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三 年級 上 學期 藝文(視覺)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阮明珊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2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文 

(第一冊) 

1玩具的故事 

2我做的玩具 

3那不是手 

4夢幻校園 

5我的家人 

6表情變變變 

7我的夢想家 

一．創意大玩家 

二．創意冒險地 

三．家人 

8歡樂過聖誕 

9大樹 

10黏土真有趣 

四．奇幻世界 



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1.利用圖繪、捏塑與摺紙技法，製作日常生活中喜愛的、遊戲的、想像的各種物品，傳達自己的夢想。 

2.了解造形元素、形式與表現的關係。 

3.欣賞與認識童玩及媒體中的藝術作品與特徵。 

4.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感受日常生活中各種喜愛之人造物、自然物之美。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至 

第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

質與藝術品之美。 

 

 

【品德教育】 

 

4-2-1體認情緒管理的方法與重要。 

4-2-2 尊重個別差異並能給予接納和體

諒。 

【玩具的故事】 

活動一 

1.探索玩具與自己的關係。 

2.說出與心愛之間的想像與互動。 

3.說出玩具的花樣、色彩和材質。 

4.說出玩具的玩法。 

5.比較兩個玩具花樣、色彩、材質和玩法的不同之處。 

6.瞭解第一人稱擬人法介紹玩具的方式。 

7.針對玩具的名稱、造形、色彩、材質、功能、獨特性與特

殊的回憶等作為規劃介紹自己的玩具的內容。 

8.自在的運用第一人稱擬人法介紹玩具。 

活動二 

1.利用兩個以上的玩具為主角構思故事。 

2.運用創意構思繪畫內容。 

3.以 2-3人進行分組。 

4.各組依照課本提示建構故事。 

5.各組發表該組的故事。 

6.運用繪畫媒材完成作品。 

7.發表與欣賞作品。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至 

第四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

質與藝術品之美。 

 

【我做的玩具】 

 

1.播放「搖搖擺擺」、「玩具槍」、「紙杯娃娃」視覺藝術教學

影片。 

2.規劃環保玩具的製作方法。 

3.創作自己的「搖擺」環保玩具。 

4.引導學生欣賞他人作品。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第五週 

至 

第六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

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

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

他人創作的見解。 

【那不是手】 

1.利用圖例看圖腦力激盪。 

2.透過腦力激盪遊戲聯想。 

3.透過線索建構奇特的手。 

4.透過的分類指定的方式聯想不同的事物。 

5.計畫奇特手的內容。 

6.組織想像內容並製作「那不是手」。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至 

第八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

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

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

他人創作的見解。 

 

【交通安全】 

交 6-5-2探討交通科技為個人、社會及

全球帶來的影響 

交 6-5-3探討科技對改善交通安全、提

升交通便利的意義 

交 6-6-1探討科技與交通工具、交通設

施、交通建設之關係 

 

【夢幻校園】 

1.利用圖例看圖說故事。 

2.透過遊戲認識冒險地圖。 

3.透過線索建構奇特的生物。 

4.透過接龍的方式建構奇特的生物。 

5.計畫冒險地圖的內容。 

6.組織想像內容並製作「冒險地圖」。 

4 

課本、 

教學影片、 

校園照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至 

第十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

質與藝術品之美。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

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

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

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家庭教育】3-2-2察覺自己家庭的生

活習慣。 

【家庭教育】3-2-3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 

【家庭教育】3-2-4表現合宜的生活禮

儀。 

【家庭教育】3-2-8認識生活中的美化

活動。 

【家庭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

的特質。 

 

【我的家人】 

1.說出家中的成員。 

2.描述家人的樣子與特色。 

3.說出家人經常做的事與難忘的回憶。 

4.探索陳澄波〈我的家庭〉作品。 

5.探索波特羅〈週日下午〉作品 

6.探索李梅樹〈郊遊〉作品。 

7.引導學生認識李梅樹，探索其作品的背景、含意，進而利

用網路參觀李梅樹紀念館。 

8.從課本圖例探索連續圖案，發現連續的圖案是由什麼元素

構成。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至 

第十二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

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

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

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表情變變變】 

1.觀察家人的情緒反應。 

2.表達家人產生情緒的原因。 

3.觀察家人表情的變化。 

4.製作「表情變變變」，呈現兩種表情的變化。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第十三週 

至 

第十四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

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

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

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家庭教育】

3-2-2察覺自己家庭的生活習慣。 

【家庭教育】3-2-3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 

【家庭教育】3-2-4表現合宜的生活禮

儀。 

【家庭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

的特質。 

 

【我的夢想家】 

1.探索生活中美化空間的點子。 

2.思考並發表自己美化空間的創意新點子。 

3.探索創意空間的材料與相關技巧。 

4.準備相關工具與材料。 

5.創作自己的夢想創意屋。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至 

第十六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歡樂過聖誕】 

1.探索阿奇姆博多〈夏〉。 

2.探索馬格利特〈穿越〉。 

3.探索校園的特色。 

4.說出「歡樂過聖誕」的構想。 

5.運用創意，創作「歡樂過聖誕」作品。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第十七週 

至 

第十八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大樹】 

1. 配合達利與超現實主義的圖片展示介紹，教師 

解說超現實主義與其他藝術流派創作的獨特之處。 

2. 教師引導學生透過特展分類，以五大主軸認識 

達利的藝術創作，並探討分析達利作品創作呈現的特殊圖

像與創作想法。 

3. 透過作品的講解與討論，讓學生在實際觀看的 

達利藝術作品前，能更加認識達利在超現實主義創作風格

呈現的內心世界。 

4. 綜合課堂上所介紹的達利作品，教師引導學 

生進行構思心目中的特色大樹，並將其繪製於圖畫紙上。 

5. 完成特色大樹草圖設計，並以集體創作的方式繪製於大壁

報紙上。 

 

 

4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至 

第二十二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

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

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

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

心中的感受。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黏土真有趣】 

1. 介紹認識同為西班牙藝術家的葛雷柯、維拉斯 

蓋茲、哥雅、畢卡索、米羅。 

2. 教師引導學生透過特展分類，以五大主軸認識 

西班牙藝術家的藝術創作，並探討分析作品創作呈現的特

殊圖像與創作想法。 

3. 透過作品的講解與討論，讓學生在實際觀看的 

藝術作品前，能更加認識藝術家在超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呈

現的內心世界。 

4.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構思心目中的特色大樹，並利用黏土從

事創作。 

5. 完成特色大樹，利用複合媒材加上裝飾品，讓 

特色大樹設計更為完整。 

 

 

6 

課本、 

教學影片、 

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作品評量 

發表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三 年級 上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文-聽覺 3 上 

第二單元 

玩具兵愛樂團 

1.探索不同玩具的聲音特質。 

2.五線譜「線、間」練習。 

3.認識音樂符號（拍號、小節線） 

4.欣賞《玩具交響曲》與創作由來。 

5.認識作曲家雷歐波德.莫札特。 

第三單元 

傾聽大自然 

1.用心感受觀察大自然聲音。 

2.能探索『環境』的聲音，並用人聲或樂器模仿。 

3.能表現對歌曲曲調、節奏準確度的掌握。 

4.認識 2/4、3/4、4/4 拍號。 

5.欣賞葛利格《清晨》 

6.了解生活中的型態〈如：環境、氣候、動物—等〉都是作曲

家創作的靈感來源。 

第一單元 

玩具叮噹咚 

1.以圖像記錄聲音特質。 

2.C~G音的創作。 

3.以直笛頭創作聲音。 

4.透過玩具表達自我情感。 

5.探索生活中自己喜歡的玩具及其原因。 

第四單元 

快樂的節奏 

 

 

 

 

99999 

1.以身體創作不同節奏聲音。 

2.認識「問句」與「答句」，並以直笛即興或創作曲調。 

3.演唱不同輕快歌曲、感受歡樂氣氛。 

4.欣賞音樂故事並與其他藝術作品整合。 

5.發表心得與他人分享，如：動畫、不同音樂故事。 

6.藉由音樂故事獲得生活啟發。 



 

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結合生活經驗，開發肢體動作、聲音和語言表達能力。 

     (二)以正確呼吸、發音來齊唱 

     (三)運用圖形紀錄聲音。 

     (四)認識簡單的節奏與音樂符號。 

     (五)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直笛）的習奏。      

     (六)C大調讀譜練習。 

     (七)ㄉㄛ~高音ㄉㄛ音認譜。 

     (八)聆聽音樂了解樂曲的節奏、曲調、音色之特性。 

     (九)隨著音樂情境的變化來聆聽音樂。 

     (十)了解生活中的型態或場景都是作曲家創作的靈感來源。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
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人權教育】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單元一：玩具叮噹咚 
1.引導活動——探索玩具的聲音 
2.畫出好玩的聲音——圖像。 
活動一：聽聲音畫畫 
（1） 強和弱 
（2） 高和低 
（3） 快和慢 
3.介紹五線譜：能記錄聲音的高低。 
4.認識五線譜。 
5.練習在五線譜上寫高音譜記號 

2 

翰林版教科書國
小三上藝文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第三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單元一：玩具叮噹咚 
活動二：認識音樂新符號 
1.認識 C、D、E音。 
2.認識四分音符 、四分休止符。 
3.結合 C、D、E音與四分音符、四分休止 
  符的視唱 
4.請學生視唱〈瑪莉有隻羊〉曲譜。 

1 

翰林版教科書國
小三上藝文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第四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
藝術品之美。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
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生涯教育】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一：我們是小小愛樂團  
1.欣賞玩具家族演出的〈玩具交響曲〉。 
2.認識作曲家——雷歐波德．莫札特。 
3.運用簡單的樂器，為〈玩具交響曲〉做頑
固伴奏。 

活動二：認識音樂新符號 
1.認識拍號與小節的關係。 
2.認識、拍念四分音符、四分休止符、八分     
  音符。 
活動三：國歌教唱 
1.教師播放＜國歌＞音樂 CD，請兒童聆聽 
2.隨琴聲習唱＜國歌＞。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古典魔力客-莫
札特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四：玩具的歌 
1.演唱歌曲〈玩具的歌〉。 
2.能運用簡單的樂器，敲打〈玩具的歌〉 
中的節奏。 

3.能用相同的節奏在〈玩具的歌〉中 
進行聲部（卡農）的演唱及演奏能力。 

活動五：拍拍打打 
1.能拍念四分音符、四分休止符及八分音 
  符的正確時值。 

2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際演練  

第六週 

第七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六：曲調視唱 
1.認識 ㄉㄛ～ㄙㄛ 。 
2.正確演唱 ㄉㄛ∼ㄙㄛ音高。 
3.能唱出旋律線條中的曲調。 
4.創作曲調並畫出旋律線條。 
5.聽旋律畫出線條。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作評量 

音樂測驗 

第八週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
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七：魔笛遊戲 
1.認識直笛。 
（1）直笛的歷史 
（2）直笛家族 
2.直笛吹奏＋魔笛遊戲。 
（1）用直笛模仿生活中的聲音，例如小鳥、
救護車、茶壺笛聲等。 
（2）將吹奏的聲音用圖形記下來，可以加入
強弱、高低、快慢的音樂要素。 
3.學習吸氣—運氣—慢吐。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八：運氣與運舌 
1.運舌練習。 
2.魔笛時間：注意學生的手指按在正確指 
法，並用指腹蓋住直笛洞孔，不可太用力， 也
不可將直笛孔露出縫隙。 
3.線與直笛 
(1)將笛子聲音與線的種類做連結，例如： 
   直線－穩定的長音 
   虛線－斷續的聲音 
   曲線－連貫高低交替的聲音 
   折線－斷續高低交替的聲音 
(2)教師吹奏地圖上不同的路線，讓學生猜測  
   是哪條路徑。 
(3)全班依地圖上的線條形式練習吹奏。 
(4)分組設計路線圖並練習吹奏的方式。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第十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單元二：玩具兵愛樂團 
活動九：魔笛時間 
1.吹奏「 ㄒㄧ」、「ㄌㄚ」的練習步驟： 
  運舌—運指—吹奏。 
2.結合節奏卡，吹奏「 ㄒㄧ」、「ㄌㄚ」的 
  旋律。 
3.即興接龍創作。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古典魔力客- 
葛利格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單元三：傾聽大自然 
活動一：欣賞—清晨 
1.引導—探索自然的聲音 
2.聆聽葛利格《皮爾金組曲》第一號中的〈清
晨〉，介紹長笛及雙簧管的音色。 

3.葛利格的生平故事。 
活動二：認識附點二分音符 
4.歌曲教學——〈小蜜蜂〉。 
5.認識附點二分音符 
6.帶領學生做音符長短的肢體律動。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
藝術品之美。 

單元三：傾聽大自然 
活動三：耳力激盪 
1.探索大自然樂園 
2.歌曲教學—〈爬山〉 
3.認識二四拍號與四四拍號。 
4.隨機播放或彈奏二拍子（春之歌、森林 
  裡的小鳥）及三拍子（布穀、清晨）旋 
  律，請學生聆聽並分辨。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際演練  

第十三週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
藝術品之美。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單元三：傾聽大自然 
活動四：湊熱鬧 
1.歌曲教學——〈湊鬧熱〉用福佬語依節 
  奏朗讀歌詞，說明歌詞的意義。 
2.隨琴聲唱歌詞、隨琴聲唱唱名。 
3.讀譜找出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四分休 
  止符。 
4.加入拍手和敲擊樂器，合奏齊唱。 
  （1）四分音符（拍手） 
  （2）八分音符（木魚） 
  （3）四分休止符（鈴鼓）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第十四週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
藝術品之美。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單元三：傾聽大自然 
活動五：音符湊熱鬧 
1.探索熱鬧的環境 
2.複習四分音符、八分音符、附點二分音 
  符的拍值長短與節奏相對關係。 
3.魔笛時間：練習歌曲〈月光〉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際演練 音樂測驗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 以方便進行藝術
創作活動。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
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
受。 
【人權教育】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單元三：傾聽大自然 
活動六：問與答 
1.利用小組練習，由四至五人一組，在十 
  分鐘之內，學生做到小組合奏及個人即 
  興創作的教學目標。 
2.透過不同的問與答方式，藉由不同的音 
  樂形式，提高學習的興趣。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發表評量  

