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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深研「藝」教其妙 

藝才課綱展新頁︰108 年 7 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暨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藝術 

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教育全方位

之課程發展，揭櫫藝術基礎人才於實作、認知、審美、普及與尊重

殊異之健全教育思維。 

藝才輔群創新路︰109 年 6 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 月，藝才輔導群正式成立，15 位藝才班/藝才資優班優秀教師， 

通過輔導員遴選，成為我國首屆藝才教育教學與輔導體系之生力軍，兼含來自音樂、美術與舞蹈 

專業教授群的協力指導。 

藝才手冊建新例︰109 年 12 月，透過 5 位藝推主持人員策劃、34 位教師研編、20 位專家審查及 

2 位助理執編，達 560 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發行，提示 

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面之施教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課程之研發。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 屆首章︰110 年 8 月，集結示例研編、公開授課、社群運作等多面向輔導群 

精進策略 ，在主編及分組副主編週週耳提面命的督促下，與 15 位諮審委員面對面的溝通，15 位藝才 

輔導員展現無比的能量，產出兼具課程設計、教材綜整、教法務實，篇篇精采之藝才教學示例。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 屆終章︰111 年 7 月，奠基於 109 學年度編撰經驗與團隊共識，透過歷次分組 

及全體研編會議的激盪討論，以及諮審會議的專業對話，藝才輔導員及教師們再次展現課程、教材、 

教法創新研發之成果，聚焦各教育階段卻能呈現系列整合之藝才教學示例，如期完竣。 

衷心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等 3 位教授之協力引領，黃新財、郭美女、徐玫玲、 

江淑君、黃芳吟、吳望如、蕭寶玲、羅美蘭、趙惠玲、鄭明憲、董述帆、戴君安、曾照薰等 13 位諮審 

委員之慧眼檢視，翁宗裕、柯逸凡、高瑀婕、桑慧芬、林怡君、陳怡蒨、鐘兆慧、莊浩志、簡俊成、 

鍾政岳、陳秋莉、楊芬林、葉宛芃、徐子晴、薛美良等 15 位輔導員及尤曉晴教師之熱情編撰[依冊別序]，

以及賴昱丞、李威廷等 2 位助理之奮發執編。 

此系列出版已為藝才輔導群每學年度具體成就之一，期能提供藝才教育多元思考，亦請各界不吝 

指教。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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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序/ 創發「美」探其境 

藝術才能美術班的課程自 108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訂定了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使藝術才能班的「教」與「學」有了 

明確可提供指引的依據。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的美術組輔導 

員，參酌課程綱要的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經過 

內部教師社群 10 個月的分析、討論、研發及外部學者專家的諮詢審查 

等歷程，終於產出圖文兼備，撰寫兼顧學生的學習（教材篇），及提供教師參考的教學策略（教學

篇）等，以符應課程總綱「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 

長久以來，教師的教學設計都偏重在老師如何「教」的框架窠臼裡，缺乏思考應如何建構好的 

「教材」，來啟迪學生主動觀察、探究與思考，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達到創新、卓越。

因此，本版的教學示例，係從課綱中選出能縱向連貫的學習重點—「彩繪表現與應用」為主軸，依

不同的學習階段編寫可供學生學習的教材文本—「教材篇」，藉由圖文美感的編排，適時呈現相關

問題供學生發現、探究、思考、討論、分析、歸納、創作與分享，進而激發主動學習的興趣，期望

經由文本的閱讀，啟發與創作美的無限可能。同時，另編有教師參考的「教學篇」，除一般的教學

活動分節列述外，在每項活動中，著重在教學策略的說明，及學生實作過程與成果展現（圖示）等

舉例，以幫助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資應用的方法，非一成不變。更期望教師能藉由本示例，因時、

因地、因人制宜，做更有效的教學指導。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教學①~⑤示例，由五位美術組的輔導員依各學習階段課程特質 

編撰，茲簡介如下：陳怡蒨老師《FUN•色~有藝思》(國小三年級適用)探索生活中的顏色，了解 

生活用色的表現，並透過多媒材創作應用，以展現個人的色彩觀點；鐘兆慧老師《城市記「藝」》

(國小六年級適用)以五感覺察、紀錄、走讀踏查，發掘、創作城市歷史文化與環境空間的色彩意象；

莊浩志主任《少即是多的用色練習》（國中八、九年級適用）探索體驗單色、雙色、限色彩畫、 

不調色創作及電腦影像調色等色彩技法的學習；簡俊成主任《校園公共藝術–彩繪藝術狗學習歷程》

(高中十一年級適用)以臺灣犬為主題，透過彩繪、裝置等表現，營造具美感的校園環境，並經由 

設計、企劃製作與發表等紀實呈現學習歷程；鍾政岳老師《閱讀色彩 探索表現》(高中十一年級 

適用) 以主題作品鑑賞與色彩探索，並透過雙語學習，理解語言文化脈絡，提升對主題的理解與 

審美啟發。各篇均有豐富的圖示內容，是值得分享與參考應用的教學設計。 

丘永福 東方設計大學專案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常務委員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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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篇 

第Ⅴ學習階段適用 

閱讀色彩•探索表現 

    觀察與鑑賞藝術作品的時候，透過什麼藝術元素可以讓我們充

分且完整的感受作品，啟發更為深刻的審美體驗呢？色彩應該是不

遑多讓的一個重要的元素；此外，透過對於作品相關的文化背景探

究與知識基礎的學習，也對於我們的審美感受有很大的幫助。讓我

們試著透過雙語學習的管道，充實並提升這樣的鑑賞與表現能力。 

 學習目標   

一、透過色彩閱讀與探索，觀察並鑑賞藝術作品透過色彩呈現之氣  

    氛和感受。 

二、透過雙語學習，以主題鑑賞為引導，提升學習理解，成為轉化  

    與表現的素養基礎。 

三、透過作品鑑賞與色彩探索後，於主題學習進行轉化與表現。 

 藝術家   

庫爾貝（Gostave Courbet，1819－1877）  

米勒（Francois Millet，1814－1875） 

莫內（Oscar-Claude Monet，1840－1926） 

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 

 藝術詞彙   

視覺藝術元素（the elements of visual art）  

色相（hue） 明度（value） 彩度（chroma） 

暖色（warm color）  寒色（cool color） 

構圖（composition） 空間（space） 

透視（perspective）  動線（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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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色彩走進雙語融入的藝術作品探索   

