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一、編寫說明
藝術來自生活，是生活的一部份，也是人類文化滋長的泉源，藝術教育能提供學生探索生活，鼓勵依據個人經驗，發揮想像，發展創作靈感，
豐富生活與心靈。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從藝術與人文領域著手，激發其生活潛能，實是最能符合其學習能力。
本手冊之編寫內容，參照「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進行調整設計，適
用對象包括低功能自閉症學生、中重度智能障礙或中重度智能障礙伴隨有其他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透過評估學生的學習能力、學習需求與身心
特質，分析普通教育課程能力指標和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之適切性，進行能力指標的調整，期能滿足特殊學生的學習需求，並協助特
殊需求學生有效的學習。
（一）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包含視覺藝術、音樂、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以培養學生藝術知能，鼓勵其積極參與藝文活動，提升藝術鑑賞能力，
陶冶生活情趣，並以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健全發展為目的。透過廣泛而全面的藝術教育，使兒童和青少年在參與音樂、舞蹈、戲劇演出、視覺藝
術等活動中，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念與情感，分析、瞭解、批評、反省其作品所涵蓋的感受與經驗所象徵的意義，進而認識藝術作品的文化背景
與意涵。並使藝術學習能夠促進、連結與整合其他學習領域的學習。現今的藝術教育已逐漸脫離技術本位及精緻藝術所主導的教學模式與限制，
而邁入以更自主、開放、彈性的全方位藝術學習。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分段能力指標以三碼編號方式表示，第一碼為阿拉伯數字 1-3，代表主軸序號：；第二碼為阿拉伯數字 1-3 代表階段序
號：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年級(融入生活課程)，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年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六年級；第三碼亦為阿拉伯數字，代表各指
標及學習階段而有不同的流水號。例如指標「1-2-3」代表學習主軸為探索與表現，學習階段為第二學習階段即國小 3-4 年級，探索與表現指標的
第三項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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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方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軸

學習階段

流水號

a

b

c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融入生活課程）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

1
2
3
4

1 探索與表現
2 審美與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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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3 實踐與應用

（二）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本手冊之編寫，有鑒於九年一貫能力指標對特殊需求學生而言，有些能力指標或可適用，但有些則必須調整，考量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可
能安置於普通學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學校中，為了課程的連續與銜接，在規劃上仍以參照九年一貫課程，再依學生個別需求及能力狀況，利用
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原則來進行調整。
藝術與人文領域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之指標調整及應用之編號，係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領域分段能力指標
再加以調整而得，共有四碼，前三碼與原分段能力指標編碼相同，第四碼則是根據第三碼流水號之分段能力指標經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
式，參酌「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 年度特殊教育學校(班)工作小組議題研討」
之「智能障礙學生能力發展手冊」及阿寶的天空網站之網路 IEP 內之學生學習目標，將此分段能力指標再行調整成適用於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
教學目標之分項。能力指標調整編碼方式如表 1-2

表 1-2 能力指標調整編碼方式
主題軸
a
1 探索與表現

學習階段
b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融入生活課程）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

2 審美與理解
3 實踐與應用

流水號
c
1
2
3
4
5
6

調整號
d
1
2
3
4
5
6

能力指標調整與應用的編碼方式以 a-b-c-d 表之
1.第一碼＜a＞為主題軸序號：
第一軸「探索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索，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靈。第二軸「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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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理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鑑賞活動，體認各種藝術，並熱忱參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第三軸「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透過藝術活動，
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識多元藝術行業、並能身體力行實踐於生活中。
2.第二碼＜b＞為學習階段序號：
九年一貫課程安排自小學一年級到國中三年級，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年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年級，第三階段為國
小五至六年級。這三個學習階段的序號分別以 1~3 代表
3.第三碼＜c＞為流水號：
能力指標的流水號，表示在該細項下指標的個數。
4.第四碼＜d＞經調整後之調整號
將流水號之指標個數再加以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成適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能力的學習指標。
以能力指標調整「1-1-1-3 能隨著音樂擺動身體。」為例，其編號「1-1-1-3」表示其為第一主軸「探索與表現」
，適合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階段的第 1 個（流水號）能力指標「嘗試各種媒體，喚起豐富的想像力，以從事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活動，感受創作的喜樂與滿足。」，
經調整後的第 3 項（調整號）教學目標。
二、調整運用原則
（一）調整原則
1.配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學習需求，透過課程與教材鬆綁，調整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容，以適合學生學習的模式。
2.調整的方式是採用比較具體化、實像化，並具功能性的學習目標，選擇重要且實用的學習內容來調整。
3.將九年一貫課程內容與原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的六大領域連結，不致於對原特殊教育的教材及教學內容產生過大的衝
擊。
4.以學生的興趣為主要考量，由實際的活動參與進行教學。
5.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則可依其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簡化、減量、
分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
6.教學時重視示範、欣賞及操作，領導學生創作作品。
7.應充分利用視聽教學媒體，運用參觀、訪問等社區參與，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8.可依時令季節，學校行事，社會脈動等適時安排教材，融入教學。
（二）應用方式
指標調整及教學重點欄位係依據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中分年細目指標作調整，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1「嘗試各種媒體，
喚起豐富的想像力，以從事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活動，感受創作的喜樂與滿足。」為例，依據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之原則，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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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調整為 1-1-1-1「教師能運用不同媒體(如動畫、影片)，讓學生進行簡易美勞作品的創作」
。1-1-1-2「教師能運用不同媒體(如樂曲欣賞)，
讓學生進行簡易的音樂活動(如:唱歌、敲打樂器)」
。1-1-1-3「教師能運用不同媒體(如音樂律動影片)，讓學生進行簡易的動作表演活動」。
1-1-1-4「學生能在教師的引導下，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美勞創作、音樂創作或動作表演的喜樂與滿足」等四項，老師在教學時可依學生能力
由調整指標中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或自行調整為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再利用提供給老師參考的教學重點及教學資源來進
行教學，老師在實際使用時可參考所列舉教學重點，設計發展出更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活動。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之學習指標之調整應用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1-1-1 嘗試各種媒 1-1-1-1 教師能用不同媒體，讓學生進行簡 ＊藉由動畫或影片的播放，引導學生從事平面或立 VCD、兒歌、音樂、
體，喚起豐富的
易美勞作品之創作活動。
體藝術創作，如塗鴉、指印畫、剪紙…等，讓學 鈴鼓、木魚等樂器
想像力，以從事 1-1-1-2 能嘗試簡易音樂活動（如敲打樂器
生充分感受藝術創作的喜樂。
視覺、聽覺、動
或哼唱歌曲）。
＊老師播放不同曲風的音樂，帶領學生用手或用樂
覺的藝術活動， 1-1-1-3 能隨音樂嘗試簡易的動作表演活
器跟著節奏打擊，感受不同節奏所帶來的不同感
感受創作的喜樂
動。
受。
與滿足。
1-1-1-4 學生能在教師的引導下，用自己的 ＊結合音樂，引導學生進行身體律動或舞蹈表演，
方式表達美勞創作、音樂創作或動作表演
讓學生在動作表演藝術中，感受表演的喜樂與滿
的喜樂與滿足。
足。
1.在第一欄列出九年一貫能力指標供參照，讓使用者對照後更能了解各分年細目指標教學之統整性；建議老師在使用時能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
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領域之原三碼能力指標，則可依原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調整。老師亦可依實際教學需求自行編
修運用。
2.第二欄為經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後之調整指標，在實際教學上仍要以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IEP)來妥善規畫運用，必要時可以打破年級界線
設計適合學生學習之教學目標；內容所敘述的認知所用之詞彙如「知道」、「辨識」、「瞭解」、「表現」、「表達」…等，可依學生的能力以書寫、
口語、指認、操作或觀察等各種不同的可評量方式來達成此教學目標，評量過程可視學生個別狀況，提供大量肢體協助、少量肢體協助、示範
提示、手勢提示、圖卡提示、口頭提示等各種協助方式，幫助學生達成教學目標。
3.第三欄為教學重點，係編著者所提供對於調整後的指標如何進行教學，所列項目僅供參考使用，每位教師可以在本身教學專業或利用廣泛資料
蒐集來充實教學內容
4.第四欄為教學資源，配合第三欄教學活動的需求，教師可以準備教學活動所需之教材教具，有助教學活動的進行，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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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標調整及教學重點