第十六週 

單元四：快樂的節奏 
活動一：節奏創作 
1.探索節奏：身體律動：同時用兩種身體 
  部位拍打節奏。 
2.節奏創作 
3.好玩的節奏：拍打〈愛的鼓勵〉〈原住民 
  歡呼語〉〈我要得第一〉的節奏。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人權教育】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單元四：快樂的節奏 
活動二：歌曲教唱 
1.歌曲教唱——伊比呀呀：請學生習唱歌 
  曲， 並以身體做律動。 
2.學生分成 6人一組圍成一圈，在圓圈擺 
  上五張椅子，依照音樂慢、中、快速哼 
  唱〈伊比呀呀〉，並聽老師的哨聲，玩「搶 
  椅子」遊戲。 
3.直笛曲調創作。 
（1）老師用 B、A、G三音吹四拍的旋律， 
     學生聽後模仿吹出。 
（2）給一組四拍的節奏，學生分組討論用 
     B、A、G三音吹出曲調。 
（3）記在五線譜上各組表演吹奏。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第十八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
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
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單元四：快樂的節奏 
活動三：C大調音階 
1.認識 C大調音階 
2.C大調音階視唱練習 
3.認識上行音階與下行音階 
4.歌曲教唱：隨歌曲 CD或琴聲，演唱歌曲「學
唱歌」。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實作評量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
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
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單元四：快樂的節奏 
活動四：認識唱名遊戲 
1.抽抽樂 
2.唱名心臟病 
3.大風吹 
4.躍「樂」欲試練習活動。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樂理撲克牌 

 

實際演練  

第二十週 

活動五：聽音樂玩遊戲 
1.歌曲教唱：演唱歌曲〈Bingo〉。 
2.音樂遊戲：一個音、二個音，或者隨機 
  練習不同字母，邊唱邊玩。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發表評量  

第二十一
週 

第二十二
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
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單元四：快樂的節奏 
活動六：曲調創作 
1.在方格內加入音符或休止符。 
2.唱唱看。 
活動七：音樂總複習 
1.播放 CD請學生聆聽，並說出正確曲目。 
2.正確畫出直笛指法 
3.寫出並拍奏音符時值。 
 

1 

翰林版國小三上
藝術與人文課本 

 

1.發表評量 
2.實際演練 

音樂測驗 

 



新竹 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四年級藝文視覺藝術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阮明珊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較有計畫的選擇適切的媒材與處理技法，製作傳達讓生活更豐富的作品，美化生活。 

2.透過觀察藝術作品，認識色彩之配色原則、生活中美的原則運用。 

3.探索生活週遭藝術活動之美；說出其特徵與個人感受。 

4.欣賞生活的各種美的感受活動與內容，並利用作品傳達感受、佈置生活環境。 

5.創造聲音、配合節奏做韻律動作。 

6.以靜像畫面、聲音和韻律動作，呈現一段完整情境的表演。 

7.認識國內外重要的舞蹈團體和廣播劇的表演形式。 

8.深入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開發模仿和創造能力。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 4上) 課程架構圖 
 

一、校園風光 

二、捕捉校園多變的色彩 

三、裝置藝術 

四、珍珠板拼貼 

五、假日生活 

六、泥塑人物 

七、對摺剪紙 

八、綠世界 

九、觀察入微畫自然 

十、畫出多變的色彩 

 

壹、校園之美 

 

貳、生活中的視覺藝

術 

參、自然之美 

藝文 4 上 

（第三冊） 



四、本學期課程內含：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

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

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4 能辨識與執行符合環境保護概

念之綠色消費行為。 

一、 校園風光 

 

1.引導學生觀察校園的景物之美，並探索校園中的

「造形」、「色調」、「材質」、「形式」，進而發現陽光

與色彩的關係，透過發表詳細說出自己的感受。 

2.引導學生觀察印象派藝術家莫內、雷諾瓦、廖繼

春如何表現光與色，為探索自己表現光和色的方法

做準備。 

3.引導學生透過色相環之探索色彩之間的關係，並

利用蠟筆探索更多的色彩變化。 

4.利用蠟筆畫出多變的色彩。 

5.利用水彩畫出多變的色彩。 

6.探索水彩與水之間的關係。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一、校園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第四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

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

係。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的意

見，並傾聽他人對環境的想法。 

二、捕捉校園多變的色彩 

 

1.指導學生利用顏料探索校園中多變的色彩。 

2 .學生發表與分享繪畫的成長經驗。 

3.學生利用多變的色彩畫校園。 

4.學生自在的向同學發表作品。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一、校園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第六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2-2-8經由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了解自己社區、

家鄉內的藝術文化內涵。 

2-2-9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

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3-2-10 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

的方式，在生活中實行。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

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三、裝置藝術 

 

1.探索印象中的社區特色。 

2.詳細說出印象中的社區特色。 

3.探索藝術作品以外的生活之美。 

4.說出生活之美在造形、色彩與空間結構上的美感。 

5.探索生活中的視覺藝術作品。 

6.說出藝術作品在造形、色彩與空間結構上的美感。 

7.分享生活的美感發現與觀點。 

8.運用各種加強視覺印象的手段完成分享活動。 

9.構思與製作分享地圖。 

10.展示並說明分享地圖。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一、校園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八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資訊教育】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

應用。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四、珍珠板拼貼 

 

1.探索表現拼貼之美的方式。 

2.探索製作拼貼的原則與方向。 

3.探索拼貼的主題、排列方式與配色。 

4.探索表現拼貼之美的材料與技法。 

5.運用拼貼的方式進行創作。 

6.教師引導學生發表作品。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二、生活中的

視覺藝術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第十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品德教育】3-2-2 能了解感恩的意義之重要性，

並能說出目前應感恩的人、事、物。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五、假日生活 

 

1.能探索山川、雲霧、大海、藍天等千變萬化的自

然景象。 

2.能透過媒體、網路、照片體會自然之美。 

3.能探索藝術家的自然世界與作品的表現方式。 

4.能認識藝術家的生平。 

5.能探索藝術家如何畫四季。 

6.能探索藝術家作品的表現方式。 

7.能利用畫筆畫出假日生活四季中的一景。 

8.能珍惜和家人一同出遊的時光。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二、生活中的

視覺藝術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六、泥塑人物 

 

1.介紹花蓮石雕藝術家林聰惠老師的生平與作品。  

2.認識家鄉藝術的特色與公共藝術的美麗並樂於親

近石雕藝術。  

3.能愉快的與同伴進行合作性的戲劇表演並運用想

像力來創作肢體語言。  

4.欣賞人體雕塑的律動美感，體察肢體比例及軀幹

伸展的可能性。  

5.透過「雅」、「達」的命名及聯想描繪的過程，為

同儕及自己的肢體創作藝術完成詮釋。  

6.認識與應用陶藝相關工具，運用手捏成型的技法

配合簡易陶藝工具來完成紙黏土作品。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二、生活中的

視覺藝術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七、對摺剪紙 

1.探索自然事物中美的原則。 

2.透過網路探索美的原則。 

3.探索生活中的對稱之美。 

4.探索對摺剪紙的基本原理。 

5.利用對摺剪紙的方式進行創作。 

6.利用對摺剪紙裝飾生活空間。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二、生活中的

視覺藝術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八、綠世界 

 

1. 探索生活中的數大之美，說出看過相似排列 

方式的景物。 

2. 探索自然事物中美的原則。 

3. 透過網路探索美的原則。 

4. 介紹畫家盧梭的生平。 

5. 能利用畫筆畫出綠世界一景。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三、自然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九、觀察入微畫自然 

 

1.能發現並感受葉片不同的紋理與觸感。 

2.能仔細觀察葉片的細部紋理。 

3.能和同學討論， 並分享發現的心得。 

4.能進行相關藝術創作。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三、自然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

之美。 

 

【海洋教育】4-2-3 認識臺灣不同季節的天氣變

化。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十、畫出多變的色彩 

 

1.引導學生觀察印象派藝術家如何表現光與色，為

探索自己表現光和色的方法做準備。 

2.引導學生透過色相環之探索色彩之間的關係，並

利用蠟筆探索更多的色彩變化。 

3.利用蠟筆畫出多變的色彩。 

4.利用水彩畫出多變的色彩。 

5.探索水彩與水之間的關係。 

2 翰林版國小

四上藝文 

壹、生活之美 

三、自然之美 

作品評量 

學習態度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四 年級 下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 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四下 

 

第一單元 

聽見校園中的樂音 

1.認識 34拍、38拍的意義。 

2.認識 G大調樂譜結構和 I 、 

  IV 、V級和旋練習。 

第四單元 

音樂風情 

1.認識音樂力度記號，並運用  

  表現於歌曲中。 

第三單元 

和諧的共鳴 
1.聽辨級進與跳進音型及新的   

  節奏與音感。 

2.認識弱起拍、強起拍。 

第二單元 

夢想起飛 

 

1.認識新節奏。 

2.認識並區分擊樂器有音高跟

無固定音高。 

3.探索運用各種音源製造聲 

  音。 



 

三、學習總目標： 

1.探索與構思如何以創意呈現主題，並以日常生活中各種媒材，從事各種綜合表現。 

2.能藉由生活的經驗與體驗，運用表演藝術創作的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練習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直笛）。 

4.養成與他人共同唱奏時相互聆聽與諧調的技能。 

5.認識力度記號，並表現於歌曲中。 

6.認識音樂符號（反覆記號）。 

7.G大調與 I 、IV 、V級和弦練習。 

8.聽辨級進與跳進音型、 節奏與音感。 

9.認識三四、三八拍音樂。 

10.收集、欣賞不同環境下創作的音樂，並發表心得與他人分享。 

11.認識生活中不同族群、環境的音樂創作。 

12.培養尊重多元音樂的正確態度。 

13.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品德教育】 
能關懷他人，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1.唱奏〈西敏寺的鐘聲〉。 
2.以鐵琴敲出〈西敏寺鐘聲〉的曲調，讓學生跟著哼唱。 
3.認識 C 大調與 G大調。 
4.發音練習。 
5.演唱〈盪鞦韆〉。 
6.音樂與律動。 
7.認識三拍子。 
8.請學生用直笛吹奏出自己創作的曲調。 
 

1 鋼琴、 
教學 CD、 
音符卡、 
節奏卡、 
拍號卡、 
直笛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演唱歌曲〈大糊塗〉。 
2.魔笛時間──認識 # fa指法。 
3.播放《天堂與地獄》的〈序曲〉終尾音樂。 
4.介紹歌劇《天堂與地獄》內容與〈康康舞曲〉的關係。 
5.節奏練習。 
6.介紹音樂家——歐芬巴赫。 
7.直笛吹奏分句練習吹奏課本上的主題。 
8.直笛吹奏—持音、斷音的練習。 
9.欣賞〈軍隊進行曲〉。 
10.〈軍隊進行曲〉樂曲分析。 

1 鋼琴、 
歌曲 CD、 
高音直笛、 
鈴鼓、 
教學 CD、 
曲式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認識〈玩具兵進行曲〉。 
2.熟練進行曲的「強—弱」節奏。 
3.播放〈玩具兵進行曲〉的音樂，配合音樂做動作。 
4.配合〈玩具兵進行曲〉音樂，想像音樂的情景，並編成故事。 
5.認識擊樂器。 
6.延伸活動──認識定音鼓、鐵琴、木琴。 
7.演奏介紹。 
8.認識小鼓。 
9.認識大鼓。 
10.節奏練習；大鼓、小鼓的搭配： 大鼓念「碰」， 小鼓念「恰」， 
練習順序如下：「碰-恰」-「碰-恰恰」-「碰-恰恰恰」，以下節
奏利用說白熟練後，再練習課本譜例的練習。 

1 鋼琴、 
段落卡、 
教學 CD、 
教學影片、 
各 式 擊 樂
器、 
小鼓、小鼓
棒、大鼓、
大鼓棒、節
奏卡。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態度評量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資源。 

 

1.直笛吹奏——〈王老先生有塊地〉。 
2.合奏〈王老先生有塊地〉。 
3.分組表演。 
4.動手做樂器。 
5.自製樂器＋說白節奏。 
6.自製樂器＋節奏搭配。 
7.演唱歌曲〈每朵花‧每個夢〉。 
8.認識新節奏。 
9.視唱：〈我們的公雞不見了〉。 
10.欣賞〈維也納森林的故事〉。 
11.教唱〈野餐〉，練習四拍子節奏。 
12.認識 G大調。 

1 鋼 琴 或 風
琴、直笛、
小鼓、小鼓
棒、大鼓、
大鼓棒、歌
曲 譜 例 掛
圖、各類發
聲的器皿、
氣球塑膠棒
2 支、絲襪、
橡皮筋、彩
色膠帶、包
裝紙、亮光
紙 、 廣 告
紙 、 衛 生
紙、透明膠
帶、剪刀、
皺紋紙。鋼
琴 、 教 學
CD 、 音 符
卡。五線譜
掛圖、音符
記號卡。 

表演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念唱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演唱歌曲〈布穀與麻雀〉。 
2.認識強起拍與弱起拍。 
3.樂曲欣賞—〈大黃蜂的飛行〉。 
4.準備各種樂器掛圖配合教學 CD，請學生聽辨出各種樂器的音色。 
5.認識級進、跳進：級進為一個音接一個音進行；跳進是相隔二音
以上的音符進行。 
6.演唱歌曲〈老鷹捉小雞〉。 
7.教師先放慢練習，將附點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節奏、歌詞練習
正確。 
8.在草地上玩「老鷹捉小雞」遊戲。 

