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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課程設計--老師跨出熟悉感的反思
高雄市龍華國中 梁蓓禎
 教育新趨勢
芬蘭在 2016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新課綱中，將主題教學取代傳統科目，強調
培養橫向整合的素養與跨領域的學習，並提出學校應該營造合作學習的情境，並
且為學生提供每年至少一次的跨領域學習機會。反思我國 108 課綱，許多的理念
其實與芬蘭不謀而合，同樣強調培養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
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並且學校端可以彈性調整或是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
數，實施各種學習形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占領域學習總節數的五分之一。
這樣的安排，除了提供學校有更大的彈性空間進行跨領域課程，也為不同領域的
教師創造了對話的機會，並且進行共同設計課程與協同教學。身為老師的我們都
瞭解跨域的統整學習是世界的趨勢，但面對這一波教育改革，我不禁反思自己本
身是否具備跨域的能力呢？是否知道如何與他人合作呢？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老實說跨領域課程對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師資養成的過程中，我們都
是與同樣的科系一起培養一起上課，與同系的人溝通、共備都不是件困難的事
情，但是要跟別科的人一起共同備課，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專業領域不同，要找
到交集也是需要費一般功夫，所以對於跨領域的課程沒有太多的經驗。後來發現
教育部有「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能夠有資源幫助自己
跨出這一步，就硬著頭皮送出申請表了。
當要開始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時，曾經看過藍偉瑩老師分享過他的經驗：從
決定議題、確定目標、決定學習概念、決定學習成果、決定概念發展次序、確定
18 週大綱、規劃每週課程內容…等，進行跨領域課程。當我知道要預備跨領域
課程時，完全沒有太多高深的理想，只思考著誰願意跟我合作？而且是要不同領
域的！我還是先打了一個安全牌，先找了同領域不同科的老師，至少先有個伴。
而在邀請的過程中也碰壁過，對於不熟悉的事情，大家總是比較容易抱持著先靜
觀其變的態度。但是不用灰心，總是能夠找到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就找到了我
的夥伴—表演藝術老師。有了一小步跨領域之後，我們談得非常開心，因為都在

藝術的範疇下，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是什麼都能跨。不過接下來挑戰出現，我們需
要再找學科老師的加入。通常，學科都有所謂的進度壓力，要找到願意跟我們這
樣創新嘗試的老師也有難度，但當你要做一件很棒的事情時，總是會有人出現加
入的。我們先物色了一些同樣對於教育有很大熱情，並且也勇敢嘗試的老師，畢
竟我們要做的「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開發，結果如何我們都正在摸索嘗
試。再我與表演老師好好的思考討論，我們剛好找到一位有共同班級的社會科老
師，而這位歷史老師上課也是以生動活潑出名，我們終於成立了我們跨領域美感
教育實驗課程小組。
 共備共學，重溫學生夢
在小組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就很認真地表明自己出發點，對於跨領域的課
程，我們都是生手，但是也都希望給孩子更全面性、更棒的的學習方式以及學習
果效，所以我們就一起來試試各樣的可能性。歷史老師也認同藝術應該是全面包
含了一切，再加上他自己也是個藝術愛好者，所以他也很期待這次的合作。我們
選定了國中三年級當作主要的學生實作，選擇國三說真的蠻有挑戰，因為他們的
進度與課業壓力更是繁重，不過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三個臭皮匠應該有些不同
的火花精彩呈現。
三年級的歷史課正好談到了啟蒙運動，與接下來法國大革命，而音樂中很多
的浪漫樂派的藝術家也都受此薰陶，表演藝術中談到的戲劇的衝突也正好可以描
述這時期的特色。我們都相信知識本來就是全面性，為什麼孩子知道貝多芬這個
音樂家，知道拿破崙，卻不知道他們其實是在同樣的年代，而且當時文化背景所
發生的事情呢？這樣零散的知識讓學生失去的融會貫通的能力，片段片段的內
容，讓他們學習相當辛苦。我們就設計了「貴族逝，革命起」這樣的一個跨領域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老實說，我相當享受在每一次的共同備課時間，或許也是對自我的一個反省
檢討，我們在介紹音樂家時，對於當代的歷史事件卻知道的不多，但透過共同備
課，我們卻是紮紮實實的把啟蒙運動、網球場宣言、攻佔巴士底監獄、法國大革
命、拿破崙復辟…等，這幾個歷史事件釐清，覺得收穫很多，就像是重溫學生
夢，只是這次更加的認真，努力的筆記。在觀課的過程中，自己也像是參與者，
不只是學知識，更是看見不同老師的豐富的教學經驗累積，為自己的教學又增添
更多元的方法。
 學習，多學幾次就記得了
在好幾次的共同備課後，我們終於實際進到教室實際教學了。歷史老師第一
棒，先開始奠定思維的脈絡，當時文化的說明，很明顯的學生對於我們三科老師
要講同樣的主題感到相當有興趣。甚至當我正在做前一個時期音樂介紹時，學生
就開始問我那其他事件發生時音樂風格上有了什麼改變。我發現，學生的學習對
他們而言更加的有意義，因為那是一個全面性的知識，就是在那個時期社會文
化、藝術風格的特色與發展。表演藝術更是一個學習成果的呈現，再了解藝術風
格與特色、歷史脈絡之後，分組撰寫劇本演釋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相關事件，讓
他們更加將知識活化。當然這樣的課程大受好評，學生該次的段考，歷史科平均
也提高，雖然不能全部歸因爲跨領域課程，但是至少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的跨領
域的嘗試，學生對於學習更加有動力，更發現知識與生活的連結。我們很幾週都
生活的很法國，感受著關於民主、自由的議題。甚至學生希望接下來還能有這樣
的方式學習的跨領域課程。