    在我們鑑賞藝術品的時候，經常透過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去一窺其中奧妙；

又或者透過一些鑑賞的步驟或原理，帶領我們更深入的學習。但今天我們要以

色彩閱讀的角度切入，搭配雙語學習的方式探索作品脈絡與內涵，以求能達到

更精確而清晰的體驗作品之美。 

    一件作品的視覺藝術元素中，色彩往往是最能觸動我們情緒與感受的關鍵

要素。透過色彩意象所引發的感知，常能使我們感同身受的對應到作品中的人

物角色；透過色彩脈絡所帶動的沉浸，也能是我們身歷其境的投入到作品中的

情境；透過色彩表現所啟發的想像，更能使我們跳脫框架的延伸到作品外的世

界。 

 我們要試著透過色彩和作品氣氛之間的觀察、探索與學習，融入雙語內容，

以更為整體且豐富的角度來體驗主題探究與表現應用。這個單元我們將透過一

些藝術史上的藝術風格，進行色彩的閱讀和探索，尋找更為深入有感覺的色彩

表現，並且以「我和○○人」（感受和情境）為主題，創作一件人我互動並有適

切氣氛表達的彩繪創作，並以雙語融入的方式闡述學習與創作回饋。 

一、寫實主義（Realism） 

你覺得「寫實」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eal”? 

你覺得「寫實主義」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ealism”? 
圖 1-1 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採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s）／1849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170 × 240 公分／作品已毀壞（work is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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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實」經常被理解為描繪的十分逼真，栩栩如生，猶如真實的景象一般，

口語來說，就是畫的很像的意思。 

    “Real” always means so alike and vivid, generally speaking, it would 

be something really look like it is. 

    請大家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一下，這裡「寫實」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寫實主義所指的內容，並不是具體依照形象描寫，如同照片一

般的栩栩如生而已。讓我們透過英文對於 Realism 的語文理解，來學習這一個

藝術風格所闡述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兩個以費力姿勢勞動工作中的男性，右邊穿著破舊低

頭挖石頭的中年男性，左邊是拉抬著沉重畚箕，一樣衣著破舊的年輕男生，畫

面中所呈現的是工業革命下，所產生的社會階層，中年人身為家中經濟支柱，

卻只能以勞動養家，而年輕人的未來一樣，是以勞動來賺錢過生活。 

    畫面中咖啡色調為主體，搭配無彩色的黑、白與灰色調，背景則以深沉的灰

黑色系營造沉重的氣氛與無法延伸的空間感。 

    藝術家庫爾貝曾經說：「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的

創作理念，是以真實可見的人、事、物與場景等為描繪與表現內容。因此，這裡

的「寫實」所要描繪的對象，其實除了畫面中的人物之外，表達出來的是社會真

實的面向。寫實、真實與現實等相近的名稱之間，透過英文的學習理解，可以讓

我們對於這些內涵有更清楚的理解。 

    讓我們以下面的問題來試著進行色彩閱讀與探索，進而學習色彩表現的累

積和體驗，尤其以第一與第二個問題來進行觀察與鑑賞。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 

  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 

  的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 

  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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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你覺得「自然」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nature ”? 

你覺得「自然主義」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Naturalism”? 

圖 1-2 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拾穗（The Gleaners）／1857 年／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84 ｘ 111 公分／奧賽博物館（Musee d’Orsay） 

巴比松畫派有時候會被稱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透過自然主義的名稱，

有時會被理解為以大自然為描繪的對象，就是去描繪大自然的意思。 

    Sometimes the Barbizon School is called Naturalism. According to the 

title, the understanding could be to paint from the nature.  

如果只有從藝術流派的名稱「自然主義」來進行學習與想像，你覺得這樣的

藝術風格，會以什麼樣的作品廣為人知並具有代表性呢？會不會是美麗的風景

和大自然呢？ 

「自然」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巴比松畫派，讓我們透過英文的理解，其實指的是在這個地點

進行寫生的一群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是不是和字面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呢？ 

But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it means the artists create 

the works from the place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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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in Chinese）? 

畫面中的有三位在收割後麥田撿拾遺落麥穗的辛苦農人，主題是人物與收

割之後的麥田，並不是自然景觀。類似於先前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藝術家

也會描寫社會中的勞動階層，只是米勒以較為美化的方式來呈現。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農人衣著雖然不是很華麗，但卻也是清爽典雅，並

有豐富的顏色，搭配寒色、暖色和明亮的天空色調等，營造出清新優雅，自然舒

適的氣氛。 

如果只有從藝術風格的中文名稱上進行學習理解，會不會誤以為這些藝術

家們都是創作「大自然風景」為主題的作品呢？ 

接著我們自己來嘗試看看自主自發的色彩探索與學習，讓我們以下面的問

題來試著進行色彩閱讀與探索，進而學習色彩表現的累積和體驗，尤其著重在

第三與第四個問題的探索與回答。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 

  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 

  的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 

  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試著回答以上的問題，並和同學相互交流彼此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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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象派（Impressionism）  

你覺得「印象」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mpression”? 

你覺得「印象主義」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mpressionism”? 

