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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進入藝術才能美術班（以下簡稱美術班）就讀的孩子，最初基於對畫畫

的單純喜好，多由家長觀察到孩子的興趣，或是國小階段由老師觀察到孩子的藝

術專長與能力。家長支持孩子發展興趣學習的情境下，多數進入美術班就讀的孩

子會先進入畫室學習考試技巧，便通過考試制度進入美術班就讀。理想狀況下，

進入美術班就讀之理想為長遠成為藝術相關專業工作者。藝術才能班之理想的長

期目標為培育國家所需之藝術人才，課程理應不侷限於繪畫技巧的學習，應包括

各種藝術學知識，以及相關之跨領域學科。

       然而，各學齡階段之美術班在術科教學內容上，卻是長期反覆練習素描、水
彩、國畫、書法、設計、創意等幾個考科，為了爭取下一階段能進入美術班的機

會。國小階段的目標是國中美術班，國中階段的目標是高中美術班，高中美術班

的目標則為進入大學美術相關科系。為了不斷地通過考試，美術班學生甚至在就

讀的同時，還在畫室持續練習術科技巧。若是術科之繪畫技術表現佳，則被認定

為具有美術表現能力的適性學習。學習過程少有協助學生更精緻的進一步探究個

人興趣特質，或是生涯價值觀等課程內容，作為發展視覺藝術相關行業的探索。

美術班研修美術創作彷彿等同培訓美術創作者之長遠未來。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前，藝術才能班並沒有課程綱要或施行標準，各種鑑
定方式也時常具有爭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發布之後，

更因基礎學科時數較少，引發藝術才能班學生在基本學科之學習內容上，可能有

損藝術才能班學生之學習權益。縱使如此，適性揚材的目標卻是此時課程綱要強

調的內容之一。藝術才能專業學習不應侷限於術科技巧訓練，每一位美術學習者

的個人特質和興趣性向皆具有差異，宜協助學生進一步理解個人性向與能力，輔

以藝術精進專業之職業內容的理解。

       許多一個階段以上就讀美術班的學習者進入大學美術系就讀之後，因本身繪
畫技術精熟，對於大量而長期的重複學習感到興趣缺缺，學習動機受到影響，學

科學習也因為長期的基本學科能力較弱而影響學習自信。每一個高等教育美術科

系畢業生都能理解，每一屆畢業生在畢業十年後能小有成就以藝術為業者寥寥無

幾。縱使大學部課程架構包含藝術精進專業之相關課程，卻多半點狀呈現，學分

數不高，使大學美術系學生要在大學畢業之後從事相關之精進專業，具有專業知

能不足的問題。因此，許多美術系高年級學生思考生涯發展之未來時，多半存在

著對於長遠發展藝術生涯走向的困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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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江學瀅專家學者專欄

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之生涯發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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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學者專欄/《��才����學⽣之⽣涯發展�討》

       當代藝術學習不再受限於藝術創作。時代發展之國家所需藝術精進專業人
才需求與過去不同，卻似與長期的藝術才能培訓並未接軌。首先，藝術才能培

訓過程，缺乏職業訊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沒有機會理解藝術精進專業之職業

特質。再者，藝術才能培訓過程甚為重視創作技巧培訓，相對忽略進一步的個

人特質之理解與探索。上述兩條件相加之下，既不理解個人進一步的興趣特

質，也不了解藝術精進專業之職業內容情況下，高中以下階段投身於美術創作

技巧的訓練，還具備著考試升學的目標，大學之後極易產生藝術精進專業之生

涯抉擇的困惑。

       以視覺藝術而言，精進專業種類多元，包含各種媒材之美術創作、美學研
究、美術史研究、美術理論研究、美術鑑定、文物保存、美術行政、美術經

濟、美術教育、藝術治療等，皆需要不同特質的美術學習者在理解個人特質與

興趣之後，作為生涯抉擇與長遠精進學習之參考。上述精進專業需要不一樣的

基礎能力，例如，相關美術學研究極為仰賴語文能力，閱讀邏輯更能幫助研究

探究過程之脈絡思考。又例如文物保存的學習需要化學知識，藝術經濟的學習

需要基礎數學能力，藝術行政的學習則需要組織與管理能力。創作的層面上，

當代創作形式極為多元，傳統繪畫媒材已非唯一展現藝術本質之工具。平面繪

畫轉為3D立體列印的過程，須具備將平面繪畫轉回幾何立體造型組合的能力，
並需擁有撰寫數學程式的邏輯思考。版畫或膠彩畫創作過程，工具與顏料操作

過程較為繁複，需要相對的耐心與恆毅力。整合各種科技媒材的新媒體創作，

更需要理解各種科技的應用。

       素描、水彩、水墨、書法或創意繪畫這類傳統的基礎創作方式，並非不重
要，而是須於術科基礎培訓中，兼保有各學科的基礎能力訓練。因為當代的藝

術才能視覺藝術專業培訓，不再受限於這類傳統素材，有太多專業相關的知

能，需要學科基礎能力的配合。上述由藝術精進生涯發展之觀點探究藝術才能

美術班發展時，提供學生、老師、家長、教育政策制定者思考，國家未來需要

哪些藝術精進專業人才。        
       如何幫助每一階段的藝術才能美術班之優秀學子皆能依循個人特質、興
趣、性向，在視覺藝術的基礎學習根基之下，發揮潛能邁向適性發展的多元豐

富之視覺藝術精進專業，實為藝術才能班之相關人員亟需思考的問題。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跨領域美感教育以Arts代表的藝術領域為核心出發，串聯跨科學習為設計
理念，期望學生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推動，獲得更全面且創新的學科及藝術

學習歷程。以藝術媒介、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與藝術資源等作為活化、輔助與

融整其他學科學習的媒介、資源與策略及主軸，建構「以藝術為核心」(arts-
based)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自2014年起跑至今，經過前兩期的開發及深耕階
段，目前第三期則著重於推廣。據此，我們結合種子學校、師培合作大學三方

的力量，在1至16的教育階段中，透過課程融會藝術知能，活化學科教學；培
育學生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並進一步厚植其核心素養，期望最終能夠落

實我們推動全民美育的理想。

參考網址：

https://www.inarts.world/

���知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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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

　　 「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是一個教育部的校園改造計畫。
為了提升台灣校園美感，我們運用設計進行實踐，讓設計思考的概念不只導入

