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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授課教師 許懷之 

實施年級 1.2.3 

課程執行類別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放大你的桌子吧！ 

課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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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1.2.3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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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 經由國中階段的美感課程，對於「美的組合原則」及「色彩」已有先備知識。 
■ 多數班級為三年級，以工科學生為主，專業課程中完成「基礎圖學」或「工程圖學」課

程，已具備尺規製圖及三視圖等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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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某年風災後，教室木製課桌椅替換為塑鋼材質。看起來很美，但因桌板過小、抽屜容
量不足，影響收納功能。課程引導學生思考尺度與使用習慣的關聯性，在不破壞原有課桌
椅的結構下，期待學生於既有課桌椅上增加「可拆卸」、「多功能」的延伸架。預期參與實
驗課程的學生包括家政一、室設三、機械三及農機三，各科學生對於紙板、木板、鐵件等
素材皆有不同的熟悉度，在設計思考中應可看出顯著的差異性。 

依適工科學生特質，利用學生喜歡的動手實做引發學習動機，以解決生活問題的物件改良為

主，鼓勵學生發掘問題並實務解決。在實踐工具意義的同時，除「構造」本身的調整外，更探

討、實踐物件的「結構」穩定度，並於「構成」及其他「色彩」、「質感」等構面上取得適切的

平衡點，比較物件設計中的「裝置性」(工具意義)及「裝飾性」(形式美)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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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覺察教室桌椅尺度與使用者行為的關係。 

 依據個人日常使用習慣設計桌椅的附屬功能。 

 運用職科專業將設計實際成形。 

 反思專業職人的創新能力。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解決問題並於設計中納入美感思考。 

 利用紙板、木板、鐵件等素材完成立體創作。 

 準確定位每個物件的接合位置及方式。 

 應用美感素養，提升生活品質。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觀察並分析使用者經驗，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累積的生活經驗能夠成為創作的來

源。 

 不同材料間合宜的接合方式。 

 構件的接合位置，會影響結構的穩定度。 

 美感經驗對於專業職人養成的助益。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合宜的生活美感。 

 構造、結構、質感與色彩的應用。 

 日常有感─從物件改良中培養創新設計的能力。 

 

三、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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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單元目標 

【實在是太亂了~】 

1. 意識美的必要條件─「合宜」與「共好」。 

2.從使用者經驗歸納設計問題。 

操作簡述 

引導學生對於「日常有感」，以日常使用的課桌椅

為對象，從發掘問題、分享使用者經驗後，讓學

生利用思考方法歸納與整理，提出分組報告。 

2  

單元目標 

【那些創意吸引你？】 

藉由案例分析，蒐集可能的外觀型態、附加功能

以及尺度大小等等相關案例。 

操作簡述 
以分組方式，搜尋網路圖片。並歸納整理成小組

資料。 

3  

單元目標 
【想要變得更好用、更好看~】 

提出既有書桌的改善構想。 

操作簡述 
利用創意思考方法，針對分組報告中的使用者經

驗及需求提出改善策略，並實際繪出概念構想。 

4  

單元目標 
【請給我們一點建議~圖說分享與設計調整】 

分組報告，並請同學給予建議。 

操作簡述 

分組報告，提出自己的規劃想法與設計圖說，請

同學給予實質的建議與調整。並於課常中完成修

正計畫。 

5  

單元目標 

【磨刀霍霍就要開始~工具與素材的整備】 

提出可能的準備清單並規畫工作時程，於課堂中
實際製作附加的物件。 

操作簡述 

「事前規劃」是作品成形中很重要的態度。因應

隔週教室實際施作的進度，需於各科工廠中完成

材料的準備及切割。 

6  

單元目標 
【施工現場】 

於課堂中實際製作附加的物件。 

操作簡述 

因應設計限制，小組成員應能使用小型工具(如螺

絲起子、鉤針等)旋即於教室內完成作品組裝。若

能畫出拼裝步驟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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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元目標 
【模擬展示會】 

