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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純瑩 

實施年級 8 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1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食光小葉曲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

階歷程 
每週堂數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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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美感課程: 

1. 見色放遊:基本調色概念及平塗技巧、嘗試用圖形相同、大小不同的單一幾合圖樣構成畫

面安排，達到美感練習。 

2. 色彩於商品的運用:以生活周遭的日用品為教材，思考分析討論用色理由，讓學生從日常

當中對色彩有感。 

一下美感課程: 

1. 五感大考驗:從榖類的摸觸、到赤腳走校園，手腳併用一起感受質感。 

2. 質感小葉曲:觀察校園中的葉子質感、紀錄 

3. 質感再造:從業界的人工質感如磁磚、窗簾布、木紋貼皮等材質片等體驗質感的多，進而

討論其環境運用，再把上回紀錄的葉子質感抽取出形容詞，用紙「再製」出質感。 

4. 食光葉曲:從結環境議題連結到餐桌上的質感，一次性餐具及包裝是質感低落及美感災難

的主因，使用校園無毒葉子，體驗用自然素材取代一次性包裝進行擺盤，讓質感升級。 

二上課程:質感課程(請參照一下課程)、文青擺攤、美感擺盤、POP 

二下課程:海報構成、報紙排版構成                                          

* 先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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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質感，已有從抽象轉具象之概念，也認知質感在生理及心理上都能留下長遠的影響力，也

能協助環境提升生活品質，藉由實作體驗利用自然包材取代一次性包裝，更能升級用餐質感。

盼接下來的課程能更加把視野打開，加入新的構面學習讓美感知能整合落實在生活中。 

 

一、課程活動簡介： 

二年級上學期課程簡介： 

1. ＰＯＰ構成練習：從字體結構中認識比例構成的重要，每個筆劃長短角度都會影響字形的

美感，用於之後的園遊會海報中。 

2. 美感擺盤：延續上學期的食光葉曲，把擺盤升級成套餐，感受色彩及構成比例的重要 

3. 文青擺攤：從餐桌拓展到攤位，各種美感構面更能整合性的 

4. 減塑文青市集為主題融入色彩、質感、構成目標。 

由環境議題著手，於是從在地出發，把環境議題跨領域結合食農教育、擺盤、擺攤、企業識別

概念加上行政資源的協助，融入美感教學，讓質感、色彩、比例等構面融入課程，最後於減塑

園遊會中呈現出環保文青市集的風貌，讓孩子感受自己的力量、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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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較分析傳統市場、小農微風市集、以及駁二手作市集中，三者於整體色彩、材質、產

品內容、售價與環境的差異。 

2.作為一個消費者，哪種環境氣氛是會讓人舒服且享受的? 

3.作為一個經營者（園遊會），你想提供消費者哪一種消費環境？ 

4.為何良好的消費環境能提高售價嗎? 

5.材質的選用為何對生態環境這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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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業師的示範中，了解如何將外賣的食物做最合宜的擺盤、實際感受產品不變但質感升

級及價值提高的震撼。 

2.從限時擺攤的比賽過程中，體驗材質選擇、色彩搭配、畫面組織所產生出來效果差異，

並從觀摩比較中觀察各組優缺點，了解合宜的陳列佈置的構成條件。 

3.了解質感、色彩、構成、比例等四構面如何運用於佈置陳列、廣告宣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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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同的色彩搭配會影響視覺的聚焦能力，了解色彩減法的力量。 

2.材質的選擇視覺上會決定美感基礎，心理上能提升價值感，實踐過程也會影響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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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的陳設佈置能吸引目光，也能提升環境美感，讓消費者感受環境的美好，延長消費時

間，提高消費意願，也能展現其較高層次的互動性。 

4.宣傳品的展示呈現也能營造產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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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自然包材取代一次性包裝，學生在一系列的環境課程中，從植物的採集、質感的認

識到質感再造、使用無毒植物增加擺盤陳列的美感性。 

2.從實務擺攤練習中理解色彩、層次、構成的重要性。 

3.熟稔 POP 運用，搭配攤位風格呈現具有美感的攤位海報。 

4.將「減塑，增美」概念落實在生活中。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2-9/6 
淨灘活動 海廢認識 

