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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計畫沿革及依據 

  一、教育部 94 年 2 月 2 日台中（一）字第 0940014967 號函核定設置 22 學科中心及

學科中心學校。94 年 7 月 22 日台中（一）字第 0940098642 號函核定設置資訊學

科中心及學科中心學校。 

  二、教育部 94 年 8 月 3 日台中（一）字第 09400102298 號函核定以行政協助方式委

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辦理「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推動工作小組─課程與教學組（含

22 個學科中心）工作實施計畫」(第 1 期)，計畫期程 94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7 月

31 日。94 年 9 月 30 日台電字第 0940134716 號函核定資訊學科中心計畫，計畫

期程 94 年 10 月 1 日至 95 年 7 月 31 日(第 1 期)。 

   三、教育部 95 年 9 月 29 日核定以限制性招標採購方式辦理「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

中心第 2 期實施計畫（課程與教學組及 23 個學科中心）」。得標廠商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履約期程 95 年 8 月 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採購契約編號：95-0146336）。 

四、教育部 96 年 12 月 27 日台中(一)字第 0960187539A 號函行政指示委請國立宜蘭

高級中學統籌協調執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97 年度工

作計畫。 

五、教育部 97 年 11 月 5 日台中(一)字第 0970216739 號簽奉部長核可以行政指示繼續

委請國立宜蘭高級中學擔任 98 年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總召集學

校，統籌規劃辦理 98 年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及 23 個學科中心工

作計畫，以順利推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六、教育部 97 年 12 月 31 日台中(一)字第 0970252961B 號函核定「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98 年度工作計畫」。 

七、教育部 98 年 8 月 31 日台中（三）字第 0980142479A 號函核定以行政指示請國立

宜蘭高級中學統籌規劃辦理 99 年度至 102 年度各年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

展工作圈及 23 個學科中心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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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研發及蒐集學科教學資源 

二、充實學科中心網站平台 

三、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四、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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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99 年度組織人力架構 

 
圖 1 學科中心組織架構圖 

 

壹、任務職掌 

一、學科中心主任：由本校校長擔任學科計畫主持人兼學科中心主任，負責規劃和推

動學科中心任務。 

二、行政支援組：設專任助理 1 名及兼任助理 1 名，職掌： 

（一）處理公文及經費收支事項、掌控課綱意見處理機制、協助訪視評鑑相關事宜、

檢核工作任務執行狀況、協調學科中心與其他單位之聯繫，辦理學科中心經

費的編審、控管、核銷作業、相關請購作業執行及結報、網路資料整理。 

（二）專科教室建置及設備充實。 

（三）辦理各項會議與研討會、彙整各次會議紀錄及撰寫相關報告。 

（四）開會資料彙整印製、開會通知發送。 

（五）編製工作成果報告。 

（六）有關課程、師資、教師意見等重大議題之回應之擬稿及掌握。 

（七）協助網管人員進行教材、訊息處理及網路公告。 

三、課程及教學發展組：設專任助理 2 名，職掌： 

（一）協助並參與新課程綱要之修訂、教科書審查及跨學科課程統整相關事宜。 

中中心心主主任任  

校校長長  

網網站站維維護護組組  

林林俊俊卿卿老老師師  

楊楊孟孟蓉蓉小小姐姐  

行行政政支支援援組組  

教教務務主主任任  

楊楊婷婷如如老老師師  

兼兼任任助助理理  

教教學學資資源源研研發發推推

廣廣小小組組  

諮諮詢詢委委員員  

專專業業知知識識指指導導  

課課程程及及教教學學發發展展組組  

楊楊婷婷如如老老師師  

楊楊孟孟蓉蓉小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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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詢問相關資料或建議 98 課程教學設備需求。 

（三）成立教材資源分享小組，提供並分享相關教材及教學資源。 

（四）規劃辦理學科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計畫。 

（五）結合課務發展工作圈辦理學科輔導運作機制。 

（六）規劃辦理 95 課程過渡 98 課程行政或教學宣導研習。 

（七）規劃購買相關課程研發之器材以及參考用資料。 

四、網站維護組: 設網管人員 1 名及專任助理 1 名，職掌： 

（一）維護行政資訊平台，經營管理學科中心專屬網站 。 

（二）教學資料庫程式架設及資料庫平台流量控制。 

（三）網路問卷調查及活動線上報名程式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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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員編制 

一、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99 年度諮詢委員名單： 

（一）95 課綱委員（14 人）以及 98 課綱委員（15 人）不詳列。 

（二）其他相關委員名單如下 

表 1 諮詢委員名單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學科專長領域/主要諮詢主題 

諮詢委員 張曉華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戲劇教育／學科整體規劃及表演

藝術教學 

諮詢委員 李坤崇 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教學評量／研發教材教學評量 

諮詢委員 曾吉賢 
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

授 
影視製片／視覺與傳播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王嘉明 國立臺灣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 
劇場表演／表演與多媒體教材研

發 

諮詢委員 蘇慶元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教育推廣中心兼

任講師 

戲劇治療／表演藝術的運用教材

研發 

諮詢委員 林玫君 
國立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教授 
戲劇教育／表演藝術教學評量 

諮詢委員 謝淑文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音樂系及戲劇系

兼任講師 

音樂劇表演／音樂應用藝術教材

研發 

諮詢委員 陳湘琪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講

師 
劇場表演／表演藝術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江映碧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副教授 舞蹈教育／表演藝術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張中煖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教授 舞蹈教育／表演藝術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盧文雅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樂系專任助理

教授 
音樂美學／音樂與感知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林世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教學評量／藝術生活實作評量 

諮詢委員 陳俊斌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

助理教授 

音樂與文化／音樂與文化教材研

發 

諮詢委員 李晴旭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音樂系兼任講師 音樂治療／音樂與感知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黃馨慧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音樂系講師 打擊樂／音樂與展演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黃志方 國立交通大學音樂研究所助理教授 電腦音樂／音樂與科技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曾國安 台北市立明倫高中退休美術教師
美術教育／視覺應用藝術教學評

量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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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 丘永福 
中華人文與藝術教育研究發展學會

理事長 
美術教育／視覺與文化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呂盈達 土干設計創意總監 工業設計／視覺與生活教材研發

諮詢委員 楊美蓉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舞蹈學院講師
舞蹈教育／表演能力的開發教材

研發 

諮詢委員 謝苑玫 國立臺南大學音樂學系教授 音樂教育／音樂與文化教材研發

 

二、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學校 99 年度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委員名單 

表 2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委員名單 

職務 科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 呂芳玲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音樂教師 

委員 陳逸霙 雲林縣立麥寮高中 音樂教師 

委員 鍾博曦 桃園縣立大園國際高中 音樂教師 

委員 

音
樂
應
用
藝
術 楊嘉玲 臺北市立建國中學 音樂教師 

委員 林靜娟 台北縣私立徐匯中學 美術教師 

委員 葉子彥 臺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 戲劇教師 

委員 卓子文 宜蘭縣立復興國中 表藝教師 

委員 

表
演
藝
術 

孫雅雯 臺北縣立三重高中 表藝教師 

委員 連森裕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美術教師 

委員 褚天安 臺北縣秀峰高級中學 美術教師 

委員 魏尚斌 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美術教師 

委員 

視
覺
應
用
藝
術 簡俊成 台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 美術教師 

  

三、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99 年度種子教師名單 

表 3 種子教師名單 

編號 姓名 任教學校 

1 陳奕僑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2 王程稼 臺中市國立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李睿瑋 臺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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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慧萍 新竹市私立光復高級中學 

