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壹壹壹、、、、    方案名稱方案名稱方案名稱方案名稱：：：：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
                                                                                

一一一一、、、、創創創創新新新新教學背景教學背景教學背景教學背景 

去年大忠國小為了配合國家美感教育之政策

教案。經過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我們希望能針對單一美感形式做出深入的課程

次我們選擇「漸層」的美感形式做為主軸

中「未來主義」與其後的「波麗露舞曲

兼具創意的簡短音樂劇。杜象的〈

畫的認識，開始一系列的創作。為了呼應

列印課程，期待讓學生所學的課程更有

二二二二、、、、教學目的教學目的教學目的教學目的及及及及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 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

 

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    
                                                                                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

去年大忠國小為了配合國家美感教育之政策，研發了「美感律動，舞力全開

我們希望能針對單一美感形式做出深入的課程

的美感形式做為主軸，用漸層的概念結合二十世紀初的視覺藝術

波麗露舞曲」，最後以表演藝術統合，成為一齣載歌載舞又

〈下樓梯的女人〉是整個教學的核心，學生將由這幅

為了呼應「未來主義」的精神，本次計畫更加入了

期待讓學生所學的課程更有「未來性」。 

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美的十大原則之「「「「漸層漸層漸層漸層」」」」 

 

 

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大忠未來派音樂劇計畫    

舞力全開」的

我們希望能針對單一美感形式做出深入的課程。故此

用漸層的概念結合二十世紀初的視覺藝術

成為一齣載歌載舞又

學生將由這幅

本次計畫更加入了 3D

杜象〈下樓梯的女人〉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

三三三三、、、、創創創創新新新新教學教學教學教學之理念與作法之理念與作法之理念與作法之理念與作法 

(一) 創新策略與實施方式                  

四四四四、、、、    創新教學成效評估創新教學成效評估創新教學成效評估創新教學成效評估 

創意類型創意類型創意類型創意類型 執行活動執行活動執行活動執行活動 

大膽重疊大膽重疊大膽重疊大膽重疊

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 

1.名畫賞析:未來派-杜象

      〈下樓梯的女人

2.動態速寫創作:(1)三年級

健康操的連續動作速寫

四年級-人形實體連續動作

描繪。 

想像成真想像成真想像成真想像成真 

3D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1.視覺藝術-立體(明暗

練。 

2.3D 世界創作初體驗，

何漸變構成創作。 

3.3D 列印成品創作與發想延伸

搖擺肢體搖擺肢體搖擺肢體搖擺肢體 

戲劇舞蹈戲劇舞蹈戲劇舞蹈戲劇舞蹈 

   

1.探索空間-高中低水平位置遊

戲。 

2.連續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3.小組創作漸層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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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

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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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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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

                  (二)實施方式 

 成效與成果成效與成果成效與成果成效與成果 

杜象 

下樓梯的女人〉。 

三年級-新式

速寫。(2)

人形實體連續動作  

明暗)著色訓

，立體幾

 

與發想延伸。

高中低水平位置遊 

連續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舞蹈隊形。 

 

，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力。 

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一 、增進知識運用

能 力 ， 如 記

憶、理解、活

用、辨證知識

的能力。 

二、培養欣賞、表

現、審美及創作

能力，且創作新

穎細緻，技能正

確熟練。 

三、培養表達、溝通

和分享的知能。

四、能夠接受他人意

見及發表自己意

見，增進團隊合

作能力。 



重複漸層重複漸層重複漸層重複漸層 

波麗露波麗露波麗露波麗露 

舞曲舞曲舞曲舞曲 

1.波麗露舞曲賞析。 

2.樂曲教學-頑固伴奏與力度漸

層(以音磚、口風琴合奏

3.創意填詞-歌曲吟唱。

下樓梯的下樓梯的下樓梯的下樓梯的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 

1.視覺: (1)三年級-四格

人為何要下樓梯? (2)

人形動態速寫布景。

2.表演藝術:創造性漸層舞蹈

3.音樂-波麗露舞曲合唱

4.展現:音樂劇。    

關鍵詞：未來主義、下樓梯的女人

貳貳貳貳、、、、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一一一一、、、、序幕序幕序幕序幕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育部自 103 年起推動「美感教育

