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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1、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楊明國中 

授課教師 張素菁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請整理參考教材，調整為適合自身的課程） 

參考課程案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北    區    新竹高中  

參考課程名稱：探訪空間/創作空間                                                

課程名稱：皂化 造化啊～（香皂立體造型與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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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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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七年級時，習得秩序的兩個概念--「重複的單一元素」和「整齊與韻律」，搭配

106-1 構成和 106-2 色彩構面的美感實驗課程 ; 在八年級時，習得質感、構造、結構三個

構面。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在 8 年級上學期已瞭解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或是建築，皆隱含質感、構造與結構

美學，會分辨各類材料之質感 ; 知道何謂綁、編、纏、穿、栓、釘、鑽、榫接 ; 可以完成

簡單的結構設計，他們已具備重複單一、整齊與韻律、構成、色彩、質感、結構與構造等

經歷。 

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本課程以跨科合作為主，結合數學的柏拉圖正多面體和理化的皂化反應等相關知識，讓

學生運用質感、比例、構成、色彩與成套概念等構面，製作生活中每天都會使用的小物-香

皂，表現任務是：學生必須從-物體（香皂）的「形」到包裝的「形」（加入質感），讓成品

在「形與質」上能顯得整齊而有秩序，擁有合宜的品味與質感。 

1. 先介紹比例中的「模矩」，並結合成套的概念，降低學生搭配的難度，提高並且讓他們能

在極短的時間內，可以做到整齊又有形狀大、小的統一變化。 

2. 商請數學老師，讓學生體驗以一張紙去摺出正多邊形，可摺出四面、六面、八面、十六

面體，做為皂化灌模的模具，同一組共同選出一個多面體，需要注意尺寸大小的變化、

設計好數量與數量（每人至少三個-大、中、小）。 

3. 最後學生藉由數學課的幾何造形的訓練，延伸到香皂的包裝，按照香皂的造型，利用不

同質材，摺出包裝香皂的「容器」，學生可從老師提供的媒材中，自行選擇合宜的質材，

設計一系列結合質感、色彩與構成的手作香皂禮盒。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學生將會：透過比例的模矩概念，藉由皂化和立體幾何來呈現物品與包裝之間的關係，

有效解決質感、比例、構成、色彩與成套概念等構面之間的問題，並且展現適宜的美

感。 

1. 能了解並運用比例的模矩概念。 

2. 能利用質感呈現產品與眾不同的風貌。 

3. 能有效地使用構成與色彩的元素展現包裝的合宜美。 

4. 能實踐成套概念的手作商品。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呈現合宜的生活美感。 

2. 建構質感、比例、構成、色彩構面

的能力。 

3. 透過比例與質感的訓練，可以讓學

生識別材質的特性與規律性，再利

用色彩與構成的組合，呈現手作物

的合宜之美。 

1. 如何以口說的方式去描述生活中尺寸的

概念與單位？ 

2. 如何摺出柏拉圖正多面體？ 

3. 讓學生選擇自己的正多面體做成模具。 

4. 如何規劃與計算出模矩的大小？ 

5. 從生活的經驗中去尋找灌模想呈現出的

質感有哪些？ 

6. 包裝與色彩的關聯性 

7. 包裝與構成的關聯性 

8. 包裝與手作品的關聯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能講出比例的模矩其規律原則。 

2. 能做出且能欣賞數學的幾何之美。 

3. 解決多面體模具的設計。 

4. 呈現香皂表面的質感。 

5. 理解商品的內容物與包裝之間的關

係。 

6. 了解設計中的成套概念。 

7. 從失敗經驗去改進自己的設計。 

8. 找出各領域知識面之間的關聯性。 

1. 能根據摺紙做操作，摺出正多邊形。 

2. 能計算出想製作的模矩與設計的幾何造

型。 

3. 遇到錯誤能重新做安排。 

4. 願意注意與接納別人的意見。 

5. 能主動提出想法或疑問。 

6. 同儕之間能互相幫助。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舉例你曾注意過有哪些生活物件有成套概念在裡面？  

