合促成一門融整統一的新科學或新領

域，而是藉由不同核心概念的課程設計手法，達到藝術領域以及所合作之學科領

域的教育目的與核心素養，進一步含納教學者的教育哲學觀、知識觀，以及對知

識整合或人才升值的期待等。 

 

肆、 跨領域美感教學策略 

跨領域美感教學策略，係指教師在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所應用之教學策

略，使課程能於實施過程中，在適當的時機應用相應之教學策略，達到教學目標。

《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於規劃時，建議跨領域美

感課程可行之教學策略，包含：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虛擬實境之情境

教學、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探究式教學、合作

學習式教學、專題討論式教學、協同教學、創造思考教學等八項。本研究依循上

述教學策略之範圍，根據教師在設計課程時的選填，以及課程實際應用的項目，

選取運用程度最廣之教學策略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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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美感元素 

在藝術建構的過程中，運用符號、形式原理、作品表現形式等，使作品產生

感官上的美感刺激，構成對美的表現，其所運用的素材即為美感元素。在《教育

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中，針對美感元素分別涵蓋視覺

藝術中的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視覺語彙，以及美的形式原理

和創作活動的實踐。音樂上包含節奏、曲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

素，以及反覆、對比、統一等形式原則。表演藝術上包含聲音、肢體、表情等身

體語言，以及模仿、關係互動等創作形式。本研究依循此美感元素的界定，輔以

教學案例中所呈現之相關內涵，對課程進行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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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統整課程的發展雖行之有年，但其中所涵蓋的理念與技術層面，以及對知識

範圍的詮釋，因應不同教育脈絡需求而發展出許多的課程模式，與跨領域課程的

名詞界定常有混淆與重疊的部分。而藝術領域在後現代的脈絡下，其知能範圍除

了經歷解構與重建的過程，也受到環境對描述性課程的偏重而隱含對自身學科內

容不斷省思的循環歷程。美感教育除了透過藝術教育之外，運用跨領域及統整課

程等方式，整合美感知能至教育的脈絡中。 

 

第一節 跨領域課程改革之趨勢 

本節將針對統整課程與跨領域課程的關係，發展的趨勢以及與跨領域課程思

潮在藝術領域中的發展進行梳理，以及藝術領域課程在跨領域課程設計上的變革

進行論述，以釐清研究的脈絡和所欲探討之面向。 

 

壹、 統整及跨領域課程的趨勢與變革 

課程統整有時被視為一種課程設計的方式和跨領域課程、科際整合課程等模

式相互混用。然而在課程理論的層面中，統整不只是方法上的運用，也包含對學

科領域概念的釐清，在學校所規範之學科和生活觸及之知識中，依層次加以連貫

整合，並包含教師設計課程時所隱含的教育哲學。卯靜儒（2016）認為，課程裡

的各個科目都是結晶化後的學科知識，學科知識是來自於所互動的現象界，而當

學科知識發展成學術性的課程，就會精煉成個別的科目，當學生在學習精煉後的

知識時，會覺得與其生活毫無連結，進而失去學習興趣。因此，如何透過重構課

程組織核心，將知識與生活統整，將是課程設計者的挑戰。 

Tyler（1949）針對有效的課程組織必須符合的規準，提出繼續性（continuity）、

順序性（sequence）與統整性（integration）三個原則，其中統整性為課程因素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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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或水平的組織，旨在統合學生分割的學習狀態，讓各領域的學習得以關聯

起來，增加學習的意義性、應用度，也增加學習的效率。在科學化的基礎上建構

課程設計的目標，以課程為教學的主體。除了以科學化課程和知識為主要的統整

對象外，黃政傑（1991）進一步對於統整的原則提出三個思考的方向，分別為知

識的統整、學生經驗的統整與社會的統整。知識的統整為希望課程組織排除不必

要的界限，改變學生片段學習知識的問題，讓知識間的關係更清晰。學生經驗的

統整強調統整不應只停留在知識間的關聯，應讓知識與學生經驗結合，使學生能

運用知識促進其自身意義架構的成長。社會的統整是讓課程培養學生適應生活的

能力，認識社會並練習解決社會問題，為社會服務。在科學化的基礎上加入以學

生為主體思考的學習目標。 

黃譯瑩（1999）根據此脈絡進一步提出四大類統整課程的參考模式，分別為

學科統整課程（Subject-with-Subject Integrated Curriculum）、己課統整課程

（Self-with-Subject Integrated Curriculum）、己我統整課程（Self-with-Self 

Integrated Curriculum）及己世統整課程（Self-with-Word Integrated Curriculum）。

倘若以跨域的角度出發，使課程不只涉及學科之間，還包含認知以外的情意連結、

學生在空閒時間的自我探索以及個人與社會組織的連繫，便涵蓋了上述四種統整

的模式並互相交融。若更深層探究，學科統整課程又細分為單科統整課程

（Disciplinary Curriculum）、複科統整課程（Pluridisciplinary Curriculum）、多科

統整課程（Multidisciplinary Curriculum）、科際統整課程（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以及跨科統整課程（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跨科統整的意

義即連結兩種或兩種以上之領域，並運用其中一種領域的觀點、方法和精神來詮

釋課程間的連結，讓領域結合成一個整體，而讓師生對學科知識產生轉化及產生

不同的思考。 

Beane（1997）認為知識除了包含各學科領域所要求的內容與技能，尚涵蓋

價值的形成、資訊的獲得等不可限量的層面，即便透過描述性活動的過程加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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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也難以完全歸類。學科領域的劃分，是將知識視為教育的最終目的而非有意義

的工具，被選擇納入學科的知識也隱含著特定主流文化的選擇。然而在大環境的

脈絡下，若有價值的知識被限制於學科分立的課程組織時，將產生學習者相信知

識是抽象的、遠離生活的現象，除了窄化學習者的學習機會之外，也使學習者無

法組織知識，並運用至其所關心的議題中。故教師在組織課程時，所應面對的問

題不只是學科知識是否有用，更應該思考知識如何適用、如何導引並融入到學生

生活的問題。知識並不是為了未來所做的準備，而是一種動態的工具，隨時隨地

要去完成與實踐。基於此，知識將是一種權力，提供主體掌握生活的策略，若將

之認定為分科資訊和技巧的累積，知識的權力及應用範圍將會受到限制。例如對

問題的定義和強調問題的方法，將無法在寬廣整全的知識範圍中被檢視。歐用生

（2003）也認為，統整課程並非對立於單一領域分科教學，不是以跨領域的活動

包裝簡化的知識內容，相反地統整課程需要在學科基礎下運用學科領域的知識理

論、研究工具或分析視角，將學問知識依據教師規畫的課程主題進行重新分配，

領導學生發展出深層的、跨領域的理解。 

陳新轉（2003）將課程統整做不同層面及角度的區分和探討，依照指涉對象

及強調重點，從狹義到廣義可分為「知識的整合」、「課程設計」、「課程理論」三

個層次，在不同的架構下，分別分析教育目的、知識融整、學生有意義的學習等，

不同切入點相關的論述及課程發展面向。在課程設計方面，依知識統整的層次歸

納出十一項不同程度的課程類型，統整的層次分為：探討學科間的關聯、不分學

科界限，而以知識統合為論述核心，以及交融知識、社會與學習者三方的統整層

次。其中，探討學科關聯的第一層次，維持分科的課程結構而追求統整的學習效

果，以課程主題為中心設計與調整課程，相信學生本身具備知識統合的能力。第

二層次將重點放在相關知識的整合，透過教師做跨域的思考，來建立探討知識為

中心的主題、學習方法或研究程序，提升思考層次而不考慮學科分野。第三層次

關注課程與學習者、學習脈絡間的關連，不但整合知識，更著眼於學習者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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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的聯結，讓課程更具適應性、適切性以及意義性。不同層次不僅是符應不同

學科對於知識統整的需求，也將統整的層面從知識與課程延伸至知識、課程與學

生、生活之中。 

Drake（2004）基於在教育領域的研究經驗提出三種統整課程的方法，分別

包含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學科

（transdisciplinary）。三種方法，本質上的差異在於學科之間分離的程度，是一

個連續演變的過程，端看適用與否沒有好壞之分。三種統整方法在組織的核心、

教師的立場、課程的架構及評量的審核相關比較參見表 2-1-1。其中，跨學科統

整的課程方法，是交叉檢視學科間共通的知識基礎或相關技能，學科領域仍有劃

分，但並非清楚分明或重要於跨學科領域概念、知識技能等的學習。設計的方式，

則可以是教師將跨領域的概念，融匯進原本的課程之中，而不是為了使用跨領域

知識概念而刪減原本的課程或新增課程。 

 

表 2-1-1 三種統整課程的方法比較表 

 多學科統整課程 跨學科統整課程 超學科統整課程 

組織的核心 

（Organizing Center） 

圍繞一個主題來組

織學科的課程標準 

將跨學科的技能和

概念融入學科標準

之中 

實際的生活情境與

學生問題 

知識的概念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知識應透過學科領

域的結構來學習，

有唯一正確答案與

事實 

由常用的概念和技

能連結各學科領

域，知識被看做是

一種社會的建構，

可以有許多正確的

答案 

所有的知識都互相

連結與相依，知識

被看作不確定和模

糊的，可以有許多

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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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的立場 

（Role of 

Disciplines） 

最重要的是學科的

過程，不同的學科

有不同的概念和技

能 

注重跨學科領域的

技巧和概念 

學科的分野視生活

情境所需而定 

教師的立場 

（Role of Teacher） 

課程推動者、學科

專家 

課程推動者、學科

專家／通才 

共同設計者、共同

學習者、通才／專

家 

起始點 

（Starting Place） 
學科的標準和過程 

跨領域的媒介、知

／行／為 

學生的問題和關心

的重點，現實生活

的情境 

統整程度 

（Degree of 

Integration） 

平緩 中等／強烈 典範轉移 

評量方式 

（Assessment） 
根據學科 

強調跨學科技能／

概念 

強調跨學科技能／

概念 

知識 

（KNOW?） 

跨學科基本知識和

概念的理解 

跨學科基本知識和

概念的理解 

跨學科基本知識和

概念的理解 

行為 

（DO?） 

學科領域的技能是

焦點，其中包含跨

學科技能 

跨學科技能是焦

點，其中包含學科

技能 

在現實生活的情境

中應用跨學科技能

和學科技能 

情意 

（BE?） 

民主的價值觀 

品格教育 

思維習慣 

生活技能（例如：團體合作、自我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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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過程 

（Planning Process） 

回溯設計 

基於課程標準 

教學、標準與評量的整合 

教學 

（Instruction） 

建構主義的方法 

調查法 

體驗式學習 

個人的相關性 

學生的選擇 

差異化教學 

評量基礎 

（Assessment） 

傳統評量與真實性評量的平衡 

最終整合所教之學科的綜合活動 

資料來源：譯自 Drake, S. M., & Burns, R. C. (2004). Meeting standards through integrated 

curriculu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課程統整的模式沒有絕對的標準可循，也並非僅將不同學科的基礎知識結合

而不改變教學方式，郭禎祥（2008）將課程統整視為一個連續性的發展，從初步

的知識融合、科目內統整、多學科、跨學科到橫貫知識領域，教學者由簡入繁逐

漸熟悉統整課程的教學模式後，才能發展如跨領域等較成熟的統整模式，並提出

「問題取向」式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生漸進式的檢視影像與學習議題所傳遞的訊

息。Beane（1997）認為統整（integration）涵蓋了心理層面以及知識的組織層面，

透過打破學科分界以組織通則概念，幫助學生學習的跨領域課程（cross- 

disciplinary），是統整的其中一種面向。課程統整包含四個向度，分別為經驗統

整、社會統整、知識統整和課程設計的統整，並以主要的大觀念或概念為主題連

接知識、經驗、教育目標等，科目領域的界限將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而多學科

式（multidisciplinary）或多科目式（multisubject）的課程規畫則是將重點放在了

 



25 
 

解各科目的背景、須精熟的內容和技巧，藉由認識每個學科能提出什麼相關的貢

獻或連結，主題才得以確立。在此模式下各學科仍有領域界限的劃分，保有對內

容與技巧的選擇之外，並能對學科之間互相重複的技巧與概念有所審視，學生巡

迴於各學科間，透過學習與主題相關的內容獲得知識。 

而在政策層面，教育部（2003；2014a）分別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以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界定學習領域的定義，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依學習知識內容及學科內涵將學習領域分為七項，並強調領域並非僅是學科名稱，

而希望藉由領域的融整達到領域內學科間橫向的整合。至十二年國教總綱配合知

識的結構與屬性，加上社會型態走向科技發達的變遷，在知識創新及學習心理能

連續發展的原則下，將領域範疇定為八大項，科技因應時代的趨勢遂單獨成一領

域。部分領域內依其知識內涵與屬性包含若干科目，例如藝術領域及包含音樂、

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為主軸的課程設計原則、以學生為

學習主體，強調素養包含的不僅是知識的整合，更包含能力與態度的整合等學習

內涵，並綜合形成個人或社會所需的完整形態（范信賢，2016）。廣義的素養指

的就是在特定的脈絡使用知識的能力。包括理解力、技能、價值與態度等。學生

需要學會基礎的能力，例如讀寫算的基礎技能，進一步為轉化性的能力，可以轉

換與適應不同工作需求與環境，例如分析問題、問題解決、有效溝通理念與訊息、

創意思考、領導力與領導意識等（卯靜儒，2016）。除此之外，課程走向統整的

教育趨勢，也使教育政策發展出學校本位課程及特色招生等多元的課程設計條件，

為知識整合建立依循的指標。 

教育部（2013）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提出，美育是發展美感和整體教育的核

心，美感之於國家、企業和個人所代表的是潛藏的競爭力，將是個體進步與成長

的關鍵。因此，從課程理論乃至政策層面，可以看出課程設計的趨勢從科學化的

學科中心、知識中心，逐漸走向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習能力、核心素養等指標界

定學習者的學習效能和課程實踐的成果，取代以知識訊息的含量為教育目的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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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視質性的內涵靠攏。新世紀的課程知識要脫離母學問（parent-discipline）朝

向脫離固有概念發展，轉換了解知識的性質，由累積轉為研究，且能不排除任何

人的洞見，學習團體共享意義的創造（歐用生，2003）。是故，在後現代的思潮

下，強調多元闡釋及對科學化的質疑，引導知識從分門獨立走向注重連結和呼應

學生經驗，課程的設計隨著這樣的論述趨勢演變成眾多的型態，無非就是在意學

生真正所學，核心知識、能力、態度的培育，期盼能真正落實教育的根基。 

 

貳、 跨領域課程與藝術領域的變革 

藝術活動出自於生活，不論在創作及鑑賞中，都包含主體對對象物產生感知

並加以思考、解釋和評斷的心理過程。在強調統整知識領域的思潮下，藝術能憑

藉本身與生活的連結性和表達性的特質，應用於統整課程及跨領域課程中。 

從現代典範進入後現代觀點的時代，在藝術表現上強調多元及折衷的性質，

教育領域中也出現許多相應的主張，其中，統整知識領域的教育觀也是一個重要

的面向（謝攸青，2006）。Slattery（1995）在關於後現代課程發展的著作中強

調多層次、科際間的整合課程，並提出整合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觀點，鍾鴻銘（2007）

更以其思想整理出四項後現代課程要項，包含：動態性、折衷性、關連性及整全

性，反應出課程應是體現學習者不斷變化的日常教育經驗之特質。從課程設計的

觀點來看，課程整合目的即關心如何加強個人融入社會的可能性，透過教育者及

學習者共同參與協商出生活中重要的議題來組織課程，將重心放在如何應用知識

而不是考慮學科領域的邊界（Beane，1997）。Charland（2011）認為將藝術領

域中視覺思考的策略（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簡稱 VTS）整合進課程教學中，

可以促進美感的全面發展，並培養學生高層次的思維能力，以及溝通技巧等各種

層面的能力提升。藝術基於其滲透至生活各層面的特性，並關注事物間關聯性的

本質，逐漸成為跨領域統整課程中，影響學生學習及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林曼

麗，2003；喻薈融、趙惠玲、林小玉、李其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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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中提及藝術教育的範疇，是人類美感經驗的凝聚，傳遞

著我們所擁有的夢想、真實、情感、價值或信念，透過教育行為的詮釋、理解與

實踐應用，使人的存在更為自由、自主與具意義（教育部，2013）。有鑑於此，

藝術教育憑藉本身廣博包容的特性，將美感與跨領域學科知識互為主體並加以統

整，強化學生部分的學習內容連結至整體學習經驗的關連性，整合知識間的共通

性，使知識產生意義進而應用至日常生活之中（周珮儀、閰璽如，2009；Krug、

Cohen Evron，2000）。美國藝術教育協會（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ssociations，

簡稱 NAEA）在 2002 年發佈一篇關於藝術與學科整合的文獻表示，將焦點放在

跨領域的課程設計模式，能提供學生在藝術和學科之間學習解決問題與建立連結

的機會，也能鼓勵學生產生新的見解並與創新構想產生新的連結。而以生活議題

為課程設計主軸的課程經驗不但整合個人與社會及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透過這些

經驗，學習者可以主動積極地參與自己的學習發展，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機會來

鑑別、反思和討論特定知識的相關意義所具有的結構與循環特性，有意義的學習

經驗就更容易發生（Krug、Cohen-Evron，2000）。 

如此，透過日常活動與跨文化的方式，藝術能與學科和各種事件連結，後現

代藝術與美感教育之典範從學科本位中逐漸轉型，代之而起的是創意表達、多元

智能、多元文化、為生活而藝術、社區本位、生態保育、性別主流化、視覺文化

以至於跨領域等各種典範的互動、折衝與並置，形成各地域開放繽紛的多樣局面

（教育部，2013）。而一個成功的跨領域課程設計，取決於教師連結知識與日常

生活的能力，和找到連接知識與學習者的方法（Simpson，1998）。教師必須具備

豐富的感受力，敏銳地觀察與判斷日常生活與知識的連結，並能靈活運用和應變

學生在課程設計外產生的偶然知能（Barrett，2007）。長期以來，各領域教師以

專業知識權威的行向各自獨立於學生學習歷程，在不斷強調跨領域的國際趨勢中，

教師是否能理解知識支離破碎的情形，以提醒教師關於理論、權力與意識形態在

教學內容與教學法的重要性（Krug、Cohen-Evron，2000），以及藝術教師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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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藝術在跨領域中的連結特質，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Hollins（2008）釐清知識與學科的關係並重新組織課程的結構，將知識領域

畫分為描述性領域（descriptive domain）與表達性領域（expressive domain）兩類。

表達性領域例如傳統課程領域中的視覺、音樂、表演藝術、哲學及文學等，是處

理詮釋及回應的領域，所連結的範圍可以涵蓋生活、生命及關乎現在、過去和未

來的各種現象（參見圖 2-1-1）。因此，表達性課程的實踐主要目的包含捕捉、解

釋、溝通、表現出個人或團體的想法，或反映出某些事件、現象和現狀被描寫的

樣態，其中帶有什麼樣的真相、被想像或信仰的面貌。相較於描述性課程強調客

觀、準確的知識，表達性課程側重主觀的情緒、感受、價值及多元的詮釋性概念。

兩種領域所涵蓋由小至大，則包含了心理、社會乃至大環境的健康等範圍，交織

出關乎生活品質的議題。 

 

圖 2-1-1 課程領域重組圖 

資料來源：譯自 Hollins, E. R. (2008) Culture in School Learning: Revealing the Deep Meaning(2
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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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ins（2008）認為，描述性領域與表達性領域所產生的課程，重疊部分包

含創造、探索、發明、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等能力的培養，是產生新知識的來源，

且沒有單一課程能涵蓋所有元素。透過組織跨描述性與表達性兩種領域的課程，

學科知識之間能共享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視野，提升課程的價值（參見圖 2-1-2）。

是故，重新組織課程時，可以兩種領域中重疊部分的教育目標為整合的關鍵，依

此為核心構思課程所應具有的內涵。描述性與表達性領域的課程缺一不可，其中

的交集即是發展新觀點、建構知識的來源，兩者需互相結合並平衡發展，以培養

跨領域課程所強調的創造力、發明、發現、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黃純敏，2016）。

藉由結合描述與表達兩個領域的課程，除了對課程建構時的意識形態加以檢視，

以及對教學場域中，兩種領域分配的狀況有所覺察之外，透過在不同學科領域觀

點間的互動，讓生活在同一文化圈中，共同社會化的學習者能不受限於被窄化的

答案，而更靈活運用知識思考和解決問題。此外，兩種領域的交集，亦可作為課

程設計時，對於該課程所欲達到的核心素養加以檢視，課程是否能培養學生創造、

探索、發明、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等能力，以及反思描述性領域及表達性領域在

課程的建構中的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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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課程領域分析圖 

資料來源：譯自 Hollins, E. R. (2008) Culture in School Learning: Revealing the Deep Meaning(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101 

 

一般而言，進行課程統整時若將某一門學科的事實與原則應用至其他學門，

則學習將更有效（黃光雄、蔡清田，2015）。而藝術是完整教育的根本，Eisner

（1972）認為藝術經驗的本質，能讓個體透過藝術經驗去關注事物的關聯性，體

認不同個體間彼此關聯的能力。藉由歐美國家的經驗一再證明將藝術融合於全面

性的課程中，有助於培養認知技巧與辨別、分析、反省、判斷的能力，並整合其

他領域的知識訊息以產生新的概念，發展全面的思考（郭禎祥，1999）。故在跨

領域的藝術課程統整中，若以某個主題、議題或能力的培養讓藝術知識與學習產

生關聯性，促使課程在發生時與學生經驗及社會生活做結合，讓學生透過課程的

設計建構屬於個人的意義架構，除了有助於知識全面性的整合，也能讓學生運用

美感經驗將瑣碎的學習歷程拼接成完整的學習意義（鄭明憲，2003）。 

李其昌（2016）認為，九年一貫課程統整的特色在領域內的統整，並藉由規

畫出七大領域的整合達到知識融整的目的。然而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強調推動的

是跨不同領域學科的統整，相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脈絡對教學現場而言較為陌生，

加上美感元素的運用，需要教師共同擬訂課程和教學計畫，並逐步實驗課程的可

行性。在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層面，主要以「T」字形式延伸藝術領域及

學科領域的整合面向，橫向應用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等媒介與資源，增加跨域的

學習廣度與興趣，再縱向深化探討相關的概念、專題以及學科知識內容的協同研

究，以增加學習的深度與內涵。 

藝術與美感教育在推動過程，長期受到某些價值觀念的影響，被認為無涉於

產值的效益，且非考試科目，所以在學科分化的教育場域中容易處於邊陲的地位，

藝術無用論促成藝術的學習不被鼓勵的情形，普遍深植於臺灣社會一般人的價值

信念。然而，文化的傳承與新創意的啟發，有賴透過藝術教育及美感的教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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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與創造人文的豐厚與品質，及質性能力的拓展。尤其面對科技的進步與整合，

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經濟及國際間的焦點。培養人材不單純為專才的能力，須經

由各領域在美感教育上的經營，其在當前國家的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美感教育內容除了藝術知識的學習，亦包括生活的層面，在教學方面，除了重視

鑑賞與創作外，能以多角度連結生活的課程設計，例如成果發表、創造、展示、

表演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思考、想像、創造力，及其審美表達能力（漢寶德，

2004；教育部，2013）。多元的課程設計，帶動著教師轉換自身在教育過程中扮

演的角色，檢視課程設計與教師經驗、生活經驗等的連結性之外，也讓教師成為

知識與生活的連結及情境的提供者，促發學生跨域和美的學習經驗。 

本研究所探討之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課程設計的定義上，屬於多學科或多科

目式的課程規畫，同時以領域為單位做跨域，各學科領域提出該學科中相關之美

感概念，做為課程發展的元素，共同規畫出相應的主題來設計課程，彼此領域界

限模糊，但符應現有體制的發展情況，在學科分野上仍保有各學科的主軸。然而

回到學科知識的層面，被畫分在同一領域的學科之間，仍有各學科所重視的學習

核心，要將不同學科之核心概念交相融整十分困難。不過思考到美感之於課程統

整的方面，美感在生活中無處不在，也同時與多種學科知識有所關聯，能作為學

科知識之間的連結管道。因此，跨領域美感課程最終的演變若能因此打破學科的

界限，達到十二年國教所期望之領域間的交流，以主要的概念為知識學習核心的

課程模式，將是研究者樂見的結果。 

 

第二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意義與推動 

教育部（2013）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中提出，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的概念和

知能是互相交織而難以分割的，目前的教育導向期望透過藝術教育來發展美感認

知的學習及實踐概念過於狹隘。藝術領域藉由美感課程可連結至更廣闊的知識學

門，如同課綱的改革不斷強調與生活的聯結，教育的目的不僅是促進個體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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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社會性的功能。在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時，審視自身美感教育的方法，在

重視專業審美與跨領域融合之外，客觀地檢視學生的知能、在地性的需求與文化

的傳承等面向。 

 

壹、 透過藝術教育的跨領域課程 

美感與藝術緊密相連卻不相等，在規範為學科的藝術領域中，美感教育是主

要發展的著力點。透過藝術領域的助力，能描繪出美感教育在發展跨領域課程中，

所形成的架構和參考的方向。 

 

一、藝術教育發展跨領域課程的樣態 

就藝術教育而言，提供關於美學、藝術史、藝術批評和藝術創作的知識是主

要供獻。另外，藝術學門本身的特質在於根據不同的對象以及主題或概念會有不

同的詮釋，這些多元的詮釋方式有助於知識的脈絡化，並讓學生有機會正視真實，

形成重構知識的過程（Krug & Evron，2000）。藝術學門提供美感教育較連續性

的經驗，然而美感教育除了透過藝術外，也能與其他學科的教育或正規或非正規

的教育形式來進行。無論透過藝術或其他學科的實踐，所奠基的共同基礎在於以

「美感經驗」做為核心元素，透過美感經驗之形式與內涵的學習，強化美感的認

知與實踐應用的能力和交融於生活的習慣養成等。 

除了本身的藝術價值外，郭禎祥（1999）歸納出藝術教育在認知技巧、創造

技巧、職場技能及教學等四個方面提供其他學科所不同之貢獻，例如認知技巧方

面能提升學生溝通提問、解釋抽象符號、分析評估及解決問題等能力，培養出職

場互動之高層次思考能力及創造力，在教學上即能運用藝術教育的特質提升其他

學科的學習成果，形成跨領域的學習經驗。與藝術相結合有助於個人認知及社會

化的能力，並且透過諸多研究的比對發現，藝術整合課程的特性包含能更緊密的

連結學生個人與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學習成長的機會，並且對高學習成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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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給予不同的挑戰。藝術學習經驗連接到實際運作的世界，在許多課程中，教

師給予學生知識專業以及藝術創作的機會，透過直接參與藝術工作或與藝術家互

動，鼓勵學生自我學習並擁抱複雜性的詮釋，社區或相關機構則提供支持與協助。

因此，一種可視化經驗所發展的課程不只包含學生的參與，更包含老師、藝術家、

學校以及社區等的共同整合（Irwin & Chalmers，2007）。Barrett（2007）則提出

音樂的理解隨著心裡表徵的不同而具有多元闡釋的性質，學生透過將各種元素組

成音樂的過程中，學習應用所學來解決問題或是創作，從音樂中學生能學到認知、

情感與社會脈絡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意義，並遷移至其他學習情境中。 

視覺文化做為一個策略，在傳統知識體系中提供一種解構任何時期影像文化

的觀看角度。（參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06）。學科本位藝術教育（Discipline 

Based Art Education）以美感教育為前提界定了藝術創作、美學、美術史、美術

批評四個領域的課程規劃，除了創作外都是針對藝術本質內容的分析與價值判斷

的學習（林曼麗，2003）。美感教育提出對美感經驗的重視擴大了藝術教育的範

疇，但在支持美感教育論的審美理論上，學科本位藝術教育不免有傾向形式主義

與現代主義的偏誤。Efland（1992）認為把藝術當作一門學科的觀點讓藝術傾向

於統合成一種風格，大致上基於形式主義的美學和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形式，而

這兩者被視為是高層次現代主義的表徵，然而在抽象表現主義之後產生許多新的

藝術風格，已無法再透過單一的美學觀點來理解。 

謝攸青（2006）以超越典範的後典範觀點，分析出後現代藝術教育應包含解

構中心化打破學科以及學校體系固有的分界，嘗試以和解的態度將藝術教育所關

心的重點向外擴張至多元的領域，並重視小敘述的發言空間，取代以某一種核心

文化解釋知識真相的理解模式。這種以自身為基礎出發向外發展的藝術教育態度，

其課程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囊括多元的材料和視角來解釋知識，課程得以形成讓學

生在藝術操作的過程中，學習融合與跨越不同領域來解決課題的樣貌。現代的藝

術教育教學法有利於學習者嘗試各種媒介的運用與創造力的發揮，後現代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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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則能對文化現象進一步地重新審視，不落入文化壟斷（cultural monopoly）