5 吳妙英 雲林縣正心高級中學 

6 顏椀君 新北市國立板橋高級中學 

7 宋婉華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 

8 黃慧華 臺南市國立新化高級中學 

9 朱俊勳 高雄市立鼓山高級中學 

10 李官恩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中學 

11 張逸如 新北市天主教聖心女子高級中學 

12 莫啟慧 新北市國立新莊高級中學 

13 江宜蓁 彰化縣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14 宋美鈺 高雄市國立鳳新高級中學 

15 吳晉中 桃園縣立南崁高級中學 

16 陳莎莉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 

17 范瀞文 臺北市立中正高中 

18 林麗玉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9 張慈韡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20 陳大吉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 

21 蕭文文 臺北市立萬芳高級中學 

22 劉純英 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 

23 陳盈如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24 魏晏彤 國立台東女子高級中學 

25 方美琪 臺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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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學校工作小組編制如下： 

表 4 工作小組編制 

工作小組 職稱 姓名 主要負責工作項目 

 學科中心主任 校長
 楊壬孝

／卓俊辰

1.負責規劃和推動學科中心任務 

2.決策計畫內容動向 

 專任助理 教師 楊婷如

1.協助研擬專科教室推廣之計畫 

2.撰寫計畫，安排教師及資源分配 

3.規劃並執行 99 年計畫所有活動 

 專任助理 助理 楊孟蓉

1.執行計畫  

2.辦理各項會議與研討會、彙整暨印製開

會資料 

3.聯繫兼任助理及工作人員 

兼任助理 
教務

主任

鄭雅香／

林順德

1.協商溝通行政協調，檢核工作任務執行

狀況 

2.協調學科中心與其他單位之聯繫 

3.各組行政事務管理工作 

4.控制 99 年計畫所有活動期程 

行政支援組 

兼任助理 助理
陳德禧／

吳家祺

1.剪輯教學影片 

2.製作網路教學內容 

3.資料彙整 

 專任助理 教師 楊婷如

1.撰寫並執行計畫 

2.安排會議時間及開會議題 

3.協助研發課程主題 

 教學研發組 

 專任助理 助理 楊孟蓉

1.執行計畫 

2.設計問卷 

3.收集教案 

4.協助順暢資源研發小組及種子教師工

作進度 

網管 教師 林俊卿

1.製作網路問卷 

2.系統維護 

3.執行計畫 

4.參與相關會議 

網站維護組 

專任助理 助理 楊孟蓉 學科中心網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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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科中心年度工作任務 

壹、學科中心工作項目 

一、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 

（一）建置教學資源研發工作小組，進行各科教材與教學資源研發，並做為各分區

及縣市辦理資源推廣之師資。 

（二）蒐集國內外教學資源並徵選「典範教學示例」與各重大議題之教學資源並協

助推廣。 

（三）提供教材與教學資源作為各分區及縣市辦理增能進修之教材，並建置於教學

資源網站及進行研發資源之後設檢核機制。 

二、充實及活化學科中心網站平台服務功能  

（一） 建置網站討論平台，蒐集教師對課程綱要、配套措施與教科用書之相關意

見。 

（二） 課程之宣導與推廣，定期發送電子報給全國教師及相關單位。 

（三） 彙整提供相關機關教師進修研習資訊。 

三、協助各分區及縣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一）協助規劃各分區及縣市教師增能進修之課程。  

（二）建置種子教師區域聯繫網絡及工作項目。  

四、提供優質的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 

（一） 規劃辦理課程綱要實施狀況之觀察研究計畫。 

（二） 研擬學科教學評量命題實務及試題分析與應用並協助推廣。 

（三） 研擬推廣專科教室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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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科中心年度工作進度 

表 5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99 年工作進度表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壹、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  

一、建置教學資源研發工作小

組，進行各科教材與教學

資源研發，並做為各分區

及縣市辦理資源推廣之師

資 

            

二、蒐集國內外教學資源並徵

選「典範教學示例」與各

重大議題之教學資源並協

助推廣 

            

三、提供教材與教學資源作為

各分區及縣市辦理增能進

修之教材，並建置於教學

資源網站及進行研發資源

之後設檢核機制 

 

           

貳、充實及活化學科中心網站平

台服務功能 
 

一、建置網站討論平台，蒐集

教師對課程綱要、配套措

施與教科用書之相關意

見 

 

           

二、課程之宣導與推廣，定期

發送電子報給全國教師

及相關單位 

 

           

三、彙整提供相關機關教師進

修研習資訊 

 
           

參、協助各分區及縣市推動教師

專業成長研習 
 

一、協助規劃各分區及縣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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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增能進修之課程 

二、建置種子教師區域聯繫網

絡及工作項目 
            

肆、提供優質的教學專業發展

與支援機制 
 

一、 規劃辦理課程綱要實施狀

況之觀察研究計畫 

 
           

二、 研擬學科教學評量命題實

務及試題分析與應用並協

助推廣 

 

           

三、 研擬推廣專科教室之運用             

伍、成果報告撰寫及執行進度填

報 
 

 一、執行進度填報             

 二、期末報告             



 12 
 

第四章 學科中心執行成果 

壹、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 

一、建置教學資源研發工作小組，進行各科教材與教學資源研發，並做為各分區及縣

市辦理資源推廣之師資。 

（一）本年度研發教材及教學評量如下： 

編號 姓名 教材名稱（含教學評量） 

1 褚天安 印刷字與現代性 

2 簡俊成 妝采燕子道（北投區文化） 

3 魏尚斌 戀曲 1959 

4 陳逸霙 音樂治療對於青少年的運用 

5 呂芳玲 舞動節奏！Dance with the Rhythm 

6 楊嘉玲 聲、動、擊、戲！敲出你的世界音樂 

7 林靜娟 人人都可舞 

8 卓子文 舞動生命的力量 

9 孫雅雯 穿越時空的想像 

 

（二）辦理資源推廣教師研習： 

1.南區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人數 

8:40-9:00 報到、引言 楊婷如老師 

9:00-10:30 
視覺應用藝術教學經

驗分享 台北縣立秀峰高級中學褚天安老師 

10:40-12:10 
音樂應用藝術研發教

材發表 雲林縣立麥寮高級中學陳逸霙老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30 
表演藝術教學經驗分

享 宜蘭縣立復興國民中學卓子文老師 

14:40-16:10 
表演藝術教學經驗分

享 台北縣立三重高級中學孫雅雯老師 

99 年

11 月

16 日

（星

期二） 

16:20-17:00 教學研究座談會 褚天安老師、陳逸霙老師、卓子文老

師、孫雅雯老師、楊婷如老師 

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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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南區教師研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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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北區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人數 

8:40-9:00 報到、引言 楊婷如老師 

9:00-10:30 
表演藝術教學經驗分

享 台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葉子彥老師 

10:40-12:10 
視覺應用藝術教學經

驗分享 台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簡俊成老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30 
音樂應用藝術研發教

材發表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呂芳

玲老師 

14:40-16:10 
視覺應用藝術教學經

驗分享 
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魏尚斌老

師 

99 年

11 月

23 日

（星

期二） 

16:20-17:00 教學研究座談會 簡俊成老師、魏尚斌老師、呂芳玲老

師、葉子彥老師、楊婷如老師 

104 人

 

  
 

  
 

  
圖 3 北區教師研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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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區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人數 

8:40-9:00 報到、引言 楊婷如老師 

9:00-10:30 
音樂應用藝術研發教

材發表 
桃園縣立大園國際高級中學鍾博曦老

師 

10:40-12:10 
視覺應用藝術教學經

驗分享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連森裕老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30 
音樂應用藝術研發教