1 鋼琴、 
教學 CD、 
五 線 譜 掛
圖、 
樂曲 CD、 
鍵盤掛圖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1.觀察臺灣地圖，找出嘉南平原的地理位置。 
2.介紹嘉南車鼓調〈牛犁歌〉的由來。 
3.教師播放歌曲〈牛犁歌〉，請學生聆聽。 
4.教師播放〈催眠曲〉讓學生欣賞。 
5.教師說明歌詞意境。 
6.教師展示樂曲中各式音樂符號圖卡。 
7.彈奏〈草螟弄雞公〉曲調讓學生哼唱。 
8.播放〈綠色狂想〉音樂。 
9.發表感受。 
10.告訴學生這是一位外國作曲家來到臺灣，並定居於臺灣，用臺
灣的民謠、臺灣的樂器、臺灣的自然聲音所創作的音樂。 
 

1 教學 CD、 
播放設備、 
農村生活圖
片、音樂符
號圖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生涯教育】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1.介紹馬修．連恩的生平。 
2.吹奏笛頭，製造不同音效。 
3.讓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嘗試製造笛頭不同的音效。 
4.利用舌頭製造音效。 
5.想像自然界場景的聲音模仿音效。 
6.教師播放歌曲 CD，請學生聆聽。 
7.教師講解此歌曲為 C 大調，並請學生隨琴聲用習唱曲譜。 
8.教師帶領學生（或請會念客語的學生）習念歌詞（客語）。 
9.教師彈奏曲譜，請學生習唱歌詞。 
10.教師複習三、四年級所學習的音符、休止符，請學生正確說出
名稱，並完成課本例題 

1 教學 CD、 
播放設備、 
農村生活圖
片、音樂符
號圖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 新竹市   108 學年度  上 學期 曙光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 領域教學計畫表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共﹙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１．探索藝術創作的美感與特質，認識藝術作品中美的原則與運用，進而藉由實作完成個人創作。 

２．瞭解各類媒材的特性，掌握各類媒材的運用技巧，以完成「工欲完其事，必先擇其器」的引導目標。 

３．藉由時間的延展，增加學生作品的完成度，並強化藝術創作的耐心與持續力。 

４．構思和本土藝術相關的主題與內涵，透過彩繪與設計技法完成作品。 

５．瞭解本土文化與藝術風格，比較各地方不同的造型特色，及美感表現的特徵。 

６．透過欣賞與創作，珍視本土藝術的特質，重塑創作元素，以手創之立體造型，豐富生活情趣。 

７．瞭解戲劇角色的造型與色彩的結構與元素，透過彩繪與紙作呈現角色豐富的樣貌，並藉由操作練習瞭解並

掌握媒材的特性。 

８．認識星座的元素符碼，以多元的繪畫方式加上個人創意，賦予星座圖騰不同的形象，完成藝術創作。 

９．瞭解不同繪畫媒材的特性，在創作過程中，掌握運用的流程，以完成多元媒材的藝術創作。 

10．運用環保回收媒材，以分組合作的創作方式運用各類媒材合作完成大型創作，並在操作過程中，引導同儕

合作的溝通技巧，在創作具生活意象的半立體裝置品的同時，達到環保教育的潛在目標。 

11．瞭解台灣的環境、人文、物產及文化特性，加以重構呈現多元視覺意象。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５上 二．我生長的地方 

一．天生好手 

三．環保你我他 

一‧小丑 

二‧手偶 

三‧高帽子 

 

一‧美哉福爾摩沙 

 

一‧奇幻海洋 

二‧星座圖騰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預備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小丑>彩繪、設計 

認識戲劇造型的誇飾法 

一、教師播放與小丑相關的戲劇影片與圖片。 

二、藉由圖片與影片，瞭解小丑的造型特色，並介

紹相關的服飾圖騰藝術。 

三、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個人創意，結合小丑服裝圖

案與動態特色，設計彩繪小丑的圖像。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一‧天生好手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星座圖騰>彩繪、設計 

認識星座圖騰的結構特徵 

一、教師播放星座圖騰的相關圖片，引導學生發想

具有個人創意的星座圖騰。 

二、教師引導學生了解星座故事中的圖像元素、符

碼及色彩特性。 

三、運用不同的媒材與繪畫方式，彩繪出具個人色

彩的星座圖騰。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三‧環保你我他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美哉福爾摩莎>彩繪、設計 

認識台灣 

一、教師播放台灣生態、人文環境相關的影片與圖

片。 

二、藉由圖片與影片，瞭解台灣島的陸塊形狀特

色，並介紹本土特有的文化圖騰藝術。 

三、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個人創意，結合台灣多元族

群的文化特色圖案，設計台灣的圖騰意象。 

8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二‧我生長的地方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創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高帽子>團體創作 

認識各類媒材的特性 

一、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各類媒材的特性，運用平面

與立體的技巧呈現帽子設計的結構意象。 

二、教師引導學生發揮觀察力設計高帽子，並以分

組合作的創作方式，運用各類媒材合作完成大

型創作，並在操作過程中，引導同儕合作的溝

通技巧。 

8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一‧天生好手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表現 

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奇幻海洋>環保媒材手作 

瞭解環保媒材的運用特性 

一、介紹環保媒材的特性與運用方式。 

二、利用圖片，介紹水族動物的特徵、造型，以及

相關的圖樣設計與創作。 

三、引導學生運用拼貼方式，呈現水族動物的樣貌

及生長環境。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三‧環保你我他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手偶>彩繪紙作 

認識地方戲曲藝術 

一、教師播放地方戲曲之相關影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地方戲曲中角色的造型、服

裝、道具、化妝及表情特性等。 

三、掌握戲曲人物的設計元素，了解傳統角色的外

型特色，利用環保素材與各類媒材呈現於長形

紙盒上。 

 

認識歌仔戲與京劇 

一、教師播放相關影片。 

二、欣賞與討論。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壹、動手玩創意 

一‧天生好手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二十二週 

視覺藝術領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我的創作象限> 

學期末作品總整理 

一、教師引導學生陳述創作理念 

二、學生相互交流，討論創作領域更多元的可能性。 

2  口頭討論 

參與度評量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五 年級 上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文- 聽覺 5 上 

第二單元 

咱的故鄉咱的歌 

1.以固定或首調唱名唱出大調、小調或五聲音階歌曲。 

2.討論台灣早期音樂家作品中音樂元素運用與風格。 

3.演唱不同族群的歌曲，並感受本土音樂的在地性與多   

 元性。 

4.透過欣賞與演唱，重視早期音樂家的人文音樂資源。 

 

 

第三單元 

樂思泉湧 

1.運用所習得的音樂要素進行曲調創作。 

2.以齊唱、輪唱不同型態演唱本單元歌曲。 

3.藉由欣賞「海」的音樂創作，討論其音樂素材之運用。 

4.認識環境、生活與音樂關係，反思環境對音樂的影響。 

 

第一單元 

咚得隆咚鏘 

1.能運用肢體即興創作節奏。 

2.能認識文武場樂器。 

3.分析武場樂器音色、結構、狀聲字音響特性。 

4.辨認兩聲部和聲音程。 

 

第四單元 

   音樂百寶箱 

 

 

 

4040404040 

1.習奏《快樂向前走》合奏曲。 

2.運用肢體動作，表現自己對樂曲的感受能力。 

3.認識小提琴音色、外形及演奏型態。 

4.認識降記號的名稱與意義。 

5.聽和唱降 Si 音。 

6.認識口風琴 

 



 

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能了解文武場作為戲劇後場的重要性並可以拍念出正確的鑼鼓經。 

    (二)能演唱歌曲（廟會）。 

     (三)認識反覆記號及降記號（b）的意義。 

     (四)能用直笛吹奏降 Si音與 Si音。 

     (五)能唱奏歌曲（盼）、（歡樂歌）、（小白花）。 

     (六)能欣賞外國音樂文化並感受各國文化的不同。 

     (七)認識台灣本土作曲家並欣賞不同族群的歌謠。 

   (八)認識梆笛並欣賞《梆笛協奏曲》。 

     (九)複習 C大調與 G大調。 

     (十)能認識 F大調的意義並能寫出 F大調的調號並能正確唱出 F大調譜例的唱名。 

     (十一)能正確吹奏出直笛降 Si音、F大調音階及課本譜例。 

     (十二)能欣賞客家民謠、原住民民謠、臺灣民謠的特色及演唱客家民謠《撐船調》、原住民民謠《賞月舞》、臺灣民謠《丟丟銅仔》。 

     (十三)認識大調音階和五聲音階的不同。 

     (十四)認識京劇、客家戲、歌仔戲並探索其特色。  

     (十五)認識傳統戲曲的角色與身段，以及探索身段的表演方式。 

     (十六)認識合唱，並能做二聲部合唱、發聲練習。 

     (十七)欣賞並演唱《大海啊！故鄉》。 

     (十八)嘗試運用簡易節奏的創作，體驗音樂形式之美。 

     (十九)能演唱並以直笛吹奏歌曲《聖誕鈴聲》及《望春風》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3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
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人權教育】1-2-5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
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單元一：咚得隆咚鏘 
活動一：認識鑼鼓樂 
1. 教師播放鑼鼓樂，讓學生仔細聆聽。 
2. 教師就其中一些樂器產生原因進行圖問  

及提示。 
3. 展示鑼、鼓、鈸等樂器或圖片。 
4. 教師介紹”文武場”，並放文武場樂器 
   介紹影片。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口頭發表 

 

第二週 

單元一：咚得隆咚鏘 
活動二：拍念節奏 
1. 請學生利用身體拍念節奏，利用身體創

作節奏音響。 
2. 欣賞武場樂段《滾頭子》。 
3. 請學生分組討論，利用身體或周遭物， 

拍念鑼鼓經的節奏。 
4. 教師請學生動腦想一想，生活中哪些物品

可以代替文武場樂器呢?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創作分享 
口頭發表 
 
創作練習 
  

第三週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3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
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人權教育】1-2-5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
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單元一：咚得隆咚鏘 
活動三：歌曲教唱 
1. 學生寫譜，教師範唱歌譜。 
2. 教師彈奏歌曲，仔細聆聽《廟會》曲調。 
3. 教師提醒學生應注意”休止符”。 
4. 教師帶學生在”休止符”之處以拍手提  
   醒自己。 
5. 教師在某些小節教導學生一邊按節奏拍 
手一邊唱歌詞，將歌曲的節奏唱得更精準。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一：引起動機 
1. 小朋友發表曾聽過的臺灣本土歌曲，教師 

播放幾首歌謠讓學生欣賞。 
2. 教師介紹陸森寶、呂泉生、楊兆禎的生平 

及作品，播放他們的作品讓學生欣賞。 
3. 教師介紹什麼是「協奏曲」，並介紹「梆

笛」在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性。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第五週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二：影片欣賞 
1. 教師播放《梆笛協奏曲》之影片。 
2. 讓學生說出欣賞《梆笛協奏曲》之後的感 
   想。 
3. 師指導學生寫課本學習單 3。 
4. 優良學習單公佈在教室黑板，提供給小朋

友觀摩欣賞。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第六週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三：複習 C大調與 G大調 
1. 複習 C大調音階：讓學生能唱出 C大調的

音階唱名。 
2. 複習 G大調音階：學生隨琴唱出 G大調音

階。 
3. 以直笛吹奏 C大調與 G大調的小星星。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評量 
實作練習 

 

第七週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四：認識 F大調 
1. 複習 C大調音階與 G大調音階。 
2. F大調的認識：教師說明 F大調音階的意

義－以 F音為主音的大調音階，排列出 F
大調音階。 

3. 習唱 F大調譜例曲調：請學生隨琴唱出 F
大調的唱名。 

4. 複習吹奏直笛降 Si音及 F大調音階。 
5. 以直笛吹奏 F大調兩隻老虎。 
6. 以直笛吹奏 F大調小星星。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音 樂 測
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五：欣賞與發表 
1. 分組練習以直笛吹奏 F大調兩隻老虎和 F

大調小星星。 
2. 讓小朋友舉手自由發表吹奏，並口頭讚美

學生勇氣。 
3. 共同複習。 
4. 分組上台發表。 
5. 教師提醒小朋友欣賞演奏時的禮節與上

台的禮貌。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九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
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
法。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
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
情感。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
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
他人創作的見解。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六：歌曲教唱與欣賞 
1. 教師介紹客家歌曲的特色，並播放幾首較

常聽到的歌曲讓學生欣賞。 
2. 教師說明《撐船調》的歌詞，練唱《撐船

調》的客家歌曲。 
3. 欣賞原住民歌曲《美麗的角板山》。 
4. 教唱臺灣民歌《丟丟銅仔》。 
5. 以直笛吹奏臺灣民歌《丟丟銅仔》。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第十週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二：咱的故鄉咱的歌 
活動七：認識五聲音階 
1. 教師解釋合謂”五聲音階”。 
2. 五聲音階與大調音階的不同。 
3. 哼唱譜例 1.”紫竹調”，並辨別出”紫竹

調”是五聲音階。 
4. 哼唱譜例 3”甜美的家庭”，並辨別出”

甜美的家庭”是大調音階。 
5. 教師指導小朋友寫課本 p.90~p.92。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
合作的藝術作品。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單元三：樂思泉湧 
活動一：大海啊！故鄉(跟著大海舞動) 
1. 教師播放大海音樂 CD，喚起小朋友曾到

海邊的記憶。 
2. 教師提問海洋的白天、黑夜、冬天、夏

天會一樣嗎？ 
3. 教師說明如果要表演海洋，要以什麼方

式表演最好？要展現怎麼樣的海洋？
(狂風巨浪、波濤洶湧、平靜無紋……) 

4. 請學生自由上台以肢體語言來呈現海洋
的感覺。 

5. 聆聽歌曲《大海啊！故鄉》，感受歌曲
意境。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CD 

聆聽 
口頭發表 

 

第十二週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
合作的藝術作品。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人權教育】1-2-5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
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單元三：樂思泉湧 
活動二：認識輪唱與合唱 
1. 教師解說輪唱與合唱的差別。 
2. 將學生分成兩部，進行二部輪唱。 
3. 將學生分成兩部，進行直笛二部輪奏。 
4. 歌曲教唱《划小船》：請學生將《划小船》

