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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勞低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 美術創作除了玩創意、說想像、樂開懷也表達自己以外，同時也跟其他學科一樣，

可以透過手隨心到，讓孩子因為確認自己的能力，而能累積自信。低年級孩子，我

們將會透過遊戲設計、活動體驗、繪本或故事分享，讓孩子透過愉快的氣氛中體驗；

也透過擬人式的媒材個性認識，讓低年級孩子認識各項素材的基本特質，作為未來

中高年級手隨心到的基礎。 

          這學期的美勞低年級，宜珮依然想以種籽這個生活的大環境，作為主軸，儘可能加

入跟種籽歷史有關的故事以及體驗或肢體活動，帶著孩子回溯學校成立不易的點

滴。一、二年級一起上課美勞低，在相同主題中，會有機會讓二年級孩子以學長姐

經驗分享討論，同時也會依照孩子的能力增加討論與創作的深度。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一、二年級 

教    材:參考部頒教材課程學習目標，由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方式:由教師引導，經互動討論後進行個別或團體創作。 

課程內容: ◎以下單元為預定課程，實際進行將依選課學生屬性與一二年級選課比例做調整。 

主題 週數 內容說明 課程重點 

空堂 

可以做什麼 

2-3 我們要先收集種籽空堂的各種遊戲，

到底都利用哪些道具？接下來也許我

們可以創造新的種籽遊戲喔！同時也

希望有機會讓孩子接觸簡單、卻有更

多可能的玩具，期待爸媽也一起分享

童玩的經驗。 

‧分享：二年級學長姐的經驗 

‧爸媽的童玩、班級遊戲、紙和筆

的遊戲 

‧創作：1.體驗或製作常見的童玩

(紙筆童玩)和種籽遊戲 2.互動童

玩改創-彈珠檯 

種籽的自然

環境 

2 生態池、大草原和溪邊是種籽寶貴的

自然資源，細細觀察都會發現驚喜。

我們要介紹這些地方的故事(一年

級)，同時這些自然材(葉、石、木)，

只要發揮想像力可是好材料呢！ 

‧繪本欣賞：葉子鳥、生態池的故

事 

‧玩葉子石頭遊戲，紙黏土拓印葉

子盤或葉子敲染畫、翅果的迴旋與

紙製竹蜻蜓創作 

‧創作：自然物堆疊、重組與聯想 

色彩 

遊戲與生活

設計應用 

2-3 紅黃藍三原色，是各種顏色的精靈，

有了它們三個再加上黑白雙星可就能

創造所有的顏色。 

信不信？我們就來玩一場色彩的魔法

吧！玩完後當然還要拿來讓生活更美

麗囉！  

‧繪本討論：風是甚麼顏色? 

‧欣賞：馬諦斯彩紙剪貼的藝術家

故事、作品欣賞 

‧創作：體驗水彩混色與冷暖色調

以及手染紙的生活應用 

‧創作：手染紙的聖誕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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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與創作 2 ‧高興、難過、生氣、害怕與想念…，

甚麼時候會出現這些情緒呢?可以怎

樣對應會讓人舒服些呢? 

我們要來聊聊情緒，欣賞繪本、也運

用顏色的象徵和簡單文字，創作我們

自己的情緒卡。 

‧電影與繪本：腦筋急轉彎、噴火

龍、我的感覺你的感覺…… 

‧討論：情緒表達與顏色 

‧創作：情緒感受卡 

廚房美術課 

與 

校園中的季

節 

2 ‧節令的故事：秋天的種籽與冬至的

祝福 

‧秋天：留下桂花香 

‧冬天：搓湯圓長ㄧ歲，也長智慧，

而且湯圓就像可以吃的黏土，可以玩

造型呢!  