的思考，而能在多元文化的概念下含納不同面向的藝術特質與美感意義（Efland，

1992）。強調藝術包含統合的知識與特質揭示藝術教育不只是由內而外創造與闡

發創作，也必須兼顧由外而內鑑賞、評判與感知的學習，如何打破單一價值觀的

美感審視，建立多元文化的審美判斷是藝術教育及美感教育必須面對的議題（林

曼麗，2003）。 

Irwin 和 Chalmers（2007）認為在藝術教育中，當課程被視為計畫時，通常

為學科本位的課程架構，並傾向於將藝術教育作為經驗視覺媒體的方法。將課程

視為生活經驗時，則關心學生的觀點或社會的層面，並導向看見經驗的過程，將

經驗視覺化。Irwin 和 Chalmers 建議用更寬廣的角度整合兩種課程觀，不論何種

取向都能一定程度地互相整合。依循此寬廣的概念下，可再分別梳理出兩者發展

課程的特點，包含將課程視為計畫時，涵納感知、組構以及設計視覺化對象的過

程，以及將課程視為經驗時，包括具體體現表達的方式、抽象規則、文化差異以

及問題探究等。以藝術做為驅動課程的策略，能提供學生在特定主題或學科領域

間探索知識的機會，藝術做為溝通及表達的方法，讓課程建構於探索的過程中。 

Jensenius（2012）在探討不同學科的結合可能性時，提出五種可能的結合類

型，分別為「單學科」（intradisciplinary）、「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多學

科」（multidisciplinary）、「科技整合」（interdisciplinary）以及「超學科」

（transdisciplinary）。五種類型的課程結構分別以下圖表示： 

 

 

圖 2-2-13 課程融整結構圖 

資料來源：引自 Jensenius, A. （2012）Disciplinarities: intra, cross, multi, inter, trans. Retriev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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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j.no/2012/03/12/disciplinarities-2/ 

 

其中，跨學科的課程整合類型，Jensenius 將之定義為從一種學科的視角，去

觀看其他學科。趙惠玲（2016）依循此脈絡，將跨領域美感課程的特質定義為，

以藝術領域作為發展跨領域課程的核心，從藝術領域的角度，以藝術為媒介檢視

與其他學科領域產生連結的可能性，以及藝術領域在視覺、聽覺與動覺的多元感

官經驗，發展領域間互動的關係。 

藝術教育是精煉個體美感素養的重要管道。然而，不論是個體美感素養或是

跨領域課程的推動，皆非一蹴可就，必須經過長期的研究、修整、浸染以及培育。

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推廣，各學科領域均能在不同的知識學門中，選擇適當之

教學內涵加以轉化，設計藝術為核心之跨領域美感課程，引導學生在生活各層面

皆能進行美感素養的增能，學校教師也可配合校本特色課程，發展不同樣態的跨

領域美感課程模組（趙惠玲，2015）。 

 

二、美感教育的跨領域課程特質 

美感是一種感知外在環境的方式之一，是人類天生及具有的能力（Read，

1984/2011；劉千美，2000）。美學辭典定義美感是由客觀對象的審美屬性所引起

愉悅的心理狀態，其中包含了感受、知覺、想像、情感、思維等心理活動，是主

體經過客觀審美對象的刺激下，所產生出綜合對象整體、個人生活經驗、先備知

識與情感體驗等元素所形成的新主觀印象，其中包還了某些共通性與直覺性的特

徵（顧俊，1987）。美感來自運用身心靈知覺「外界」所存有的特殊性，感受與

領會到的美好經驗，並進而想擁有它、實踐它。美感素養則是有關美感的知識、

技能、情意、態度和習慣等，是美感經驗長期累積與內化的結果（教育部，2013）。

從對客觀對象的知覺到審美選擇與的過程中，主體建構了對審美對象新的認知形

象，以及自身的美感態度與感知世界（劉千美，2000），進一步形成認同感。 

美感經驗則是在具有美感的態度中所體驗到的經驗，是主動建構的歷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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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態度有助於運用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主體與對象物、與日常生活、與世界的

關係，還原事物最真實的面貌呈現，而不帶入主觀或特定目的的眼光（劉千美，

2000）。美感經驗除了透過對藝術品的鑑賞外，也包含藝術創作，當藝術教育以

視覺文化的觀點看待藝術創作時，創作的過程就不只是媒材的體驗，還包含探索

社會文化經驗與自我定位，以及重建自我的概念，是一個培養批判思考的歷程（趙

惠玲、丘永福等，2006）。林小玉（2016）認為，美學是一門探討感受、概念、

判斷力等有關美的科學，旨在藉由美學以彌補理性知識的缺失。美感教育則為針

對美感官能的教育，是具有意義導向的任務，主要係透過藝術的學習，使學習者

能察覺該關注的事物，有能力處理感受和認知世界，成為對生活世界有所覺知的

個體。美感教育以活動經驗為課程中心的架構，涉及感知、情感、智識層面，學

習者能創造個人自由與涵養個人意義，並同時建構對社會正義的感知。美學的實

踐在創作和藝術批評的層面，有助於提升個體於社會中的競爭優勢，不論美感教

育的定義是廣是挾，對個體的學習與成長都具有多元的價值養成與正面的助益。 

美感的普遍性具有一定的道德標準或理想，能引起正向情緒體驗的外界形式，

而美感的存在會因個人的經驗、教育、文化或年齡等的因素，而產生美感的殊異

性。因此，藉由對美感性質的學習，使個體建立其美感的獨特品味，有利於教育

場域中學生透過對象性質的獨特性而引發個人對於美感的獨特見解，普遍性則有

利於社會化和價值觀的培養。陳伯璋（2003）認為未來的課程重視由詩、遊戲與

美感經驗所構成的體驗學習課程，即留白課程的概念，在此概念之下提出包含重

視聯結的整體論、美感經驗的「詮釋―理解」與「巨型―微型」的方法論述。在

處理價值觀問題時，除了倫理外也應重視美感經驗中的「距離感」元素，它能使

人從自身的經驗角度出發，觸發「微型」的思考模式，以審視與質疑「理所當然」

存在的客觀事物的價值與存在意義。建構新世紀的課程典範時，面對知識本質從

科學實證轉向審美經驗的改變，將「巨型」的課程政策與課程發展結合「微型」

的思考模式，重視學習主體的特殊性與局部性，質量雜揉整合的思考模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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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將更盛行。而最終，課程將被放到文化、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拓展其多元與複

雜的視野。 

Goldberg（2006）針對藝術跨領域課程可採行的模式提出三種觀點，分別是

藝術輔助學習（Learning with the Arts）、透過藝術的學習（Learning through the Arts）

以及從藝術中學習（Learning about the Arts）。運用藝術輔助學習主要以學習學

科概念為主，藝術作為一種學習技巧，運用多種不同的形式，幫助學生體驗抽象

的概念與原理原則的學習。例如在物理課上運用樂器產生聲波，讓學生理解聲音

傳遞的抽象概念。透過藝術的學習則是運用藝術的表現手法表達所學，藝術作為

一種傳達的媒介，透過藝術媒介實際運用知識，或做為一個平台幫助學生展示自

己。例如運用戲劇演出中實際體會角色的心境，學習民主意識的體現，教師更能

從學生的表現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程度及對知識運用的熟練度。從藝術中學習則以

藝術為主軸，課程以藝術的學習為核心，藉由藝術發展出相應於學科領域所強調

的能力與學習興趣。例如以創作詩為學習主題，達到語文領域強調的文學造詣、

字詞運用和寫作技法等。三種觀點間可相互應用互不相違，並非單線的發展過程

之外，藝術輔助學習也並不是另兩者的基礎，根據課程的設計三種方法能夠融合

運用。例如透過寫實的畫作理解歷史時代背景的演變，學生藉由臨摹作品培養細

微的觀察力，進而運用臨摹的技巧表達自身對周遭生活或情感的洞察。 

根據《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實施一年的成果顯示，

如何與不同領域的教師進行對話和溝通，是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設計時必須反覆思

量的議題。其中不只包含教師的溝通能力，也涵蓋不同領域在專業上的共識，以

及課程設計的知能。第一期計畫成果表明，教師傾向從較熟悉且易入手的部分進

行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設計，例如美感在語文領域中對景物的描寫主題與視覺藝術

領域的連結，或詞曲單元與音樂領域的連結等。且教師在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時，

往往使用單一學科與藝術領域融合，而一個領域中往往不只有單一個學科作為分

界，同一領域中不同學科知識互相結合也是有待延伸發展的議題。藝術領域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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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課程中多傾向採用視覺藝術作為媒介，表演藝術則較少被採用。顯示出跨領

域美感課程在建構的過程中，教師傾向於運用熟悉的媒材，然而表演藝術本身即

可整合視覺、聽覺與動覺加以表現，可能反應出教學現場師資平衡性的問題。而

在評量部分，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評量歸準大多跳脫學科所採行之紙筆測驗範疇，

以藝術領域強調之多元評量方式為依歸，藉此活化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教學，但

評量的標準是現場教師較難掌握的部分（教育部，2014e）。 

綜上所述，從文獻中可以歸結出，課程發展與統整的追求，不斷強調學科知

識間的關聯、生活的連結性，以產生新知，達到多方核心素養的學習。而藝術領

域也在強調課程的多樣性、美感經驗與生活的連結，和多角度多方面的觀察問題，

兩者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透過美感元素的特性加以引導，不但在描述性知識和

表達性知識、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中可以加以平衡，也能將原本分散的知識內容，

透過藝術的特質，利用其統合差異的功能，來連結不同領域間的知識整合，並運

用對美的共通感、不同角度的客觀性以及對美的辯證，來加深知識的統整層次，

以及思考的深度與廣度。參考 Beane（1997）的多學科／多科目課程網絡圖之架

構，將本研究之課程網絡概念圖規畫如圖 2-2-1。 

 

圖 2-2-2 4 跨領域美感課程網絡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Beane, J. A. (1997). Curriculum integration-Designing the core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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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美感在核心素養中的體現 

不論從全球趨勢或是政策的修訂，都可以看出素養導向的教育成為當前教育

改革的目標。而美感素養在當今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是迫切需要落實的國民素養

之一，以下就素養與美感的關係，以及美感素養在課程建構中的角色加以梳理。 

 

一、素養與美感的關係 

素養（competence）是認知、情意、價值、行動與技能的整合，所表現出來

的內外兼具的展現，是個體與外界互動過程中所必需的一種基本能力素養，能成

功地回應個人或社會的生活需求。素養包含了與內外在環境合理而有效的溝通互

動，統合內在情意態度及外在技能能力，也統合傳統道德觀和現代新的價值觀，

成為具備優質實踐智慧的個體，其內涵概括知識、技能、情意等面向，會隨著社

會與時代的更迭而產生轉變。與能力相比較，能力包含與生俱來的天賦，素養則

強調教育的價值功能，是靠後天學習的成果，能引導個體符合未來複雜環境的需

求與改變，發展出所需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蔡清田，

2014；吳清山，2011；陳瓊花，2004）。 

蔡清田（2012）認為，素養包含各種多元的面向，例如語文素養、倫理素養、

民主素養、多元文化素養、媒體素養……等，經過篩選與精煉，從各種生活所需

的素養中，選取最必要、關鍵與重要的部分形成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

作為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核心理念，美感素養即為核心素養其中之一。換言之，核

心素養具有最根本、不能被取代且關鍵少數的特質，且具備多元面向、多元場域、

多元功能、高階複雜的心理學依據以及長期培育等要素，每項核心素養均涵蓋知

識、能力與態度的整體特性，可做為跨領域課程設計組織的核心。除此之外，核

心素養承續了過去課程綱要中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與「學科知識」等概

念，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陳瓊花（2004）從藝術教育的觀點，將美感素養聚焦在藝術領域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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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意，提出美感素養的內容向度包括：藝術知識、藝術表現與鑑賞的技能、對

藝術的態度（包含信念、感受與行為意向）、參與藝術的習慣等四項。美感除了

以藝術品作為發展的對象之外，還包含大自然的環境、人造的產品或行為舉止等

不同的面向，如此，則美感素養並不局限於藝術的專業知能與情意，而能廣泛連

結至生活層面之中。然而在陳伯璋（2010）針對國民素養的研究中發現，臺灣教

育實踐的哲學觀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因此，在九年一貫課程的十大基本能力

內涵中，雖已將「審美能力」列為其中之一，但在實際課程實踐過程中，似乎仍

長期受到忽略。「審美能力」與「數的概念與應用」在現實生活上實用功能難以

顯現，以至於研究結果顯示，美感素養並沒有獲得大眾肯定為具備重要性的國民

核心素養。 

基於此，在十二年國教規劃之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中，「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與「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一同被歸類在溝通互動的面

向中，強調美感素養的重要性，讓藝術和美感不再只是科目及領域的代名詞，而

成為不同領域及學科共同可以作為規劃課程核心的依據。在「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的具體內涵中，除了藝術領域的知識、技能與鑑賞的學習外，尚含括了與社

會環境、文化脈絡以及生活層面的感知培養。例如國中部分強調了解美感的特質、

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以及高中部分強調體會藝術創

作與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

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發展手冊強調，課程的轉化應由理念到實際、由抽象

到具體、由共同到分殊，環環相扣並層層轉化。核心素養與科目、領域的知能關

係是並行的，而不是取代的，一個領域／科目也未必需要呼應所有的九項核心素

養。換言之，領域內所強調的各學科所注重的知能、態度等，和核心素養之間是

雙向互通的關係，某一項核心素養，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科目來促進與培養，同

一領域／科目的學習，也可以促進不同核心素養的培育（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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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藉由了解素養與美感的內涵，可以得知素養導向的教育，已是不可忽視的趨

勢。教師可藉由規劃以美感為媒介的跨領域課程，反思自身所專長的領域／科目

與素養的連結關係、與美感的連結關係，進而與生活的連結關係，讓未來的課程

對於學生的學習，不只是成績所指向的成效，而更是能落實於生活中的素質提

升。 

 

二、美感素養在課程建構中的角色 

素養是國民教育的體現，而課程不只是改變心智的工具，如前段所述，藉由

課程發展做媒介，能讓核心素養成為未來課程的核心，來提升國民核心素養的品

質，有助於個體發展的自我實現與社會的凝聚團結。核心素養不只可學、可教、

可評量，更能經由完整的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評量，來培養並檢視學習者在

核心素養學習中的狀態，因此，核心素養的課程及發展也十分受到 UNESCO、

OECD、EU 等國際組織的高度重視（蔡清田、陳延興，2013）。 

雖然素養的品質可能會隨時代的變遷而強調不同的內容，但素養應該是可以

遷移的，能將某一情境之下的知識理解、實踐能力與情意態度，遷移類化到另一

個不同的情境，例如校內及校外的情境、學校與家庭不同的脈絡等（陳伯璋，2010）。

培育核心素養與個人的生活情境和脈絡有著整體而密切的關係，核心素養需要在

情境下練習問題處理，以及分階段的練習，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透過教育的

建構，進行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量，一方面能導正過去教育偏重知識能力

而忽略情意態度的缺失，再者，可以透過核心素養進行垂直教育階段，與水平跨

越不同領域的連貫統整，是課程發展與設計的關鍵 DNA。藉由核心素養的規劃，

預先設定預期達成的教育目的和課程目標，課後能加以檢視課程所達成的成果及

學生學習目標的檢核，具有實際實踐的指標性及教育意向意義的價值（蔡清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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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臺灣社會整體文化而言，重視實用價值、輕視理論價值，是過去的

臺灣社會普遍存在的情形。重實用的文化特性導致的結果，就是臺灣的國民普遍

缺乏批判反省、後設思考能力、創造力、想像力、熱情與追尋意義的需求等（陳

伯璋，2010）。因此，藝術往往提供現實生活不一樣的觀點，經由想像、體會與

覺察，除了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更因為具有多元的視野和感受，幫助同理

和關懷等德性意識的成長。是故，美感素養導向的教學，涉及情感、知覺、知識

以及溝通運作的美感經驗，其中，知覺更是在美感經驗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陳瓊

花，2017）。美感素養呼應了核心素養的複雜心理學依據，透過抽象思考、自我

反省等心理運作歷程，能培養出能建構經驗與思維、主動學習，且具備跳脫框架

的創造能力。 

陳瓊花（2017）提到，美感素養導向的教學，是一種價值的教育，隱含著正

面的價值取向，並建立在美感經驗的知覺、判斷以及實踐過程的成長，是一個階

段性培育的過程。若從美感教育的觀點加以詮釋，美感素養的意涵，是主體經由

美感經驗的學習，所展現出對於美的感知與品味，以及相關知識、技能、態度和

習慣的整體素質表現。而十二年國教三面九項中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從

多元感官的開發，到強化知覺、知識以及溝通的知能，乃至於生活美感經驗的累

積，以及創造美感行動力。這些具體的內涵，應可依據各領域學習重點的關聯性，

進行必要的連結，據以轉化發展相關的學習單元。也可以做為跨科、跨領域或專

題等設計課程時的共同核心。因此，藝術領域美感素養導向的教學，學習內容宜

強化生活脈絡中對人、自然、環境、社會、生活的感知，藝術與人類、自然、環

境、社會、文化、生活等的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藝術知能在生活上的實踐與應

用。 

整體而言，美感素養可應用其與生活連結的特性，在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時，

藉由領域之間共通的部分，例如生活的脈絡或社會環境的議題，將不同的領域／

科目和藝術、美感產生聯集，從領域／科目中找出能夠發展美感素養的部分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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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再回扣至各領域／科目所要強調的學科語言及核心素養，如此發展出的跨

領域美感課程，不僅有共通的美感核心，也有分殊的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

美感既可以作為核心素養的發展指標之一，也可做為不同領域／科目在跨域時的

橋樑。 

 

第三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發展策略 

藝術領域在課程統整的教育脈絡中，除了領域內的學科融合之外，與他學科

進行跨領域的整合是藝術教育拓展學科視野和價值的積極途徑。美感教育不該也

不只是藝術領域相關課程的責任，每一學科領域都可以涵那美的教學於學科的知

識建構中。因此，與美感高度關聯的藝術領域為主軸，帶領其他學科進行跨領域

美感課程的建立是重要且迫切的（黃純敏，2016）。本節針對跨領域課程設計中

美感課程可採行的使用時機及途徑等，加以闡釋。 

 

壹、 跨領域美感課程使用時機 

美感元素可使用的層面甚廣，除牽涉教師本身對藝術知識結構的熟悉，以及

對生活的體悟外，尚能在規畫課程時做為跨領域課程的核心和整體架構的依歸。 

規劃藝術跨領域課程所必需的要素，包括能促進學科之間有意義的聯繫進而

產生學習經驗等。教師對學科的內容有深入地研究並採用精確地舉例、素材和術

語，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對藝術相關的活動或主題真正的參與，包含回應、實

作和創造等層面，以及建立完善的評量模式（NAEA，2002）。為達到真正對學

生有幫助的藝術整合教學，美國藝術教育協會也提供一些有助於發展跨領域課程

的思考點，例如運用藝術本身創造、實作與反饋的過程加以連結，採用特殊的藝

術形式或廣泛發展的主題、美學原則，善用一個或多個學科中的標準，也可在其

他學科中的關鍵概念和原則中共享藝術的元素，功能，或背景知識。 

李其昌（2016）認為可以將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分為五個階段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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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對話、增能、共學、研究與推廣，每個階段互相關連並互為表裡的基礎。

在對話階段，不只是實施計畫團隊與學校的溝通，尚包含學校內不同領域教師之

間的協調，以及教師和行政之間的互動。藉由藝術領域教師與其他學科教師的深

度對話，共同開發、探索、覺察與研究創新教學的活動設計，與可實施於國高中

階段的美感為核心跨領域課程模式，奠立我國課程發展與設計的新典範。增能階

段，除了應用在地的大學進行諮商輔導外，透過美感專業知能的增能研習，也能

擴充教師團隊的課程建構與行動研究的循環。跨領域美感課程發展具有其在美感

知識與課程重構的專業性，故牽涉到教師團隊對於社會期望的掌握、學校教育目

標的理解、學科專門特性之分析等。 

共學階段是不同領域教師經由深度的對話、腦力激盪與問題解決等歷程，啟

發教師之間的多元美感覺知，以及不同學科專門內涵之理解，以學生和生活為中

心相互探討並建立連結，並將校園以及班級帶進共學文化的概念中。更甚者在研

究階段，不但整合校內不同領域之教師進行跨領域的共學探究，更透過計畫的實

踐將計畫團隊和諮詢委員團隊的資源共同納入課程研究的範疇中，使跨領域美感

課程的建構更加周整與飽和。課程依據行動研究循環不斷自我檢視與修正之餘，

教師團隊以美感為核心持續的發想與創新，除了全面檢視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外，

將課程設計視為藝術作品，是教師的創作，更需要藉由表現的平台加以推廣，讓

課程改革的成果更普遍地發生。 

在藝術教育課程的統整模式中，Krug 與 Evron（2000）提出四種統整的方式，

分別為：將藝術做為其他學科的資源（Using the Arts as Resources for Other 

Disciplines）、經由藝術擴大學科的中心思想、透過藝術詮釋主題、思想或觀念及

使藝術成為協助了解以生活為核心議題的方法。當藝術課程跨領域與其他學科結

合時，可以增加學科資源的豐富性，例如將不可見的定理視覺化，藝術本身對多

元感官及知覺的刺激，讓學生可以從實際的感受中體會抽象的學理，並將藝術作

為連結知識之間的媒介，增進學習的深度、廣度與完整性，最終與學生經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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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社會作聯繫，運用多重角度與創新思維關心整體生命環境中的各項議題（陳

瓊花，2001）。根據 Krug 及 Evron 對藝術跨領域課程的見解，學生可以學習提出

問題和解決實際生活問題，透過跨領域的課程整合讓學生能夠從不同的知識結構、

多元文化的觀點了解不同面向的事實之外，如果藝術教育者能透過藝術教學過程

傳達有意義的學習經驗，藝術教師不但不必擔心藝術學科逐漸被消融的危機，藝

術學科在學校中處於邊陲的地位反而會因為結合至各學科層面而逐漸改變其重

要性。 

徐秀菊（2002）認為透過藝術詮釋相關題材之跨科統整課程，以核心主題串

連各學科，可協助教師與學生轉化對原本知識分類方式的思考與後設認知，使原

來的學科經過統整後產生新的意義與解讀的方式。美國藝術教育研究者 Walker

（2001）也提出以「重要概念（big idea）」為核心，抽象的、可被多元詮釋的概

念將會幫助學生探討重要的人生議題或辯證不同的看法，運用學科的知能探索與

論辯關鍵性觀念（Key Concept）和重點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中的意義，

集中學習焦點之外也發揮出各學科的特性。這些問題通常不是明確的選擇題，學

生必須以學科知識為基礎，透過跨學科的研究尋找解答以及探索意義的本質，過

程中內化成為個人的想法或形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 

鄭明憲（2003）根據 Walker（2001）所提出的課程統整概念，認為從重要

概念中發展出來的重要議題，是學生依據課程單元所建構的廣泛概念或知識架構。

教師可根據議題釐清欲發展之跨領域課程目標，設計相關的課程主題教案，以及

檢視教學活動的發展與評量指標。其中，主題與媒材可能是創作活動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學生建構顯著學習意義的目標。另外，教師須留意課程整體的規劃與連貫

性，對藝術領域的知能是教育階段而異。若只停留在重視最大程度的創造空間，

而不考慮發揮藝術學科的特質，則沒有助於培養藝術領域的知識能力理解，且與

生活的連結是薄弱的。課程思考的重心應放在以意義為主軸貫串教學設計，藝術

相關議題為主題，則在探索意義的學習過程中將會需要運用跨領域的策略和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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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習領域產生互動。在創作中融入意義的探索，方能促進學科橫向多元發展，

活化各學科長久分科下普遍僵化的學習氛圍。 

Drake（2004）根據其在教育現場實踐統整課程的研究經驗，提出建構跨領

域課程的步驟與策略。流程包含以下七項步驟： 

1. 為每一個學科挑選所欲達到的課程標準，以縱向及橫向的角度檢視課程

標準可擴充與凝練的內容。 

2. 挑選與年齡層相符且相關的題目或主題。 

3. 規劃課程網絡圖，確認課程標準可能達到的面向。 

4. 建構知識、行為、情意的連結圖以利設定後續的評量指標及課程檢討。

（參見圖 2-3-1） 

5. 設計總結性評量。 

6. 發展導向性問題。 

7. 進行教學及評估，教學活動要與先前設定之知識、行為、情意的連結圖

和總結性評量相結合。 

其中，建構知識、行為、情意的連結圖能確保跨領域課程是有目的且連貫的

架構，避免課程成為拼湊的教學活動或沒有目的性的學習。不同領域教師共同建

立連結圖不但有助於課程的整合與評估，在實踐跨領域課程時不論是教師協同教

學或獨立完成教學，都能適當的推展教學活動（Drake，2004）。跨領域美感課程

可依據 Drake 所提出之設計步驟，並以知識、情意、行為連結圖做為課程發展和

評量的參考架構，將跨學科概念建立在美感的基礎上加以轉換應用，在探討美感

概念時結合跨學科的知、情、意層面，並以建立有意義的學習架構為目標，連結

圖中的項目可幫助教師課後對課程進行後設的檢視，反思課程所含括層面的完整

性和連結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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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5 知識、情意、行為連結圖 

資料來源：譯自 Drake, S. M., & Burns, R. C. (2004). Meeting standards through integrated 

curriculu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具啟發性的教學策略，是促動學習主體與美感客體之間，能產生積極互動並

產生美感判斷、美感經驗的重要關鍵。因此，除傳統教學策略之外，可以多運用

探究教學策略，以鼓舞學習者的主動探索與求知慾（陳瓊花，2017）。 

經由探究方法的學習，學習者更能掌握觀念與想法、掌控學習與方向，

教師提供比較與綜合的重點，引導對於未知的調查，刺激想像力。針對

美感素養導向的教學，可以運用「提問」、「探究」及「詮釋」的策略，

從「提問」引導思考，來強化主客的互動關係，經由與美感有關問題的

「探究」，燃起解題熱情以創造動能，將感覺與想像具體化，以各種不同

的方式進行實踐性的判斷「詮釋」。詮釋表達的過程往往可以引發延伸性

的提問，繼續美感學習的循環（陳瓊花，2017）。 

跨領域課程要能完整且多面向地討論重要的議題，除了導入美感元素，還必

須顧及其他學科領域的教學，顯然需要長時間的跨學科互動與溝通。一個特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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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是曇花一現的教學課程設計過於倉促而難以深化，學生要能集合學科間的知

識，引導其從具體的方向、問題的界定建立多角度的觀點，運用所學並進行研究

探索重要的議題，並透過藝術建立和表達個人的知識意義，需要完備的學習方案

和常態性的領域間共同備課與教師增能。 

 

貳、 美感跨領域課程運用取徑 

由於美感與藝術關係緊密，故可由藝術中掘取設計美感課程的元素，具體能

包含的材料及策略，整理如下所述。 

趙惠玲（2015）認為在規劃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有兩種發展可能，分別為藉

由藝術領域輔助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以及檢視學科知識中與美感相連結的部分

加以運用。透過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等內涵，應用藝術實作、藝術鑒賞等活動，

可作為輔助其他學科學習的媒介、資源與策略。藝術領域之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

以視覺藝術而言，即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視覺語彙，以

及反復、對比、均衡、統一等美感形式原理，可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之

創作活動或鑑賞活動加以實踐。藝術活動的開放性特質，在教育場域的所有學科

屬性中，最能包容不同學科領域之多元教學目標。因此，跨領域美感課程憑藉藝

術領域的特質為核心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不但能彰顯各學科之個別化、差異化，

也能帶出其共通性以及多元性的內涵。藝術學習不但重視視覺、聽覺、動覺的感

官知能，強調生活實踐的內涵成為協助搭建跨知識領域的橋梁，以深掘不同領域

學科之美感共通性。 

Suraco（2006）透過設計不同學科結合藝術的跨領域課程，整理了四項型塑

課程的策略，分別為運用不同領域中重疊的部分、將美學原則擴大、使用當代的

的素材刻意規劃橫跨各種範圍的課程。Suraco 認為象徵的符號和美感內涵是文學

與藝術共同的特徵，利用這兩種領域的特質便可將語文學科與藝術進行整合，在

設計音樂結合視覺藝術的課程時，選用當時正在上映的電影作為主題，不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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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讓學校的教學和校園外的世界能夠產生連結。刻意規劃學校