校園、更導入教學的思維，我們網羅各領域專業人才，以設計驅動教育現場的

創新。本計畫的核心在於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帶著師生一起，在習
以為常的亂象中發現問題 (Discover)、用共創的形式定義問題 (Define)、並
借專業之手找出解決方法 (Develop) 改造環境以解決問題 (Deliver)。透過建
構美感學習環境，落實校園生活中的美感教育。

       計畫於2019年首度辦理，經過專業的評選機制，從各種校園常見標的物
著手，透過改造設立美感校園的標竿，共同為下一代思考、打造符合時代趨勢

的學習空間。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d2VX7k

藝術才能班-可申請經費之計畫彙整
主任　簡俊成

https://www.inarts.world/
https://aew.moe.edu.tw/project/Design_Movement_on_Campus#/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含資賦優異)課程創新計畫申請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才能班活動實施要點

       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學生透過校際或跨領域聯合展演，展現
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促進觀摩學習與交流，精進藝術才能表現能力。

       擴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藝術與美感活動體驗機會，培育藝術欣賞之基
本素養，豐富美感體驗，發展跨領域視野。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p1mW6l

       教育部為精進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之創新與實踐，強化
支持系統，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並連結中央、地方及學校運作機制，規

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創新計畫。

       實質審查基準包括計畫內容之「特色與創新(40%)」、「可行性與完整 性
(40%)」、「資源整合與運用(10%)」、「組織與運作(5%)」及「經費合 理性
(5%)」等。預計徵選45所學校(國中小30校、高中15校)，並於審查後函知結
果及補助額度。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1Zg2Zp

04

��才��-可申�經費之計畫彙整                      

 

教育部「藝師藝有―鼓勵學校延聘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計畫

       鼓勵學校聘用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交流藝術專業領域知識或技能，並
進行配合教學課程或活動，以推動融合在地藝術與文化資產為目標。

       配合本計畫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邀請在地文化工
作者或傳統藝師，針對學校既有課程或器材資源，規劃融合在地文化或傳統藝術之

課程，藝師需親自於課堂上指導與教學，並與該校藝術教師配合進行協同教學，需

規劃橫跨上下學期，至少40小時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課程，可邀請一位以上專業
藝師，辦理長期教學或文資踏查等相關課程，擴展在地藝文學習領域，將教學成效

回饋學校，精進教學並呈現學習成果及心得回饋，為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與

學校建構相互合作與對話之交流平台，以利傳統藝師與學校間的資源相互支援，促

成在地文化與傳統藝術傳播與文化傳承。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1Zg2bX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56
https://www.schoolandcollegelistings.com/XX/Unknown/420244718784519/%E6%95%99%E8%82%B2%E9%83%A8%E8%97%9D%E5%B8%AB%E8%97%9D%E6%9C%89%E8%A8%88%E7%95%AB


臺灣藝術教育網/藝拍即合

       文化部與教育部共同推動文化體驗教育，邀請藝文團體、藝文工作者及藝文場
館發想更豐富多元的文化體驗內容。經過3年累積研發能量，110年文化體驗課程
上架149案，讓學校有機會進行文化體驗，讓藝術文化向下扎根。
        110年上架「藝拍即合」課程包含民間團隊、藝文工作者及文化部所屬場
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體驗內容多元豐富。在民間團隊及藝文工作者部分，包

含歌仔戲、布袋戲、現代戲劇、舞蹈、相聲、北管等精彩內容，視覺藝術方面除了

畫作、色彩、行為藝術等主題外，財團法人蒲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亦推出「視

覺障礙雕塑體驗」，提供視障生進行雕塑體驗。工藝方面，包含木藝、雕塑、玻

璃、金工、藍染、陶藝、竹藝、織品等類型。文化資產方面，包含家將文化、歷史

走讀等。文學閱讀方面，包含阿美族神話閱讀、以繪本討論新移民議題等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1872.arte.gov.tw/application_list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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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872.arte.gov.tw/application_list_index.aspx


藝術才能班課程前導學校計畫成果分享

�才�⾯⾯�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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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才能班學生之課程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理念與目標，依

據總綱之精神，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裨益各教育階段間之連

貫及各領域/科目間之統整，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
學習與生活之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之全人發展。南門國中於107
學年度參與執行北區國中藝術才能班課程前導學校計畫，進行新課綱專長領域

課程轉化設計，持續透過核心素養的實踐，提升藝術才能優異學生之藝術能

力，培養具有實作、分析、應用、鑑賞、創造等多面向之藝術基礎人才。

前言

計畫內容與期程

一、實施藝才班課程項目

      （一）音樂專長科目：藝術專題。
      （二）以上科目課程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藝術才能班課程之研定辦理。

教師 高瑀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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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才班課程轉化之策略方法

 　   （一）藝術才能班課程之轉化:
藝術才能班「藝術專題」課程的轉化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包括：「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使學生能習

得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
將「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九大項目轉化，融入「藝術專題」課程設計，提供學

生活用與實踐所學的機會，並關注學生的內化以及學習遷移與長效影響。

　　 
　　（二）藝術才能班課程試行之策略方法:
 藝術才能班「藝術專題」課程試行之策略方法是透過實踐力行以彰顯學生的
全人發展，除了合乎認知、技能、情意的教育目標，更重視教學的歷程與結

果。教學策略除了講述、實作、示範、練習、問答、賞析、合作等一般教學

方法，也適時採分組教學、協同教學、個別教學等特殊需求之教學方法。 
　　

　　（三）以甘特圖方式呈現各工作項目之執行進度:

 �才⾯⾯�/��才��課���學校計畫成果�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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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成果

辦理專家諮輔會議 新課綱試行之公開觀課學生上課情形

德國柏林韓德爾中學管弦樂團至本校交流演出 辦理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

提升參與學生上台分享發表的專業能力 參訪台中歌劇院.由專人導覽深入認識演出展館

 �才⾯⾯�/��才��課���學校計畫成果�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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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才��課���學校計畫成果�享                        

跨域課程分享

一、聲波分析及創作:結合科技資訊融入音樂教學，利用平板及編曲軟體實現智
慧行動學習，並將抽象的泛音概念以實際的聲波分析器顯示出來進而創作。

高瑀婕老師公開授課

課程名稱:聲波分析及創作
教師個別指導學生以ipad進行
聲波採樣

頻率及泛音分析圖

二、幸福國度桌上遊:將音樂欣賞及音樂史課程結合桌遊與密室逃脫遊戲化教
學，無紙化電子圖卡設計能嵌入音樂檔，且內容融入地理、歷史、語文及人權

議題的學習，刺激多元文化及國際理解的素養。

 