願景。「美感」是需要透過美感經驗來感知與獲得

樂、表演的創造性課性，讓孩子認識漸層美感

知、發揮美感創意、獲得美感經驗

三三三三、、、、相關連結相關連結相關連結相關連結    

(一) 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透過電腦

(二)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運用視覺、

美化學習環境

(三) 綜合領域綜合領域綜合領域綜合領域:在課程中，運用學習共同體概念

(四) 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欣賞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參參參參、、、、創意教學創新策略實施創意教學創新策略實施創意教學創新策略實施創意教學創新策略實施 

一一一一、、、、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學習群 人數 

三年級小孩 30 

四年級小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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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固伴奏與力度漸

口風琴合奏)。 

。 

 

四格漫畫-女

(2)四年級-

。 

創造性漸層舞蹈。 

合唱、合奏。
 

下樓梯的女人、創造性舞蹈、波麗露舞曲音樂劇、3D 列印

美感教育」，期待成就「美感內涵的公民」，以打造

是需要透過美感經驗來感知與獲得的，本方案即希望透過名畫賞析的引導

讓孩子認識漸層美感，探索藝術與科技，並激發合作與創意

獲得美感經驗，落實美感教育。 

電腦資訊軟體的學習與實作，來擴大孩子們

、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透過創作作品及活動

環境。 

運用學習共同體概念，引導學生合作學習。

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能進行美感的欣賞

先備基礎 

1.能以色筆進行作品的臨摹。 

2.能視譜並演唱 C大調-Do 至高音 Re。 

3.能以肢體感受空間的高中低變化。 

1.能以蠟筆、水彩技法，進行小組共同創作

2.能視譜並演唱 C大調-Do 至高音 Re。 

3.能以肢體探索空間，展現身體律動之美

五、培養獨立思考與

創造性思考的能

力，結合邏輯分

析 與 聯 想 性 思

維。 

六、培養解決問題的

能力，能夠發現

問 題 、 找 出 關

鍵、建立假設、

評估與驗證。 

列印。 

以打造「美善共享的社會」的

希望透過名畫賞析的引導，結合視覺、音

並激發合作與創意，進而學習美感認

們創造和想像的空間。 

作品及活動從事展演活動、    

。 

並能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進行小組共同創作。 

 

之美。 



 

 

 

 

 

 

 

 

 

 

 

二二二二、、、、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時間 4 節課，共 16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認識並欣賞名畫

2.能實際創作動態速寫作品

活動對應

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2-1 

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1-2-5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1-2-2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4-2-1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序起序起序起序起】】】】名畫賞析名畫賞析名畫賞析名畫賞析    

�杜象〈下樓梯的女人〉 

這幅作品裡，描寫時間的行進

體向外做連續性的伸展，把時間與空間的動態感

都表現在一張畫面上，是「

品。教學時教師引導學生突破以往美的感覺

藝術的多元化。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創作創作創作創作    

�三年級-新式健康操的連續動作速寫

1.以三年級孩子熟悉的新式健康操動作來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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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重疊動態速寫大膽重疊動態速寫大膽重疊動態速寫大膽重疊動態速寫    

分鐘 

認識並欣賞名畫-杜象〈下樓梯的女人〉 

創作動態速寫作品 

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

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

力。 

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描寫時間的行進，下樓梯的女人其形

把時間與空間的動態感，

「未來派」的重要代表作

引導學生突破以往美的感覺，欣賞

新式健康操的連續動作速寫 

以三年級孩子熟悉的新式健康操動作來描繪。 

 

 運用色筆大膽重疊

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

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教學照片 

   
運用色筆大膽重疊  感受色彩漸層變化 



 

2.簡單描繪人物造形,重點為肢體的連續動作

3.畫面以重覆性，呈現出富於節奏性與運動感之美

4.教導色彩的漸層變化，引導孩子感受色彩漸層所

呈現動態的美感。 

�四年級-人形實體連續動作描繪

    1.將全班分成五組，各組討論一連續動作的分解

設計四個靜止的連續動作圖像

擔任人形模特兒，將靜止動作呈現

 2.各組進行人形實體連續動作描繪時

連續呈現出四個靜止動作

人形輪廓描繪。 

 3.以粉蠟筆就人形描繪圖中

行創作。 

4.請小朋友分別以畫筆揮灑不同的壓克力顏料在人

形描繪圖上，合作參與創作出能表現

的抽象畫。 

【【【【呈呈呈呈現現現現】】】】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動態速寫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動態速寫創作的作品，為音樂劇中的舞台佈景

