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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授課教師 羅睿琳 

實施年級 高中二、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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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6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一片芳心找個安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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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年級 

□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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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字概述內容即可）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曾上過美感教育質感觀察課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敬 青

春」。認識美感教育六項構面工具 

* 先備能力：學生有認識質感、色彩、構成構面工具的經驗，能理解教師傳達問題的旨趣，進

行思考與實務操作。並樂在其中。能簡易操作手機照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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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學期課程，將引領學生觀察校園植物，認識校園植物，能說出至少20種校園植物的名稱。

進行植物葉片、種子、枝幹樹皮，形、色、質的觀察。進而蒐集葉片、種子，進行分類， 

和學生一起認識何謂構成。透過實作，希望學生和他正在擺置的物件之間有種理性的對話基

礎，一邊對話一邊觀察所完成對象的表現性、檢討其視覺威力。 

  透過學生親手操作植物葉片，種子、花朵的擺設，位置經營，當畫面裡的東西有特定的大

小、排列（或說空間關係）時，學生會接收、辯識它們的抽象威力。 

日常生活中，產生自發欣賞或識讀的那些時刻，許多是構成的效力。一組構成裡，元素組織

的「形式」、「比例」、「色彩」，都在影響這個構成的威力；而其中「形式」，也就是群體的所

有成員透過位置關係所展現出來的整體訊息，扮演著最基本、也通常極關鍵的角色。 

    在課堂實作，讓學生體驗「構成美」的能力，期許學生將「構成美」使用在生活之物（或

環境）上，喜歡它並持續使用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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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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園植物葉片形狀、色彩、質感 

⚫ 校園植物種子的形狀、色彩、質感 

⚫ 校園植物花朵的樣式、色彩、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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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再現校園植物形、色、質 

2能運用植物元素，安排位置，營造新的視覺效果 

3練習物件的擺設方法的多種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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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何謂構成 

◼ 2.認識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 3.經驗辨別、分類、群組，並配對成特定大小、比例，而後完成位置關係的完整歷程。 

◼ 4一與多的位置關係 

◼ 5雜亂與秩序的對比 

◼ 6構成與設計。設想和計畫，設想是目的，計畫是過程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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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並認識校園植物形、色、質 

2能運用植物元素，安排位置，營造新的視覺效果 

3物件的擺設方法的多種可能性 

4認識元素組織的「形式」、「比例」、 

5結合校園特色課程「萌盟」，發展以八卦山植物為主的特色課程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2/18 

 

單元目標 認識校園植物，能說出植物名稱 

操作簡述 

教師以 ppt 介紹校園植物，名稱、葉子，

種子、花朵、枝幹等特徵、形狀、色彩，

引發學生興趣與動機。 

2 
2/25 

 
單元目標 

走出教室，實際觀察校園植物，辨識植物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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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結合成功營區綠色環境學習營地志工，導

覽解說，實地認識卦山植物，並親手蒐集

植物元素 

3 
3/3 

 

單元目標 認識構成，練習排列列組合 

操作簡述 
以 ppt 圖片、影片介紹，利用種子、葉片

所進行之視覺構成範例 

4 
3/10 

 

單元目標 元素蒐集，植物元素構成操作 

操作簡述 

在校園中撿拾植物枝幹、葉片、種子等，

實際操作植物葉片，種子，花朵，枝幹的

擺設，位置經營，視覺效果，觸覺感受。 

5 
3/17 

 

單元目標 植物元素構成操作 

操作簡述 
實際操作植物葉片，種子，花朵，枝幹的

擺設，位置經營，視覺效果，觸覺感受。 

6 3/24 

單元目標 綜合討論、展示 

操作簡述 

綜合討論與作品觀摩第六堂課，在校園中

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排列的方

式。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透過圖片，影片，實物介紹，開展學生視覺與觸覺經驗。並透由實物直接觸摸與操作，給學

生放鬆的時間進行實際觀察行為。藉由生活周遭物件的觀察，引導學生對生活周遭生活環境

物件產生對話，發現植物與生活的關聯性。在課程中親身實際參與活動，進行觀察，擺放，

讓學生對環境投入關注力，本學期將以物件的構成為重點。透過本課程，建立學生對美感教

育之構成構面認知，使學生進、符合需求的質感，並進而改造生活環境。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FLORA 英國皇家植物園 最美的植物多樣性圖鑑/作者：DK 編輯部 /譯者：顧曉哲/出版社：

積木文化   

六、教學資源： 

1美感電子書 

2網路資料 

3YOUTUBE 網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Wq61bXl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Wq61bX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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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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計畫中，以校園植物花、葉、種子的形、色、質觀察。實際課程中結合