淨灘活動 海廢對生態影響與運用 

2 9/9-9/13 
淨灘活動  淨灘活動 

淨灘活動 環境宣言 

3 
09/23- 

9/27 

擺盤體驗 比較小七、美芝城和早午餐店的貝果包裝及售價 

擺盤體驗 老師示範 

4 
9/30- 

10/04 

影片欣賞 擺盤技巧影片欣賞討論 

分組討論 試畫餐點草圖，討論分配下周食材組合和器材 

5 
10/07- 

10/11 

擺盤體驗 體驗套餐設計，擴大思索色彩、質感、構成在擺盤上

的運用。 

擺盤體驗 餐桌設計 

6 
10/14- 

10/18 

擺攤體驗 比較分析傳統市場、微風市集、以及駁二手作市集中

風格，找出美感要素。 

擺攤體驗 擺攤體驗、互評、老師總評。 

7~10 
10/21- 

11/08 

POP POP─構成、比例 

綜合成果 校慶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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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把環境識成功融入校慶園遊會的活動，成為跨領域的主題教學，讓學生從真實的情境脈絡中學

習美感知能，並透過環境議題、減塑實作的經驗，深刻體會到環境危機及其迫切需求。 

同時在實驗操作、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訓練中，將美感知能有效地內化為應用能力，並以真

實行動達成參與社會之改造，形塑具有美感知能、覺察力、行動力、具素養之積極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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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風格小店空間設計 500 

作者： 漂亮家居編輯部 

出版社：麥浩斯 

出版日期：2016/11/24 

 

風格小店陳列術：改變空間氛圍、營造消費情境，157 種提高銷售的商品佈置法則 

作者： La Vie 編輯部   

出版社：麥浩斯   

出版日期：2016/06/04 

 

北歐生活小店不思議：給開店的你，最夯的 36 種創意亮點、空間設計和行銷理念 

作者： 李始恩   

原文作者： 이시은 

譯者： 陳郁昕 

出版社：原點   

出版日期：2015/04/21 

 

手繪 POP 系列 1 新 POP 正體字簡單上手 練 

作者： 簡仁吉   

出版社：創意手文化   

出版日期：2007/07/31 

 

集客力 Up 黑板 POP 

作者： 石川香代   

出版社：三悅文化   

出版日期：2009/10/05 

 

手繪廣告粉筆字：開店招牌吸睛配置法，從 A 到 Z 的符號、插畫的實例創作圖案集！ 

作者： 佐藤真理   

出版社：繪虹企業   

出版日期：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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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影片一:馬尼拉的垃圾海浪(新聞剪影) 

https://youtu.be/kNuJeQf3wOY 

問:這是從海面上看到的，海裡面的呢? 

#影片二:海洋垃圾比魚多(聯合報願景工程) 

https://udn.com/…/newmed…/2017_data/marinedebris/index.html… 

#影片三:魚肚都是垃圾(新聞剪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影片四:便利人生一週累積多少垃圾？(台客劇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DNpVR6zqQ 

此時來一下 ORED，因為來不及做學習單，所以就便利貼不抄題: 

O:哪一個畫面令你印象深刻?(四個影片) 

R:承上題，心裡有什麼感覺? 

I:想想有什麼解決之道?(可以建議政府從法律面著手，也可以想想自己可以做什麼?) 

#影片五:愛地球人生一週累積多少垃圾？(台客劇場)https://www.youtube.com/watch… 

#影六:扛起被討厭的勇氣！17 歲李若慈的環保餐盒行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D:你決定用什麼方式來幫助環境?(就算每天減少一個塑膠袋也好)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7%89%87%E4%B8%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youtu.be/kNuJeQf3wOY?fbclid=IwAR35pR-gaikPK-e_Z8SxRIhMsmcVN8F4N0hBR8Eo2tTtAa6T52kk8r6GyWY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7%89%87%E4%BA%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7_data/marinedebris/index.html?utm_source=fb&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148&fbclid=IwAR3uI1v-qFgQ3rEPm9wKtvP0q1-s-pqvzQb4rAb8neZ27WywkdlLjZ-UaLY#01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7%89%87%E4%B8%8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6xMRX3PpSY&list=PLO3D-9XRYxHvX_enGWiT4N1TEIErd_KxH&index=8&t=0s&fbclid=IwAR3T0Hi-xYMqxEdKJekl0_7CJN-687Yj_Fs39lygiD6oGC6TilYHGZx4E4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7%89%87%E5%9B%9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DNpVR6zqQ&fbclid=IwAR3vF4qy6ls19sGgAl_-wrSs7L-WERzep3lsdeFSpG-G4zloGlcQVZPHc5o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7%89%87%E4%BA%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NiRq8rynz0Y%26index%3D4%26list%3DPLO3D-9XRYxHvX_enGWiT4N1TEIErd_KxH%26fbclid%3DIwAR0-vcEZzIxCiBtKEZl-ViKZNGsfTxLTJywxUQ5LX6ecAu1FMAHgFoHumsI&h=AT2GeSAemNeK49BOQQsLlDEGQq995hV4zq_Mzcrs1V-38ghRppuVak_MmxAKSh9Tu_epIZunEHQ51tcSoCLA5rljeMkPtM9SHRHqkrjGTsfGiTPP-uLxDOl2cjuVH_eTczI6E6A7InRO_6jSTo38iP9NzVxkuLdi0g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D%B1%E5%85%A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dUP3pC0jwd8%26list%3DPLO3D-9XRYxHvX_enGWiT4N1TEIErd_KxH%26index%3D6%26fbclid%3DIwAR2m14TWYsXB2J2fjewac8vK387DeVtMLUOFkYpmqh-VUHaPBf6-aRlxDuM&h=AT0HV10zaKGfAPZyScfAIugIKxu_POqQp1iNvSEf8B_b4hpLkVnl1V0rerJPsD4LPlvWPs04JVz9Q0NiV5sU-rNPBtPH8BnP5780-BZmCrRoXalQCBni0m1HLl1Wd4sThOdWFtcJhoWfb9iR7RTu5NPQYIUsb2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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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看完未討論的有: 