圖 1-3 克勞德·莫內（Oscar-Claude Monet）／日出 • 印象（Impression Sunrise）／1872

年／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48 × 63 公分／巴黎瑪摩丹美術館（Musée Marmottan 

Monet） 

  透過文字上的訊息，你猜想印象派（Impressionism）是什麼樣的內容呢？

畫出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Get the messages from the word “Impressionism” 

Let ‘s guess what is it? To paint out something to impress people?    

如果只有從藝術流派的名稱「印象主義」來進行學習與想像，你覺得這樣的

藝術風格，會以什麼樣的作品廣為人知並具有代表性呢？會不會是什麼令人印

象很深刻的作品？ 

    「印象」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印象畫派，其實指的是事實上這是在 1874 年 4 月 15 日沙龍落

選展中，展出藝術家之一莫內的作品，展出之後被稱為「模糊的印象」，後來成

為這個藝術風格的代名詞，是不是和字面上的想像或理解有所不同呢？這樣的

畫面，是「模糊的印象」而不是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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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this artwork is one of the Exhibition of Rejects of Salon on 

Apr.15th 1874 by the artist Oscar-Claude Monet. It’s called the vague 

impression. 

Isn’t the understanding so different from the word (in Chinese)? 

畫面中的主題描寫清晨港邊的水光和變化萬千的色調，在陽光初綻溫度逐

漸上升的同時，波光瀲灩並以豐富的筆觸和不同的色調來呈現。 

    這件作品的色調清新淡雅且和諧，透過許多不同彩度的層次堆疊，營造出

豐富多元但平靜祥和的畫面氣氛。 

如果只有從藝術風格的中文名稱上進行學習理解，會不會誤以為這些藝術

家們都是創作「以令人印象深刻」為主題的作品呢？ 

當我們運用色彩切入鑑賞學習的時候，學習一些色彩的整體感與氣氛營造，

進行感受的覺察、啟發、溝通和表達等，需要更豐富多元的詞彙和語句，幫助我

們詮釋和表達。以下我們以一些色彩名詞與工具的認識，來豐富我們的能力。

         
                       
                   

              

    
               

色彩探索與意象表現Color   plorations and Imagery   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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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色彩與情緒感受雙語詞彙 

紫色 purple; violet 

紫水晶色 amethyst 

紫 藤 色 lilac 

烏    紫 raisin 

薰衣草紫 lavender 

黃色 yellow 

芥末黃 mustard 

橄欖黃 olive yellow 

象牙黃 ivory yellow 

淡  黃 bright yellow 

綠色 green 

深 草 綠 jungle green 

灰 湖 綠 agate green 

海 水 綠 marine green 

苔 蘚 綠 moss green  

淡 綠 色 light green 

藍色 blue 

蔚  藍 sky blue 

淡  藍 baby blue 

寶  藍 royal blue 

鈷  藍 cobalt blue/ king’s blue 

深  藍 indigo 

    

                 

色彩探索與意象表現Color   plorations and Imagery   pression

    

            

        

色彩探索與意象表現Color   plorations and Imagery   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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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 red 

粉  紅 pink/ soft red/ rose bloom 

玫瑰紅 rose 

桃  紅 peach blossom/peach  

櫻桃紅 cherry 

寶石紅 ruby red 

酒紅色 burgundy 

blue Monday  鬱悶星期一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a white lie    善意的謊言 

once in a blue moon 千載難逢 

a yellow dog  可鄙的人 

green with envy  嫉妒、眼紅 

red ink 赤字  I am in the red 我沒錢了 

情緒 mood/feeling 

Happy （快樂的） 

pleased（滿意的） 

delighted（高興的） 

blissful （樂而忘憂的；幸福的） 

thrilled（極為激動的；非常興奮的） 

overjoyed（狂喜的） 

ecstatic（欣喜若狂的） 

情緒 mood/feeling 

angry（生氣的） 

mad （憤怒的） 

upset（心煩的；不高興的） 

annoyed（不悅的；有點煩的） 

irritated (沒耐性的生氣；被刺激而不悅) 

outraged（震怒的） 

生活中的口語應用，也會有使用色彩帶入表達的機會，例如：憂鬱的星期一

（blue Monday）…等；此外有關於情緒的用詞，上述內容也以情緒的強度羅

列，例如：快樂的（Happy）和狂喜（overjoyed）的有其強度上的不同，這些工

具有助於的回應與運用。 

透過上面工具和語詞的學習，接著我們自己來嘗試看看自主自發的色彩探

索與學習，讓我們透過下面的幾個問題來試著進行色彩閱讀與探索，進而學習

色彩表現的累積和體驗，讓我們以五個問句的整體學習進行練習。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 

  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 

  的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 

  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3.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4.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試著運用以上的問題，來鑑賞下面這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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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是什麼？ 

還有哪些色彩表現出什麼樣的情緒或感受呢？ 

圖 1-4 梵谷（Vincent van Gogh）／唐吉老爹（Portrait of Père Tanguy）／1887 年／油彩 

•畫布（oil on canvas）／65× 51 公分／巴黎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 

梵谷是以豐富的筆觸、線條、色彩和情感表現著稱的藝術家，這件作品是後

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藝術家梵谷的作品。畫面中呈現了東西方文

化交流薈萃的場景，背景裡有許多日本浮世繪（ukiyo-e）的作品。 

這件作品的色彩探索中，你發現了多少覺得有趣的色彩？哪些色彩是能讓

你更有回應和感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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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體派（Cubism）  

你覺得「立體」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tereoscopic”? 

你覺得「立體派」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ubism”? 

圖 1-5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亞維農少女（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1907

年／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243.9 x 233.7 公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透過文字上的訊息，你猜想立體派（Cubism）是什麼樣的內容呢？畫出看

起來很有立體感的作品？事實上這是在 1907 年藝術家畢卡索的作品，「亞維農

少女」展出之後才出現的風格，是不是和字面上的想像或理解有所不同呢？ 

Through the messages of the word (in Chinese), what could the art 

style be? 