譜寫上。 
5. 教師範唱歌譜，並提醒學生注意”三連

音”。 
6. 學生唱譜，唱歌詞。 
7. 小朋友以直笛吹奏《划小船》，反覆練習

後發表。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十三週 

單元三：樂思泉湧 
活動三：歌曲教唱 
1. 播放《海邊》音樂，請學生聆聽。 
2. 請學生練習並打出《海邊》的節奏。 
3. 請學生用唱名唱曲譜。 
4. 請學生依節奏朗誦歌詞。 
5. 請學生隨教師的琴聲習唱歌詞，並反複練

習。 
6. 快樂填詞家：歌詞創作。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
合作的藝術作品。 
2-3-7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單元三：樂思泉湧 
活動四：音樂與和聲 
1. 教師複習歌曲《海邊》。 
2. 教師請學生為歌曲《海邊》配上和弦。 
3. 認識 C大調一、四、五級和弦，並能為

歌曲搭配上正確的和弦。 
4. 複習樂理課本 p.102、p.103 
5. 完成課本 p.104節奏聽寫、p.105曲調

創作。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音 樂 測
驗 

第十五週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
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
要素。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一：音樂欣賞 
1. 播放《跳舞的娃娃》的欣賞 CD。 
2. 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3. 向學生揭示小提琴的圖卡或實物。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口頭發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
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
要素。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二：歌曲教唱 
1. 寫《快樂的向前走》的譜，教師教唱。 
2. 發聲練習。 
3. 練習《快樂的向前走》的節奏，注意曲子

的附點及拍手節奏；用唱名範唱曲譜。 
4. 請男生和女生互相搭黨分組作練習，之後

再全班共同練習。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十七週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三：認識口風琴 
1. 認識口風琴構造。 
2. 比較直笛與口風琴的異同。 
3. 用紙鍵盤練習 do~sol的鍵盤位置與指法。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口風琴 
 
紙鍵盤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十八週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四：歌曲教唱 
1. 寫《快樂！真快樂》的譜，教師教唱。 
2. 練習《快樂！真快樂》的節奏，注意曲子

的附點及拍手節奏；用唱名範唱曲譜。 
3. 反覆記號教學：引導學生發現樂譜最後一

小節的反覆記號，並解釋反覆記號的意
義。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十九週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
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
要素。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五：認識降記號 
1. 教師說明降記號（b）的意義－當該音符

之前出現降記號（b）時，表示該音高要
降低半個音。 

2. 教師用鋼琴彈奏降 Si音與 Si音，讓學生
辨別兩音之間的高低。 

3. 複習降 Si直笛指法，讓學生熟練。 
4. 教師指導學生練習吹奏課本曲譜。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樂段情境圖 

聆聽 
實作練習 

 

第二十週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六：直笛吹奏 
1. 練習吹奏《快樂的向前走》合奏曲。 
2. 兩聲部直笛分部練習。 
3. 兩聲部直笛合奏。 
4. 加入簡易節奏樂器(響板、木魚)合奏。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
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
要素。 
2-3-8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
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
解。 
 

單元四：音樂百寶箱  
活動七：音樂欣賞  
1. 播放《波斯市場》的 CD音樂欣賞。 
2. 認識作曲家—凱特比。 
3. 了解故事背景，並能分辨各段音樂及情

境。 
4. 各樂段進行活動，加入遊戲。 
5. 教師播放全曲並請學生排出正確的段落

順序。 

1 

翰林版教科書國小
五上藝文 

聆聽 
口頭發表 
實作練習 

音 樂 測
驗 

 

 



新竹市    108 學年度  上 學期 曙光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 領域教學計畫表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１．探索藝術創作的美感與特質，認識藝術作品中美的原則與運用，進而藉由實作完成個人創作。 

２．瞭解各類媒材的特性，掌握各類媒材的運用技巧，以完成「工欲完其事，必先擇其器」的引導目標。 

３．藉由時間的延展，增加學生作品的完成度，並強化藝術創作的耐心與持續力。 

４．構思和藝術相關的主題與內涵，透過彩繪與設計技法完成作品，將平面作品立體化。 

５．瞭解國際文化與藝術風格，比較各藝術派別不同的造型特色，及美感表現的特徵。 

６．透過欣賞與創作，珍視藝術創作元素的特質，重塑創作型態，以手創之立體造型，豐富生活情趣。 

７．瞭解插畫設計的造型與色彩的結構與元素，透過剪貼、拼組、版印以共同創作的方式完成大型創作，呈現

插畫運用於裝置藝術的繽紛樣貌，並在操作過程中，引導同儕合作的溝通技巧。 

８．瞭解立體結構的角面視覺呈現方式，運用各類紙材完成立體創作。 

９．藉由對各地傳統文化的資料收集，認識具有文化特色的面具造型，運用環保回收媒材，完成半立體的藝術

創作，進而達到宏闊美學視野的涵養目標。 

10．認識不同媒材的特性，運用不同於一般使用的筆類與紙張，完成具有節慶特色的半立體創作。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 6 上 二．視覺藝術大進擊 

一．視覺藝術點線面 

三．版畫藝術 

一‧花線 

二‧聖誕快樂 

一‧不只一點點--草間彌生的點點

世界 

二‧假面 

三‧骰子娃娃 

一‧讓夢飛翔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預備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花線>水彩+線畫 

水彩工具使用的技巧、線性元素的運用、認識基礎

色彩學。 

一、教師示範如何正確使用水彩工具並引導學生學習水彩撞

水、撞彩的基本技法。 

二、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線性結構的特性與繪製技巧。 

三、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個人創意，以線性結構的元素結合水

彩的繪製，設計彩繪線畫創作。 

6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一‧視覺藝術

點線面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形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不只一點點-草間彌生的點點世界>彩繪 

一、教師播放藝術大師草間彌生相關圖片。 

二、藉由圖片，瞭解藝術大師草間彌生的創作元素與色彩特

性，並介紹寒暖色調的觀感差異。 

三、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個人創意，運用草間彌生的創作元素

設計圓形結構的創作。 

 

認識抽象大師──草間彌生 

一、教師播放相關影片。 

二、欣賞與討論。 

6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一．視覺藝術

點線面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2 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形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假面>環保媒材 

認識世界各地原住民的臉譜結構與特色 

一、教師播放各地原住民面具、臉譜、圖騰之相關圖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各地圖騰特色。 

三、教師引導學生分析單色調的色彩 

  結構特色。 

 

面具創作：運用舊報紙、牛皮紙、咖 

     啡色紙、黑紙製作單色調  

     的臉譜造型。 

6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二．視覺藝術

大進擊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創

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讓夢飛翔>分組創作 

認識插畫設計的結構技巧 

一、教師播放與插畫設計運用的相關圖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圖像元素的結構特性與色彩的調性。 

三、運用不同的色彩紙張，以分組合作的創作方式，透過剪

貼、拼組、版印等各類技巧以共同創作的方式完成大型

創作，並在操作過程中，引導同儕合作的溝通技巧。 

10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三．版畫藝術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聖誕快樂>線繪 

認識線性結構的變化與繪圖工具的特性 

一、教師播放線畫相關圖片並引導學生了解節慶的圖騰特

色。。 

二、教師引導學生分析工具的特性，善其事前，如何擇其器。 

三、利用回收簿本的牛皮包裝紙，在其上用黑、白二色繪製

節慶圖騰，製作節慶吊飾並完成節慶佈置。 

三、了解線條的情緒語彙，運用不同的線性結構，繪出具有

心理意涵的線畫作品。 

 

認識媒材特性 

一、立可白的繪圖運用。 

二、奶油筆的特性與使用技巧。 

6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一．視覺藝術

點線面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

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骰子娃娃>紙作美勞 

認識多元紙材的創作方式 

一、教師播放各類紙材創作之相關圖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紙張的特性，了解紙張磅數對於創作

的影響。 

三、教師引導學生利用數學立方體概念完成立體結構的創

作。 

四、了解立體與平面交錯呈現的視覺效果。 

6 ◇翰林版國小

課本 

壹、藝想新世界 

二‧視覺藝術

大進擊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二十二週 

視覺藝術領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

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

演活動。 

<我的創作象限> 

學期末作品總整理 

一、教師引導學生陳述創作理念 

二、學生相互交流，討論創作領域更多元的可能性。 

2  口頭討論 

參與度評量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六 年級 上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文—聽覺 6上 

第一單元 

音樂藝術點線面 

第二單元 

中西的音樂藝術 

第三單元 

聽音樂說故事 

1.利用圖像記錄、創作藉以呈現樂曲素材的特

質。 

2.了解點線面相關作品中的音樂元素運用。 

3.了解圖像運用於音樂中的素材效果與特質。 

4.認識輪旋曲。 

5.觀察討論《鬥牛士進行曲》的風格特色。 

1.運用習得的音樂要素(反覆與模進)進行曲調創作。 

2.熟練與他人共同唱奏，能融合樂器音色達到音樂的和諧感。 

3.認識不同反複記號標示。 

4.認識傳統戲曲和西方歌劇曲風，說出不同音樂之表現與美感。 

5.欣賞不同時期、地區、文化的經典作品。 

6.習唱不同文化風格的歌曲。 

7.了解音樂作品與社會環境的關聯。 

1.以固定唱名或首調唱名演唱歌曲。 

2.認識管弦樂團。 

3.認識國內外不同音樂展演團體的演出。 

4.籌畫、演練及呈現音樂展演，以表現合

作學習成果。 

 



 

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將音樂中的變化和圖像符號結合，培養視覺和音樂連結的能力。 

 (二)能透過有趣的「圖像」詮釋音樂中的點、線、面。 

    (三)能辨別與創造不同的音樂圖像。 

 (四)能依不同的音樂聯想並辨認出各自的圖形線條。 

 (五)能以直笛吹奏高音升 Do 的曲子。 

 (六)能演唱歌曲〈踏雪尋梅〉。 

 (七)能欣賞＜鬥牛士進行曲＞並哼唱主題與副題曲調，並感受樂曲中英勇豪邁與優美曲調。 

 (八)能認識傳統戲曲京劇、歌仔戲。 

 (九)能了解歌劇的演出方式、欣賞歌劇〈魔笛〉、認識音樂家——莫札特。 

 (十)用首調和固定調唱名演唱 D大調音階並用直笛吹奏 D大調歌曲。 

 (十一)欣賞與吹奏〈魔笛〉中的〈銀鈴〉片段。 

 (十二)認識 G大調、D大調與 F大調。 

 (十三)能欣賞管絃樂曲〈彼得與狼〉並說出其故事情節。能聽出每個主題音樂所代表的角色及演奏樂器，並了解管絃樂團的編制：

絃樂器、 

    管樂器與敲擊樂器。 

  (十四)能演唱二部合唱曲〈小小世界〉。 

  (十五)能認識 a小調音階並辨別大調與小調的曲調。 

  （十六）能演唱 a小調的二部合唱曲〈我的小笛子〉並感受小調曲調的不同。 

（十七）能用直笛吹奏出各種曲調並分辨 C大調、G大調、F大調、a小調。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一：欣賞與創作 
1. 播放音樂，讓學生聽著音樂，並畫出聽

完音樂後所感受到的圖像並發表。 
2. 請學生聆聽音樂（柴科夫斯基《胡桃鉗》

之＜俄羅斯舞曲＞），自由創作出各式
的音樂線條，並發表從音樂中所得到的
感受及創作圖形的緣由。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二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二：直笛教學 
1. 指導學生熟悉高音升 Do的指法。 
2. 指導學生吹奏高音升 Do的指法時，氣

流仍是平穩。 
3. 吹奏練習曲 2時，教師可加強學生高音

升 Do～高音 Mi 的按孔練習，提醒學生
氣流與換指需同時進行，音準才不會有
所偏差。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三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生涯發展教育】 
3-3-2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三：視唱與合唱 
1. 複習圓滑線及認識斷音。 
2. 視唱曲譜—— 唱出五線譜上點與線的

不同感覺。 
3. 歌曲教唱〈踏雪尋梅〉。 
4. 全班進行分組，教師引導學生從〈踏雪

尋梅〉歌曲中，自由創作頑固伴奏。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
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四：音感練習 
1. 教師複習跳音及連音。 
2. 指導學生學習 D大調的和絃聽與唱。 
3. 請學生完成〈踏雪尋梅〉曲譜上音樂符

號。 
4.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五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
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五：認識不同曲風 
1. 欣賞〈鬥牛士進行曲〉。 
2. 指導學生更確實熟悉曲調及了解每段

樂曲不同的曲風。 
3. 教師以「三明治」為例，讓學生了解「輪

旋曲」的基本結構。（曲式：A-B-A-C-A）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六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
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一：音樂藝術點線面 
活動六：敲擊樂器合奏 
1. 聽一聽＜鬥牛士進行曲＞，音樂中出現    

了哪些敲擊樂器？  
2. 敲擊樂器合奏。 
3.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一：認識傳統戲曲 
1. 欣賞京劇〈草船借箭〉。 
2. 學生隨音樂哼唱課本主題譜例。 
3. 欣賞歌仔戲〈回窯〉。 
4. 教師介紹這首七字調歌詞及〈回窯〉的

故事。 
5. 教師播放教學 CD請學生隨音樂哼唱。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音樂測
驗 

第八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二：認識歌劇 
1. 教師播放歌劇相關演出資料。 
2. 教師介紹歌劇〈魔笛〉故事。 
3. 教師播放歌曲〈快樂的捕鳥人〉請學生