‧繪本討論：關於食物的繪本(石頭

湯、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 

‧老祖先的智慧：保存食物的方法。 

‧工作：1.桂花蜜與蓮藕桂花凍 

        2.冬至造型湯圓 

校外教學的

準備和回憶 

3 ‧校外教學是種籽小孩最開心的事，

今年我們要走訪離島金門，我們要一

起認識台灣地圖，也認識金門的特色。 

‧你會用甚麼方法紀錄回憶？跟沒去

校外教學的爸媽分享你的特別旅行？

你可貼照片、更可以加入繪畫。 

‧繪本與故事：風獅吼、第一次旅

行帶什麼？  

‧討論：校外教學的裝備與心情 

‧創作：金門重點意象(風獅爺)的

行李吊牌 

‧創作：形狀書形式的旅行紀錄本 

我的 

夢想「家」 
(合作作品) 

2 蓋房子，造社區，建自己的秘密基地，

一直是很多小孩的夢想和好奇。歷屆

種籽小孩蓋基地、建房子的經驗傳承

可不少，宜珮要來說一說這些有意思

故事。 

‧討論：種籽基地的故事 

‧欣賞：建築可以大不同 

(建築中的違章與生活文化的關係

→中南美洲的貧民區違章、泰國的

鐵路市集) 

‧創作：紙箱紙盒、寶特瓶等回收

材料或利用自然物蓋基地 

種籽 

桌上遊戲 

(期末合作) 

3 種籽生活有開心，當然偶而也會有些

倒楣事發生，我們要以種籽生活作為

主題，設計製作簡單的桌上遊戲。 

‧討論：種籽生活經驗 

‧繪本：學姊何苹的種籽繪本 

‧創作：一年級以東西南北童玩形

式，二年級會先分享討論不同形式

桌遊再決定創作主題，暫定：種籽

大富翁 

其他 2 ‧保留繪本欣賞與延伸創作的主題 

‧將依學生興趣及能力作彈性調整 

作    業:隨堂創作 

評    量:依課堂學習態度、創作表現，由教師評量。 

其   他：請準備彩色筆、蠟筆、膠水、剪刀，並貼上名字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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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勞中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這學期會有剛升上三年級的新夥伴加入美中，這屆三年級孩子有的細膩情感豐富，有

的想像力自由無垠，加上原本四年級孩子的精細與手巧，所以這學期美中會試著以大

主題規劃，希望一起經驗美術創作的更多可能媒材，同時也加入不同表現的創作欣賞

與介紹。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三、四年級 

教    材:由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方式:由教師引導，經互動討論後進行個別或團體創作 

課程內容: 預計可能會有的主題如下，正式上課後會依選課學生特質調整。 

主題 課程內容 

A.小單元 

 主題： 

「大與小」 

「三翻書」 

 

1.「大與小」對比：小昆蟲眼中的人類世界會是如何呢？或者把自己縮小又會是

怎樣的世界？我們試著壓低視點，感受平時習慣的世界，也帶來創作的另種可

能。‧相關創意影片與展覽:微型展 

2.換裝翻翻看，三翻小書，互相翻來換去會組合成怎樣的生物？或是換裝呢？看

似隨興，其實得要計畫，可以有相熟默契的朋友一起合作分工，會更過癮，我們

來創造想像力的不同可能吧！ 

B.繪本小書 

 

‧繪本欣賞(構圖、視點、表現、主題、經驗連結與討論、創意) 

1.形式表現:介紹書籍裝訂的簡單形式，讓大家可以更容易親近繪本。預計會介

紹拉頁書、形狀書…等 

2.創作：形狀書的趣味，生活中的小事，可以怎樣展現出不同的趣味和吸引力?

可能主題:「洞」、「開」 

C.剪影─黑

白的魅力 

‧黑白兩色的剪影，有著充滿想像的魅力。從皮影戲到動畫，從剪下來的造型，

到被挖開的洞，我們要體驗剪影的魅力，讓輪廓線會說話。 

‧欣賞動畫：王子與公主、有怪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kw6A97DuA 
https://play.niceday.tw/product/1170 

‧正負空間的錯視趣味：你看見甚麼?不同角度看見大不同 

‧創作：剪紙與投影  

D.季節與感

受 

‧秋高氣爽，明亮的天光，可以是怎樣的色彩呢？我們會玩玩水彩，認識冷暖色

調，也認識高彩度的明亮，試著表現秋天的感受。我們要在校園中尋找秋天的線

索，同時也製作收藏秋天的楓香書籤。 

‧欣賞：顏色與感受的繪本、猜猜畫家畫作中的心情 

E.寶特瓶變

變變(立體) 