           音樂劇中的舞台佈景

評量方式 實作作品、學習單 

評量規準 1.是否能辯析畫作中所表現出漸層及速度的美感元素

教學時間 4 節課，共 16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操作 3D列印資訊軟體進行創作

2.成功列印出自己的立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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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為肢體的連續動作。 

呈現出富於節奏性與運動感之美。 

引導孩子感受色彩漸層所

人形實體連續動作描繪 

各組討論一連續動作的分解，

設計四個靜止的連續動作圖像，並實際以由一人

靜止動作呈現。 

各組進行人形實體連續動作描繪時，人形模特兒

連續呈現出四個靜止動作，組員協助以蠟筆進行

以粉蠟筆就人形描繪圖中，做部份區塊著色，進

請小朋友分別以畫筆揮灑不同的壓克力顏料在人

合作參與創作出能表現力量與速度

為音樂劇中的舞台佈景。 

 

音樂劇中的舞台佈景 

   作品呈現時間

人形連續動作

    人形連續動作

揮灑顏料

 

是否能辯析畫作中所表現出漸層及速度的美感元素?   2.能否完成動態速寫創作

想像成真想像成真想像成真想像成真 3D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分鐘 

列印資訊軟體進行創作 

成功列印出自己的立體作品 

   
作品呈現時間、空間、色彩的動態 

   
人形連續動作速寫-輪廓描繪 

  
形連續動作速寫-區塊著色 

  
揮灑顏料-表現力量與速度 

能否完成動態速寫創作? 



活動對應

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    5-2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2

2-2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1-2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序起序起序起序起】】】】立體立體立體立體((((明暗明暗明暗明暗))))著色訓練著色訓練著色訓練著色訓練----

�「漸層」是指將構成元素的形狀或色彩做次第改變

的層層變化。在這些漸增或漸減的層次變化中

能具現出漸層的美感。教師引導孩子們運用漸層色

彩及明暗的概念，畫出立體圖形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3D3D3D3D 世界創作初體驗世界創作初體驗世界創作初體驗世界創作初體驗 

�立體幾何漸變構成創作 

1.考慮中年級的立體與透視能力

  軟體服務簡化，簡化為選擇需要重複的基本造型

  與各種調整造型的設定參數

  設定值會構成不同的結果呈現於畫面上

  2. 選擇不同造型可形成重複的立體造型

    
(下方為選擇造型，上為呈現造型

3.透過不同的參數設定(

非數值)，如扭轉、變形

生實驗不同組合所產生的結果

中所產生的造型之感受是否符合美感

    
     3D 列印立體成像       

� 3D 列印成品創作與發想延伸

1.輸出學生作品並讓學生觀察

情形。 

  2.目前普及且平價的機器為

5 

 

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

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色彩漸層色彩漸層色彩漸層色彩漸層    
是指將構成元素的形狀或色彩做次第改變

在這些漸增或漸減的層次變化中，即

教師引導孩子們運用漸層色

畫出立體圖形。 

考慮中年級的立體與透視能力，將課程活動透過 

簡化為選擇需要重複的基本造型， 

與各種調整造型的設定參數，不同的造型選擇與 

設定值會構成不同的結果呈現於畫面上。 

選擇不同造型可形成重複的立體造型 

 
上為呈現造型) 

(用較為直覺地拉桿式而

變形、放大、縮小等，讓學

生實驗不同組合所產生的結果，並追求不同組合

中所產生的造型之感受是否符合美感。 

  
       3D 列印創作作品 

列印成品創作與發想延伸 

輸出學生作品並讓學生觀察 3D 列印機的工作

目前普及且平價的機器為FDM（熔融沉積成型），     

運用明暗技巧

       立體(明暗

         資訊軟體

，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 

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教學照片 

  
運用明暗技巧，訓練立體概念 

 