上:教師指導遊戲規則
下:學生進行活動

《芬蘭頌》桌遊圖卡，以

keynote軟體製作
內容結合地理、歷史、

語文、人權議題等素養

計畫執行之省思

    　透過試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從實踐過程中能落實
適性揚才，也能培養具有終身學習及國際視野的現代優質國民。素養導向課程

之教學成果更具有量與質的效益，呈現學生、教師與學校皆獲益的三贏局面。

顯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值得全面施行。

   　 課程前導學校計畫由全體藝才班教師與行政同仁皆投入許多心血，群策群
力從過程中不斷地討論與修正，更感謝專家學者的投入與提供課程發展與施行

的方向，使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精髓得以試行成功與體現，期待全面實施後能

有機會與其他學校進行課程分享交流。



美術班工作室課程規劃探詢

�才�⾯⾯�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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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深加廣課程是108課綱中的一項轉變，而美術班該如何來面對呢？
　　台北市立復興高中為了增加學校教育現場的動能，每年都會申請競爭型計

畫，例如高中優質化、均質化及行動學習…等，讓學校更有充足的經費與設

備，去推動教學並活化教育現場，本校美術班也為了能更加順利銜接108課綱
的課程變革，於107學年度統整了現有的計畫資源（107年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才能班課程前導學校計畫與107年度先鋒計畫-子計畫數位創作）、在校內師資
與行政的協助下，開始嘗試在美術班內，以『創作工作室』型態開設為期10小
時的微課程，讓高一跟高二學生進行混年級式的授課方式，並邀請了美術科、

藝術生活科、生活科技科與外聘業界講師，共同開設6種不同屬性的微課程。

計畫執行方式

　　計畫初期，先在科內取得共識，並與行政端討論執行的可行性，最終再綜

整了師資、設備、空間之後，敲定了在每周三下午7、8節，利用高一、高二展
演實務課程時段，每周2小時的課程，並與家長、學生說明課程內容與用意，
取得家長與學生參加的同意書後，再運用本校多元選修的選課方式，讓美術班

高一跟高二學生依志趣序進行6門微課程的線上選課（其中除了「Arduino基
礎互動設計」為進階課程，無法提供給高一學生選），最終選定要上的微課

程。

　　此次共開設6門各10小時的創意工作坊課程，以每周上課2小時的方式進
行5周的課程，課程分別為（1）創意琺瑯設計（2）角色公仔雕塑（3）創意
編織（4）Arduino基礎互動設計（5）雷雕小夜燈（6）創意漫畫擂台，課程
概述如下表：

教師　孫俊彥



生活科技科

李紀箴老師

介紹公仔藝術製作與多樣表現形態，以及學習泥塑公仔造型之結

構力學與骨架製作技巧。

美術科

高昌湧老師

互動裝置觀念建立，利用Arduino開發板創作互動音樂裝置。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概述

藉由切割銅板作造型設計，並運用琺瑯作表面彩繪的方式進行創

作。

藝術生活科

孫俊彥老師

創意琺瑯設

計

角色公仔雕

塑

美術科

簡俊成主任

創意編織
美術科

王琪羿老師

認識編織藝術並了解線條與顏色間的搭配效果，再進行創作。

Arduino基
礎互動設計

雷雕小夜燈
介紹現今商品設計之流程概況，並運用Illustrator繪圖軟體進
行雕燈具的設計並完成燈座與燈具之組裝。

創意漫畫擂

台

漫畫家

林耀煌老師

藉由業界講師的直接授課，刺激學生的創意發想，讓學生可以了

解漫畫界的運作模式並將經驗傳承給學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學生練習填琺瑯 初次燒成後的樣子

 �才⾯⾯�/���⼯作室課�規劃�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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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過程

　　我所負責的課程，是「創意琺瑯設計」課程，對於學生來說，琺瑯與金工的

結合，是看過、聽過但沒有做過的一件事，因此學生是抱著來探險的心情來學

習，想要在這場探險中找到一份寶藏。因為是新嘗試，前期課程除了相關知識的

導入與安全規範之外，也先進行了簡易的實作練習，先畫好設計圖後，在切好的

銅板上練習將琺瑯填入預計的位子，並進行窯燒，讓學生了解琺瑯需要再多少溫

度會從顆粒狀變為液狀，也熟悉一下填琺瑯的注意事項。

　　中期課程從練習在銅片上切割直線與曲線開始，對學生來說就是場試煉，銅

板鋸歪、鋸絲鋸斷等狀況百出，這讓學生了解，要學習一項新的技能，是需要花

很多功夫去不斷的嘗試。

初次練習用金工鋸來鋸銅板 大家的成果



省思與結語

 �才⾯⾯�/���⼯作室課�規劃�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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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就是每個同學綜整能力的呈現，依之前所學到的經驗，讓自己設計

的銅板造型與琺瑯共舞。最後進行彼此的交流心得。

最後的成果 作品細節

　　要用10個小時學習一項新技能是困難的，但這樣子以『創作工作
室』型態的課程規畫，主要是讓學生對於藝術的表現與材質的多元探索，

及加深加廣的機會，日後對於選擇大學校系時也越益明確，於創作素材上

的運用也能更加多元，而混年級的方式，也讓彼此創作經驗能有所交流與

衝撞，這些對此次微課程的施行，是很正向的效果。

　　而我最喜歡看到的一幕，就是當他們的作品從窯裡面拿出來，眼中閃

爍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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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融入藝才課程～讓學習暨生活又專業

　　過去，教育著重於知識的學習；現在，108課綱更在乎學生運用知識
的能力，也關注學習與生活之結合，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激發學生對於

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並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舞蹈才能班強調全人的培育，落實全人教育之精

神。教師們發揮群體智慧與合作，運用每一位教師的專長與觀點，一起激發課程

與教學的創意，老師們依據課綱將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延伸安排與生活之結合，

規畫課程內容教學目標設定相對應的學習任務，在校內師資與行政的協助下，運

用校內小額經費、社群經費、桃園市客家事務局經費等，去推動教學並活化教育

現場，銜接108課綱的課程變革，帶領孩子學習更多面向的知識，在不同舞蹈科
目嘗試將媒材融入舞蹈課程中以「札實基礎」為核心主軸，運用媒材融入「多元

結合」，將舞蹈藝術深化在專業及創意之「能力展現」。雖無大計畫經費來源，

但每位老師都能善用不同經費來源，將課程巧思變化讓媒材與舞蹈基本動作結

合，以供學生深化融入運用，以下介紹桃園市復旦國民小學舞蹈才能班舞蹈課程

執行經費來源及課程分享：

（一）運用校內小額經費實施芭蕾課程：

　　課程名稱：蓬蓬裙(TUTU)手作坊。授課教師／楊評媛老師
       課程內容學習為自己設計蓬蓬裙(TUTU)，運用紗網面料手作蓬蓬裙並於期
末考試時穿上自己製作的TUTU展現自己。