材發表 台北市立建國中學楊嘉玲老師 

14:40-16:10 
表演藝術教學經驗分

享 台北縣徐匯高級中學林靜娟老師 

99 年

11 月

30 日

（星

期二） 

16:20-17:00 教學研究座談會 連森裕老師、鍾博曦老師、楊嘉玲老

師、林靜娟老師、楊婷如老師 

89 人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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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區教師研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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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國內外教學資源並徵選「典範教學示例」與各重大議題之教學資源並協助推

廣。 

（一）共蒐集 47 筆教學資源： 

表 6 教學資源列表 

序號 名稱 出版者 備註 

1 神鬼認證──最後通牒 得利 DVD 

2 天外奇蹟 得利 DVD 

3 臺灣，我的母親 台聖 DVD 

4 壞教慾 仟琪 DVD 

5 刺蝟的優雅 昇龍 DVD 

6 班傑明的奇幻旅程 華納 DVD 

7 送行者 台聖 DVD 

8 我的大師朋友──藝術家特輯 奇美 DVD 

9 我的大師朋友──音樂家特輯 奇美 DVD 

10 香水 新鶴鳴 DVD 

11 尋找夢奇地 沙鷗 DVD 

12 陌生的孩子 得利 DVD 

13 為愛朗讀 台聖 DVD 

14 酷狗寶貝 BBC 英國國家 DVD 

15 看上去很美：小紅花 迪昇數位 DVD 

16 我的藍苺夜 沙鷗 DVD 

17 喬治亞歐姬芙 得利 DVD 

18 KJ 音樂人生 台聖 DVD 

19 美味關係 得利 DVD 

20 玩具總動員三 博偉電影 DVD 

21 台北星期天 台聖 DVD 

22 莎岡․日安憂鬱 聯影企業 DVD 

23 蘇西的世界 得利 DVD 

24 危機倒數 采昌國際多媒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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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25 托瑪斯曼之豪門世家 昇龍數位 DVD 

26 五月雪，桐花之歌 金革 CD 

27 
快快樂樂學Dreamweaver/Flash/Fireworks網頁

設計創意整合 
碁峰 書籍 

28 從搖籃到搖籃 綠色經濟的設計提案 野人 書籍 

29 CSS 版面設計應用精選 博碩 書籍 

30 CSS Layout 達人的階梯 旗標 書籍 

31 最新詳解 HTML+XHTML+CSS 參考辭典 博碩 書籍 

32 FLASH 動畫棒棒堂：商業範例隨學隨用（附光碟） 旗標 書籍 

33 
Dreamweaver+Photoshop+Flash 多媒體網頁玩美

必修技（附 DVD） 
碁峰 書籍 

34 Web+設計的黃金則：XHTML+CSS 虎之卷 旗標 書籍 

35 
Flash 3D 特效宅急便：商業範例隨學隨用（附光

碟） 
旗標 書籍 

36 
Flash 動畫即戰力：ActionScript 3.0 範例隨學

隨用（附光碟） 
旗標 書籍 

37 東京品牌設計大賞 旗標 書籍 

38 專業包裝設計應用精選（附 CD） 博碩 書籍 

39 陳銘磻交你用紙玩創意圖解本 宇河 書籍 

40 國家電影制度 正中 書籍 

41 這一秒 愛上可愛剪紙（附 CD-ROM）1.2 三采 書籍 

42 12 個美麗再生好所在 天下 書籍 

43 公共藝術的未來性 I 田園城市 書籍 

44 公共藝術的未來性 II 田園城市 書籍 

45 網頁配色的即效見本（附 DVD） 上奇 書籍 

46 
中國字體設計人：一字一生 Chinese 

Typographers 

MCCM 

Creations 
書籍 

47 台灣音樂百科辭書 遠流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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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全國藝術生活學科重大議題融入典範教學示例教學資源甄選，得獎名單

如下： 

1.視覺應用藝術組： 

第二名：台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蔡紫德老師 大地之家──建築的永續與

暫時性 

佳作：台北市立和平高級中學梁蟬纓老師 台北生活的影像美學 

2.表演藝術組： 

佳作：台北市立和平高級中學梁蟬纓老師 舞動聲音創藝劇場 

  

 

圖 5 頒獎典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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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教材與教學資源作為各分區及縣市辦理增能進修之教材，並建置於教學資源

網站及進行研發資源之後設檢核機制。 

（一）各分區辦理增能進修之教材： 

表 7 各分區增能進修教材 

研習名稱 時間 地點 教材名稱 提供教師 

字在傳統、字在生活 

新北市立秀峰

高級中學褚天

安老師 

音樂治療對於青少年的運用 

雲林縣立麥寮

高級中學陳逸

霙老師 

今天，你表演了嗎？ 

－表演藝術教學經驗分享－ 

宜蘭縣立復興

國民中學卓子

文老師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

小組教材發表──

南區 

99 年

11 月

16 日 

國立台南

第一高級

中學 

穿越時空的想像 

新北市立三重

高級中學孫雅

雯老師 

雕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台北市立復興

高級中學簡俊

成老師 

葉子彥的表演教學分享 

台北市立復興

高級中學葉子

彥老師 

舞動節奏！ 

Dance with the Rhythm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呂芳玲老

師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

小組教材發表──

北區 

99 年

11 月

23 日 

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

中學 

戀曲 1959、原住民藝能表現

的體驗與分享──國立關山

國立關山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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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原住民藝能班現況發展 魏尚斌老師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藝術生活

課程實施現況 

國立竹南高級

中學連森裕老

師 

電腦音樂應用於高中藝術教

育的功能 

桃園縣立大園

國際高級中學

鍾博曦老師 

聲、動、擊、戲！敲出你的世

界音樂 

台北市立建國

高級中學楊嘉

玲老師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

小組教材發表──

中區 

99 年

11 月

30 日 

國立台中

第一高級

中學 

~ ~ 愛上表演課 ~ ~ 

表演藝術教學心得分享 

新北市徐匯中

學林靜娟老師

以上教材皆匯整於學科中心網站教學資料庫供教師參考。 

（二）研發資源之後設檢核機制：研發小組及種子教師所研發之教材皆經過諮詢委

員之審核，名單如下： 

表 8 研發教材及諮詢委員審核表 

諮詢委

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審查教材名稱 撰寫教師姓名 

丘永福 
中華人文與藝術教育

研究發展學會理事長 
印刷字與現代性 

新北市立秀峰高級中學

褚天安老師 

妝采燕子道（北投區文化）
台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

簡俊成老師 

桐花朵朵開（以台中縣山城

-客家藝文活動為例） 

國立東勢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王程稼老師 呂盈達 土干設計創意總監 

當「有品」遇上「創意」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顏椀

君老師 

戀曲 1959 
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魏尚斌老師 曾吉賢 
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副教授 

愛與勇氣的動畫國度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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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張慈韡老師 

影片製作練習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林麗玉老師 

打開心靈的視窗：我的封面

故事 

台北市私立育達高級商

業家事職業學校吳慧萍

老師 

謝淑文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音

樂系及戲劇系兼任講

師 

舞動節奏！ 

Dance with the Rhythm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呂芳玲老師 

李晴旭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音

樂系兼任講師 

音樂治療對於青少年的運

用 

雲林縣立麥寮高級中學

陳逸霙老師 

黃馨慧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音

樂系講師 

聲、動、擊、戲！敲出你的

世界音樂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楊嘉玲老師 

楊美蓉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舞

蹈學院講師 
人人都可舞 

新北市徐匯中學林靜娟

老師 

張中煖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舞

蹈學院教授 

舞動生命的力量 
宜蘭縣立復興國民中學

卓子文老師 

王嘉明 
國立臺灣大學戲劇系

兼任講師 

穿越時空的想像 
新北市立三重高級中學

孫雅雯老師 

具象音樂 
台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

李睿瑋老師 

自創具象音樂 
台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

方美琪老師 黃志方 
國立交通大學音樂研

究所助理教授 

Audacity 教學 
國立新莊高級中學莫啟

慧老師 

盧文雅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

樂系專任助理教授 
創意—創藝 

雲林縣正心中學吳妙英

老師 

謝苑玫 
國立臺南大學音樂學

系教授 
臺灣的音樂節慶及觀光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陳奕僑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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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首歌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

