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lingual Education

教學資源信手捻來，攜手創造雙語環境

藝術雙語2.0  教戰手冊
 朱銘美術館
Juming Museum

新北市朱銘美術館的戶外展示空

間，與周圍環境結合，民眾可以

在雕塑（Sculpture）作品中穿

梭，是充滿生命力的藝術場所。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位於臺中的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並

研究臺灣現代與當代的美術發展特

色，除了多元化的展示之外，也舉

辦各式工作坊、研討會、假日活動

等，貼近民眾的生活。

課本、畫冊上的作品圖片雖然美觀，但唯有親自到展覽現場，才

能深刻體會到空間的氛圍以及原作的魅力！臺灣不同地區的美術館，

都有各自的空間設計與館藏特色，值得同學利用假日與家人同遊。

96280010-30

 臺北市立美術館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臺北市立美術館的作品以臺灣當代藝術為

主，除了與當地文化結合之外，也常舉辦

國際型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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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Asia University Museum of Modern art位於臺中的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由
日本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設計，三角
形代表環境、建築、人的平衡。

 高雄市立美術館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高雄市立美術館以跨領域、交流
互惠的展覽（Exhibition），呈現
豐富且具代表性的展館，文化園
區的創意生態也提供民眾遊憩探
索的空間。

 奇美博物館
Chimei Museum臺南奇美博物館收藏豐富的西洋藝

術品，西洋的建築外觀與庭園雕刻
吸引大批民眾前來遊憩，為南臺灣
極具分量的私人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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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ter of Mime

ZXCV國中藝術領域

卓別林名言

查理�卓別林的招牌形象

沒有笑聲的一天，是浪費了一天。

A day without laughter is a day wasted.

- Charlie Chaplin

　　源於希臘文「mimos」，

有 模 仿 的 意 思， 是 以 身 體 表

現 的 藝 術， 以 諷 刺 或 是 滑 稽

的 方 式 呈 現， 是 帶 有 喜 劇 風

格的表演。

圓禮帽
short hat

小鬍子
mustache

緊身西裝外套
tight suit

寬長褲
baggy pants

拐杖
cane

默劇 Mime

96280011-30

欣賞曲： 
巴赫〈c小調前奏曲與賦格〉

4管風琴（organ）

欣賞曲： 
海頓《降E大調小號協奏曲》

6小號（trumpet）

高亢、嘹亮富穿

透力，因此常擔

任獨奏樂器。

世界上體積最大的樂器，距今已

有2200餘年的歷史。

欣賞曲： 
莫札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

2
． 管尾不同於雙簧管，
呈現傘狀。

． 吹嘴的簧片是單片
的。

單簧管（clarinet）

欣賞曲： 
馬斯奈〈泰綺絲冥想曲〉

3
音質細膩，是弦樂

器中音域最高的，

合奏或獨奏均占有

一席之地。

小提琴（violin）

欣賞曲： 
鍾耀光《定音鼓協奏曲》

5定音鼓（timpani）

古典音樂中常聽到的

打擊樂器，滾奏時如

雷鳴般，使音樂增加

緊張和戲劇性。

欣賞曲： 
莫札特《D大調法國號協奏曲，作品 412》

7法國號（horn）

音色溫潤的法國號

若將彎曲的管子拉

直，可長達365公
分！

雙簧管（oboe）

音色穿透力強，調音時

常常擔任樂團基準音。

欣賞曲： 
聖桑斯《D大調雙簧管奏鳴曲》

1

96280009-30

認識樂器分類後，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各種樂器的曲調，體驗音樂

如何豐富人類文化與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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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海報
重要關鍵字雙語呈現，美觀兼具功能性

111年起教師手冊逐冊補充
專業英語詞彙 +課堂互動對話

110七下教師手冊 -雙語版

中英對照附音檔，雙語自然融入教學之中

七下課本的雙語句型，附上答案供教學參考

我們可以
使用節拍器

精選雙語教案
備課無壓力

How do we 
keep the

correct beat?

