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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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  藝術與人文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22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並欣賞巴洛克樂派的音樂及作曲家。 

2.認識並欣賞古典樂派的音樂及作曲家。 

3.認識並欣賞浪漫樂派的音樂及作曲家。 

4.從廣播劇中認識聲音的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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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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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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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遊巴洛克的華麗殿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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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評量 

2.學生互評 

3.自我檢核 

4.互相討論 

【人權】 

2-4-1  

【資訊】 

4-3-5  

4-3-6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第七週~第十一週 傾聽古典的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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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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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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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權】 

2-4-1  

【資訊】 

4-3-5  

5-4-5  

第十二週~第十六週 優遊浪漫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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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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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2-4-1  

【資訊】 

4-3-5  

4-3-6  

【生涯發展】 

1-3-1    

2-3-1    

2-3-2    

3-3-1    

第十七週~第二十一週 廣告音樂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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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 

3-4-1 

 【資訊】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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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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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生涯發展】 

1-3-1    

2-3-1    

2-3-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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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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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  藝術與人文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21  )節 

課程目標 

1. 由國民樂派、印象樂派，以及二十世紀音樂，發現不同時期的音樂家，如何巧妙組成美好的音樂。 

2. 能使學生清楚的掌握西洋音樂史上，每一時期的年代、代表作曲家、音樂特色與風格等。 

3. 認識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及內涵。 

4. 認識印象樂派作曲家德布西及拉威爾，感受其樂曲中光影的變化。 

5. 認識二十世紀音樂，並培養學生更寬廣的國際觀。 

領域能力指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化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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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人權】【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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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故鄉在唱歌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 學生能說出國民樂派音

樂特色 

【環境】 

3-4-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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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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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生學會唱〈慶祝〉。 【人權】 

2-4-1  

 

第六週~第十週 光影交織的樂章 

5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化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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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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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說出印象樂派音

樂特色 

2. 學生能寫出半音音階與

全音音階 

【環境】 

3-4-1 

【人權】 

2-4-1  

【性侵害犯罪防制條

例】 

 

第十一週~第十五週 超級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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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分組創作  

約翰·凱基的機遇音樂 

2. .歌曲習唱〈給未來的自

己〉。 

【環境】 

3-4-1 

【海洋】 

3-4-6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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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週~第二十一週 彩色音樂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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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演唱〈梵谷之歌〉 

2. 能舉例音樂與繪畫之間

的連結 

【資訊】 

4-3-5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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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