陳盈如老師 

身體覺察與感受 
台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

范瀞文老師 

舞動校園流行樂 
國立新化高級中學黃慧

華老師 

張曉華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戲

劇系教授 

「化幻為真」啞劇實作教學
台北市立萬芳高級中學

蕭文文老師 

停、看、聽 
台中市新民高級中學陳

莎莉老師 江映碧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

副教授 
＂人形塑＂-肢體造型與空

間的探索 

台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

劉純英老師 

李坤崇 
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教授 

研發教材教學評量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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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充實及活化學科中心網站平台服務功能  

一、建置網站討論平台，蒐集教師對課程綱要、配套措施與教科用書之相關意見：於

Facebook 成立討論區，蒐集教師對課程綱要、配套措施與教科用書之相關意見。 

 

圖 6 Facebook 討論區 

 

二、課程之宣導與推廣，定期發送電子報給全國教師及相關單位：固定於每月月底發

送電子報，共計發送 12 份，詳細內容請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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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期電子報 

 

三、彙整提供相關機關教師進修研習資訊：於學科中心網站及電子報提供教師進修研

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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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協助各分區及縣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一、協助規劃各分區及縣市教師增能進修之課程：規劃 3場教師增能進修課程，詳細

計畫請見附錄。  

二、 建置種子教師區域聯繫網絡及工作項目 

（一）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99 年度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表 9 99 年度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表 

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地點 

8:30-9:00 報到、引言 學科中心 

9:00-10:30 99 高中課程綱要 

10:40-12:10 配套措施與教師 Q&A 
張曉華教授 

12:10-13:10 用餐休息 

13:10-14:40 教育評量概論 

99 年 
3 月 
1 日 
（星 
期 
一） 

14:50-16:20 藝術課程教學評量 
林世華教授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技藝館一樓小劇場 

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地點 

9:00-10:30 視覺與環境 張基義教授 

10:40-12:10 
表演藝術教材研發方式

分享 
葉子彥老師 

12:10-13:10 用餐休息 

13:10-14:40 視覺與傳播 曾吉賢教授 

99 年 
3 月 
2 日 
（星 
期 
二） 

14:50-16:20 表演與社會文化 于善祿教授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技藝館一樓小劇場 

第三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地點 

9:00-10:30 表演與應用媒體 夏學理教授 

10:40-12:10 音樂與展演 謝淑文教授 

12:10-13:10 用餐休息 

13:10-14:40 音樂與科技 楊琇雲老師 

99 年 
3 月 
3 日 
（星 
期 
三） 14:50-16:20 音樂與文化 陳郁秀教授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技藝館一樓小劇場 

第四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地點 

9:00-10:30 
表演的製作實務 

（請著輕便衣物） 
陳湘琪教授 

10:40-12:10 視覺與文化 蘇文清教授 

12:10-13:10 用餐休息 

13:10-14:40 音樂與感知 史擷詠教授 

99 年 
3 月 
4 日 
（星 
期 
四） 

14:50-16:20 表演能力的開發 張中煖教授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技藝館一樓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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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著輕便衣物） 

第五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地點 

9:00-10:30 
視覺應用藝術教材研發

方式分享 
褚天安老師 

10:40-12:10 
音樂應用藝術教材研發

方式分享 
鍾博曦老師 

12:10-13:10 用餐休息 

13:10-14:40 視覺與生活 陳俊良教授 
褚天安老師 

鍾博曦老師 

99 年 
3 月 
5 日 
（星 
期 
五） 

14:50-16:20 
分組討論教材研發主題

及合作方式 
葉子彥老師 

國立臺灣師大附中 
技藝館一樓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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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活動照片 

 

（二）種子教師工作計畫總表 
表 10 種子教師工作計畫總表 

編號 姓名 負責區域 工作項目 
1 方美琪 北區 研發「聲音的時光回憶」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2 李睿瑋 北區 研發「聲音的時光回憶」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3 張逸如 北區 研發「聲音的時光回憶」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4 莫啟慧 北區 研發「聲音的時光回憶」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5 宋婉華 中區 研發「音樂與感知」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6 江宜蓁 中區 研發「音樂與感知」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7 吳妙英 中區 研發「音樂與感知」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8 陳盈如 南區 研發「音樂與文化」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9 魏晏彤 南區 研發「音樂與文化」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0 宋美鈺 南區 研發「音樂與文化」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1 陳奕僑 南區 研發「音樂與文化」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2 吳慧萍 東區 研發「音像傳情『4 in LOVE』」教材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13 林麗玉 北區 研發「音像傳情『4 in LOVE』」教材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14 張慈韡 北區 研發「音像傳情『4 in LOVE』」教材一單元並進行教學演示 
15 王程稼 中區 研發「美感經驗及生活體驗」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6 顏椀君 北區 研發「個人創意及設計潛能」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7 朱俊勳 南區 研發「視覺藝術及文化創意」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8 陳大吉 中區 研發「環境藝術形式及結構」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19 李官恩 北區 研發「環境藝術功能及生活」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20 黃慧華 南區 研發「表演能力的開發」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21 吳晉中 北區 研發「表演能力的開發」教材一份並進行教學演示 
22 陳莎莉 中區 研發「多元能力開發」教材一份並拍攝教學演示影片 
23 范瀞文 北區 研發「肢體與開發」教材一份並拍攝教學演示影片 
24 蕭文文 北區 研發「肢體與開發」教材一份並拍攝教學演示影片 
25 劉純英 北區 研發「肢體與開發」教材一份並拍攝教學演示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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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子教師研發教材 

表 11 種子教師研發教材表 

教材名稱 撰寫教師姓名 

桐花朵朵開（以台中縣山城-客家藝文活動

為例） 
國立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王程稼老師 

當「有品」遇上「創意」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顏椀君老師 

愛與勇氣的動畫國度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張慈韡老

師 

影片製作練習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林麗玉老

師 

打開心靈的視窗：我的封面故事 
台北市私立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吳

慧萍老師 

具象音樂 台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李睿瑋老師 

自創具象音樂 台北市立永春高級中學方美琪老師 

Audacity 教學 國立新莊高級中學莫啟慧老師 

創意—創藝 雲林縣正心中學吳妙英老師 

臺灣的音樂節慶及觀光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陳奕僑老師 

尋找一首歌 高雄市立新莊高級中學陳盈如老師 

身體覺察與感受 台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范瀞文老師 

舞動校園流行樂 國立新化高級中學黃慧華老師 

「化幻為真」啞劇實作教學 台北市立萬芳高級中學蕭文文老師 

停、看、聽 台中市新民高級中學陳莎莉老師 

＂人形塑＂-肢體造型與空間的探索 台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劉純英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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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供優質的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 

