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瑞芳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 五年級上學期  藝術與人文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鍾潔如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3 節，共 63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探索本土藝術之美感與特質，認識藝術作品中美的原則運用。 

2.構思和本土藝術相關的主題與內涵，透過彩繪與捏塑技法完成作品。 

3.瞭解本土文化與藝術風格，比較本地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色，及美感表現的特徵。 

4.透過欣賞與創作，珍視本土藝術文物，愛護自然景觀，以豐富生活情趣。 

5.本土創作與偶的製作與操作練習。 

6.各類戲劇的元素，瞭解偶戲製作的流程。 

7.認識劇作家與劇本。 

8.瞭解偶戲的歷史及表現的類型。 

9.欣賞傳統與現代偶戲不同元素及創作，並實踐劇場禮儀。 

10.以齊唱、輪唱演唱歌曲。 

11.運用肢體即興創作節奏。 

12.運用習得的音樂要素進行曲調創作。 

13.認識文、武場樂器。 

14.演唱不同族群的歌曲，並感受本土音樂的在地性與多元性。 

15.認識「五聲音階」 

16.學習直笛降 Si 音指法、高音 Sol 指法、F 大調音階。 

17.認識口內吹氣的氣流速度、強弱與直笛的聲音大小之關係。 

18.瑞芳小小藝人認證制。 

19.認識直笛合奏團的編制及直笛家族樂器。 

20.學習直笛二部合奏的方式及技巧。 

21.學習如何主持、籌畫班級音樂會。 

21.瞭解本土音樂文化風格，比較感受多元族群音樂特色及美感。 

22.透過演唱、欣賞與創作，珍視本土音樂藝術，愛護自然景觀，以豐富生活情趣。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第一單元 

動手玩創意 

 
 

第二單元 

表演任我行 

 
 

第三單元 

音樂人生 

 
 

天生好手   直笛高音 Sol 指法教學、切分節奏 

我生長的地方 直笛習奏-祝福 

環保你我他  直笛習奏-二部合奏  降 Si指法教學 

  直笛習奏-氣息教學 

化身劇作家    直笛習奏-二部合奏  降 Si指法教學

十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創意偶戲       直笛習奏-手心的太陽  

偶戲賞析大解密  波斯市場劇場 

 

咚得隆咚將  十一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咱的家鄉咱的歌  認識中國笛協奏曲 

樂思泉湧 十二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波斯市場劇場 

音樂百寶箱 敲敲打打擊樂樂 校園十景-班級音樂會  

五上 

藝術與人文 



四、本學期課程內含： 

紫色字體：改編   紅色字體：自編   藍色字體：表示本校主題課程  橘色字體：107 學年度新北市年度重要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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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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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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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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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壹、動手玩創意一、天生好手 

【活動一】 

認識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 

一、教師播放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之相關影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偶戲的舞臺背景、道具、配樂、口白及戲偶的造形、

服飾、材質等。 

認識民族藝師──李天祿 

一、教師播放之相關影片。 

欣賞與討論 

認識布袋戲角色 

一、教師引導學童參閱課本布袋戲角色圖例與說明。 

二、教師介紹布袋戲各種角色的特色。 

三、教師介紹布袋戲偶的基本製作方法。 

戲偶創作 

一、學生將帶來的底片盒加上紙黏土，加以塑形，做成布袋戲偶頭部。 

二、用紙黏土做成四肢，連同頭部放在收藏盒裡待乾。 

三、戲偶的臉及四肢，可以利用水彩上色，待乾後，塗上亮光漆或白膠。 

四、頭部待亮光漆乾後，以毛線加上頭髮或裝飾品。 

五、教師指導學生縫製衣服及裡襯，衣服的材質最好是布料，較易操作。 

六、裡襯做好之後，縫合頭部及四肢於裡襯上。 

七、教師鼓勵學生利用各種材質裝飾衣服，使衣服更具可看性。 

八、衣服做完，套在做好的裡襯上，完成布袋戲偶。 

九、大家共同欣賞彼此製作完成之戲偶。 

十、教師總結說明。 

 

【活動二】直笛習奏-高音 Sol 指法教學 

1.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Fa、 

2.複習暑假作業直笛練習曲集(2)4 首 

3.高音 Sol 指法(0/123)練習。強調說明吹奏高音 Sol 時 

  大拇指應露出新月形開孔。(如右圖) 

4.樂曲高八度小蜜蜂習奏，學生視譜吹奏。 

6.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7.個別或分組練習。 

8.直笛認證制-使用直笛護照 

  ✽進度安排 

  ✽設置小老師 

  ✽同儕互評 

  ✽登錄護照 

3 翰林版教材 
皮影戲數位博物

館 

http://163.29.243.14

/shadowtheater2/ho

me.asp 

 