‧常見的寶特瓶，透過想像力可以變成甚麼?我們要試著以生活廢棄物，敲敲釘

釘加上彩繪，創作出不同的趣味生物，或者變成隨手的玩具。 

E.生活感的

創作 

‧生活設計中也可以有不同的創意和幽默，我們要來展開視野，也要配合節日(聖

誕節)分享祝福。 ‧創作：聖誕節卡片與裝置設計。 

G.作品分享 ‧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除了自己創作與課堂教師提供的欣賞引導以外，也希

望透過彼此分享，激盪更多元想法。將會依照主題，適時進行作品與創想分享。 

評    量: 依課堂學習態度、創作表現，加上師生相互給予作品回饋和討論。。 

其   他： 相關畫材將於期初討論討論主題完畢後，公告於聯絡單請孩子提前準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kw6A97DuA
https://play.niceday.tw/product/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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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勞高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這學期會有剛升上五年級的新夥伴加入美中，試想孩子的個性特質，這學期美高會回

歸主題性創作與媒材體驗，在主題中加入創作風格的欣賞與介紹。考量高年級孩子對

視覺表現的自我期許，加入適度技巧練習。還想嘗試：透過藝術史故事介紹，以及創

作者性格與作品風格的對應連結，欣賞藝術家不同風格的創作，也回頭看看認識自己。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五、六年級 

教    材:由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方式:由教師引導，經互動討論後進行個別或團體創作 

課程內容: 預計可能會有的主題如下，正式上課後會依選課學生特質調整。 

主題 課程內容 

A.改變慣

用視點 

‧主題設定：「大與小」，小昆蟲眼中的人類世界會是如何呢？或者把自己縮小又會

是怎樣的世界？我們試著壓低視點，感受平時習慣的世界，也帶來創作的另種可能。 

‧相關創意影片與展覽:繪本、公視節目「啊！設計」，「帶著玩具去旅行」、微型展 

‧創作：小繪本或動畫(相機+電腦) 

B收藏旅

行的回憶 

‧旅行的回憶，可以記在心裡，可以拍照存在手機裡，可以書寫在文字裡，還可以

有怎樣的方式收藏記憶呢？ 

‧介紹不同的表現方式：手繪、影像拼組、聲音紀錄、收集與裝置，甚至還有藝術

家以收藏氣味作為創作呢! 這回我們一起試著討論並嘗試著以不同方式收藏記憶。 

‧關於回憶的分享：魚夫/台南食物的記憶、金門戰地的記憶、文化日主題/種籽人

的回憶、長大的回憶/瑀嵐的音樂故事、我們/歷屆校外教學的回憶 

C.一枝筆

的暢快 
(繪畫與技

巧) 

‧一分鐘的速寫練習(打破猶豫與具象的習慣)，由近到遠的取景技巧 

‧鉛筆或原子筆速寫與淡彩的結合與生活感 

‧雷驤速寫作品欣賞 

‧明信片小畫展(正式畫展的樣貌與準備)  

D.生活創

意設計 

‧藝術與生活就是在一起的，我們要來欣賞一下生活中的創意設計與幽默。 

‧有趣的杯子、創意搞怪卡片、幽默的提袋設計，都會是可能的主題。也試著帶孩

子一起上網收集整理資料，作出生活創意設計的介紹和改創。 

E.藝術家

的故事 

‧藝術史主流的發展與衝撞者(從當時與未來看改變者)—藝評家口中的野獸派 

‧台灣美術史的啟蒙者—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畫家(石川 VS鹽月) 

‧自己的創作性格與喜好對應 

分享 升上高年級，除了創作，更重要的是欣賞。除了課堂教師提供的欣賞引導以外，也

希望透過孩子們分享想法和創作，激盪更多元有意思的想法。 

評    量: 依課堂學習態度、創作表現，加上師生相互給予作品回饋和討論。。 

其   他： 相關畫材將於期初討論討論主題完畢後，公告於聯絡單請孩子提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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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與樂團  中高                教師：黃瑋寧  

課程說明： 

    你喜歡聽音樂嗎？喜歡唱歌嗎？心情好的時候，你會不會想要哼哼唱唱？心情不好的時

候，你的心裡有沒有旋律可以幫你打氣？ 

    音樂其實一直圍繞在我們身邊，有時候可以陪伴我們，有時候可以給我們安慰，無聊的時

候，音樂可以當朋友，工作的時候，也可以當我們的好夥伴。走進餐廳、看卡通、看電影的時

候，音樂也都圍繞著我們。 

    這堂課的時間裡，我們會一起相信：不會台語也可以唱台語歌，不會英文也可以聽百老匯

的音樂劇，不會俄文，也可以聽到旋律就猜到這是俄羅斯迴旋舞。 

    還有，不會看樂譜，不認識音符，我們還是可以參與音樂，成為旋律的一部份。 

 

