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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種子學校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廖定詳 

實驗年級 國中八年級 

班級數 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_______ 

學生人數 30 人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光，是這樣就美了！ 

課程設定

(請參考附錄)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具備基本的繪畫及勞作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 

美感應該是在生活中對於美的發現與創造的能力，希望能利用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以經由活動

中學習的方式導入對美感的體驗，讓學生發現其實「美感」的可能性存在於生活中的各個角落

裡，只要常保持身心靈的輕鬆愉悅，要發現「美感」的存在，其實不難，所以我想要帶著學生，

藉由課程中的活動對光影的美感進行重新觀察與體驗，累積發現美感蹤跡的經驗，讓學生體驗

到「美感」也是一種能夠在同學間相互討論而有所感的語言，使自己成為協助堆砌「美感」的

一塊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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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成果： 

我帶著這些學生達成對光與影的發現及探索，從細微的觀察物件與光影間的變化，發現光與影

所產生的美感，並能進而創作出獨特的光影美感觀察與紀錄。 

三、教學策略：【做】 

1.步驟簡列： 

1.校園中的光與影：校園中光影的美感踏查 

2.加加減減玩色彩：利用事前收集的彩色玻璃瓶，投射光線觀察影子與色彩的可能性 

3.燈與紙的邂逅(一)：透過燈光與各種材質的紙張，測試並用影像記錄其具美感的畫面 

4.燈與紙的邂逅(二)：透過燈光與各種材質的紙張，測試並用影像記錄其具美感的畫面 

5.光影、文字我配：圖與文的構成討論與分析 

6.光影文青工作室：完成具光影美感的平面作品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校園中有什麼樣的影子？ 

2.觀察到的影子和你想像中的是一樣的嗎？ 

3.收集到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子造型？ 

4.影子是什麼顏色？ 

5.紙張裡透出的光讓紙張更美了嗎？ 

6.文字放在畫面的哪裡比較適合？ 

7.能說明完成的平面作品中具備的美感因子嗎？ 

3.以上請簡要說明，你的意圖與相關思考 

1.校園中有什麼樣的影子？(校園美感踏查，觀察光影變化) 

2.觀察到的影子和你想像中的是一樣的嗎？(不同的光線方向產生意想不到的影子變化) 

3.收集到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子造型？(嘗試畫面構成練習) 

4.影子是什麼顏色？(運用色票比對出真實的影子顏色) 

5.紙張裡透出的光讓紙張更美了嗎？(讓光線透過紙張的材質形成) 

6.文字放在畫面的哪裡比較適合？(圖文的構成練習) 

7.能說明完成的平面作品中具備的美感因子嗎？(描述作品中的美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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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目標：【學】 

  1.請預估發現 - 探索 - 創造 所佔比例與節奏： 

發現 20%  藉由 2 個對光影觀察的活動讓學生發現光影中的美感 

探索 50%  讓學生探索光透過各種材質後所產生的效果與變化，增強學生主動嘗試去發現美

感的動機 

創造 30%  為了能讓尋找美感的動力延續下去，讓學生嘗試創作出有趣的光影並記錄下來 

  2. 請預估學生將會對哪幾項美感因子有感： 

發現：色彩、比例 

光透過不同色彩物件所產生的光影變化，光線角度與影子的比例關係 

探索：質感、構成 

嘗試發現光影所產生出的質感效果與變化、並運用相機與畫面構成將其記錄下來 

創造：構成 

參考書籍  

教學資源 
以老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個案、或可邀請專家專題演講。 

除正常授課外，亦可視需要做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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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6 1.校園中的光與影：校園中光影的美感踏查 

2 3/6 
2.加加減減玩色彩：利用事前收集的彩色玻璃瓶，投射光線觀察影子與

色彩的可能性 

3 3/13 
3.燈與紙的邂逅(一)：透過燈光與各種材質的紙張，測試並用影像記錄

其具美感的畫面 

4 3/13 
4.燈與紙的邂逅(二)：透過燈光與各種材質的紙張，測試並用影像記錄

其具美感的畫面 

5 3/20 5.光影、文字我配：圖與文的構成討論與分析 

6 3/20 6.光影文青工作室：完成具光影美感的平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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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按原定計畫執行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請參考美感練習誌 12~17 頁並填寫表格 x6）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事先分好組別，攜帶可供紀錄之器材，進行校園裡有趣的影子搜查，讓學

生先學習發現影子，進而對影子進行操作以表現創意的樂趣。 

C 課程關鍵思考： 

平凡不起眼的影子，是否也具備著構成美感所需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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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小組討論對影子進行創意編排，讓影子與現成物搭配出虛實之間的趣味

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影子是否皆為灰色，是否能反客為主成為畫面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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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發下小組操作工具(玻璃燈罩、燈泡組、衛生紙捲)，引導學生觀察衛生紙所透出的光線變

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是否能透過衛生紙與燈光，觀察出色彩及質感的細微變化。 

 

  



8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周操作模式，讓學生藉由數位相機或手機進行影像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發現的色彩與質感美感，在相機的取景框中如何構成具備美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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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說明海報常會使用到的構成概念，教授簡易圖片編輯 APP 將之前拍攝的照片

運用電腦進行編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運用簡易圖片編輯 APP，實踐教授的構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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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完成的作品進行輸出成明信片，讓同學將美感心得書寫於其後，並寄回家。 

C 課程關鍵思考： 

感受美、發現美進而實踐美，讓美感更有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透過分組討論及學習，讓學生對於美感的概念越來越清晰，了解用心體會就能發現的概念，

學生能更快樂地投入在自主發現的學習過程中進行美感探索，在小組討論後學生可以完成個人的

部分作業，看見自己的作品輸出後，讓學生更有成就感。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張羽弦 

藝術無所不在,每個人都能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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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種心情,能將它詮釋在圖上 

 

廖苡晴 

美感 

在我們的生活中無所不在 

但許多人往往忽略了她 

把她化做塵埃 

隨風而去 

而忽略她的那些人 

往往覺得生活枯燥乏味 

反之 

則覺得生活時時刻刻充滿著樂趣 

其實 

只要用心 

就會發現 

美 

就在你我身邊 

 

蔡孟珊 

以前總是無所事事的走在路上,但當老師開始帶我們認識[美]時,才發現就連最平凡無奇的影子也能展

現出最美的瞬間,就算只是一顆燈泡和衛生紙組合再一起也能擁有最美好的一刻,接著慢慢地體會生活

周遭的美,發現重來沒有發現過的新事物,居然就在生活中 

 

李語蓁 

美感  普遍存在於各種物品 

它帶來的感覺 

是讓人舒服光滑的 

它可以 

是光鮮亮麗的 

是簡單樸實的 

是有華麗的斑紋 

是只有單一顏色 而沒有更多裝飾的 

每個人對美的定義各有不同 

詮釋出來的感覺也不盡相同 

細心的觀察是發現美感的捷徑 

從最簡單的到繁華的 

都有它獨特的美感 

美感是有各式各樣的樣貌與特點 

細心的觀察是發現美感的捷徑 

 

吳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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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有感 

很特別，與以往的美術作業不同。 

賜予平凡無奇的生活中常見物品，一個全新的生命，使人印象深刻。 

平時的美術作業總千篇一律，講求真實與技巧；這次的美感作業卻不同， 

同樣是美術；同樣是作業；同樣講求感覺；卻毫無令人有厭煩的感覺----反之，做起來新奇萬分。 

這隱隱中似乎告訴了我們:欣賞美是一種天分，而不是後天養成的，只要你用心感受、用心聆聽，必

然能夠在生活中找出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