聆聽。 
4. 教師播放歌曲〈仇恨的火焰〉請學生聆

聽。 
5. 請學生發表這兩首樂曲的不同（快樂的

捕鳥人——輕鬆活潑，仇恨的火焰——
怒慨激動）。 

6.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九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三：欣賞雙鋼琴曲 
1. 教師介紹詠嘆調。 
2. 欣賞雙鋼琴曲〈歡樂中國節〉。 
3. 演唱〈Deck the Halls〉。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十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四：認識 D大調 
1. 認識 D大調音階。 
2. 以直笛習奏升 Fa音、升 Do音指法。 
3. 吹奏 D大調上行音階與下行音階。 
4. 吹奏 D大調歌曲〈耶誕佳音〉。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
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五：欣賞與吹奏魔笛-銀鈴 
1. 教師播放〈銀鈴〉音樂請學生聆聽。 
2. 教師解說〈銀鈴〉為歌劇魔笛中的歌曲。 
3. 樂曲合奏。 
4. 教師彈奏曲調，請學生以唱名習唱各聲

部的曲調。 
5.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十二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 
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六：調號練習 
1. 教師複習 C大調、G大調、D大調、F大

調音階。 
2. 教師請學生練習寫調號。 
3. 複習中方傳統戲曲種類。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 
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 
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七：曲調創作 
1. 介紹反覆與模進。 
2. 請學生發表創作曲調。 
3. 教師（或學生）以直笛吹奏反覆型，請

學生吹奏出相同反覆音型的樂句。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十四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生涯發展教育】 
3-3-2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單元二：中西的音樂藝術 
活動八：曲調聽辨 
1. 教師播放各種角色主題音樂，並進行角

色提示。 
2. 出示樂器圖片，請學生將各角色與樂器

圖片進行配對。 
3. 請學生發揮想像力自編臺詞，隨著音樂

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口頭發表 

音 樂 測
驗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一：認識管絃樂團 
1. 認識管絃樂團。 
2. 由絃樂器、管樂器（木管、銅管合稱）、

敲擊樂器組成之團隊就稱管絃樂團。 
3.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實作練習 

 

第十六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品德教育】 
透過關懷與分享，培養責任負責、樂觀的人生態
度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二：管弦樂欣賞與討論彼得與狼 
1. 教師播放或出示不同組合的音樂團體

演出圖片或錄影帶。 
2. 教師提問：「〈彼得與狼〉是由什麼樂

團所演奏？由此種樂團所演奏的樂曲
稱為什麼曲？」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聆聽 
口頭發表 

 

第十七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三：欣賞與演唱 
1. 教師播放音樂歌曲〈小小世界〉，學生

跟隨音樂，手指著樂譜歌詞靜聽。 
2. 教師播放音樂歌曲，學生視譜或寫譜，

並再次聆聽曲調。 
3.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歌曲中的調號、拍

號、速度及節奏型態，再跟著音樂或琴
聲唱出曲調歌詞。 

4.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四：認識音階 
1. 引導學生發現兩種音階之異同： 
  （1）調號相同。 
  （2）主音不同。 
2. 教師指出，以 A（La）音為主音的小調
音  
   階，稱為 a小調音階。 
3. 教師說明 a小調的調號與 C大調相同，

但 a小調的主音在 La，且半音位置在第
二、第三音（Si、Do）與第五、第六音
（Mi、Fa）之間。（小調音階全音與半
音的排列是：全—半—全—全—半—
全—全） 

活動五：聽音練習 
1. 教師彈奏 C大調與 a小調的〈兩隻老

虎〉。 
2. 引導學生感受大調曲調與小調曲調的

不同感覺。 
3. 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如：C大調的〈兩

隻老虎〉像快樂的、健康的老虎，而 a
小調的〈兩隻老虎〉像哀傷的、生病的
老虎。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聆聽 
口頭發表 

 

第十九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六：發聲練習 
1. 複習：a小調音階，並再次請學生發表

對大調與小調的感覺。 
2. 發聲練習：請學生以 LU 音，以半音或

全音逐漸往上移調發聲。 
3.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七：歌曲教唱〈我的小笛子〉 
1. 曲譜教學。 
2. 歌詞教學。 
活動八：直笛教學 
複習「 」、「 」、「  」等記號，請學
生說出名稱及其意義。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單元三：聽音樂說故事 
活動九：分組討論調性練習 
1. 教師彈奏課本第 113頁的四首曲譜。 
2. 請學生分組討論，分辨這四首曲調的調

性。發現譜例 1〈多娜多娜〉是 a小調；
譜例 2〈可貴的友情〉是 C大調；譜例
3〈快樂人生〉是 F大調，譜例 4〈愛
的真諦〉是 G大調。 

3. 直笛教學。 

1 

翰林版教科書
國小六上藝文 

實作練習 音樂測
驗 

 

 



新竹 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三年級視覺藝術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阮明珊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運用蓋印、捏塑、描繪、彩墨及摺紙等技法表現與傳達生活樂趣。 

2.從生活中探索藝術造形要素與美感。 

3.透過書籍、媒體或參訪，理解社區及及廟會和慶典藝術活動特色。 

4.透過欣賞與創作，發現生活的樂趣，並美化自己的生活空間。 

5.探索肢體動作、聲音、和語言表達能力。 

6.以角色扮演和操作物品偶，呈現一段完整情境的表演。 

7.透過欣賞，表達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8.結合生活經驗，開發肢體動作、聲音和語言表達能力。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 3下) 課程架構圖 
 

一、彩繪花卉 

二、用彩墨玩花樣 

三、我的彩墨花卉 

四、大嘴鳥 

五、創意裝扮 

一、連續圖案 

二、圖案魔術師 

三、包裝禮物 

一、熱鬧的廟會 

二、捕捉五彩繽紛的 

    夜晚 

三、鑼鼓喧天 

第壹單元 

花鳥之美 

 

 

第貳單元 

連續之美 

第參單元 

熱鬧之美 

藝文 

(第二冊)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3-2-13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
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
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一、彩繪花卉 
 
1.發表冬天有哪些景象？ 
2.發表春天的景象是什麼樣子？ 
3.比較冬天和春天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4.以說故事的方式發表春天的景象。 
5.利用黑板一面畫一面說故事。 
6.票選「故事王」。 
7.探索臺灣的花季活動。 
8.探索探索花的種類與顏色。 
9.說出經驗中對大片花海的感受。 
10.探索顏水龍、陳進的作品。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一‧花鳥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第三週 
 

第四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3-2-13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
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
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二、用彩墨玩花樣 
 
1.探索顏水龍如何運用對比的色彩凸顯花朵。 
2.探索陳進如何以柔和的色彩表現花朵。 
3.探索廖繼春與李澤藩的作品。 
4.探索廖繼春如何運用暖色調色彩表現作品。 
5.探索李澤藩作品的構圖方式。 
6.比較四件作品，在色彩的運用上有何不同？ 
7.探索林玉山、張大千的作品。 
8.探索工筆畫法、潑墨的表現方式。 
9.探索齊白石的作品。 
10.探索沒骨畫法的表現方式。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一‧花鳥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第五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三、我的彩墨花卉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
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1.探索生活中所見的向日葵與梵谷〈向日葵〉
系列作品，進而比較照片中的向日葵和梵谷畫
的向日葵，並比較課本舉例的三張〈向日葵〉
作品，發表自己的看法。 
2.思考如何表現花卉的樣子，學習基本的彩畫
與水墨技法，進而在利用相關技法創作花卉作
品。 

壹、我要發
現美 
一‧花鳥之
美 

現 
發表 

第七週 
 

第八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
術創作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
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四、大嘴鳥 
 
1.利用摺紙的方式摺出大嘴鳥的基本造形。 
2.利用彩繪與剪貼的方式裝飾大嘴鳥。 
3.以大嘴鳥當主角表演一段對話。 
4.利用大嘴鳥布置教室。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一‧花鳥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第十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3-2-13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
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
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品德教育】 
6-2-1能參與各項團隊合作活動，並以行動關

心與幫助團隊成員，達成團隊目標。 
  

 
五、創意裝扮 
 
1.利用自備的裝扮材料創造基本造形。 
2.利用各種剪貼的方式裝飾造型。 
3.分組來一段創意裝扮秀。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一‧花鳥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
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
術創作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權教育】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
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
資源。 
【家政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家政教育】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
的角色。 

 
六、連續圖案 
 
1.從課本圖例探索連續的圖案。 
2.從課本圖例發現連續的圖案是由什麼元素構
成。 
3.在生活周遭的各種物品、教室、書包裡，或
是我們身上尋找連續的圖案。 
4.探索克林姆、艾雪與慕夏的作品。 
5.察覺作品中的圖案元素。 
6.察覺作品中的的圖案編排與色彩配置。 
7.察覺作品中不同的表現技法。。 
8.探索瓦沙雷利、凱斯‧哈林與吳李玉哥的作
品。 
9.察覺作品中的圖案元素。 
10.察覺作品中的色彩配置與構圖。 
11.察覺作品中不同的表現技法。 
12.探索二方連續的圖案。 
13.探索四方連續的圖案。 
14.嘗試利用圖案變化出更多的組合。 
15.探索包裝紙連續的圖案。 
16.察覺包裝紙的圖案是由哪些動物組成。 
17.察覺包裝紙的圖案是以哪些方式排列組合。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二‧連續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
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
術創作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權教育】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
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
資源。 
【家政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家政教育】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
的角色。 

 
七、圖案魔術師 
 
1.知道生活中任何有明顯凹凸的物品都可以印
出圖案。 
2.探索課本蓋印舉例。 
3思考生活周遭可以拿來蓋印的物品。 
4.探索基本的包裝技法。 
5.利用自製包裝紙包裝禮物。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二‧連續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
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
術創作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
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權教育】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
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
資源。 
【家政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家政教育】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
的角色。 

 
八、包裝禮物 
 
1.知道生活中任何有明顯凹凸的物品都可以印
出圖案。 
2.探索課本蓋印舉例。 
3思考生活周遭可以拿來蓋印的物品。 
4.探索基本的包裝技法。 
5.利用自製包裝紙包裝禮物。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二‧連續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
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
及背景。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權教育】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
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家政教育】3-2-1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家政教育】3-3-4認識並能運用社區資源。 
【環境教育】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
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交通安全】 

4-3-6具有正確的交通社會責任感，能維
護交通順暢與改善個人不當行為 
 

 
九、熱鬧的廟會 
 
1. 探索鑼鼓喧天，氣氛熱鬧的布袋戲、歌仔戲

及民俗藝陣等表演 
2.探索煙火、蜂炮和天燈等夜晚熱鬧的活
動。 
3.從課本圖例神明、戲偶與演員的裝扮發現
廟會活動的熱鬧元素。 
4.說出除了廟會活動以外的民俗藝陣的表
演。 
5.探索廖修平、廖繼春與袁金塔的作品。 
6.察覺作品中的熱鬧元素。 
7.察覺作品中的色彩配置與構圖。 
8.察覺作品中不同的表現技法。 
9.提醒參加廟會同時，記得注意交通安全。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壹、我要發
現美 
三‧熱鬧之
美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現 

 

第十九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

 
十、捕捉五彩繽紛的夜晚 

4 翰林版國小
三下藝文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活動。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
術品之美。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
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
及背景。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權教育】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
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家政教育】3-2-1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家政教育】3-3-4認識並能運用社區資源。 
【環境教育】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
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1.思考創作的主題與內容。 
2.思考創作的色彩、線條與構圖。 
3.探索各種色彩、線條的特性。 
4.運用自己發現的方式創作一張熱鬧的廟會。 
5.探索夜晚的節慶活動。 
6.思考如何創作夜晚的節慶活動。 
7.探索蠟筆、水彩、剪貼的特性。 
8.探索不同紙張的效果。 
9.思考使用何種紙張？ 
10.思考創作所需的工具與表現技法。 
11思考表現內容與構圖。 

壹、我要發
現美 
三‧熱鬧之
美 

現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三 年級 下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 3下 

 

第二單元 

歌頌春天 

第一單元 

祝你生日快樂 

1.C大調讀譜練習。 

2.區別 C大調上行與下行音。 

音感練習(節奏、曲調的聽唱) 

第三單元 

鑼鼓喧天 

音感練習(二拍子強弱的律動

感並創作不同圖像表現二四拍

的律動) 



三、學習目標 

1.以正確呼吸、發音來齊唱歌曲。 

2.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直笛）的習奏。 

3.運用線條紀錄二四拍律動音樂。 

4.認識簡單的節奏與音樂符號。 

5.C大調讀譜練習。 

6.C~D’音認譜。 

7.聆聽音樂了解樂曲的節奏、曲調、音色之特性。 

8.隨著音樂情境的變化來聆聽音樂。 

9.了解生活中的型態或場景都是作曲家創作的靈感來源。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
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
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
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
和個人心靈。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
力。 
【家政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家政教育】4-2-2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
色。 
【家政教育】4-2-3適當地向家人表達自己的需求
與情感。 
【家政教育】4-2-4察覺家庭生活與家人關係。 
【家政教育】4-2-5了解參與家庭活動的重要性。 

1.引導學生說出平常所用之生日祝福語。 
2.引導學生用打拍子的方式搭配學生的祝福語。 
3.生日祝福語創作。 
4.歌曲教學——〈生日快樂〉 
5.樂理教學——C大調音階。 
6.認識音名與唱名。 
7.複習直笛 ㄒㄧ、ㄚ、ㄙㄛ指法。 
8.高音ㄉㄛ 直笛教學。 

1 音符卡、 
節奏卡、 
節奏樂器、 
教學 CD、 
鋼琴、 
C大調音階圖、 
鍵盤、 
掛圖。 

表演評量  



教學期
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
式 備註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1-2-1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
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
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
和個人心靈。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
力。 
【家政教育】3-2-4表現合宜的生活禮儀。 
【家政教育】4-2-1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家政教育】4-2-2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
色。 
【家政教育】4-2-3適當地向家人表達自己的需求
與情感。 
【家政教育】4-2-4察覺家庭生活與家人關係。 
【家政教育】4-2-5了解參與家庭活動的重要性。 
 