Does this artwork look stereoscopic?   

如果只有從藝術流派的名稱「立體」來進行學習與想像，你覺得這樣的藝術

風格，會以什麼樣的作品廣為人知並具有代表性呢？會不會是能夠呈現出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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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立體感的畫面呢？ 

「立體」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立體派，讓我們透過英文 Cubism 的理解，其實指的是以「塊

面風格」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是不是和字面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呢？ 

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in Chinese）? 

畫面中是五位具有原住民色彩、非洲面具與半抽象背景的人物，視覺形式

的呈現上是以半具象與多重視點擷取局部，進行解構與結構的塊面重組，進而

呈現出觀察與描寫上的立體空間和視角，並不是以單一視點描繪出具有二度空

間平面去呈現三度空間立體感覺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人物色彩有許多細微的變化，搭配不同的塗繪技法，

加以白色、藍色和主色調的咖啡與橘黃色色系等，營造出活潑自然又帶有野性

的氣氛，在構圖（composition）、空間（space）、透視（perspective）和動線

（circulation）上，都以豐富有趣且多元的方式呈現。 

如果只有從藝術風格的中文名稱上進行學習理解，會不會誤以為這些藝術

家們都是創作「具有視覺立體感」為主題的作品呢？ 

接著我們自己來嘗試看看自主自發的色彩探索與學習，讓我們以下面的問

題來試著進行色彩閱讀與探索，進而學習色彩表現的累積和體驗。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 

  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 

  的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 

  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試著回答以上的問題，並和同學相互交流彼此的發現。 

讓我們進行一些學習回顧和省思，以上所學習的藝術風格與流派，以名稱

進行初步的腦力激盪和想像，有時會和藝術風格流派的實際內涵與脈絡，有相

當的出入，甚至產生誤解。因此，讓我們進行雙語融入的學習，可以釐清學習

主題上的確切內容，並能有效的提升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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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讓我們透過色彩的閱讀、探索與發現，進而理解藝術家進行創作時的態

度。透過畫面與氣氛的塑造，藝術家對於以人為主的題材，以色彩營造氣氛的

手法，呈現出不同的觀點與關切人文主題的脈絡，展現出不同的思維與態度。 

我們要試著透過色彩和作品氣氛之間的觀察、探索與學習，融入雙語內容，以

更為整體且豐富的角度來體驗主題探究與表現應用。 

從藝術史學習的色彩探索與發現中，我們可以累積對色彩和表現的能力 

From the color, explore discovering  of art history, and learn to 

gather the abilities of color and expression.  

透過老師設計的創作引導主題，加以結合與探討 

Through this topic, color, we learned how to combine and explore 

activities.  

尋找自己的色彩表現 

Look for your own color expression. 

讓我們透過以上的藝術史藝術風格，進行色彩的閱讀和探索，尋找更為深

入有感覺的色彩表現，並且以「我和○○人」（感受和情境）為主題，創作一

件人我互動並有適切氣氛表達的彩繪創作 

I am doing…with ○○○….… 

I am in a …… mood with ○○○……， 

並以雙語融入的方式闡述學習與創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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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色彩 • 探索表現」學習單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班         號 

學習主題：從美術史閱讀色彩探索表現 

Thematic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from Art history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互 

  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的 

  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彩 

  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 

4.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寫實主義（Realism） 
 

古斯塔夫•庫爾貝 ( Gustave 

Courbet；1819.06.10~1877. 

12.21） 

採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s） 

1849 年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170×240 公分 

作品已毀壞(work is Destroyed) 

 
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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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 .10.4~1875.01.20） 

拾穗 (The Gleaners） 

1857 年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84 x 111 公分 

奧賽博物館(Musee d’Orsay） 

 

B.            ，              ，              ，              ， 
 

              ，              ，              ，              ， 
 

印象派（Impressionism） 
 

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03.30.~1890.07. 

29.） 

唐吉老爹（Portrait of Père Tanguy） 

1887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65× 51 公分 

巴黎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 

 

C.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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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派（Cubism）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0.25. 

  ~1973.04.08） 

亞維農少女(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 

1907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43.9 x 233.7 公分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D.            ，              ，              ，              ， 
 

              ，              ，              ，              ， 
 

   E.我從別人的分享裡，有另外學習到哪些透過色彩進行創作表現的啟發？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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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 purple; violet 

紫水晶色 amethyst 

紫 藤 色 lilac 

烏    紫 raisin 

薰衣草紫 lavender 

黃色 yellow 

芥末黃 mustard 

橄欖黃 olive yellow 

象牙黃 ivory yellow 

淡  黃 bright yellow 

綠色 green 

深草綠 jungle green 

灰湖綠 agate green 

海水綠 marine green 

苔蘚綠 moss green  

淡綠色 light green 

藍色 blue 

蔚  藍 sky blue 

淡  藍 baby blue 

寶  藍 royal blue 

鈷  藍 cobalt blue/ king’s blue 

深  藍 indigo 

紅色 red 

粉  紅 pink/ soft red/ rose bloom 

玫瑰紅 rose 

桃  紅 peach blossom/peach  

櫻桃紅 cherry 

寶石紅 ruby red 

酒紅色 burgundy 

blue Monday 鬱悶星期一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a white lie    善意的謊言 

once in a blue moon  千載難逢 

a yellow dog  可鄙的人 

green with envy 嫉妒、眼紅 

red ink 赤字 I am in the red 我沒錢了 

情緒 mood/feeling 

happy（快樂的） 

pleased（滿意的） 

delighted（高興的） 

blissful（樂而忘憂的；幸福的） 

thrilled（極為激動的；非常興奮的） 

overjoyed（狂喜的） 

ecstatic（欣喜若狂的） 

情緒 mood/feeling 

angry（生氣的） 

mad（憤怒的） 

upset（心煩的；不高興的） 

annoyed（不悅的；有點煩的） 

irritated (沒耐性的生氣；被刺激而不悅) 

outraged（震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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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單 

1.我的作品（縮圖貼上） 

 

 

 

 

 

 

 

 

 

 

 

2.創作自述（可以用中文寫） 

                                                                                 

                                                                                 

 

3.從美術史中學到的作品中，哪一件和我的作品連結較有關係？尤其是作品中的什麼 

  部分？ 

 （可以用中文寫，但要局部加入英文，或用英文寫） 

                                                                                  

                                                                                  

 

4.我從美術史中，學習到的色彩表現和應用？（英文回答） 

The color expressing and application that I learned from art history? 