中橫跨各種領域範圍的課程不但促進教師間協同合作共同計畫、監督、修改與評

估相關的課程，並規畫特定的時間使教師雙方磨合與達成共識，課程的範圍也可

以從學科之間的跨域，擴展至整合多個學科領域、教師、各年段學生與班級以及

學校整體的規畫等多種不同的樣貌。學生藉由教師計畫性的引導，學習使用不同

於學科本身框架中的思考模式去理解學科的特質，促成了學習的遷移，也讓學生

在不同領域的轉換之間，保留學科原有的特質（NAEA，2002）。 

邱兆偉（1992）將藝術教育不同流派的美學觀點，以具體的水墨畫及書法為

元素與國文進行美感跨領域的課程探討，取理想主義、唯實主義、實驗主義及存

在主義等不同面向的教育哲理為架構，分別選取相關之水墨畫經典作品，對畫面

的美感與意境做詮釋，並同時挑選情境描述接近或美感體悟接近之文言文作品，

兩相輔助之下，認為美感在圖文的配合、美感體驗的啟發與文辭的意境能與國文

連結，並提出美感教育適合與各種科目連結，視教學情境透過各科教學，全面化

美育的教育範疇，透過跨科增進美育的效果。如何在跨領域美感的課程中建構個

人化的意義，運用藝術語彙進行溝通和意念的傳達，是藝術課程在課程統整時必

須思考的大方向（鄭明憲，2003）。 

漢寶德（2004）提及藝術與美感的關係，分析到美感體現於感官的愉快經驗，

以古典美為基礎，從建築藝術及設計的角度提出秩序、比例、形式、色彩、質感、

裝飾、構成等元素，以從中培養美感。古典美中涵納著大眾性與平常性美感元素，

能成為審美活動的奠基。而美感教育中培養出對美的敏銳度以及對事物的觀察力

和好奇心，則能成就其他領域學習活動的基礎。漢寶德認為從生活中經由設計過

的建築、器物等乃至大自然的定律中尋覓美感，不但能使學生獲得直接的美感經

驗，更能了解到美與實用結合的體現，以及美感涵養現代人精神價值與提升競爭

力的重要性。感官所引導出的形式美是人類本能追求美的結果，讓美具有某些共

通性，也有層級的分別，因此美感教育可從比較法著手，借由比較美與不美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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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以及美的程度，從中說明美的因素和各因素之間的重要性與關聯。 

成功的藝術通過結構化的練習，例如排序，匹配，複製等，涉及明確的視覺

感知訓練（Haanstra & Schönau，2007），漢寶德（2004）認為感官所引導出的

形式美是人類本能追求美的結果，讓美具有某些共通性，也有層級的分別，設計

即是一種將所見化整成符合視覺美感為原則的表現方式。為產生形式美所衍生出

設計性的思考模式主要以解決問題、實現願景為主，以創意為中心進行理性思考

的過程。透過設計思考的訓練能讓學生對現況產生敏銳的態度，進而引發創造性

的思考活動設法產生改變。設計性的思維強調以成效評估為核心，注重建立目標

以作為後續自我檢討和評量的方向。具有衡量準則的評量方式能使教師較有規則

可依循，但過度追求形式的結果將演變成公式化的傾向，形成對特定美感知覺形

式的依賴感，而成為另一種知識僵化的現象，是教師必須謹慎考量的部分（Irwin 

& Chalmers，2007）。 

Marshall（2010）將當代藝術的特性應用至跨領域的藝術教育中，並歸納出

五種當代藝術家凝聚想法和形成創作的策略，透過這些藝術家改變對事物看法的

策略，使藝術能和其他學科產生連結與整合，分別為描寫（Depiction）、擴充與

發散（Extension/Projection）、重製（Reformatting）、模仿（Mimicry）和隱喻

（Metaphor）。描寫除了訓練繪畫技巧之外，藉由清楚的紀錄自然景物中所傳達

的訊息，同時能培養觀察、分析和應用的能力，並從中發現美感，體驗藉由實作

獲得知識的過程。擴充與發散即將預設的主題進行聯想，需要思考擴大後可能的

結果，或是考慮發散一個想法所帶來的影響，可以讓學生將學到的知識加以應用

以及推論未來的可能性。重製的策略是運用地圖、圖表或概念圖的方式重組主題，

讓知識比較容易形成印象之外，因為圖像本身即具有許多訊息和脈絡化的特質，

有助於不同學科進行精細複雜的整合。模仿是表演藝術方法的運用，除了實際的

戲劇演出，透過設計富有不同學科特色的角色扮演，或是規劃學科實驗、引導學

生應用學科專業的方法學進行研究，能讓學生在親身參與中實際接觸學科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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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跨領域課程中整合各學科所提供了一部分認識世界的結構，而運用學科

元素之間的連結和隱喻的策略可以磨練分析技巧，以及培養象徵性思考的能力。 

Marshall（2010）的研究應用當代藝術表現方式和內容模糊了學科界限的特

性，同時強調教學及研究的成分，並重視藝術之外其他學科的應用。不僅印證了

關鍵性觀念（Key Concept）的理念和藝術廣博包容的特質，還提供了實踐綜合

藝術的一些方法和在跨領域美感課程上可以運用的策略。不論是將感性的情緒世

界以圖表的方式呈現，或是將不同的學科知識製成立體化的模型圖，跨領域重組

的可能性是無窮無盡且效果富有想像力和啟發性的，學生可以藉由圖像化的重組

去重新詮釋與辯證知識間的異同。 

陳瓊花（2017）提出，美感素養導向的教學可以參酌「素養、客體、策略」

的模式進行規劃。並針對「素養」、「客體」、「策略」三方面進行說明。「素養」

是涉及學習者的教育階段，從美感教育理想的層面去衡量學習者，其所應或所能

達到的素養指標，據以考量課程的內涵及所宜採取的教學活動組織與策略。「策

略」部分，則是指教學活動的組織與安排，包括一般性原則、探究策略及相關教

學與評量的方法。「客體」方面，是指學習的主題與內容，依所預先規劃之美感

素養培育重點，選擇適當的主題與教材，並採取有效的課程組織與教學策略，以

使學習內容能充分實踐。 

綜上所述，組織跨領域美感課程的統整有許多模式、角度及途徑，藝術提供

了方法讓學科之間能加以整合，其中有些是現場教師已經運用多年的策略，若承

襲著藝術的脈絡並加以深化，藝術教師不但不必擔心藝術學科是否會因統整而被

邊緣化，在當代藝術的例子中，反而證明了藝術的發展與跨領域的整合是齊頭並

進、共存共榮的。然而，不論是以學生興趣和發展為出發點的課程統整，亦或是

以學科知識、社會議題為課程組織的型態，不同的教學目的及課程目標所形成的

課程關懷導向，便會產生不同的課程整合樣貌（甄曉蘭，2001）。 

教師可根據所處的教學場域，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與處理不同的組織模式，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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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學校的條件、實施階段與課程特性選擇適合的統整形式，並轉換為具體的教學

內容與方法，形成多元的美感課程進路。藝術教育是精煉個體美感素養的重要管

道。不論是個體美感素養或是跨領域課程的推動，皆非一蹴可及，必須經過長期

的研究、修整、浸染以及培育。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推廣，各學科領域均能在

不同的知識學門中，選擇適當之教學內涵加以轉化，設計藝術為核心之跨領域美

感課程，引導學生在生活各層面皆能進行美感素養的增能，學校教師也可配合校

本特色課程，發展不同樣態的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趙惠玲，2015）。 

 

參、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評量 

藝術包含主觀性的審美標準，但在課程脈絡中若缺乏客觀的評量建構，則學

習將沒有參考的方向。如何針對沒有標準答案的課程內容進行學習成效的判斷，

是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的重要議題。 

Drake（2004）認為，當學習內容與學生產生關聯時，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最

好的，通常課程所採取的關聯即是提供學生考試所需的內容，或是為學年升級做

準備，這些在統整課程中都是可以涵納的。若是教學與評量能與學生的興趣產生

關聯，則更能使學生投入學習或持續保持學習的狀態。檢視各學科領域課程標準

所規範的學習指標，聯合其中重疊的部分以此為統整的核心，是一種設計課程的

策略，不但可以使課程連貫，更可以整合教學與評量的層面。有鑑於此，教師可

以連結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檢視各學科領域不同階段的學習重點，以美感素

養為跨領域課程的核心建構教學與評量的模式。另外，Drake 提出導向性問題

（guiding questions）有助於教師整合教學與評量的設計，這些問題必須經過設計

且具有某種目的，其中包了基本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與主題問題（topic 

questions）兩種層次。基本問題很廣泛且抽象，本質上近似於經得起考驗的價值

觀，複雜且不容易回答，其所引導的概念貫穿整個課程且在過程中不斷出現。由

於基本問題太過抽象不易組織課程，從中延伸出學習主題所需的提問就是主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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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主題問題同樣複雜且不會有單一的標準答案，但相較於基本問題較為明確，

作用在於引導學習經驗以及跨領域的結合。 

林小玉（2016）認為藝術領域的教學評量是指蒐集學生的學習資料，以作為

教學與課程決策之基礎。藝術領域包含音樂、視覺藝術、戲劇、舞蹈等形式與範

疇，情感是主要的評判元素之一，因此，評量的複雜程度與其他學科相較之下則

更為困難。跨領域美感課程不但包含藝術領域，還連結了不同領域的其他學科，

涉及的教學目標更為廣泛，評量的難度也更加提升。有鑑於此，要適切的評量跨

領域美感課程中的學生學習行為，必須深切掌握課程定位與教學目標，才能擬定

恰當的評量方式，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反思課程與教學的改進之道。藝術

教育中強調學生學習表現能多元化，故評量方式、評量時機也宜多元的發展，並

兼顧均衡性，如歷程與結果並重，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宜涵蓋不同

層次之目標，以及量化資料和質化資料的兼備等。然而，教學評量有其專業度，

教師應熟知多元評量方法的內涵，例如軼事紀錄、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

基準評量等用語，並擴大其範圍加以應用。 

林小玉（2016）提出各國的藝術課程目標都不脫離三大範疇，即「產出/問題

解決」（generating/problem solving）、「表現/實踐」（expressing/realizing）以及「回

應/鑑賞」（responding/appreciating）。故跨領域課程中涉入的藝術領域，不論是音

樂、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在發展跨領域課程時都應檢視課程目標是否能回應此

特質。「產出/問題解決」方面，如幫助學生構想、組織和發展點子或策略，並

加以精緻化形成藝術創作。「表現/實踐」方面，係指透過分析、詮釋、選擇、

精緻化藝術作品以完成某種藝術表現。而在「回應/鑑賞」方面，包含對藝術作

品或教學加以回應，例如說明對藝術作品鑑賞後的感受，分析同儕的評量等。在

跨領域美感課程中，藝術領域能透過其教學目標反映其學科特性，藉由「產出/

問題解決」、「表現/實踐」、「回應/鑑賞」等不同的面向，符應藝術領域的特

性與本質。不同學科領域具有其獨特的學術性質，適用的評量方式各不相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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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科之評量都對應到課程評量的理論和國家政策的規劃。因此，要探討跨領

域教學評量的內涵，必須對教學評量的內涵有全面的了解，依此延伸至其他學科

領域的學習目標中。 

而在當代教學評量的趨勢方面，林小玉（2016）規劃出四個面向藉以做為跨

領域美感課程發展評量的參考，分別為標準參照導向、真實評量導向、以學生學

習為主之多元資料導向以及意義追尋導向。標準參照導向為以教學目標轉換成標

準參照評量（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做為實際了解學生能力、精熟程度

與預期標準的方法來解釋學習分數。當代教學評量的趨勢強調課程目標的設定是

否符合課綱的需求，轉換成可測的目標，重視教學評量的特定性

（discipline-specific），達到教學評量重要的「溝通」目的，擺脫與他人比較或

計較名次的觀點，協助改善教學品質。基於這樣的趨勢，跨領域課程若能釐清跨

領域課程的教學目標，並訂定相關表現標準，將更能反映跨領域課程的專業性。

真實評量導向即透過學生在適當的情境脈絡中，實際參與活動來評估學習程效，

重視學習的情境脈絡所產生的有意義的學習。 

真實評量必須與課程、教學與學生發展密切地結合，且只有在與學生最初學

習時環境相似的情況下，真實評量才能發揮作用。藝術領域在真實評量的運用上，

因其在真實場域中表現與展演所學的特質，比其他領域有利，而與跨領域結合的

深度，則有賴教師根據課程目標共同規畫應用的程度。以學生學習為主之多元資

料導向，符應跨領域評量重視學生的學習反應，並以學生的學習反應為教學評量

的基準。課程標準在這樣的脈絡下，應建立在界定學生能達到的學習程度，而不

是被用來指導老師的教學步驟。評量方法根據這樣的課程目標是教學的手段也是

目的，旨在促成學生有意義的學習和能力培養，以及加深加廣學習的遷移。跨領

域教學評量往學生意義建構之方向努力，在意義追尋導向下應避免評量淪於教師

打分數的偏狹，並在不同領域的意義建構下產生知識與能力的連結，個人意義與

外在脈絡的連結（林小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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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工作者在面對評量藝術課程所達到的成效時，常會面對的困境是評

量的標準問題。藝術老師或自行發展評量標準，或參照以往課程實踐中所公認的

判斷標準，而評量的過程則依據教師的鑑別力和判斷，如同藝術活動本身的評鑑

方式一般具有多元詮釋的空間（Murphy & Espeland，2007）。而後現代中正在

發展的許多藝術形式，特別是流行文化、次文化中發展出的創作，與學生生活關

連性高，影響著學生對藝術課程核心價值的認定和挑戰。藝術課程的評量受到時

代趨勢與文化演變的影響，在評估標準上須謹慎採取客觀公正的角度，也讓課程

能具變化性，不斷滾動產生新的型態（Haanstra & Schönau，2007）。同儕互評

是下放教師權威形象與權力的具體表現，也是將學習的主動權還給學生的機會。

學生不但透過得到評分權而重新思考成績的意義，更學習如何在他人的主觀與自

己的主體性間權衡，培養獲得他人肯定同時擁有自信的能力（葉丙成，2015）。 

多元的評量方式有助於學生適性學習發展個人特色，隨著不同的課程設計、

班級年段或學習方式，設計不同程度的評量規準。完整而謹慎的評量不僅只是制

式的測驗結果或等第的編排，運用敘述性的文字、圖像、代表性的文本等都能顯

示評量的結果，且能體現出學習過程中所包含的複雜性以及多元的連結（Eisner，

2007）。不同於教室即工廠、即流水線生產模式中，對於學習結果期望能達到相

同的水準和成效。Eisner（2007）認為以藝術中多元的表達方式或評鑑方式作為

課程評量的方法，其目的不僅是讓學生產生新奇與動機，其中更包含學生表達個

人特色、創造性的詮釋，以及發展超出課程預期目標和難以預測的能力。跨領域

美感課程在設計與評量時，除了強調藝術促進能基礎能力的強化，更應把焦點放

在期待藝術能提升的更高階的運思能力，例如反思、批判性思維、接受歧義的能

力（Haanstra & Schönau，2007）。 

陳瓊花（2002）提出以反向設計的思考角度評量學生的藝術學習，是目的導

向的分析評量。反向課程設計概念預先設想課程需要學生達到的結果，以學習者

的持久性了解作為課程的首要思考面向，接著確立學習目標，然後思考可行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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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策略和相關教學活動。透過反向課程設計所規範的教學活動，讓教學者不

斷反思有意義的、重要的知識內容，以此為核心在教學的過程中即在進行評量，

讓評量與教學活動密切結合，確認學生對學習的了解。學生的學習不僅是在對知

識的了解，更是要能夠在知識間進行轉換、遷移與應用，並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學

生問題解決的情境以發展系統性整合跨領域知識的機會，評量則提供訊息以修正

教學，以及讓學生監控自我的成長。 

林小玉（2016）針對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教學評量需克服的問題，進行探討與

因應策略的建議。其中包含評量與課程及教學無法切割、教師專業反應評量限制、

標準參照的理解和教師自由發展教學、藝術類科師生比太高等問題。跨領域課程

之教學評量無法純粹透過評量技巧的改善而完整，必須針對課程、教學以及評量

三者間的關係，進行全面的檢視和配合，互相比對以改善課程的實踐循環。教師

對教學評量的專業性也影響著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評量設計，許多老師選擇熟悉且

便於解釋的紙筆測驗作為評量工具，可能無法反應出跨領域課程在技能、情意或

學生心理素質上的真實情形。軼事紀錄、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基準評量

等方法確實可以讓教學評量達到多元的鑑別功能，有賴於教師自身對於教學評量

的在職進修。再者，藝術領域教師善於發展自編評量，而視特定的指標評量感到

束縛而有抗拒感，例如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核心素養、領域學習目標等。事實上，

標準參照本是對於評量標準的事先研擬，可協助教師沙盤推演學生的評量成果，

並讓教師於評量前釐清教學目標之比重。特定規畫之評量規準也提供教師在與學

生家長和行政人員溝通上，建立更為一致的教學目標。而在學校場域中，藝術領

域師生比通常較高，需要評量的學生數量眾多，導致教師傾向選擇容易實施與計

分的評量方式，而忽略個別化、實作化或測量高層次能力之質性因素的評量。 

黃純敏（2016）認為，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建立，必須強調所欲達成的核心能

力，以此做為課程設計的學習目標之外，更透過對核心能力的審視張顯藝術與其

他學科領域在教學上互為主體的概念，貼近「瞻望未來、遠眺世界」的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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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以美感教育進行跨領域課程所欲達成的核心能力，除了描述性與表達性

領域課程所交集出的創造力、發現、發明、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之外，有鑒於十

二年國教課綱所強地的素養，以及發展對日常生活的連結和團體合作、全球觀及

國際視野的重要性，還可加上想像、互動溝通以及跨文化全球移動的能力。如此，

跨領育美感課程的建構將更具連結藝術領域和學科領域的效能，彰顯課程最終期

望培養學生達到未來人才培育的價值。 

藝術的評量所依據教師的審美判斷與主觀偏好有所不同，審美判斷仰賴對作

品品質的詮釋、評判的標準和理由，需要評量者費心力地在作品和給出的評量之

間來回審視，給予合理的評判。藝術跨領域課程的評量能依循藝術評鑑的脈絡，

發揮藝術教師精煉純熟的感性能力，注意到什麼是適合評量並且具代表性，應該

加以評估後續發展的課程特色，並從中看到學生的個人價值（Eisner，2007）。跨

領域美感課程旨在透過藝術領域的多元和開放性融入其他領域之中，教學的範疇

和傳統分科相較更為廣大，涉及到的學科屬性也更具差異性，常落入學科間的主

附爭議而影響評量的基準。故教師不論是進行課程設計、研訂教學目標或發展評

量策略，都應先釐清教學的目標，以作為後續行動的基礎。因此，唯有當課程的

主體架構清楚而教學目標明確時，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評量才能建立並落實（林

小玉，2016）。 

綜上所述，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設計概念，改變以往同性質學科互相融合的課

程設計模式，而是加入以美感的元素作為領域間結合的媒介，也多元化了課程評

量的方法。教師在發展課程設計時，同時在學習本身專業學科之外的新知識，在

評量上考驗教師的專業之外，也包含教師本身的生活經驗、態度，以及不同領域

間，教師的溝通互動，引導教師釋出知識權威的身分，與其他領域的教師和學生

一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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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相關研究 

有鑑於美感教育在藝術課程中扮演跨領域的重要角色，藝術跨領域課程不僅

涵蓋學科領域內的課程整合，透過美感的連結，使藝術領域跨越學科疆界的樣貌

也呈現多元的樣貌和不同的探討面向。藝術教育及美感教育的跨領域課程發展，

研究內容多針對藝術學科領域內的統整、與主題課程、社區資源或品格教育等政

策面的統整，以及小學階段的藝術與人文課程方面進行探究，在中學階段的研究

較少，也促成本研究的成因。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跨不同領域藝術與美感課

程的發展，故本節以藝術跨不同領域之課程研究，為主要選取對象，不同教育階

段的課程研究也列入加以參考。以美感或藝術元素做為統整不同知識領域的相關

研究，整理表列如表 2-4-1。 

 

表 2-4-1 跨領域美感課程相關研究表 

中學階段 

曹雅筑 

（2016） 

運用跨領域教學提升國中學生自我認同之

行動研究 

表演藝術、國語文、綜

合領域 

林琇慧 

（2015） 

國民中學國文與音樂課程統整教學之行動

研究─以一個班級為對象 
音樂、國文 

傅斌暉

（2013） 

高中藝術教師跨領域領導與協同教學之個

案研究—以中山女中高瞻計畫（2007-2010）

為例。 

視覺藝術、藝術與生

活、數學、物理 

許慧寧 

（2002） 

以德國民謠探討音樂與地理之統整教學 
音樂、地理 

國小階段相關研究 

研究者 題目 跨領域範圍 

吳如茵 以戲劇活動降低國小學童學習英語的焦 表演藝術、學習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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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慮：以台南縣國小學童為例 

蔡淑菁

（2006） 

戲劇策略融入國小六年級寫作教學之行動

研究 
表演藝術、寫作教學 

江可貞

（2005） 

概念取向之科際統整課程行動研究－以視

覺藝術為核心的設計為例 

視覺藝術、音樂與表

演、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語文 

林佳玉

（2013） 

以視覺藝術教育為核心的統整課程教學研

究 
視覺藝術、綜合課程 

朱正忠

（2006） 

臺北縣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統整

實施現況之研究 

教學現場的困境與教師

層面 

其他階段 

翁瑞霖

（2004） 

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開起數學與音樂對話 
音樂、數學 

 

壹、 中學階段之跨領域美感課程 

中學階段受限於升學壓力及分科教學，藝術領域統整課程較傾向統合領域內

的學科，或是從教師教學面探討教師規畫課程所面臨的問題，跨領域探討美感或

藝術的融入是較少見的面向。 

曹雅筑（2016）的研究在探討以戲劇跨領域課程，對國中生自我認同產生什

麼影響。透過跨領域課程的實施，結合國語文、表演藝術與綜合領域的課程內容，

並在課程中強調自我對話、同儕互動等概念，進而在創作活動中建構自我認同的

意義與價值。研究方法採質性與量化並用的分析，以「跨領域教學提升國中生自

我認同量表」進行前後測的量化檢驗，加上學生訪談、夥伴教師回饋、質性回饋

表單等資料的質性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國中實施跨領域戲劇課程，能提升學生

自我認同感，透過學生反饋，得知藉由課程與同儕和自我間的互動，能對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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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再者，學生能認同該跨領域課程的實施。質性數據顯示，

跨領域教學使每位學生皆能提出自己的觀點，並透過討論、與他人互動產生不同

的思維，進而重新建構個人的價值觀和表達態度。 

林琇慧（2015）根據自行研發之國文與音樂統整課程，探討課程統整與教師

教學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發展增進學生主動學習與發表能力的教學設計。其研究

結果從理論、教學以及教師自身三方面進行省思和論述。課程方面，由於課程統

整的方式多樣化，故教師應視課程為一個持續不斷發展中的歷程。在兼顧時間的

需求下，統整課程的設計需要師生共同合作及參與，並以文本為基礎進而不受限

於文本的思維。教學方面，教學方法多元化有利學生發表能力、學習態度的培養，

但多元評量的實施困難度高，加上教學時數將影響課程的周延性，而缺乏支援網

絡是發展統整課程十分不利的條件。教師自省方面，除評量問題外，尚有與家長

溝通以取得共識，以及教師自身的時間分配等，都考驗著教師的專業性。研究建

議部分提出在師資培育中設立教師修習第二專長管道，以及建立校內外支援系統

等。 

傅斌暉（2013）從領導與協同教學的面向探討藝術跨領域課程教學。其研究

結果顯示在課程的面向達到多元教法與多元評量、小組合作學習、適性化教學三

種教學活化的成果。在教師方面以藝術教師為團隊核心強化藝術教師的角色與價

值，促進團隊合作和專業增能，共享與付出的意識和行動改變教師的工作態度。

在學生方面顯示出課程增進女學生對科學實作的興趣，創新設計、創意思考與覺

察能力的進步與提升等。根據其研究結果，藝術教師團隊的同質性組合雖有助於

溝通合作與和平的互動，在創意的激發上則有成長的空間。倘若嘗試異質性較高

的團體組合，則可以增進創意思考和意見的激盪。專業知能方面，課程相關理論

及專業學理則能使藝術教師在推動課程上更具說服力，在跨領域協同上就更有機

會發揮教師專業和完善領導的角色。 

許慧寧（2002）探討以德國民謠做為國中階段「藝術與人文」和「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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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領域課程統整設計之橋樑。目的在拓展音樂領域的鑑賞方法，至地理學科中對

大環境的欣賞，以及人文層面的認知，引發學生對人文方面的關懷。透過教學實

驗的過程中對課程加以評估，證實由德國民謠導入音樂與地理課程統整的可行性，

且跨領域的協同教學或單元主題的課程統整教學設計，能提昇音樂教師的教學效

能。教學實驗中也發現，統整教學雖有可橫向連結不同領域的知識、激發學生主

動學習意願、增進學習成效等優點，但由於教學時間較長，對於有升學壓力和教

學進度的社會領域而言，實施不易，有賴教學正常化的落實。 

 

貳、 小學階段之跨領域美感課程 

小學階段之跨領域美感課程，因不受限於升學壓力的因素，課程所融合的題

材和科目較多元，也針對不同的教學方法、教學現場與教師困境，或是學習項目

等，有不同面向的研究。 

吳如茵（2006）研究如何降低國小學童學習焦慮的教學方法，主要在探討戲

劇活動是否能夠有效地降低學童的學習焦慮。以國小四年級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

童為研究對象，並以外語學習焦慮量表、課堂觀察和師生訪談作為研究的方法進

行分析。研究過程中對於低成就的英語學習者，進行為期十二週的戲劇活動融入

英語補救教學。根據焦慮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分析比對，顯示受試者在接受十二週

的實驗教學後，其焦慮程度降低達 25%，顯示戲劇教學能有效降低低成就學童的

英語學習焦慮。並建議教師增加對外語學習焦慮之認知、謹慎處理低成就學童的

學習焦慮、以及使用戲劇活動於外語學習的情境中。 

蔡淑菁（2006）採用行動研究法，探討運用戲劇策略融入國小高年級寫作課

程之實施，及戲劇策略對學生的寫作態度和寫作表現的影響。透過國小學童寫作

態度量表、戲劇策略引導寫作課程回饋表、觀察紀錄、學生訪談、學生作品表現

等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得出戲劇策略對學童寫作的學習態度有正面的影響。

老師可以彈性的運用戲劇策略和教材，但各種戲劇策略有其適用的情境及所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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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問題。共通的問題包含：觀賞禮儀、常規管理、動靜活動的安排方式、授