1.樂曲欣賞〈小喇叭手的假日〉：欣賞教學影片，
介紹小喇叭的吹奏技巧。 

2.〈黑人舞曲〉導入活動。 
3.歌曲教學——〈黑人舞曲〉。 
4.教師播放音樂 CD，請學生視譜或寫譜，並聆聽
歌曲曲調。 

5.認識十六分音符 
6.教師請學生拍念「走迷宮」中的各種節奏型。 
7.從「走迷宮」圖中找出屬於四四拍子的小節節
奏。 

8.完成「問與答」的題目。 
9.創作節奏語詞。 

1 〈小喇叭手的
假 日 〉 音 樂
CD、小喇叭樂
器 圖 片 。 鋼
琴、 
教學 CD、 
節奏卡、 
節奏樂器、 
節奏掛圖、 
五線譜表。 
 

表演評量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
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
作活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
和個人心靈。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1.歌曲教學——〈春神來了〉：教師播放音樂歌
曲，學生視譜或寫譜，並聆聽歌曲曲調。 

2.節奏練習——頑固節奏：教師講解「頑固節奏」
的概念。 

3.教師引導練習課本內容的節奏譜例。 
4.歌曲教學——〈春姑娘〉：播放音樂歌曲，學
生視譜或寫譜，並聆聽歌曲曲調。 

5.音符及記號之複習。 

1 鋼琴、 
教學 CD 和影
片、音符卡、 
各類記號卡。 

表演評量 
說白節奏 

 



教學期
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
式 備註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4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
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
作活動。 
2-2-7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
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
和個人心靈。 
 

1.複習之前學過的音符。 
2.節奏卡片遊戲。 
3.聽唱練習：教師再彈奏 C 大調Ⅳ級和弦，請學
生習唱各音高。 

4.樂曲欣賞——〈春之歌〉 
5.介紹作曲家孟德爾頌。 
6.認識鋼琴的外觀（分直立式、平臺式）與基本
構造。 

7.複習直笛 ㄙㄛ、 ㄌㄚ、 ㄒ一、高音ㄉㄛ指法。 
8.教師帶領學生習唱〈稍息立正站好〉樂譜。 
9.引導學生以直笛接力吹奏課本〈稍息立正站好〉
音樂曲譜。 

10.運用已學過的樂理知識完成「躍『樂』欲試」
中的音符名稱、鋼琴鍵盤位置、與音感練習。 

11.聽聽老師彈唱的曲調，連連看是哪一首歌曲。 

1 手鼓或節奏樂
器、 
節奏卡、 
鋼琴、 
和弦卡、 
教學 CD 和影
片 、 高 音 直
笛、 
教學 CD、 
課本掛圖、 
鍵盤圖。 

表演評量 
發表 
態度評量 
學習態度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3-2-10 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
的方式，在生活中實行。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
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
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家政教育】3-2-1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1.介紹李哲藝之生平及〈廟埕〉的創作背景。 
2.歌曲教學——〈花鼓調〉。 
3.認識敲擊樂器。 
4.以鼓、鑼、鈸示範敲擊方式，並請學生練習。 
5.學生以三人一組，依序練習敲擊樂器。 
6.學生創作不同節奏，並請學生示範。 
7.教師介紹鈴鼓的形狀、材質。 
8.教師介紹鈴鼓演奏方法。 
9.節奏練習。 
10.教師介紹並示範基本三角鐵演奏方法。 

1 與廟會相關之
圖片、影片。 
鈴鼓、 
三角鐵、 
節奏卡、 
教學 CD、 
鋼琴、 
節奏卡、 
節奏樂器。 

表演評量 
實際演練 
態度評量 
說白節奏 

 



教學期
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
式 備註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

週 

1-2-2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
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3-2-10 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
的方式，在生活中實行。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
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
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1.歌曲教學——〈捕魚歌〉。 
2.學生隨歌曲 CD或琴聲，演唱歌曲〈捕魚歌〉。 
3.教師請學生隨琴聲或歌曲 CD拍念音符節奏。 
4.學生分為三組，一組習唱歌曲，一組演奏鈴鼓，
一組演奏三角鐵。三組輪流演唱、演奏。 

5.教師複習歌曲〈捕魚歌〉。 
6.搭配歌曲打節奏。 
7.讓學生熟悉固定節奏。 
8.搭配節奏，練習竹竿舞中竹竿的動作口白：「開
合開合開開合」，並搭配拍手做出動作。 

9.搭配歌曲，以拍手練習節奏。 
10.教師播放歌曲 CD，並打出強弱不同的節奏，
引導學生發現二四拍的強弱。 

11.教師示範第四線音高的直笛指法，並請學生練
習吹奏。 

1 與廟會相關之
圖片、影片。 
鈴鼓、 
三角鐵、 
節奏卡。 
教學 CD、 
鋼琴、 
節奏樂器。 
 

表演評量 
實際演練 
態度評量 
說白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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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探索與構思如何以創意呈現主題，並以日常生活中各種媒材，從事各種綜合表現。 

2.從表現體驗中，探索自我獨特的創意，並能確認所喜愛的美感形式。 

3.透過平面與立體作品，瞭解藝術作品中的創意表現。 

4.利用生活中的媒材創作，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 

5.發揮想像，操作隱形物。以四格漫畫及光影形式呈現故事畫面。 

6.表演一段虛擬的精彩特技秀，利用「靜止畫面」呈現一個童話故事。 

7.探討默劇、皮影戲的表演特質，並理解劇場表演照明的演進史。 

8.能藉由生活的經驗與體驗，運用表演藝術創作的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 4下) 課程架構圖 
 

一、我的自畫像 

二、大家來變臉 

三、插畫人物 

四、泥塑人物 

一、捉住活動的瞬間    

(平面繪畫) 

二、捉住活動的瞬間    

(立體捏塑) 

 

一、捕捉故事的畫面 

二、旋轉玩具 

三、不倒翁玩具 

四、紙袋戲偶 

第壹單元 

自塑自畫 

 

 

第貳單元 

捕捉剎那間的

動作 

第參單元 

我來說故事 

藝文 

(第四冊)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一、我的自畫像 

 

1.用鏡子觀察自己的臉形和五官。 

2.能用詞語形容自己的臉形和五官 

3.觀察別人的臉形和五官。 

4.先形容自己的臉形和五官，再形容別人的臉形

和五官。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一、自塑自畫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第三週 

 

第四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二、大家來變臉 

 
1.做出喜、怒、哀、樂的表情。 

2.做出「很喜、很怒、非常喜、狂喜、狂怒……。」

的表情。 

3.了解自畫像的繪畫基本技法。 

4.創作自己的自畫像。 

5.教師引導學生欣賞觀摩。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一、自塑自畫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第五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三、插畫人物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1.探索林布蘭不同時期的自畫像。 

2.認識林布蘭的生平與作品特色。 

3.探索五張不同表現方式的自畫像。 

4.認識克利、梵谷、畢卡索、陳澄波、陳進的生

平與作品特色。 

5.探索劉其偉的自畫像。 

6.認識劉其偉的生平與作品特色。 

7.思考創作自畫像的相關問題。 

8.建構自畫像的創作方式。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一、自塑自畫 

發表 

第七週 

 

第八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四、泥塑人物 

 
1.思考創作泥塑的相關問題。 

2.建構泥塑的創作方式。 

3.探索藝術家的泥塑人物。 

4.說出作品的作者、材質與表情。 

5.探索「省土大作戰」泥塑的基本技法。 

6.探索「巧手搓土條」泥塑的基本技法。 

7.探索「美麗睫毛」泥塑的基本技法。 

8.探索「你濃我濃」泥塑的基本技法。 

9.欣賞「泥塑人物」視覺藝術教學影片。 

10.創作與發表「泥塑我的臉」作品。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一、自塑自畫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第九週 

 

第十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五、捉住活動的瞬間    (平面繪畫) 

 

1.探索生活中的肢體動作。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2.探索剎那間的肢體動作。 

3.利用繪畫表現學校活動的瞬間動作。 

4.展示作品並發表。 

 

二、捕捉剎那間

的動作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

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了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六、捉住活動的瞬間    (立體捏塑) 

 
1.利用立體捏塑表現學校活動的瞬間動作。 

2.展示作品並發表。 

3.利用其他方式表現學校活動的瞬間動作。 

4.展示作品並發表。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二、捕捉剎那間

的動作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

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

藝術成果。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

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生涯發展教育】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瞭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資訊教育】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七、捕捉故事的畫面 

 

1.說出自己喜歡的故事與角色。 

2.上臺為大家說故事。 

3.探索童話故事的繪畫表現。 

4.探索童話故事的精彩片段。 

5.擷取精彩的故事畫面。 

6.創作精彩的故事畫面。 

7.展示與發表作品。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三、我來說故事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

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

藝術成果。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

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生涯發展教育】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瞭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資訊教育】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品德教育】 

6-2-1 能參與各項團隊合作活動，並以行動關心與幫助團隊成員，達

成 

             團隊目標。 

 

八、旋轉玩具 

 

1.探索故事中角色互動。 

2.探索角色互動與玩具的關係。 

3.探索旋轉玩具的原理。 

4.利用旋轉玩具讓角色動起來。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三、我來說故事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第十七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日期/週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

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 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

藝術成果。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

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生涯發展教育】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3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家政教育】4-2-1 瞭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資訊教育】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九、不倒翁玩具 

 

1.探索故事中角色互動。 

2.探索角色互動與玩具的關係。 

3.探索不倒翁玩具的原理。 

4.利用不倒翁玩具讓角色動起來。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三、我來說故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

與創作力。 

3-2-10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的方式，在生活中

實行。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

術成果。 

3-2-13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

賞轉化個人情感。 

【人權教育】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十、紙袋戲偶 

 

1.教師說明：「利用新編創意西遊記，做其中的

角色戲偶。」 

2.製作簡易戲偶：利用養樂多瓶子、塑膠袋、色

紙、紙袋來製作布袋戲的戲偶。 

3.製作過程說明與示範。 

4.完成戲偶後，各自整理桌面，分工合作打掃教

室。 

5.教師引導學生準備演出腳本。 

6.彩排時間： 每組模擬正式的演出，作為正式

演出前的準備。 

7.正式演出：各組輪流表演布袋戲，其他人根據

道具製作、戲偶表演、聲音表情以及合作精神的

項目來擔任評審的工作。 

4 翰林版國小藝術

與人文課本四下 

壹、視覺藝術你

我他 

三、我來說故事 

作品評量 

平時上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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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四下 

 

第一單元 

聽見校園中的樂音 

1.認識 34拍、38拍的意義。 

2.認識 G大調樂譜結構和 I 、 

  IV 、V級和旋練習。 

第四單元 

音樂風情 

1.認識音樂力度記號，並運用  

  表現於歌曲中。 

第三單元 

和諧的共鳴 
1.聽辨級進與跳進音型及新的   

  節奏與音感。 

2.認識弱起拍、強起拍。 

第二單元 

夢想起飛 

 

1.認識新節奏。 

2.認識並區分擊樂器有音高跟

無固定音高。 

3.探索運用各種音源製造聲 

  音。 



 

三、學習總目標： 

1.探索與構思如何以創意呈現主題，並以日常生活中各種媒材，從事各種綜合表現。 

2.能藉由生活的經驗與體驗，運用表演藝術創作的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練習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直笛）。 

4.養成與他人共同唱奏時相互聆聽與諧調的技能。 

5.認識力度記號，並表現於歌曲中。 

6.認識音樂符號（反覆記號）。 

7.G大調與 I 、IV 、V級和弦練習。 

8.聽辨級進與跳進音型、 節奏與音感。 

9.認識三四、三八拍音樂。 

10.收集、欣賞不同環境下創作的音樂，並發表心得與他人分享。 

11.認識生活中不同族群、環境的音樂創作。 

12.培養尊重多元音樂的正確態度。 

13.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品德教育】 
能關懷他人，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1.唱奏〈西敏寺的鐘聲〉。 
2.以鐵琴敲出〈西敏寺鐘聲〉的曲調，讓學生跟著哼唱。 
3.認識 C 大調與 G大調。 
4.發音練習。 
5.演唱〈盪鞦韆〉。 
6.音樂與律動。 
7.認識三拍子。 
8.請學生用直笛吹奏出自己創作的曲調。 
 

1 鋼琴、 
教學 CD、 
音符卡、 
節奏卡、 
拍號卡、 
直笛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演唱歌曲〈大糊塗〉。 
2.魔笛時間──認識 # fa指法。 
3.播放《天堂與地獄》的〈序曲〉終尾音樂。 
4.介紹歌劇《天堂與地獄》內容與〈康康舞曲〉的關係。 
5.節奏練習。 
6.介紹音樂家——歐芬巴赫。 
7.直笛吹奏分句練習吹奏課本上的主題。 
8.直笛吹奏—持音、斷音的練習。 
9.欣賞〈軍隊進行曲〉。 
10.〈軍隊進行曲〉樂曲分析。 

1 鋼琴、 
歌曲 CD、 
高音直笛、 
鈴鼓、 
教學 CD、 
曲式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認識〈玩具兵進行曲〉。 
2.熟練進行曲的「強—弱」節奏。 
3.播放〈玩具兵進行曲〉的音樂，配合音樂做動作。 
4.配合〈玩具兵進行曲〉音樂，想像音樂的情景，並編成故事。 
5.認識擊樂器。 
6.延伸活動──認識定音鼓、鐵琴、木琴。 
7.演奏介紹。 
8.認識小鼓。 
9.認識大鼓。 
10.節奏練習；大鼓、小鼓的搭配： 大鼓念「碰」， 小鼓念「恰」， 
練習順序如下：「碰-恰」-「碰-恰恰」-「碰-恰恰恰」，以下節
奏利用說白熟練後，再練習課本譜例的練習。 

1 鋼琴、 
段落卡、 
教學 CD、 
教學影片、 
各 式 擊 樂
器、 
小鼓、小鼓
棒、大鼓、
大鼓棒、節
奏卡。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態度評量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資源。 

 