I learned                                                                           

5.我想表達的情緒和氣氛是？（英文回答） 

The mood and the atmosphere I want to express …. 

                                                                                  

 

6.我透過雙語學習美術史的心得是？（可以用中文寫） 

                                                                                  

 

7.其他分享（可以用中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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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色彩 • 探索表現」學習單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班         號                 

學習主題：從美術史閱讀色彩探索表現 

Thematic：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from Art history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互 

  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的 

  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彩 

  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 

4.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印象派（Impressionism） 
 

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03.30.~1890.07. 

29.） 

唐吉老爹（Portrait of Père Tanguy） 

1887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65× 51 公分 

巴黎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 

閱讀色彩：作品色彩閱讀與自我連結 
Reading Colors and find out the connection with me. 

找出作品中 5 個我曾經使用過的顏色（中英文），寫下顏色名稱並畫線指出該處 

Find out 5 colors that I used before in the artwork 

顏色中文 
1. 2. 3. 4. 5. 

顏色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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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表現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上述中的顏色，分別可以表現什麼樣的情緒或感受？ 

What could the mood or feelings be through the colors? 

顏色序號/

感受中文 

1. 2. 3. 4. 5. 

感受英文      

整體而言，透過作品中的色彩探索，請試著形容一下最能引起你的感受的色彩氣氛是？

（如：藍色調的清爽感…..） 

Overall, please describe the atmosphere of the colors caused your feelings mos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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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表現與應用」教學篇 

第Ⅴ學習階段適用  

閱讀色彩•探索表現  

 設計理念   

本課程設計主要是以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架構，尋找可以兼顧美術專業與語言的內容，並期望能

發揮比單一語言學習更有效益的學習設計。本課程試圖以藝術史中

的一些主題，透過色彩與情緒感知為學習切入的角度，進行學習探

索與學習整合。 

 學習目標對應學習重點及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對應學重點與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一、透過色彩閱讀與探索，觀 

  察並鑑賞藝術作品透過色 

  彩呈現之氣氛和感受。 

美才Ⅴ-C1  美才Ⅴ-C1-2  藝才 U-A2 

二、透過雙語學習，以主題鑑 

  賞為引導，提升學習理解， 

  成為轉化與表現的素養基 

  礎。 

美才Ⅴ-C2  

美優 V-A1  

美才Ⅴ-C2-2  

美優 V-A1-2  
藝優 U-A1   

三、透過作品鑑賞與色彩探 

  索後，於主題學習進行轉 

  化與表現。 

美才Ⅴ-P1  

美優 V-S4  

美才Ⅴ-P1-3  

美優 V-S4-1 
藝優 U-B3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多元文化教育 

實質內涵 

多 U3 探討不同群體的文化，並能從各文化群體的觀點進 
      行分析。 
多 U4 批判主流或優勢文化的宰制與運作。 
多 U5 具備跨文化省思的能力 

學習重點 

人際間互動與溝通的基礎在於願意理解與接受不同的文化 
，體認人我及不同文化間的異同，尊重並肯定社會的文化
多樣性。除了引導學生面對不同文化時具有正面的自我認
同外，也能透過異文化的學習，有意識地探究自身和他人
文化的獨特性，願意與不同群體及文化建立群際與合作關
係，展現跨文化互動的能力，促進文化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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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架構圖 

一、以課綱學習構面為基礎的雙語學習 

(一) 透過色彩和作品氣氛之間的觀察、探索與學習，融入雙語內容，以更為

整體且豐富的角度來體驗主題探究與表現應用。 

1.在「藝術與文化」中探討藝術史中的重要涵養，並以語言文化脈絡探索的角

度，提升對於學習主題的理解與審美啟發。 

2.在色彩閱讀理解與情緒感受表達的感知回應，提升學習主題的內容深化與

審美體驗。 

  3.在「知識與脈絡」的結合下，以創作產出呈現學習轉化與創作表現的應用。 

色彩探索與表現 

 

▓藝術與文化 ▓知識與脈絡 ▓語言文化脈絡探索 ▓色彩閱讀理解 ▓情緒感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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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  

一、形成性評量 

(一)色彩閱讀與探索學習 

1.在問題引導的架構下，進行作品賞析與問答，透過教學互動與雙向交流，

帶領學生在鷹架架構之下逐步進行鑑賞活動。 

2.在色彩閱讀探索的學習流程中，進行探索記錄與漸進式雙語融入。 

3.透過小組活動分組討論與回饋，即時進行評量觀察 

  (二)創作轉化與表現 

   1.利用學習內化與感知啟發，結合生活經驗，以作品呈現創作的轉化。 

   2.透過創作自述與理念，回顧學習連結與表現之脈絡。  

二、總結性評量 

在色彩閱讀與探索表現的架構中，以整體學習回饋與創作作品進行總結性評

量。 

 藝術活動與材料：  

一、 活動一：腦力激盪與色彩閱讀探索 

  (一)學習問答與互動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 

  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 

  的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 

  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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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二：色彩閱讀探索記錄 

  (一)學習單   

 
「閱讀色彩 • 探索表現」學習單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班         號 

學習主題：從美術史閱讀色彩探索表現 

Thematic :reading colors and explore expressing from Art history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調相互 

  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樣的 

  氣氛？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發現？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的色彩 

  中學習到什麼樣的色彩表現？ 

1.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 

4.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5.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寫實主義（Realism） 
 

古斯塔夫•庫爾貝 ( Gustave 

Courbet；1819.06.10~1877. 