自編高音笛教

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融入性別平

等課程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直笛護照 

http://163.29.243.14/shadowtheater2/home.asp
http://163.29.243.14/shadowtheater2/home.asp
http://163.29.243.14/shadowtheater2/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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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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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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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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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壹、動手玩創意一、天生好手 

【活動一】皮影戲製作 

一、認識皮影戲的製作方式 

1 教師提問：「為什麼皮影戲偶是以皮為材料呢？」 

2 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3 教師說明：「皮影戲偶選擇以皮為材質是考量透光性。」 

4 教師提問：「除了以皮為材料之外，還可以用其他的材質來代替

嗎？」 

5 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二、了解影偶的製作過程。 

1 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文與圖例。 

2 教師播放影偶製作教學影片。 

三、製作會動的影偶。 

1 教師提問：是否了解課本中所介紹的製過程？ 

2 教師提問：你們想要製作什麼角色？ 

3 教師提問：是否知道如何加上竹筷？ 

4 學生開始製作紙影戲。 

5 完成後，請大家一起欣賞。 

【活動二】 

複習 G 大調音階 

一、教師在鋼琴上彈出 G 大調音列，讓學生感受。 

二、請學生檢視是否符合大調音階的結構，在鍵盤上更改第七音

的位置，並在五線譜的第七音加上升記號。 

三、請學生隨琴分別唱出 G 大調音階的首調唱名及固定唱名。 

【活動三】直笛習奏-複習上學期 

1. 上學期新教的音指法練習(高音升 Fa、高音 Sol)。 

2. 教師吹奏 G 大調音階。 

3. 全體複習低音 Sol~高音 Sol 音階一遍，再來是每個音吹奏兩次。

注意低音域吹奏時氣流速度要慢，高音域吹奏時氣流速度要

快，並配合正確指法。 

4. 老師任意吹奏某些音，請學生用正確指法跟著吹。 

5. 低音 Sol~高音 Sol 音階琶音教學。 

6. 複習樂曲直笛練習曲集(2)4 首生日快樂(升 Fa)。 

7. 新曲教學-小小姑娘(升 Fa)。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性別平

等課程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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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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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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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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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壹、動手玩創意二、我生長的地方 

【活動一】 

藝術家的鄉土情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圖例或展示藝術家作品圖片。 

二、教師引導學生從早期藝術家的作品去發現家鄉之美。 

 

探索美的原則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補充教材——美的原則」。 

二、教師引導學生運用「美的原則」探索藝術家的作品。 

三、教師總結。 

 

創作活動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文與作品舉例。 

二、引導學生思考現在生活的環境或民情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利用畫

筆記錄下來的。 

三、請學生口頭報告。 

四、請學生觀察水彩的表現方式。 

五、請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記錄家鄉之美。 

六、進行實作。 

七、展示作品相互觀摩。 

 

【活動二】直笛習奏-切分節奏教學 

1.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Sol 

2.複習直笛練習曲集 

3.G 大調音階(低音 Sol 至高音 Sol)複習 。 

4.切分節奏   教學，注意第一個第三個音要吹短，第二個音

要加一點重音。 

5.學生模仿老師吹奏-大力水手樂曲教學。 

6.曲調習奏，學生視譜吹奏全曲。 

7.吹奏時注意，雙手手指要呈平行狀(如右圖)。 

8.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9.小組練習。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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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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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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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壹、動手玩創意 

二、我生長的地方 

【活動一】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圖例。 

二、教師介紹藝術家的創作主題與創作方式。 

三、教師引導學生從藝術家的作品去發現家鄉人物之美。 

人物塑像 

一、首先拆開黏土，加少許水量，像揉麵團般地全部揉勻，之後蓋

上濕布。 

二、作品的大小尺寸隨意，黏土的取量多寡請自行斟酌。 

三、每次取用黏土時，一定要先捏揉，再搓圓，再搓成長形或水滴

型，動作盡量迅速，如此才不致於太乾而產生裂紋，影響美觀。 

四、提醒學生紙黏土易乾要保持其濕度。 

五、製作順序先將保特瓶用紙黏土包起來，再另做裝飾。 

六、同學練習同時於台下走動指導，紙黏土過乾時提醒學生加水濕

潤。 

七、做好的紙黏土要陰乾，再利用水彩上色，最後塗上或噴上亮光

漆保存。 

八、大家一起分享彼此的作品。 

 

【活動二】直笛習奏-高音 Sol 指法複習 

1.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Sol 

2.練習樂曲「祝福」前半首曲調習奏 

3.影片聆聽欣賞-祝福。 

4.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5.小組練習。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祝福影片 
http://www.youtube

.com/watch?v=fh5sc

ZgMAxE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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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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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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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

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文章、美勞、音

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

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教育】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環境，並透過對