藝術與人文領域

1-6 年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及應用
1-1-1 嘗 試 各 種 媒 1-1-1-1 教 師 能 運 用 不 同 媒 體
體，喚起豐富的想
(如動畫、影片)，讓學生進行
像力，以從事視
簡易美勞作品的創作。
覺、聽覺、動覺的 1-1-1-2 教 師 能 運 用 不 同 媒 體
藝術活動，感受創
(如樂曲欣賞)，讓學生進行簡
作的喜樂與滿足。
易的音樂活動(如:唱歌、敲打
樂器)。
1-1-1-3 教 師 能 運 用 不 同 媒 體
(如音樂律動影片)，讓學生進
行簡易的動作表演活動。
1-1-1-4 學 生 能 在 教 師 的 引 導
下，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美勞創
作、音樂創作或動作表演的喜
樂與滿足。
1-1-2 運用視覺、聽 1-1-2-1 能透過簡易的視覺藝術
覺、動覺的藝術創
創作(如做勞作、黏貼畫等)，
作形式，表達自己
用符號或表情表達自己的感受
的感受和想法。
和想法。
1-1-2-2 能透過簡易的聽覺藝術
創作 (如唱歌、敲打樂器)，用
符號或表情表達自己的感受和
想法。
1-1-2-3 能透過簡易的動作表演
藝術創作 (如音樂律動、跳舞
等)，用符號或表情表達自己的
感受和想法。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藉由動畫或影片的播放，引導學生從事平面或立體藝術創 VCD、兒歌、音樂、
作，如塗鴉、指印畫、剪紙…等，讓學生充分感受藝術創 鈴鼓、木魚等樂器
作的喜樂。
＊老師播放不同曲風的音樂，帶領學生用手或用樂器跟著節
奏打擊，感受不同節奏所帶來的不同感受。
＊結合音樂，引導學生進行身體律動或舞蹈表演，讓學生在
動作表演藝術中，感受表演的喜樂與滿足。

＊運用彩色筆或蠟筆在圖畫紙上畫畫，或用手沾染水彩在圖 彩色筆、蠟筆、水
畫紙上創作各式各樣的圖案，讓學生藉由創作表達自己的 彩、圖畫紙、兒歌
想法。
＊讓學生聆聽歌曲並哼唱。
＊引導學生將喜怒哀樂的情緒透過作品或肢體表情展現出
來。
＊老師示範並引導學生說出自己的作品名稱，並和學生交換
分享喜歡的作品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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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及應用
1-1-3 使 用 媒 體 與 1-1-3-1 能運用各種容易操作的
藝術形式的結
材料(如:色紙、彩色筆等)，進
合，進行藝術創作
行美勞作品的創作。
活動。
1-1-3-2 能運用各種樂器或能發
出聲音的器具(如:鍋碗瓢
盆)，進行音樂創作活動。
1-1-3-3 能運用各種容易操作的
道具 (如:球)，進行表演藝術
的創作。

教學重點
＊運用繪畫或撕貼等方式完成美勞創作。
＊透過黏土的搓揉，捏塑自己喜歡的造型。
＊教導學生將沙子或綠豆等物品，放入自己帶來的小容器
內，稍稍加工之後，製作簡單的樂器。
＊用牙籤、厚紙板完成紙陀螺等童玩。
＊結合音樂、彩球等道具，教導學生進行舞蹈表演或身體律
動。

教學資源
彩色筆、蠟筆、色
紙、膠水、黏土、
沙子、綠豆、牙籤、
厚紙板、音樂、彩
球

1-1-4 正確、安全、 1-1-4-1 能正確安全的使用簡易
有效的使用工具
美勞工具，進行藝術創作活
或道具，從事藝術
動。
創作及展演活動。 1-1-4-2 能正確安全的使用簡單
樂器與同學共同完成表演活動
道具，進行展演活動。
2-1-5 接 觸 各 種 自 2-1-5-1 能接觸各種生活中常見
然物、人造物與藝
的大自然景物。
術作品，建立初步 2-1-5-2 能觀察生活中常接觸的
的審美經驗。
人造物(如教室布置、衣服樣
式)建立基礎的審美經驗。
2-1-5-3 參觀校內、外的作品展
覽，建立對作品基礎的審美經
驗。

＊在老師的示範下，能正確安全的使用剪刀、膠水、美工刀…
等各項工具，以完成藝術創作。
＊用手、木魚、響板、三角鐵…等樂器，配合音樂敲出節奏，
與同學共同完成節奏樂演出。
＊能聽從指令，與同學共同完成美術作品或舞蹈表演。

剪刀、膠水、美工
刀…等工具、木
魚、響板、三角鐵…
等各式樂器

＊帶學生到戶外觀察體驗大自然的景象，如藍天、綠地、夕
陽或是盛開的花朵…等，讓他們在與大自然的接觸中，感
受自然物的美感。
＊透過生活中各項物品的觀察，如：教室佈置、衣服樣式、
蛋糕圖案…等，建立初步的審美觀念。
＊參觀校內或校外的作品展覽，藉由師長的解說，欣賞藝術
作品的美感，並從各類型的作品中，建立初步的審美觀念。
＊藉由欣賞他人的圖畫或作品，透過與他人分享討論，逐步
建立審美觀念。
2-1-6 體 驗 各 種 色 2-1-6-1 能用身體不同感官(如 ＊透過彩色筆、蠟筆、水彩等不同媒彩的塗鴉、黏土創作...
彩、圖像、聲音、
觸摸、觀察)欣賞各種作品的特
等，表達自己對美的感受。

