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八 年級表演藝術科 
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 蔡明瑾      教材來源：  翰林或自編               班級：   801~808                  

 

學習

目標 

1.引導學生主動接近藝術體驗藝術的豐富性. 

2.從合作創作中學習尊重多元的想法 

3.熟悉各種創作媒材和表現技法拓展美感經驗 

節數 1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

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作業/評量方式 備註 

一 8/31-9/6 開學準備週 1-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口頭回答  

二 9/7-9/13 儀式與力量 
1-4-2 

   2-4-6 

生命教育    環境教育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分組討論 

8/31開學 

三 9/14-9/20 神話的力量 
1-4-2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資料蒐集 

9年級複習考 

四 9/21-9/27 玩! 就是玩! 
1-4-1 

3-4-10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分組討論 

 

五 9/28-10/4 主角與觀眾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9/27中秋節 

六 10/5-10/11 與陰影共舞 
   1-4-1 

1-4-2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七 10/12-10/18 今天想帶哪個面具？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討論 

10/10國慶日 

八 10/19-10/25 臉部面具與肢體樣貌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第1次定期評量 

九 10/26-11/1 靈光乍現的創意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 11/2-11/8 自我形象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一 11/9-11/15 流動塑像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二 11/16-11/22 知覺面面觀 
   1-4-1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三 11/23-11/29 一頁頁的故事 
   1-4-3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資料蒐集 

 

十四 11/30-12/6 場景故事 
   1-4-3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討論 

 

十五 12/7-12/13 認識廣告 
2-4-6 

3-4-9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鑑賞 

第2次定期評量 

十六 12/14-12/20 聲音表情 
1-4-3 

1-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七 12/21-12/27 劇本創作 
1-4-4 

2-4-5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討論 

 

十八 12/28-1/3 即興表演 
1-4-4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十九 1/4-1/10 廣告開麥拉 
1-4-4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課堂呈現 

1/1元旦 

二十 1/11-1/17 廣告開麥拉 
1-4-4 

2-4-6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課堂呈現 
 

二十一 1/18-1/24 
成績計算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一、 給分依據 

 日常評量：40%    含學習態度.作業繳交.課堂參與 

 

 定期評量：60%    含個人呈現 分組呈現  
 

二、 家長注意事項 

1.鼓勵孩子勇於表達自己  

2.多欣賞各類藝文演出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八年級與藝文領域表演藝術科課程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蔡明瑾               教材來源：翰林         任教班級：801~808 

學習

目標 

1.了解舞臺設計的重要。 

2.從劇場的演變中認識不同的舞臺風格。 

3.認識傳統戲曲的表現特徵並懂得欣賞它。 

4.認識傳統戲曲「四功」的表現及代表劇目。 

5.認識京劇的角色行當及其特質與專長。 

6.認識京劇臉譜的象徵意義。 

7.透過即興劇場與舞蹈即興的課程，培養學生肢體展現與表達能力。 

節數 每週 1節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作業/評量

方式 
備註 

一 2/15-2/21 無中生有的趣味舞臺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

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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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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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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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二 2/22-2/28 無中生有的趣味舞臺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

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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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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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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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2/18~2/19九年級
第一次複習考 

三 2/29-3/6 無中生有的趣味舞臺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

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培養良好

的人際互動能力。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2/28 和平紀
念日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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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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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3/7-3/13 無中生有的趣味舞臺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

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

作品。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

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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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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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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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五 3/14-3/20 粉墨登場看戲趣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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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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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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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六 3/21-3/27 粉墨登場看戲趣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1-4-6探求不同

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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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3/28-4/3 粉墨登場看戲趣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1-4-6探求不同

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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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3/25-3/26 第
一次定評 

八 4/4-4/10 粉墨登場看戲趣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 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1-4-6探求不同

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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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4/4 兒童節放
假 

九 4/11-4/17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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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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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運用各種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2-4-5 欣賞服飾之美。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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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十 4/18-4/24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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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十一 4/25-5/1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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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十二 5/2-5/8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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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5/1-5/2 九年
級第二次複習
考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十三 5/9-5/15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

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

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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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5/7-5/8 
第二次定評 

十四 5/16-5/22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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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5/17-5/18 國
中會考 

十五 5/23-5/29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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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培養正確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5去除性別

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

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7探究多元

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生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十六 5/30-6/5 
表演藝術中的即興魔

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

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

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

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

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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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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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5/27-5/28
作業抽查 

十七 6/6-6/12 名畫動起來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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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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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6/2 端午節放
假 

十八 6/13-6/19 名畫動起來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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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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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十九 6/20-6/26 名畫動起來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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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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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二十 6/27-7/3 

 

名畫動起來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

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

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

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

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

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

的作品。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

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藝術生

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

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

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

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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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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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6/26~6/27 

78 年級第三次定

期評量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平時成績 40%：課堂表現 10%+平時作業 30% 

定評成績 60%：課堂呈現 30%+筆試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