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體會環境

權的重要。 

壹、動手玩創意三、環保你我他 

【活動一】 

發表與討論 

一、教師提出臺灣的地理與人文環境特色。 

二、教師引導學生針對臺灣的生活環境進行發表。 

三、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環境保護的意義。 

四、教師引導學生發表現今臺灣所面臨的環保問題，讓學生票選前

三大環保問題。 

五、教師歸納說明臺灣常見的環保問題。 

寶藏隨身變——漂流木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圖例。 

二、教師提問：「我們可以利用哪些媒材，創作出各種有趣又實用

的作品？」 

三、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四、教師總結。 

作品創作 

一、可分彩繪和多元媒材拼貼兩部分來讓學生完成作品。 

二、彩繪部分 

1 構圖：讓學生用鉛筆正式在圖畫紙上構圖並定稿。 

2 色彩：色彩是有感情的。教師說明配色的重要性及其效果。 

3 上色：以水彩或廣告顏料為主，小細部可搭配色筆、蠟筆等繪畫

顏料。 

三、多媒材拼貼部分 

1 鼓勵學生多利用廢物利用、再回收的媒材。 

2 讓學生將所蒐集的媒材構思如何利用、剪貼、組合、並黏貼在圖

畫紙上。 

3 文字部分可指導學生直接用實物拼貼，也可將文字先畫在另一色

的紙張上，用筆刀刻下或剪刀剪下，再貼在作品上。 

 

【活動二】直笛習奏-祝福樂曲全曲習奏  

1.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Sol 

2.練習樂曲「祝福」後半首曲調習奏 

3.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4.小組練習。 

5.樂曲接龍樂- 

  將樂曲「祝福」分成六段輪流吹奏互相欣賞 

  票選最佳演奏組至台前帶領全班吹奏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祝福影片 
http://www.youtube

.com/watch?v=fh5sc

ZgMAxE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環境教

育課程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5scZgM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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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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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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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

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文章、美勞、音

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

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教育】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環境，並透過對

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體會環境

權的重要。 

壹、動手玩創意 

三、環保你我他 

【活動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 

1.生活中的現成物或廢棄物能變成一件藝術品嗎？ 

2.你在哪裡見過這樣的藝術品呢？ 

二、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藝術家的創意 

一、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圖例。 

二、教師提問： 

1.這些作品的主題為何？ 

2.這些作品創作材料為何？ 

三、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四、教師總結。 

多媒材創作 

一、教師引導學生仔細觀察所蒐集之物品的造形和紋路。 

二、教師提問：「想想看，利用多媒材，我們可以用它來做些什麼

呢？」 

三、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四、教師說明如何利用多媒材進行創作。 

五、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創作。 

六、教師引導學生展示作品，看看誰的創意最特別、誰的組合排列

效果最好。 

七、教師鼓勵表現優良的學生。 

八、收拾與整理。 

 

【活動二】愛國歌曲教學-國歌教唱 

1. 國歌歌詞詞意教學 

2. 學生正確朗誦國歌歌詞 

3. 小組合作歌詞節奏搭配接龍 

4. 國歌觀光篇欣賞教唱 

 

 

3 翰林版教材 

 

國 歌 觀 光 篇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v

=Ts372Vu2qY4 

 

 

 

 

 

 

 

 

 

 

 

 

 

 

 

 

 

 

 

 

國防教育國歌教

唱 PPT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環境教

育課程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融入全民國

防教育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372Vu2q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372Vu2q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372Vu2q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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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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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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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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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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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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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3-2 學習在性

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性別平等教育】2-3-4 尊重不同

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

的權利。 

貳、表演任我行 

一、化身劇作家 

【活動一】 

一、教師提問：大家有沒有看戲的經驗？說說看，你印象 最深刻

的是那個部分？為什麼會讓你印象深刻？ 

二、學生自由發表看法。學生可能提出音樂、服裝、道具、演員、

演技、燈光、劇情等。 

三、教師歸納。 

四、教師引導閱讀課文，並說明大部分戲劇的製作大多由劇本開始

的，而劇本就是編劇（劇作家）所創作的故事。 

五、教師提問：編劇（劇作家）就是創作劇本的人。 

六、教師歸納：一個好的編劇（劇作家）往往也是一個很會說故事

的人。 

故事怎麼來──故事接龍 

1 用故事接龍的遊戲發想故事。 

2 探討故事接龍發想的方式的優缺點。 

故事怎麼來──四格靜止畫面 

1 能說出故事的主旨。 

2 透過四格靜止畫面呈現故事的起承轉合。 

3 能運用肢體表現故事的內容。 

4 與他人合作完成作品。 

 