b.你曾經發覺過周邊使用的物品有模矩的美感存在？ 

c.你觀察過商品是如何包裝而成的嗎？ 

摺紙

•結合數學課練習一張紙摺出四、六、八、十二、二十面體。

•選擇自己想製作的模具是屬於柏拉圖多面體的哪一個？

比例

•介紹比例的概念。

•說明生活中使用模矩的例子，並讓學生進行討論。

成套

概念

•介紹秩序的成套概念。

•說明可以使用色彩、質感或形狀，使其達到成套的效果。

模具

•用厚紙摺出自己所選擇的多面體。

•計算出自己想做的模矩，每人要有四個尺寸。

製作

手工皂

•結合8上的理化實驗課，先跟孩子說明皂化反應與過程。

•皂基＋精油＋柏拉圖多面體＝灌漿，內膜可以做質感。

設計

包裝

•提供各類不同質感的材料，供學生自行挑選包裝的質感。

•以自己挑選的多面體，設計符合其外型的「多面體包裝」。

包裝

手工皂

•以成套的概念設計外包裝。

•注意色彩的意象，選擇合宜的裝飾。

分享

作品

•同組同學先互相給意見，做最後的調整。

•上臺分享自己的作品。



 

d.如果讓你解釋質感、商品與包裝之間的關係，你的認知是？ 

e.數學的幾何之美你在日常生活中有發現他們的蹤跡嗎？ 

f.你曾經想像打開香皂包裝後香皂呈現的樣貌嗎？ 

g.如果讓你將自己的手作香皂做商品擺設，你會如何呈現？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課程設計的意圖是想讓孩子們能知道美感呈現在生活上是多面向的，當他成為一位設計

者時，需要考慮的也是多元的，課程中的質感只是一小部分，重點在比例的模矩概念和成套

概念，讓孩子練習當一個商品設計家，從內容物➔商品包裝➔商品呈現，他需要思考什麼重

點，才可以提升自己創作的商品之價值。 

跟其他的領域合作，能讓學生更能瞭解其中的奧妙與訣竅，因此先行詢問過數學與自然

領域教師，8 下的課程裡，有什麼能融進美感的課程，因此挑選數學的幾何多面體和理化的

皂化，成為表現的工具（模具＆內容物）。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原教案的成效斐然，老師帶領學生做的清水模盆栽，除了可以認識水泥的材質特性，

與灌模技巧外，學生在統一的外膜具限制下，發揮創意在內膜具的高度、形狀分割、空間

錯置，讓盆栽富有詩意，我覺得是很成功的美感課程。 

 其實選擇這教案，原先也想讓學生體驗一下質感、比例＋清水模，但是跟數學老師與

理化老師商量後，決定改變灌模的材料，從水泥變成皂基，因為考慮到環保以及可在生活

中使用不會留下痕跡，也期盼學生藉由這課程，能認識美感構面中的比例、質感與秩序之

美，並且可以去注意或發現深藏在生活中那些成套的設計，除了展現商品的統一的視覺性

外，還具有設計的美感，透過學生手作的課程，讓孩子去體驗一個商品從其功能設定、構

思、選材、丈量、灌模、組裝到展示的過程，期望他們去思考一件事 : 設計必須從多方面

去探討，但商品最後的呈現是需要有統一的秩序美的。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知識的假象>  史蒂芬斯洛曼   菲利浦芬恩巴赫/林步昇   先覺  2018.06.01 

   2. <黑白灰設計>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  不求人文化出版社  2018.05.30 

   3. <設計師的材料學>  克里斯萊夫特瑞  吳莉君   臉譜  2015.12.31 

   4. <100%保養級！娜娜媽乳香皂>  娜娜媽  蘋果屋  2016.02.26 

教學資源： 

1. 電腦、單槍、音源線 

2. 皂基、鐵鍋、攪拌棒、精油 

3. 各類質材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25 練習一張紙摺出四、六、八、十二、二十面體。 