課時間不足等。 

江可貞（2005）應用重要議題的課程設計方法，以情感為議題，設計一個以

視覺藝術為核心的科際統整課程，採用行動研究方法實地實施並評估課程成果，

透過質性的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其研究結果顯示，在課程方面，課程統整確實

可以培養學生提升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但能力的培養並不是短時間可以見

效的。經由課程統整的實施，教學者在引導問題時適當的解說，能讓學生確實投

入思考與回應，且學生在創作表現上呈現多元化的概念整合。教學者善用鷹架教

學，適時擴展教材的深度與廣度，並選擇生活化的題材和學習目標，可幫助學生

從更多觀點解釋問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表達與組織能力。在教師的成長方

面，理解統整課程的教學模式，除了實踐教學理論，澄清並重構構教師自我的教

學觀外，也幫助教師突破制式教材，延伸發想與重構學習元素之可能。教師組成

合作團隊，建立溝通網絡能突破教學困境，走出傳統單打獨鬥的教師個人表現局

面，改善教學問題，增進教學成效。在學生的學習成長方面，培養統整能力幫助

個體理解問題、組織概念、增進探索思考的行動力，並以多元化的觀點回應問題。

且面對問題更有信心、勇於嘗試、增進理解能力，提高口語表達內容的組織性與

完整性。同儕間的討論與互動合作，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想法，並建立自我的

認同和價值觀。 

林佳玉（2013）以行動研究的方法，以小學四年級為研究對象，探討視覺藝

術在跨領域統整課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視覺藝術統整課程對提升學生綜合、應用

各領域知識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視覺藝術可作為跨領域統整課程的整合橋

梁，其感性與創作的本質，使得學生在學習時的動機能充分被引發，促使學生自

發學習。視覺藝術也創造了其他領域的知識能實際操作於生活中的機會，增加學

生察覺領域間關係的統整能力、評鑑作品的能力，以及應用知識的知覺。 

關於跨領域藝術課程的教學現場與教師層面，朱正忠（2006）以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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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半結構式訪談為輔，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一般藝術教育教師實施藝術與人

文領域，在課程統整理念覺知、課程統整設計與實施、課程統整內容與主題、課

程統整實施困境各層面之現況。研究結果分成課程統整理念覺知、課程統整設計

與實施、課程統整內容與主題、課程統整實施困境等層面進行探討。在課程統整

理念覺知層面，多數教師對藝術課程統整基本理念的認同度不高，實施方式則以

同領域內不同科目的教師，在一週內輪流上課一次為主。課程統整設計與實施部

分，對課程統整的統整模式以單一學科、教師獨立完成的統整課程為主，並普遍

只對學校評選的教科書進行局部改編或自編，主題以節令、節慶、校慶、教科書

單元主題與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要來源。研究結果顯示出課程統整實施的困境，教

師普遍認為音樂、視覺與表演藝術本質差異大，統整教學有困難外，教師缺乏表

演藝術的專業素養、授課時數不足、縱向學習階段銜接的問題，都是影響課程統

整落實的因素。 

 

參、 其他學習階段之跨領域美感課程 

其他階段例如大學通識課程中關於跨領域的部分，雖不受限於分科的影響，

但通識課程在多元的學生組成下，更有賴於應用知識的共通性與不同專業產生連

結，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 

翁瑞霖（2004）在通識課程中研究音樂與數學的跨領域課程。藉由本身的教

學經驗，歸納音樂領域中數學的應用範例，包含音的性質、音樂記號、樂曲的速

度、音階的組成等面向。不但針對樂曲的結構，也含括樂器的外型、技法和設計

進行跨數學領域的結合。其研究結果顯示在音樂與數學的跨領域課程中，可以運

用黃金比例、畢達哥拉斯音階等主題，且數學分數的概念能協助學習者掌握節奏

和不同拍號之間的轉換。另外，藉由科學計算的方法測量出弦樂器音準的位置，

可幫助學習者盡早確認音準以減少學習障礙，或處理相關之音樂問題。用質性的

敘述方式探討理科內容的教學方式，除了降低學習障礙外，更增加對數學中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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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在學習態度方面，讓學生實際觸摸平常難以接觸的樂器，和

在教室中接觸管弦樂團的演出，能改變學生對數學的恐懼和既定印象，並從中發

現創作的靈感來源。 

綜觀上述研究，顯示出發展藝術領域之統整課程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能力的

培養、教師的專業成長及課程研究等都有所幫助。唯礙於時間不足、升學壓力或

資源不善，課程經過研究循環後，是否能繼續深根並持續發揚於學校場域則未可

知。且在中學階段對於跨領域美感課程相關研究的缺少，是尚待本研究及後續研

究加以補足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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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為研究場域，目的

在探討跨領域美感課程於教學現場所產生的課程建構模式，核心素養在跨領域課

程中是否及如何被詮釋，以及各領域間的權衡與課程的關係等。本章依據研究目

的和文獻的梳理，規劃研究的設計與實施的架構。第一節描繪研究架構，第二節

敘述資料的蒐集與研究對象，第三節針對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進行探討，第四節

則說明研究的實施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目的，將檢視教師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時產出的成果，以及設計

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所產生的過程紀錄，進一步分析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樣貌及

成效。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於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執行期間所產出之文件進行匯整與分析，

探討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所建構的課程方案，是否回應計畫目標中，以美

感融入學科領域來活化教學，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連結知識促進學習內涵的融整

與加乘。藉由回溯課程設計過程所產出的資料，本研究分別從課程方案的建構與

美感素養的內涵兩方面，分析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脈絡，以整合出回應研究問題之

研究結果。為清楚解釋本研究之架構和實施，發展出研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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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6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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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本節將根據所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分為研究方法以及資料的蒐集兩個面向進

行描述。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中的文件分析法進行，茲敘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法 

為了將所蒐集之跨領域美感課程相關資料加以有系統、有條理的方式，集中

聚斂出能反映研究目的和問題的訊息，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法，主要透過梳理《中

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實行期間，所產出的教案、訪視紀錄

表、工作坊紀錄表以及成果報告書等，加以歸整出具有意義的解釋。分析資料的

手法部分，主要採取類屬分析的方式，在閱讀資料時，尋找反覆出現的現象，以

及能夠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念，過程中將各種概念互相比較並歸類，以資料本

身的邏輯進行分類，形成類屬加以識別和理解，進一步匯集成研究者的詮釋（陳

向明，2002）。 

資料分析的步驟依據研究實施之流程進行研究，首先，凝聚研究的動機與核

心問題，確立研究所欲從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中看到的內涵，以此設計研究問題

的方向。接著蒐集《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於 103

年 5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實施過程中，所產出之教學案例，以及課程在

形成過程中，所產出之相關紀錄，以完整課程在建構時的過程。例如學校教師與

各學科諮詢委員面談諮詢課程設計內涵的訪視會議紀錄、包含教師增能及課程開

發過程的工作坊紀錄，以及計畫團隊端所統整梳理課程在實驗過程中，所產出之

成果報告書。將所蒐集的資料逐一劃記分類編碼，並進行資料的分析。 

分析資料的思維面向，運用因果分析與闡釋循環的概念，探查教師設計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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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美感課程所隱含的因素，包含大環境背景的影響、教師本身的美感理念、教學

現場的資源等，可能存在的因果關係。並運用闡釋循環的思維模式，在所蒐集的

文件之間、文件與整體之間、以及文件與研究者意圖之間反覆循環論證，目的在

結合宏觀與微觀的分析視野，以獲得豐富、多層次、高密度的研究結果與意義解

釋（陳向明，2002）。例如互相參照比對課程在開發之初，於工作坊紀錄中教師

所設想的課程，和最終產出之課程方案其中的差距，從中挖掘課程形塑過中，與

理想產生差距的原因，以及課程修改後的相關影響等。除此之外，將文件與所蒐

集之文獻進行對比，探討跨領域美感課程在研發時，與相關文獻研究的結果是否

一致，例如課程在教學評量上的多元性、評量規準的建立和完整度等。 

資料分析的方向，將從課程建構與美感素養兩向度進行聚焦。其中，課程建

構的向度包含跨領域美感課程如何被設計、所包含的領域、教學應用策略與評量

方式等課程方案的形塑，以及以美感為課程設計主旨的前提下，如何實施以達到

課程發展的目標。美感素養的向度，則引用陳瓊花（2004）歸納出的概念，分別

從藝術知識、藝術表現與鑑賞的技能、對藝術的態度（包含信念、感受與行為意

向）、參與藝術的習慣四個部分，加以分析美感素養在跨領域課程中可能含納的

內涵。以此探討課程在美感元素的融入中，其在美感知識、美感技能、美感情意

等方面，所運用的情形和深入的程度。 

透過資料分析的思維面向與分析方向的聚焦，將所蒐集之文件資料加以分析，

並回應研究問題所欲探討的內涵，歸納出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方案模式、實施策略、

美感元素的應用以及其餘議題相關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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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料蒐集 

 教師在執行《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期間，除了教案

之外，尚產出許多文件以記錄課程設計的過程、教案的發想與執行省思等。為了

解教師設計課程過程中的思考面向和課程在產出時所呈現的方式，本研究茲選取

教案為主要之分析文件，訪視紀錄表、工作坊紀錄表以及成果報告書等，為輔助

理解教學案例的次要文件，將統合主次要文件一同進行整理與解析。以下分別詳

述之。 

 

一、教學案例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案例為本研究之主要分析文件，每一校至少兩件，總計

共十九件，以 a~j 分別表示十所學校，數字代表所產出之教案編號，例如 a1 則

為 a 校所產出之第 1 份教案，以此類推。唯 j 校僅於計畫第二循環中產出一份教

案，故以 j2 表示。詳如表 3-2-1。 

 

表 3-2-1 教案匯整表 

代碼 教案名稱 跨領域科目 

教 a1 美食大觀園 家政、視覺藝術 

教 a2 黃金比例‧黃金演繹 數學、視覺藝術 

教 b1 「圖」謀「布」軌 地理、視覺藝術 

教 b2 穿越時空的體會—宋詞元曲的現代聲情 國文、音樂 

教 c1 Holiday 劇場—Halloween 節慶教學 
英語、表演藝術、視

覺藝術、音樂 

教 c2 Holiday 劇場—Easter 節慶教學 
英文、表演藝術、視

覺藝術 

教 d1 花現（縣）之聲－聲音鐘 國文、社會、視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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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教 d2 花蓮之美 
國文、地理、歷史、

視覺藝術 

教 e1 骰子繪本—我的社區 國文、視覺藝術 

教 e2 澎南快報 國文、視覺藝術 

教 f1 旅行 E 想永春 地理、視覺藝術 

教 f2 物理之音 物理、音樂 

教 g1 Sam and The Beatles 英語、音樂 

教 g2 十二平均律之「弦外之音」 英文、音樂、數學 

教 h1 科學繪圖（博物學繪圖） 生物、視覺藝術 

教 h2 小旅行的意義 
地理、歷史、視覺藝

術 

教 i1 春天景物描寫 國文、音樂 

教 i2 
〈桃花源記〉中的「意象」抽換、表達與

交流的美感 
國文、廣播 

教 j2 舞動 我的故鄉 我的歌 
國文、音樂、視覺藝

術 

 

二、訪視紀錄表 

於《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執行期間，各校一學期進

行一次到校訪視，一校共兩次，分別由分區主持人及諮詢委員至教學現場與教師、

行政人員對談，內容包含計畫端的行政宣導，教師實際在設計課程中所面對的問

題，以及行政執行層面的對談等。以 a~j 分別表示十所學校，數字代表所產出之

訪視紀錄表編號，例如 a1 則為 a 校所產出之第 1 份訪視紀錄表，以此類推。詳

如表 3-2-2。 

 



71 
 

 

表 3-2-24 訪視紀錄匯整表 

代碼 訪視日期 實驗學校 

訪 a1 103/9/18(四) 

A 國中 

訪 a2 104/3/20(五) 

訪 b1 103/9/16(二) 

B 國中 

訪 b2 104/3/18(三) 

訪 c1 103/9/25(四) 

C 國中 

訪 c2 104/3/16(一) 

訪 d1 103/9/26(五) 

D 國中 

訪 d2 104/3/12(四) 

訪 e1 103/9/19(五) 

E 國中 

訪 e2 104/3/27(五) 

訪 f1 103/9/26(五) 

F 高中 

訪 f2 104/3/11(三) 

訪 g1 103/9/29(一) 

G 高中 

訪 g2 104/3/25(三) 

訪 h1 104/3/12(四) 

H 高中 

訪 h2 103/10/27(一) 

訪 i1 103/9/22(一) 

I 高中 

訪 i2 104/3/19(四) 

訪 j1 103/9/25(四) 

J 高中 

訪 j2 104/3/2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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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紀錄表 

於《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執行期間，各執行學校一

學期將辦理二至三場工作坊，所有學校上下學期共計 43 場。工作坊執行之目的

在於教師的增能培訓，除了包含對美感知能的增能，也涵蓋學科的跨域、跨領域

美感課程設計與討論等內容。工作坊之匯整如表 3-2-2。 

 

表 3-2-35 工作坊紀錄匯整表 

代碼 工作坊主題 實驗學校 

工 a1 當代藝術美學 

A 國中 

工 a2 色彩數位平台導覽 

工 a3 食色幸也 

工 a4 捕捉幾何淡水！ 

工 a5 原來數學可以這麼美，而我們離數學這麼近！ 

工 a6 解開生活中的數學騙局！ 

工 b1 
跨領域美感教育教案主題--「圖」謀「布」軌說

明 

B 國中 

工 b2 跨領域的交會--地圖想像 

工 b3 跨領域美感教育實施進度說明 

工 b4 跨領域教學工作坊：「古曲新唱」快譯通 

工 b5 當文學遇上音樂 

工 c1 
戲劇應用於校園(國中階段)--藝起來翻轉吧!小屁

孩!、戲劇應用於校園（國小、國中階段） 

C 國中 
工 c2 

戲劇應用於社區(包括校巡、兒藝節、國外工作坊

等) 

工 c3 經典文學與表演藝術融入中學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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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c4 玩出一齣戲 

工 d1 

花蓮在地繪本畫家—鍾易真繪本創作與教學分

享、美感教育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古蹟修復與歷

史空間的再生--探訪慶修院 

D 國中 

工 d2 
花蓮在地作家邱上林—報導文學〈蜿蜒縱谷三百

里〉 

工 d3 花蓮日治時期遺跡-第二場次 

工 e1 繪本的賞析與導讀 

E 國中 工 e2 澎湖在地文創產業與創意教育的可行性 

工 e3 公開觀課—創意教學融入表演藝術中 

工 f1 公共藝術美學 

F 高中 

工 f2 介紹信義計畫區公共藝術 

工 f3 
換個角度，學習更開闊---以認識北投為例，探討

專題導向式教學模式 

工 f4 聲學的奧秘 

工 f5 實驗課程的實施 

工 f6 實驗課程的檢討 

工 g1 微電影的喜怒哀樂 

G 高中 

工 g2 東山開放教育經驗分享：結合 Standord 大學創意 

工 g3 
教育的國際課程證書取得計畫暨 Voicetube 於高

中教學的應用 

工 g4 世界音樂概論 

工 g5 學測英文作文教學 

工 h1 藝術與自然統整教學 

H 高中 

工 h2 欣賞自然享受科學 

 



74 
 

工 h3 未來的教育---在地就是孩子最好的學校 

工 h4 插畫 X 在地---插畫家與在地發聲 

工 i1 影像與國文教學 

I 高中 工 i2 跨領域音樂教學 

工 i3 美感的觸發── 醉翁亭記與音樂的交響 

工 j1 東海岸景觀之美 

J 高中 

工 j2 土地與音樂之歌 

工 j3 山海之歌 

工 j4 原住民歌謠音樂內涵和表現 

工 j5 音樂創作教學與數位電腦之應用 

 

四、成果報告書 

 《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執行期間共產出三本成果報

告書，內容包含計畫期程工作內容、執行成果、效益評估、反思與回饋建議等項

目。本研究期透過成果報告書，了解計畫執行期間在計畫團隊的引導下，跨領域

美感課程所呈現的樣態與反饋。成果報告書所涵蓋之期程詳列如表 3-2-3。 

 

表 3-2-46 成果報告書期程表 

代碼 涵蓋期程 

成 1 103 年 5 月 1 日至 104 年 2 月 28 日 

成 2 104 年 3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 

成 3 103 年 5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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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料編碼與分析 

為符合研究方法的設計與研究資料的研讀，以獲得有效之研究結果，回應至

研究問題，以下將描述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工具。 

 

一、編碼表 

陳向明（2002）認為，質性研究中在資料的蒐集和分析上不可視為分開的兩

個階段，而是一個互相交叉、重疊發生並同步進行的過程。研究者必須及時的對

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在過程中具焦研究的方向。透過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登錄與編碼，轉換為可供深入分析的文本。編碼是將資料

再概念化的過程，透過對資料的登錄，打散原始資料並重新賦予意義，在透過將

所登錄之資料予以分類組合，建構編碼以架構出研究的框架。 

在深入研讀所蒐集有關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資料後，研究者依照資料中所呈現

的核心概念，加以分類、資料的登陸和編碼，再經由將編碼歸類出架構，以進行

深入的分析。對文件進行編碼之示意，參見表 3-2-5。編碼的分類回應研究問題，

分為整體課程型態、教學策略應用、美感策略應用、美感元素應用、實際浮現議

題等，編碼分類表參見表 3-2-6。 

 

表 3-2-57 文件編碼示意表 

文件

編碼 
文件內容 省思紀錄 

類別

編碼 

教 g1 

在和高中部學生溝通時就常發現就算身

處同一校園，但高中部有學生常不能理

解為何有國中部學弟妹午餐費都交不出

來、衣服永遠不乾淨（問：為什麼不買

二套？）、講話無法溝通（因文化刺激

少，國中部學生有些書寫能力都有問

題）……。 

學校本身的地理位置

受到經濟發展的影

響，學生的社經背景

差異所產生的代溝，

是課程希望解決的問

題。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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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8 編碼分類表 

架
構
分
類 

整體課程型態 教學策略應用 美感策略應用 美感元素應用 實際浮現議題 

代
碼 

C S A E I 

核
心
概
念 

1 2 3 1 2 3 4 5 6 1 2 3 1 2 3 4 1 2 3 4 

藝
術
與
學
科
分
布 

課
程
設
計
模
式 

問
題
解
決
導
向
的
結
構 

問
題
討
論
教
學 

創
造
性
思
考
教
學 

合
作
學
習
教
學 

專
題
討
論
式
教
學 

教
師
共
備
與
協
同
教
學 

網
路
資
源
體
驗
學
習 

應
用
藝
術
實
作 

以
藝
術
成
果
作
為
評
量 

輔
助
抽
象
概
念
理
解 

美
的
原
理
原
則
應
用 

藝
術
理
論
應
用 

應
用
藝
術
的
情
意
策
略 

應
用
藝
術
的
技
能
策
略 

課
程
教
學
評
量 

課
程
設
計
與
執
行
層
面 

學
校
環
境
配
合
層
面 

教
師
生
活
經
驗
層
面 

代
碼 

C-1 C-2 C-3 S-1 S-2 S-3 S-4 S-5 S-6 A-1 A-2 A-3 E-1 E-2 E-3 E-4 I-1 I-2 I-3 I-4 

 

 

二、教案編碼分析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案例具有固定的格式，其中，透過特定的欄位，可以得

知相應的資料並加以編碼。例如在「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實施模式與應用策略」

之欄位中，可以看出教師在課程實施時所採行的模式，以及在課程所運用的策略

上，除了勾選相應之教學策略，也包含較深入的質性資料或教師在設計課程時的

理念發想等資訊。深入閱讀後，分別針對教師撰寫的內容，予以註記並加以歸類

建檔。除了將文件中的訊息加以分類之外，個別訊息也分別加入訊息編碼，以利

日後針對該訊息的查找。訊息的編碼前三位引用教案的原編碼，大寫英文表示所

屬架構之代碼，之後加入流水號。教案之編碼與分析，參見表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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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9 教案編碼示意表 

訊息

編碼 
文件內容 省思紀錄 

類別

編碼 

教

a2S01 

 

跨領域 

美感實驗

課程實施

模式與應

用策略 

本教案於任課的班級實施(807.808.809

班，共計 3 班)，其中 807、808 班僅進行

前兩堂課程。課程於 5 月中旬開始實施，

共四節課。1.課程教學策略採用資訊融入

教學，並進行兩人一組的分組合作學

習，以數學中的模式(pattern)之美─2.比

例為核心，在課程中探討幾何圖形之

美、黃金矩形中的黃金比例、黃金分割

以及 3.黃金比例攝影構圖，設計生活化

的實作使學生學會計算並應用。 
 

1. 運用之教學策

略包含資訊融

入教學、分組合

作學習。 

S-3 

教

a2E01 

2. 課程的核心概

念是以比例之

美為美感元

素，融入數學探

討黃金比例的

課程中。 

E-1 

教

a2A01 

3. 運用攝影技巧

輔助黃金比例

的應用理解 
A-1 

 

藉由對教案內容進行打散編碼，在進行分析時，可透過類別編碼尋找符合相

應核心概念之訊息，並透過訊息編碼，了解該訊息來自的教案，能回到原教案針

對該訊息的出處，對前後文脈進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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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實施與流程 

本節將針對具體實施階段及實施流程進行探討和描述，茲分述如下。研究實

施流程圖詳見圖 3-4-1。 

 

壹、 凝聚研究動機與核心問題 

研究者參與《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期間，以局內人

的角色協助教師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的開發，逐步建構對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認知

以及教學現場的文化，並從教師一次的互動中凝聚出研究的動機與發展核心之研

究問題。 

貳、 確立研究場域與界定研究關係 

確立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後，為了解《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

發計畫》作為研究場對象的適切性，研究者反覆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以界定研

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應包含的研究範圍與研究者的身分，並以局內人所持有的經

驗歷程，與研究對象共同持有的文化與視角等優勢，加上局外人所具備的客觀距

離，來探討對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建構中所產生的樣貌。 

參、 蒐集相關文件與文獻 

確定研究目標和場域後，便著手進行文獻的探討及相關文件的蒐集，補足研

究對象與文件的相關脈絡，充實對跨領域美感課程理論的基礎，同時對研究問題

反覆地進行稱清與精煉，促使研究視野能廣闊客觀。 

肆、 確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廣讀相關文獻資料後，研究者不斷反思研究的出發點，以及核心問題的適切

性，透過與指導教授及同儕的討論，反覆地進行自我覺察、反省和修正研究的問

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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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選擇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及問題，輔以相關研究的探討，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的文件分析

法和訪談法，對文件資料進行分析，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以獲得不同面向的訊

息，除確保資料來源的豐富性，也有助於從不同方面進行資料正確性的檢核。 

陸、 正式進行研究 

正式研究分成兩部分進行，分別是文件資料的彙整、編碼與分析，以及訪談

對象的邀約和訪談資料的蒐集。為確保研究資料的時效性，於每次訪談結束後進

行逐字稿的整理，並與文件資料的分析互相比對檢證，作為下次訪談時的參考和

調整依據。 

柒、 整理與分析資料 

訪談資料陸續編碼與整理完成後，著手進行文件資料、訪談資料的彙整與分

析，釐清所獲得資料整體的概念，並從中聚集出能回應研究問題的訊息。 

捌、 撰寫研究結果 

將所分析之資料逐步歸納整合，參照所探討的文獻資料，並針對不足之處進

行補充，同時與指導教授及同儕討論後，撰寫研究結果、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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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7 研究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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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本節將針對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的部分加以描述，茲分述如下。 

  

壹、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主要藉由文件分析，深入瞭解跨領域美感課程建構的模式與意涵。因

此，在符合研究倫理的前提下，研究從資料、研究者以及參與者三方面進行交叉

檢核，以確保研究資料的現實度。 

 

一、多方資料之三角檢證 

研究資料的豐富性，有助於研究者從不同的文件資料中，交叉比對資料的準

確性，並可針對有出入的地方進行深入的探究。凡是有關「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

課程開發計畫」之文件，皆為研究者所蒐集的對象。其中包含計畫團隊端以及合

作學校方所提出的各式資料，例如：教案、訪視紀錄表、工作坊紀錄表、成果報

告書及相關影音等。多角度的資料不但能補充課程發展時的情形，也提供研究者

作為研究結果時的有效參考依據。 

 

二、研究者之三角檢證 

在研究的過程中，考量到分析角度的公正與精確，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計畫

團隊成員、同儕等多方討論與反覆審視分析的程序，不但協助研究者從客觀的觀

點思考，也能激發出更多元的思維，在撰寫結論與建議時，提供有效的切入點，

避免研究者偏頗的一面之詞和價值觀的套用問題。 

 

三、參與者檢核法 

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材料為課程發展時的文本，其牽涉到教師如何設計課程之

外，也包含計畫成員在課程發展時從旁觀察和予以協助。因此，在文件的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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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結論時，交與相關教師和計畫成員檢視，從回應中針對不足或有所誤讀的情

況予以修改。 

 

貳、 研究倫理 

從事研究的道德倫理及隱私保密的問題，在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部分，除了

涉及研究者個人的道德標準，也牽涉到被研究者在研究公開後，其權益是否受到

影響。以下就個人隱私及公正合理兩方面進行描述。 

 

一、尊重個人隱私與保密原則 

質性研究時常牽涉到被研究者的可公開資訊和個人隱私，本研究雖處理的主

要以文件資料為主，但其中所包含關於私人的資訊，例如在文件中所呈現的教師

與學生的個人資訊，將予以匿名方式處理，以符合研究倫理之保密原則，避免因

研究內容的公開而使被研究者受到權益的損害。 

 

二、公正合理原則 

公正合理原則指研究者能以符合道德為前提，公正地對待被研究者和所蒐集

之文件，並合理地處理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和研究結果（陳向明，2002）。因此，

在進行分析及撰寫結論的過程中，一併將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列入考量，除符

合自身良心的標準外，更考慮研究的結論對被研究者而言是否公正合理，例如對

發展課程的教師、接受課程的學生而言，是否能不含研究者的私心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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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質性的分析跨領域美感教學案例，以及在參與《教育部中等學校

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過程中，所建立之課程發展過程文件，期望

能回應針對跨領域美感課程，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本章節將針對研究結果進行

分析論述，為回應研究問題，將分為跨領域美感課程樣態的分析、跨領域美感課

程中美感策略的運用、跨領域美感課程中美感元素的應用，以及跨領域美感課程

相關議題分析四個節次進行述寫。 

 

第一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課程方案之分析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設計時，涵跨藝術及學科領域，其中，在藝術領域可能同

時包含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在學科領域中，也可能具有同時包含多種學科的綜

合性主題。此外，在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上，傾向於三種類型的課程設計模式，

分別為多學科統整課程、融合原階段之學習單元以及另外設計學習單元等。在課

程設計上，還有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特徵。以下分別進行論述。 

 

壹、 藝術領域及學科領域分布 

本研究所選取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是根據參與《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

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所發展之教案，在學科及藝術科的分布上，是自然產生

的結果，而非經由刻意分配所促成，因此，在分布的情形上，顯示出教學現場的

選擇。分別探討如下。 

 

一、藝術比例分布 

在藝術領域方面，根據教學團隊在設計課程時所描述之藝術領域應用比例，

並參照計畫成果報告書對教案類型的總整理，顯示出應用視覺藝術做為跨領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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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媒介之教案，其件數為 15 件，占總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最多的部分，其

次為音樂領域共 8 件，表演藝術領域共 2 件。由此可見，教師在設計藝術與學科

跨域的課程中，多傾向採用視覺藝術作為媒介，其次為音樂，表演藝術則較少被

採用。其中，表演藝術的應用集中在國中階段之跨領域美感課程中呈現。由於在

領域的規劃上，是教學現場自然選擇的結果，因此能反映出教學現場，在藝術領

域作為跨域實驗的主軸上，傾向於使用視覺藝術作為美感元素的提供者，在感官

的結合上，傾向於使用視覺大於動覺與聽覺。偏向於運用視覺藝術的結果，可能

反應出教學現場在師資、配課與設備等先天條件上的不足，或是教師對於開發實

驗課程所保留的態度。 

在藝術領域的應用上也有程度的分別，應用二至三種藝術領域的課程，對於

不同領域的藝術傾向於增加課程在藝術體驗上的廣度，例如同時應用視覺藝術與

表演藝術的教案 c1、c2，將表演藝術作為課程最終的成果表現，視覺藝術則作

為英文和表演藝術的輔助，在展演道具製作、具體視覺化英文概念等方面，幫助

課程的流暢以及學生多元的藝術體驗。在藝術領域中，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

術其在感官上的培養以及核心的藝術表現形式上，具有很大差異。因此，要同時

結合二至三門藝術學科，發展視、聽、動覺中的美感並用，且與其他領域的學科

結合，在執行上具有相當的難度與複雜性。 

 

二、學科比例分布 

而在學科領域實行分布方面，參照計畫成果報告書中所顯示之學科比例分布，

和實際教案運作的學科課堂，教師在選擇與美感結合的學科上，多傾向於文科居

多。最大宗之結合學科為國文科，其次為地理科，第三種學科傾向為英文科。從

學科角度來看，國文科中對景物的描寫主題與視覺藝術領域的連結，以及詞曲單

元和音樂領域的連結較緊密。文學本身即為八大藝術中的一環，其在感受力和音

律性上的特色，與藝術領域結合相對於理科來說，是較容易切入的思考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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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方面，在地圖的理解、地貌現象與文化的體驗學習，和藝術領域在識圖能力、