衣服樣式、蛋糕圖
樣、圖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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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旋律、姿態、表情
色，並用口語、肢體或圖片等
動作的美感，並表
方式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達出自己的感受。 2-1-6-2 能聆聽各種聲音、旋律
的特色，並用口語、肢體或圖
片等方式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2-1-6-3 能嘗試做出不同姿態、
表情動作，並用口語、肢體或
圖片等方式表達出自己的感
受。
2-1-7 參 與 社 區 藝 2-1-7-1 能在家人或師長的帶領
術活動，認識自己
下，參與社區內藝術活動(如廟
生活環境的藝術
會活動、戲劇表演等)。
文化，體會藝術與 2-1-7-2 透過解說能說出或指出
自己生活環境的藝術文化(如:
生活的關係。
神明生日時，廟裡會有廟會等)
2-1-8 欣 賞 生 活 周 2-1-8-1 藉由影片或圖片介紹，
遭與不同族群之
能欣賞不同族群的藝術創作。
藝術創作，感受多 2-1-8-2 能表現出尊重藝術創作
樣文化的特質，並
者的態度(如:不破壞作品等)。
尊重藝術創作者
的表達方式。
3-1-9 透 過 藝 術 創 3-1-9-1 能參與同學相互合作的
作，感覺自己與別
簡易藝術活動。
人、自己與自然及 3-1-9-2 透過與同學合作的表演
環境間的相互關
活動，能感覺自己與人及環境
連。
之關係。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老師播放各式各樣的樂曲，如大自然鳥叫聲、輕音樂、爵 土、各式各樣樂曲
士音樂、搖滾鼓聲、鋼琴演奏…等，讓學生表達聆聽後的
感受。
＊透過舞蹈動作及臉部表情的展現，傳達自己喜怒哀樂的情
緒。

＊透過布袋戲、歌仔戲、廟會活動…等影片播放，讓學生欣 布袋戲、歌仔戲、
賞社區藝術活動之美。
廟會活動影片
＊帶領學生實際參與社區藝術活動，透過實際的參與演出或
觀賞表演，真正體會藝術與生活結合的趣味。

＊以影片或圖片介紹客家人、原住民的服飾圖騰及舞蹈… 客家人與原住民相
等，讓學生瞭解不同族群的藝術創作。
關影片或圖片
＊帶領學生體驗不同族群的藝術創作，感受多元文化的特
質，並從中引導學生學會尊重不同藝術創作的表達方式。

＊透過與同學合作的美勞創作、打擊樂合奏、舞蹈演出…等
藝術創作，讓學生感覺自己與他人間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透過舞蹈演出，引導學生瞭解自然天候狀況與室內外環境
的不同與自己表演間的重要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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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3-1-10 養成觀賞藝 3-1-10-1 能養成觀賞藝術作品
術活動或展演時
時基本的秩序與態度(如不隨
應有的秩序與態
意破壞等)。
度。
3-1-10-2 能養成觀賞展演時基
本的秩序與態度(如不隨意拍
手等)。
3-1-11 運用藝術創 3-1-11-1 能用生活中常見的物
作形式或作品，增
品(如:寶特瓶、鐵鋁罐)製作成
加生活趣味，美化
簡易的美勞作品，增加生活趣
自己或與自己有
味。
關的生活空間。
3-1-11-2 能運用自己創作的作
品，布置並美化教室或自己的
生活空間。
1-2-1 探 索 各 種 媒 1-2-1-1 會使用各種簡易的美勞
體、技法與形式，
創作媒體/媒材(如彩色筆、蠟
瞭解不同創作要
筆、黏土)。
素 的 效 果 與 差 1-2-1-2 能運用創作媒體/媒材
異，以方便進行藝
(如彩色筆、蠟筆、黏土)的不
術創作活動。
同特性，來進行藝術創作活
動。
1-2-1-3 能模仿自己喜愛的技法
和形式，進行藝術創作活動。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從教室中的藝文影片播放，教導學生觀賞藝術活動時應有 藝文影片
的秩序與態度。
＊帶領學生實際參觀美術館或觀賞劇場演出…等，以讓學生
養成良好的觀賞秩序與態度，如表演中安靜欣賞，表演後
熱烈鼓掌等觀賞展演禮儀。
＊教導學生完成環保置物盒、手搖鼓…等藝術創作作品，並 環保置物盒、手搖
將作品實際用於生活之中，以增加生活趣味。
鼓、毛筆、春聯紙、
＊春節前夕，協助指導學生完成春聯描寫，並將其作品張貼 墨汁
於教室或家中，以美化生活空間。

