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
南一區研討會議紀錄
活動時間

99 年 12 月 17 日 9 時至 16 時

地

點

臺南市和順國民小學

中央輔導群

陳瓊花教授（主席）

記

錄

張元興

研討會議
時
程

工 作 內 容
(專業對話、成果分享、問題…)

回 饋 與 建 議

輔導員 A：在縣市的領域工作坊中， 伍鴻沂院長（以下簡稱伍）：有研習或
我們會找不同專長、跨領域的教師

工作坊的辦理，就會有合作的機會與

加入，希望擦出多元思考的火花。

平台，大家才不會單打獨鬥，不管輔

在跨年度的輔導工作或工作坊中，

導員或學校教師，大家都需要協助、

不管參加人員或輔導員是否與前一

互相支援與支持。

年度相同，我們會盡量做有延續性
的方向主題的規劃。
輔導員 B：縣市的輔導員多半也是學 伍：有一位管理大師曾在其著作《與成
校重要的行政人員，常常是教學工
13：30
｜
14：45
（音樂組）

功有約》中提到，在時間的分配與管

作、行政業務、輔導工作多頭齊進， 理上，我們應該把身邊的事情，依照
再加上帶團或是應付訪視考評工作

重要或不重要、急迫或不急迫，區分

等，真是忙得令人分身乏術。而今

為四個向度，首先要做的是急迫而重

天難得的研討會訊息，我們縣裡是

要的事，接著應該處理不急迫但重

在前幾天才得知，實在為那些無法

要、或者是急迫但不太重要的事，最

前來參加的夥伴們覺得可惜。

後再來做不急迫也不重要的事。常常
把事情的輕重緩急先後順序定好，便
能做好時間規劃，事情也較能順利做
好做完。另外，在「分區研討會」
、
「跨
縣市交流」等活動辦理時，請各計劃
負責人或專案助理，一定要以電話或
e-mail 做好事前的聯繫溝通，以掌握
參加人員以及辦理時效。

輔導員 C：台南市輔導團在做課綱微 吳淑玲老師（以下簡稱淑）：屏東縣海
調宣導時，除了宣導，我們不知還

洋議題融入藝文教學的部份，我們是

有什麼可講？另外在海洋議題融入

在墾丁國小實作，在視覺藝術方面•

教學方面，我們覺得音樂始終是配

是以漂流木、貝殼作為創作素材；在

角，找不到可以切入的角度與結合

表演藝術方面• 以大型布幔舞動轉化

的方向。

代表海浪的意象；在音樂方面• 則是
擷取海洋素材作即興的創作與發表。
伍：課綱微調的宣導方面，輔導員能做
的就是傳達，把教育部的政策法令往
下傳達給第一線學校老師，也把宣導
情形與學校老師的相關意見，透過縣
市與中央輔導團，再傳達給教育部長
官做參考，不管對上或對下，都要做
訊息提供與傳達的角色。同時也要指
導、輔導學校老師們，依據課綱微調
的內容去做教學的內容與方式的調
整。