環境觀察和感受力上較為契合，應是教師選擇設計跨領域課程較易入手的部分。 

在學科結合數量上，教師通常使用單科與藝術學科融合，形成二科跨領域課

程占絕大多數。或是從同領域的學科中結合，例如地理與歷史的社會領域和視覺

藝術的聯集，讓課程在文化背景與地理的探索上範圍更加全面。與藝術領域形成

二科結合的課程，在課程的設計上，對於該如何從美感的角度進行輔助和支援，

相較於多科結合，單一學科較能針對學科核心價值進行有深度的探討，教師在共

同備課上，也較容易互相配合與溝通，討論彼此間學科的核心精神能如何互相整

合與輔助。對於藝術領域和學科領域的比例分配上，各教案秉持藝術輔助學科學

習的原則，並配合各校的課程設計背景、學生藝術知能程度等，皆有所差異，對

教師而言，需要在課程設計時逐步摸索，並在執行課程時一教學情形修改至最符

合學生學習的程度，展現出做中學的特質。 

 

貳、 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的實施模式，可總結歸納於下列三種模式的傾向，

分別為： 

一、學科與藝術科分別針對同一主題授課，近似 Drake（2004）所提之多學

科統整課程。 

二、學科教師將美感知能帶入原定階段之課程內容，藝術教師輔助相關美感

學習。 

三、學科教師在學科知識中分離出一學習單元加以融入美感，作為複習或與

原定授課內容無關的其他課程。 

以下分別針對三種模式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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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學科統整的課程 

多學科統整的課程設計，以主題式作為課程發展的架構，以共同的主題作為

延伸發展，藝術領域與學科領域共同針對同一主題，發想相應的學習內容。依據

Drake（2004）針對多學科統整課程的研究，課程的核心是圍繞一個主題來組織

課程標準，而在學科的立場上，傾向將學習重點放在不同學科自身的概念和技能，

統整的程度也較為平緩，詳細統整課程的比較參考表 2-1-1。例如教案 b1 以電影

為主題，希望透過電影的劇情引導學生對於社會弱勢的理解和相應情意目標的體

現。英文科針對電影中出現的樂曲進行翻譯，以及電影劇情的討論，促進學生表

達關後的心得。音樂科則針對電影配樂進行樂理的複習，以及電影樂曲的教唱和

介紹。 

多學科統整的課程設計在領域之間的連結性，相較於將美感元素帶進學科中

的課程，相容性較低，藉由不同學科在同一主題上的知能傳遞，音樂與英文皆為

理解主題的工具，學生須自行融會貫通，對課程所具有的美感體會，可能來自於

主題的選擇，而非針對學科所具有的美感角度有所感受。多學科統整的課程的好

處在於，教師對於課程的規劃上較好安排，將本身學科和主題作連結，藝術科與

學科彼此的連結性，則不是多學科統整的課程主要關注的部分。另外，多學科統

整的課程容易和學校原有的特色課程、校本課程做連結，增加課程資源上的豐富

性。 

 

二、帶入原定階段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此類跨領域美感課程，係學科教師將美感知能帶入原定階段的課程內容中，

而藝術教師提供該階段的學習單元中相應的美感元素，並輔助相關美感知能的授

課。例如教案 f2 在高一學生基礎物理的單元中，選取聲波為跨領域結合的單元，

與音樂相結合，透過音樂中的音響概念、聲音的特質，協助聲波在日常應用的展

現，理解物理科中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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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原定階段的跨領域美感課程，是《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

課程開發計畫》在規畫書中，希望達成的目標之一。與學科原定的教學單元相結

合，除了協助學科活化知識，並與生活相聯結之外，透過不額外建立教學單元的

授課形式，降低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實施的影響，包含教學時數的額外占

用，或是額外知能的課程設計和吸收，減少對學生與教師的負擔。但在美感融入

原訂課程的設計中，需要課程設計團隊在行政配課上，配合參與課程教師所分配

的教學年段，以及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對於該階段授課內容，能夠加入美感的單元

進行深度探討。 

 

三、分離式學習單元 

分離式的學習單元，是指學科教師在學科知識中，尋找能與美感作結合的單

元，並在學科教師所教授的年段中，另外分離出一學習單元加以融入美感，做為

知識複習或與原定授課內容無關的其他課程。教案 b2 實施年段為九年級，結合

國文中詞曲的合樂性，以及音樂中樂曲的改編並加以演唱，加以複習國文科中宋

詞元曲的知識，並透過現代樂的引導讓詞曲的情感表現、意境內涵，更能貼近學

生的生活，產生深刻的感受。 

與原教學階段的課程進度分離式的課程設計，根據教師在課程的發想中，以

學科知識裡最具有美感發展性的單元，作為與藝術領域結合的接點加以建構課程。

在課程設計的靈活度、美感元素的選取應用，以及教師配課安排上，是阻礙較少

的課程設計模式，教師能依照學科易切入的知識範圍，設計加深加廣的跨領域美

感課程。由於此類課程的設計，和所實施的教育階段原訂計畫的課程連接較少，

或純粹為外加入的課程計畫，因此，在時間的安排上較不能佔用原訂課程的時間，

影響原訂課程計畫的教學，在學生學習意願上，也可能因額外的學習內容而降低

學習意願。教師需妥善規劃與善加引導，在有限的時間內發揮跨領域的最大加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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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類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模式，是根據教學現場的課程需求、行政資

源、課程設計團隊參與度等，依各校資源適合發展的方式，以及適合學生的課程

結構進行進行設計，在跨領域的連結度、和現有課程的連結密度上有所區別，但

並沒有好壞之分，端看教師如何妥善運用。 

 

參、 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設計 

在發想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教師的切入點除了從學科知識中，尋找與美感能

產生連結的單元著手外，配合現階段教學中所面臨的問題，希望藉由跨領域美感

課程加以改善，也是課程在建構時的出發點之一。例如：學生健康問題、提升對

生活的感知、學生對學科知識的應用能力以及學生表達情感的能力等。教案 b1

在課程設計理念提到，就地理科而言，建構學生的空間概念為教學關鍵，然而學

生對「地圖」的敏銳度經常不如教師預期… (教 b1) 。因此，透過美感的融入，

除了運用手作地圖引導學生對臺灣地區產生熟悉與感受，對於地理學科在識圖能

力上的培養，也可以產生學習牽引，引導學生對其他地區或其他主題的圖例能有

所重視。 

同樣為地理與視覺藝術跨域的課程，教案 h2 結合歷史、公民等社會領域，

從空間歸屬感和探討自身歷史背景的角度出發，…在教學過程，發現許多學生對

於自身的家族成員與歷史、鄉鎮意識與空間均缺乏認同與瞭解。因而本計畫企圖

透過社會科地理、歷史和公民科共同合作，…，增進學生對於在地之空間、人與

土地等情感和知識上的深化（教 h2）。透過在地的訪查，學生練習探討自身的家

族背景，觀察家鄉的日常景物，增進對於土地情感上的體會，改變學生對於生活

無感、忽略對外界產生體會的重要性的現象，打開學生對於環境的意識與情意上

感觸的激發。 

教案 i1 的設計則從學科本質上希望學生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提升的能力上

出發，從國文科中寫作技巧上男學生所常出現的困境，透過音樂的律動、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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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刺激進行階段式的引導。…就性別而言，男生對於文字美感的體悟與女生相

較之下略為不足，特別在寫作方面，男同學往往在重視邏輯的論說文類表現較佳，

可是遇到單純寫景需要美感因素的題材則顯得力不從心，所以透過團體合作學習

與音樂、圖片等輔助，希望提升男學生對於景物描寫的能力（教 i1）。於寫作課

程融入美感的教學，除了使學生能透過課程一步步地學習不同文風的表現方式，

在實用性上也配合升學的需求，在學生的學習動機上有助於寫作能力的培養。 

有別於前述從學生感官開發，以及學科本質的能力培養著手的課程，教案

g1 從學校內的社經差異切入。課程所發展的學校在不同年段的升學方式不同，

因此，導致學生在社經背景上存在差異。 

因本校地處台中市太平區，…以傳統工業為發展之區塊。…高中部學

生多為經過考試篩選後進入本校；國中部學生則是經學區分發進入本

校。所以在家庭結構上，高中部學生之家庭多為社經環境較優之家庭，

但國中部學生之家庭單親、隔代教養、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之家庭

卻比例不低（教 g1）。 

觀察到學生家庭背景的差異，所面對的生活狀況不同，在同理心的角度上所

帶來的影響，存在無法體會過著不同生活的學生所產生的代溝，且較無法對不同

經濟水平的學生產生理解與包容。 

…在和高中部學生溝通時就常發現就算身處同一校園，但高中部有學

生常不能理解為何有國中部學弟妹午餐費都交不出來、衣服永遠不乾

淨（問：為什麼不買二套？）、講話無法溝通（因文化刺激少，國中部

學生有些書寫能力都有問題）……。於是想…啟發高中生對弱勢、社

會邊緣家庭的認識，…（教 g1）。 

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引導，從電影中了解社會弱勢家庭的生活情形，引導

學生理解與自己生活圈不同的其他族群，而能對生活周遭社經差異的學生有所同

理，並加以包容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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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課程藉由美感的介入，讓學生憑藉與美感關係密切的藝術領域中，

對於觀察力、感受力和想像力的培養，能夠對周遭生活或學科的精神從無感漸漸

有所體會，改變教學現場難以透過分科介入的問題。或是藉由美感的引導，從不

同於課本內容的角度切入，在學科知識的感受與應用上，引導學生看到有別於傳

統講授式教學行程的知識建構，引起學生對學科產生興趣和想像，並在學科的情

意目標上有所加強和延伸。 

 

第二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實施策略之運用 

本節將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所進行的討

論、訪視會議諮詢委員的回饋，以及教師增能工作坊的記錄，從中分析跨領域美

感課程的建構，將教學策略分為一般性課程實施時所應用之美感教學策略，以及

引用藝術領域中的課程教學策略，包含藝術實作策略和輔助抽象概念理解等，茲

分述如下。 

 

壹、 美感教學策略的應用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策略的分布上，教師往往運用多種策略於課程設計中。

根據《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成果報告書顯示，最

為常被教師所應用的教學策略為：問題討論與創造性思考教學、合作學習式與專

題討論式教學、教師共備與協同教學以及網路資源體驗學習。教學策略上的應用，

來自於《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針對教案可行之教

學策略，所建立之參考範本，予以教師在撰寫教案時選填的自評標準。以下分別

列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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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討論與創造性思考教學 

跨領域美感課程與一般講授式課程不同，在課程內容與授課過程上具有較大

的彈性與變化性。透過美感的加入，啟發學生在美感與學科間連結的創造性思考，

並以小組或同儕間的討論，在互相闡述想法或辯論的過程中，加深對不同領域知

識的理解與探究。此種課程設計模式呼應陳伯璋（2003）所認為的從美感經驗中

詮釋與理解的過程，在探討價值觀等議題時，能夠重視微型的觀點，讓學生審視

與質疑生活中理所當然存在的事物，重視學習主體的特殊性與局部性。以地方感

為課程主題的地理與視覺藝術課程中，教案 f1 藉由實地踏察公共藝術與周遭環

境的關係，引導學生觀察並思考何為美，美與環境的關係。 

 

「公共藝術」隱藏了人對生活空間品質（包括環境的、心理的以及精

神生活上）要求提昇，藉由公共空間意義重整構學生對空間、地方與

環境意識的努力嚐試。「公共藝術 」負載了教育作用，更擴延地理與

美感的關聯性。(教 f1) 

 

除了對周遭生活環境的深入了解，也透過訪談行人，體會在地民眾對生活中

常見的公共藝術品之間，所具有的生活態度與品味。評量方式從地理學觀察、收

集整理、分析資料的方法、關切影響周遭景觀的人為活動、表達對地方環境或全

球議題的關注等，觸發學生對生活感受的探討。 

 

運用在學習藝術食體會到的觀察能力，對日常周遭的景物進行深入探

討與感情觸動。…結合地理知識與對公共藝術品的觀察、美感構成因

素、作品內涵、周遭人文環境因素、科技整合等方面之實境體驗。學

生合作學習，共同討論與訪談，從與人互動中學習知識共構和溝通技

巧。(教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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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成果評量上，以相對開放性的上台報告取代紙本測驗，除對學生掌握

學習內容的程度進行評量，也透過上台報告的形式訓練學生在組織語言和肢體上

的開發，並能應用科技媒體，增進視覺、聽覺、動覺的多元表達感受和想法。 

 

成果報告除了包含課程所設計的知識內容，也包含訓練學生共同組織

語言與文字、上台表達時的肢體動覺、報告排版美感的視覺呈現。…

評量方式：…2. 運用視覺、聽覺、動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

受和想法 。3. 能靈活應用科技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速互動學習效

果。4. 能主動將聆聽所得，應用於科技資訊媒體，擴充學習領域。…(教

f1) 

 

而在地理與視覺藝術的結合課程中，教案 b1 以地圖製作為主題，引導學生

討論臺灣各縣市的特徵與特色，並藉由地圖實作的前置發想，讓學生根據縣市特

色、人文環境、地理特徵、美感表現形式進行創意發想，讓地圖的呈現多了學生

創造後的意義，加深對地理知識的感受性。 

 

學生分四組，一組擇一主題分別說出台灣各縣市的建築物或古蹟、美

食、特殊地貌、人文節慶等特色。…1.說出每個縣市選擇其布料樣式之

原因。2.至少擇一縣市說出其特殊地景、地物、地貌特色與該地自然或

人文環境之關係。…6.至少擇一縣市與特色提出縣市發展建言。 （教

b1） 

 

在實作的過程中，強調學生須依照對該縣市的印象為依據，不限媒材地表現

制地圖中，突顯學生在思考縣市特色與自身經驗的關係，以及如何展現所發想的

創意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也是實作建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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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學生，依照台灣行政區域圖於不織布（顏色不拘）上剪下各

縣市輪廓，再自行搭配舊衣物圖樣（提醒學生針對自己對該縣市感覺

挑選相對應布料黏貼），將舊衣物包覆於剪下的不織布上，包覆完成之

縣市，以魔鬼沾黏貼在其正確之地圖位置。（教 b1）  

 

啟發學生創造性思考的教學引導，是跨領域美感課程中，緩解僵化的學習，

並透過美感的啟發使知識內容有趣、深化的教學策略。藉由讓學生思考問題、創

意的表現等，改變以往對學科課堂的印象，進一步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合作學習式與專題討論式教學 

合作學習與專題是討論教學往往是併行的策略，合作學習在跨領域美感課程

中體現在學生的分組，透過分組學生針對專題進行學習與探討。除前述針對問題

能和同儕互動討論，促進創造性的思考外，合作學習使學生在完成課堂成就時，

同時學習團體互動與溝通的技能。除此之外，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內容對於學生而

言，不如以往授課的內容而較為陌生，因此，透過小組成員的互助合作，能較完

整地達到知識的深入探討，或製作完成度較高的實作成品，達到預設的教學目

標。 

 

配合太平洋詩歌節於 11月底揭幕，事先需做好工作分配，由第 4、5、

6組同學進行採訪工作，第 4、5組同學負責文學之聲，師生利用中午

和下課休息時間開小組會議討論採訪內容、與工作分配；第 6組則是

製作文學地圖，老師給此生相關資料研讀，學生利用課餘和假日完成

作業老師在過程中需叮囑進度並給予指導，學生須階段性的呈現成果

給老師看，師生視成果再加以修正課程計畫與作業內容。（教 d1） 

 

 



94 
 

透過計畫性的小組分工，學生能針對較大的專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實踐集

體創作的團隊精神、互助合作、溝通協調與尊重他人的態度。合作學習的策略也

廣泛應用於成果的評量，採小組上台報告的形式，使專題的學習範圍更廣闊多元，

也讓組員之間的關係更緊密連結，共同為展現學習成果進行討論、溝通與磨合。

其中，教師也需觀察學生合作的情形，適時介入協助或給予更多的溝通，讓學生

了解分組合作的意義，與所需達到的學習目標。 

 

生態模型製作成果，透過小組自評與同儕互的方式給予績考核。另外

生物教師請學生分組介紹其態模型的體系，並指出臺灣或世界上某個

正面臨的威脅與危機。由於生物老師表示生態課程往往僅只閱讀課本

內容、配合相關影片欣賞，學生缺乏主動學習的動機，因此想要透過

模型製作和分組上臺報告，強化學生的知能並與生活當下正在發生的

議題結合。（教 h1） 

 

…校內教師已經在課室中實踐本次美感教育的課程活動，且已經面臨

到「如何讓學生確實參與活動」的問題。有些學生的課程參與度相對

不高，甚至有少數學生難以融入團隊活動當中，教師注意到此現象，

並從中介入協調學生之間的討論，並且額外協助並輔導少數學生的學

習狀況，因此問題已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教授提供教師們相關建

議，必須反覆和學生「雙向溝通」，讓大家了解本課程重視的地方，是

在「活動參與」，而非僅是「成品優劣」。（工 b3）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合作學習與專題式學習，共同體現在讓學科的連結更為緊

密上。學生為共同產出學習成果，需對跨領域的知識進行學習、消化外，更需與

同儕互相討論，建立共識後再表達出小組的結論與成果的表現方式。教師針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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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以往的課程，也需與學生進行充分的溝通和引導，讓知識的學習不僅是內容

的理解，也是與人互動的過程。 

 

三、教師共備與協同教學 

跨領域美感的課程在設計過程中，為達到不同領域間的教師，能針對同一主

題需教授何種內容、達成何種程度的教學、授課的時段、學生先備經驗的理解和

相關措施等，進行意見的交換，教師共備與協同教學是普遍形成的教學樣態。 

 

國文與美術老師進行四節課的合作教學，…，引導學生（在國文方面）

對文章修辭的美感訓練、（在美術方面）引導學生圖文編排的比例及特

有意象圖案的選取。（教 e2） 

 

地理科與視覺藝術科協同教學，教學主題為『地圖』，自「課前準備」

開始，至「課程進行」，到「課後評量」，地理科與視覺藝術科教師皆

共同討論研發與檢討教材設計，在「課程進行」部份，地理科著重地

圖的認知教學目標，視覺藝術科著重地圖的情意教學目標，兩個學科

的協同教學則注重地圖的技能教學目標。（教 b1） 

 

今年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我請黃郁清老師（歷史老師）就學生學習單

之花蓮地名由來進行歷史脈絡之釐清，請地理陳家偉老師深入介紹花

蓮之產業交通發展，這樣的統整活動讓學生在進行創作時有更深入的

體驗，不只描繪圖片，也會有較多情感連結。（教 d2） 

 

不同領域教師進行共同備課，有討論程度上的差異。因跨領域課程在初建構

時，需要教師較多的摸索與嘗試，若共同討論的時間不夠充分，則可能影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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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不彰外，也會使教師遇到挫折，降低設計新課程的動力。 

 

…如果沒有行政的全力支持與教學團隊的充份合作，將無法發揮其加

乘效率。在實驗課程循環 I裡，因為配課等因素(很難有共同時間一起

觀課與討論，僅能利用先行錄影再於課後討論)，個人感覺跨領域教學

團隊有「名」無「實」，無法進行實質性的跨領域協同教學，導致未能

發揮預期的加乘效果。（教 c1） 

 

跨領域團隊之間的橫向聯繫溝通特別重要。建議由主教者先向每位成

員闡述課程理念；再者，經由彼此討論交流後，共同備課，擬訂各科

大致授課內容，並視情狀隨時進行調整修正，以期達到預期教學成效。

（教 c2） 

 

從以上教師的省思中可以看出，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協同不只是教師間的互相

配合與討論，也包含行政人員的協同，在課程設計團隊中，扮演支持教師的角色，

在課務上的調配或教學階段的配合，能有充分的時間和教學對象進行課程的研

發。 

 

四、網路資源體驗學習 

網路資源對現代學生並不陌生，教師妥善運用網路媒體與科技資源於課程中，

除了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外，也能加強跨領域學科間的連結性，透過多豐富資

源應用，改變教師的教學效能、學生的學習方式，以及課程研發的多元性。以雲

端作為教學者軸的教案 f1，說明除了透過網路蒐集教學資料，也能應用於教學評

量，和幫助學生解決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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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課程以雲端科技為主軸，包括運用雲端科技整合教學資源及進

行教學課程並進行教學評量，整個教學活動省時又便利且能即時掌握

學生學習狀況。…。有了雲端系統之後，教師易蒐集豐富教學資源提

昇教學品質，再者，蒐集資料時間變短之後，教師更有餘力設計課

程……，透過雲端科技讓教師在地理實察課程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生狀

況，而且學生能夠隨時隨地解決問題，…，學生亦能依自己的程度進

行學習，不用因為害羞而不敢請教教師，就此失去學習的機會。（教 f1） 

 

網路體驗學習在資源的提供上十分豐富，但在設備上的要求較高，除了硬體

的設備需要，對於軟體設備的需求與品質，也是教師在事前的課程畫中，必須列

入考量的因素。 

 

設備品質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網路通訊品質佔有決定性的地位。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最讓教師及學生的困擾的問題為網路品質的問

題。……再者，在校外進行地理實察時，無線網路的訊號亦無法高度

穩定，若訊號較弱無法接收時，…，學生就必須事後等到網路訊號強

時在進行插點及記錄。（教 f1） 

 

另外，運用網路資源或科技設備的教學策略，除了讓學生接觸嶄新多元的資

訊外，也能透過資源的運用，彌補學生先備經驗的不足，讓課程的完整度不受到

學生程度的影響，而能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教案 j2 是國文與音樂的結合，教

學活動中包含讓學生進行詞曲創作，然而學生的先備知能影響課程在進行過程中

的完成度。透過科技媒體的輔助，降低學生先備知能的需求，而能產出理想的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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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跨領域課程開發計畫以來，面臨的問題一職是資源不充足的現實，

因此，即使學生有很多欲發抒的心情可化為文字，但面對著沒有樂理

基礎的困境，……。然而，有了數位化音樂技術的協助，只要能有一

台MIDI鋼琴或MIDI吉他，加上電腦軟體的協助，學生…可以隨時修

改不理想或無法配合詞作的曲調，並產出理想的成果，…。（工 j5） 

 

跨領域美感課程對於現場教師而言，是新的課程模式，需要許多的時間進行

課程的研發及討論。善用網路資源和科技媒體，對教師的教學成效能產生正面的

助益，也能幫助學生更清楚地感受到知識與生活的連結，以及主動學習的推導。

除以上討論之常用教學策略外，《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

計畫》在研擬課程實施應用策略時，尚包含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應用藝術類數

位典藏資源之探究式教學等項目。但在實際教學中，引用上述這些教學策略的教

案較少，研究者推測可能受限於教學現場設備資源的影響，是日後延伸發展跨領

域美感課程時，能加以關注與再思考的目標。 

 

貳、 應用實作策略的課程設計 

 應用藝術實作策略的課程，主要的課程設計是運用藝術創作，在操作過程中

透過繪圖、手作、編曲、歌詞改寫、角色扮演等實際創作，培養觀察力、細節描

繪能力、感受力和表達能力等。與 Goldberg（2006）提出從藝術中學習，課程以

藝術為核心，藉由藝術發展出與學科相應的能力與學習目標，有異曲同工的課程

設計型態。而以創作成果作為總結性評量的課程，將藝術創作視為整個跨領域課

程的總成果展現，以統整學生學習成果。 

 

 

 

 



99 
 

一、藝術操作過程的體驗 

藝術在製作的過程，大致包含對對象物的觀察、產生靈感或有所體會與實際

運用媒材製作作品三個階段。在教學上，依序引導學生以創作為目標，學習對課

程所預設的對象進行觀察，培養注意細節的敏感度。再者，透過觀察對平常視而

不見的景物，有所感受以產生創作的靈感和方向。最後，依照所欲表達的感受，

運用媒材完成作品，或以聲音和肢體動覺，進行情感的闡釋。各階段所能培養的

能力有所不同，跨領域美感課程即運用不同階段所重視的能力，作為輔助學科學

習的橋樑，使學生在能力的培訓過程中，對學科有更深入或不同角度的接觸。 

教案 b2 藉由古典文學中詞牌和曲牌的特性以及音樂性，藉由同曲調能配合

不同歌詞的性質，與流行音樂結合，讓古典的意境，配合學生現代生活能感受到

的情意，發揮創意設計古詞的現代唱法，讓古典文學能貼近學生的生活。透過改

編，學習體會古典中所蘊含的情感，讓文學鑑賞不只是在文字的釋義，而是能深

入體會到古人在書寫時的心境感受，並以現代的手法加以詮釋出美感，達到國文

科在情意目標的體現。 

 

文學中的經典，或許被認為應該就是語文教育所要帶給孩子們的，然

而，十五歲的青少年，如何有閨怨愁思、隱居體驗或者國破家亡之

感？…，這些古典詞曲的美，如何觸動學生的心靈？如何引發學生更

多的巧思？音樂便是進入這些意境之美的橋樑，將「詞」、「曲」透過

音樂的載體，…表現出學生的創意，啟發學生無限的可能。（工 b5） 

 

透過詞曲改編的實作，不僅要了解古典文學中文詞的意涵，對於現代樂曲的

選擇，也需對樂曲的結構、音樂的內涵以及樂曲的意境有所理解，透過連結情意

相近的古典文學與流行音樂，表現出改編的創意，也透過改編的過程中，將日常

生活中的情意覺察、學生現階段的情感抒發融入，實際讓古典詞曲活現於學生的

日常生活，成為在情感表達時，可以聯想到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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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j2 也透過音樂觸發學生的情感表達，不同的是教案 j2 從學生的成長背

景中著手。透過對原住民文化中的傳說故事進行資料蒐集與探查，結合不同部族

的成長經歷、文化儀式等，化為文字的敘寫，加入國文科對寫作技法的引導和改

編，讓傳說與成長背景可以藉由音樂重現其意境。另外也透過音樂詞曲的創作，

學生可以將現階段對原住民文化和主流漢文化之間，以及文化與自身情感之間的

衝突與磨合，表現在樂曲的詮釋中。 

 

…讓學生通過親自動手，深度挖掘自身故鄉以及相聯繫的土地及文化，

運用文字、音樂與舞蹈綜合呈現，以藝術形式的語言表達真摯的情感、

思想與理念，…，將學生〈故鄉書寫〉的內容以重編古調、創作歌謠

及融入舞蹈的表演方式呈現，讓學生通過美感的視域將故鄉的點滴相

互結合，互文互釋。（教 j2） 

 

在表演藝術中舞蹈的呈現上，受限於學生在表演藝術上的先備經驗不足，難

以達到原教學目標預設，透過肢體動覺演繹所設計的歌曲。因此，教師改變成果

的呈現方式，運用預先錄製好所製作的歌曲，再由舞蹈班配合設計舞步和肢體呈

現，合作出以故鄉為題的歌曲創作課程中，以校為特色展現的多元成果。在教案

執行過程中，因應學生能力滾動修正教學目標和學習目標，考驗教師在實驗課程

上的靈活度，以及對學生學習狀況的體察。 

 

表演藝術課程…，對於沒有肢體訓練的同學而言，要編排能夠和樂曲

拍點融合在一起的肢體呈現是有困難度的，若能在課程進行時安排表

演藝術肢體訓練課程，或許等同學作品完成時，較能在短時間將肢體

部分編入樂曲當中。（教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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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j2 善用學校本身的文化特色，使學生能透過樂曲的製作，對部族背景

與自身生命的觀照，觸動學生在感受力與表達力上的培養，並能藉由跨領域美感

課程為平台予以發揮。透過音樂與國文的結合，也讓國文教師可以從不同的面相

觀察到學生的特質，可能在國文的學歷表現不突出，卻能在音樂的表現上深具渲

染力。藉由與音樂的合作，讓國文教師也能反觀自身學科，在培養多元的知能上，

是否有可以再精進的部分，或是能從藝術的角度，引導國文發揮相應的學科價

值。 

 

自己（國文教師）非屬流行音樂的研究者，因此在樂曲的屬性上，較

難提供學生創作方向的修正，僅能就語詞的凝鍊、敘事的邏輯、字詞

與聲韻的契合度……等面向，給予意見。（教 j2） 

 