＊運用各種平面、立體、多媒體…等不同的媒材（彩色筆、
蠟筆、水彩、油墨…）
，使用在不同的藝術創作活動中，使
學生了解不同媒材的差異（如蠟筆、彩色筆使用於塗色的
效果不同）
，最後，讓學生在進行藝術創作時，會選擇適合
的媒材。
＊運用不同的創作形式，如：手指畫、吹畫、壓畫、刻印畫
等，使學生體驗不同的創作形式的差異，可做出各種不同
的作品形式。
＊運用不同的樂器，讓學生敲打出不同樂器（管樂、弦樂、
鼓、笛子…等）的聲音，探索不同聲音的創作效果，來分
辨不同的樂器聲音，運用歌曲讓學生拿樂器進行創作活動。
＊運用不同的音樂，教導學生表演的動作，或是藉由動唱錄
影帶來讓學生模仿動作，最後讓學生配合音樂表演出各種
不同的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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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1-2-2 嘗 試 以 視 1-2-2-1 能在進行視覺藝術的創 ＊藉由欣賞各種不同的藝術作品，會利用各種材料設計模仿 兒歌 CD、各種不同
覺、聽覺及動覺的
作時(如:繪畫、做勞作)，表現
或創作自己的藝術作品，以發揮自己的想像與創作能力。 的樂器、動唱錄影
藝術創作形式，表
自己的想像與創作力。
如：利用不同的紙箱讓學生堆疊出不同的建築造型；也可 帶、各種藝術作品
達 豐 富 的 想 像 與 1-2-2-2 能在進行音樂活動的創
利用紙黏土讓學生捏塑出自己喜歡的造型，過程中鼓勵發 圖片
創作力。
揮自己的想像力。
作時(如:歌唱、樂器表演)，表
現自己的想像與創作力。
＊運用兒歌 CD，教導學生唱兒 歌或哼唱曲調旋律。藉著聆
1-2-2-3 能在進行表演藝術的創
聽各種不同音樂類型，用樂器創作自己的拍子。或者藉由
聆聽音樂，想像音樂的情境，如低沉的音樂是什麼動物的
作時(如:帶動唱、音樂律動)，
表現自己的想像與創作力。
腳步聲，輕快的音樂是什麼動物的腳步聲，讓學生利用音
樂的聆聽發揮想像力。
＊藉由觀賞帶動唱錄影帶，創作/模仿出自己的肢體動作，在
參與肢體表演活動時，能發揮自己的創意。或者用不同的
肢體律動遊戲帶領學生伸展肢體活動，如想像自己是氣
球，一下子飛高、一下子飛低，一不小心被戳破了，讓學
生想像這些情境的肢體表演方式。
1-2-3 參 與 藝 術 創 1-2-3-1 參與藝術創作的活動， ＊運用不同類型的藝術創作活動，吸引學生主動參與藝術創 各種不同的符號圖
作活動，能用自己
能用自己的方式分享自己的作
作活動。
片和表情圖片
的符號記錄所獲
品，以口語、肢體動作或圖片 ＊在作品完成後，讓學生運用自己的方式說出或介紹自己的
得的知識、技法的
表情表達心中的感受。
作品（繪畫、工藝…）
。分享自己的作品時，讓學生運用各
特性及心中的感
種不同的符號或顏色說出一些心中的感受（如：☺是笑臉、
受。
紅色感覺生氣、藍色感覺很憂鬱）。
1-2-4 運用視覺、聽 1-2-4-1 能運用視覺的創作元素 ＊學生在從事各種不同的創作時，能依自己喜好來創作，在 不同類型的音樂、
覺、動覺的創作要
（美勞作品、繪畫作品）
，從事
作品中可以表現個人的想法。在安排各種藝術展演（如美 兒歌 CD、簡易的故
素，從事展演活
展覽活動。
勞作品、音樂表演、舞蹈、戲劇表演）時，讓每個學生都 事
動，呈現個人感受 1-2-4-2 能在創作美勞作品的活
能有參與的機會，可依學生的個別差異選擇適合他的角
與想法。
動中，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如:
色，程度較嚴重的可當靜態的角色，如花、草、樹木…等。
口語、肢體、指認圖片等)呈現 ＊運用不同的音樂 CD，讓學生能配合音樂節奏打擊簡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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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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及應用
個人感受與想法。
1-2-4-3 能運用聽覺的創作元素
（樂器演奏）
，從事表演活動。
1-2-4-4 能 在 樂 器 演 奏 的 活 動
中，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如:口
語、肢體、指認圖片等)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1-2-4-5 能運用動覺的創作元素
（如肢體律動等）
，從事表演活
動。
1-2-4-6 能 在 肢 體 律 動 的 活 動
中，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如:口
語、肢體、指認圖片等方式)
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1 能和同學分工合作，一
起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1-2-5-2 在合作創作藝術作品的
過程中，能了解自己與別人相
互合作的重要性(如:很多人一
起完成的速度比較快，一個人
完成要花較多的時間) 。
2-2-6-1 能說出/指出美麗的自
然物。
2-2-6-2 能說出/指出有哪些是
人造的藝術品。
2-2-6-3 藉由觀看圖片、影片或
實際到戶外觀察，能欣賞自然

教學重點
子，並參與表演活動，在表演後說出自己的感受及想法。
＊會隨著歌曲或音樂律動，能以肢體語言/手語/帶動唱表演
歌曲動作，並說出表演/演奏的感受。
＊選擇簡易的故事，並製作簡單的道具，依學生能力分配不
同的角色，依據自己的角色表演出故事裡的情節，在表演
時呈現自己的感受及想法。

