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白河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不分)年級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不分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節，本學期共( 84 )節 

課程目標 

1.能欣賞雕塑作品，了解其特色、傳達的意義，並能運用黏土創作作品。 

2.能欣賞一九九○年代後的臺灣樂曲。 

3.認識生活中不同版畫的種類、製作方式、應用的表現方式，實際運用印章創作。 

4.認識相聲的形式、說逗學唱、特色及舞臺道具。 

5.體驗、鑑賞廣告作品，表達廣告訴求，並透過活動海報設計實踐，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 

6.透過生活情境的觀察，理解廣告歌曲對產品帶來的影響力。 

7.認識創意廣告的表現手法，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總綱核心素養 

藝-J-A1: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A3: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1: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2: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藝-J-C3: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環 J4: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育】性 J3:檢視家庭、學校、職場中基於性別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視。 

 

課程架構脈絡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8/31~10/16 藝版藝眼 

(印章、拓印、型染

板運用) 

 

藝起話相聲 

(相聲欣賞) 

28 

藝-J-A2 

藝-J-A3 

藝-J-B1 

藝-J-B3 

藝-J-C1 

視 1-Ⅳ-4:能透過議題創

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

文化的理解。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

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3-Ⅳ-3:能應用設計思考

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

尋求解決方案。 

表 2-Ⅳ-1:能覺察並感受創

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 2-Ⅳ-3:能運用適當的語

彙，明確表達、解析及評價

自己與他人的作品。 

表 3-Ⅳ-4: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1:藝術常識、藝

術鑑賞方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表 E-Ⅳ-2:肢體動作與

語彙、角色建立與表

演、各類型文本分析與

創作。 

表 E-Ⅳ-3:戲劇、舞蹈與

其他藝術元素的結合演

出。 

表 P-Ⅳ-2:應用戲劇、應

用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

元形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

續發展的意義

(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展)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

育】 

性 J3:檢視家

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

的偏見與歧

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0/19 

~  

12/4 

視覺藝術雕塑美好 

(可塑粘土雕塑) 

 

聲聲不息 

(1990年代後歌

曲介紹) 

28 

藝-J-A2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視 1-Ⅳ-2:能使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

觀點。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

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3-Ⅳ-3:能應用設計思考

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

尋求解決方案。 

音 1-Ⅳ-1:能理解音樂符號

並回應指揮，進行歌唱及演

奏，展現音樂美感意識。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

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

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音 3-Ⅳ-2:能運用科技媒體

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樂，

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趣

與發展。 

視 A-Ⅳ-1:藝術常識、藝

術鑑賞方法。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音 A-Ⅳ-1:各種音樂展

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

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

創作背景。 

音 A-Ⅳ-2:相關音樂語

彙，如音色、和聲等描

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

語，或相關之一般性用

語。 

音 P-Ⅳ-2:在地人文關

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

議題。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2/7 

~  

1/19 

創造廣告(校慶義

賣海報製作) 

 

廣告音樂知多少 

(廣告歌曲) 

 

創意廣告新點子 

(廣告表現手法) 

28 

藝-J-A1  

藝-J-A3 

藝-J-B1 

藝-J-B3 

藝-J-C1 

藝-J-C2 

視 1-Ⅳ-1:能使用構成要素

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與想

法。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

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3-Ⅳ-3:能應用設計思考

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

尋求解決方案 

音 1-Ⅳ-2:能融入傳統、當

代或流行音樂的風格，改編

樂曲，以表達觀點。 

音 3-Ⅳ-2:能運用科技媒體

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樂，

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趣

與發展。 

表 2-Ⅳ-1:能覺察並感受創

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 3-Ⅳ-4: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

形表現、符號意涵。 

視 P-Ⅳ-2:展覽策劃與

執行。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音 A-Ⅳ-1:各種音樂展

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

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

創作背景。 

音 P-Ⅳ-1:音樂與跨領

域藝術文化活動。 

音 P-Ⅳ-2:在地人文關

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

議題。 

表 P-Ⅳ-3:影片製作、媒

體應用、電腦與行動裝

置相關應用程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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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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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白河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不分)年級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課程(調整) 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不分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 )節，本學期共( 84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公共藝術的趣味及形式美感，了解藝術家欲表達的情感與想法，培養藝術欣賞視野。 