各組/個人分享設計成果。 

操作簡述 
歷經一週的實際使用，考驗作品的堅固性與實用

性。小組分享時應準備從第一週開始的所有資

料，讓同學得以回顧設計發想到實物成形的歷

程，並給予適當的回饋與建議。 
 

8  

單元目標 

【省思與討論~】 

1.思考「質感」及「色彩」對於設計成品的影

響。 

2.分享課堂經驗與成長。 

操作簡述 

1.分享材質觸感及色彩對於使用者的影響，進階

提出對等價值或使用族群的分析。針對「質

感」或「色彩」議題提出自己的想法！ 

2. 課堂的練習讓你有哪些成長？(使用者觀察？討

論方法？物件設計思考？回饋與分享等等面向) 

3. 因應時代的「職人」，除專業能力的提升之

外，創新設計能力對於各專業領域上能有哪些

加乘作用？ 

四、預期成果：  

已具職場技能的高三學生，各科學生對於特定素材的操作能更有靈活度，藉由不同專業
學群的先備知識，可能有不同的物件思維。與群科專業教師進行跨領域交流與技術諮詢，有
機會讓成品更臻成熟；或讓各科學生觀摩教學成果，相互了解不同專業的學生思考設計的差
異，並提出修正建議，對於未來職場的分工互助模式具有正向助益。 

期待素養為導向的美術課程，能讓這群會考成績平均5C 的孩子，在未來面對生活、投入
職場時能保有提升自我、對環境友善的正向力量。即使三年中只有短短的兩學分，都能在系
統化的學習活動中，讓學生從「不排斥美感課程」→「操作中學習」→「調整到美」，進而能
「對美有感」後，以「環境共好」的態度提升職人素養。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三谷純(2018) 。一張紙完成！3D 立體摺紙設計。台北：良品文化。 

朝倉直已(1994) 。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台北：龍溪。 

朝倉直已(2007) 。紙：基礎造形.藝術.設計。台北：新形象。 

六、教學資源： 

各職科的機具及設備、創意設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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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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之初，本想以「質感」及「色彩」為變因，各增加一堂課程探討其

中差異。課程諮詢委員建議以椅子的人體尺度和構造、結構為先。故將「質

感」及「色彩」討論調整至最終課程一併分享。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實在是太亂了~】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檢視座位髒亂的原因，多出自於缺乏收納空間或美感意識不足。引導學

生發掘問題、分享使用者經驗後，讓學生利用思考方法歸納與整理，提

出分組報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意識美的必要條件─「合宜」與「共好」。 

2. 使用者經驗直接影響物件設計的成功與否。 

3. 團隊合作或單打獨鬥都有不同的學習經驗。 

 

課堂2：【那些創意吸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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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藉由案例分析，蒐集可能的外觀型態、附加功能以及尺度大小等等相關

案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要侷限物件的既有樣態，你坐在桌前的一切需求都可能藉由設計成

真。 

 

課堂3：【想要變得更好用、更好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創意思考方法，針對分組報告中的使用者經驗及需求，提出改善策

略，並實際繪出概念構想圖，思考合宜的素材、接合的方式、適手的設

計以及工時的安排。當然，這一切必須建構在既有的工具能力或經驗之

上，也鼓勵尋求跨科的工具支援。 



9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天馬行空的點子不要放棄，但更要考慮時間成本與基本能力的表現。 

2. 有組織的思考方法能讓工序脈絡更加清晰。 

3.發散思考後，不能忘記桌子的原本功能：一張教室內的桌子。 

 

 

課堂4：【請給我們一點建議~圖說分享與設計調整】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組報告，提出自己的規劃想法與設計圖說，請同學給予實質的建議與

調整。並於課常中完成修正計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了「可拆卸」的限制，將有構造上的設計變化。請注意不同材料的

接合方式及合宜位置，都會影響到作品的穩定性。 

2. 突破思考盲點─參酌意見修正設計的重要性。 

3. 設計不僅是滿足自己的成就，更應納入「共好」的思維。 

 

 

課堂5：【磨刀霍霍就要開始~工具與素材的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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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事前規劃」是作品成形中很重要的態度。因應隔週教室實際施作的進

度，需於各科工廠中完成材料的準備及切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邊做邊想」的工作態度影響工時，間接增加時間成本。 

2. 可以用替代素材進行打樣，降低實際於現場施工時的未知性。 

 

課堂6：【施工現場】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於作品要求「可拆卸」、「多功能」，小組成員應能使用小型工具(如螺