 最大受益者—自我成長
藍偉瑩老師說發展跨領域課程對社群老師是一場探險之旅，老師得要先冒險
一次，自學成長一次，培養素養，而後才可能發展出有品質與深度的課程，真正
培養出學生的素養。老實說我真的覺得這場探險之旅，自己的成長是最大的受益
者。除了習得更深入的歷史知識，這次的跨領域經驗也學習與其他領域的溝通，
瞭解如何合作，甚至是因為這樣美好的合作經驗，也讓其他老師願意加入我們第
二梯次的實驗課程設計。而在跨領域的過程中，內心又被擴張了，更加豐富多
元，跳脫本位導向，更能統整各樣的資訊。我相信老師的工作其中最重要之一就
是以身作則，當學生看到老師為了跨領域繼續的學習，而且勇敢嘗試，我相信無
形之中我們將與他人合作、終身學習的概念植入他們生命。

跨領域
學科
對象

「貴族式，革命起」教案簡介
社會、歷史

藝術學科

表演藝術、音樂

教學對象： 國中三年級學生，共計 60 位學生。
【實施模式】

跨領
域
美感
課程
實施
模式

1.

本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計畫以國中三年級為主要教學對
象，以社會課程中「法國大革命」為主軸，進行歷史、音樂、表
演藝術三科統整。

2.

首先由歷史老師介紹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以及當代社會中諸多不
平等的現象，從啟蒙思想、美國獨立引發對法國大革命的刺激，
進而引導學生認識 19 世紀初歐洲所彌漫的氛圍。
音樂老師根據學生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認知介紹音樂派別中如何
從古典主義進到浪漫主義，並透過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介紹此時
期傳奇人物-拿破崙。透過對於法國國歌馬賽曲的欣賞，引導學
生看見音樂風格的轉化，以及 1812 序曲看見拿破崙晚期以及法
國的人民生活。
表演藝術課堂則依據歷史課程所教導的 19 世紀法國文化以及法

3.

4.

國大革命事件，讓學生以行動劇的方式進行展演，並搭配音樂課
程中所欣賞的樂曲，以實作的方式展現學生對於此學習內容的理
解。
【應用策略】
跨領
域
美感
課程
應用
策略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
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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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告製
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其他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課程架構圖
1. 法國大革命，革什麼
2. 拿破崙的得意與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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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樂表達我的心
4. 用音樂來訴求

表演
1. 戲劇中的衝突

1. 啟蒙運動時期思
想家

藝術

2. 法國大革命

2. 皮影偶製作

行
動
劇
呈
現

3. 行動劇彩排與
演出

教學計畫
單元
名稱

貴族逝，革命起-法國大革命

教學
時數

共 13 節課
1.