【活動二】直笛習奏-二部合奏教學 

1.「往南」樂譜教學 

2.全體先識譜吹奏第一部，再練習第二部。 
3.將學生分為兩半(各三組)，每邊各吹奏一部，再合起來。 
4.教師說明二部合奏時要注意事項：同部要先調音準，音太高可將
笛頭拉開，盡量用氣控制音高。 
5.兩部都要注意節奏，跟著節拍讓樂曲前進。 
6.兩部交換聲部再吹奏一次。 
7.每部各找一組自願學生上台吹奏，指導須改善部分並給予鼓勵。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融入性別平

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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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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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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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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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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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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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3-2 學習在性

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性別平等教育】2-3-4 尊重不同

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

的權利。 

貳、表演任我行 

一、化身劇作家 

【活動一】 

劇本創作 DIY 

一、將故事內容以大綱及分場大綱呈現。 

二、完成角色背景設定。 

三、產生角色對話與舞臺指示，依簡易的劇本格式完成劇本。 

四、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劇本。 

 

劇本創作 DIY──讀劇練習 

一、認識兩種不同的讀劇形式。 

二、能運用不同的讀劇形式讀劇，並分享感受。 

三、藉由讀劇練習檢視劇本。 

 

【活動二】直笛習奏-降 Si 指法教學 

1. 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Fa 

2. 複習直笛練習曲集(2)4.5 首樂曲、往南 

3. 教師吹奏 F 大調音階(低音 Fa 至高音 Fa)，引導學 

4. 生聆聽音階中出現了哪些音？哪一個音沒有學過？ 

5. 降 Si 指法(0124)練習。 

6. 學生模仿老師吹奏。 

7. 直笛練習曲集(2)7 首樂曲分析，樂句在哪裡?要記得換氣 

8. 曲調習奏，學生視譜吹奏全曲。 

9. 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10. 小組練習。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融入性別平

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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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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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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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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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

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3-2 學習在性

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性別平等教育】2-3-4 尊重不同

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

的權利。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

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環境教育】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

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

與消費觀念。 

【環境教育】5-3-2 執行日常生活中進

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貳、表演任我行 

二、創意偶戲 DIY 

【活動一】 

創意偶戲擂臺 

一、認識人、偶及人偶共演之三種不同表現方式。 

二、分析三種表現方式的特色及其與劇本的關連。 

 

偶來試試看 

一、探討偶戲製作的各項準備工作。 

二、歸納出可行的具體計畫。 

 

【活動二】十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1. 小組自選一首教過的曲子(要有 Sol 或升 Fa)合作學習， 

並登錄於認證學習紀錄卡上。 

2. 依小組上台演出，可加其他樂器伴奏(節奏樂器、旋律樂器均

可)。 

3. 完成後全班票選，通過小組蓋認證章。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融入性別平

等課程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融入環境教

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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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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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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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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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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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3-2 學習在性別互

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性別平等教育】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 

【家政教育】2-3-4 運用基本手縫技

巧，製作簡易生活用品。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與資

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

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2-3-2 能操作及應用電腦

多媒體設備。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期中評量週】 
 
貳、表演任我行 

二、創意偶戲 DIY 巧手創意來製偶 

【活動一】 

一、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 

二、學生檢視材料是否準備齊全。 

三、教師發下白紙，引導學生運用創意製作執頭偶的設計圖。 

四、教師說明。 

五、學生完成設計圖。 

六、教師指導學生製偶。 

 

動手動腳暖暖身 

一、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文及圖片。 

二、教師說明：操偶前的暖身活動很重要，能夠幫我們更靈活的操

作偶。 

 

操偶練習 

一、操作執頭偶完成基本動作。 

二、自行設計創造偶的活動。 

三、能與人合作操偶，並分享心得。 

 

【活動二】影片欣賞-小丸子直笛考試篇 
1. 老師在觀賞影片前先布題，請學生專心觀賞影片 
2. 分組討論影片中的題目 
✽仔細聽，劇中小丸子班上直笛考試的曲子是哪一首?有用到那些 
至今有學過的指法? 
✽永澤沒有和好朋友一起考直笛，後來發生什麼事?他的做法對
嗎? 
✽小丸子的直笛本來吹得很差，是什麼原因讓他進步了 
✽如果換成你是小玉，你願意教你的組員吹好直笛嗎?怎樣練才有
效率? 
✽說說看兩個人一組上台考直笛，你們的會如何練習?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v

=0udobdSUvYE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v

=TgHk4KCxB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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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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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融入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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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udobdSUv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udobdSUv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udobdSUv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Hk4KCxB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Hk4KCxB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Hk4KCxB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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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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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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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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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1-3-3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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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3-3-5 體認社會

和歷史演變過程中所造成的性別

文化差異。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貳、表演任我行三、偶戲賞析大解密偶的起源 

【活動一】 

一、了解偶戲的起源。 

二、了解臺灣偶戲的源流。 

三、了解臺灣現有傳統偶戲的發展概況。 

 