新課綱變革亮點：

1.不只學知識更要學素養。
2.學習跨領域，貼近生活情境。
3.高中生可以跨校選修課程。

新課綱變革重點：

1.深化基本學力。
2.以學生為中心，各校發展特色。
3.跨領域推動主題是統整教學。

特教組長 葉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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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動手實作現今時下流行的時裝蓬裙，讓學習者貼近當

下生活情境，因此學習的動機及意義感提高。

（二）運用社群經費實施現代舞課程：

　　課程名稱：現代舞與核心肌群訓練。授課教師／葉宛芃老師、謝宛霖老師。

   　引導孩子從關心自己身體肌肉為出發（觀察力），進一步提升肌力及肌耐力
是可增加其穩定性（超越力），整合核心肌群與現代舞動作的結合（自學力），

最後樂於分享（表現力）。

　　學生了解身體核心肌群的肌肉群帶入課堂及平時用語中，讓學生熟記肌群

的專業用語。

讓學生實際體驗學習與生活連結，關懷身體、想像身體、運用瑜珈磚媒材成為生活與

專業的環環緊扣。

楊評媛老師材料說明與製作，學生專注學習。

學生完成屬

於自己第一

件TUTU，
當模特兒展

現蓬蓬裙成

品。

期末考

試時穿

上自己

動手製

作的

TUTU
展現自

己

。



2.以客家文化底蘊作為基礎將客家拳招式為媒材，融入中華民族舞動作結合運
用，並配合音樂展現創新之風格。

�才�⾯⾯�/�材融��才課�〜讓學��⽣活⼜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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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桃園市客家事務局經費實施中華民族舞課程：

課程名稱：客家方口獅。藝師師資來源為桃園在地傳統客家文化藝師劉文珍藝

師，協助班級授課教師／葉宛芃老師、龍佳羚老師、謝宛霖老師。

 1.將方口獅傳統客家藝術融入學習，對在地傳統文化有更深入體驗與認識深耕
在地課程。

　　客家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產物，其中滲透著民族的心理氣質特徵，

桃園市復旦國小運用學校與在地情境的優勢，以客家文化的課程讓學生學習在

地家鄉情文化，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更呼應現實生活，讓學習者覺得學習的意

義感提高。

（四）運用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教學設備補助計畫」添

購舞蹈書籍，結合本校語文教育閱讀特色，將舞蹈結合閱讀教育，發展舞蹈才

能班閱讀教育特色，我們的閱讀開啟了靈感學習與專業呈現。授課教師／楊評

媛老師、龍佳羚老師、謝宛霖老師。

　　教師教學策略：講述1.閱讀文本訊息2.提取討論訊息3.詮釋整合訊息。學
生各小組專題報告及個人實作學習單。



教師執行歷程心得與感想

（一） 老師們依據總綱之精神，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在課程
上提供學生多元體驗與探索，學習內容又與生活結合，學生在運用老師給予媒

材訊息的同時，當學習者經由被賦與媒材與舞蹈動作結合運用任務進而產生責

任感時，學生的自發性學習就此展開。

（二） 對12 年課綱藝才班發展的想法：教師除了將原有的專業根基穩紮教育
外，還須將時下社會趨勢結合，將專業本質繼續承襲，讓學生習得專業本質下

的同時，更能展現多元的能力，而這能力是隨時代發展能隨時應用的知識。

（三）發展在地文化課程對我們來說是復古又新穎（創新），既要超越傳統同

時，傳統又是不可少的，在這課程的作品裡我們希望能傳遞、傳承，一個融合

文化特色的課程與作品必須（應該）是經得起時間的發展。

（四）杜威：「教育即生活」。十二年國教108課綱的重大信念是期望學生從
生活經驗中學習，學習與生活之結合，在學習觀點上，知識(舞蹈)是來應用
的，從應用中展現能力，在展現過程中進而薰陶內心，昇華自己的態度呈現帶

著走的能力，以達符應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

養。

芭蕾小公主／作者：陳美妙

出版社：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芭蕾課

授課教師：楊評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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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桃妹／作者：江明恭

繪者：江明恭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中華民族舞課

授課教師：龍佳羚老師

瑪莎·葛蘭姆~舞出新世界／
作者：張燕淳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現代舞課

授課教師：謝宛霖老師

講述、實作、示範、賞析學生

專題報告

講述客家文化傳承、學生實作

學習單

講述瑪莎·葛蘭姆、學生實作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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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創新計畫申請之經驗分享)

二、Hope Music創新課程計畫的緣起及意義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小創始於民國48年8月，在民國81年獲教育主管單位指定
為管樂實驗小學，並同時成立音樂班實驗班也真正落實音樂紮根的工作，為板土區

推動音樂的搖籃，作育英才無數。音樂班於民國99年轉型為藝術才能音樂班，至今
已成立30年。後埔音樂班除參與全國音樂比賽經常獲獎無數外，更不定時在校內外
有展演的機會，深獲各界人士的歡迎與喜愛。

　　板土區唯一藝才音樂班首選、擁有優質內外聘師資、完善的軟硬體設備、學術

科課業並重、雙導師悉心教導、親師溝通良好、系統化的音樂課程、制度化的體

制、校內外表演機會多、課內外活動豐富、大師班講座多元、就是要給後埔國小藝

才音樂班的孩子們完整的音樂學習環境。

一、後埔國小音樂班概況簡述

　　後埔國小現任校長謝治平校長某天遇到我便說：「有份第一屆藝才班創新課程

的計畫，你寫看看，若有通過，會有政府提供的50萬經費來完成計畫，你就試看看
吧！」

　　長官的一句話，我內心小劇場上演，我的惡魔之聲想著：「第一屆創新課程計

畫？這樣就都沒有能參考的範本，從無到有，要生出兩年的計畫，感覺不簡單，我

的白頭髮又要暴增了。」但另一個天使之聲又翻轉了想法：「我是音樂系及課程與

教學研究所畢業的背景，平常教學點子那麼多，要發想音樂類的創意課程應該不

難，而且音樂班人數需要增加，用些有趣的課程來增加曝光率也很好啊!」跟自己對
話一段時間後，決定接受這份挑戰。

　　去年七月暑假拿到公文和規定格式後便開啟戰鬥的靈魂，讓我每天陷入做任何

事情、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事物都在發想創意課程的漩渦之中，從生活中尋找素

材，把想到的、看到的、可用的做個紀錄，但一開始資訊太過零散，需要自己消化

和聚焦，將各點、各線構成片面，從各片面中建立主軸核心，在計畫截止前熬了幾

次夜，退回來修改一次後，終於在十一月時確定計畫通過。 
　　計畫名稱中的Hope Music，是取英文的Hope和後埔的諧音為發想，而
Hope Music有兩種意涵，一是代表後埔音樂班的班名外，二是一種對未來的期
許，希望音樂之美能夠深耕校園，讓後埔國小成為處處有音樂聲以及有音樂素養的