一、規劃辦理課程綱要實施狀況之觀察研究計畫 

（一）參訪行程： 

1.南區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或負責人 
說明 

08：00∼09：45 前往國立新化高中 楊婷如老師 搭乘高鐵前往 

10：10∼11：00 教學觀摩 黃慧華老師 
國立新化高中藝術生活科

教師教學觀摩 

11：10∼12：00 教師座談會 

鄭忠煌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

交流 

12:00~13:00 午餐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由國立新化高中代訂便餐

13:00~14: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

參觀 

鄭忠煌校長 

卓俊辰校長 

黃慧華老師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

關資源 

14:30~16:50 參觀新化老街 楊婷如老師 

新化在日據時代又是新化

郡九街庄之郡治中心，因

此有了見證地方繁榮的標

誌──仿巴洛克式建築，

並形成相連的街面。 

17:15~17:30 前往高雄 搭乘高鐵 

18:00~19:00 飯店 check in、休息 西悠飯店 

九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四
︶ 

19:00~21:00 用餐 

楊婷如老師 
新台灣原味餐廳（騎飯店

單車前往） 

07：30∼08：30 早餐 楊婷如老師 飯店早餐 

08：30∼09：00 
前往高雄市立鼓山

高中 
楊婷如老師  

09：10∼10：00 教學觀摩 朱俊勳老師 
高雄市立鼓山高中藝術生

活科教師教學觀摩 

10：10∼11：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

參觀 

盧進生校長 

卓俊辰校長 

朱俊勳老師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

關資源 

11：10∼12：00 教師座談會 

盧進生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

交流 

12：00∼13：00 午餐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由高雄市立鼓山高中代訂

便餐 

十
月
一
日
︵
星
期
五
︶ 

13：00∼ 賦歸 楊婷如老師 搭乘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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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新化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新化高中教師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2：35~13：

05 

開場 1. 新化校史、在地介紹簡介 
2. 新化高中成員介紹 
3. 學科中心成員介紹。 

13：05~13：
35 

教師意見交

流 
1. 問與答 
Q：關於新化學生的來源不一定是新化人，學校周邊文化

古蹟名勝，如何介紹給通勤學生了解？ 
A：利用課堂機會介紹周遭，讓學生有興趣，有機會即會

自己去了解。一開始先從社會科目做鄉土定位課程，也

可以進一步舉行校外教學…等活動。加深學生對於校園

附近文化景點的認知。 
2.分享新化高中藝術生活科的實施現況：剛接觸藝術生

活，還不一定非常了解課程內容，教學時就帶著學生一

起認識。學校藝術生活課程是開在高三，學生比較成熟

穩定，也有美學的基礎，一些能力(例如資訊…等等)也更

加完備。在教學活動上也更容易完成。而課程上拋出一

個議題或概念，希望未來學生可以自我加深並回饋更

多。另外也藉著課程上的一些探索、希望可以提升學生

的口語表達能力。 
3.和其他高中學生互相拜訪，利用校外教學參觀老街之

外，也練習如何導覽自己學校和周邊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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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導學生培養自己的靈命，讓其學會思考如何安排自己

的時間，而不是照著別人的安排、接受別人的結論…也

要能 
夠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5.藝術生活加入學校本位課程，實施上也有城鄉上的差

異。雖然有規定 4 學分，但是在都市裡的學校裡可能搶

不到時間，會受到來自升學科目的時間壓力。 
6.學生的獨處、自省能力的培養，在深刻的思考後才能真

正知道自己需要什麼東西。如果老師拚命的教授知識而

沒有留時間給學生吸收，其實學生也無法真正學到知

識。如果有可以讓學生自我思考的課程，讓其能找到自

己的定位、讀書的興趣，其未來不只的在大學、研究所

甚至出了社會，會受用無窮。 
 

  

圖 10 鼓山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鼓山高中教師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3：00~13：

20 

教師意見交

流 

1. 鼓山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受到學校的支持，且課

程內容的考慮到學生的需求，以及學校的特色來設

計，並結合社區化或優質化的專案。雖然藝術方面的

學科在課程結束後才可能顯現出它的功能，但是未來

學生仍是需要這類相關知識來做為精神上的提升。 
2. 問與答 

Q：在教學分享時知道鼓山高中的國中部有一位表演

藝術 
   的專任老師，不知老師是否有任教高中課程？想

和老 
   師彼此激盪、分享經驗。又高中表演藝術有如何

呈現 
   展演的部分？ 
A：目前高中部的藝術生活課程沒表演藝術專業的老

師，但學校有表演藝術專科教室，可讓學生在裡面活

動、表演。 
3. 今天所呈現的教學經驗分享，是否可能推廣到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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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甚至是其他學校當作教材？若是可行，則可能會

有一點版權問題，特別是音樂的版權。如果可以在此

增加自我的原創性，作品的呈現會更完整。另外建

議，偶戲或劇本創作會有時下流行的元素，比較會引

起學生共鳴。但下一步怎麼走出地區性的文化，不只

有尋根，也希望讓其他地區，甚至是國際都可以接受

我們的概念，如何在文本、劇本上做一些修飾和轉

化，讓這些經驗變得更有影響力。 
4. 現在傳達藝術教育的核心理念、價值是教學上主要的

目標，如同學生作品中呈現的創意、或是藝術課程和

資訊課程整合再一起，如果學生可以從中自我提升、

自省和回饋等等，不只是時下流行的表面，也能啟發

學生做後設思考的能力培養。 
 

2.北區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或負責人 
說明 

08：00∼08：10
國立台灣師大附中

集合、出發 
卓俊辰校長 國立台灣師大附中 

08：10~09：00
前往台北市立中正

高中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09：10~10：00 教學觀摩 
劉純英老師 

范瀞文老師 

台北市立中正高中藝術生活

科教師教學觀摩 

10：10~11：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

參觀 

簡菲莉校長 

卓俊辰校長 

吳雅真組長 

范瀞文老師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關資

源 

11：10∼12：00 教師座談會 

簡菲莉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交

流 

12：00∼13：10 午餐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由台北市立中正高中代訂便

餐 

13：10∼14：00 前往國立板橋高中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14：10~15:00 教學觀摩 顏椀君老師 藝術生活科教師教學觀摩 

15:10~16: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

參觀 

張輝政校長 

卓俊辰校長 

顏椀君老師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關資

源 

16:10~17:00 教師座談會 

張輝政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交

流 

十
月
十
四
日
︵
星
期
四
︶ 

17:00~ 賦歸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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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正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中正高中綜合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1：
30~11：55 

介紹中正

高中藝術

生活實施

現況 
(范瀞文

老師) 

1. 普通班與藝能班教學的空間運用和活動(展演、比賽、社團成

發…) 
2. 中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特色。 
3. 藝術生活教學分享。 
4. 結語 

11：
55~12：40 

教師意見

交流 

1. 研發小組教師分享對中正高中教學觀摩、教學資源的印象。

2. 意見討論分享。 
Q1：中正高中對於建築內非教室或表演廳的空間(例如走廊、樓

梯…)的運用？ 
A1：校園內有回收場、架空層和佈告欄的壁面有學生彩繪作品，

樓梯則有掛學生作品。除此之外，特殊表演、展覽場所外面走廊

在宣傳時期也會有所佈置。 
Q2：普通班級的藝術生活課程是如何進行？ 
A2：表演藝術方面，課程有校外參訪、動態肢體活動或直接在

班上的靜態課程；應用音樂方面，音樂老師主要在音樂教室授

課。近期會增加數位鍵盤，讓學生使用電腦來處理音樂；視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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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美術班的特殊教室也會利用空堂提供給普通班學生使用。 
Q3：藝術生活跨科和其他科別整合，讓學生能利用一次機會或