絲起子)旋即於教室內完成作品組裝。如果層板多或構件複雜，畫出拼裝

步驟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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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現場施工的不確定性，都應該於事前規劃並排除。 

2. 初次登場即不容出錯的設計，考驗事前規劃的能力─體認時空與能力

限制，並突破困境。 

 

 

課堂7：【模擬展示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歷經一週的實際使用，考驗作品的堅固性與實用性。小組分享時應準備

從第一週開始的所有資料，讓同學得以回顧設計發想到實物成形的歷

程，並給予適當的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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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有哪些可以學習的經驗？ 

2. 思考於物件中調整「質感」與「色彩」的可能性，作為隔週分組討論

並修正設計的依據。 

 

課堂8：【省思與討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生活小物為例，分享材質觸感及色彩對於使用者的影響，進階提出對

等價值或使用族群的分析。針對「質感」或「色彩」議題提出自己的想

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質感」與「色彩」對於物件設計有哪些影響？如何「調整到美」？  
2. 課堂的練習讓你有哪些成長？(使用者觀察？討論方法？物件設計思

考？回饋與分享等等面向) 

3. 因應時代的「職人」，除專業能力的提升之外，創新設計能力對於各專

業領域上能有哪些加乘作用？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學期主題以「放大你的桌子吧！」為開端，主因是抽屜過小不方便使

用。經由學生以 KJ 法彙整出使用經驗後，才發現有更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因應各群科先備知識及能力的差異，執行課程計畫的順序及內容略有調整。 

考量教學對象，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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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進行的班級中，包含家政科、畜保科一年級的學生，並未

學過基礎圖學，對於手工具的操作經驗也不足，在設計構想時雖有很

多樣化的靈感，但無法畫出預期的設計。教師額外補充透視圖課程，

並從四個角度拍攝教室桌子，讓學生可以在圖稿上直接增加設物件，

讓設計構想階段得以順利進行。 

另外，工具經驗不足的學生，落實於成品時常有妥協狀況，找尋

市面上容易取得的替代性材料，然而質感與色彩都與預期相差甚遠。

過程中教師發覺這個狀態，便鼓勵學生以既有能完成的技能解決當下

問題，如編織、鈎、綁等，盡量依循設計構想完成作品。 

工具材料複雜，製作附加物件的時間不足 

高職三年級工具經驗足，落實設計理念不成問題。然而日常學習

缺乏時程估算及材料準備的規劃能力，導致於實際製作時間不足，除

計畫中的課堂外，另又加入實作課程以能完成木工作品。 

五金構件多樣化，能提升創作的靈活度 

木工作品中，若能善用五金零件，能提升作品的創意及靈活度。

部分學生較有操作經驗，平日即會留心材料的組構方式，於設計構想

提擬時，便有加入五金配件的想法─如蝴蝶片或 L 型支架，讓作品可

收納、可伸張，更便利日常使用。 

藉由手作的過程，修正設計概念 

物件操作時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修正設計或是技術精進

兩方是很難取捨的。教師通常建議先請教專業教師指導技術問題，若

無法解決，在不影響原有設計概念下修正物件形式是可行的做法。學

生在實作與調整中，會更實際的面對實務問題，也會提升自己後續在

技術領域的精進。 

分享與解說，交互學習刺激想法 

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創作出的成品，在本次課程中有迥異的表現

形式。最後的回饋課程，教師帶來不同科別的學生作品，在經驗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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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分享中，家政科的學生更在意的是木工作品的適手性及表面質

感；而工業群科學生，則從軟性材料的作品中學習到裝飾與裝置的不

同。除以「色彩」及「質感」讓彼此修正檢討之外，也讓學生也能理

解不同背景產生的設計思考及工具能力的差異性。 

在課程計畫執行過程中，引導學生關注課程核心「日常有感」。從使

用者經驗為出發，針對不合用的家具進行改造，提升功能性外，也讓家具

本身更符合個人化的使用期待。「放大你的桌子吧！」系列課程主題較為

發散，面對的學生背景差異甚大，在構想發展時難以聚斂。利用分組方式

能集中靈感，提出可行性最高的設計方案，增加課堂實作時間、請益專業

技術教師，也大大的提升了作品的完整度。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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