臺灣現代偶戲 

一、了解臺灣現代偶戲的起源。 

二、了解現代偶戲的特色。 

 

「偶」的定義 

一、了解「偶」的基本定義。 

二、認知戲偶與娃娃的觀念差異。 

 

【活動二】直笛習奏-手心的太陽  
1.直笛習奏-降 Si 音(0124) 
2.手心的太陽樂曲分析，樂句在哪裡? 
3.曲調習奏，學生視譜吹奏全曲。 
4.請學生使用上週討論出的有效率的學習方法。 
5.個別或分組練習。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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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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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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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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1-3-3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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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認識不同

類型工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3-3-5 體認社會

和歷史演變過程中所造成的性別

文化差異。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貳、表演任我行三、 偶戲賞析大解密偶的分類──傳統偶 

【活動一】 

一、了解傳統偶戲的種類。 

二、了解傳統偶戲分類的不同特性。 

 

偶的分類──現代偶 

一、了解現代偶戲的分類型式。 

二、了解現代偶戲分類的不同特性。 

 

偶的欣賞 

一、瞭解如何從設計面、功能面及整體性來欣賞。 

二、從操作面來看傳統與現代偶戲對於藝術成就追求的差異。 

 

【活動二】節奏即興接龍。 

1.學生以44拍為準，自行設計一小節節奏。 
 2.學生圍成一圈坐下由老師先出招，老師打完一小節 
   學生跟著打。 
3. 依順序打擊，每位演奏完全體要跟著再演奏一次。 
4. 教師即興一段直笛樂句，請學生跟著吹。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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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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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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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參、音樂人生一、咚得隆咚鏘引起動機 

【活動一】介紹傳統樂器 

◎教師製作 power point 樂器教學檔，介紹傳統樂器 

◎教師敲奏木魚，分別帶領學生念出堂鼓、鈸、小鑼、大鑼的鑼

鼓經。 

◎學生分組或個別拍念鑼鼓經節奏。 

【活動二】情境聲響模擬 

◎教師提供的情境共有「起床刷牙洗臉」、「雨中的漫步」、「吵

鬧的菜市場」、「行進間的軍隊」、「煎煮炒炸的廚房」等五種。

將同學 

分為五組，老師先運用學習單引導學生想像這些情境中可能出現

的聲音，並且嘗試找出能製造出該情境聲響的道具或傳統樂器。 

◎討論過後分組將適合的樂器與道具帶至學校，設計節奏型態與

強弱變化，完成之後再加上簡單的肢體動作、配上各組選擇的背

景音樂，練習並做一段長約 5 分鐘的表演。 

【活動三】演練與討論 

◎表演過程由老師拍攝下來再與學生做討論。(練習演出者上下台

的儀態以及觀眾應有的表現) 

◎全班票選最佳演奏組，並於 12 月底配合學校才藝表演上台表

演。 

 

【活動二】十一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1. 小組自選一首教過的曲子(要有降 Si)合作學習，並登錄於認證

學習紀錄卡上。 

2. 依小組上台演出，可加其他樂器伴奏(節奏樂器、旋律樂器均

可)。 

3. 完成後全班票選，通過小組蓋認證章。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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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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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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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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參、音樂人生一、咚得隆咚鏘拍念節奏 
【活動一】 

認識 F 大調 

一、教師說明 F 大調音階的意義：以 F 音為主音的大調音階。 

二、請學生隨琴分別唱出 F 大調音階的首調唱名及固定唱名。 

習奏〈兩隻老虎〉 

一、請學生一邊唱出唱名，一邊在直笛上做出正確指法，練習至熟

練。 

二、運舌吹奏出〈兩隻老虎〉。 

 

【活動二】直笛習奏-二部合奏教學 

1.音階練習低音 Do~高音 Fa、.F 大調音階 

2.「在山裡」樂譜教學 

3.全體先識譜吹奏第一部，再練習第二部。 
4.將學生分為兩半，每邊各吹奏一部，再合起來。 
5.兩部交換聲部再吹奏一次。 
6.每部各找一自願學生上台吹奏，指導須改善部分並給予鼓勵。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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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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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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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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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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政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

元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參、音樂人生二、咱的家鄉咱的歌引導 

【活動一】介紹馬水龍 

◎播放「中廣音樂網」臺聲音樂（即馬水龍〈梆笛協奏曲〉的序

奏 

◎介紹馬水龍的生平。認識中國的北方樂器—梆笛 

◎教師簡要說明什麼是協奏曲，並介紹「梆笛」在中國傳統音樂

的重要。 

◎教師播放完整的〈梆笛協奏曲〉的音樂，讓學生欣賞。 

【活動二】認識中國笛協奏曲【Steve Marshall:三首詩篇 The 

Mountain、The Sky、The Sea】 
 ◎介紹作者寫此首曲目的時代背景及相關資料。 

 ◎播放三首詩篇影音檔(劉永泰中國笛獨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11_snUjZSU&index=18&list=UUWEekYzxPhM4Mxs-O8