作業，學到不同方面的知識和能力(例如：化學和視覺→沖洗自

己的攝影作品)。 
A3：老師們互相合作，打好關係，在整合這一方面會更好推動。

(例如：英文和表演→英文話劇) 
Q4：在表演藝術上，就不多的教學時數來說，要如何呈現展演

的部分？ 
A：展演就現有時數來說，可能無法有完整的成果，但可以用分

工合作組成小品的呈現，在班上自己發表。 
Q5：在表演藝術課程上，是否有運用到教室內樂器?又如何設計

課程? 
A5：普通班級的課程，會使用加強節奏的樂器，課堂上讓學生

分組來呈現。一邊觀看學生的活動一邊實驗如何利用節奏來引導

學生的肢體發展。 
Q6：中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實施對開，讓學生可以上到二組的

課程，在學期初是否有互相協調或整合，安排一個大支線的教學

目標? 
A6：老師們了解彼此教學的特色後，會自動互相協調彼此教學

特色，思考如何安排順序，銜接成為一條教學脈絡。(例如：先

教攝影，再教製片。) 
Q7：中正的舞蹈班未來升學、出路為何? 
A7：平均 80%為國內外的舞蹈科系，剩下為其他科系。 
Q8：現階段台灣舞蹈環境並不成熟，未來出路較窄，老師在教

學時是否會將社會因素考慮進去? 
A8：社會因素也會因著教學目標而加入教學的方式、策略…等。

教學中第一個目標比較現實，即是能升學；第二個目標希望學生

能成為舞蹈藝術家。這部份需要音樂美術舞蹈樣樣接觸，主要是

以老師身教為重點，而非知識傳授。 
3. 總結： 

 設備部分，現在主要是藝能班及提供普通班級使用，未來希

望也能普通班資源提供藝能班使用，達到資源共享。 
 未來 99 課綱在高三實施，藝術生活時數只剩下 2 小時，可

能和其他科目對開。 
 中正高中剛好有表演藝術、視覺和應用音樂三項專長，其他

學校資源可能只有兩項，不過藝術教學員是由各校依其師

資、設備和特色發展。 
 藝術教師的定位和自我實踐。藝術生活科的加入是為了增廣

普通班學生的見聞；藝術生活科老師也能影響其他老師，一

起整合成團隊參加各領域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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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板橋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板橋高中綜合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5：35~16：10 教師意見交流 1. 板橋高中運用科技結合藝術生活教學，實現「即時

點擊，即時資訊」改變以往教學空間的關係。未來

教學方式是否往這方面更進一步發展對藝術教育有

什麼影響，希望板橋高中未來能傳授這一方面的經

驗。 
2. 意見討論分享 
Q1：今天的教學是一整個學期的一個大主題發展其中

一部分，還是有不同若干的主題? 
A1：新班級課程設計主要分成四大主題。學期初的課

程是讓學生結合生涯規劃，設計交通標誌。接下來為了

配合學校推動「有品教育」，延續之前的設計課程，讓

學生創作有品潮 T。接下來還有「無品快閃」，最後總

結。所以這個單元是為了結合議題而特別在學期初先做

實驗而成的教學。 
Q2：目前數位白板等這些科技教具大都是運用在自然

科學…等等的教學上，而板橋高中的藝術生活課程也可

以運用此資源，是如何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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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一開始教室規劃主要希望學生能看清楚老師的實

驗操作、作畫步驟和增加師生間的互動，但是為了讓學

生有討論機會、或使用投票系統吸引學生注意力，可能

讓上課秩序變差，反而降低學習的效率。而藝術生活課

程主要希望學生討論多互動，秩序問題不是非常重要，

反而適合在這間教室裡上課。重要的是未來這些資源在

藝術生活課程的運用是可以更廣泛。 
Q3：有些學校因為這些科技系統在教學上較缺乏人

性，所以使用在補救教學上。因為第一次授課時，能和

學生互動以了解學生的吸收程度，若學生希望聽第二次

課程，就以課程內容為重點，互動可以減少甚至省略。

A3：補救教學主要是系統的錄影功能，而學校提供的

還有數位白板等等教具，這些可以讓藝術生活教學上有

更多的發揮的空間，而不只是錄影、補救教學。 
回應：這個教學空間的使用，一直在探索其可能性。這

個探索的過程，很符合「藝術」的本質。 
Q4：這個教室主要都是科技器具，感覺少了藝術氣氛。

那是否未來藝術教學的趨勢都是以電子檔案為主，而不

是真實畫在紙上的圖畫、印刷，那要怎麼做能讓這個空

間可有更有文化的氣息? 
A4：未來的面貌難以想樣，而且每個人都有自己主觀

的判斷和意見，對此大家應該抱以開放的態度。但是還

是有一些核心的問題，對於這樣的一個空間，它的表面

並不是藝術核心問題，而是它能啟發給學生有什麼知

識，而這些知識是什麼，才是主要的重點。 
Q5：電腦教室隔壁的空間主要用途? 
A5：原本預計是作為美術預留的機動空間，但是剛好

學校有經費，也沒有攝影相關的器具，所以就改成攝影

棚。 
Q6：這間電腦教室的管理和課程的安排是如何? 
A6：主要是設備組管理，而需要使用的老師上網登記，

每個老師在學期初的課程安排也會盡量錯開以輪流使

用此間教室。 
Q7：學校的藝術生活老師是三類都有嗎?其他特殊教室

(像是韻律教室、小舞台)的安排是平常上課就有使用嗎?
A7：美術老師兩位、一位藝術生活老師和一位代理一

位代課老師。教室的安排是動靜態穿插，所以平時也有

可能使用到特殊教室。 
16：10~ 散會 參觀教學資源(韻律教室、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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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區 

日

期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或負責人 
說明 

08：00∼09：30 前往國立竹南高中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10：10∼11：30 教學規劃分享 連森裕老師
國立竹南高中藝術生活科

教師教學觀摩 

11：30∼12：00 教師座談會 

黃國峰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

交流 

12:00~13:00 午餐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由國立竹南高中代訂便餐 

13:00~14: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參觀

黃國峰校長

卓俊辰校長

連森裕老師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關

資源 

14:30~16:00 參觀竹南鎮藝文景點 楊婷如老師 竹南高中藝廊 

16:00~17:30 前往台中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十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一
︶ 

17:30~ 飯店 check in 楊婷如老師  

07：30∼08：30 早餐 楊婷如老師 飯店早餐 

08：30∼09：00 前往國立台中文華高中 楊婷如老師  

09：10∼10：00 教學觀摩 

國立台中文華

高中藝術生活

教師 

國立台中文華高中藝術生

活科教師教學觀摩 

10：10∼11：00 藝術生活教學資源參觀
劉永順校長

卓俊辰校長

參觀教學環境、設備及相關

資源 

11：10∼12:00 教師座談會 

劉永順校長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與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師

交流 

12:00~13:00 午餐 
卓俊辰校長

楊婷如老師

由國立台中文華高中代訂

便餐 

13:00~15:00 參觀藝文景點 楊婷如老師 台中春安社區彩繪眷村 

十
月
十
九
日
︵
星
期
二
︶ 

15:00~ 賦歸 楊婷如老師 由學科中心租用交通車 

 

  
圖 13 竹南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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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高中綜合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2：00~12：45 藝術生活課程

實施現況      

1. 課程實施簡介：本校民國 90 年開始藝術生活課程，

最開始高一高二文組上音樂美術課，而高二理組上

藝術生活；直到 95 暫綱才讓高三課程加入藝術生

活。又由於師資影響，學校課程偏向環境藝術為主。

本校藝術生活的發展，不論校內校外，都有所成績

和收穫。 
2. 人員介紹 
3. 實施簡報： 

 本校開課緣由 
 竹南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簡介 
 95 課綱前，自編教材，包含舞蹈、音樂、樂器、