教學資源

＊老師可視學生能力，決定每組工作主題，利用小組討論方 音樂 CD
式，分工完成每個人應該做的工作，最後完成小組的藝術
作品。
＊運用音樂遊戲讓學生合作完成表演，如當音樂停下來的時
候，發號司令要五個人合作表演指令動作，之後可增加更
多人一組，增加趣味性。
＊透過觀賞多樣的自然物的景色（如大自然、樹木、花、草 ◎自然物的圖片和
等），和觀看人造藝術品（如畫作、雕塑品、等），教導學
人造物的圖片。
生自然物的特質和人造物的特質，讓學生能區分自然物和 ◎藝術品創作的流
程圖
人造物。
＊藉著帶學生到戶外寫生或踏青的機會，多讓學生觀賞大自
然的景色，如花有各種繽紛的顏色、樹葉的顏色深淺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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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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物的藝術之美
天空的雲朵變化萬千，彩虹的色彩等自然情景，培養學生
欣賞大自然美的感受。
2-2-6-4 藉由觀看圖片、影片或
實際物品，能欣賞人造物的藝 ＊藉著帶學生參觀各種藝術品展覽的機會，讓學生說出對展
術之美
覽藝術品的看法，了解各種藝術品有不同的型態，如雕塑
品的創作是由捏塑、上釉、燒窯而完成，每種藝術品有不
同的完成方式，培養學生欣賞各種藝術品的美感。
2-2-7-1 能欣賞同儕間視覺的藝 ＊在完成作品後，使每位學生都能發表自己的作品，讓學生 笑臉貼紙
術作品(如:美勞作品、繪畫、
能欣賞同學的藝術作品，並表現出個人感受（如：喜歡、
等平面及立體作品)。
不喜歡、開心、不開心等）
，並在觀賞完別人的作品後對別
2-2-7-2 能在看完同儕藝術作品
人的藝術作品表達出自己的看法（如：拍手、讚美別人）；
後，用口語或肢體、符號、圖
或讓學生將笑臉貼紙貼在喜歡的作品下方，最後可統計得
片等方式表達個人感受和對別
到最多笑臉貼紙的作品。
人作品的看法。
＊在同學表演完自己的音樂表演後，使每位學生能欣賞別人
2-2-7-3 能欣賞同儕間音樂表演
的音樂表演（如樂器演奏）
，並表現出個人感受（如：喜歡、
的作品(如:唱歌、樂器打擊
不喜歡、開心、不開心等）
，並在觀賞完別人的音樂表演後，
等)。
對別人的音樂表演表達出自己的看法（如：拍手、讚美別
2-2-7-4 能在聆聽完音樂表演之
人）。
後，用口語、肢體、符號或圖 ＊在同學表演完自己的肢體表演後，使每位學生能欣賞別人
片等方式表達個人感受和對別
表演的肢體動作（如舞蹈表演）
，並表現出個人感受（如：
人作品的看法。
喜歡、不喜歡、開心、不開心等）
，並在觀賞完別人的肢體
2-2-7-5 能欣賞同儕的動覺表演
表演後，對別人的肢體表演表達出自己的看法（如：拍手、
藝術作品(如:音樂律動、戲劇
讚美別人）。
演出等)。
2-2-7-6 能 在 欣 賞 動 覺 表 演 之
後，用口語或肢體、符號、圖
片等方式表達個人感受和對別
人作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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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2-2-8 經 由 參 與 地 2-2-8-1 能主動表示想參與社區 ＊透過參觀社區的藝術展覽，增加對社區的了解，如讓學生 各地區當地藝術的
方性藝文活動，瞭
的藝文活動(如:文化中心的作
能指認當地藝術作品的圖片（如：紙傘或紙燈籠的圖片、 圖片。
解自己社區、家鄉
品展覽等)。
陶瓷的圖片）
，向學生說明社區當地特有的生活藝術，讓學
內 的 藝 術 文 化 內 2-2-8-2 在解說下，能說出或指
生了解社區藝術的特色（如美濃當地特有藝術為紙傘的創
涵。
作、鶯歌的陶瓷藝術…等）。
出自己社區、家鄉內最具代表
性的藝文活動。
＊老師可準備一些社區中具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或圖片，向
學生介紹當地特有的藝術作品 (如:王功的蚵殼藝術)，並
教導學生說出名稱。
2-2-9 蒐 集 有 關 生 2-2-9-1 能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 ＊老師以文化中心的展覽活動單、海報或宣傳折頁向學生介 展覽活動單、海報
活周遭本土文物
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
紹文化中心會有什麼表演活動，並了解當地會舉辦藝文活 或宣傳折頁
或傳統藝術、生活
等藝文資料。
動的地點，蒐集這些地點的表演或展覽活動資訊，讓學生
藝 術 等 藝 文 資 2-2-9-1 能將所蒐集的有關本土
了解表演活動的內容、時間，學生最後可將蒐集到的宣傳
料，並嘗試解釋其
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之
單貼在自己的剪貼簿中。
特色及背景。
資料展示給別人看。
＊教導學生得到藝文資訊的方法，如：到文化中心詢問或上
網搜尋，上網搜尋可以以關鍵字搜尋自己想看的表演或到
文化中心的網站上查詢。若程度較重無法上網的學生，可
由老師協助打字上網搜尋或提供相關的宣傳單、節目目
錄…等。
3-2-10 認識社區內 3-2-10-1 透過實際探訪能說出/ ＊透過帶學生到社區內實際探訪的方式，讓學生知道社區藝 當地的藝術創作作
的生活藝術，並選
指出社區內的生活藝術。
術活動（表演或展覽活動）的特色，如王功的蚵殼藝術品、 品或表演活動。
擇 自 己 喜 愛 的 方 3-2-10-2 能依據自己喜愛的方
廟會前的布袋戲或歌仔戲…等。
式，嘗試參與或創作有關社區 ＊可在班上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愛的方式（黏貼、立體、著色）
式，在生活中實
，
行。
內生活藝術的作品。
創作屬於社區特色的藝術品，或表演出屬於社區特色的藝
術活動，如操作布袋戲偶…等。
3-2-11 運用藝術創 3-2-11-1 能運用簡易的藝術創 ＊老師可配合節慶在美勞課教導學生創作不同的藝術作品， ◎各節慶不同的美
作活動及作品，美
作活動及作品，參與班級環境
如聖誕節可剪貼聖誕樹或雪人，再讓學生將剪好的聖誕樹
勞作品。
化生活環境和個
美化的工作(如: 佈置聖誕
或雪人等裝飾，佈置在教室的周圍；春節前可敎學生剪窗 ◎廢物利用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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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靈。

指標調整及應用
樹)。
3-2-11-2 能運用簡易的藝術創
作活動及作品，參與家庭環境
美化的工作。

3-2-12 透過觀賞與 3-2-12-1 透過觀賞圖片、影片和
討論，認識本國藝
教師講解，辨識生活中常見的
術，尊重先人所締
本國藝術作品與活動(如:布袋
造的各種藝術成
戲、歌仔戲等)。
果。
3-2-12-2 對先人藝術成果，能表
現尊重的態度和行為(如不破
壞作品、不隨意批評等)。

3-2-13 觀賞藝術展 3-2-13-1 在觀賞藝術展演活動
演活動時，能表現
時，能表現應有的禮貌與態
應有的禮貌與態
度。
度，並透過欣賞轉
化個人情感。
1-3-1 探 索 各 種 不 1-3-1-1 能以不同的技巧表現視
同的藝術創作方
覺藝術創作(如:水彩畫、指壓
式，表現創作的想
畫等)
像力。
1-3-1-2 能以不同的技巧表現音
樂藝術創作(如:吹樂器、敲打
樂器等)

教學重點
花或貼春聯…等，再貼在教室四周，若程度較重的學生可
直接以現成的圖案貼上，讓學生能參與教室的環境佈置。
＊在家庭生活中，可指導學生利用家庭中隨處可得的寶特
瓶、瓶蓋、月曆紙…等，創作藝術作品(如筆筒、相框、年
曆…等)，讓學生將自己創作的作品，佈置在自己的房間中。
＊透過觀賞台灣當地的傳統藝術（如布袋戲、歌仔戲…等），
向學生介紹不同傳統藝術的特色，如:布袋戲有不同的戲
偶，各個戲偶代表的角色都不相同，讓學生認識一些布袋
戲的主角…等；；也可以透過撥放影片方式，讓學生了解
歌仔戲、京劇等傳統戲曲的演出方式，讓學生認識傳統的
藝術。
＊教導學生要愛惜、尊重傳統藝術的成果（如明華園的歌仔
戲是揚名國際的、布袋戲的戲偶是有歷史的）
，我們在觀賞
歌仔戲或布袋戲時要能安靜的觀賞、不吵鬧，在表演結束
後要記得掌聲鼓勵。
＊教導學生在觀賞藝術表演活動時，表現應有的禮貌（如不
大聲喧嘩、不隨意拍手、不打瞌睡…等）
，可在學校舉辦小
型的音樂會，讓學生練習拿票入場、坐在自己的座位，並
學習觀賞時應認真聆聽、不隨意拍手…等行為。
＊在當地有舉辦表演活動時，也可帶學生前往觀賞，實際演
練看表演時應表現的禮貌和態度。
＊教師教學時，先透過之前教導的創作方式(如：撕、剪、貼、
動、唱…等)，引導學生展現自己創作的想像力。
＊老師提供學生不同藝術作品(如：影片、音樂、平面藝術、
立體藝術…等)，激發學生的想像力，並描述自己的想法。
＊給學生聽一段音樂，(如：兩隻老虎、小星星…等)，並嘗
試自己亨出一段歌曲或是用拍手、打鼓、搖鈴…等，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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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如飲料罐、寶特
瓶等

台灣傳統藝術的影
片，如歌仔戲或布
袋戲影片、傳統藝
術的戲偶或衣服。

觀賞注意事項的說
明單或學習單。

◎影片、音樂、平
面藝術、立體藝
術。
◎各式音樂(如：兩
隻老虎、小星
星…等)。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3-2 構 思 藝 術 創
作的主題與內
容，選擇適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
規劃、有感情及思
想的創作。