而在視覺藝術方面，教案 h1 設計讓學生透過不同感觀體驗，運用科學繪圖

的概念，針對自然景物詳細地觀察，培養感知與描繪細節的能力。樹葉經過視覺、

觸覺、嗅覺等身體感官開發，與生物學科知識結合，在美術課的角色是利用生態

繪圖的活動，引導學生仔細觀察樹葉或植物，提昇觀察能力和視覺敏感度，進而

培養繪圖能力（教 h1）。在生物學科方面，則透過實地探查的教學活動，改變以

往僅透過文字、圖片或影片授課，而難以使學生產生共鳴的教學模式。 

 

本教學活動企圖透過遮眼剝奪學生的視覺，讓學生重新利用其他感官

探索校園，以及利用重新開啟的視覺感官，去觀察並描繪樹葉。再透

由科學繪圖（博物學繪圖）地景藝術、其他植物藝術的欣賞，導引欣

賞自然之美。（教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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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用實際探查植物培養觀察力與感受力之外，教案 h1 配合生物科的生

態主題製作生態模型，小組團隊建立溝通與合作的關係，結合設計概念的運用、

生態相關資料的蒐集，有意識的融入台灣在地議題，希望學生能透過課程深化對

台灣生態現況的瞭解，關注生態相關議題（教 h1）。從不同的面向探討美，以及

美和其他領域間的關係。 

在運用藝術實作策略的過程中，課程在製作程序的前後連貫性，是設計過程

中必須考量的部分。例如科學繪圖的體驗，和製作生態模型之間的關聯性，引導

學生不僅只是體驗，而是能透過體驗實際與生物科所重視的生態議題、臺灣環境

現況等，能夠緊密結合，觸發學生對生活周遭環境的危機意識。 

 

由於配合生物課程，…，顧及學生製作生態模型花費的時間，…，將

原本科學繪圖和護樹、生態等相關藝術濃縮為一堂課進行，銜接不足。

這樣的課程安排，造成生態模型和科學繪圖產生斷層，無法緊密銜接。

建議可以安排至少一次段考期間，包含摸樹體驗、畫樹葉、科學繪圖、

延伸生態藝術和護樹等部份。（教 h1） 

 

在跨領域結合中，以學習學科為前提下的實作經驗，不以製作完整的作品為

目標，而是期望透過實作培養觀察力，幫助學科以體感上的操作和體驗，取代背

誦式的記憶過程，在感官的刺激上引起學生對相關知識產生感受，而在記憶中留

下體會的印象，並能夠在創作的過程中，將所感受到的體會加以反饋至作品中，

表現所學的深度。 

在教案 a2 中，可發現以黃金比例為發想的課程，透過課堂中實際針對同學

的臉部比例、身高比例的測量，使黃金比例的運算更貼近學生的生活，並從中體

會比例之於美感的關係。在了解比例與美的知識層面連結後，運用黃金矩形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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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上的畫面構圖技巧，讓學生實際運用比例的切割在日常生活的攝影中，讓學生

學習知識如何運用的過程。 

 

這篇教案主要希望學生能了解何為黃金比例的定義，進而尋找生活中

的黃金比例與黃金比例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課程初探黃金比例與黃金

矩形的關係，除了辦理數學盃選美大賽由學生學習黃金比值的運算，

再透過攝影鑑賞與實作讓學生學習到分析及應用黃金分割法構圖的方

法。（教案 a2） 

 

應用黃金比例的元素連結數學與藝術，不但讓學生在實際測量中感受到日常

生活的比例之美，運用黃金矩形分割的攝影輔助框進行攝影的實作，也讓學生學

習運用不同領域的知識互相結合與互相詮釋。運用黃金矩形分割的構圖畫面進行

創作，即使學生練習用數理知識，解釋自然中美的感受如何產生，同時能解釋具

有美感的藝術作品如何產生。以及在比例上的分割，如何能輔助日常攝影更具有

美感，提升對日常生活中對美的感知，和設計出具有美感的創作經驗。 

 

…因為本單元有別於一般純講述式的教學方式，學生表示能用數學語

彙證明藝術品的美感是暨生活化又有趣的課堂，而且實作又是青少年

最愛的拍照，更提升了學習意願、配合度。（教 a2） 

 

透過藝術實作的經驗，不但增加學科知識貼近生活的方法，也讓學科教師能

從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反思自身學科與美感之間的接點。在如何將課程做跨領域

結合的探索中，運用藝術策略輔助學科學習外，也學習用學科知識的角度，詮釋

美感的經驗和產生的形式，讓不同領域的結合能相輔相成，將跨領域美感課程的

價值最大化。 

 

 



104 
 

比例的構成條件頗為微妙，在組織上含有濃厚的數理關係，在感覺上

流露出恰到好處的完美形態。數學上的級數和比例都是構成優美比例

形式的主要基礎，但是在藝術的表現中，比例在形式上所呈現的不是

機械的反應，而是視覺的自然感覺。（教 a2） 

 

以藝術實作發展的跨領域美感課程，運用詞曲改編、手作或繪圖的技法，將

學科中所強調的意境、學生自身文化背景的探查，或實地探訪日常環境中的特色，

表現於作品之中。此種方法主要在於讓學生體驗藝術的媒材與技法，並運用創作

過程中需先觀察後產生感受，再加以操作製成作品的概念，培養學生對課程主題

重視的對象進行觀察，以及強調學生能透過觀察而有所體會後，再動手實作加深

印象，不但以親身體驗取代反覆背誦的學習過程，也能藉由展演實作作品訓練表

達力，讓課程成為情感與知能的發揮平台。 

 

二、以創作成果作為總結性評量  

以藝術創作做為跨領域美感課程成果的課程設計，即以藝術創作來代表跨領

域美感課程總結性評量的依據。藝術作為一種傳達的媒介，透過藝術媒介實際運

用知識，或作為一個平台使學生展現自己，是透過藝術的學習所產生的課程設計

類型（Goldberg，2006）。學生根據課程所設定的跨領域主題，在學科知識和藝

術創作技巧上進行學習和探討，最後創作出符合跨領域知能學習成果的作品。在

視覺藝術上，以繪畫、手做成品為主。音樂上，以演奏、演唱為主。表演藝術上，

則以是否能實際參與演出，以及表達適切為主要評量方式。 

表演藝術在成果展演的規劃，是統合學生在知識的吸收與運用以及肢體表達

上，能呈現總結性成果的課程評量方式。教案 c1、c2 即上下學期連貫的課程，

以不同的節慶為主題，引導學生將異國文化、英語知能，以及劇場相關知能的整

合。課程藉由完成英語戲劇的展演，在英語科上，讓同學了解萬聖節的異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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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養口語表達和在情境中使用英語。在表演藝術上，透過說故事訓練創意發想，

並運用角色扮演，讓學生從多元的角度體驗生活，並學習接納和包容異國文化。 

 

透過情境式學習，孩子可以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使用語言，包括在口

語表現(音量、語調等)及非口語表達上(臉部表情、肢體動作等)，進而

有能力參與短劇表演。…戲劇活動讓學生身處在『別人的角度』，去體

驗、感覺其中當事人的真實生活情境，藉此幫助同學從文化多元的觀

點去瞭解、包容及接納外國文化。（教 c1） 

 

藉由上下學期不同的節慶主題，學生除了學習不同的文化體驗之外，教師也

能從連貫性的課程中，進行課堂研究，針對第一循環遇到的問題，加以修正並融

入更多能輔助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連結學生在不同領域上對美感的體驗和融入，

完整化主題課程的學習。例如在教案 c2 中將英語與復活節主題結合，除了強化

在英語科中對復活節相關字彙的學習，也應用表演藝術中的詩歌演唱，了解復活

節的宗教背景和意涵。與視覺藝術、童軍等學科結合，讓復活節的主題成為全面

性的課程統整活動，也藉由設計尋蛋活動，輔助在英語科中對地方的形容和介係

詞的實際應用，加強英語學科在跨領域課程中的主體性。 

 

在經歷了課程循環 I的實施操作後，藉由各位師長的的指導與協助，特

別針對課程設計、教學省思以及未來推廣計畫等項目逐一進行全面檢

視；……，課程循環 II在教案設計裡，明確以語言學習為主體，進而

設計 Easter統整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生命」議題融入英語、表

藝、美術以及童軍等各科…，引導學生將藝術概念或美感元素融合在

各科教學，達到更深層的文化理解和藝術審美的目標。（教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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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以教案 d1、d2 為例，課程規劃為上下兩學期，教學對象為美術資

優班的學生，學生在創作能力上已具有相當程度的水準，藉由跨領域課程將美感

和國文、社會結合，深化學生在創作背後對當地文學、文化與生活意象的理解。

配合花蓮當地的太平洋詩歌節活動，對在地文學的深入探討，學生學習花蓮在地

文學，並依循文章中對花蓮在地文化的描寫，加以探查蒐集聲音、文化、美食等

生活相關的體驗。 

 

其實設計這些活動，只有一個目的即是－打開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用心去體會生活，就會發現這世界會隨著這些聲音鐘變得鮮活有趣。

學生在採訪與採集叫賣聲音的過程中，學到膽量、自信、自我規劃的

能力，負責採訪太平洋詩歌節活動的學生，藉由與詩人的接觸，發現

寫詩並不難，參加活動後，每人的心靈收穫都是滿滿的…。（教 d1） 

 

課程設計在生活的體驗背後，加深對在地文化的認知，以豐富藝術創作在文

化內涵上的份量。學生透過對文化背景的認識與探查，學習蒐集資料和文化體驗

之外，也藉由創作兼具美感和學科內涵的總成果，學習如何整理所蒐集的資料，

如何運用資料於藝術創作中，達到創作背後所想要傳達的意境和文化連結。 

 

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初期會有許多構想，不知如何選擇表達內容，老

師必須協助與學生個別討論，找最熟悉、最有感覺、有參考圖片與文

章資料的題材，過程中除了一般描繪技法之指導外，還需提醒學生表

現詩文意境，…。（教 d1） 

下學期從社會領域的角度出發，從花蓮開發的歷史背景、地理上的交通、產

業、族群等，帶領學生認識花蓮的文史故事。由於國中歷史課程並未安排鄉土教

育，透過學生創作花蓮為題的作品為楔子，整合創作選題背後的歷史典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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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課程中藉由花蓮地方的產業、交通介紹培養對家鄉的歸屬感，學生在了解、

看見自己所居住的環境後，引導學生運用未來想像從日常生活環境中感受、創造

美感。（教 d2）並引導學生發覺資料蒐集上的正確性，加深對資料判別能力的養

成。 

 

針對上學期，美術老師要求同學們產出畫作的各個議題的歷史背景做

概略描述時，同學們所找尋到的資料，有部分訛誤，因此，希望藉由

跨領域的方式，補強同學選擇畫作題目背後的歷史知識與背景。…，

老師便針對同學所選定的題目，包括花蓮地名的由來、花蓮的聯外交

通發展、花蓮的族群歷史、花蓮目前所存留的歷史遺跡等，做深入一

些且較為符合歷史史實之說明。…，期盼透過老師的說明，讓同學對

家鄉的故事有所瞭解，有所感觸，進而培養人文關懷、鄉土熱愛，增

長畫作內涵的深度與廣度。（教 d2） 

 

透過具有連貫性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在藝術的創作上不只是技巧的鑽研，更

要針對作品背後的人文知識、鄉土精神有所體會，使藝術創作不只是描繪圖片，

而能跟在地的族群文化和產業產生連結，加深作品在情感上的內涵。 

教案 b1 以地圖為主題跨地理科與視覺藝術，藉由製作臺灣地理行政區特色

地圖，加深學生對臺灣地理區域、縣市特色以及實際經驗間的感受與連結。在藝

術創作上，讓學生以舊衣物布料拼貼，藉由實際動手做的過程，學生觸摸不同縣

市的形狀板塊，聯想布料與縣市特色的關係，並運用色彩配置整合各縣市特色與

個人經驗，透過視覺上不同的刺激連結環境與個人的關係。 

 

就地理科而言，…，為了深化學生的「地圖」概念，希望透過美術的

實作課程，結合色彩配置與比例概念，拼貼出台灣行政區域圖，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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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縣市特色圖樣，不僅釐清學生對台灣縣市正確位置與特色的了解，

在創造的過程中，也提升其對「地圖」的關注敏銳度。…，引導學生

思考各縣市特色和其自然與人文環境關係，並針對縣市特色提出建言，

幫助其體察生活環境，並培養判斷思考能力。（教 b1） 

 

透過對地圖的再概念化與縣市特色圖樣的實作，不但深化對臺灣的地理行政

區的理解，以及在地圖教學上所重視之識圖能力的培養，透過美術實作的過程，

強化對台灣縣市的環境識覺能力，也在學科情意上的展現，藉由發表地圖製作的

經驗、成果以及對縣市的建言，可以了解學生對整個臺灣的認知、想像與實際的

體驗之間互相融整的程度。 

另一方面，教案 h2 透過小旅行為題，以製作景點特色橡皮章和旅行札記為

成果創作，規劃學生針對自身家族的歷史背景、所處的社區或縣市人文環境的了

解，將旅行與歷史、地理和藝術創作結合。課程設計團隊認為，學生可以藉由旅

行的活動，實地用身體經驗地方空間，並完成團隊合作與探索未知的經驗（教

h2）。並且透過實際的體驗與訪查，感受旅遊背後的相關議題，增加對生活經驗

的感受性和思考判斷的能力。 

 

在實地旅遊之後，替景點設計紀念戳章，融入版畫媒材。最後配合地

理課本內的觀光章節，讓學生反思旅行的經驗，…。希望未來學生能

在旅遊時，思考觀光背後的利弊與可能性，或者在投身觀光產業時，

能多做、不做些什麼決策，以達到更大的利益或價值。（教 h2） 

 

在以旅行為跨領域核心的課程的引導上，須注意對於家族口述歷史資料蒐集

的知能訓練，如何與地方旅遊做結合，以達到培養學生對地方生活圈在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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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聯繫的體察目標。另外，學生對於景點觀察的先備能力，以及旅行路線的

選擇，是教師必須於活動進行前謹慎規劃的部份。 

 

…說明時間過短（一週），學生未能充分理解口述史訪談和族譜之製作

方法，因而做報告的情況良莠不齊。由於未能事先以課程引導學生探

討旅行，所以無法提醒學生在旅行過程可以做拍照之外的觀察，部份

流於「到此一遊」的表面旅行模式，學生的旅遊路線也多集中在台南

市區。（教 h2） 

 

在教師對課程的省思中，針對旅行地區和旅行途中的觀察，也提出相應的改

善方法。例如行前規劃各小組到不同的景點進行旅遊行程，並在旅行過程中能附

加有趣的攝影作業，引導學生對環境更深入的觀察，刺激學生更深化旅行的過程

所產生的經驗與意義。 

然而，在以實作成果為跨領域連結元素的課程中，較容易受到學生藝術先備

知識、繪畫技法程度、以及學生學習意願的影響，先備知能不足的情況下，可能

導致課程進展推遲，或是教師必須修改原先預設的學習目標或成果評量規準，以

符合學生的能力，在課程最後的評量與成果的展現上有所妥協。 

教案 e1 以製作骰子繪本作為跨國文領域和視覺藝術課程的實作成果，學生

透過了解繪本在文字精簡上的運用，帶入對社區人文景觀的體驗與表現，讓同社

區的學生共同設計一個骰子的六面，運用繪本的製作技巧，發揮至六種不同的社

區主題和畫面構成。然而，評估學生的先備能力，在連貫性的繪圖技巧以及立體

形狀的製作上，尚未達到個人都能完成一幅作品的能力，因此，教師調整創作過

程的設計，透過分組以及運用現成物的改製，以達到課程預計的產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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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的畫面主題）不一定要連貫，可能甲畫這個社區的景觀、乙畫

這個社區有趣的人…。孩子沒辦法一次顧慮這麼多，若又要他們把每

個畫面連貫，他們可能會做得很沮喪，……我們的教案雖然比較小，

但我們的前置作業是比較多的，像是骰子的製作，與語文方面的教學。

當初讓孩子們製作骰子的過程中，初步是最困難的，因為他們無法製

作立方體，這對他們而言有些困難，所以到最後才決定用牛奶盒。（教

e1） 

 

運用實作連結的跨領域美感課程，透過實際創作的策略整合學生在不同領域

知能學習的成果展現。而在藝術課上的創作中，因藝術領域非升學考試科目的關

係，在課程實際運作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學生學習意願的影響，對課程目標制定

的創作成果不夠嚴謹，而降低課程預設的學習成效。 

 

由於「美術」並非一般學生升學科目，學生普遍在美術方面較沒有壓

力，因此表現不佳，在眾多智能科目嚴格的要求及成績壓力下，「美術

課」成為學生的「休息課」，造成學生理直氣壯、草率應付，甚至不想

參與，因此美術老師必須突破以往教學內容與方法，運用多媒體教材，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教 b1） 

 

學生學習態度的引導，也將是跨領域美感課程在運用藝術創作作為發展策略

時，必須考量的部分。教師必須改變以往的教學方式，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

的科技媒體等，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最終呈現的創作成果上，能有效地展現

跨領域的學習成效。 

藝術實作策略運用於跨領域的美感課程設計，改變學生的學習型態，從接受

知識的角度，轉向接收知識後，須透過藝術的表現形式將所學展現在藝術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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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單純的知識反饋，藝術的創作須包含美感的素養，因此，在創作的過程也

能培養對美的感知，以及如何將美感經驗、學科知識在自身的知識建構過程中統

合，最後創作出兼具學科與美感的作品。 

 

參、 輔助抽象概念理解的藝術運用 

將藝術概念輔助學科學習的教學課程，其發展的課程策略包含運用藝術元素

中的用視覺圖像、樂曲與詞、戲劇角色和劇本等，豐富學科強調的主題。Krug

與 Evron（2000）提出將藝術作為其他學科的資源，透過藝術詮釋主題，來擴大

學科的中心思想，或是運用藝術作品、科技媒體等具體的美感材料，視覺化、聽

覺化、動覺化學科核心所欲傳達的抽象概念。Goldberg（2006）也提出運用藝術

輔助學習，以學習學科的核心概念為主，藝術作為一種學習的技巧，運用不同的

形式，讓學生體驗抽象的概念或原理原則。以下分別就以藝術媒材豐富學科內涵，

以及運用媒材形象化抽象知識兩部分，分別詳述之。 

 

一、以藝術媒材豐富學科內涵  

運用藝術作品豐富學科主題，主要強調的仍是以學習學科的核心知能為目標，

所提供之藝術作品、美感素材等皆用以解釋或證明學科知識的運作，或是做為學

科知識如何應用於生活中的體現，加深對學科知識的印象。 

例如教案 f1 運用遍佈於學生生活圈中的公共藝術作為引導，讓學生能藉由

探查公共藝術的設置背景，走訪生活中路過卻錯過的地點，了解藝術品與人的關

係、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對生活環境有更深入的觀察與感受。地方感的範圍及力

量很大，地方的經驗很微妙，若無地方感則使人容易失落無主，從地方來的身分

使人產生歸屬感（教 f1），藉由藝術品的連結，最終的教學目標為強化地理科中

「地方感」的學科核心，在生活場景的體現，以及在藝術品與人的關係間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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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 a2 則在課堂中以藝術品、LOGO 設計、攝影作品等美感素材中的黃金

比例體現，實際讓學生察覺學科知識在生活中的應用程度。讓學生除了在運算上

證明黃金比例的比值由來，也能藉由藝術品的鑑賞、對生活設計的觀察，感受到

社學科知識的核心內涵，與生活、美感緊密連結的程度。對於科學家而言，理論

模型的美感大多是來自於數學美，而數學美感較之理論中其他的美感要素，具有

相對客觀的性質（教 a2）。從美感的角度切入學科核心知識，讓學生從不同的方

向審視知識的內涵，在知識的建構與技能的學習中，也增添對情意培養的學習，

以及多元角度思考的培養。 

 教案 i2 運用音樂與電影，對於國文課文〈桃花源記〉中文字的空白，透過

音響所呈現的擬音效果，如季節、雷雨等，使學生發揮聯想能力，加以反覆、對

比、討論之後得以理解（教 i2），讓學生能藉由視覺與聽覺的刺激和聯想，體會

文字中留白的美感與想像。在視覺的部分，運用電影作品〈陰森林〉探討森林與

理想世界間的關係，在聽覺上，運用多種類型的樂曲，讓學生了解在藝術中的通

感和移情作用，在文章上意象的抽換表現。藉著將聽覺的感受化為文字，豐富在

文詞釋義中，對文章的感受性和想像，深化對於文章詮釋與文字感受的能力。 

 

二、運用媒介形象化抽象知識 

應用藝術媒介或科技媒體感覺化抽象知識，能使學科內涵中，非具體所見的、

在生活中不易體現的知識，以藝術作品、美感元素、簡易的點線面圖形、聲音的

變化，或是電腦繪圖等媒介，來體現學科知識所產生的感知現象，讓學科中抽象

的概念能用具體的方式來傳達。 

在音樂上例如教案 g2 運用音樂中畢氏音律的規則及所產出的 7個音階與 12

個半音，解釋數學中平均律為等比關係，並學會使用對數運算性質及內插法，精

算出平均律的公比。藉由音樂的引導，讓學生實際體會如何從音樂中聽出數學，

如何用理性的數學算出樂理（教g2）。從音樂中對於弦長變化所產生的頻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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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到數學上的計算，藉由實際去聽出聲音的變化，體會出計算不同所產生出的

音階差異，將抽象的運算實際以聽覺的方式呈現，加深在運算過程中對於運算結

果的感知。 

同樣透過音樂，教案 i1 則是運用不同類型與季節有關的樂曲，讓學生從聽

覺中感受出對季節的想像。藉由比較音樂在不同季節中所呈現的聽覺變化，學習

將感受以文字表達，配合圖片的引導，在視覺與聽覺的刺激下，培養情感書寫的

能力。在寫作的技法上，運用白描、移步、比喻聯想、襯托對比等四種描寫技巧，

將音樂與圖像結合後以文字產生成果（教 i1）。運用聽覺與視覺，實際形象化對

於季節的認知與產生的效果，讓學生憑藉感觀上的觸發，而學習如何將感受轉換

成文字，以在不同的情境中都能適切的藉由文字表達，強化作文的技能，讓課程

兼具實用性與創意的發揮。 

 視覺藝術例如教案 a1 以色彩元素與食物作連結，強化在家政課中的核心知

識―營養的概念，透過豐富食物的色彩，了解多元攝取均衡飲食的學習目標，並

藉由色彩在食物上的不同呈現方式，解釋食品色彩和添加色素如何影響視覺和味

覺。營養除了透過科學儀器檢測，也可以藉由食物中自然色彩的平衡搭配，實際

視覺化營養的概念，讓學生掌握在日常生活中不太留意的議題。藉由色彩對營養

概念的視覺化，也能讓學生對日常生活中食物攝取的觀察，探討色彩的味覺，強

調重視食物的原色，希望同學能實踐自然食物色彩學的概念均衡攝取各色食物營

養（教 a1）。從不同的色彩中發掘其營養成分與人體健康的關係，進而能體會均

衡飲食對健康的重要性。 

教案 b1 以布料拼貼臺灣地圖為主題，透過對布料的色彩、質感、形狀等美

感素材的掌握，來連結地理學科中針對地圖的識讀，以及縣市特色的再概念化。

縣市特色是抽象的概念，雖然可用具體的實物作為代表，但若從美感元素的角度

切入，所能解釋的不只是縣市特產一類的表面特色，而可以深入表現地方所具有

的形象、特質，或實際到訪的經驗感受。培養學生在製作過程中思考與判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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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藉由與美感的連結，加深學科中需要記憶的知識。在整體課程情意的表現

上，學生說出創作的心路歷程，提升其珍惜、欣賞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素養，也強

化其內心對「地圖」的關注（教 b1）。間接促進表達能力，以及在尊重他人的道

德素養上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教案 f2 雖然是物理與音樂的結合，藉由分析音樂中聲音的

特性，解釋物理學中聲波的概念，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透過示波器的運用，實際

將聲波視覺化，讓學生更能透過看見波形的變動，體會到聲音高低變化與聲波產

生的現象之間的關係，有助於以理性的知能分析感性的情意。透過數位科技軟體

的分析，與聽覺對知性的感受做結合，使學生可以用不同方式了解自我對美的感

受，訓練學生多元思考的技能（教 f2）。 

 

以藝術媒介豐富學科內涵，以及運用媒介形象化抽象知識，是可以共同使用

的教學策略，例如以藝術品詮釋黃金比例如何運作時，同時也能藉由劃分出的比

例，繪製黃金矩形的圖像，讓學生感受到黃金比例實際的比值，與其所能呈現在

視覺上的美感。學生每天睜開眼的那一刻，即充滿感官上的刺激，不論是視覺、

聽覺或肢體動覺的感受，端看教師如何運用生活中的感官刺激規劃課程，讓學生

能真正受到感觸，並與相應的學科產生連結，深化至學科的核心。 

 

第三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美感元素之應用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美感元素的應用上，大致可分為應用美感知識的教學、應

用美感情意的教學，以及應用美感技能的教學。透過視覺、聽覺與動覺，體驗知

識在生活中呈現的方式。以下分別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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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美感知識應用之教學 

美感知識的運用上，包含從美的原理原則中，加以延伸出一些要素作為課程

主題，學科依美的原理原則為篩選依據，從本身的知識結構中，選出能與其相呼

應的內容加以延伸。例如以色彩為題，結合視覺藝術與家政學科，從生活中的飲

食為出發點，引導學生探索食物的色彩與健康的關係，和視覺與味覺的關係。或

者以比例為題，從數學和視覺藝術不同的角度，詮釋比例的概念。以下針對課程

如何運用美的原理原則加以詳述。 

 

一、美的原理原則應用 

色彩應用的部分，例如教案a1採家政科與藝術科分別以食物的色彩為主題，

將視覺藝術中的色彩與飲食文化、色彩心理學結合，在家政課堂中，現場實驗顏

色對味覺的影響，讓學生實際體會不同顏色食物的特色，以及色彩在心理上所產

生的效果，在生活中如何呈現。 

 

準備六個顏色的小熊軟糖，從某一排開始，讓學生選想吃的顏色並拿

起來吃，不想吃的同學可以放棄，當看那一個顏色最快被拿完，哪一

個顏色剩下最多。請同學發表為何選該顏色。…麥當勞公司的商標，

使用紅與黃的配色，兩種色彩會增進飢餓感、友善且令人過目不忘的

感覺。有研究認為紅色、黃色讓人更想多吃些，而藍色黑色可以幫助

節食達到減肥的目的，因為人的習性會避開藍色、紫黑色和黑色的食

品，感覺這些食物是變質或對人體健康有害。（教 a1） 

 

課程設計在第一堂課中，解釋食物含有的原色，以及不同飲食文化中對食物

顏色的認知後，讓學生紀錄一周的飲食狀況，分別針對吃最多、最少的食物顏色

進行紀錄，並於第二堂課引導活動中，加以檢討如何透過平衡所攝取之食物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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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達到均衡的飲食。 

 

韓國飲食文化認為當人的身體陰陽五行調和時，就會身體健康，因此

傳統韓國飯桌上總會看見綠色、紅色、黃色、白色、黑色 5種顏色的

料理與食物擺飾品，蘊含著促進食慾的視覺效果與營養均衡的智慧在

裡面。（教 a1） 

 

進一步地，配合生活時事之食安風暴議題，藉由食品添加物和色素對食物的

口感、食慾所產生的作用，引導學生體會人類常用視覺辨別食物，對食物性質預

測的影響，使課程能貼近生活。 

 

用新鮮香蕉及牛奶打出香蕉牛奶，倒入透明杯中，再將市面上販售的

紙盒裝香蕉牛奶倒入另一個透明杯中。教師提問：光看顏色覺得那個

好喝？點出顏色對味覺的影響。以及色素在食品加工中的重要性。（教

a1） 

 

視覺藝術課程則針對食物色彩的搭配切入，在注重健康的同時，能善用配色

的概念，透過模擬不同味覺可能的配色，設計出具有美感的菜譜，以及加深食物

顏色與營養間的關聯性。 

 