校園教師共備社群，發展校園特色課程，將所有課程設計與質物植物產生連

結，是108-2的課程發展一大改變。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一冊12~17頁）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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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先在教室聽教師講述引導 

2攜帶有照相功能手機，於校園中認識植物，辨識植物名稱，觀察植物:花、

葉、種子，分別就形狀、色彩、質感分項紀錄、觀察。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能養成觀察校園植物花朵、葉片；種子的形、色、質。 

2學生能發現植物與季節變化的關係 

3學生能主動發現植物與生活的關係，並運用到生活中 

4學生能透過校園植物，連結其文化脈絡，提升認知的精神層次與美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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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認識校園中苦楝樹 

2觀察苦楝樹萌芽、開花季節。花朵色彩。 

3簡化、抽取苦楝樹開花時的色彩，以水泥漆塗繪燈籠 

4將以塗繪苦楝色彩的燈籠，懸掛於校園中苦楝樹上，裝置苦楝色彩燈籠。 

C 課程關鍵思考： 

1觀察自然景觀中的色彩，並抽取運用。 

2認識校園中苦楝植物，並記錄其開花季節與花朵形態與色彩。 

3能將自然界的季節色彩搭配其他物件，轉換表現形式。 

4苦楝色彩燈籠裝置之懸吊，意在喚起學校師生對校園植物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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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透過教師的 PPT。認識彰化縣(自己的家鄉)著名景點。 

2可使用教師提供圖片或自己拍攝圖片，閱讀畫面色彩，將之依比例分配重組。 

3將畫面中的形象抽哩，只保留色彩，依比例配置，用水性顏料塗繪於學習單方格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1觀察並認識生活周遭生活環境與色彩 

2了解色彩配色比例原則3能運用對材質的美感經驗，進行選擇 

3練習觀看具象圖像時，突破物像，抽離形像，將焦點放在色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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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圖片引導學生發現葉片中的色彩。 

2、 學生在校園中撿拾不同色彩的葉片 

3、 將所撿拾葉片依不同色彩分類 

4、 將所分類後之葉片，依漸變或類似色或大地色，或依自己的設計作構成

呈現。 

5、將完成的葉片色彩構成圖像，使用手機照相功能進行拍攝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1發現葉片中的色彩 

2思考大地色名稱背後的元素與取得 

3從大自然中汲取色彩設計元素，師法自然 

4運用校園中隨手可得落葉，觀察其造形、色彩，形成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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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紙相框製作:用具:鉛筆、30CM 直尺、美工刀、切割墊、美工用紙、膠水(非必

備) 

2依教師畫於黑板之紙模量測，裁切，組合，利用紙張硬度結構完成紙相框。 

3於校園中採集植物葉片，花朵、種子。其中葉片、花瓣盡量選擇較薄，含水

量較少的種類，有利押花製成。 

4將所採集的植物元素，設計排列於紙相框中，進行黏貼，完成植物物語。 

C 課程關鍵思考： 

1.自己是否能從日常生活中的植物中發現質感、造形之美? 

2認識紙相框的結構與製作。 

3思考植物元素與日常生活器物裝飾的關係 

4運用植物元素與紙相框結合，設計完成屬於自己的文創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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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認識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 

2將大花咸豐草連根拔除，將所拔下之大花咸豐草植株，集中於草

地上。 

3利用大花咸豐草植株進行集體創作。由兩位同學於教室高處指導

造形修正。 

44月份正值桃花心木落葉時期，可將桃花心木落葉鋪滿造形中

間。 

C 課程關鍵思考： 

1認識美感教育六大構面之構成構面 

2對生活周遭常見卻忽略的事物，投注關心、注意、觀察；發現其

中的色彩，並思考如何運用、設計，形成新的構成；豐富視覺經

驗。 

3透過美感質感構成學習，練習以植物素材呈現新的視覺經驗，內

化為學生心中的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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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原計畫構思一直被單一構面所局限。經多次參加趕趕教育團隊研習、會 

       議，感受曾成德教授、凌天教授開闊、寬廣的包容與氣度，嘗試將課程 

       打破單一構面，結合校內外共備社群，發展校內特色課程，以校園中常 

       見植物為課程主軸，並將美感教育課程六大構面融入，在108-2的課程 

       中，帶動校內美術教師發展許多課程，並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感謝美 

       感教育團隊的指導教授。 

2、參加計畫，讓教師的教學思維角度更加寬廣，參加基地及總部的多項研 

       習工作坊，提升自己看待世界的高度，翻轉觀看的視角，思維方式，以 

       及技能學習。 

3、未來的教學規劃；結合共備社群，發展校內特色課程，將六大構面結合 

       植物課程，發展一系列植物美感教育課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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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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