 
明暗)著色作品 

  
資訊軟體 3D成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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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就是透過 G-CODE 控制電腦移動成型噴頭 

    ，列印出一層一層的平面，每一層高度約 0.1~ 

    0.2mm，透過每一層緩慢的漸變、堆疊出作品，

彷彿魔法般的列印出學生們的作品。   

【【【【呈呈呈呈現現現現】】】】3D3D3D3D 列印創作作品列印創作作品列印創作作品列印創作作品    
� 3D 列印創作的作品，為為音樂劇中戲劇演出的道具。    

 
     孩子們與 3D列印作品開心合影 

  
   3D 列印創作作品為戲劇演出的道具 

評量方式 實際操作、學習單 

評量規準 1.能否做出可列印出的立體物件?  2.創作出的立體作品是否有重複以外的漸層美感? 

搖擺肢體戲劇舞蹈搖擺肢體戲劇舞蹈搖擺肢體戲劇舞蹈搖擺肢體戲劇舞蹈 

活動時間 4 節課，共 16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以身體姿態加上空間位置變化呈現漸層動作 

2.能與同學合作創作漸層舞蹈 

活動對應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

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3-2-2 參加團體活動，了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表達自我 

以及與人溝通。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教學照片 



 

【【【【序起序起序起序起】】】】創造性舞蹈教學創造性舞蹈教學創造性舞蹈教學創造性舞蹈教學    
�在創造性舞蹈教學中，創意

相扣。老師巧妙的運用各種律動遊

間兼顧知識傳遞、技巧磨練

激發。學童在玩遊戲時可以自然而然得學會關於現

代舞的概念，而最後他們會發現它們所有玩的遊

戲，甚至包含暖身都可以精鍊組合成一支舞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創作漸層舞蹈創作漸層舞蹈創作漸層舞蹈創作漸層舞蹈    
�探索空間-高中低水平位置遊

  請孩子們依老師的鈴鼓節奏聲自在的探索空間

聲快則動作快，鼓聲慢則動作慢

作皆停。但須觀察其他學員的動作

的高中低水平的位置。 

   �小組創作漸層的舞蹈隊形 

      1.單一動作的漸層表現 

        讓孩子們排成一橫排，由老師指示第一個動作

大小與高低位置(例如:

動作接續增強、改變高度

      2.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將孩子們以 5~6 人進行分組

一個主題動作，例如:喝水

作分解成 5~6 個步驟，由小組成員

動作的分解靜止畫面。

      3.小組創作漸層舞蹈隊型

【【【【呈呈呈呈現現現現】】】】戲劇漸層舞蹈戲劇漸層舞蹈戲劇漸層舞蹈戲劇漸層舞蹈    

�在音樂劇中，展現漸層創作舞蹈

 

 

 

    

評量方式 舞蹈表演、學習單 

評量規準 1.能否以身體姿態呈現動作的分解與漸層

教學時間 4 節課，共 1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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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技術、審美三者環環

巧妙的運用各種律動遊戲，並在同一時

技巧磨練、團體合作與想像力的

學童在玩遊戲時可以自然而然得學會關於現

而最後他們會發現它們所有玩的遊

甚至包含暖身都可以精鍊組合成一支舞。 

高中低水平位置遊戲 

依老師的鈴鼓節奏聲自在的探索空間。鼓

鼓聲慢則動作慢。在鼓聲停時則動

但須觀察其他學員的動作，進而擺出不同

 

由老師指示第一個動作的

:舉手)，請孩子們依序把

改變高度、加上不同的動作。 

人進行分組，請各組孩子們討論

喝水、穿鞋子，並將此動

由小組成員接續表現出此

。 

小組創作漸層舞蹈隊型。 

展現漸層創作舞蹈。 

以肢體感受空間高中低變化

       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小組創作漸層

 

 

 

 

 

 

 

 

 

戲劇

 

能否以身體姿態呈現動作的分解與漸層? 2.小組是否能夠合作

重複漸層波麗露舞曲重複漸層波麗露舞曲重複漸層波麗露舞曲重複漸層波麗露舞曲 

 

  
以肢體感受空間高中低變化 

  
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小組創作漸層 

戲劇漸層舞蹈 

是否能夠合作展現漸層創作舞蹈? 