比例應用的部分，在美感上的呈現，常以黃金比例做為檢視是否符合優美特

徵的依據。而在數學領域中，黃金比例的主題牽涉到測量及運算。透過藝術領域

中，實際將黃金比例運用於藝術作品的表現，將數學的運算和測量帶入到藝術鑑

賞和生活之中。課程藉由黃金比例的測量與運算，讓學生了解自身比例與美感的

關係，從理性的角度理解美的成因，並從感性的角度，體會數學產生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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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教學順序應該先讓學生理解「黃金比例」的數學原理，才能設

計符應教學目標的實作內容。於是在課程主架構還是在攝影鑑賞實作

的原則下，先從學生挑選照片的眼光下手，從中找出數學的元素，之

後導入「黃金比例」的概念，學生從測量身高、臉部個數值後能算出

與黃金比值的差距。（教 a2） 

 

課程在第二堂課進一步地搭配攝影景框的運用，引導學生黃金比例除了能做

為欣賞攝影作品的切入點外，更能實際操作於生活攝影之中。透過學生自製黃金

比例分割之構圖參考，學習如何拍攝出具有美感的攝影作品，讓數學更實用及生

活化，貼近學生的興趣。 

 

學生首先對於數學課能夠如此貼近生活，還能用數學的角度去做感覺

挑戰很大的藝術鑑賞十分佩服；教師的佈題:黃金比例選美大會、黃金

分割拍攝人像，又碰觸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偶像崇拜及手機拍照。

所以學生光是在聯絡簿上的回饋就清楚呈現了學習數學原來可以這麼

有趣、這麼實用。（教 a2） 

 

二、藝術理論的結合 

除了美的形式原理原則之外，還有透過藝術的理論，加以整合學科與藝術科

的知識內涵。例如藉由音樂上的「八度」（octave）比例原則與畢氏定理的結合，

達到在數學中對數運算性質和內差法的學習，同時了解音樂中的平均律，詳述如

下。 

藉由音樂科與數學科的結合，教案g2以十二平均律與畢氏定理完融合元素，

從樂理知識的介紹中，帶入畢氏定理提出者―畢達哥拉斯，和音樂中八度比例的

關係。畢達哥拉斯利用不同比例的頻率，不斷實驗以接近數學上的均衡以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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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和諧之美，透過演算畢達哥拉斯實驗的過程，引導學生了解平均律的基本理

論，以及內差法的運算應用。 

在聲音實驗中，畢達哥拉斯發現，所有的聲音好像都會在頻率變成兩

倍時重複，換句話說，把一個聲音的頻率變成兩倍時，你得到的只是

「同一個聲音的不同版本」。（變成了另一個八度）….. 知道畢氏音律

當初在一個八度中找出 7個音階。（教 g2） 

 

透過美感知識與學科的結合，能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感受知識內涵，並且與

生活的連結更緊密，實際感受到知識如何應用的可能性，改變對知識學習僅應付

考試的思維，讓學習更能貼近學生的生活。 

 

貳、 美感情意應用之教學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發想時，透過藝術元素的融入，提升學科中情意較為不足

的部分加以學習，是教師常選擇的切入點。在訪視 B 國中時，諮詢委員提到，

現在的課程，不管是小學或國中都太強調能力了，以前是太重視認知，現在太強

調能力，那情意的部分呢？就是我們的美感教育（訪 b2）。因此，透過強調美感

的課程設計，使偏重認知與技能的學科能打破僵化的教學，重視課程中情意的培

養，能引發學生對學科知識的體會，進而將所得的感觸留在心中，避免考完就忘

的知識累積。教案 b2 在設計理念中即說明對國文科而言，能透過加入詞曲本身

的音樂性，結合音樂科發展流行樂曲的改編創作，將比文字的賞析更貼近學生的

生活。 

 

就國文科而言，宋詞元曲的教學常停留在文字的賞析而已，但宋詞跟

元曲是「合樂」的，它是古代的流行歌曲。如果可以讓學生也來唱一

唱宋詞元曲，而且是用貼近他們生活的現代音樂的方式來詮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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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學生印象深刻，更能體會其中的內涵及情感。（教 b2） 

 

除了透過學科本身的美感元素與藝術科結合之外，教案 i1 在課程設計上先

透過音樂的引導，觸發學生對季節的感受，藉由聽覺的刺激，體會生活中處處存

在美感，培養敏銳的觀察力與感受力。在感官的敏銳度上有所基礎後，再加入作

文寫作技巧的訓練，讓學生運用白描、移步、比喻、聯想、襯托等方法，實際將

感受到的情意用文字表達出來。音樂感受性的體會成為創作的楔子，誘發學生在

文字情感傳達上的深度，以及對寫作技巧運用時機的掌握。 

 

本課程…旨在激勵學生發揮個人思考、比較、對照、運用策略等各種

能力，透過聽覺與視覺的啟發，將聽、視、寫三者合一，創作文字並

領會文學之美。寫作課程往往僅限於文字的表達與理解，缺乏其他媒

介的協助而顯得單薄無趣，……對於學生而言是門困難的功課，相形

之下，音樂課因無關升學而較無壓力，所以困難的學科適時地加入藝

能科的輔助，讓其美感自然融入困難的學科中，又透過分組上台報告

的刺激，學生也較認真學習音樂…。（教 i1） 

 

情意的培養需要學生先具備一定程度的先備知識，才能藉由了解知識的原理

轉而從情感的角度去思考其中的情意表達。教案 b2 在學生的起點行為和教學對

象上，採用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已經完成國文科所有的課程，以及樂曲改編的介

紹。教案 i2 延續教案 i1，運用音樂感受性的刺激配合電影畫面的渲染，使學生

更能產生畫面的聯想於寫作技法中。而聯想的發展取決於學生本身的鑑賞能力，

學生需擁有較好的聆聽樂音感知能力，將更有效率（教 i2）。再者，在表達能力

上的考量，學生的先備經驗將影響成果最終在展現時，是否能不受拘束的傳達心

裡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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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在教到宋詞元曲時，如果能加進現代流行歌曲，的確可以打破

純文字賞析的困境，讓學生從改編歌詞中瞭解宋詞元曲的內涵，從歌

唱中迅速背起整首作品，教學上也可更活潑。但學生在演唱時往往膽

量不夠，無法完全表現該首作品，台風上需再訓練。…在詞曲改編的

多元性明顯不夠，雖然是第一次嘗試創作，但老師也分別已給予四組

不同方向的改編建議，原本預期能看到四種不同的音樂模式，但最後

呈現的是，四組都選擇運用最簡單的改編方法，只能說學生自我意識

強烈，但也給予音樂老師省思與調整課程教法的機會。（教 b2） 

 

透過學生的創作反饋，也能讓教師思考在情意的表現上，學生是否有所偏好

和自我認定的美感選擇，教師配合學生的能力，在未來課程的改善上，來選擇提

供多元的改編技巧或是深化特定的表現形式，讓情意的學習能更深化到學生的需

求中。 

 

參、 美感技能應用之教學 

藝術領域的課程在成果的表現上，與學科較不同的是藝術領域透過作品展演，

除了展示創作或學習成果外，也能藉由展演的方式學習統整所學的技巧、展演前

置的策畫、佈置與統籌、作品與空間的關係，以及作品呈現的效果帶給觀眾的感

受。學科領域結合藝術領域的展演實作，能讓學生親身體驗學科知能的運用方法，

透過藝術的表現形式，引發肢體動覺反覆的操作練習，取代單純的背誦學習，內

化知識為個人經驗。教案 c1 與 c2 結合英語與劇場表演，讓學生在參與戲劇演出

的過程中，學習英語的表達外，也包含異國文化的體驗、戲劇在團隊精神的展現，

以及對劇場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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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演老師的引導下，讓同學參與小組討論、上台報告以及戲劇表演，

用語言去體驗、感覺真實生活情境，藉此幫助同學以互信、體諒、真

誠的態度去面對他人，甚至更進一步從文化多元的觀點去瞭解、包容

及接納外國文化。（教 c1） 

 

教案 j2 則透過結合國文與音樂，配合地區性的文化特色，引導學生從故鄉

出發進行田野調查，探究不同原住民族群的傳說與背景故事，依此為素材學習故

事的改編與詩、詞、曲創作，最後藉由演唱創作的歌曲作為學習成果的展現。歌

曲的改編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蒐集資料和探索文化背景，經

過國文科在文字的體會與凝練的練習，也能增強歌曲的完整度與情意表現的深度，

使跨領域的連結更為緊密切合。 

 

…在籌畫合作模式及安排課程部分，雖然過程有些艱辛，但眼見在國

文課堂上無法展現學習樂趣的孩子…，在加入了自己喜歡的音樂創作

後，課堂上不再死氣沉沉、亳無生意，反而能在搜集資料，反覆討論

中，興發主動參與創作詞曲的樂趣，這是參與跨領域課程計劃的大收

穫。（教 j2） 

 

運用藝術展演的結合，活化了學科知識的應用廣度，也能讓在現有教育制度

下學習低成就的學生，透過不一樣的教學與學習方式對知識產生興趣，並且藉由

展演的表現發揮個人所長，建立自信和成就感，教師也能透過展演的成果評量，

看見學生相較於學習成就不同的面向。 

 

…如何讓孩子的創作有被看見的機會，進而建立自信與成就感，這也

是在傳統教學現場的教師將面臨的難題。…讓這些在傳統教學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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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找到學習之樂的孩子，在可發表創作，展現學習成就感之餘，更

有了重新學習的契機，這是參與此類協同教學模式的你我最樂於見到

的景象…。（教 j2） 

 

然而，應用展演實作至課堂中的跨領域課程，在展演籌畫、引導和課前溝通

等所花費的時間較長，若最終展演成果的完整度是教學目標的一部分，則學生可

能花許多時間在練習演出之外的活動中，例如道具製作、活動的準備等，容易引

起家長或導師對課程的質疑。或者學生將專注力和課程重點集中於展演活動的表

現，而忽略了學科的應用。教案 c1 在執行時即受到家長的不諒解，在以考試為

學習目標觀念仍重的教學現場，過多的活動經驗可能影響課程的觀感，流於玩樂

的印象。再者，為進行戲劇融入英語的教學，而延誤原英語教學的進度，導致影

響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外的教學品質，因此，課程實施前的雙向溝通，以及課程活

動進行中時間的安排與掌握，尤為重要。 

 

…實施戲劇教學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學進度落後。戲劇教學時數

冗長，導致段考前都在「趕課」，直接影響到教學品質。…大部分學生

的英語程度停留在國小程度，字彙量不足加上害怕說英語，導致上課

英語使用量不多…戲劇活動從排演到正式演出需要很多的時間練習，

而這常常影響到孩子的課業表現，造成許多家長的不諒解。尤其，大

部分家長只視段考成績為唯一”教學效能”依據，…，對於實作評量(例

如演戲、上台報告)抱持著”上課都在玩”的偏見，甚至對教師提出”質疑”

的態度。（教 c1） 

 

以藝術的展演實作為跨領域美感課程核心活動的教學，除了活化學科，也改

變了課程在進行與呈現時的樣貌，不同於制式的學習環境，更多了動態的學習經

 



123 
 

驗，在難以測量的學生成長中，例如自信心建立、學習成就感等，有可觀察到的

影響。在課程的前置作業上，也需要教師更為縝密地規劃時間的安排、活動的運

用等，特別是在執行展演實作對於跨領域的學科深化，是否能保有學科核心的學

習目標，讓課程能真正幫助學生不僅體驗，而且在各領域的學習中深化。 

 

由於節慶教學並非原教科書內容，未來若能加強主題與英文科特定學

習內容(例如相關字彙、句型、文法、歌曲等)之間的關聯，將可更強化

其語言學習的廣度與深度。（教 c1） 

 

跨領域美感課程所應用之美感元素，往往不只單一面向的使用，而是配合課

程的教學目標以及相應的學科內涵，加以篩選和調整美感的元素及使用比例。課

程設計團隊在選擇應用何種美感策略進行跨領域結合時，需呼應課程設計的核心

理念，以及考量學生的先備知能，對於美感較不熟悉的學科教師，在如何應用美

感產生連結、可應用何種元素來設計課程上，需要藝術教師扮演關鍵的角色。除

了提供藝術知能的增能，也需視課程進行的狀況，適時調整美感元素的含量及融

入方式，使美感能深入學科的核心內涵，幫助學科打破僵化，接近生活。 

 

第四節 跨領域美感課程其餘議題之分析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建構的過程中，除了如何運用美感元素於教學策略或課堂

示例的呈現之外，也因其在教學現場的不普遍與實驗性質，而有許多相應的議題

產生。本節針對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時所產生的相關議題，包含跨領域美感課程

的評量，以及其他實施過程的相關議題討論，以下分別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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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評量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評量，可以透過評量方式和評量的依據兩個面向進行討論，

分別列點敘述如下。 

 

一、評量方式 

教師在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的評量時，在評量方式上有多元的呈現。符合

當代教學評量趨勢中，以學生學習為主之多元資料導向以及意義追尋導向，能避

免教師打分數的偏頗，將評量與學生個人的意義建構產生連結（林小玉，2016）。

常見之評量方式主要配合藝術領域之課程設計，採取實作、展演、自編學習單、

教師觀察表、口頭報告，以及運用影音紀錄學習成果等。自編學習單是普遍課程

採取的檢核方式，用以檢視學生在課程階段中，學習結果的形成性評量。口頭報

告是普遍課程作為總結性評量的方式，除了檢視學生的學習精熟度，也從中評量

在分組合作、台風表現以及對時間的掌握。在評量的配分比例上，會運用同儕檢

核、分組合作及學習參與度，做為學習成果的評測依據。 

教案 a1 在評量的方式上採藝術科與學科分開，針對學生不同的實作成果進

行評量。在家政科的評量上注重學生能應用色彩與造型要素在飯糰設計製作，將

表現精熟度從 A 級的能多元應用各種視覺藝術形式於創作上，至 E 級未達水準

分為五級。藝術學科主要針對學生運用色彩於粉彩紙剪貼之食物設計創作進行評

量，採教師評量與學生自評、他評家總，教師評分如同家政科將精熟度分為五級，

學生自評與同儕評量部分，則從造型、配色、剪貼技巧、資訊構想、小組討論、

作業投入六個方向，提供 1~5 分的個別評分。 

教案 b1 將評分方式分為三類，分別是上課參與度、作品製作成果以及特別

加分，前兩項結果以 100 分計，特別加分另計 10 分。在上課參與度部分，根據

教師觀察學生情況給分。作品製作成果以學習單、口頭報告、自製地圖與縣市小

圖樣呈現的結果等，分別從用具準備、區域特色運用、美感元素以及作品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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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度予以給分。特別加分部分，分為同儕評量，透過學生互評以及各小組上台

報告的代表，從台風、報告內容和時間掌控三面向特別予以給分。 

測定程度的方式，有分等級的評量和以分數為依據的評量兩類型。以等級作

為學習成效劃分的課程，參考教育部心測中心的學習成就評量規畫，從 A~E 分

為五個等級的精熟度，避免學生對分數的計較和壓力。以分數作為評量程度的方

法，使教師能細緻區分學習內容的重點計分，以及學生學習詳細的優劣勢，有助

於日後教師針對不足的部分加強，或是修改課程的參考。  

多元的評量角度，顯示出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評量方法，大多能跳脫傳統教學

所採行之紙筆測驗的範疇，而以藝術領域多元評量的方式為評量依據。多元的評

量方式除了活化學生學習的評鑑方式之外，也能透過不同的角度，觀察學生各面

向的特質。如同 Eisner（2007）所提出的，藝術中多元的表達方式和評鑑方式，

作為課程的評量方法，其目的不僅是讓學生產生新奇的學習動機，而能從多元的

評量中讓學生表達個人特色，和產生創造性的詮釋，以發展超出課程預期的的目

標，和一般測驗難以測得的能力。 

 

二、評量依據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教學案例呈現中，以多元的檔案評量或學習單為主要的課

程檢核方式。在學習成效的檢核上，國中階段之教師參考教育部心測中心所設計

之學習成就評量，將學習精熟階段分為五級，並自訂符合跨領域美感課程學習成

果的細部規準。例如教案 d2 針對課程所產出之山水畫評量，對應不同程度的表

現標準，細分出不同等級應達到的評分規準，依此作為作品成果評量的依據，評

分規準參見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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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0 教案 d2 評分規準表 

等級 A B C D E 

 優秀 良好 通過 不足 落後 

對應

表現

標準 

充分運用適當

媒材技法來表

現自己作品。  

能運用適當媒

材技法來表現

自己作品。 

僅能大致使

用媒材技法

來表現自己

作品。 

僅能嘗試採

用媒材技法

來表現自己

作品。 

未達 

D 級 

評分

規準 

整體畫面具有

乾濕濃淡變化

之皴紋肌理，皴

紋 有 條 理 美

感，作品構圖造

形表現出太魯

閣國家公園之

山石特徵。 

畫面具有乾筆

墨色變化之皴

紋肌理，皴紋清

晰，作品構圖局

部造形尚可表

現出太魯閣國

家公園特徵。 

畫面有皴紋

肌理，配合山

石輪廓清晰

可見，作品構

圖局部造形

尚可表現山

石特徵。 

畫面具有山

石輪廓，紋理

效 果 不 明

晰，山石構圖

特徵單調。 

未達 

D 級 

表格來源：教 d2 

 

高中階段的評量規準較多元，在課程精熟度的檢核上，以學生是否按照課程

設計之學習單，進行體驗、心得撰寫、以及口頭報告的完整度、台風流暢等，做

為主要的評鑑標準判定。另外，同儕檢核和學生自評，也是課程評分的依據。例

如教案 h2 透過教師自行設計之學生自評表，了解學生在構圖、作品滿意度上的

自我檢核，並予以教師評量加以對照，讓學生和教師能共同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是否達到課程目標，自評表參考表 4-4-2。 

教案 j2 在評分規準的設定上，將學生互評分為三個面向與 A~C 三個等級，

評分角度包含成果表現開場是否能清楚說明內容，講述者運用修辭法，以文學且

具藝術性的口語，清楚而流利地介紹樂曲之文本及歌詞所表達的意涵（教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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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音樂表現力的部分，從音樂表達是否具有力度令人感動，歌手和伴奏搭配的

默契等切入評量。最後在台風方面，依據在台上的自在表現程度給予三個等級的

劃分。除了在學習單、同儕評量、參與度觀察等課堂中實施的評量之外，教案 j2

搭配教學觀摩時的成果表現，請觀眾一同參與學生表現的評分，讓課程評量的依

據有更多元的判斷面向。 

 

表 4-4-211 教案 h2 自評表 

 

表格來源：教 h2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評量的依據上，除了能依照教育部所公布之學習指標，參考教

育部心測中心規畫之評分規準，加以套用在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外，還需要教師研

擬出針對所設計的跨領域課程，分階段的設計學生學習成果的評量規準。針對課

程內容設計適當的細部評量規準，在教案中是較少呈現的面向，課程大多針對評

量的大方向，以及預期評量學生何種成果給予定義，實際在課程的評量上，學生

須達到何種程度的精熟，或是作品須達成的完整度、在跨領域知能運用上的連結

緊密程度，是跨領域課程在評量設計時，必須面對的難題。如同林小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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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跨領域美感課程評量方面的需要克服的問題，跨領域課程之教學評量無法純

粹透過評量技巧的改善而完整，必須針對課程、教學以及評量三者間的關係，進

行全面的檢視和配合，互相比對以改善課程的實踐循環。教師對教學評量的專業

性也影響著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評量設計，多元的評量方法的設計，有賴於教師自

身對於教學評量的在職進修。再者，藝術領域教師善於發展自編評量，而視特定

的指標評量感到束縛而有抗拒感，例如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核心素養、領域學習目

標等。事實上，標準參照本是對於評量標準的事先研擬，可協助教師沙盤推演學

生的評量成果，並讓教師於評量前釐清教學目標之比重。 

評量在諮詢委員給課程設計教師的建議中，時常被提出。包含在課程發想階

段即應連同如何評量學生所學納入完整課程規劃中，可把評量作為教學形成的紀

錄，對學生學習情況的收集（訪 f1）。又或是對於學生達成目標的檢核與評量的

設計，如何評量學生作品或表現達到某種程度的美感標準可再思考（訪 a1）。以

及形成性評量比總結性評量更重要，老師們希望在最後看到學生在知、情、意、

行上的那些部分，可從此些部份去作評量規準（訪 f1）。由此可知，學生透過跨

領域課程的學習，是否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需要教師於課程設計時，將評量的

議題一併考量，並較為嚴謹的設計學習目標，研發評分的規準，以及思考如何檢

核的評定標準。特定規畫之評量規準也提供教師在與學生家長和行政人員溝通上，

建立更為一致的教學目標。 

 

貳、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其餘議題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運行的過程，除了在教學策略和美感元素的運用

上，是課程研發團隊關心的議題外，更有在教學時間點的配合、課程研發團隊的

組成，以及在學校行政端的配合度等議題，以下分別就此三方面需著眼的議題敘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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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時間點的配合 

在教師反思教學過程和在公開會議上反映的問題，常見到針對跨領域美感課

程之配課問題提出回應。在計畫預定的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對象，是以學科教師

在學科中實行為主。反觀在教案的呈現中，包含了在學科中實施、學科與藝術科

分別實施、在藝術科中實施以及另尋時段實施四個方向。 

在學科中實施的教案，最關心的是課程進度的問題，從一校兩循環的教案設

計中可以發現，跨領域美感課程經過一年的循環，兩個學期的課程仍在嘗試摸索

的階段，除了需要針對美感的元素進行融入，是學科教師較為陌生的地方外，改

變教學方式對學生學習的深度仍在試驗中，是故課程設計的內容不會太過深入學

科知識的核心，或含納過多學科本來預定教授的內容。因此，在課程的規劃上，

傾向於將跨領域美感課程視為多出原定學科內容的額外授課，教師勻出授課時間

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後，需再針對原授課時間預訂的內容進行趕課，以符合學

期考試與升學的需求。 

分別在學科與藝術科實施的跨領域課程，有主附屬的分別，若以學科為主要

實施的場域，則藝術學科將針對課程中學生較不足的美感經驗或美感素養，配合

課程的發展，以及學科教師的需求從旁輔助。若以藝術學科作為主要發展跨領域

美感課程的平台，學科領域作為補充課程主題所規畫的相關知能，在課堂中加入

的知能學習仍以本科的教學為重心，和美感的關聯性較為薄弱。學科與藝術科分

別實施跨領域美感課程，對於教師而言較容易確立自身學科在跨領域美感課程中

的定位，鎖定需要投入的知能含量，在課程的進度上也較不易受到影響。然而誠

如在課程實施模式章節主題式課程中所述，分別授課的模式，需要學生自行透過

美感的橋樑連結兩個領域，在學生對跨領域美感融入所學習到的知能深度，需要

教師互相配合加以引導，以及在評量上如何評定對附屬學科的學習，需要教師更

深入的討論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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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科中實施跨領域美感教學，因不受考科限制的影響，教師在設計課程

時能有較大的彈性空間，並且在學期中的時間安排，不容易受到段考的影響。然

而，藝術領域在一周的教學時數相較於學科領域，時數偏低且會有隔週實施的情

形，對於課程的連貫性以及一堂課中所能設計的內容，需要教師花心力在引導活

動時，幫助同學複習回想，可能壓縮課程後續發展活動與綜合活動的時間分配。

此外，在學生參與度上，也會因藝術領域非考科的影響，上課態度相較於學科領

域，不夠專注投入，影響課程的教學成效。教師在藝術領域課堂中實施跨領域美

感課程，則需注意透過媒材的運用或科技媒體的輔助，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

習興趣，引導學生不以考試為最終學習的目標。 

另尋時段實施跨領域美感課程，可能發生於高中的選修課程，或是運用其他

空白課程的時間授課。在其他時段實施的課程，不受限於學科領域和藝術科領域

原定的教學進度，在課程設計的廣度與深度上，也有較大的彈性空間，有助於不

同領域教師協同教學，以及探討不同領域相結合的可能性，而不被考試需求所限

制知識領域的授課內容。在其他教學時段實施的課程，實施對象可能來自不同班

級的學生，在學生先備能力的掌握上，需要教師在課程進行中，依據學生的學習

狀況調整課程目標。在學生的學習意願上，也可能受到非考試科目的影響，需要

教師在引起動機上，多花心力與巧思。 

 

二、藝術與學科的比例權衡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藝術與學科的比重拿捏上，是教師在發展課程初期容易產

生疑惑和困境的地方。在《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

的規畫中，是以美感作為跨領域課程的核心，去「輔助」和「活化」學科的學習。

藝術領域作為融入美感的提供者，應該深入到甚麼程度，或提供多少輔助，甚至

占課程的多少堂數，都是教師不斷討論的議題。對於課程的規畫的意見中，諮詢

委員提出跨領域課程雖是跨領域的合作，仍應先確立學科課程的主體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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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援用可提升學生美感的策略，進行整體課程的研發（工 c3）。若在課程中將

藝術作為課程發展的重點，過多地讓學生藝術實作或進行藝術相關的活動，則容

易讓學科的核心失焦，使學生認為課程是以藝術領域實作為重點，學科知識是輔

助的內容。課程的最終目標是要將數學（學科）融入於無形，但不能失去數學（學

科）本身的精神元素（訪 a2）。 

此外，在學科中並不是所有的單元，或是一個單元中所包含的所有內容，都

適合與美感結合。學科老師在尋找素材與藝術結合，在學科與藝術的份量上不好

拿捏外，要變成一堂課或變成教案也較為困難…（訪 a2）。因此，若選擇將美感

融入於原階段的教學內容時，則需考量單元的適切性，或將美感元素分散於不同

堂課的不同時間點，零星散布在學科的不同單元中。藝術教師在輔助學科學習時，

需要關注的面向，諮詢委員提出以下角度供教師思考： 

 

除了鑑賞的角度之外還有甚麼是我們需要了解的？要思考到底我們

參與的部分到哪裡？最後我們要呈現的樣貌到甚麼程度？課程上面

還有甚麼可以發展？（訪 b2） 

 

選擇適合於學科的美感素材、融入時機，以及融入的比重，是需要藝術領域

教師和學科教師，花時間共同討論和研擬的議題。 

 

三、課程研發團隊組成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教學研發團隊，以藝術領域的教師作為核心，尋找不同領

域的學科教師進行合作。在教學現場，教師對於不同於以往的教學方案進行研究

的動機，可能有老師本身的意願、地域性的差異、考試引導教學，或是受到學校

類型的影響。重視升學考試的學校，同樣重視課程能立即產生的教學成效。在教

學現場，考試影響教學的情形仍然存在，學科教師在課程進度的安排，也深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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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影響，必須在相應的時間內教完符合考試範圍的內容。因此，在考試範圍外

的實驗課程設計，需要教師額外花心力、時間進行研究與討論，影響老師的課程

設計意願。 

相對地，願意進行課程研發的教師，往往身兼多職，在各層面肩負繁忙的工

作，對於課程的研發與實施、跨領域間的共同討論等，可能成為教師的負擔。再

者，學校現場教師兼任行政的工作變動頻繁，教師未必能每學期都能專注於課程

研發，或是運用行政資源幫助課程的發展。不穩定的工作量，也影響教師在決定

是否接受參與課程研發團隊的意願。 

 

四、學校行政端配合度 

除了跨領域的教師是團隊的一員外，學校行政人員，也是跨領域美感課程設

計團隊的成員範圍。行政團隊的支援以及校長的支持，影響課程是否能順利推動

背後的助力。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設計時，可能有課程程度不符合課程設計團隊參

與教師所教授的年段，或是在校外探查、活動展演等課程內容產生相關的支援業

務。如此，則需要學校行政團隊協助教師配課的安排，或是在相關場地申請、公

文支應的協助，才能讓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大膽帶入豐富的課程活動。而校長

的支持，也是影響教師是否能持續設計實驗課程的最大助力。 

 

五、教師的生活覺察 

透過美感的跨領域課程，在美感的融入上需要學科老師對自身的學科有所反

思之外，老師本身對生活的觀察和對美的感知，是影響課程是否能貼近學生生活

的關鍵。不論是藝術教師或是學科教師，在課程的設計過程中，應用貼近生活的

實例，能激發學生覺知到生活和知識連結的程度。而對生活中美感的體察，也能

讓教師思考從不同角度詮釋自身學科知識的可能性。跨領域美感課程的發展過程

中，透過計畫支援個性舉行工作坊，讓教師有機會藉由工作坊接觸到在地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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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科專家、專業領域工作者等，拓展在藝術方面的知能，也開拓對於學科知

識在不同層面應用的廣度和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例如教師在工作坊的心得中提到，透過學科專家提供美感在學科中發展的可