1.直笛吹奏——〈王老先生有塊地〉。 
2.合奏〈王老先生有塊地〉。 
3.分組表演。 
4.動手做樂器。 
5.自製樂器＋說白節奏。 
6.自製樂器＋節奏搭配。 
7.演唱歌曲〈每朵花‧每個夢〉。 
8.認識新節奏。 
9.視唱：〈我們的公雞不見了〉。 
10.欣賞〈維也納森林的故事〉。 
11.教唱〈野餐〉，練習四拍子節奏。 
12.認識 G大調。 

1 鋼 琴 或 風
琴、直笛、
小鼓、小鼓
棒、大鼓、
大鼓棒、歌
曲 譜 例 掛
圖、各類發
聲的器皿、
氣球塑膠棒
2 支、絲襪、
橡皮筋、彩
色膠帶、包
裝紙、亮光
紙 、 廣 告
紙。 

表演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念唱練習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演唱歌曲〈布穀與麻雀〉。 
2.認識強起拍與弱起拍。 
3.樂曲欣賞—〈大黃蜂的飛行〉。 
4.準備各種樂器掛圖配合教學 CD，請學生聽辨出各種樂器的音色。 
5.認識級進、跳進：級進為一個音接一個音進行；跳進是相隔二音
以上的音符進行。 
6.演唱歌曲〈老鷹捉小雞〉。 
7.教師先放慢練習，將附點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節奏、歌詞練習
正確。 
8.在草地上玩「老鷹捉小雞」遊戲。 

1 鋼琴、 
教學 CD、 
五 線 譜 掛
圖、 
樂曲 CD、 
鍵盤掛圖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1.觀察臺灣地圖，找出嘉南平原的地理位置。 
2.介紹嘉南車鼓調〈牛犁歌〉的由來。 
3.教師播放歌曲〈牛犁歌〉，請學生聆聽。 
4.教師播放〈催眠曲〉讓學生欣賞。 
5.教師說明歌詞意境。 
6.教師展示樂曲中各式音樂符號圖卡。 
7.彈奏〈草螟弄雞公〉曲調讓學生哼唱。 
8.播放〈綠色狂想〉音樂。 
9.發表感受。 
10.告訴學生這是一位外國作曲家來到臺灣，並定居於臺灣，用臺
灣的民謠、臺灣的樂器、臺灣的自然聲音所創作的音樂。 
 

1 教學 CD、 
播放設備、 
農村生活圖
片、音樂符
號圖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
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
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
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生涯教育】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1.介紹馬修．連恩的生平。 
2.吹奏笛頭，製造不同音效。 
3.讓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嘗試製造笛頭不同的音效。 
4.利用舌頭製造音效。 
5.想像自然界場景的聲音模仿音效。 
6.教師播放歌曲 CD，請學生聆聽。 
7.教師講解此歌曲為 C 大調，並請學生隨琴聲用習唱曲譜。 
8.教師帶領學生（或請會念客語的學生）習念歌詞（客語）。 
9.教師彈奏曲譜，請學生習唱歌詞。 
10.教師複習三、四年級所學習的音符、休止符，請學生正確說出
名稱，並完成課本例題 

1 教學 CD、 
播放設備、 
農村生活圖
片、音樂符
號圖卡。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量 
實際演練 

 

 

 



新竹市    1 08 學年度 下 學期 曙光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 領域教學計畫表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１．探索藝術創作的美感與特質，認識不同類別的藝術作品，並探討其中美的原理原則與運用，進而藉由實作

完成個人創作。 

２．瞭解各類媒材的特性，掌握各類媒材的運用技巧，以完成”工欲完其事，必先擇其器”的引導目標。 

３．構思和生活藝術相關的主題與內涵，透過彩繪、設計與各類技法，以多媒材方式完成作品。 

４．認識圖紋設計二方與四方連續的元素特性，藉由設計元素與色彩的排列組合，賦予個人創意的獨特性，呈

現不同的造型，完成平面創作。 

５．藉由不同題材引導使用不同筆類，進而了解筆類的特性與使用技巧，並在過程中訓練大小肌肉的發展及手

眼協調的能力。 

６．透過繪畫創作，重現校園環境的視覺意象，進而提升對畫面構成與表現技法的掌握。 

７．認識古今水墨藝術大師的作品特色，珍視傳統水墨藝術創作的特質，透過欣賞與創作，重塑創作元素，以

複合媒材完成水墨創作，豐富藝術視野。 

８．瞭解分格漫畫的敘事特性，透過文字與畫面的擷取，繪製班級趣事的四格漫畫，並藉由操作練習瞭解並掌

握影像分鏡的技巧。 

９．學習拓稿的流程與技巧，在設計實務的操作過程中，提升文字與圖像呈現的精準度。 

10．藉由時間的延展，增加學生作品的完成度，並強化藝術創作的耐心與持續力。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５下 二．繪畫與生活 

一．圖紋與生活 

三．漫畫與生活 

一‧桌上擺了一盆花 

二‧手心手紋 

一‧紙．筒 

二‧水墨花卉 

三‧校園速寫 

一‧小小漫畫師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3-3-13 運用累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化與改造

生活空間。 

<紙．筒>立體圖紋手作 

認識圖文的特色與變化 

一、教師引導如何搜尋圖庫資料。 

二、教師引導學生探索生活藝術的圖案。 

三、了解立體的結構與運用，掌握平面立體化的技

巧。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二‧繪畫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四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3-3-13 運用累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化與改造

生活空間。 

<精益求精 > 

配合成績展作品整理及製作布置品 

一、將個人作品分類整理。 

二、教師引導學生強化既有作品的繪畫結構。 

三、運用分組方式，增進合作彩繪的大作的展示效

果。 

2 ◇翰林版國小課本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五週 

第六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桌上擺了一盆花> 

剪紙+彩繪 

認識摺紙與對稱剪紙的技巧 

一、介紹傳統剪紙的文化特色與意涵。 

二、介紹各國剪紙的故事背景與結構特色。 

三、掌握剪紙時的手眼協調能力。 

四、平面與立體交錯運用的視覺效果。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一‧圖紋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八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小小漫畫師> 

拓稿的流程實作 

認識漫畫的拓稿技巧 

一、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學生認識國際級漫畫大師的

創作特性。 

二、引導學生重塑漫畫大師的創作精髓。 

三、運用拓稿技巧，完成漫畫插畫的實作。 

4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三‧漫畫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3-3-13 運用累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化與改造

生活空間。 

<手心手紋> 

圖紋描繪 

認識圖文的特色與變化 

一、教師引導如何搜尋圖庫資料。 

二、教師引導學生探索生活藝術的圖案組成特色。 

三、了解色彩的結構與運用。 

8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一‧圖紋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母親節卡片製

作）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見解。 

<水墨花卉> 

水墨畫 

認識傳統水墨畫的特性 

一、教師運用圖片資料引導學生了解傳統水墨畫

的視覺特性。 

二、教師運用圖片資料引導學生掌握傳統水墨花

卉的白描技巧。 

三、了解不同紙材對水墨畫的影響，並運用西畫

設色媒材完成水墨畫創作。 

8 ◇翰林版國小課本 

二‧繪畫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

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見解。 

<校園速寫> 

線畫+淡彩 

認識速寫的技巧 

一、教師播放各類寫生相關的作品圖片。 

二、教師以實際示範介紹寫生的構圖技巧及繪畫流

程。 

三、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周遭環境並陳述所見，引導

學生如何掌握寫生的技巧。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二‧繪畫與生活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二十一週 

視覺藝術領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

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我的創作象限> 

學期末作品總整理 

一、教師引導學生陳述創作理念 

二、學生相互交流，討論創作領域更多元的可能性。 

2  口頭討論 

參與度評量 

 

 



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五 年級 下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音樂五下 

第一單元 

搖籃曲 

1.認識 68拍樂曲節奏與曲調。 

2.以「固定唱名」、「首調唱名」 

  視唱曲調。 

3.音感練習：辨認並寫下樂曲 

  節奏。 

第四單元 

動物狂歡節 
1.聯想音樂曲調與動物的動作。 

2.能利用肢體表演動物的動作。 

 

第三單元 

自然的吟唱 
1.欣賞與討論音樂中各種創作的藝 

術元素及風格。 

2.認識中國樂器：南胡。 

第二單元 

傳唱藝術瑰寶 

 

1.認識、比較中西藝術歌曲與詞意 

  美感。 

2.拍唱有力度記號的節奏及曲調。 

3.認識提琴家族各個樂器的音色、 

  外形及演奏形態。 

 



 
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1.習唱不同的搖籃曲風，並發表感受與音樂特質。 

2.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直笛）的習奏 

3.運用習得的音樂要素進行曲調創作。 

4.辨認 6/8拍樂曲。 

5.認識提琴家族各樂器音色。 

6.比較中西藝術歌曲特質與詞意美感。 

7.感受音樂家留下藝術作品，記錄著不同時代的音樂美感。 

8.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音樂作品。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
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
景。 
 
 

教學活動與流程 
樂曲欣賞—布拉姆斯《搖籃曲》 
一、教師播放布拉姆斯《搖籃曲》。 
二、教師或學生哼唱《搖籃曲》，請學生發表感想。 
三、介紹布拉姆斯生平 
四、布拉姆斯的〈搖籃曲〉作品賞析： 
介紹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 
一、莫札特的〈搖籃曲〉作品賞析： 
二、教師統整 
認識 6/8 拍子 
一、教師說明 
二、教師揭示課本的節奏譜例 
三、教師以各種長條圖代表音符時值。 
四、教師示範，之後請學生模仿拍（打）出「拍一拍」的節奏。 
歌曲教學 
一、引導學生跟著琴聲唱，並試著找到頭腔共鳴的位置。 
二、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搖啊搖〉中的調號、拍號、速度及節奏形態，再跟音樂或琴
聲唱出曲調、歌詞。 
介紹呂泉生生平 
一、教師進一步介紹呂泉生生平。 
二、臺灣合唱之父—呂泉生出生於臺灣。 

1 鋼琴或風琴、 
CD 音響。 
教學 CD。 
「搖籃曲」的相
關歌曲及作者
資料。 
  
 

念唱練習 
發表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第四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
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
景。 
 
【人權教育】1-3-2理解規則之制定
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人權教育】1-3-4了解世界上不同
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人權教育】2-3-3了解人權與民主
法治的密切關係。 
 

視唱 2/4 拍與 6/8拍曲調 
一、教師依圖示解釋 2/4拍（單拍子）與 6/8拍（複拍子）的異與同。 
二、曲調試唱「So—ri—da」。 
1 在相同的速度下，教師請學生視唱第一行 2/4拍的曲調視唱。 
2 在相同的速度下，教師請學生視唱第二行 6/8 拍的曲調視唱。 
認識「搖籃曲」與「進行曲」音樂 
歌曲教唱—〈讓愛看得見〉 
一、 教師播放音樂歌曲《讓愛看得見》，學生跟隨音樂，手指著樂譜歌詞。 
二、引導學生說出歌曲中的拍號、速度及節奏形態，再跟著音樂或琴聲唱出曲調。 
三、熟練歌詞並請學生上臺演唱。 
複習 C、G、F大調 
一、視唱曲調 
1 教師揭示譜例於黑板上。 
2 教師彈奏視唱曲調，學生分別用固定唱名及首調唱名哼唱。 
二、單音聽寫 
我來說故事 
一、教師帶領學生吟唱〈魔法師的弟子〉的音樂主題。 
二、介紹「交響詩」音樂特色。 

1 鋼琴、CD音響。 念唱練習 
發表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
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
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引起動機 
一、朗讀〈野玫瑰〉歌詞，帶領學生進入情境。 
二、教師播放藝術歌曲 CD（如：舒伯特的〈聖母頌〉、〈小夜曲〉、〈菩提樹〉、〈魔
王〉等），以引起學生興趣。 
三、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進而介紹這些曲子為「藝術歌曲」。 
認識藝術歌曲 
一、教師介紹「藝術歌曲」的產生。 
二、介紹舒伯特生平 
三、歌曲教唱——〈野玫瑰〉 
欣賞聆聽 
一、複習藝術歌曲〈野玫瑰〉及作曲家舒伯特。 
二、教師播放藝術歌曲〈鱒魚〉，並介紹此首亦是舒伯特的作品之一。 
認識提琴家族 
一、教師再次播放樂曲，並揭示樂器圖片。 
二、教師揭示提琴家族的圖片，向學生介紹提琴家族各個樂器的音色、外觀、構造和
差別。 

1 鋼琴或風琴、 
CD 音響。 
藝術歌曲相關
CD。 
提琴家族圖片。 
 

念唱練習 
資料蒐集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第九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
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
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認識中國藝術歌曲 
一、複習〈野玫瑰〉及藝術歌曲的意義。 
二、教師播放學生較熟悉的中國藝術歌曲，如：劉雪庵的〈紅豆詞〉、呂泉生的〈阮
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等，引起學生的興趣。 
三、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四、教師介紹以上所聽的歌曲是屬於中國的藝術歌曲。 
五、播放黃自所作的藝術歌曲。 
介紹黃自生平 
一、歌曲教唱——〈西風的話〉 
二、認識力度記號。 
直笛吹奏 
一、複習直笛指法，練習至熟練。 
二、再次複習「音程」在音樂上的功用與計算方式。 
三、學生完成閱「樂」欲試──認識音程。 

1 鋼琴或風琴、 
CD 音響。 
教學 CD、 
中國藝術歌曲
相關 CD。 
 

念唱練習 
學習單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
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歌曲教唱——〈跟著溪水唱〉 
一、引導 
1 請學生模仿溪水的流水聲。 
2 用學生模仿出來的聲音做發聲練習。 
3 進行二聲部發聲練習。 
4 複習和的節奏。 
二、歌曲教唱 
1 教師彈奏或播放本曲 CD，請學生聆聽。 
2 練習 
歌曲演奏——〈到森林去〉 
一、引導 
1 根據學生的經驗分享導入〈到森林去〉這首曲子的特色介紹。 
二、曲調練習 
三、直笛吹奏 
四、樂器合奏 
1 學生分成四組，分別負責直笛Ⅰ 直笛Ⅱ、響板、木魚。 