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1-3-1-3 能以不同的技巧表現表
出一段音樂。
◎舞蹈影片(如：踢
演藝術創作(如:運用戲偶表演 ＊給學生看舞蹈影片(如：踢躂舞、街舞、俗舞蹈…等)，並
躂舞、街舞、俗
或以肢體表演戲劇等)
讓學生跟著音樂展現自己的舞蹈。
舞蹈…等)
1-3-1-4 刪除
＊給學生看平面藝術作品(繪畫創作等)、或立體藝術作品(雕 ◎戲劇表演(如：舞
塑作品、雕刻作品等)，並讓學生從各項材料中做出自己的
台劇、電影…等)
創作品。
◎道具(如戲偶、面
＊讓學生看一段戲劇表演(舞台劇、電影…等)，並嘗試使用
具、器物、布料、
玩具等)
各種道具(如：戲偶、面具、器物、布料、玩具等)進行演
出。
1-3-2-1 能根據生活經驗說出或 ＊老師透過藝術作品(如：舞蹈影片、繪畫作 品、 舞台劇、 ◎ 各 種 媒 材 ( 平 面
指出自己要創作的主題與內
電影…等)，讓學生欣賞，並引導學生 發揮想像力，進而
圖像：報紙、雜
容。
描述出自己所要 創作的內容， 且實際動手去做。
誌、海報、宣傳
單、舊衣物…
1-3-2-2 能依據所要創作的主題 ＊教導學生做出屬於自己的守護神，教師可使用各 種媒材
和內容，選擇適當的媒材，完
(平面圖像：報紙、雜誌、海報、宣傳單、舊衣物…等；立
等；立體物件：
寶特瓶、鐵鋁
成自己的藝術創作成品。
體物件：寶特瓶、鐵鋁罐、空瓶罐…等)，並使用工具(膠
罐、空瓶罐…等)
1-3-2-3 刪除
帶、剪刀、膠水、白膠、小刀、蠟筆、彩色筆、水彩…等)，
老師教導學生可將紙類捲成一團作成劍或棍的形狀；或將 ◎ 工 具 ( 膠 帶 、 剪
刀、膠水、白膠、
空罐子疊起來做成一個柱子的形狀；或將海報黏在一 起做
成一件大衣服；最後在這些物品上面使用繪畫用具將物品
小刀、蠟筆、彩
色筆、水彩…
塗上顏色使它變成屬於自己的守護神。
等)
＊提供各式面具圖片、或是如嘉年華、化裝舞會相關影片…
等，教師藉由這些內容來教導面具的由來、意義、功能； ◎各式面具圖片、
或如聖誕節、 嘉
教導學生可以用各種不同的形狀來設計自己的面具，平面
或立體皆可；教師可教導學生使用各種媒材(如：小刀、剪
年華、化裝舞會
刀、白膠、 布、木板、陶土、亮片、面具模型、紙黏土、
相關影片… 等
吸管、免洗盤、桶子、橡皮筋、)製作屬於自己的面具，最 ◎各種媒材(如：小
刀、剪刀、白
能和同學互相分享面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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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膠、布、木板、
陶土、亮片、 面
具模型、紙黏
土、吸管、免 洗
盤、桶子、橡皮
筋…等)
◎用具(圖畫紙、水
彩顏料、吸管…
等)
◎各項媒材(如：圖
畫紙、雜誌、 海
報、報紙、色紙、
白膠、小 刀、剪
刀、紙箱、紙袋、
錫箔 紙、不要之
廢紙…等)