能性，讓我們幾位相關領域的教師，除了忠於原本教科書上的知識教學外，亦思

考如何將數學（學科）能更貼近於我們的生活之中，亦即更貼近生活的美感之中

（工 a5）。透過藝術工作者實際闡述藝術實踐的過程，也能讓非藝術相關領域的

教師打破對藝術的既定印象，而能有新的見解。對美感完全不行的我，在聽完這

次插畫家林老師的演講，讓我對插畫突然有了新的感觸，…我才知道每張插畫都

有他要講的故事，也有他的堅持，…（工 h4）。藝術工作者體現出對於生活的觀

察，以及環境土地的關懷，不但讓藝術不局限於精緻藝術的範圍，也拓展學科教

師對於藝術與生活結合的新視野。如同教師對於工作坊的心得，…對於插畫家有

著一種僵化的想像：就坐在工作室中，從文字去思考要畫甚麼。……林先生在我

們面前展現了如何以他的專業將對土地的關懷付諸行動，我覺得這點對學生們尤

其重要，…（工 h4）。 

藝術領域教師也能透過符合課程主題所設計的工作坊，從不同的面向思考自

身在教學上的定位，以及未來能給予學生的知能，提升教師對於生活的關懷。例

如教師在工作坊進行後，對自我的反思，我試問自己：九年歲月中，在這充滿原

住民生活足跡的環境裡，我是否曾融入他們的生活環境？…而區區一個高中音樂

老師，除了熟悉的音樂基底還可以給這些孩子們什麼？（工 j4）體現出教師除了

在教學內容上對學生的影響，教師本身對生活的態度以及重視的生活脈絡，也影

響著教師在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上的深度。 

 

綜上所述，在跨領域美感課程建構的過程中，其實驗性質產生的多元面貌，

是改變僵化的教學現場重要的因素，也是能呼應《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

課程開發計畫》在計畫目標中所設定的，透過藝術教育與美感元素多元包容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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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活化各學科領域知識或做為知識間的橋樑，整合知識學習的完整面貌。然而，

在實驗的過程中所伴隨的議題，視不同學校的性質、教師意願、行政團隊氛圍等，

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課程在設計過程中的穩定性，也是跨領域美感課程後續是否能

永續經營的條件。在教學現場課程設計團隊中，教師個人對生活的覺察和學習的

意願、教師間的配合，以及教師與行政人員間的協作，都影響著教師在課程設計

上專業的發揮，和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與完善，也考驗學校組織在領導和配合上

的溝通。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課程設計上的完整性和適切性，非教師一人所能完全

包攬，本段所述之課程相關的其餘議題，與課程方案的設計和實施相輔相成，是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設計時不可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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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以《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為研究對象，目的

在探討計畫於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執行期間所產出之跨領域美

感課程方案，其所涵蓋的課程方案模式、教學策略應用、美感元素應用，以及衍

伸的其餘議題。本章綜合前述之文獻資料與研究結果，與相對應之研究問題進行

整合，陳述結論、建議與研究者省思。第一節將針對研究結論加以敘述，第二節

延伸研究結論，提供相關之建議和省思。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將梳理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以回應相應之研究問題。分別從領域分布

與實施模式的特定性、實施策略的多元性與實驗性、美感元素的多元性與靈活性

以及實驗課程於教學現場的發展性四個部分，加以彙整結論。 

 

壹、 領域分布與實施模式的特定性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中實際實施，體現出在學科與藝術科分布上具有

特定傾向某些類科，以及課程實施模式傾向於採用特定的模式，茲分述如下。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之科目分布不均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實驗階段，教師容易從習慣著手，或已有經驗的學科進行

配合，對於以美感為核心的跨域課程之科目選擇，顯示在學科和藝術科的分布上。

在學科的分布上，以文科為主要的結合對象，顯示出國文的文學和社會領域，在

美感的融入上，是阻礙較小的選擇。在理科上，存在著理性知識難以與美感結合

的偏見，然而一旦成功地融入美感於課程設計中，則容易顯現出課程的特殊性，

更容易使學生產生好奇和新鮮感，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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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藝術領域的科目分布上，偏重於視覺藝術而較少出現音樂和表演藝術，

特別是表演藝術，僅在國中階段有所結合。除了顯示出視覺藝術在教學現場的普

遍性，以及藝術中的大宗學科，也呈現出教師在運用美感教學的選擇上，以視覺

為主要的考量對象。雖同為藝術領域，但視覺藝術、音樂和表演藝術在感官的運

作上，分別代表視覺、聽覺與肢體動覺。透過不同的藝術融入，能刺激不同感官

的感知和覺察，能培養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不同面向發展。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案例實施模式之慣性傾向 

透過分析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案例，在實施時所發生的時段、教學目標與課

程設計模式，可以將課程實施模式歸納為三大類別，分別為：多學科統整課程、

帶入原定階段學習以及分離式的單元。學科與藝術科分別針對同一主題授課，透

過主題的引導，學生分別從學科和藝術科中，學習到主題相關的知識內容，以及

美感的內涵。然而如何將美感應用於學科知識上，若教師不主動給予學生連結的

參考與可能性，則較難讓學生體會美感在學科知識中的體現。 

學科教師將美感知能帶入原定階段之課程內容，是跨領域美感課程最終能發

揮藝術教師輔助學科學習的實施模式。在規劃上對於學科教師而言較為困難，除

了排課的技術上問題，也包含原定內容關係到升學所需具備的知能，在升學壓力

下，美感的融入可能占用課堂時間，影響教師的教學成效。然而，當教師熟悉美

感融入學科的操作時，適時於課堂中和美感與生活作結合，就能有效地活化學科，

並透過美感對於解答的開放性，培養學生多元的思辨能力。 

折衷於多學科統整與原定學習內容的結合，分離式的課程實施模式使學科教

師在學科知識中，分離出一學習單元加以融入美感。此教學單元可能作為複習或

與原定授課內容無關，而是以學科知識的角度界定學生應習得的知識，或是可與

美感融合的知識。對於實驗課程開發階段，教師透過分析自身學科的特質和具有

美感連結的部分，不受限於教科書中對於知識的限制，而能發展跨領域美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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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性。在時間的運用上，也需要教師留意課程的實施，是否會影響原訂課程

的執行，以及額外設計的課程，對學生與教師的負荷程度考量。 

 

貳、 實施策略的多元性與實驗性 

美感做為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的核心，在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策略中，具

有的多元與實驗性，如何連結學科，以及教師運用何種教學策略在課堂中是本段

企圖回應的問題，分別列點敘寫之。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美感策略之實驗性 

藝術領域在跨領域美感課程中，擔任拓展美感的角色，藉由不同的課程統整

模式，在其他學科的關鍵概念和原則中，連結與共享美感元素，藉以輔助學科的

學習和活化知識領域的界線，並拓展藝術領域對於課程發展的視野和創造新的價

值。透過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為途徑，藝術領域憑藉本身和美感的相關性，提供

學科在美感知識上的資源。運用藝術領域中的實作、展演、批判思考等創作過程

的技能，協助學科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運用不同的課程活動設計，多元化知識

建構的途徑。再者，藝術領域本身在情感方面的培養，引導學生能藉由體驗美感，

學習感受力、美的共通性和多元性，以及從微觀的角度，學習個人觀點的表達和

詮釋。 

從藝術教育課程統整的角度來看，跨領域美感課程能將藝術透過美感元素，

作為其他學科的資源，從不同角度詮釋課程主題、學科知識，或是觀念上的探討

與釐清。藉由美感的連結，學科能與生活議題產生關連性，擴大學科從單純的知

識累積，逐漸引導學生探索新知、思考意義，以及應用知識的重要性。以解決問

題為導向的課程，也讓學生能發現美感和學科知識的實用性，從美感的角度重新

審視學科知識，讓知識的建構能透過美感的覺察，轉化原本對學科知識分類的方

式，使學生能感知到知識除了記憶之外的吸收方法。更甚者，能運用具有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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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彙和思考，讓知識建構產生個人的意義，而在課程活動的參與中能有更深入的

體會。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教學策略之多元性 

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問題討論與創造性思考教學、合

作學習式與專題討論式教學、教師共備與協同教學，以及網路資源體驗學習的具

體操作性教學策略之外，也應用了美感教育中的探究式教學。透過提問引導學生

對於美感和學科知識連結的思考，對多元解答的包容性，打破以往正確解答的概

念。經過探究的過程引發解題的學習興趣，將感覺與想像具體化、形象化，並從

實踐性的詮釋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程度。相較於以往講授式的教學方式，學生在

跨領域美感課程中需要動手做的事、動腦思考的情境，以及需要親身感受的體驗

增加，讓學習不只是單向的吸收累積，更是需要在過程中不斷對知識滾動挖掘，

為了達到學習建構的目標，在課程上的多元策略，是必須審慎考量和多方實驗運

用的。 

從知識、技能、情意等不同面向考量教學目標，能夠確保課程是有目的性且

連貫的架構。從教案中可以發現，在知識、技能、情意上有具體的教學目標，則

教學活動中可以根據目標的達成與否，靈活地進行課程的即時修改。且在情意目

標的建立上，配合美感的融入，相較於以往講述式課程，在教學過程中會是教師

較為注重的面向。若教學目標是大方向的提出課程希望達到的層面，則在教學活

動的過程中，較難檢視學生是否有依循著教學目標，達成教師預期的教學成果。

對於美感的體驗和情意面向的評量和檢核，也更難具體的了解學生所達到的深

度。 

在課程設計時，除了建構課程目標及思考妥善的教學策略之外，也須因應學

生先備能力而有所調整。教師的妥協大致上分為兩種，其一是為達到較豐富或水

準較高的成果，配合課程而選用程度較好的班級，選擇將跨領域美感課程發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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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資優的班級，在有一定的技法水準之上，再加以融入學科的概念和知能。其

二為在教學進行中，遇到學生先備能力不足以至於無法達到原先設定的學習目標，

轉而改變原先設定的教學成果，改以學生熟悉、容易操作的媒材，或是減少原先

預定學習的份量。 

兩種方向的調整各有優缺，前者能使教師負擔降低，能專注在如何融整跨領

域的教學，以及更豐富學習成果的展現，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資優班級的學

生，比起普通班級的學生獲得資源較多，也具有一定的美感水準。然而占大多數

的普通班學生，相對之下美感學習的課程較少，在素養的提升方面也較資優班的

學生需求更為迫切。後者教師因應學生程度調整課程內容，使得課程更為符合學

生的能力及需求，能讓學生較適當地達成學習目標。然而在調整課程的過程中，

教師需經歷課程的變動性，相較於以往單一學科的課程，跨領域美感課程包含了

學科教師所不熟悉的美感素養，以及美術教師所不熟悉的學科知能。因此，對教

師而言需要更多的溝通，校內課程發展團隊是否能良好的運作，在此發揮很大的

作用。 

綜上所述，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尚屬實驗階段，所發展出的實施策略

具有多元與實驗性質。教師在實施課程時，須適度地修改對課程結果的期望值，

若急於達成同時具有深度與廣度的豐富課程，並期望學習的成果豐碩，在配合學

生能力而調整課程的同時，可能產生不如教師所預期的現象，從而使希望透過跨

領域美感課程改變教學的教師，喪失繼續研究課程的動機。 

 

參、 美感元素的多元性和靈活性 

美感元素為核心的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師運用不同的藝術領域，使課程具備

多元性以及靈活性。在美感元素和策略的應用上，與多種領域的學科結合，也顯

示出藝術領域在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上，包容多樣性與發展可能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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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美感元素運用具有靈活性 

以視覺藝術而言，可提供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融入時的美感元素，包含點、線、

面、構圖等藝術語彙、美的原理原則、藝術鑑賞以及藝術理論等素材。以音樂而

言，包含音樂鑑賞、詞曲創作、樂理等素材。在表演藝術上，包含劇場知識、舞

台設計、演出呈現等元素。透過提供與學科關聯性高的美感元素，可以刺激學生

具體化美感的知覺於課程中，或是藉由藝術實作的再現手法，實際操作美如何呈

現於學科和日常生活中。在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教案中，依據學科所提出可能與美

感相聯的部分，藝術教師則輔以相應的美感素材，不但多元呈現相關的課程內涵，

也能取材於生活中的美感，從中讓學科知識因美感的介入而更加生動，促進學習

的動機之外，也提升知識運用的靈活性。藉由擴充或發散課程主題在生活中的實

踐，讓學科和美感的融合提供實用的特性，甚至於對未來推論的可能性。 

透過分析課程方案的美感應用，可以看出實踐美感元素於學科領域產生的連

結性，以及課程目標的多樣性。在視覺藝術上，由於圖像具有多種訊息和脈絡化

的特質，學生藉由重組或複製地圖、圖表、美感原則等，讓學科知識更容易形成

印象，有助於透過視覺化的圖像整合複雜精密的學科連結。在音樂上，透過音樂

鑑賞，學生直接以聽覺刺激情感的變化，有助於情意目標的引導，並透過詞曲創

作，培養藝術表達的能力。在表演藝術上，戲劇的展演是能周整多元學習活動的

領域，透過肢體的律動與表達，不但整合學生在知識上的學習，也能在舞台設計

或服裝道具上，與視覺藝術和音樂做結合。 

另外，在藝術輔助學科教學的部分，藝術教師提供相關美感元素供學科教師

豐富課程，在藝術領域本身，不只是能作為輔助的媒介，從提供知識、技能的角

度切入時，也要注意藝術學科本身的主體性，例如多樣化的提供不同方向的藝術

鑑賞、圖像的詮釋，或從不同派別、風格所呈現出不同的創作樣貌，讓藝術領域

不只是藝術資源的資料庫，或是機械化的實作練習，而是讓學科有不同的藝術選

擇，來深化學科的核心。藉由設定教學目標，除了能明確界定學科與藝術科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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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合之外，也能讓課程透過美感的投入，重視藝術學科強調的情意價值培養，

藉由藝術中的感知訓練、情感體驗、換位思考等策略，讓美感與學科的學習經過

形象化而更為有感。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中藝術領域之應用策略具有多元性 

藝術家在凝聚想法形成創作的過程，是跨領域美感課程能與以引用的策略。

例如透過景物描寫或重製培養觀察力和分析應用、擴充與發散聯想，培養多方面

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在親身體驗和實作中培養感受力。藝術創作不只是媒材的體

驗，透過創作能探索社會文化與自我定位，配合教學目標為出發點，應用創作過

程的部分手法，使學生能學習使用不同於學科框架中的思考模式。從美感的角度、

藝術領域的角度以及自身經驗的角度，去理解學科的特質，審視理所當然存在的

客觀事物的價值和意義，不落入文化壟斷的思考。並且在不同領域的變換之間，

能保留藝術領域的特性和主體性，促成學習的遷移類化至不同情境，以及生活的

脈絡中。 

美感元素提供多種融入的可能性和延伸性，然而在應用策略上，若將美感的

融入層面重點放在藝術實作，以實作作為評量學習成效的主要依據，則容易受到

作品技法好壞和完整度的影響，而讓藝術領域主要著墨在創作精緻、完整的作品

上，與學科連結的緊密度可能變質。如此，將無助於學科知能的深化，在知識的

融整上有所切割，讓課程成為換個主題創作藝術作品，而不是真正在藝術及學科

的內涵中，透過教師的設計規劃而有所連結。除此之外，學生可能將跨領域美感

課程的重點放在製作精美的成品，而不是去思考或建立學科與美感的連結，在分

組合作的學習上也將受影響。因此，實作的應用重點、置入比例，以及作品的呈

現如何評量，是教師需要與學生詳細說明和解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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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跨領域美感課程於教學現場的發展性 

十二年國民教育對於跨領域課程的推動，以及以核心素養作為教學目標的課

程改革，即將改變教學現場的授課模式。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的實驗，

能看到實驗課程在教學現場的發展性，讓教師預先嘗試在教學法與課程設計上的

革新，為教師自身增能，也思考如何適應學校的特質，以及因應不同教學現場的

需求。 

 

一、課程演化與評量之發展具有實驗性 

從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兩個循環的實驗中，可以看出課程在摸索中逐漸成形的

過程。第一循環的課程尚在摸索階段，教師從能做甚麼、可以與什麼學科合作開

始，主要的發展方向為應用藝術領域中的情意面向，提升學科在情意層面的開發

和感受，也藉由提問刺激，讓學生思考知識可以如何呈現美感，以解決教學現場

中所觀察到，學生對生活以及學科無感的情形。教師發散思考教學現場所可行或

所需的課程，或是與原本進行中的特色課程、校本課程連結，擴大課程核心至美

感的整合。在摸索階段，課程所呈現的核心主題大多不是在原預定的課程進度中，

因此，對教師與學生而言需要投入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在適應與吸收跨領域的知

識連結。 

至第二循環時，教師從第一循環中學得經驗，雖在學科的變動上幾乎與第一

循環是不同的領域，但藝術教師仍是課程的核心發起人，能引導團隊改進第一循

環中發現的問題。在課程內容上，從第一循環的發散式思考課程可以融合的議題，

轉向能與學科進度以及知識核心聚攏，從靠近學科核心的小單元開始，實驗跨領

域在提升學科情意之外，其他的知能學習可以如何輔助。在學科多樣性上，第二

循環的課程也漸漸向不同學科開展，在第一循環的課程中，僅一件以理科作為跨

域對象的課程，然而在第二循環，可以看到更多如數學、物理等理科的嘗試，試

圖打破理科強調理性難與感性結合的既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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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部分，在評量方式的選擇上，課程皆能多元的運用，例如學習單、自評

表、教師觀察、創作成果等。然而評量不只是要有，而要能回應課程的教學目標，

關注適合評量並具代表性的部分，真正測得學生的學習情形，以及知能建構的深

度，從中看到學生的個人價值，和評估課程後續發展的特色。因此，評量的規準

是很重要的部分，多數的課程在評量的部分，僅考量到要使用多元的方式進行，

而在評量的規準上，較少能根據課程的目標，設計細部鑑定的依據。教育部心測

中心所設計之學習成就評量，是較大範圍而周整的提供評量的建議，細部依據各

課程的教學目標，需要教師詳細地建構評量的規準，以及配合不同領域對於必須

學習到的核心素養，釐清課程目標及教學比重，制定相關標準。如此，才能顯示

出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專業性，並且在與家長、導師、行政人員等的溝通上，成為

有力的依據。 

 

二、考試文化於跨領域美感課程推動之影響 

在現有的教學體制之下，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實行時，不得不受限於原有的考

試制度與考試範圍。從教師對課程的反思、在工作坊和訪視會議提出的議題，皆

反映出實驗課程在教學現場受到的種種壓力，包含學科的進度壓力、家長對成績

的要求、藝術科的堂數不足、課程時數的壓力等。顯示出教學現場對於實驗課程

的包容性，隨著升學的需求，對於新型態的課程在教學的成效上，仍採取保留的

態度。而在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時，教師保持做實驗的態度，發想出不同於以往

授課內容的單元主題，也受限於不在考試範圍中，而影響到授課、配課的品質，

和學生的學習動機。間接地，可能影響教師選擇可以與美感連結的部分，以不影

響考試為主的單元，或外加的補充教材，而不能達到真正深化學科核心知識的內

涵。 

對於學生而言，非考試範圍的課程可能產生鬆懈、不認真面對或是玩樂的心

態，可能影響跨領域美感課程在評量時，是否能真正評測到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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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在思考、情意、態度等層面的學習，也受到影響。因此，在學生的學習狀

態上，需要教師與課前先與學生達成溝通和共識，建立有利於課程發展的態度，

讓學生了解考試不是唯一的學習目的，而能從長遠的角度看待學習。而在升學氛

圍濃厚的教學現場，還需要面對家長對跨領域課程的看法，對實驗課程的學習成

效，教師除了妥善地進行雙向溝通外，還需要提供相關的依據，例如全球課程發

展趨勢、跨領域美感課程在多元能力的培養，以及輔助學科學習遷移的教學目標

等，改變家長對於學習僵化的認知。 

 

三、教師生活經驗與跨領域美感課程團隊合作之影響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統整方向，包含了己課統整、己我統整與己世統整的多元

面向。己課統整牽涉到教師所擅長的學科專業，在己我統整與己世統整上，則需

要教師多方的引導，牽涉到教師自身的生活經驗，以及在不同領域間知識的豐富

性。教師豐富的感受力，對於日常生活與知識連結的敏銳度，是跨領域美感課程

在建構中對教師的考驗。不管是學科教師對美感的增能，或是藝術教師對學科知

識加以思考融入的可能，都需要不同領域的共學，透過深度的對談和腦力激盪，

以學生與生活為中心互相探索與建立連結。再者，提到與生活經驗的連結，會激

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究興趣，其中可能包含教師不了解的部分而被學生問倒。因

此，需要教師改變權力集中者的形象，適度下放知識授予的權利，而讓學生能有

所發揮，並和學生一同對新的領域進行探索與共學。 

跨領域美感的課程不同於分科式的課程，需要教師組建課程研發團隊，分別

提出各領域對於美感的想法，形成共識並共同對於不熟悉的層面進行探索和進修。

除了教師之外，學校的行政團隊背後的支持，能讓教師在課程研發時，更無後顧

之憂地嘗試多元的發展可能，往往課程無法順利實施的因素，例如授課教師的配

課、課程研發團隊共同時間的搓合、校內設施設備的借用等，都需要透過行政團

隊的配合。教師透過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從個人的課程改革漸漸走向與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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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行政人員的連結，促成校內的團隊合作，強化學習革命的力量。 

 

第二節 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以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教案為核心，輔以課程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紀錄與

文本，探討跨領域課程在教學層面的策略、美感應用，視覺藝術層面的元素與應

用，以及課程相關之議題討論。本節將針對跨領域美感課程整體提出建議，以及

研究者個人的省思。 

 

壹、 建議 

實驗課程在發展的過程中，除了課程與教學的研發，尚包含課程後續的推廣，

以永續課程改革的推進。因此，本段將分成三個部分，從課程與教學、課程推廣，

以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言。 

 

一、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教學與建議 

在課程方面，跨領域美感課程對教學現場的教師而言，仍屬於新的嘗試方向，

在九年一貫時，教師可能嘗試過跨領域課程，但以美感作為核心融入，則是較罕

見的發展。再者，幾乎沒有學校在參與計畫前，對設計跨領域課程的方針有完整

的課程研發團隊，故在教案的開發上，常會有藝術元素與學科知識份量比重、課

程實施的模式、與藝術議題聯結等需要磨合與摸索的過程。諮詢委員在審查教案

時，針對課程設計也提出不應偏重藝術而忽略主科學習的目標，而是以藝術引導

主科學習。讓加入美感元素的主科更能發展多元的學習目標，引發學生對知識的

主動探索，促成學習的遷移。故在設計課程時，除了將藝術作為實作工具，也可

延伸至藝術創作、美感議題思辯、藝術批評等，較高層次的運思培養中。 

另外本研究所選取的跨領域美感課程教案，是課程在《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

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實施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成果產出。檢視藝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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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布的部分，從教案的跨領域結合科目中，可以發現視覺藝術的比例大於音樂

與表演藝術，其中又以表演藝術最少，且集中於國中階段的跨領域課程中。由此，

顯示出在美感課程研發的過程中，傾向於運用視覺藝術作為開發新型態課程的推

手。以及教學現場可能在音樂以及表演藝術的師資上，有分配不均的問題。視覺

藝術與音樂、表演藝術雖然同為藝術領域，但在藝術的表現上，具有不同的特質，

所能培育的感官也不相同。因此，在未來課程設計的方向上，建議可以嘗試透過

音樂和表演藝術做為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核心，融整出與視覺藝術結合的美感課程

不同的面貌，豐富課程在知識、情意與技能上多元的開發。 

教學部分，除了將課程目標實際應用在課堂中，並因應學生學習情形作調整

之外，更需要注意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的實施方式及實施時機。讓跨領域教

學不僅止於實施，而是能透過教師設計相關的評量來檢核課程是否落實，了解學

生從課程中所運用的思考層次，能結合主科知識對藝術領域有深層的文化理解，

或是美感經驗之學習。有妥善的建立評量的方向和規準，能對跨領域美感課程在

增進學習成效上有具體的評估，使實驗課程在後續的發展推廣，以及面對外界質

疑時，能有具體的成效檢核加以立論證明。藝術教師應善用自身的優勢，在美感

跨領域的教學中，引導學生透過藝術多角化的學習，拓展視野、活化學科概念，

將藝術領域的核心價值淺移默化地加深加廣個層面地學習。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推廣建議 

在跨領域美感課程推廣層面，除了能將現已執行完畢的課程，永續發展至現

階段的教學現場之外，更可以對同領域不同單元，或是不同領域的學科互相合作，

讓美感的教學能夠普遍散佈於各領域之中。而透過校內跨領域課程研發團隊的組

成，在共享資源以及學科間互相激盪的機會增加，更能促使美感教育藉由不同形

式，融入至其他學科的教學中。除了在校內的推廣，校外推廣上可以與姊妹校、

結盟學校等進行教學觀摩，互相討論跨領域美感教育可行的方向，以及共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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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鄰近學校能一同對課程改革研究產生熱情。 

再者，教師可將跨領域美感課程結合其他藝術教育計畫，拓展美感教育資源，

或是延伸發展至在地的美感教育課程規劃中。透過與地方政府的教育計劃相結合，

將美感連結至在地化的教育中，發展課程對地方美感的認同、文化上的認同，將

美感元素深根至學生的日常生活，從日常經驗學習藝術與生活知識的結合，激盪

更多跨領域發展的可能性。 

 

三、跨領域美感課程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第一期《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所產

出之課程教案為研究的主要文本，探討跨領域美感課程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運用

的教學策略以及美感元素。主要的研究重點放在課程的開發，以及開發過程中所

浮現的相關議題，對於課程所能引發的學習成效，是後續可以研究的議題。在學

生的層面，是否真的依循跨領域美感課程所預期，能改變學習的方式，在美感、

感受力、創造性與批判思考等能力上的提升，以及對實驗課程的看法，除了透過

教案中教師的回饋以及學生心得，也能從訪談、後續追蹤等角度進行探討。在教

師的層面，透過研發設計跨領域美感課程，對於教師在專業成長上的影響，是否

引導教師進行轉化與增能，又或是在課程開發上的負荷問題，都是可以再深入探

討的面向。 

此外，《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持續開展，第

二期的實施範圍拓展至全臺各縣市，實施對象也從中等階段，延伸至小學以及大

學的師培體系。在第二期的教學研發成果上，與第一期有何差異，在教學現場的

磨合中，是否產生其他的議題，又或是課程研發團隊的組成，對學校內部氛圍的

影響。教師方面，教師是否能從第一期的研發經驗，持續滾動精進於第二期的課

程研發，也是後續研究可以進行追蹤與探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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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省思 

自教育部推行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以來，在教學現場推動許多以美為發展核

心的課程計畫，《教育部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也是其中

的一環。透過計畫的推行與支援，現場教師能有經費的挹注、課程研發的諮詢，

以及其他相應的輔助措施，希望提供教師在面對教學現場，藝術領域教學不正常

化的現象中，有能夠拓展美感核心價值的管道。然而，縱使藝術領域教師有滿腔

熱血投入課程改革活動，在課程的研發、團隊的組織、設計過程、課堂調配，甚

至是與計畫相關的經費核銷等，都面臨種種的困難與挑戰。加上教學現場長期受

到考試引導教學的氛圍影響，美感的重要性被非考科的既定印象所淹沒，往往在

許多社會問題或環境觀感中，體察到美感的重要性時，已缺失了培養美感教育的

時機。 

即使如此，透過研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教學，藝術領域的教師能從中發掘藝

術教育新的管道，以及藝術學科的創新價值。學科領域的教師能透過美感的角度，

重新審視教師自身與學科的關係、學科與生活的關係，以及學科與學生的關係，

讓學科的存在意義不只停留在要給學生多少知識量，而是透過課程能給學生多少

素養的累積，讓學科知識內化為生活的態度。有鑑於十二年國教對於跨領域課程

的重視，跨領域美感課程的實施，如同預先讓教師實驗如何建構跨領域課程，培

養教師在實際的課程設計中，學習不同於以往的教學方法，能夠對未來課程可行

的方向有所想像。透過美感設計的跨領域課程，是教學現場可以開發研究的課程

設計方向，也期望跨領域美感課程在教學現場的播種，能深根並永續的在課堂中

創造美感教育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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