輔導員 D：課綱微調中蠻重要的一點 淑：除了專長增置教師之外，學校也可
是著重評量的部分，輔導團夥伴們

以申請藝文深耕教學專案，每節課的

不妨可從這個面向切入對老師們宣

鐘點費有 400 元，具有相當誘因，可

導及分享。

聘請在地的藝術家進入校園協助教

輔導員 B：海洋議題的融入方面，我

學。近期教育部將對這三年的辦理成

曾經蒐集到風潮唱片出版過好幾集

果進行調查評估，以作為是否繼續辦

『海洋音樂』的專輯，是以台灣各

理的參考依據。

地海岸的實地錄音，再加上各個不 伍：城鄉差距的現況與困境是我們不得
同主題的音樂創作結合而成。另外

不面對的問題。不管輔導員或教師，

原住民歌手陳建年的金曲獎專輯

大家一定要有「學生會因為我而改

「海洋」
、歌手胡德夫所演唱的「美

變」的信念與熱情，發現問題，並尋

麗島」等，都是以音樂教學為主而

求解決之道，我們更要鼓勵第一線的

融入海洋議題的教材。此外，國人

老師，改變可以由下而上，教師也能

自製的動畫「媽祖」
、雲門舞集《薪

夠策動主任與校長，甚至外聘老師都

傳》中的片斷「渡海」
，則可作為表

可以自行擬計畫、申請經費，去做他

演藝術融入海洋議題的教材。

覺得有價值、有意義的事。其中我們

輔導員 E：若以歷史的角度切入海洋
議題與音樂的結合，早期有許多台

輔導員當然可以是重要的關鍵人物
，居間提供重要且必要的協助。

語歌謠與港口有關，如：「港都夜
雨」、「安平追想曲」、「淡水暮色」
等，也可作為海洋議題融入音樂教
學的主題與教材。
輔導員 F：新興議題在教學融入上是
否能因地制宜？例如山上的學校，
如何對沒有海洋經驗的學生進行海
洋議題教育？而在教學輔導上，台
南縣國中的老師參加研習的意願不
高、偏遠學校無專長教師、學校(國
中)以升學為主不重視藝文教學、面
臨縣市合併可能造成的邊緣化危機
感…等，都是我們輔導員在第一線
從事教學輔導時所遇到的問題與困
境。
輔導員 G：教育部專長增置教師的政
策應繼續維持，這對偏遠的、無專
長師資的小校幫助很大。
嘉義市瀞文老師：

李其昌教授：

（一）國中面臨師資不足、認知不

（一）研習可參考深耕計畫模式，將藝

夠…等問題。
（二）我是視覺老師，這幾年深入於

術家長期與學校合作，深耕課程
與教學。

歌仔戲領域深入鑽研，漸漸已 （二）表演藝術成果不應著重於大型演
變成表演教師，其實有心最重
要。
13：30
嘉義市國小召集朱麗乖校長：
｜
（一）嘉義市大同國小為 70 幾年的
14：45
美術發展學校，，為教育部素
（表藝組）
養指標指標學校，為屬一屬
二、名列前茅的藝文中心。
（二）很遺撼的是，很多問題受制於
體制內規範，常無法即時獲得
有效解決。
嘉義縣曾惟民老師：
（一）嘉義縣積極規劃行動音樂廳、

出，可以比想法、比創意…等方
式呈現。

行動劇場…化被動為主動，將
藝術活動落實於縣裡各角落。
（二）擔任輔導員辦理諸多研習，但
感覺很難能讓老師持續下去的
動力。
（三）如能配合舉辦戲劇比賽，似乎
學校面對的態度與努力會有很
大的改善及差異。
台南市淑菁老師：
（一）台南市多年來配合相關活動，

李其昌教授：非常感謝各位輔導員皆提
出了寶貴的經驗，大家相互切戳，也

舉辦各校藝術季、黃昏音樂

希望藉由彼此的互動，參考可行的方

會、聖誕節彩虹媽媽戲劇展演

式，落實表演藝術的正常教學。

活動，提昇市民及兒童多元看
戲經驗。
（二）老師常需要提供資源，激起更
多熱情。
（三）不要忽略輔導員的壓力，可行
的建議是加深加廣課程深度，
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台南市邵恩老師：
（一）台南市目前有 18 位專任輔導
員，不定期提供專業深入研習
與增能。
（二）國中表演教學常面臨國小表演
課程教學未落實下，出現無法
銜接狀況，深感困擾。
台南縣儀臻老師：
（一）台南縣幅員廣大，表演老師極
度缺乏，很難能落實正常課程
與教學。
（二）國中的研習規劃，音樂、視覺
兩方面的專長教師參與度不
高。
13：30
｜

嘉義市輔導員：很開心能夠參與並與 劉豐榮教授（以下簡稱劉）回覆：
面對面溝通。

(1)每次和老師交流都是在精進自己

14：45
（視覺組）

(1)藝術教育有時無絕對對錯，最怕
學生被誤導。
(2)藝術教育不只是技術性問題，更
是一種態度。
(3)感謝劉教授對嘉義市輔導團的

的想法。
(2)創作最重要的是人格品質、生命品
質。
(3)藝術教育的知能教學部份必須和生
活相關，重視價值觀養成。

支持與鼓勵。
台南市輔導員：輔導團配合下學期教 李玉美老師（以下簡稱李）回覆：
育處的工作任務需協助藝術與人文
配課教師增能，在師資結構尚未完

(1)建全師資結構與解決配課問題都必
須透過長期規劃。

整之前，如何鼓勵非藝文專長之配

(2)鼓勵配課教師參與專業增能可以從

課教師嘗試藝術與人文教學，又不

提供誘因、規劃教學與增能的縱

被誤解認同配課？

向時間表來做，教導配課教師如
何獲取藝術教育資源，並妥善運
用領域時間進行增能活動等。重
要的是輔導員必須有心去做，開
始去做。
(3)輔導員比教師更具優勢之處就在於
輔導員對於未來的增能活動與方
向，能夠從事規劃。
劉教授回覆：
(1)配課老師本身具有其他專長，如果
願意落實藝術與人文教學，發揮
跨領域統整的功能，還能夠鼓勵
學生從事純粹本質藝術以外的學
習。
(2)藝術學習是多元豐富的，可能在於
內容，可能在於媒介，亦可以結
合議題。