學習環境，既可以推廣音樂班亦可以讓音樂深植孩子心中，陶冶心性。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小
藝才音樂班召集人   許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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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ope Music創新課程計畫的目標

(��市�橋��埔國⺠⼩學經驗�享)

　　近年來音樂班的人數驟降，學校積極思考該如何讓音樂班的多元性經常被看

見，除了加強招生宣傳力外，另外就是讓低年級學生能利用音樂班的師資在學校

學習樂器，向下扎根。音樂班在校園的能見度，除了校園每年定期舉辦的表演活

動外，鼓勵學生能夠當校園音樂大使，傳遞音樂的美給全校學生，認識樂器、演

奏曲目，透過不同的主題讓音樂成為校園共同的話題。

       創新課程的每學期目標，是固定利用週三早自修，集合四個年級的音樂班學
生進行每週不同主題的額外知識及活動，課程的規劃是以音樂為核心，與部定課

程和校訂課程的各領域課程延伸的安排，主要是由四位術科導師一同規畫課程內

容，帶領孩子學習更多面向的知識。

       創新課程規劃的二大終極目標，一是後埔國小首創校園兒童音樂劇的展演，
結合戲劇、舞蹈、音樂、藝術領域，一年一齣兒童音樂劇，邀請各類專家一同打

造屬於音樂班四個年級特有的大型展演活動於校園中，二是科技與音樂的結合，

透過資訊知識與音樂知識的結合，教導學生如何編譜、編曲創作，讓未來音樂學

習可以藉由媒材或APP展現特別的音樂能力。此兩大最終目標不僅可以讓音樂班
的學生學習到較全面的音樂劇課程及音樂課技課程外，也期望將音樂班的知名度

被拓展，吸引更多人加入音樂班這個大家庭。

四、Hope Music創新課程的教學大綱
       (僅提供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週次安排)

圖1:創新課程理念示意圖

【備註】每個創新課程的發想，建立在各領域的知識「基礎」，領域和領域間的

知識結合「融入」，經由不斷修正「轉化」的過程，將音樂之美「深耕」於校

園，深化在學生認知中。



　　

課程名稱 音樂與各領域之連結(含部定及校訂)
授課年段 三~六年級 每週節數 1(週三早自修)

學習目標

將音樂層面的知識融入到音樂班部定及校訂課程中，並且透過創新單元的規畫讓

音樂深入到校園之中，也讓音樂班學生除了一般展演或比賽外，有更多校內服務

或宣傳音樂之機會。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音文之美1
音文之美2
音數魔法棒1
音數魔法棒2
音樂風情畫1
音樂風情畫2
音樂家靈感1
音樂家靈感2
音樂放送所1
音樂放送所2
音英相惜1
音英相惜2
音舞翩翩1
音舞翩翩2
音你而美1
音你而美2
音樂生活探索1
音樂生活探索2
音樂科技1
音樂科技2
中英音樂劇1
中英音樂劇1

探索中國成語或西洋諺語中與中國樂器有關之典故(國語)
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的詩詞和音樂藝術歌曲之探討(國語)
加減概念與音程之相關/分數概念與音符符值之相關(數學)
速率概念與演奏速度、演奏時間之相關(數學)。
根據各地風俗民情和音樂曲風了解當地歷史(社會)
根據各地風俗民情和音樂曲風了解當地歷史(社會)
探索西洋古典音樂的創作靈感是與天氣或季節有關的曲目(自然)
探索西洋古典音樂的創作靈感是與動物特性有關的曲目(自然)
校園音樂宣傳大使:到各年段介紹音樂家、樂器、音樂故事(綜合)
校園音樂主播:透過校園廣播台，介紹音樂相關知識(綜合)
透過音樂類相關之英文繪本故事練習說故事講台詞(英文)
透過音樂類相關之英文繪本故事練習說故事講台詞(英文)
根據音樂屬性訓練肢體律動感(體育)
根據音樂屬性訓練肢體律動感(體育)
製作音樂劇所需之道具或服裝(藝術)
製作音樂劇所需之道具或服裝(藝術)
大自然中的聲音或是生活當中的無所不在之音樂大探索(環教)
各國音樂或樂器及台灣原住民各族音樂或樂器之認識(多元文化)
利用簡報PPT製作音樂知識的或錄製音樂知識影片(資訊)
透過資訊課所學編譜軟體Garageband發表自己的作品(資訊)
將學期所學的相關知識融合並自編出各年級音樂劇小劇場

各年級的音樂劇小劇場，以錄影的方式作為學習成果

透過學習單、影像成果、有獎徵答、舞台呈現的方式為評量依據評量方式

Hope Music—希�⾳�之���校�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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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橋��埔國⺠⼩學經驗�享)

以下提供110下學期的創新課程計畫大綱參考:

五、Hope Music創新課程執行過程

每月第一週術導

們開會討論各月

創新課程內容

製作授課內容、

需備資料、材料，

術導再確定流程

固定每週三早自

修進行創新課程

內容及課後回饋



　　

（一）創新課程分享一：音數魔法棒1/分數概念與音符符值之相關（跨音樂+數學）

將華興文教出版的桌遊分

成需要的組數。

邀請到桑慧芬老師指導學

生們此桌遊的各種玩法

混齡異質分組，高年級的學

生主動指導學弟妹

術導們一同與學生同樂並

指導，場面熱絡又有趣

先進行各類國樂器的介

紹，讓學生有概念

前往台灣藝術大學國樂系

進行國樂器參訪之旅

術導們挑選幾個含國樂器

的成語進行解釋

透過相似(反)詞、造句、
串文進行活動。

六、Hope Music創新課程的省思與期望

Hope Music—希�⾳�之���校�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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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橋��埔國⺠⼩學經驗�享)