教學目標 1.認識波麗露舞曲 

2.能表現頑固伴奏與力度漸層

3.能吟唱、合奏創作曲

活動對應

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

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序起序起序起序起】】】】波麗露舞曲賞析波麗露舞曲賞析波麗露舞曲賞析波麗露舞曲賞析    

�《波麗露波麗露波麗露波麗露》（Boléro）是法國

爾最後的一部舞曲作品，

始至終完全相同，節拍速度不變

地反復九次，既不展開也不變奏

大調上，只是最後的兩小節才轉

部分配有和聲，除了獨奏就是齊奏

淡淡的和絃，舞曲自始至終只有漸強的變化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樂曲教學樂曲教學樂曲教學樂曲教學    
� 頑固伴奏 

1.不同節奏練習 

2.認識頑固伴奏:是指一個旋律或節奏從頭到尾一

直不變的跟著伴奏，像個老頑固似的

最簡易的伴奏，可以讓一首曲子變得更豐富

有趣。 

3.請孩子們以拍手、直笛、

中的頑固伴奏。 

�力度漸層 

1.音樂的漸層:在音樂中，

的逐漸強或減弱，用以逐次累積或漸次沉澱的意

義上。 

2.嘗試以樂器表現出不同

�創意填詞-歌曲吟唱 

1.以波麗露舞曲第一段的弦律為曲

梯的女人〉為主題做創意填詞

2.創意歌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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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頑固伴奏與力度漸層 

合奏創作曲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法國作曲家莫里斯·拉威

，創作於 1928 年。節奏自

節拍速度不變，主題及答句同樣

既不展開也不變奏，全曲始終在 C

只是最後的兩小節才轉 E大調，舞曲前半

除了獨奏就是齊奏，後半部分附有

舞曲自始至終只有漸強的變化。 

是指一個旋律或節奏從頭到尾一

像個老頑固似的，它是一種

可以讓一首曲子變得更豐富、更

、音磚表現出波麗露舞曲

 

，漸層原理最常見於力度

用以逐次累積或漸次沉澱的意

試以樂器表現出不同的力度。 

 

第一段的弦律為曲，以杜象〈下樓

為主題做創意填詞，請孩子們吟唱。 

波麗露舞曲賞析

   口風琴合奏

頑固伴奏練習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

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教學照片 

  
波麗露舞曲賞析 

  
口風琴合奏         音磚合奏  

 
頑固伴奏練習-音符的認識 

 



 

 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真美麗真美麗真美麗真美麗
   炫麗耀眼又撲朔迷離炫麗耀眼又撲朔迷離炫麗耀眼又撲朔迷離炫麗耀眼又撲朔迷離，，，，
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下樓的女人真美麗，，，，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

動作輕巧動作輕巧動作輕巧動作輕巧、、、、左顧右盼左顧右盼左顧右盼左顧右盼，，，，
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

【【【【呈呈呈呈現現現現】】】】樂曲吟唱及合奏樂曲吟唱及合奏樂曲吟唱及合奏樂曲吟唱及合奏    

            �在音樂劇中，吟唱〈下樓梯的女人

音磚、口風琴合奏。    

評量方式 歌曲合唱、學習單 

評量規準 1.是否能夠表現出頑固伴奏與力度漸層

教學時間 4 節課，共 16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以漫畫構思女人下樓梯後的

2.能配合情境，自信的表現角色

活動對應能

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2-4 

1-2-5  

3-2-13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3-2-2 參加團體活動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序起序起序起序起】】】】認識音樂劇認識音樂劇認識音樂劇認識音樂劇    

�音樂劇早期譯稱為歌舞劇，

  戲劇、雜耍、特技和綜藝結合的一種表演

  幽默、諷刺、感傷、愛情、

  再通過演員的語言、音樂、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    
�創意劇本-四格漫畫 

1.教導孩子以四格的「連環圖

起、承、轉、合。 

2.以鉛筆簡單構圖後，與同學分享創作的故事

3.票選最有趣的四格漫畫，

                �角色選派與演練 

1.指導學生揣摩角色，演出角色的肢體及神態

2.以小組分工合作的型態，

 對戲，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參與演出活動

【【【【呈呈呈呈現現現現】】】】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Move to The Future～～～～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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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美麗真美麗真美麗真美麗，，，，像那風中的光影像那風中的光影像那風中的光影像那風中的光影，，，， 