1 直笛、 
木魚、 
響板、 
三角鐵。 
譜例掛圖。 
 

念唱練習 
發表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
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認識中國弦樂器 
一、播放〈草螟弄雞公〉的胡琴演奏曲，並提問是否聽過此曲？ 
二、教師揭示曲名，並說明這是流行已久的福佬民謠。 
三、歌曲教唱：用音樂捕捉形象 
介紹南胡 
一、南胡是中國樂器中最普遍的擦弦樂器。 
二、南胡的演奏技巧富多樣性，除了獨奏、合奏、重奏之外，還可模仿人聲、鳥聲甚
至人們說話的音調等，頗富趣味性。 
三、 南胡欣賞曲目：〈空山鳥語〉、〈賽馬〉、〈二泉映月〉、〈良宵〉等。 
認識弦樂器 
一、教師準備常見的國樂弦樂器圖片（或請學生蒐集），讓學生更加認識中國樂器。 
二、教師引導學生回答，若學生回答不完全，教師可拿出圖卡進行提示︰「常見的國
樂弦樂器有︰琵琶、柳葉琴、古箏、阮弦、三弦、揚琴等，又分成用弓拉的— 擦弦樂
器（例如：胡琴）；用手指撥的— 擦弦樂器（例如：琵琶、古箏等）。 
三、請學生蒐集齊樂器圖片，並加上文字作簡單介紹，製成樂器書。 
中西樂器的比較 
教師引導學生說明比較國樂弦樂器（南胡）與第貳單元西洋弦樂器（提琴）在樂器構
造（請見參考資料—— 細說樂器）外形、演奏方式等不同的地方。 

1 教學 CD、影片。 
國樂弦樂器圖
卡或實物。 
 

口頭討論 
念唱練習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
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
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
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引導 
一、教師可預先準備有關本曲中介紹的動物圖片。 
二、教師講述《動物狂歡節》創作緣由。 
樂曲欣賞——《動物狂歡節》 
一、教師講述〈公雞和母雞〉的故事（請見參考資料—— 樂聲趣聞），或請學生想像
公雞和母雞一起啄食的情形，自行創作故事發表。 
二、〈水族館〉此段音樂是由鋼琴、絃樂器、長笛所演奏，可以請學生仔細聆聽什麼
時候出現何種樂器？ 
三、介紹聖桑生平 
聲音與圖像創作 
一、聆聽〈水族館〉音樂，隨著音樂並用圖像表達出曲調的高低與節奏的快慢。 
二、聲音節奏創作 
三、直笛創作 

1 動物圖片。 
教學 CD、影片。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
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
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
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
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
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品德教育】 
能關懷他人，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探索樂曲中的動物 
一、教師播放《動物狂歡節》的音樂，並請學生仔細聆聽。 
二、教師引導請學生說說看聆聽之後的感想，並導引學生發表各樂器樂音所代表的動
物形象。 
扮演樂曲中的動物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文與圖例。 
二、教師說明：「聽完音樂之後，讓我們利用肢體將樂曲中描寫的動物，以個人與分
組的方式表達出來。」 
歌曲教唱——〈快樂天堂〉 
一、引導 
1 請學生聆聽歌曲及歌詞意涵並發表（如：尊重每一個生命；愛護動物；愛護我們的
環境）。 
2 請學生舉例還有有些歌名是和動物相關的（如，蝸牛與黃鸝鳥、草螟弄雞公、抓泥
鰍、兩隻老虎、我是隻小小鳥）。 
二、歌曲教唱 
教師彈奏或播放本曲 CD，請學生聆聽。 

1 《動物狂歡節》
教學 CD。 

念唱練習 
發表 

 

 

 



新竹市    1 08 學年度 下 學期 曙光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 領域教學計畫表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共﹙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１．探索藝術創作的美感與特質，認識不同類別的藝術作品，並探討其中美的原理原則與運用，進而藉由實作

完成個人創作。 

２．瞭解各類媒材的特性，掌握各類媒材的運用技巧，以完成「工欲完其事，必先擇其器」的引導目標。 

３．構思和生活藝術相關的主題與內涵，透過彩繪、設計與各類技法，以多媒材方式完成作品。 

４．認識素描的視覺特性，藉由不同灰階的切割與組合，掌握不同的明度呈現技巧，完成平面創作。 

５．藉由對周遭人物的觀察與了解，以素描方式完成人物寫生的平面創作。 

６．透過各類媒材的運用，製作具個人特色的筆記書，進而掌握書冊製作的技巧。 

７．學習拓稿的流程與技巧，在設計實務的操作過程中，提升文字與圖像呈現的精準度。 

８．瞭解印地安文化捕夢網的文化背景與創作元素，認識繩索編織的作品特色與技巧，透過欣賞與創作，珍視

地方人文創作的特質，豐富藝術視野。 

９．製作 T 恤設計稿，以了解如何掌握布料印刷的色彩結構與圖像特色。 

10．藉由時間的延展，增加學生作品的完成度，並強化藝術創作的耐心與持續力。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術與人文６下 二．我的故事書 

一．為你留影 

三．藝術瑰寶 

一‧切割黑灰白 

二‧為你留影 

一‧拓稿 

二‧筆記書 

一‧捕夢網 

二‧T 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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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

美經驗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術

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傳統

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拓稿> 

拓稿的流程實作 

認識拓稿的流程與技巧 

一、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學生認識拓稿的特性並引導

如何運用於其他的學習領域中。 

二、教師以實際示範介紹拓稿的流程。 

三、運用拓稿技巧，完成圖文的重製。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二‧我的故事書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四週 

第五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3-3-13 運用累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化與改造生

活空間。 

<精益求精 > 

配合成績展整理作品及製作布置物 

一、將個人作品分類整理。 

二、教師引導學生強化既有的繪畫結構。 

三、運用分組方式，增進合作彩繪的大作的展示效

果。 

4 ◇翰林版國小課本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切割黑灰白> 

素描的基本技巧 

認識鉛筆的繪畫特性 

一、教師引導學生了解素描的各類工具。 

二、教師引導學生掌握手部大小肌肉的運用以完成

素描的基礎訓練。 

三、了解素描中灰階的層次與運用。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一‧為你留影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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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為你留影> 

人物素描 

認識人物素描的繪畫技巧 

一、認識立體結構中明暗的變化。 

二、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學生認識藝術家的人物素描

作品。 

三、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同學的五官特色，以素描方

式完成個人作品。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一‧為你留影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

美經驗見解。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術

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傳統

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筆記書> 

書冊的製作 

認識書冊的封面設計與裝訂技巧 

一、教師播放各類封面設計相關的作品圖片並介紹

裝定的類種。 

二、教師以實際示範介紹書冊裝訂的流程。 

三、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拓稿技巧、各類媒材與裝訂

工具完成具個人特色的筆記書。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二‧我的故事書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

美經驗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與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養

成習慣。 

<T 恤設計> 

T 恤的設計技巧與材質特性 

一、教師運用圖片介紹 T 恤的設計方式。 

二、介紹 T 恤的材質特性。 

三、了解圖像的運用與印刷的對應。 

四、藉由設計稿的繪製表達具個人特色的 T 恤創意

發想。 

4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三‧藝術瑰寶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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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視覺藝術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

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

美經驗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與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養

成習慣。 

<捕夢網>美勞手作 

認識捕夢網的文化意涵 

一、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學生認識美洲原住民文化的

習俗與美學元素。 

二、教師以圖片引導，示範繩索編織的流程。 

三、運用複合媒材，完成捕夢網的製作。 

6 ◇翰林版國小課本 

三‧藝術瑰寶 

◇自編教材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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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六 年級 下 學期 藝術與人文-聽覺藝術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洪鎣棠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藝文聽覺 6下 

 

貳、音樂新「視」界 

壹、跨「樂」世界 
1.不同地區民謠歌曲欣賞與演
唱。 
2.認識傳統樂器編制與種類。 
 

1.認識樂曲的大調與小調。 
2.透過討論、分析、批判等方
式，表達自己對樂曲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認識速度記號、變奏曲。 

參、愛的樂章 

1.嘗試與探索各種不同的音
源，激發創作的想像力。 



109 

 

 

三、學習目標： 

    1演唱不同時期、地區與文化的經典作品（各國民歌） 

    2不同地區民謠歌曲欣賞與演唱。 

    3認識傳統樂器編制與種類。 

    4認識地域、文化與音樂之交互關係，並瞭解文化、歷史對音樂作品的影響。 

    5利用網路搜尋音樂作品與社會環境的關連。 

    6比較不同文化的音樂特質。 

    7運用習得的音樂要素進行曲調、節奏創作。 

    8熟練與他人共同唱、奏時能融合音色達到音樂的和諧感。 

    9認識樂曲的大調與小調。 

    10透過討論、分析、批判等方式，表達自己對樂曲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11認識速度記號、變奏曲。 

    12感受樂曲大小調的音樂情緒。 

    13藉由不同的舞曲形式，感受音樂的豐富性。 

    14使用音樂專門術語，描述樂曲的組織與特徵。 

    15分享欣賞音樂的正確態度，培養正當的休閒活動。 

    16運用所習得的音樂要素（變奏）進行曲調創作。 

    17運用歌唱技巧，如：呼吸、共鳴、表情演唱歌曲。 

    18嘗試與探索各種不同的音源（含電子樂器），激發創作的想像力。 

    19運用各種音樂相關的資訊，輔助音樂的學習與 

    20創作，並培養參與音樂活動的興趣。 

    21選擇個人感興趣的音樂主題，蒐集相關資訊，以口述或文字與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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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
現的影響。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1 收集各地區主要的音樂特色、音樂類型或特色樂器，藉由圖片、
音 播放及影片的欣賞，讓學生以「音樂」的方式來環樂世界。 

2 教師教唱音樂歌曲〈小小世界〉。 
3 認識反覆記號 
 

1 鋼琴或風琴、教學
CD、教學影片、CD
音響、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資料蒐集 
念唱練習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
現的影響。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
資訊，並養成習慣。 
【人權教育】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
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1 教師播放由古箏演奏的《十面埋伏》音樂片段，引導學生感受音
樂描繪出古代楚漢相爭、殘骸戰爭的過程。 
2 教師播放電影海角七號《野玫瑰》其音樂配樂由二胡拉奏出不
同的東方風情。 
3 欣賞民族樂器合奏曲《瑤族舞曲》。 
4 介紹義大利的地理位置、風土民情。 
5 聆賞教學 CD演唱。 
6 歌曲教唱——〈散塔廬其亞〉 
7 歌曲教唱——〈鳳陽花鼓〉 
8 教師請學生舉例說明曾聽過哪些以「花」為名的音樂（杜鵑花、
茉莉花、魯冰花、菊花台、野玫瑰、菩提樹等）。 
9 教師說明不管古今（民謠或流行曲），其實許多名曲都喜歡以
花為題，而譜寫出不少好聽的「花」曲。 
10 教師播放中國民謠〈茉莉花〉請學生聆聽。 

1 鋼琴或風琴、教學
CD、教學影片、CD
音響、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念唱練習 
實際演練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
想法和情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 教師播放由管弦樂團所演奏的《胡桃 
鉗組曲》片段，請學生聆聽。 
2 教師播放〈小序曲〉，請學生聆聽，並讓學生哼唱〈小序曲〉
的主題。 
3 教師播放〈進行曲〉，請學生聆聽，並讓學生哼唱〈進行曲〉
的主題。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4 直笛教學 
5 複習第壹單元「謝謝你的愛」的斷奏與 
圓滑奏。 
6 認識節拍器。 
7 認識速度記號。 
8 樂曲欣賞——《小星星變奏曲》 
9 認識「變奏曲」曲式，變奏曲主題的來源有三種：1歌謠的旋律
2 名曲的片段 3作曲家自己的創作。 

1 鋼琴或風琴、教學
CD、教學影片、CD
音響、節奏樂器
（ 如： 手鼓、木
魚、響木??）、拍
節機、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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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
想法和情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 曲調創作——我是小小作曲家，學生以課本的節奏為範例，嘗試
改變主題的音高，創作簡易的變奏曲，並把它寫在課本五線譜上。 

2 學生哼唱出自己創作的曲調，教師幫忙 
做適度的修改。 

3 請幾位學生上臺哼唱（或吹奏直笛），發表自己的創作曲，其餘
學生安靜聆聽或發表感想。 

4 歌曲教唱——〈夏夜鄉居〉 
5 直笛教學 
6 用唱名唱練習曲《小星星》。 
7 音階認識:揭示 C大調、a小調。 
8 聽音練習?:教師彈奏 C大調與 a小調的《兩隻老虎》，引導學生
感受大調曲調與小調曲調的不同感覺。 

9 歌曲教唱〈我的小笛子〉 
10 直笛吹奏 

1 鋼琴或風琴、教學
CD、教學影片、CD
音響、節奏樂器
（ 如： 手鼓、木
魚、響木??）、拍
節機、教用版電子
教科書。 
 

實作評量態
度評量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
想法和情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 歌曲教唱——〈愛的真諦〉 
2 練習本曲的附點節奏，並注意曲子的連結拍。 
3 樂曲欣賞——〈離別曲〉 
4 歌曲教唱，教師播放音樂歌曲〈等待春天〉，學生跟隨音樂，手
指著樂譜歌詞靜聽。 

5 教師播放音樂歌曲，學生視譜或寫譜，並再次聆聽曲調。 

1 音樂 CD、鋼琴或
風琴、直笛、教用
版電子教科書。 

表演評量實
際演練 
 

 

第十八週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
想法和情感。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
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
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 小小作曲家：學生可選擇一首最喜愛的歌曲，重新賦予新風貌，
在每一首樂曲在八個句子中只更改其中兩句（可從歌詞、節奏、
旋 上面改變皆可），試著創作練習。 

1 1.不同視角與觀
賞角度轉換的各
種圖片。  
2.「黑光劇道具製
作」、「超級變變
變」表演藝術教學
影片。 
 

表演評量實
際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