雲林縣輔導員：

李老師回覆：提供其他縣市的做法以供

(1)6 班小校缺乏專長教師，雖考慮

參考，有的縣市會事先調查各領域預

採用共聘方式，但學校間點與點

定辦理研習的日期，預先錯開，則可

的交通距離太遠，不容易規劃。

以避免撞期的情形發生。

(2)統合視導中藝文專長教師未能加
分，但專長教師進駐學校對藝文
教學有相當助益。

(3)暑假期間各領域皆辦理研習，如
遇研習撞期，非專長教師可能優
先考慮參與其本身領域的研
習，而錯過藝文增能的研習機
會。
台南縣輔導員：
(1)配課教師參與藝文增能研習意願
不高。

李老師回覆：目前以教學深耕計畫協助
解決藝文師資不足問題，未來仍會持
續推動，且會加強成效檢核。

(2)校內有藝術與人文專任教師師 劉教授回覆：深耕計畫中引進學校的藝
資，教學品質較穩定。

術家資源必須能夠帶領校內原來的
師資具備設計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
教學的能力，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雲林縣輔導員：有關辦理教師增能研 李老師回覆：
習常遭遇到幾個問題：
(1)暑假期間辦理與學校輔導課衝
突，影響教師參加意願。
(2)暑假期間因代理代課教師需準備

(1)建議研習在時間規劃上能提早規劃
以便妥善安排，同時積極調查了解
配課情形，讓教師具備增能研習相
關概念，才能提升參與動力。

參加教師甄選，使目前為數不少 (2)輔導員亦需要傳承與熱誠，教育需要
的代課教師族群難以參與。

時間，輔導員不必心急，借鏡其他

(3)學校以正常教學為重，不鼓勵教

縣市的經驗，或許能對解決問題有

師公假出去研習。

所助益。

嘉義縣輔導員：國中配課教師經常以 劉教授回覆：與現場全體藝術與人文輔
配課時間安排學科測驗。

導員分享文創產業的觀點，從人文領
導、價值領導來看，法條本身並不是
最終的目的，經驗法則才是最重要的
一環。
莊老師回覆：分區研討會的機會使附近
縣市的輔導員有機會齊聚ㄧ堂，除了
共同聆聽演講增能、提出問題溝通之
外，縣市輔導員之間的經驗交流更具
價值，如能彼此借鏡縣市內相關藝術
教育問題解決成功經驗，相信將使團
務的推動事半功倍。

【視覺藝術】雲林縣輔導員：
教育部國教司楊傳蓮老師：
(1)較偏遠地區的小校聘不到專長教
傳蓮有先作了功課，發現問題的確
師。
還是師資結構的問題，在去年亦接到了
(2)國中藝文教師配課的問題，因有升 有關教師專長的任務，就針對以上作幾
學壓力，導致課程被挪用。
點回應：
【音樂】雲林縣輔導員：
(1)在國中端的部分，在 98 年 10 月時已
(1)許多輔導員在學校內還擔任了行政 公佈要點，在藝能、綜合課程的部分，
的職務，如何兼顧行政、教學、輔 若發現未教學正常化，則會列入校長
導的工作。
考績查核。
(2)輔導員在課綱微宣導的部分應扮演 (2)如果國中、小的現況是目前這樣子的
何種角色。
呈現，我們可以如何作？因目前是列
15：00
(3)近年教育部藝文深耕計畫，讓一些 入 2688 專案計畫的經費，但是就學校
｜
小班小校能爭取到專長教師、藝術 端而言，並不見得會將藝文領域列入
16：00
家駐校。
考量。
（綜合座談） (4)不同地區別的教材，如何一體適用 (3)可以與央團老師研討如何研習，增加
(ex.高山-海洋、都市、鄉村)。
教師專長，因就現實面而已，配課問
【表演藝術】嘉義市輔導員：
題的確是存在，只是多寡問題。
(1)師資問題：近四五年來，都是師資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伍鴻沂
的問題無法解決。
院長：
(2)排課問題：許多學校將藝文課程排 (1)請各位輔導員記得，帶著自己的心，
給升學課程。
為這片藝術與人文的園地好好的耕
(3)教育部長官給予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耘。
的。
(2)請大家要特別注意，若有任何法令的
(4)輔導團可以多作一些相關的專業分 變更問題，藝術與人文要有參與決策
享，或在研習的時候有更多深度、 的決心。
廣度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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