術導先介紹各音符的音值，

對應在分數上的關係。

每人額頭上放一張卡牌，互

相尋找相同卡牌的隊友湊隊

說明遊戲規則以後開始進行

活動，術導輪流桌邊指導。

結算每個年級所

獲得的分數

（二）創新課程分享二:：音數魔法棒2/加減概念與音程之相關（邀請桑慧芬老師
蒞校指導音樂桌遊By華興文教X桑慧芬老師，慢教育系列出版桌遊）

（三）創新課程分享三：音文之美/探索中國成語與中國樂器的相關聯
       （跨音樂+國語） 再搭配音樂班戶外教育，進行共三週的課程安排。

　　筆者很榮幸有機會能夠挑戰自己完成創新課程計畫，過程中有許多要邊做邊

修正的燒腦時刻，還好身邊有一群工作好夥伴全力配合、腦力激盪也有行政端的

支持，甚至在教育部藝才教育輔導團音樂組到校輔導的交流中，創新課程的內容

獲得團員們的肯定，也給予後埔音樂班許多寶貴的意見，今年夏天會開辦第一屆

的校內音樂夏令營，邀請音樂科技及音樂劇專家們規畫一連串課程，努力朝著既

定目標前進，讓喜歡音樂的孩子們能夠在後埔音樂班開心學音樂，學的深，看的

廣，讓音樂知識成為孩子自身引以為傲且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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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承辦競爭型計畫

前言

　　108新課綱，除了增加「選修課」之外，「學習歷程」是最大變革，其中
『多元學習歷程』更是令學生及家長最不知所措也是最恐懼的新制之一。國立臺

東女中美術班自88年成立至今，今年招收第24屆學生，是臺東唯一一所高中美
術班，也是重要培養藝術人才教育機構。新課綱之前，本校美術班即秉持幫助美

術班學生啟發藝術的視野與持續對藝術的熱情，除了必修升學考科之基礎課程扎

根，並開設多元試探課程，如：油畫、版畫、電腦繪圖、生活科技、美感設計、

藝術策展…等，也於課程外辦理工作坊，如：建築營、部落參訪與文化體驗、與

駐村藝術家共同創作、陶藝時鐘工作坊、植物移染工作坊…等等。此外，個人近

幾年致力於將美感與藝術課程結合公益，如：藝術結合公益義賣、社區美化彩繪

行動、偏鄉國小藝術闖關活動、國中設計營…等，讓美術班學生能以所學回饋在

地，落實服務學習精神，也讓學生懂得飲水思源，已經成為臺東女中美術班一發

展特色。

　　然而，想滿足上述多元豐富，且以學生為中心課程與活動，甚至引進大學師

資入校，需要龐大經費支持，所以努力撰寫競爭型計畫，爭取更多教學資源，讓

教與學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以下即分享本校過去所承辦的專案計畫，及案例作
一簡述與分享：

110年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
創新計畫

110年台北藝術大學「藝遊未境-校園藝術祭」
110年教育部「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
110年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課程計畫」
110年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過去承接計畫經驗

109年美感與設計創新課程計畫
102-104年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計畫

自創計畫

109年「自主學習空間設備汰舊與換新計畫」（擴增美術班教室設備）
110年「以藝術之名傳愛行動實踐計畫」（結合美術班服務學習）

國立臺東女中
美術班召集人 康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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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例

「110年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創新
計畫」

計畫目的

一、精進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之創新與實踐。

二、強化支持系統，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三、連結中央、地方及學校運作機制，落實藝才課綱之推動。

一、申請期間：自計畫函頒日起至110年6月4日。
二、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至112年7月31日。

計畫執行重點

　　鼓勵學校轉化與運用課程手冊，發展整體教育階段具實驗及創新之藝術才能

（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包括教材、教法與評量策略之創新規劃），如以議

題融入、跨領域（科目）、結合在地特色、運用新興科技或其他方式進行課程設

計。課程發展與執行需結合學者專家之諮詢與輔導資源，將修整後課程示例上傳至

資源分享平臺，提供其他學校轉化與運用。

一、撰寫方法與過程

　　1.由美術班召集人先行研究計畫目的、期程、與執行重點，評估本校
　　　師資現況與教學資源，再邀請美術班其他兩位專任老師，一同開會

　　　議。

　　2.參考藝才班課程手冊，並依三位教師專長，每個人研發兩學期創新
　　　課程設計。

二、計畫執行過程

　　將原本必修課程，延伸創新課程設計，目前持續執行中，並定期開會

　　共備與交流。

三、經費申請

　　本校申請兩年35萬元，送審核定為50萬元。

計畫實施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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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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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

110年「以藝術之名傳愛行動實踐計畫」

大手牽小手-國小藝術闖關 帶偏鄉兒童創作-中原大學×台東女中×大溪國小

彩繪多良車站壁畫（80公尺之一）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102050256.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5617501

110年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
創新計畫

嘉蘭部落體驗課程 原住民圖騰色彩意象-尼龍繩編織

月桃葉編織-魯凱族獵人便當包 原住民文化意象裝置模型



110年「藝遊未境-校園藝術祭」-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植物印染 建築系教授帶建築表現技法-校園記錄法

植物移染 建築系教授帶建築模型-崖邊房

��專欄/�才企劃-���專�計畫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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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與藝術家有約講座-拉黑子 ‧ 達立夫 辦理全校音樂會-國立臺東大學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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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大學駐村藝術家帶公共藝術創作
https://reurl.cc/Er2Zrg