1LkKw 
 ◎播放三首詩篇影音檔(直笛大編制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MCYMPDMfE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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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I11_snUjZSU&index=18&list=UUWEekYzxPhM4Mxs-O81LkK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11_snUjZSU&index=18&list=UUWEekYzxPhM4Mxs-O81LkK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MCYMPDM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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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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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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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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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參、音樂人生二、咱的家鄉咱的歌引導活動 

【活動一】 

一、請學生發表曾聽過的客家民謠。 

二、教師介紹客家民謠的特色，並播放幾首較常聽到的歌曲讓學生

欣賞。 

 

歌曲教唱 

一、教師播放〈撐船調〉的音樂讓學生欣賞。 

二、教師說明〈撐船調〉的歌詞，並試著用拼音的方式帶領學生念

出歌詞。 

三、請學生隨著教師的琴聲視唱〈撐船調〉的曲譜。 

 

歌曲教唱 

一、教師播放歌曲〈懷念年祭〉音樂 CD。 

二、請學生隨教師的琴聲哼唱〈懷念年祭〉曲調。 

三、教師播放〈丟丟銅仔〉歌唱音樂 CD。 

四、唱完了〈丟丟銅仔〉，可用直笛練習吹奏。 

五、練習本曲節奏，並用唱名視唱曲譜。 

 

【活動二】直笛家族介紹 

1.直笛家族介紹與樂器使用. 

  短笛     Klein Sopranino  C 調 

  超高音笛 Sopranino       F 調  

  高音笛   Soprano        C 調 

  中音笛   Alto           F 調 

  次中音笛 Tenor          C 調 

  低音笛   Bass           F 調 

  大低音笛 Great Bass      C 調 

  倍低音笛 Contra Bass     F 調 

2.老師分別用各種直笛示範部分曲調，讓學生猜猜看演奏的是哪

個曲子? 

3.聽聽看，笛子越長的聲音越低還是越高?相反呢? 

4.欣賞新莊青少年木笛合奏團-大黃蜂的飛行之演出， 

  並聆聽每枝直笛的音色及體會合奏之美。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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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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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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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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性別平等教育】1-3-6 了解職業

的性別區隔現象。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

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資訊教育】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參、音樂人生三、樂思泉湧歌曲教唱 

【活動一】 

一、教師播放〈海邊〉歌唱音樂 CD。 

二、一起演唱歌曲〈海邊〉，並請學生唱準附點音符節奏。 

三、唱完了〈海邊〉，可用直笛練習吹奏。 

認識五聲音階 

一、在五線譜上，將〈丟丟銅仔〉出現的音列出。 

二、聽琴聲彈奏大調音階和五聲音階，在五線譜上找出二者的差別。 

三、師說明五聲音階的排列方式。 

音階的流行歌曲 

一、教師跟學生介紹在現今的流行音樂中，從歌曲中感受到濃濃的

中國風味。 

二、課本其他歌曲曲目，如〈望春風〉、〈紫竹調〉、〈六月茉莉〉

或是流行曲〈菊花台〉〈青花瓷〉等亦屬於五聲音階的歌曲。 

節奏與音感創作 

引導學生完成節奏與音感創作。 

認識 C 大調轉位 

1 教師介紹轉位和弦。 

2 請學生試著介紹 C 大調Ⅳ級轉位方式。 

3 教師複習歌曲〈海邊〉。 

4 教師請學生為歌曲〈海邊〉配上 C 大調轉位和弦。 

【活動二】直笛習奏-淚光閃閃(G 大調.F 大調)教學 

 1.介紹夏川里美演唱的《淚光閃閃》 

 2.聆聽夏川里美演唱的《淚光閃閃》，並簡單介紹沖繩的 

   傳統樂器-三線琴。 

 3.先練習 G 大調的淚光閃閃，分段練習該曲目。 

 4.老師挑出較難的樂段教學生吹奏。 

 5.再練習 F 大調的淚光閃閃，分段練習該曲目。 

 6.比較兩首曲子的吹奏時的感覺，回想四上時學過的 

  《奇異恩典》也吹過 G 大調版及 F 大調版，感受是否有 

   不同。 

 7.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8.小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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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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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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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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性別平等教育】1-3-6 了解職業

的性別區隔現象。 

【家庭教育】3-3-2 運用環境保護

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家庭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4-3-2 能了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資訊教育】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參、音樂人生三、樂思泉湧認識（三連音） 