12.21） 

採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s） 

1849 年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170×240 公分 

作品已毀壞(work is destroyed) 

 
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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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 .10.4~1875.01.20） 

拾穗 (The Gleaners） 

1857 年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84 x 111 公分 

奧賽博物館 (Orsay Museum） 

 

B.            ，              ，              ，              ， 
 

              ，              ，              ，              ， 
 

印象派（Impressionism） 
 

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03.30.~1890.07. 

29.） 

唐吉老爹（Portrait of Père Tanguy） 

1887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65× 51 公分 

巴黎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 

 

C.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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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派（Cubism）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0.25. 

  ~1973.04.08） 

亞維農少女(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 

1907 年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43.9 x 233.7 公分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D.            ，              ，              ，              ， 
 

              ，              ，              ，              ， 
 

   E.我從別人的分享裡，有另外學習到哪些透過色彩進行創作表現的啟發？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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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提供學生學習工具，包含口語化的

生活用詞帶入顏色（如：blue Monday），

以及依照情緒強度依序排列的正向負向情緒

用詞，如：快樂（happy）與狂喜

（overjoyed）在強度上有所不同。 

在顏色陳列上，如芥末黃（mustard）是西

方熟悉的黃色，鈷藍（cobalt blue）則是

成本較為昂貴的藍色等。 

 

紫色 purple; violet 

紫水晶色 amethyst 

紫 藤 色 lilac 

烏    紫 raisin 

薰衣草紫 lavender 

黃色 yellow 

芥末黃 mustard 

橄欖黃 olive yellow 

象牙黃 ivory yellow 

淡  黃 bright yellow 

綠色 green 

深草綠 jungle green 

灰湖綠 agate green 

海水綠 marine green 

苔蘚綠 moss green  

淡綠色 light green 

藍色 blue 

蔚  藍 sky blue 

淡  藍 baby blue 

寶  藍 royal blue 

鈷  藍 cobalt blue/ king’s blue 

深  藍 indigo 

紅色 red 

粉  紅 pink/ soft red/ rose bloom 

玫瑰紅 rose 

桃  紅 peach blossom/peach  

櫻桃紅 cherry 

寶石紅 ruby red 

酒紅色 burgundy 

blue Monday 鬱悶星期一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a white lie    善意的謊言 

once in a blue moon  千載難逢 

a yellow dog  可鄙的人 

green with envy 嫉妒、眼紅 

red ink 赤字 

I am in the red 我沒錢了 

情緒 mood/feeling 

happy（快樂的） 

pleased（滿意的） 

delighted（高興的） 

blissful（樂而忘憂的；幸福的） 

thrilled（極為激動的；非常興奮的） 

overjoyed（狂喜的） 

ecstatic（欣喜若狂的） 

情緒 mood/feeling 

angry（生氣的） 

mad（憤怒的） 

upset（心煩的；不高興的） 

annoyed（不悅的；有點煩的） 

irritated (沒耐性的生氣；被刺激而不悅) 

outraged（震怒的） 

  

27 



32 

三、活動三：透過色彩連結情緒與感受 

 

學習回饋單 

1.我的作品（縮圖貼上） 

2.創作自述（可以用中文寫） 

                                                                                 

 

3.從美術史中學到的作品中，哪一件和我的作品連結較有關係？尤其是作品中的什麼部

分？ 

 （可以用中文寫，但要局部加入英文，或用英文寫） 

                                                                                  

 

4.我從美術史中，學習到的色彩表現和應用？（英文回答） 

The color expressing and application that I learned from art history? 

I learned                                                                           

5.我想表達的情緒和氣氛是？（英文回答） 

The mood and the atmosphere I want to express …. 

                                                                                  

 

6.我透過雙語學習美術史的心得是？（可以用中文寫） 

                                                                                  

 

7.其他分享（可以用中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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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流程/活動摘要 

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以腦力激盪為開端引導，進行提問與引導學生回答，逐步引導學

生進入學習主題。 

活動一：腦力激盪與色彩閱讀探索 

試著透過色彩和作品氣氛之間的觀察、探索與學習，融入雙語內

容，以更為整體且豐富的角度來體驗主題探究與表現應用。這個單元

我們將透過一些藝術史上的藝術風格，進行色彩的閱讀和探索，尋找

更為深入有感覺的色彩表現。 

 

 

 

你覺得「寫實」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eal”? 

你覺得「寫實主義」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ealism”? 

圖 1-1 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採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s）/1849/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170 × 240cm/作品已毀壞

(work is destroyed). 

學習策略： 

問答引導，半開放性結構問題進行問題引導，提問主要的引導問

題如下，此階段以前兩題為主： 

1. 這件作品主要的色調為何？ 

 

2. 作品中還有哪些色彩與主色 

調相互搭配？ 

3. 如何透過色彩運用，營造出麼 

樣的氣氛？  

1. What is the main color of the  

artwork ? 

2. How is the matching of the main  

  color with the others?  