台灣-世界垃圾場(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毒氣共享(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C%AA%E7%9C%8B%E5%AE%8C%E6%9C%AA%E8%A8%8E%E8%AB%96%E7%9A%84%E6%9C%8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64pu4ka111w%26list%3DPLO3D-9XRYxHvX_enGWiT4N1TEIErd_KxH%26index%3D3%26t%3D35s%26fbclid%3DIwAR0bDVjLaGx4NEDfOHdYG0D0Sc7-c2rCCAIiLz1oO7o54EF2BwU3g1K_mhc&h=AT1wSH6lFzR135gkV6ANQvj-Abyr8iDnrVTAYaoSQp7FvVsPRgdGOd8rb8efgyjxaXnpYjf98JE62Z1rNsYY3Mijcd0iKLzV4sfDUwYRI9Pj0S1HXFTJPHGZ1RaHKPd0dn0yHoXPq_mbjRbFtXPajJW7Haqy4xcEW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X829Hu32tZA%26list%3DPLO3D-9XRYxHvX_enGWiT4N1TEIErd_KxH%26fbclid%3DIwAR0TZrC2m90vr0U1Ozs9N49nwZqLjSszyZH3V37PQYW6qvaDEE_NhwFDprA&h=AT0lxE-ykpNE2RyZO7oB8icztSRsxradXckjqJDnv1mQMAGZ2eLUIYVRbIxQa3kBrMUC3p52GX9DQQgSjEtoCHiscnrp4y68BMHS4tkT4okYoqRps8iHT_UX02pdoHyUXldE_nZsacShob2gS9gclQ_RNCG84itW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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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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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對於帶學生去淨灘，是我目前做過情最複雜及勞心勞力的一檔事，問我還會再來一次

嗎?雖然很有意義也有價值，但，嗯…看缘份吧…以下為出發淨灘前要做的 N 項雜事，

提供大家參考。 

1.寫美感計劃 

2.修改 N 次 9 個章的簽呈 

3.活動計畫書(法條、目的、實施對象、課程內容、帶隊老師、時間規畫表、執掌表...) 

4.家長同意書 

5.淨灘檢核表 

6.場勘(蚵仔寮、西子灣、中山大學秘境、漯底海堤、彌陀海堤) 

7.調課(覺得比場勘累) 

8.帶小孩先去別人的淨灘場場勘 

9.下載國際淨灘表格 

11.淨灘行前課程 PPT(感謝南琦提供) 

12.15 分淨灘行前課程(感謝珉汝於健教課中協助) 

13.借衛生組工具道具 

14.租車(總務主任協助) 

15.拆班配車(感謝靜如犧牲自己班並拯救金魚腦的算數) 

16.電話支會彌陀鄉公所、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17.然後請大家記得還有海巡署要通知，要不然當天就會有2位橘先生一直到場關心。 

18.上網「海岸認養系統」，裡面可以申請環保車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 

19.邀請教師海報 

20.志工徵求海報 

21.出發前分類演示 

22.分類垃圾標示 

23.記得帶大聲公，當天還好有靜如的黑金鋼神救援。 

24.攝影組(除了公益空拍師外其實還有一個小助手，期待小助手的作品出現) 

25.體育組借大洋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