【活動一】 

教師用節奏樂器打出譜例，學生念出語言節奏。 

歌曲教唱 

一、播放〈划小船〉音樂，請學生聆聽。 

二、請學生練習並打出〈划小船〉的節奏。 

三、請學生用唱名試唱曲譜。 

四、請學生依節奏朗誦歌詞。 

五、請學生隨教師的琴聲習唱歌詞，並反覆練習。 

【活動二】瑞芳之花草物語 

◎認識校園植物--櫻花、金銀花之花語並習唱歌曲《櫻花》、《金銀

花》。 

認識三連音。 

◎古典音樂—波麗露，經典三連音樂響宴。 

◎直笛習奏三連音《划小船》。 

◎花之頌讚--認識柴科夫斯基生平。 

引導學生注意聆聽樂曲並律動，了解《胡桃鉗》的劇情故事。 

◎觀看《胡桃鉗》。 

◎填寫學習單。 

 

【活動三】十二月份瑞芳小小藝人認證 

1. 小組自選一首教過的曲子合作學習，並登錄於認證學習紀錄卡

上。 

2. 依小組上台演出，可加其他樂器伴奏(節奏樂器、旋律樂器均

可)。 

3. 完成後全班票選，通過小組蓋認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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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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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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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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4 培養工作

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環境教育】3-3-1 關切人類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參、音樂人生四、音樂百寶箱樂曲欣賞 

【活動一】 

一、播放〈跳舞的娃娃〉的欣賞 CD。 

二、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三、將樂曲分段播放，讓學生隨音樂哼唱主題。 

四、教師介紹作曲家波迪尼的生平。 

五、〈跳舞的娃娃〉線上聆聽。 

認識小提琴 

一、教師再次播放由小提琴獨奏的〈跳舞的娃娃〉欣賞 CD，並請

學生注意聆聽小提琴的音色，說出自己的感覺（如：音色高高的、

細細的……）。 

二、 揭示小提琴的圖片（或實物），向學生介紹外觀和簡單構造，

說明它是屬於絃樂器（提琴家族包含：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提琴）。 

歌曲教唱 

一、教師播放〈快樂的向前走〉請學生欣賞。 

二、輕聲練唱第一部歌詞，反覆練習到正確熟練。（第二部同以上

教學） 

三、將全班分二部，再練習二部合唱。 

複習強起拍與弱起拍 

一、引導學生發現〈快樂的向前走〉曲中為弱起拍。 

二、教師將〈划小船〉的強起拍與本曲的弱起拍做比較。 

 
【活動二】音樂欣賞:波斯市場 
1.聆聽樂曲，請學生發表感受。 

2.教師介紹樂曲創作背景，與作曲家：柯特比。 

3.認識管絃樂團：教師介紹管絃樂團中的四類樂器，分別為：絃樂

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打擊樂器，並同時介紹管絃樂團中樂

器之成員。 

4.引導學生想像各段音樂描繪的情境與感受。 

5.同時欣賞瑞小直笛團用直笛家族及五種打擊樂器演出 

的波斯市場，認識直笛家族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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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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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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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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4 培養工作

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環境教育】3-3-1 關切人類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期末評量週】 
參、音樂人生四、音樂百寶箱 認識口風琴 

【活動一】 

一、教師介紹口風琴的外形、構造及吹嘴的拆裝方法。 
二、教師介紹正確的演奏姿勢： 
1 立奏：用短的吹嘴，左手除大姆指外之四指穿過琴帶、抓穩琴
身，使吹嘴置於唇中，右手按鍵吹奏。 
2 坐奏：用長吹管，把琴身平放桌上，或以左手執琴身，橫置於
胸前約 10 公分處，右手按鍵吹奏。 
三、教師提醒學生口風琴的保養方法，演奏後，要用棉布把鍵盤
上的汙垢擦拭乾淨，吹嘴也要保持乾淨。 
 
【活動二】合奏曲練習-快樂的向前走 
1.將學生分成直笛、口風琴、響板、木魚聲部 
2.分組練習各自聲部 
3.合奏練習 
 

【活動三】《波斯市場》劇場 
直笛演奏《波斯市場》 
1.教師將《波斯市場》A、B、C、D 樂譜投影在前方螢幕， 引導
學生視譜分別以唱名哼唱。 
2.教師分別以直笛吹奏 A、B、C、D 段曲調，學生安靜聆聽。 
3.複習直笛的運舌、運氣及運指。 
4.全班以齊奏的方式練習吹奏。由慢而快進行練習。 
5.師生對吹練習，師一句生一句再交換。 

6.學生個別或分組吹奏練習。 
7.各段樂曲加上節奏樂器，增加節奏感。 
8.學生分組選出駱駝商隊、乞丐、公主及傭人、弄蛇人…波斯市場
中的角色，邊配合音樂演出《波斯市場》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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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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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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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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2-4 培養工作

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家庭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環境教育】3-3-1 關切人類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活動一】瑞小的波斯市場 
1.兩小組併成一大組習奏波斯市場樂曲(駱駝商隊.乞丐求乞