3. How is the atmosphere through  

the colors？ 
 

10 

 

腦力

激盪 

歸納

組織 

問題

引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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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4. 還有沒有一些色彩的探索與 

發現？ 

5. 對你而言，可以從這件作品 

的色彩中學習到什麼樣的 

色彩表現？ 
 

4. Are there o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colors？ 

6.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color expressing of this artwork 

？ 

請大家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一下，這裡「寫實」指的是

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寫實主義所指的內容，並不是具體依照形象描寫，如

同照片一般的栩栩如生而已。讓我們透過英文對於 Realism 的語文

理解，來學習這一個藝術風格所闡述的內容。 

藝術家庫爾貝曾經說：「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他的創作理念，是以真實可見的人、事、物與場景等為描繪與表現內

容。因此，這裡的「寫實」所要描繪的對象，其實除了畫面中的人物

之外，表達出來的是社會真實的面向。寫實、真實與現實等相近的名

稱之間，透過英文的學習理解，可以讓我們對於這些內涵有更清楚的

理解。 

課程照片：   

教師進行講述與問題引導，外籍教師協同教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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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你覺得「自然」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nature ”? 

你覺得「自然主義」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Naturalism”? 

圖 1-2 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拾穗(The Gleaners)/1857/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84 x 111 公分/奧賽博物館(Orsay Museum) 

如果只有從藝術流派的名稱「自然主義」來進行學習與想像，

你覺得這樣的藝術風格，會以什麼樣的作品廣為人知並具有代表性

呢？會不會是美麗的風景和大自然呢？ 

「自然」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巴比松畫派，讓我們透過英文 Barbizon School 的

理解，其實指的是在這個地點進行寫生的一群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

作品，是不是和字面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呢？ 

But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it means the 

artists create the works from the place actually. 

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in 

Chinese)? 

畫面中的有三位在收割後麥田撿拾遺落麥穗的辛苦農人，主題

是人物與收割之後的麥田，並不是自然景觀。類似於先前的寫實主

義，自然主義的藝術家也會描寫社會中的勞動階層，只是米勒以較

為美化的方式來呈現。 

 

 

 

 

 

 

 

 

 

 

 

 

 

 

 

你覺得「印象」是什麼？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mpression”? 

你覺得「印象主義」是什麼？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mpressionism”? 

圖 1-3 克勞德•莫內(Oscar-Claude Monet，1840－1926）/日出‧印象

( Impression Sunrise)/1872/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48× 63 cm /巴黎

瑪摩丹美術館（Musée Marmottan Monet） 

透過文字上的訊息，你猜想印象派（Impressionism）是什麼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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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的內容呢？畫出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Get the messages from the word “Impressionism”. 

Let ‘s guess what is it? To paint out something to impress 

people?    

如果只有從藝術流派的名稱「印象主義」來進行學習與想像，你

覺得這樣的藝術風格，會以什麼樣的作品廣為人知並具有代表性呢？

會不會是什麼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作品？ 

「印象」指的是什麼呢？      

然而這裡的印象畫派，其實指的是事實上這是在 1874 年 4 月

15 日沙龍落選展中，展出藝術家之一莫內的作品，展出之後被稱為

「模糊的印象」，後來成為這個藝術風格的代名詞，是不是和字面上

的想像或理解有所不同呢？這樣的畫面，是「模糊的印象」而不是深

刻的印象。 

  

如果只有從藝術風格的中文名稱上進行學習理解，會不會誤以為

這些藝術家們都是創作「以令人印象深刻」為主題的作品呢？ 

當我們運用色彩切入鑑賞學習的時候，學習一些色彩的整體感與

氣氛營造，進行感受的覺察、啟發、溝通和表達等，需要更豐富多元

的詞彙和語句，幫助我們詮釋和表達。以下我們以一些色彩名詞與工

具的認識，來豐富我們的能力。以下內容提供學生學習工具，包含口

語化的生活用詞帶入顏色（如：blue Monday），以及依照情緒強度

依序排列的正向負向情緒用詞，如：快樂（ happy）與狂喜

（overjoyed）在強度上有所不同。 

在顏色陳列上，如芥末黃（mustard）是西方熟悉的黃色，鈷藍

（cobalt blue）則是成本較為昂貴的藍色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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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探索與意象表現Color   plorations and Imagery   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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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紫色 purple；violet 

紫水晶色 amethyst 

紫 藤 色 lilac 

烏    紫 raisin 

薰衣草紫 lavender 

黃色 yellow 

芥末黃 mustard 

橄欖黃 olive yellow 

象牙黃 ivory yellow 

淡  黃 bright yellow 

綠色 green 

深 草 綠 jungle green 

灰 湖 綠 agate green 

海 水 綠 marine green 

苔 蘚 綠 moss green  

淡 綠 色 light green 

藍色 blue 

蔚  藍 sky blue 

淡  藍 baby blue 

寶  藍 royal blue 

鈷  藍 cobalt blue/ king’s  

blue 

深  藍 indigo 

紅色 red 

粉  紅 pink/ soft red/ rose 

bloom 

玫瑰紅 rose 

桃  紅 peach blossom /   

peach  

櫻桃紅 cherry 

寶石紅 ruby red 

酒紅色 burgundy 

blue Monday  鬱悶星期一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a white lie    善意的謊言 

once in a blue moon 千載難逢 

a yellow dog  可鄙的人 

green with envy  嫉妒、眼紅 

red ink 赤字   

I am in the red 我沒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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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情緒 mood/feeling 

Happy （快樂的） 

pleased（滿意的） 

delighted（高興的） 

blissful （樂而忘憂的；幸福

的） 

thrilled（極為激動的；非常興

奮的） 

overjoyed（狂喜的） 

ecstatic（欣喜若狂的） 

情緒 mood/feeling 

angry（生氣的） 

mad （憤怒的） 

upset（心煩的；不高興的） 

annoyed（不悅的；有點煩

的） 

irritated (沒耐性的生氣；被刺激

而不悅) 

outraged（震怒的） 

 

  

圖 1-4 梵 谷

(Vincent van 

Gogh)/唐吉老爹

(Portrait of Père 

Tanguy) /1887/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65 × 

51cm/巴黎羅丹

美 術 館 (Musee 

Rodin) 

 

梵谷是以

豐富的筆觸、

線條、色彩和

情感表現著稱

的藝術家，這

件作品是後印

象 派 （ Post-

Impressionism）的藝術家梵谷的作品。畫面中呈現了東西方文

化交流薈萃的場景，背景裡有許多日本浮世繪（ukiyo-e）的作

品。 

這件作品的色彩探索中，你發現了多少覺得有趣的色彩？哪

些色彩是能讓你更有回應和感受的呢？除了透過色彩與藝術史脈

絡的雙語學習理解學習之外，我們還可以試著運用雙語的方式來學習

其他的鑑賞內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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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覺得「立體」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tereoscopic”? 