1-3-3 嘗 試 以 藝 術 1-3-3-1 老師提供各種媒材，讓 ＊教師在課堂上可使用各種媒材，提供學生想像空間，讓學
創作的技法、形
學生嘗試各種藝術創作的技
生能先有自己的想法，再引導學生各種技法，將所想像的
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並從中表現自己的想法。
內容，創作出ㄧ個成品，並於創作完畢後，能透過方式，
（例
法和情感。
1-3-3-2 能以口語或肢體、符號
如：口語或手勢、圖卡、溝通板等）讓學生以適合他人的
或圖片和同學分享自己的作
方式和同學分享。
品。
＊老師給予學生圖畫紙、水彩顏料、吸管等用具，並讓學生
將水彩依照自己的想法混合後，把水彩滴在圖畫紙上，用
吸管將滴在圖畫紙上的水彩吹開，重複其滴、吹動作，最
後等圖畫紙乾，就完成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完成後，能以
各種方式 (如：手勢、圖卡、寫、說、溝通版…等)，和同
分享自己的藝術品。
＊老師和學生共同準備各項媒材(如：圖畫紙、雜誌、海報、
報紙、色紙、白膠、小刀、剪刀、紙箱、紙袋、錫箔紙、
不要之廢紙…等)，教師可教導學生使用撕、剪、割…等方
式，將撕下來的紙貼到圖畫紙上，並依照自己的想法將紙
貼成自己喜歡的模樣(如：動物、建築物、植物、人物、交
通工具…等)；完成後，能以各種方式(如：手勢、圖卡、
寫、說、溝通版…等)，和同學分享自己的藝術品。
1-3-4 透 過 集 體 創 1-3-4-1 能依所分配的工作參與 ＊教師在進行創作時，可將學生依其能力分組，並讓各組同 ◎生活用品(如：雨
作方式，完成與他
團體創作的活動。
學可依自己的想像力共同合作完成藝術作品；若無法參與
傘、課本、抹
309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及應用
人 合 作 的 藝 術 作 1-3-4-2 在完成團體創作的過程
品。
中，能與他人合作並完成藝術
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 1-3-5-1 在教師展示有關科技的
發新的創作經驗
藝術作品後，能表示運用科技
與方向。
軟體進行藝術創作的意願(如:
想使用電腦的小畫家來畫圖)
1-3-5-2 能運用科技媒體、電腦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的同學(無口語能力、肢體動作需加強，或行動不便的學
布、碗、鉛筆盒、
生)，可依能力給予不同的參與方式(如：在旁加油、拿佈
鞋子、掃把、 杯
景…等)。
子…等)。
＊教師將學生分組，並請各組準備五至六種不ㄧ樣的生活用 ◎發出聲音的物品
品(如：雨傘、課本、抹布、碗、鉛筆盒、鞋子、掃把、杯
(如：杯子、鐵
子…等)，並由各組同學分享物品除了本身功用外，還可當
碗、木桌、筆、
作什麼東西(如：雨傘打開後就像煙火、掃把像划槳或槍
水桶、尺、盤子…
枝、碗像鋼盔、杯子像望遠鏡、鞋子像電話、課本像盾牌、
等)。
鉛筆盒像手榴彈、抹布像地圖…等)；最後由各組同學進行
一段演出，如：划船、戰爭、探險…等，並依照其內容，
使用各物品進行演出。
＊教師讓學生準備ㄧ項可以發出聲音的物品(如：杯子、鐵
碗、木桌、筆、水桶、尺、盤子…等)，並且可以讓幾個人
為一組各自拿著不同的物品，分拍、敲等方式，製造出一
段合奏。
＊教師先播放加油站工人合作洗車的影片或挖土機的運作的
影片給學生看，並詢問學生是看到什麼對這種聲音有印
象？或其外形、運作方式為何？；接著可將學生分成幾組，
每ㄧ組學生先請組員表演合作洗車或機器的動作與聲音，
其他組員依序加入，教師在過程中應注意其他人的協調，
＊讓各小組可以分別呈現自己創造出來的動作組合。
＊教師在教學前可以展示有關科技的藝術作品，並詢問學生 ◎ 電 腦 相 關 系 統
能以何種方式製作藝術品，進而引起學生學生科技的動機。
(如小畫家、影音
＊教師可使用電腦裡的小畫家，讓學生可以試著用裡面的程
播放系統)。
式，完成基本的圖形繪畫。
◎攝影器材(一般
＊教師可教導學生嘗試用電腦裡的影音系統播放音樂及影
相機、數位相
310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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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軟體(如:電腦、電子樂器)創作
片。
機、DV 攝影機…
與生活相關的作品(如:製作電 ＊教師可協助學生可用網際網路，上網觀賞藝術相關圖片或
等。)
子賀卡等)
影片，藉以培養創作的想法；或能力較好的學生可以教導
學生將有興趣或喜愛的圖片或影片從網路上擷取下來，作
為日後創作藝術作品的構想。
＊有些學生可學習用一般相機、數位相機…等攝影器材，將
有興趣或喜愛之物品或影像，留存起來，作為日後可提供
藝術創作之想法。
2-3-6-1 能夠透過實際觀察、多 ＊老師提供學生各種自然物的影片、照片、雜誌…等(內容有 ◎自然物的影片、
照片、雜誌… 等
媒體、圖片、影片等方式，指
關鐘乳石、瀑布、珊瑚礁、高山、湖泊、女王峰…等)，讓
(內容有關鐘乳
出或說出自然物的景色。
學生可以藉由觀賞、討論，並由老師的講解後可以瞭解自
石、瀑布、 珊瑚
然物的特徵(如：女王峰是經由風化形成；鐘乳石是經由長
2-3-6-2 能夠透過實際觀察、多
礁、高山、湖泊、
時間所形成的；瀑布是河流對岩石所侵蝕而成…等)。
媒體、圖片、影片等方式，指
女王 峰…等)。
＊老師提供學生各種人造物的影片、實物、照片、雜誌…等(內
出或說出人造物的特徵。
◎各種人造物的影
容有關人造林、人造景、人造地、木雕、石雕、建築物…
2-3-6-3 能夠透過實際觀察、多
片、實物、照片、
媒體、圖片、影片等方式，指
等)，經由老師的講解及讓學生討論，藉此瞭解人造物的特
雜誌…等(內容
徵﹝如：人造陸地是經由填海造地形成的(如：麥寮六輕；
出或說出藝術品的特徵。
有關人造 林、人
高雄市西南方地區之南星計畫；彰濱工業區)；生活週遭建
2-3-6-4 能從自然物、人造物、
造景、人造地、
藝術品中選擇自己最喜愛的，
築物(房子、桌子、椅子)都是人造物﹞。
木雕、 石雕、建
並用適合個人的方式表達自己 ＊藉由提供圖片、影片、雜誌…等內容(達文西;畢卡索；羅
築物…等)。
丹；張大千…等作品)，讓學生可以瞭解各式藝術品的特徵 ◎圖片、影片、雜
的感受和喜愛的原因。
(達文西-蒙娜麗莎是油彩、畢卡索-亞威農的姑娘是油彩；
誌…等內容(達
羅丹思想者是雕刻；張大千作品多以各式手法完成，如：
文西;畢卡索；羅
丹；張大千…等
水彩、國畫、書法)。
作品)。
2-3-7-1 透過參觀藝術展覽、社 ＊透過各縣市路燈的介紹，讓學生了解以前和現在的路燈有 ◎各縣市路燈的圖
區活動，能瞭解生活環境對藝
哪裡不ㄧ樣，藉此瞭解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片、影片。
311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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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及應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術表現的影響(如:花蓮的石雕 ＊老師可介紹ㄧ樣是植物，卻因為所處的地方不同，而有不 ◎植物的照片、影
藝術節等)
同的形狀，如：在都市的植物大致上不會有什麼改變；但
片。
2-3-7-2 能欣賞有關生活環境的
在觀光的地方，很多植物會被修剪有形狀的樣子，如：動 ◎各種藝術想關作
藝術作品(如廢棄物創作-寶特
物、人物、交通工具…等。
品(如林智信-菜
瓶花燈、廣告單上的創意圖騰 ＊讓學生了解到很多藝術表現的構想其實是來自環境的啟發
圃油畫作品；柳
等)
(林智信-菜圃油畫作品；柳順天-花蓮開拓者石雕；洪瑞麟
順天-花蓮開拓
-礦工油畫)，若是環境被破壞，那麼將來很可能不會再出
者石雕；洪瑞麟現這麼好的藝術作品。
礦工油畫)。
＊各地方廣告招牌林立，也會因為區域的不同，而有所改變，
如學校附近都會出現一些補習班、書局的廣告；遊樂區會
出現一些餐廳、飯店的廣告；而有些內容出現的樣式，都
會隨著自己店家的特色呈現出來，如松青超是標榜有機環
保，因此招牌上有ㄧ顆樹的圖案。
2-3-8-1 能使用適當媒體、輔具 ＊讓學生的作品陳列在教室中並指導學生描述自己或他人作 ◎ 作 品 特 色 介 紹
或圖片說出/指出自己與他人
品的特色，(如製作過程是剪貼、彩色筆、吹畫、水彩、蠟
(如製作過程是
作品的特色。
筆、陶土、雕刻、樂器…等)，並透過作品的展現，讓學生
剪貼、彩色筆、
2-3-8-2 欣賞他人或自己的作品
了解他人作品內容所想表達的涵義也能將自己作品所想表
吹畫、水彩、 蠟
之美，並能表現出對他人意見
達的涵義清楚告訴他人；若表達能力不佳的學生，可藉由
筆、陶土、雕刻、
的尊重。
溝通版、圖卡、手勢…等，表達自己的想法。
樂器… 等)。