結語

       如果教育只是一份準時上下班的工作，教學五年即失去工作的熱情；如果三
年藝才班專業課程只是針對永遠抓不考試方向的考科訓練，老師教學無趣學生也

難探索藝術更廣闊的可能性。愛因斯坦：「想像力比知識重要。」如果第一線老

師能因撰寫計畫，而帶進豐富資源，實現對創新課程的想像，深信學生一定能有

無限的啟發。

中原建築系教授帶3天東女第二屆建築營
1.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206000462-260107?chdtv
2.https://www.ner.gov.tw/news/5fd743fbbac38c0007403f69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F%B9%E8%82%B2%E8%97%9D%E6%89%8D%E5%AD%B8%E7%94%9F%E5%89%B5%E9%80%A0%E5%8A%9B-%E8%87%BA%E6%9D%B1%E5%A5%B3%E4%B8%AD%E8%88%87%E5%85%AC%E5%85%B1%E8%97%9D%E8%A1%93%E5%AE%B6%E6%9C%89%E7%B4%84-070000742.html%20http:/35.236.185.223/2018-11-23-06-47-10/1362-%E5%9F%B9%E8%82%B2%E8%97%9D%E6%89%8D%E5%AD%B8%E7%94%9F%E5%89%B5%E9%80%A0%E5%8A%9B-%E8%87%BA%E6%9D%B1%E5%A5%B3%E4%B8%AD%E8%88%87%E5%85%AC%E5%85%B1%E8%97%9D%E8%A1%93%E5%AE%B6%E6%9C%89%E7%B4%84.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206000462-260107?chdtv%20https://www.ner.gov.tw/news/5fd743fbbac38c0007403f6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206000462-260107?chdtv%20https://www.ner.gov.tw/news/5fd743fbbac38c0007403f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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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從未兼過行政職的美術老師自找麻煩的理由（寫競爭型計畫）
01. 學生絕對是最大的受益者。
02. 自我實現（增加自我教學的可能性）。
03. 增加資源（經費是最直接的益處）。
04. 辦理想辦的教師增能工作坊（例如：植物移染）。
05. 辦理別校無法辦理的學生營隊（例如：三天的跨校建築營）。
06. 開拓與大學端合作機會、邀請藝術家進駐共同創作。
07. 寫計畫是研究、執行計畫是自我提升教學能量。 
08. 競爭型計畫是挑戰、是創造，也會增長智慧。
09. 如果犧牲一點個人時間，卻可以創造無限教育價值，非常有意義。
10. 執行計畫的影響力從個人、科內、學生至學校。

現任/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美術班導師（14年）兼美術科召集人（6年）
高中藝才班年資/2003.2.1~至今
任教科目/素描、彩繪、工筆、山水、油畫、版畫、高二跨校美感設計選修
獲獎經歷/
  ＊2022 第九屆星雲教育獎 典範教師獎
  ＊2021 教育部師鐸獎(高中職教學組)
  ＊2019 全國SUPER教師高中組 首獎
  ＊2019 教育部績優教育人員獎
  ＊2018 教育部績優教育人員獎
  ＊2017 教育部第四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個人獎 教學傑出獎
  ＊2016 第五屆教育大愛菁師獎
  ＊2012 全國社會優秀青年楷模受總統召見

筆者簡介 康毓庭



　　因為疫情，讓著重身體指導的舞蹈課程，在執行線上教學時遇到了瓶頸。首

先，授課老師對學生的動作指導，即使每位學生都打開視訊鏡頭，一個個動作跟

著做，網路不穩定的干擾、聲音或音樂的延遲，以及口頭指導的即時與精確度，

都受影響，平時舞蹈課習以為常的近距離接觸，變得遙遠。另外，學生課後有問

題，原本可以直接尋求老師協助，也因此增加了難度。

　　其次，每位學生所處的家中環境，有著限制，不一定適合做較大幅度或是流

動型的動作組合，同理的，授課老師也是。再者，線上繳交練習作業或是考試評

分影片時，學生對於攝影鏡頭的取景、方向與廣度，以及上傳的方式與步驟，都

需要指導，才能避免因不夠熟悉，以致拍攝角度，無法清楚呈現肢體動作的面

向，甚至遲交作業。

　　如果學生在上課前有參考的影片，能預習老師要指導的內容，增加對動作的

理解，減少線上一來一回的動作確認，更快更正確地學習新動作；如果學生學會

調整攝影鏡頭與影像錄製，能正確定焦自己在動作組合進行時的角度與方向，準

時繳交作業，分擔家人拍攝與上傳的工作；如果在停課期間，孩子遇到困難時，

或是想複習時，能有立即性的協助……。停課期間，許多的如果，讓老師們有了製

作「線上教學平台」的想法。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有一句話：「當你真心渴望某一件事時，全宇宙都會

聯合起來幫助你。」110年五月的這一份來文：「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
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創新計劃」，讓我們得以有機會實現線上學

習平台的理想。

�蹈專欄-�才企劃

舞蹈夢工廠-舞蹈教學線上平臺之創製
                            (教育部創新計畫申請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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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門國小舞蹈班簡介

       東門國小舞蹈班，是臺北市於民國70年成立的第一所國小舞蹈實驗班，以優
秀的師資群、完善的學習環境以及系統化的課程，培育全方位的藝術人才。在歷

任校長卓越的教育理念領導下，強調教學品質，落實精緻、卓越、優質、創意的

教育內涵。透過親師生的共同努力，學生在學科和術科均衡學習，重視團體生活

的訓練，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從自我成長的歷練和團體動力的展現，激發多采

多姿的創意。

二、緣起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小

舞蹈專任老師 宋明芬
特教組長 洪靜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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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

（一）充實藝術認知：成立校內舞蹈專長領域創新課程規劃小組，發展小學

　　    教育階段具實驗及創新之藝術才能課程。
（二）滾動修正課程：結合學者專家諮詢服務，滾動修正舞蹈藝術才能專長

　　    領域課程，及精進舞蹈教學。
（三）提升教師知能：成立舞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期參與相關教學增能

　　    與工作坊，檢視創新課程示例，提升教學效能。
（四）素養導向教學：實施科技與舞蹈創新課程時，融入學生的思考與學習

　　    成果，展現學生的創意與素養實踐內涵。
（五）建立舞蹈資料庫：依學者專家諮詢建議，將已實施之舞蹈藝術才能專

　    　長領域創新課程示例，修正並上傳平台。

四、創新課程規劃

　　在部定課程綱要及校訂課程規畫之下，進行藝術及科技跨領域統整教學。結合科

技素養與舞蹈教育，建立一套可提供舞蹈班學生自學的舞蹈課程線上資料庫，期許未

來也能提供對舞蹈教學有興趣的教師與學生參考。課程架構規劃如下：

　　課程規劃分為四個年段同時進行：三年級統整課程整合各科的精華，帶領學生認

識身體、認識舞蹈，並在班網提供相關的舞蹈基本動作影片，做為練習參考之用，培

養學生舞蹈學習時資訊融合的習慣。四年級課程主題為「舞蹈開麥拉」，希望透過影

像紀錄（例如平板、手機、攝影機等）設備的輔助，讓學生能清楚舞蹈動作的動力與

細節，表現其肢體的美感以及其對舞蹈各項元素的認識，因此，除了舞蹈基本功的鍛

鍊外，學生需學習影像設備的操作及運用，了解鏡頭與自身空間關係，為自己記錄練

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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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課程主題為「舞蹈夢工廠」，創作與呈現是這個階段的目標。不論是
創作或創新，都需要有素材進行各種重組或排列組合，因此搜尋資料、尋找創作