2 4/8 介紹比例的概念。 

3 4/22 介紹秩序的成套概念。 

4 5/6 計算出模矩規格，每人至少要有 3 個尺寸（大、中、小）。 

5 5/20 結合 8 上的理化實驗課-說明皂化反應、過程與製作。 

6 6/3 將灌好的香皂，設計符合其外型的「多面體包裝」。 

7 6/10 以成套的概念設計外包裝。 

8 6/17 上臺分享自己的作品。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 摺紙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結合數學課練習一張紙摺出四、六、八、十二、二十面體。選擇自己想製作的模具是屬

於柏拉圖多面體的哪一個？ 

 

C 課程關鍵思考： 

建立學生從平面到立體的概念，用一張紙與數學摺紙的觀念結合，激發無限造型創意。 

 



 

課堂 2 : 比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喚醒學生對於「比例」構面的感知連結，利用 kit 的小活動，讓孩子了解模矩系統裡的

規格化概念，使用 A4 西卡紙請學生畫出柏拉圖正四面、六面、八面、十二面或是二十面體

的展開圖，學生從中任選其中一個，設計其尺寸讓它產生規格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瞭解比例的模矩，它能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地方，例如：書籍、唱片、服

飾、傢俱、餐具……等等，結合數學的展開圖概念，做出大、中、小三個 size 的正立方體。 



 

 

課堂 3 : 成套概念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先介紹秩序的成套概念，利用圖書館的時尚雜誌，請學生從雜誌的圖文中找尋生活中

成套的商品設計，並完成觀察的學習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介紹秩序的成套概念。說明可以使用色彩、質感或形狀，使其達到成套的效果，以實際生

活的物件讓學生觀察設計創造的想法。 

 



 

課堂 4 : 模具製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用透明片結合數學課練習折紙的方法，做出四、六、八、十二、二十面體。可自行選擇

自己想製作的模具，看看是屬於柏拉圖多面體的哪一個！ 

C 課程關鍵思考： 

算出模矩規格，每人至少要有二個，尺寸要不同，讓它有大小的變化。。 



 

課堂 5:皂化反應(化學實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結合自然領域的理化課，帶學生到理化實驗室做皂化反應，皂化反應是一種放熱反應，

它是一個較緩慢的化學反應，為了加快其反應速度，讓學生用酒精燈去加熱，並且不斷地攪

拌增加分子碰撞的數量。 

用濾紙將白色的皂基過濾出來，是為香皂的基礎原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美感課程與其他領域做跨科結合，讓孩子了解皂基的由來，藉由實驗方式除了瞭解氫

氧化鈉（強鹼）+油脂+水，即可做成肥皂，如果再加上精油和色素，就是我們日常常使用

的香皂了。 

 

 



 

課堂 6 : 灌模（皂基＋精油＋柏拉圖多面體＝灌模）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用柏拉圖正多面體所做出的膜具，將溶化的皂基用滴瓶，緩緩倒入正四、六、八、

十二、二十面體的膜具中，再把灌入口封起來，靜置二天等其硬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灌漿時要注意膜具是否有變形，從其 size 去理解生活美感電子書中所說的比例-模矩之

概念。 

 

 



 

課堂 7 : 脫膜+修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用刀片小心的挑開透明膠膜，將固化的香皂取出，再進行修膜。 

 

C 課程關鍵思考： 

灌模時會出現的幾個現象-產生氣泡、缺角、胃填滿、表面有黑色簽字筆痕

跡。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運用不同質感的材料去設計香皂的包裝，所用的方法不限，可以用包裹的方式、或

是設計該幾何造型的展開圖皆可。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利用包裝方式，增加消費者想購買你的產品的慾望。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設計的意圖是想讓孩子們能知道美感呈現在生活上是多面向的，當他成為一位設計

者時，需要考慮的也是多元的，課程中的質感只是一小部分，重點在比例的模矩概念和成套

概念，讓孩子練習當一個商品設計家，從商品製作➔商品包裝➔商品呈現，他需要思考什麼

重點，才可以提升自己創作的商品之價值。 

前幾節課讓孩子自己產出商品（正多面體造型的香皂），但後兩節課感覺時間不太夠，如

果再增加一節課，讓他們將產品的計畫書編輯出來，課程會更完整。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