，，，，有著什麼祕密有著什麼祕密有著什麼祕密有著什麼祕密。。。。 

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看她的腳步輕盈、、、、舞姿曼妙舞姿曼妙舞姿曼妙舞姿曼妙、、、、

，，，，笑容很神祕笑容很神祕笑容很神祕笑容很神祕、、、、很神祕很神祕很神祕很神祕。。。。 

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沒有人能猜透她的心思。。。。    

下樓梯的女人〉創作曲，並以

         波麗露

音樂劇中樂曲吟唱及合奏

是否能夠表現出頑固伴奏與力度漸層?      2.樂曲吟唱及合奏

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 

分鐘 

能以漫畫構思女人下樓梯後的故事延續 

自信的表現角色，並與夥伴合作展演活動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

與想法。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

個人情感。 

參加團體活動，了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是音樂、歌曲、舞蹈、   

結合的一種表演。它以      

、憤怒等情感引發劇情， 

、動作等傳達給觀衆。 

連環圖」來呈現故事創作的

與同學分享創作的故事。 

，成為劇本雛形。 

演出角色的肢體及神態。 

，為角色設計服裝及  

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參與演出活動。 

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大忠未來派音樂劇    

  以漫畫述說故事

角色神情揣摩

波麗露創意歌曲合唱 

 
音樂劇中樂曲吟唱及合奏 

合奏的展現。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

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化

並能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教學照片 

以漫畫述說故事，激發同儕的想像力                   

  
角色神情揣摩       角色造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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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學生課後學習單量化統計圖學生課後學習單量化統計圖學生課後學習單量化統計圖學生課後學習單量化統計圖    

一一一一、、、、獲得滿分獲得滿分獲得滿分獲得滿分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    
             (一)統計圖表內容說明: 

1.以參與創新教學課程的學生(三、四年級)，共 59人，為實驗組;未參與創新教學課程的四年 

級學生 28人為對照組。 

2.學習單分為五個大題，以各大題獲滿分人數佔總人數的百分比率，做為比較。 

(1)動態速寫:請孩子辨識杜象的〈下樓梯的女人〉所呈現的美感。 

      �劇情摘要:因展演的時間適逢母親節，因此以班上票 

選最有趣的四格漫畫，成為劇本雛形，描述每個媽 

媽都像下樓梯的女人一樣神秘、高貴，不管到幾歲 

都有一顆愛美的心，但遇到孩子可以化為廚師、管 

家、護士……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就是媽媽呵!    

         
               載歌載舞的音樂劇演出 

 
   展演結束後，家長、老師與孩子們在作品前開心合影 

  
        後記:音樂劇後，六年級小朋友以同樣歌曲表演現代舞 

 
         音樂劇中漸層舞蹈 

 
         音樂劇中創造性舞蹈 

 
           音樂劇中戲劇演出 

 
    結合視覺、音樂、表演的音樂劇 

評量方式 合作學習、學習單 

評量規準 1.能否以漫畫敘述女人下樓梯後的故事?     2.能否與夥伴合作展演活動? 



(2)3D 列印:尋找出立體圖形

(3)戲劇舞蹈:與小組夥伴討論

           (4)波麗露舞曲:聽出音樂力度漸層與樂器表現

           (5)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

(二)結果與發現 

 1.實驗組評量結果以第一大題和第五大題

覺作品的認知較薄弱，

 2.實對組與對照組評量結果以第三大題差距最大

二二二二、、、、補救教學成果補救教學成果補救教學成果補救教學成果    

    說明:1.教師對於

2.教學後

伍伍伍伍、、、、學生課後問卷調查學生課後問卷調查學生課後問卷調查學生課後問卷調查    

1.你覺得最有趣的是哪部份呢?    