素材，是我們的第一步，從資訊、媒體素養開始，教導孩子學會用關鍵字尋找資

料，此外，如何辨識、篩選內容的好壞、對錯，也是我們的重點；接著進入團隊

合作模式，進行主題發想、素材統整、內容呈現方式等討論過程，都需要孩子學

習溝通與分工；最後，如何善用簡報編輯、影片剪輯的畫面，結合身體動作和語

言來表達主題，提升感受力與傳遞思考，則是完整呈現的學習目標。

       六年級課程主題為「舞蹈蒙太奇」。畢業舞展是六年級學生的重頭戲，但因
為疫情的關係，使得「公開展演」充滿不確定性，「影像呈現」成了舞蹈班四年

學習成果的另一種發表方式。從建構移動的美學概念開始，讓學生嘗試將自己的

表演片段，或者是舞展籌備過程中，值得紀錄的時刻，透過鏡頭呈現。運鏡、空

間、背景、服裝顏色、燈光之間的配合，藉由做中學，思考如何剪輯使內容承接

流暢，延續影像舞展的主軸，展現學生獨特且多元學習的創意。

　　四年級透過拍攝自己的練習影片與上傳，學習較好的拍攝角度與資訊設備的

操作能力，舞蹈老師與資訊老師則分別於課堂針對動作或是問題給予指導以及修

正之建議。 
       五年級則藉由舞團介紹的主題，練習資料蒐集及媒體識讀等資訊與語文技能，分
工完成舞團報告，並利用雲端管理及其協作平台等功能，著手舞蹈週的舞蹈班小故

事製作，與全校師生分享舞蹈學習的知識與經驗。

       六年級則以畢業舞展為主軸，結合資訊技能的運用，協助舞碼創作的完成。
目前在資訊、班導與舞蹈老師的合作之下，已完成音樂的剪輯、舞碼的編排，正

在進行的是舞展的串場劇本書寫與影像的拍攝、剪輯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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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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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中的甘苦談

       首先，感謝教育部的支持，讓我們有足夠的經費圓夢，特別是舞蹈基本動作
影片的建置，期許成為學生學習的支持系統，落實在平時的教學中。因為創新計

劃的課程，使得學生比以往接觸更多資訊相關技能，在資訊老師簡報製作技巧的

教學之外，也自己摸索出了動畫、轉場、插入視訊等方式，讓簡報更具美感且吸

睛，令人驚喜。而學生嘗試自行剪輯音樂與影片，也許不夠完美，稱不上細膩與

精緻，但所有的初體驗，都是帶著走的能力與素養。 
       這些小小成效，是行政、老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成果。老師們不僅必須抽出
額外時間準備教材、設計教學流程，甚至因為經費項目以講座鐘點費為主，授課

時間不足，老師們得利用課餘、假日時間為學生們上課；同樣地，學生們除了學

校課程之外，假日也得花時間到校或利用線上學習。在時間的運用上，不論是學

生或老師，的確相當緊繃。再加上疫情不穩定，原本預計在四月兩週假日進行舞

蹈夢工廠影像製作營隊，因為疫情升溫，只能改成線上進行，然而，線上教學首

先遇到的困難，就是學生家中的電腦軟硬體設備，不像學校電腦教室的設備齊

全，還需要著手思考克服的方式。

       「創新」在字典裡的意思就是推陳出新，以筆者的思維，不管是打破舊有的
模式，抑或是讓一個想法、物品、制度從無到有，只要因此讓學習更進步，那就

是創新。東門國小舞蹈團隊，因應後疫情時代，激發了製作線上舞蹈資料庫的念

頭，嘗試將我們課程中本來就在執行的教學目標、內容、歷程，用符合時代的模

式整理與呈現。為了精緻創新計劃的執行，團隊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規劃與滾動式

修正，不論成果如何，最期待的是嘉惠我們的學生，並希望藉由我們的分享，提

供所有對教學有熱情、衝勁的夥伴們方向，跟我們一起「創新」教育，為教育創

新。

�蹈專欄/�蹈�⼯廠─�蹈�學線上平臺之�製

        除了各年級在創新教學計畫下舞蹈學習歷程的紀錄外，線上資料庫的豐富與
專業性，是我們重要的執行目標。我們同時進行芭蕾、中華民族舞、現代舞和即

興與創作四個舞蹈類型之基本動作元素的教學影片製作，希望未來能成為學生在

家自學之素材。

        在舞蹈老師專業的指導之下，教學影片已進入剪輯、上字幕以及配音階段，
期待下一學年度可以放置於雲端平台空間，供各年級學生使用。



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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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輔導群年度研討會-「藝·群·人」

主題詮釋

「藝才異采‧

        群師策教‧

              人好談藝」參加對象

藝術才能班學生、家長及教師

藝術才能教育專家學者

關心藝術才能教育之社會人士

參與方式

參�⼈��100⼈為原則

現場��輔�員�專家學者�先

線上�報�之�才��師�家⻑�學⽣

相關報�⽅式��詳⾒����推動�源中⼼�站

「�才輔�群」專�

http://artstic.finearts.ntnu.edu.tw/

http://artstic.finearts.ntnu.edu.tw/


音樂班：

03月30日高雄市立中正國民小學

04月06日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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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至4月輔導群到校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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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4月20日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線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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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3月07日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

美術班：

03月15日臺北市國中美術班四校聯合申請(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金華國民
中學、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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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3月16日苗栗縣通霄國民小學

03月23日新北市福和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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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輔�群到校�詢服�

03月28日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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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至4月輔導群公開授課

03月02日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陳健瑩教師，主題：山水中的小宇宙

藝才班教師：

03月31日新北市清水高級中學/尤曉晴、黃尹冠、顏子晉教師，主題：With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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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20日新北市三重高級中等學校/王明鐘教師，主題：當代彩繪與表現(線上辦理)

04月2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羅偉銘教師，主題：附屬和弦的寫作、
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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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6日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陳沁紅教授，主題：演奏人才培訓作業

專家學者：

03月28日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吳望如講師，主題：動手玩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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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4日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陳怡蒨教師，主題：我的「線」象

輔導員：

03月28日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翁宗裕教師，主題：古典音樂裡的春天



電 子 報 教育部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輔導群
2022年4月
第五期

※歡迎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