課程目標： 

    1.跟音樂在一起，讓耳朵和心都覺得舒服。 

    2.發現生活中圍繞在身邊的音樂。 

    3.相信自己擁有參與音樂的能力，無論是用人聲或是樂器     

    4.探索音樂創造者想要傳遞的世界。 

 

上課方式與內容： 

    1.音樂導聆(樂曲故事、創作者的故事、音樂地圖) 

2.哼哼唱唱 

3.器樂合奏(包含直笛與打擊樂器) 

    我們會聽聽台灣的音樂，也會聽聽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音樂，同時認識跟音樂相關的地理位

置。 

    我們會聽聽現在的人用音樂在講的故事，也會聽聽從前的人用音樂表達的想法。我們會唱

現在的大人寫給孩子的歌，也會唱好久以前的小朋友就在哼的曲調。我們會看看有些藝術家，

怎麼把音樂變出顏色來，也會聽聽有些音樂家，怎麼把顏色變成音樂。也會認識一些創造音樂

的人，還有認識一些可以創造出旋律的重要樂器。 

    還有，我們會嘗試一起玩樂器、玩節奏。 

課程對象：中、高年級，想要接觸音樂的孩子 

上課時數：每周兩堂 

評    量： 1.在課堂裡的樣子（學習態度、群體能力、獨立意志、個人特質） 

           2.與音樂的關係(音樂領域學習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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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高） 

教師：陳淨 

課程說明： 

打擊樂是一種容易上手，又豐富多樣的。同樣的旋律，不同的節奏、編制，會有完全不同的風

格和感受，希望透過打擊樂的角度，打開對音樂的視野。 

 

課程目標：一、開啟對不同音樂風格的興趣                   

             二、能學會打擊樂的基本練習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喜歡音樂、打擊樂的高年級學生，最多 15人。 

          如果超過人數，會以能夠完整準備上課物品的人為主 

 

上課方式： 

每堂課的開始會是打擊的基本功練習，接下來會進入當次課程的主題。期中會有擊樂相關賞析，

期末會有小合奏。 

會有期中考，考基本練習和練習曲， 

 

課程內容： 

1.打擊基本練習：鼓棒拿法握法、三組節奏型、滾奏、裝飾音 

2.認識節奏：認識各種節奏型、速度 

3.綜合打擊體驗：不只一個鼓，或不只一個聲音時，甚至不同鼓棒時該如何敲 

4.音樂賞析：透過影片、音樂，認識不同的音樂風格 

 

上課物品： 

1.請自備小鼓棒一副，若有練習板、節拍器可帶，沒有也沒關係。 

2.期中以後，會需要帶一個家裡不要的容器，鍋碗瓢盆、奶粉罐皆可。 

3.請自備一本橫線或五線譜空白筆記本 A4大小，鉛筆、橡皮擦、原子筆，抄譜和上課記錄用。 

 

作業：每週會有練習曲或任務回家練習 

評量：練習曲達成度、課堂參與度、期中考、合奏，由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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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中 
 教師:李潔欣 

課程說明與目標： 

    舞蹈中這堂課的時間裡，我們會一起來認識舞蹈，除了舞蹈基本功（肢體開發、舞蹈創作與

小品練習），潔欣會透過東西方的舞蹈歷史，舞蹈家的故事，世界舞蹈的脈動與流向，動力分析，

舞蹈美學等，從人文脈絡的角度來深度介紹舞蹈。這堂課邀請對舞蹈有興趣的中年級同學加入，

一起挖掘與體會舞蹈的美。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三、四年級。對舞蹈有興趣，願意遵守課程規則（詳閱注意事項）的同學。 