2-3-9 透過討論、分 2-3-9-1 能以口語、肢體或圖片 ＊老師可以播放或展示藝術作品，讓學生們可以經由討論的 ◎ 各 式 藝 術 作 品
析、判斷等方式，
說出/指出自己曾經從事過的
方式，說出自己曾經是否有做過類似的作品；若表達能力
(包括有聲、無
表達自己對藝術
藝術創作(包含視覺藝術、聽覺
不佳的學生，可藉由溝通版、圖卡、手勢…等，表達自己
聲、立體、平面…
創作的審美經驗
藝術、表演藝術)。
的想法。
等)。
與見解。
2-3-9-2 能以口語、肢體或圖片 ＊老師在教導的過程中，可以讓學生發表自己對藝術品的經
說出/指出自己對藝術創作的
驗，而不只是單純的說出『好』與『不好』或者是『喜歡』
感受。
與『不喜歡』
，可以鼓勵學生敘述自己的理由；老師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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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2-3-10 參與藝文活 2-3-10-1 能主動與家人、同儕或
動，記錄、比較不
教師一起參與藝文活動。
同 文 化 所 呈 現 的 2-3-10-2 能用自己喜愛的方式
特色及文化背景。
(如拍照、剪貼圖片等)記錄不
同文化的特色。
2-3-10-3 能與人分享自己所收
集剪貼的不同文化的藝文活動
資料。

3-3-11 以正確的觀 3-3-11-1 欣賞藝術展演活動時
念和態度，欣賞各
能表現正確的態度與合宜的行
類型的藝術展演
動。
活動。
3-3-11-2 參觀藝術展演活動之
後，能將觀察經驗以適合自己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藉由學生親自去創作而瞭解學生的想法；若表達能力不佳
的學生，可藉由溝通版、圖卡、手勢…等，表達自己的想
法。
＊老師可以播放、介紹、展示不同文化、風格的音樂、徽章、 ◎不同文化的特色
服飾、舞蹈(如原住民裡有不同的族群並且都包含著不同的
(如音樂、徽
傳統)讓學生聽、看，且在過程中引導學生瞭解其文化的特
章、服飾、舞
色及背景；並讓學生發表自己對這些文化的想法。
蹈)。
＊透過觀賞不同的表演或展示活動(如馬戲團表演、踢躂舞表 ◎ 不 同 表 演 ( 如 馬
演、歌劇演出、畫展…等)，讓學生認識多元文化，學習尊
戲團表演、踢躂
重他人的概念。
舞表演、歌劇演
＊老師能介紹文物古蹟(如鹿港小鎮、淡水紅毛城、打狗英國
出 、 畫 展 …
領事館、台南古蹟…等)，並透過這些古蹟介紹讓學生瞭解
等)。
各自不同的文化背景。
◎文化古蹟(如鹿
＊介紹台灣廟宇活動(如雲林天后宮、台中鎮瀾宮、台北行天
港小鎮、淡水紅
宮、高雄天宮廟…等)，讓學生可以觀賞一些有關於廟宇活
毛城、打狗英國
動的影片、圖片，藉由老師引導及學生討論，進而瞭解其
領事館、台南古
特色及文化背景。
蹟…等)。
◎廟宇活動(如雲
林天后宮、台中
鎮瀾宮、台北行
天宮、高雄天宮
廟-等)。
＊帶學生到自然、天文科學博物館、圖書館、歷史博物館、 ◎各類型的展覽活
演藝廳…等，於參觀的過程中詢問同學應如何以正確的態
動(自然、天文科
度欣賞各種藝術展覽活動(如：適當的鼓掌、點頭、微笑、
學博物館、圖書
不嬉戲、不吵鬧、不奔跑…等)。
館、 歷史博物
＊參觀結束後，老師以各種方式(如：播放圖片、影片或寫學
館、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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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的方式（圖卡、溝通板、口語
等）表達出來。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習單等活動以整理學習經驗…等)，並讓學生以各種形式
等)。
(如圖卡、手勢、溝通版…等)表達欣賞藝術展演活動之正 ◎學習單的設計。
確態度，並藉此瞭解學生是否知道如何以正確態度欣賞各
種藝術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 3-3-12-1 能依自己的喜好蒐集 ＊教師能教導學生運用多種方式(上網看資料、雜誌、書籍、 ◎各式藝文資訊的
各種方式蒐集、分
藝文資訊。
海報…等)蒐集有關藝術之資訊，並養成習慣(如：學生喜
準備，如多媒 體
類 不 同 之 藝 文 資 3-3-12-2 能依自己的喜好分類
歡歌仔戲、舞蹈、歌劇、畫作展覽、古蹟特色…等)，可教
(電腦、電視)、
訊，並養成習慣。
整理藝文資訊。
導學生蒐集此類活動的相關訊息或者是物品，並可將收集
雜誌、書刊、海
到的訊息或物品分門別類的收起來。
報…等。
◎各種工具(如：利
用剪刀、小 刀、
尺、膠水、白膠、
剪貼簿… 等)
3-3-13 運用學習累 3-3-13-1 會保持生活空間的家 ＊教師教導學生蒐集各種喜愛的圖片、小飾物或者是日常生 ◎準備各種圖片、
積的藝術知能，設
具整潔。
活週遭的物品，美化自己的生活空間(如自己的房間、廚
小飾物。
計、規劃並進行美 3-3-13-2 會美化學校及個人生
房、浴室、廁所、客廳…等)。
◎介紹生活空間
化或改造生活空
活空間。
＊利用在課堂上所學並在教師的引導下，能和同學分工合作
(如 自己的房
間。
3-3-13-3 參與居家環境與學習
佈置教室(自己的位置、書櫃、牆壁…等)。
間、廚房、浴室、
環境的布置，美化生活。
＊學生能使用各種方式(剪、貼、塗、黏…等)來佈置自己的
廁所、客廳生活空間，例如書房、臥室等。
等)。
◎教室環境介紹
(自己的位置、書
櫃、牆壁…等)
3-3-14 選擇主題，探 3-3-14-1 能蒐集生活環境中喜 ＊教師教導學生運用各種方式(看雜誌、書籍、海 報、廣告 ◎雜誌、書籍、海
求並收藏一、二種
愛的藝術小品。
單、上網…等)了解有關藝術小品(如： 便利商店兌換的公
報、廣告單、上
生 活 環 境 中 喜 愛 3-3-14-2 能說出自己有哪些收
仔、速食餐廳贈送的玩具、鐵 路局、航空公司的模型…等)
網…等，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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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及應用
的藝術小品，如：
集的種類。
純藝術、商業藝術 3-3-14-3 刪除
生活藝術、民俗藝
術、傳統藝術等作
為日常生活的愛
好。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的資訊，教師並可提 供實物讓學生觀賞；學生依照物品的
資訊的東西。
特性(如有的 是玩具、公仔、車子、飛機…等)將這些東西 ◎ 各 式 公 仔 、 玩
分門別類收集好，作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興趣；教師可以
具、車輛、飛機
展示學生收集的作品，讓學生可以互相交流達到分享的目
模型…等物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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