2.欣賞水墨作品，欣賞藝術品的各種構圖方法，並創作有趣的作品，表現生活美感。 

3.認識圖文多元創作的視覺呈現，並應用圖像與文字的組合形式，創作有趣的圖文作品。 

4.認識、欣賞各族群音樂特色，尊重臺灣各族群之傳統文化，感受臺灣音樂之美。 

5.認識音樂劇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體會多元風格與觀點，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6.認識中西方即興表演活動、即興劇場、接觸即興，並實際體驗即興創作。 

7.認識中國舞蹈之美並體驗中國舞蹈的基本功與舞姿。 

 

總綱核心素養 

藝-J-A1: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A3: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1: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藝-J-B3: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2: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藝-J-C3: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環 J4: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育】性 J11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見的情感表達與溝通，具備與他人平等互動的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多 J8:探討不同文化接觸時可能產生的衝突、融合或創新。 

【原住民族教育】原 J12:主動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議題。 

 

課程架構脈絡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20~1/26 

 

2/17~3/26 

走入群眾的公共

藝術 

(公共藝術介紹) 

 

中國舞蹈大觀園 

(中國舞蹈欣賞) 

28 

藝-J-A1 

藝-J-B3 

藝-J-C3 

視 1-Ⅳ-1:能使用構成要素

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與想

法。 

視 1-Ⅳ-2:能使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

觀點。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

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表 2-Ⅳ-1:能覺察並感受創

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 3-Ⅳ-4: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

形表現、符號意涵。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表 E-Ⅳ-1:聲音、身體、

情感、時間、空間、勁

力、即興、動作等戲劇

或舞蹈元素。 

表 A-Ⅳ-1:表演藝術與

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

特定場域的演出連結。 

表 P-Ⅳ-4:表演藝術活

動與展演、表演藝術相

關工作的特性與種類。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

續發展的意義

(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展)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

育】 

性 J3:檢視家

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

的偏見與歧

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3/29 
~  

5/14 

水墨畫的趣味 

(水墨畫體驗) 

 

百變的電影之聲 

(電影音樂欣賞) 

28 

藝-J-A1  

藝-J-A2 

藝-J-B1 

藝-J-B2 

藝-J-B3 

藝-J-C2 

藝-J-C3 

視 1-Ⅳ-2:能使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

觀點。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

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3-Ⅳ-3:能應用設計思考

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

尋求解決方案。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的音

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

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

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

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音 3-Ⅳ-1:能透過多元音樂

活動，探索音樂及其他藝術

之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球

藝術文化。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

形表現、符號意涵。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

音樂劇、世界音樂、電

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

曲。各種音樂展演形

式，以及樂曲之作曲

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

作背景。 

音 P-Ⅳ-1:音樂與跨領

域藝術文化活動。 

音 P-Ⅳ-2:在地人文關

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

議題。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J8:探討不

同文化接觸時

可能產生的衝

突、融合或創

新。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5/17 

~  

6/30 

畫話 

(卡片製作、四格

漫畫) 

 

表演中的即興 

(即興劇欣賞、體

驗) 

 

福爾摩沙搖籃曲 

(台灣各族群音

樂欣賞) 28 

藝-J-A1  

藝-J-A3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視 1-Ⅳ-2:能使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

觀點。 

視 2-Ⅳ-2:能理解視覺符號

的意義，並表達多元的觀

點。 

表 1-Ⅳ-1:能運用特定元

素、形式、技巧與肢體語彙

表現想法，發展多元能力，

並在劇場中呈現。 

表 2-Ⅳ-3:能運用適當的語

彙，明確表達、解析及評價

自己與他人的作品。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

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

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音 3-Ⅳ-2:能運用科技媒體

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樂，

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趣

與發展。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2:傳統藝術、當

代藝術、視覺文化。 

表 E-Ⅳ-1:聲音、身體、

情感、時間、空間、勁

力、即興、動作等戲劇

或舞蹈元素。 

表 A-Ⅳ-1:表演藝術與

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

特定場域的演出連結。 

音 E-Ⅳ-1:多元形式歌

曲。基礎歌唱技巧，如：

發聲技巧、表情等。 

音 A-Ⅳ-1:各種音樂展

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

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

創作背景。 

音 P-Ⅳ-2:在地人文關

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

議題。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J12:主動關

注原住民族土

地與自然資源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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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