雙語學習單、
雙語主題 PPT
皆可因應現場教學自由修改

專業英語詞彙和
互動對話
教師手冊逐冊補充

自然融入教學之中

96280002-31 國中藝術



雙語教案
視音表通通有，擴充教學多樣性

活動
名稱

Find Common Points
可搭配
單元

身體會說話
活動
時間

3節課

教學重點

自我了解與覺察、觀察他人、與人合作、保持專注、發揮創意、開發表達能力

Observation, listen carefully, imagination, expression

常用
英語

單字 Common point, respect, mime

句子 Use your eye contact/ performance with no objects.

學習目標

一、認知方面：

1除了語言之外，我們的身體與臉部透露更多表達與溝通的秘密

2非表演者也能透過對身體的掌控，擁有更好的肢體語言表達能力。

二、技能方面：

1能夠練習專注傾聽夥伴

2能夠用無實務的方式進行演出

三、情意方面：

1靜下心投入活動，即使是簡單的指令也能全心全意地配合完成。

2享受遊戲中帶來的樂趣，並將收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3能運用各種方式勇於自我表達，學習與夥伴合作。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時間

【Find Common Point—尋找共通點】

1 請所有人圍一個圓圈，老師也在圓上，以英文說明遊戲規則與進行遊戲。過程中

如果有學生不懂的單字，請教師設計使用更簡單的英文例子去解釋，或是請同學

互相幫忙翻譯，或是僅快速簡單的補充該生字，切勿整句翻譯給學生聽以免造成

學生習慣等待中文翻譯。

“Do you know what is common point?”(候答，使學生進行思考的歷程)
“Common point means we are the same. For example, I like cat, you like cat, too. 
Then we have a common point! Do you understand? If you got it, please raise your 
hand.”
“Now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thing about me. If we are the same, we have 
common point, please take one step forward. If we are different, you just stay where 
you are. Is that clear? “
教師分享可以自行發揮，但請要求學生不可以加以評論或是聊天，尊重發言者的

「絕對發言」練習學會尊重與傾聽他人。

例如:“I hate cockroaches.”
“I can ride a bicycle.”
“I love sweet dessert.”
教師示範完畢，請學生看看身邊的同學，也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共通點。

2 請學生重新回到起點，讓學生準備他們的 ”Something about me.” 並進行活
動。

“Now it’s your turn! You have 30 seconds to prepare something about you in 
English.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peak in English, you can ask your friend or me.”

10min

雙 語教學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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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My Colorful Life 
可搭配
單元

七上視覺藝術—玩色生活
活動
時間

5節課

教學重點

教師適時用英語提示學生表現，比如：讚讚、差一點、不太對、加油等。

Good job. Well done. That’s almost it. Not really. Not exactly. Keep it up!

常用
英語

單字 Tone 調子：Light tone 亮色調, Medium tone中間調, Dark tone 暗色調

句子

No swear words. 不使用髒話
Eyes on me. 看我
Listen. 聽
Time’s up. 時間到
Congrats. 恭喜
Are you with me? 有跟上嗎？
So far so good? 目前為止可以嗎？
Keep going. Go ahead. 繼續
Let’s move on. 繼續

學習目標

一、表現：提袋創作中能使用色彩與比例表達情感與想法。

二、鑑賞：能體驗藝術作品，從如何使用色彩來進行分析。

三、實踐：

1能有意識地創造屬於自己獨特的配色比例。

2能豐富對色彩的感知，看到的不只是色相，而是有著各種不同層次的色調。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時間

【第一節】Let’s go color hunting 捕捉顏色
準備活動

1“Find your seat. Prepare your art textbook.”
　找到你的座位，拿出美術課本。

2Roll call 集合點名：
　“It is art class time! Is everybody here? 
　Who is missing today? ”
現在是美術課，大家都在教室嗎？ 今天誰不在？
3. 注意 Attention
　“Everyone please turn your chairs and face to the front.”
　請每位同學把臉跟椅子面向前面。

5min

教案表格設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子斌教授

雙語教案設計：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雙語美術專任 吳采穎老師

註：吳采穎老師之教案僅供教師設計雙語教學教案時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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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主題 PPT融入雙語詞彙，因應現場教學自由運用。

視覺 音樂

表演視覺

表演

雙語學習單 +主題 PPT
中英文雙版本學習，同步檢核學生程度

藝術雲雙語資源

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