教 材：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內容與方式： 

1.舞蹈基礎：肢體開發，核心體能訓練，基礎舞蹈組合，毯子功，翻滾與流動。 

2.認識舞蹈歷史：中西舞蹈歷史，芭蕾舞與民族舞的起源，舞蹈人物故事 

3. 影音欣賞與討論 

4.舞創時光：主題式創作，道具使用，服裝製作～製作芭蕾舞裙。 

5.小品練習：胡桃鉗組曲的「雪花圓舞曲」 

作 業：期末晚會排練與演出  

評 量：依課堂學習態度與排練表現，由教師評量。  

1. 課堂觀察：課堂裡的學習態度與表現，群體活動中的互動與協調。 

2. 演前排練觀察，分工合作與負責態度。  

注意事項：請穿著適合運動有彈性的衣褲，著襪子或舞鞋上課。嚴禁披頭散髮，請將頭髮紮乾淨，

無需包頭，簡單馬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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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高 

教師:李潔欣 
課程說明與目標： 

舞蹈高這堂課在試著尋覓舞蹈的各種的可能，透過排練實作來體認舞蹈。並透過中西舞蹈

歷史，舞蹈美學概念，動力分析來增進對舞蹈不同層次的認識，讓跳舞更能有脈絡的循序漸進，

也能從舞蹈創作享受到自己與繆思世界連接的甜美感受。舞蹈可以成為我們的好朋友好夥伴。

希望能讓你透過認識舞蹈，進而認識自己，找到與他人連結之道，從中獲得自信，與團隊合作

的喜悅 。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五、六年級，對舞蹈有興趣，願意遵守課程規則的同學。 

教 材：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方式與內容： 

1.基礎舞蹈：肢體開發，核心與肌耐力訓練，毯子功訓練，翻滾與流動。 

2.舞蹈創作：主題式創作，音樂鑑賞，服裝製作，道具使用。   

3.中西舞蹈歷史，舞蹈美學，動力分析，舞劇故事聆聽。 

4.影音欣賞，討論與分享   

5.小品排練：芭蕾舞劇《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片段。 

作 業：期末晚會排練與演出  

評 量：依課堂學習態度與排練表現，由教師評量。 

1. 課堂觀察：課堂裡的學習態度與表現，群體活動中的互動與協調。 

2. 演出排練觀察：分工合作與負責態度。 

注意事項：請穿著適合運動有彈性的衣褲，著襪子或舞鞋上課。嚴禁披頭散髮，請將頭髮紮乾淨，

無需包頭，簡單馬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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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低） 

教師：陳淨 

課程說明： 

其實這堂課應真正的名字是「創造性兒童戲劇」可是名字太長了，所以先簡單的稱為戲劇課。

和戲劇一樣的是，這堂課一樣會有很多「假裝」的事情發生，是戲劇扮演活動的延伸；不同的

是我們可能不會排練成一個正式的演出。這堂戲劇課會更像是一種非正式的即興戲劇活動，在

支持的氛圍下，透過戲劇扮演瞭解他人、事、物的處境，從遊戲本質實踐想像的發生。 

 

課程目標：一、能尊重、欣賞他人的演出 

             二、練習肢體有更多可能性 

             三、頭腦有更多延伸的想像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喜歡天馬行空想像、喜歡動動身體的低年級小孩，最多 12位。 

          如果有超過人數，會以沒參加過戲劇課的孩子為優先，其他抽籤。 

上課方式： 

課堂的開始，我們通常會先暖身，進入一個主題活動，下課前會緩和下來。有時會聽聽故事，

從故事的情境中動動身體，身體動的時候，身體可能會像籃球般彈跳、可能像蚯蚓般蠕動；靜

的時候，可能會像溶化的冰淇淋，或是輕飄飄的衛生紙，可能還會……。 

 

課程內容： 

1. 怎麼演故事－ 

每次的課程可能會有相同的故事，但會有不同的練習。演，可能有肢體律動，可能有歌，可

能有唸謠，也會有默劇的練習，有模仿的練習，有聲音的練習，有空間的感受，有時會需要

合作，從情境中抽取不同的戲劇元素來練習。 

2. 編故事－ 

這學期我們來試試看嘗試不同的角色，並且編織成一個小故事，嘗試串聯成一個比較清晰的

小演出。 

3. 影片欣賞與討論－ 會看看影片，看看其他小孩或大人的演出，進行討論。 

 

作    業：課堂中小舞台的演出 

評    量：學習態度、合作性、創意性、肢體表達，由教師評量。 

其    他：請穿著好活動的褲裝，若有需要帶東西會前一週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