民謠、傳統戲曲介紹與欣賞、劇本寫作、廣播

劇和布偶劇的創作、太陽能汽車設計、手繪本

和再生紙製作。 
 桃花泣血記：台灣第一首流行音樂 
 手繪本 
 太陽能車 

 95 暫綱：以環境藝術為主 
 教學例子分享： 
甲、 燈籠設計 
乙、 校園規劃 
丙、 社區地圖 
丁、 鳳凰來儀 
戊、 公共藝術 
己、 古蹟實察 

12：45~ 散會 教學資源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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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文華高中參訪活動照片 

 

文華高中綜合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 流程 內容 

12：30~12：55 學校簡介 1. 文華高中人員介紹 
2. 校務簡報 

(1)教育理念：全人教育 
   (2)辦學願景：三品教育、國際觀 
   (3)校務報告 

12：55~13：30 教師意見交流 1. 參訪老師人員介紹 
2. 意見討論 
Q1：音樂老師的海報是如何取得? 
A1：在跟書商接洽時即可詢問取得。 
Q2：藝術生活的課程中，創作作品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那還是會鼓勵學生去享受這個過程。所以藝術課程可以

讓高中枯燥的生活有適當的調劑，這一方面希望未來可

以和文華高中的老師們交流一下。 
A2：目前國內的教育環境影響，許多家長對於學校所

教授的課程，如果不是將來考大學的內容，都覺得不是

很必要。而藝術生活課程對學生在生活陶冶上有很大的

幫助，學校的教育不只重視學業成就，孩子的教育應是

生活週遭的種種才是核心。所以很贊同老師的說法，認

為藝術生活調劑高中生活。一些經驗的分享，希望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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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老師一起討論。 
Q3：在舞蹈相關的表演藝術課程，要怎麼讓沒有基礎，

沒有學舞經驗，只有上過國中表演藝術的學生，帶領他

們入門?以及教材如何運用? 
A3：因為包含表演藝術的教科書目前還沒有通過審

議，所以大部分老師在教學上當是自編教材，而這其中

又以延伸國中課程為主。另外舞蹈班的師資也會支援普

通班的表演藝術課程。 
3. 分享： 
(1)綜合活動可和應用音樂合作來呈現表演，像是畢業典

禮…等等。學校許多活動都和影音結合，將來若是活動

的影音呈現也讓學生來主導，就不會有搭配上不協調的

問題。 
(2)教學觀摩看到老師的課程時間掌握非常準確，因為一

般課程實施不一定能準確的安排時間。 
(3) 有老師提議到讓綜合活動和藝術生活兩個學科中心

一起合作，或是表演藝術和舞蹈班的一些交流，或是課

程的分享，希望會後也可以進一步的討論。 
4.觀賞學生錄製英文影片。 

13：30~ 散會  
 

二、研擬學科教學評量命題實務及試題分析與應用並協助推廣：聘請教學評量之專

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協助指導研發小組發展藝術生活實作評量，共計發展 9

份評量方法，詳細內容請見研發教材表。 

三、研擬推廣專科教室之運用：藉由參訪活動蒐集專科教室建置經驗，透過電子報及

網頁進行分享，提供行政人員及教師規劃參考，共計蒐集國立新化高級中學、高

雄市立鼓山高級中學、台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國立板橋高級中學、國立竹南高

級中學及國立台中文華高級中學 6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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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討與建議 

壹、工作檢討 

表 12 工作任務檢討表 

項目 工作內容 完成度 工作檢討 

優點： 

1. 已建置視覺應用藝術、音樂應用藝

術及表演藝術 3 組教學資源研發工

作小組。 

2. 本年度每位研發小組教師各研發 1

份教材，共計研發 9 份。 

3. 每組均定期召開會議討論研發進

度，本年度共召開 25 次會議。 

4. 除研發教材及開會之外，亦不定期

舉辦專業發展活動，由研發小組教

師建議參觀地點。 

5. 於 99 年 11 月 16 日、23 日及 30 日

進行研發教材發表，共計 241 人全

程參與研習。 

一
、
研
發
及
蒐
整
學
科
教
學
資
源 

（一）建置教學資源研發

工作小組，進行各

科教材與教學資源

研發，並做為各分

區及縣市辦理資源

推廣之師資。 

100％ 

改善點： 

1. 教材之研發應有具體而有意義之共

同目標，以免流於零碎之教案撰寫。

2. 可增加研發小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及與其他組別之交流合作機會，以

增益教材之研發與整合各組教材。

3. 教材研發工作相當辛勞，研發小組

教師易感疲乏，且研發教材之使用

率亦未有回饋，應再設想其工作任

務之調整及各分區教師之回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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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將研發教材放置於學科中心網站教

學資料庫，並於網站及電子報提供

各類科教學資源，供教師參考。 

2. 辦理典範教學示例融入重大議題教

學資源徵選，共錄取三份教學資

源，並將其放置於學科中心網站教

學資料庫供教師參考。 

（二）蒐集國內外教學資

源並徵選「典範教

學示例」與各重大

議題之教學資源並

協助推廣。 

100％ 

改善點：本年度教學資源徵選參賽件數

稀少，應思考修正比賽辦法，以鼓勵更

多教師分享其教學資源。 

優點： 

1. 將研發教材放置於學科中心網站教

學資料庫，並於網站及電子報提供

各類科教學資源，供教師參考。 

2. 各組固定每月召開一次研發會議，

互相檢視每位教師之教材，進行交

流討論。 

3. 共聘請 12 位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

員，定期召開諮詢會議，指導研發

小組研發教材。 

4. 辦理研發教材發表研習，提供研發

小組與參與研習之教師之間的交流

機會。 

（三）提供教材與教學資

源作為各分區及縣

市辦理增能進修之

教材，並建置於教

學資源網站及進行

研發資源之後設檢

核機制。 

100％ 

改善點：除研發小組教師互相檢視、諮

詢委員審查及參與研習教師之建議外，

應再思考更多後設檢核機制，以增進教

材與教學資源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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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網站討論平台，

蒐集教師對課程綱

要、配套措施與教科

用書之相關意見。 

100％ 

優點： 

1. 於學科中心網站建置課務發展工

作圈之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實施意

見論壇連結，提供教師意見交流管

道。 

2. 平時多有教師透過來電及來信反

映相關意見，則於每月填報工作檢

核表時代為傳達。 

3. 於社群網站 Facebook 建置粉絲專

頁，增加與教師互動之機會。 

優點： 

1. 配合教育部及課務發展工作圈之

指示，不定期於學科中心網站及電

子報公告相關政令宣導訊息。 

2. 固定於每月月底發送電子報，本年

度共發送 12 次。 

3. 訂閱者收信時即可直接閱覽電子

報重要內容，增加閱讀之便利性；

改善電子報之版面設計，使其兼具

美觀與內涵。 

（二）課程之宣導與推

廣，定期發送電子

報給全國教師及相

關單位。 

100％ 

改善點：電子報發送對象為自行訂閱

者，可主動增加相關類科教師及單位，

以增進課程宣導與推廣之功效。 

二
、
充
實
及
活
化
學
科
中
心
網
站
平
台
服
務
功
能 

（三）彙整提供相關機關

教師進修研習資

訊。 

100％ 
優點：不定期於學科中心網站及電子報

提供相關機關教師進修研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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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本年度規劃三場教師研習，分北、

中、南三區辦理，進行研發教材發表與

教學經驗分享。 （一）協助規劃各分區及

縣市教師增能進修

之課程。 

100％ 改善點：教師研習公文需透過中教司及

各轄屬機關轉文，易延遲學校收到公文

之時程，盼 100 年度直接由中教司轉發

至各校，能增加公文發送之效率。 

優點： 

1. 於 99 年 3 月 1 日至 5 日完成本年度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共召集 25 位種