2.
實施
情形

3.

實施班級

323、324

認知方面：
(1) 認識啟蒙運動主要思想、法國大革命的背景與經過
(2) 理解三級會議、國民會議以及人權宣言的意義
(3) 鑑賞貝多芬「英雄交響曲」以及柴可夫斯基「1812 序曲」
(4) 以法國大革命歷史背景，認識台灣皮影戲了解皮影戲的原理
(5) 了解傳統民俗藝術的重要性
技能方面：
(1) 能演唱馬賽進行曲中文版
(2) 能辨別浪漫樂派音樂特色
(3) 能改編歌詞
(4) 培養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編寫劇本的能力
(5) 激發學生對造型、色彩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6) 了解法國大革命中影偶角色的製作方法及材料的運用
(7) 練習如何操作影偶與音效的搭配
情意方面：
(1) 能明白法國大革命的意義與影響
(2) 能理解法國大革命時期社會風氣對於音樂之影響

(3) 培養學生表達自我、溝通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4) 從各組表演中，了解法國大革命故事的背後意涵
(5) 學習欣賞傳統民俗藝術不同的美感

國中三上歷史課程介紹西洋歷史，談論到法國人民從對理性主義的
嚮往，以及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興起了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
追求，產生了法國大革命。但革命之後，人民生活並沒有改善，甚
至民不聊生，因此產生對於理性主義的質疑，牽動了十九世紀歐洲
的自由主義、浪漫主義發展。而此時期剛好能與音樂發展史對照，

設計
理念

音樂部份可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從古典樂派走向浪漫樂派，從浪漫樂
派先驅貝多芬的作品切入。引導學生探討當時期音樂風格的轉變，
以及音樂在各生活中如何具備撫慰、激勵人心之功能。表演藝術部
分則是以創作性戲劇以及皮影戲，引導學生自我表達能力，並且認
識悲劇與喜劇的特質與劇劇中衝突的關係，並能欣賞與分析以法國
大革命為主題的中西方電影、戲劇、文學與舞蹈作品中所造成的戲
劇衝突並透過「衝突情節」的練習課程，體會劇中人物的衝突危機
處理，小組討論，並進行排練與呈現。以歷史課-法國大革命與人權
的議題為中心，探討當代社會人文如何與藝術連結，並透過行動劇
的方式，融合所學之音樂、歷史、表演藝術相關知識，做為學習成
果呈現。

藝術概
念與
美感元
素
教學

藉由本單元讓學生了解台灣傅統民俗藝術~皮影戲之美，並讓學生
由分組實作中，包括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劇本編寫 (歷史、表演)、
影偶的設計(表演)、音效的搭配主題曲的演唱(音樂)、分組的表演
呈現(戲劇)…等，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及學習團體的分工
合作、互相觀摩的精神，達到多元化的學習效果。
講述法、問答法、實作體驗、欣賞教學法、練習教學法、發表教學

方法

法

教學
資源

自編教材、教師手冊、教科書、張曉華《創作性戲劇教學原理與實
作》

106 學年度下學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北區跨縣市交流
活動日期：107 年 3 月 15 日
活動地點：新北市中山國小
活動內容：一、教授教學觀摩：李其昌教授
二、12 年國教教案分享：邱敏芳國中美術、黃世傑國小音樂






活動名稱：中區跨縣市交流
活動日期：107 年 4 月 20 日
活動地點：新竹市陽光國小
活動內容：一、教授教學觀摩：呂燕卿教授
二、12 年國教教案分享：邱鈺鈞國小表藝、梁蓓禎國中音樂






活動名稱：南區跨縣市交流
活動日期：107 年 5 月 18 日
活動地點：高雄市福山國小
活動內容：一、教授教學觀摩: 吳舜文教授
二、12 年國教教案分享：：張超倫國小音樂、鍾璧如國小視覺

 活動名稱：年度研討會
 活動日期：107 年 6 月 21~22 日
活動地點：桃園市復興山莊

教育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10 表演藝術研究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1 號 9F
TEL：02-7734-5493．E-mail：nadiachung.y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