陸陸陸陸、、、、學生表現與回饋學生表現與回饋學生表現與回饋學生表現與回饋    

一一一一、、、、特殊學生表現特殊學生表現特殊學生表現特殊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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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立體圖形，並著上顏色。 

與小組夥伴討論，設計出喝水的連續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聽出音樂力度漸層與樂器表現。 

下樓梯的女人音樂劇: 音樂劇的組成要素與觀賞禮儀。  

實驗組評量結果以第一大題和第五大題，獲得滿分的人數較少，

，以及對音樂劇較為陌生。 

實對組與對照組評量結果以第三大題差距最大，推論一般課程中

對於實驗組學生有關速度感認知及音樂劇部份

教學後，學生能展現漸層及具速度感舞蹈動作，並在前

2. 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3.你喜歡這種主題式的

設計出喝水的連續動作的分解與呈現。 

 

，可看出學生對速度感轉化視

一般課程中戲劇舞蹈的教學較為不足。 

實驗組學生有關速度感認知及音樂劇部份，進行補救教學。 

並在前、後測中顯現差異。 

你喜歡這種主題式的課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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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同學因先天的缺陷，所以不良於行，時常會跌倒的

她，總是被大家保護著，因此她時常成為班級運動項目的客

人。天性樂觀的她，總是笑著面對所有的挫折，這次我們邀

請她參與所有的課程，包含表演，快樂的宥榛雖然無法順利

地蹲下，仍然自告奮勇地擔任第二低水平的表演著；在戲劇

表演，她也自願加入道具組，快樂的試裝，這個方案中，她

是一份子，不再是一位安靜的客人了! 

二二二二、、、、學生感想與回饋學生感想與回饋學生感想與回饋學生感想與回饋    
1.紘＊同學:學習到許多除了課本以外的東西，是一次豐富的學習之旅，我很喜歡 Move to The Future

～大忠未來派音樂劇的課程，有很多體驗活動，很特別也很有趣! 

2.昱＊同學:在這個課程中，我們不但認識了不同的美感形式，也學習到 3D列印、肢體舞蹈、吟唱歌曲，

讓我們玩得很開心! 

3.聖＊同學:與同學一起做活動，全班一起分工合作完成音樂劇的演出，讓我們知道分工合作、團結力量

大的重要性。 

柒柒柒柒、、、、家長回饋家長回饋家長回饋家長回饋    
1.逸＊媽媽:感謝老師們用心研發此創新課程，好有趣又創新的「漸層」美感藝術課程，讓參與課程的小

朋友們透過玩藝術來學習藝術，有不同於課堂知識的新收獲，更學習從欣賞生活中的美開始，

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個個都能成為小小藝術家! 

2.文＊爸爸:真的太棒的一群小朋友，從表演中學習團體中需相互合作，才能完成及表現出最好的一幕，

未來社會中能有一群互相合作、互相關懷的主人翁加入，社會會更祥和美好! 

3.芷＊媽媽: Move to The Future 課程內容創新、多元、豐富，孩子能從不同方式中探索學習，有助於

能力的培養與提昇，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學習經驗，謝謝老師們用心的安排對學習活動內容，

讓孩子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更進步、更成長，獲益良多。 

捌捌捌捌、、、、教學省思教學省思教學省思教學省思    
1.鈺鈞老師: 進行創新教學是很辛苦的，但是在辛苦中也有一份期待，希望自己設計的理想課程真的有

被實現的機會，好在目前有這群夥伴的支持讓我們創新的路途能持續走下去。夥伴!感謝你

們!雖然工作辛苦，但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教育是我們的志業，創新中我們必然會學

習，必定會有增長!! 

2.安茹老師: 這次帶領著孩子們一同探索與創作大忠未來派音樂劇，領悟漸層之美，在一系列的課程中，

一次又一次的創作與練習，不只富涵知識性，更多了趣味性與挑戰性，潛移默化的美感認

知、美感創意與美感經驗，都是最寶貴的收穫。 

3.佳慧老師: 這個方案我與孩子享受了不一樣的美感，我與他們打破以往對美的認知，用更開拓的視野

來欣賞不同風格的創作，我們都學到萬物皆是美，只要有一雙懂得欣賞美眼睛，因此我們

可以大膽的畫、盡情的舞、快樂的唱，我們都是美的創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