你覺得「立體派」是什麼？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ubism”? 

圖 1-5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亞維農少女(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1907/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243.9 x 233.7 cm /紐約現代藝

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透過文字上的訊息，你猜想立體派（Cubism）是什麼樣的內容呢？

畫出看起來很有立體感的作品？事實上這是在 1907 年藝術家畢卡索

的作品，「亞維農少女」展出之後才出現的風格，是不是和字面上的

想像或理解有所不同呢？ 

Through the messages of the word (in Chinese), what could 

the art style be?  

Does this artwork look stereoscopic?   

「立體」指的是什麼呢？ 這裡的立體派，讓我們透過英文Cubism

的理解，其實指的是以「塊面風格」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是不是和字

面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呢？ 

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 in Chinese)?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人物色彩有許多細微的變化，搭配不同的塗繪

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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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 活動摘要 時間 備註 

讓我們進行一些學習回顧和省思，以上所學習的藝術風格與流派，

以名稱進行初步的腦力激盪和想像，有時會和藝術風格流派的實際內

涵與脈絡，有相當的出入，甚至產生誤解。因此，讓我們進行雙語融

入的學習，可以釐清學習主題上的確切內容，並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果。 

此外，讓我們透過色彩的閱讀、探索與發現，進而理解藝術家進

行創作時的態度。透過畫面與氣氛的塑造，藝術家對於以人為主的題

材，以色彩營造氣氛的手法，呈現出不同的觀點與關切人文主題的脈

絡，展現出不同的思維與態度。 

    我們要試著透過色彩和作品氣氛之間的觀察、探索與學習，融入

雙語內容，以更為整體且豐富的角度來體驗主題探究與表現應用。 

從藝術史學習的色彩探索與發現中，我們可以累積對色彩和表現

的能力 

From the color, explore discovering  of art history, and learn 

to gather the abilities of color and expression.  

透過老師設計的創作引導主題，加以結合與探討 

Through this topic, color, we learned how to combine and 

explore activities.  

尋找自己的色彩表現 

Look for your own color expression. 

讓我們透過以上的藝術史藝術風格，進行色彩的閱讀和探索，尋

找更為深入有感覺的色彩表現，並且以「我和 OO 人」（感受和情境）

為主題，創作一件人我互動並有適切氣氛表達的彩繪創作 

I am doing…with ○○○….… 

I am in a …… mood with ○○○……， 

並以雙語融入的方式闡述學習與創作回饋。 

20 

 

 

 

 

    

20 

發想

與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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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與書

寫回

饋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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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一、教學省思 

  (一)需要善用鷹架理論，逐步從中文較多英文較少的教學模式，一個階段一個

階段的朝向英文增加中文減少的方式進行教學，在學生的學習適應上以及學習

回應上會比較順利。 

  (二)包含課堂問答與學習單書面問答，也需應用鷹架模式進行鋪陳，在問答過

程中逐步引導學生使用英文關鍵字，再逐漸帶領學生使用引導式的句子進行回

答，以及透過以及小組討論書寫文字筆記引導學生講出整段落的英文回答。 

  (三)多模態教學模式的落實與善用對於整體教學多有幫助，透過重點記事板的

輔助，教學時的聲調、手勢確認學習效益與多媒體輔助教學，能有效帶動學習

成效，學習單製作也應包含講義功能，協助學生對於雙語內容的參照與回顧。 

  (四)為增加學生開口練習說出口的機會，從兩兩對話的小組，一直到相互討論

的引導，都可以有效提供學生說出口的機會，單一問答則以帶動氣氛為運用策

略，整體而言還是需要以提供學生使用雙語的機會為主。 

  (五)教學實踐活動進行創作時，要多提醒學生創作思考與學習連結的深化，才

能有效的將所學的成果體現在創作與回饋中。 

二、學生回饋（舉例） 

  (一) 

3.從美術史中學到的作品中，哪一件和我的作品連結較有關係？尤其是作品

中的什麼部分？ 

（可以用中文寫，但要局部加入英文，或用英文寫） 

I think my art works is most likely the art works painting by Picasso named The 

young ladies Avignon.  

4.我從美術史中，學習到的色彩表現和應用？（英文回答） 

The color expressing and application that I learned from art history is… 

I learned  I learned many skills of how to make pictures more beautifully.                                    

5.我想表達的情緒和氣氛是？（英文回答） 

The mood and the atmosphere I want to express …. 

 I want to express my art work, s mood is overjoyed and the atmosphere is 

fantastic.    

  (二) 

3.從美術史中學到的作品中，哪一件和我的作品連結較有關係？尤其是作品

中的什麼部分？ 

（可以用中文寫，但要局部加入英文，或用英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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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Vincent van Gogh's《Portrait of Père Tanguy》have more connected with my artwork, 

especially the atmosphere color – blue. 

4.我從美術史中，學習到的色彩表現和應用？（英文回答） 

The color expressing and application that I learned from art history is… 

I learned that different color can transmit different feelings for the viewers.  

5.我想表達的情緒和氣氛是？（英文回答） 

The mood and the atmosphere I want to express …. 

I want to show delight mood and warm atmosphere to my viewers. = 

6.我透過雙語學習美術史的心得是？（可以用中文寫） 

更好理解，也比翻譯過的那些文字更好吸收理解（例如寫實主義的中英表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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