子教師進行培訓，北、中、南、東

四區之教師均有。 

2. 除培訓課程外，並規劃與研發小組

共同參與之專業成長活動及交流會

議，以延續培訓課程之功效。 

3. 本年度種子教師共研發 16 份教材。

三
、
協
助
各
分
區
及
縣
市
推
動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研
習 

（二）建置種子教師區域

聯繫網絡及工作項

目。 

100％ 

改善點：藝術生活學科為新課程，種子

教師之培訓須長期規劃，以增強其推廣

課程之自信心，並應思考與研發小組之

合作與分工方式，以收推動教師專業成

長之效，並為建置學科輔導團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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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規劃並辦理北、中、南三區共 6 校

之參訪。 

2. 參訪內容包含教學觀摩、教學環境

及教師座談，收集教學檔案與專科

教室建置方式。 

3. 由學科中心成員及研發小組與受訪

學校行政人員及教師交流，雙方皆

有收穫。 

（一）規劃辦理課程綱要

實施狀況之觀察研

究計畫。 

100％ 

改善點：受訪學校教師對教學觀摩易感

壓力，可改為教學規劃及成果分享，並

思考減輕受訪學校準備工作之方案。 

優點： 

1. 本年度研發小組之教材研發加入教

學評量之內容，延請 4 位諮詢委員

指導研發，共完成 9 份教學評量。

2. 於研發教材發表教師研習分享教學

評量研發成果，進行藝術領域教學

評量推廣。 

3. 教學評量研發成果將上傳至學科中

心網站教學資料庫，提供教師下載

及瀏覽參考。 

四
、
提
供
優
質
的
教
學
專
業
發
展
與
支
援
機
制 （二）研擬學科教學評量

命題實務及試題分

析與應用並協助推

廣。 

100％ 

改善點：藝術領域教學評量尚處於萌芽

期，若需巨細靡遺作形成性評量將增加

教師負擔，應與諮詢委員進一步研究，

發展出適用於藝術教師之客觀評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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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已於本校建置 3 間專科教室，皆提

供藝術生活教師上課使用，並作為

學科中心各項活動之場地，亦隨時

支援本校活動。 

2. 本校新建大樓亦設置一間藝術生活

專科教室，目前正在規劃中，將陸

續購置相關設備，並將進一步規劃

新教室之使用及推廣計畫。 

3. 於參訪時收集受訪學校之專科教室

建置方式，放置於電子報及網頁上

供全國各校參考。 

（三）研擬推廣專科教室

之運用。 
100％ 

改善點：可規劃對外宣導活動，以學科

中心之立場向其他學校推廣藝術生活專

科教室之必要性及建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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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議 

一、應加強課程綱要宣導：九五暫綱已實施二年半，九十九學年度亦已實施新課綱，

但仍有許多學校行政人員不清楚課綱內涵，或並未落實總綱課程安排，導致許多

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嚴重損害藝術生活教師的授課權與學生的受教權，建議 

鈞部應更加強課程綱要宣導工作，並嚴加督導課綱的落實，以不違背課程改革的

精神。 

二、釐清教師認證之效用：各校於辦理藝術生活教師甄選時，多有應考資格認定之疑

慮，請 鈞部確實規範藝術生活教師資格，是否僅持九五暫綱基礎課程教師證者

亦能應試及任教？是否須持有基礎課程加至少另一類科教師證者方得應試與任

教？亦或持有基礎課程外之任何一類科教師證者即可應試與任教？ 

三、盡速開設增能學分班：新課程綱要實施在即，藝術生活教師認證亦須轉換，因新

課綱與暫綱之內涵差異極大，需補修之學分勢必為數不少，因教師平日需備課，

無法於短期內將學分補齊，為因應新課綱的實施，請 鈞部督導師資培育大學盡

速開設增能學分班，並顧及中部及東部教師的權益，於此二地區亦應開設學分

班，以免去教師舟車勞頓之苦。 

四、輔助改善教學之設備：藝術生活學科為新課程，其內涵結合生活中的藝術與最新

的媒材，許多教材需要較先進的設備方得以順利教學，但礙於各校經費不足，許

多教師於教學時遭遇設備與場地不敷使用的情況，建議 鈞部輔助各校購置必須

之教學器材，並規劃可行之設備標準與購置方案，以使藝術生活教學更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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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請先填列表首有關本機關 98 年度「臨時人員酬金科目預算」實際進用之總人數及實支總數額俾便查核。

2.「進用單位」欄：請填寫進用臨時人員之單位。 

3.「計畫或法令依據」欄：請詳細填列機關進用臨時人員所依據之計畫或法令，如所依據包括計畫及法令

2 項，則均請填列。 

4.「業務或計畫起訖時間」欄：請詳細填列進用臨時人員之業務或計畫之起訖日期。 

5.「人數」欄：請填寫機關進用臨時人員之人數。 

6.「工作內容」欄：請詳細填列臨時人員從事之工作職掌。 

7.「進用臨時人員所需經費」欄：請分別填列進用當年度及其前一年度機關進用臨時人員所需負擔之年度

經費，經費內容包括薪資、勞健保、勞退等。又「差額」欄部分，請填列「進用年度」減去「前一年度」

經費之差額數。即【(C)=(B)-(A)】 

 

二、臨時人員運用成效檢討分析 

（一）業務面： 

1. 文書資料處理：公文處理、網站資料更新、編輯與發行電子報等事項皆能妥善處

理。 

2. 協調與聯繫相關事宜：行政聯繫、會議通知及校內各事項之協調均能合宜處置。 

3. 協辦各項研習活動：講師聯絡、課程安排協調、研習手冊編排、研習海報、指標

及名牌等設計、網路訊息公告、場地佈置、辦理活動各項事務、研習時數核發及

經費請購核銷等皆能獨立作業或協助處理。 

4. 協助整理及開發教材資源：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會議安排及資料整理井井有條。 

5. 相關資訊出版：每月電子報之內容編輯均豐富而符合教師需求。 

6. 其他交辦事項：能夠全力配合所有交辦事項。 

（二）員額面：目前本學科中心有專任助理兩名（另一名為校內教師），但由於業務

量龐大而繁雜，常有負荷過重之感，雖盡力完成所有事項，仍期望能增加員額

配置，以增進行政處理效能。 

（三）經費面：專任助理（臨時人員）費用佔人事費約 50％，包含薪資、勞健保、退

休金、年終獎金及加班費，所有經費均能充分運用。 

（四）管理面：依據僱用契約書，專任助理平日上班時間比照校內行政人員（上午八

時至下午五時），受僱期間不得在外兼課或兼職，須接受工作上之指派調遣，

並遵守一切規定，如因工作不力或違背有關規定，得隨時解雇，如因特別事故

須於僱用期滿前離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同意後使得離職；專任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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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遵守以上之規定。 

（五）人力替代措施之可行性及成本效益分析： 

1. 專科教師擔任專任助理：優點為熟悉校內行政環境，處理業務較易，且較了解一

般教師之想法與需求，規劃相關事務時對教師能有更大的幫助。缺點為學科中心

業務繁重，若還需授課將更加重其負擔，教師無法盡心盡力教導，亦是學生的損

失。 

2. 外聘人員擔任專任助理：優點為無其他外務之干擾，能將全部心力放在學科中心

業務上，並能跳脫教師的框架，激盪出更多不同的想法。缺點為較不了解一般教

師的想法，於事務規劃與處理上較易忽略教師的需求；另臨時人員流動率較高，

於業務交接上亦造成學科中心的困擾。 

三、發現與建議：學科中心業務量實極為龐雜，常感到員額編制之不足，盼能增加專任助

理或兼任助理之人數，以增進業務處理之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