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私立七股區昭明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藝術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22   )節 

課程目標 認識欣賞歌劇、音樂劇；了解數位科技音樂。 

領域能力指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融入之重大議題 
【資訊】【人權】【環境】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第六週 輕鬆入門聽歌劇 

6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能分享什麼是歌

劇？認識歌劇的組

成要素。 

2. 能寫出.歌劇中重要

的組成要素。 

【資訊】 

5-4-5 

【人權】 

2-4-1  

第七週~第十一週 音樂劇風雲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讓學生習唱《悲慘世界》

中的〈我曾有夢〉(I 

Dreamed a Dream)，以及

【資訊】 

1-2-1  

【環境】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演奏直笛曲《獅子王》中

的〈今夜你是否感受到我

的愛〉(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讓學生感受到音

樂劇中音樂的力量與功

能。 

4-2-1。 

 

第十二週~第十六週 音樂魔法師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與自然環境

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

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 學習節奏口技 

2. 學習練唱 A Cappella 

 

【資訊】 

5-4-5  

【環境】 

5-2-1  

第十七週~第二十一週 乘著樂音展翅高飛(一) 

5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辨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 分組討論，舉辦班級

音樂會的主題、方

式、內容、時間。 

2. 歌曲習唱〈掌聲響

起〉。 

 

【環境】 

3-1-2  

【資訊】 

5-4-5  

第二十二週 休業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臺南市私立七股區昭明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     藝術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19 )節 

課程目標 

1.介紹民歌、福佬民歌、客家民歌、原住民民歌及新音樂；了解南北管，學習不同民族的音樂特性，以及音樂在各民族的

功能；認識歐洲、非洲與美洲各洲的音樂特色與正規節奏與非正規節奏；了解世界遺產的類型、篩選與保護機制。 

2.認識不同形式的畢業典禮，了解欣賞音樂會的禮儀與其他注意事項；規畫班級音樂會，並呈現音樂學習成果；從生活中

認識各種書刊編輯的形式要素與美感，並認識海報的編排原則與種類，以及海報對於藝術活動宣傳的重要性。 

領域能力指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融入之重大議題 【人權】【環境】【資訊】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第五週 臺灣音樂之旅 

5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7 感受及鑑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1.中音直笛習奏〈一支小

雨傘〉。 

【人權】 

2-4-1  

【環境】 

3-4-1  

3-4-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第六週~第十週 亞洲音樂漫遊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

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

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

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

習。 

1 學生能分辨東南亞的鑼

型態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2.演唱日本民謠〈花〉。 

【資訊】 

5-4-5  

【人權】 

2-4-1  

第十一週~第十五週 從電影看世界音樂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

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

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奇美感與文

化特質。 

1.節奏練習：認識正規節

奏與非正規節奏。 

2.歌曲習唱：〈我跟上節

奏〉。 

3.〈奇異恩典〉中音直笛

習奏。 

 

【人權】 

2-4-1 

【環境】 

3-4-1  

3-4-3  

第十六週~第十八週 乘著樂音展翅高飛(二) 3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1.能演唱歌曲〈永遠的畫 【環境】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作品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面〉、〈以你為榮〉及〈垃

圾車〉。 

 

3-1-2  

4-1-1  

【人權】 

2-4-1  

第十九週 畢業典禮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