聲.美麗的公主)，部分同學製作道具。 

2.依小組上台演出，可加其他樂器伴奏(節奏樂器、旋律樂

器均可)。 

 

【活動二】校園十景-班級音樂會 

1.地點移至瑞小特色學校課程-校園十景一角落。 

2.請學生準備一些桌椅並將上次活動製作海報布置在校園

的十景 

一角。 

3.請各組將自行攜帶餅乾、水果、茶水布置好。在樹下享用，

並     

聆聽同學演出。 

4.由兩位主持人主持全程音樂會，介紹曲目、演出團員。 

每組在演出海報前演出一首曲子。 

5.同學票選最佳演出團隊及發表在此情境下演出的感覺。 

老師講評並予以肯定。 

 

【活動三】 

《瑞芳迎新春》聯合春聯展 

配合學校寫春聯過新年活動 
 

【休業式】 

3 翰林版教材 

自編高音笛教材 

直笛教本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 

觀察記錄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作業 

實測 

實務操作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 

※融入環境教

育課程 

 

 
 

 



五、藝術與人文教育資源方案（不含教學時數之內，課後延伸活動） 

 

 

 

 

 

 

 

 

 

項次 主題 活動內容 教育意涵 預計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一 
平溪線的綠光寶盒 

-碩仁國小參觀記 

1.鐵道拍攝教學 

2.集集樂 

  事前先到碩仁國小布置，設計 

  關卡讓學生過關蓋章 

3.基隆河上游探訪 

碩仁國小於礦業沒落人口外移而廢

校，後為瑞芳國小所管理。經過瑞芳

社大及瑞小的努力，成為今日鐵道上

的綠光寶盒。這裡的藝術空間營造值

得學生一遊，並可透過解說對此生態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10月 
平溪線 

碩仁國小 

搭火車至三貂

嶺站步行前往 

二 
國家音樂廳 

後台參觀 

認識音樂廳後台，聆聽音樂廳管

風琴演出 

讓學生透過後台參觀，了解ㄧ

個好的演出不止有好的表演

者，還要有許多元素配合。並

近距離聆聽音樂廳管風琴演

出。 

12月 
中正紀念堂 

國家音樂廳 

搭火車轉捷運

至中正紀念堂

站步行前往 

三 
參觀 

國立故宮博物院 

認識故宮博物院，參觀其常設館

及當期特展 

可增進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

透過館內雕塑、彩繪，傳達各

式各樣的情感。而在不同的時

空背景下，更呈現出多變且豐

富的模樣。 

1月初 
國立故宮 

博物院 

搭火車轉捷運

至士林站搭紅

30公車前往 



瑞芳小小藝人 藝術與人文課 認證學習紀錄卡 
 每次上課請攜帶學習單及高音直笛！ 

 找 4~5個好朋友，一起當音樂小助手，幫忙音樂課的工作， 

   我和          、         、          、         、          一組， 

   負責日期是          、         、          、           

 直笛習奏認證，請利用課餘或上課時間認證： 

    【十月關  】《                 》 【十一月關】《                  》 

    【十二月關】《                 》 【一月關  】《                  》 

 家中表現：把藝文課學到的展現給家中的長輩欣賞並簽名，也是重要的學習紀錄喔！ 

 瑞芳小小藝人    班    號          的學習紀錄 

此
十
格
為
必
須
達
到 

 1 2 3 4 5 

學習單姓名 直笛姓名貼 音樂小助手 音樂小助手 音樂小助手 

6 7 8 9 10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運舌 

此
為
聽
覺
藝
術
表
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將用品帶齊的日期寫上，集滿 5 次交給老師蓋章。 

            

            

            

            

備註欄 

 



瑞芳小小藝人 藝術與人文課 認證學習紀錄卡 
 每次上課請攜帶學習單及高音直笛！ 

 找 4~5個好朋友，一起當音樂小助手，幫忙音樂課的工作， 

   我和          、         、          、         、          一組， 

   負責日期是          、         、          、           

 直笛習奏認證，請利用課餘或上課時間認證： 

    【三月關】《                 》 【四月關】《                  》 

    【五月關】《                 》 【六月關】《                  》 

 家中表現：把藝文課學到的展現給家中的長輩欣賞並簽名，也是重要的學習紀錄喔！ 

 瑞芳小小藝人    班    號          的學習紀錄 

此
十
格
為
必
須
達
到 

 1 2 3 4 5 

學習單姓名 直笛姓名貼 音樂小助手 音樂小助手 音樂小助手 

6 7 8 9 10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認證 直笛運舌 

此
為
聽
覺
藝
術
表
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上課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家中表現 

將用品帶齊的日期寫上，集滿 5 次交給老師蓋章。 

            

            

            

            

備註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