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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縣立鹿草國中 

授課教師 蔡佩玲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彩」之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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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這是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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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應先具備色彩方面的基本知識與概念,去理解怎樣的色彩是合宜的, 是美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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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人類對美的學習,主要來自視覺,尤其是色彩,它不僅僅是美感要素,更影響人的心理。

於是在美感教育的初階歷程,在學生色彩的基本知識建立後,以色彩單元作為切入的面向,

特別是學生生活上每天觸手可及的小物件,去發現色彩問題。 

（1） 學生常對身邊周遭或日常見到或使用的物件視而不見,因此將藉由課程來探討相關

的色彩問題,選擇最有興趣的物件深入觀察, ,分析物件的色彩意象,討論設計者的用

色的理由（設計者觀點）、及個人的觀察與發現（消費者觀點）。  

（2） 練習用顏料調出所觀察到的顏色（色彩分析）,思考如何改變轉換的顏色（個人喜

愛）,經由降低明度來觀察色彩變化。 

（3） 經由轉換色彩的彩度作比較, 同時考慮的顏色能否調和,能說明選擇配色的變化  

（4） 觀察加上其他顏色混色後的改變。 

（5） 理解色彩重新排列可改變色彩意象。 

（6） 各組能互相學習與欣賞與發表感想。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色彩的和諧與應用 

學生將會： 

1. 能對生活的色彩進行觀察、討論 

2. 描述色彩意象 

3. 能理解衝突色與調和色的差異 

4. 面對自己與他人的作品表達與反思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色彩的美感 

2. 色彩的搭配衝突與和諧 

3. 環境中色彩的可能 

1. 色彩在生活中的感染力 

2. 環境中的色彩問題 

3. 探究生活中有哪些合宜的色彩表現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色彩的意象 

2. 色彩的美感要素,象徵與符號 

3. 合目的的色彩處理 

1. 能與小組合作討論 

2. 對案例表達觀感並聆聽他人 

3. 嘗試思考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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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節：發現與觀察 

              找出各組最在意或感興趣的物件, 共同討論此物件的配色如何？可否有其他 

              不同的可能？記錄討論過程,推測設計者想法。 

 

      第二節：手眼合一 

              色彩分析後嘗試調出物件裡有哪些色彩？並嘗試加上不同程度的黑色以降低 

              彩度,並觀察其變化再用文字記錄個人想法與感受。 

               

      第三節：色彩練習  

    為了降低原本顏色的彩度,加入不同程度的白,比較其中差異性再選出最適當的 

              配色。 

  

      第四節：調和與對比 

              設定色彩意象再將原本色彩加入其他色,使之混色產生視覺變化,再選出最佳組 

              合。 

              

      第五節：色彩的對話 

              根據討論紀錄,讓學生進行色彩排列與改造。 

 

      第六節：發表與分享 

              各組派代表給予回饋,發表過程中的發現或學習？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設計者的用色的理由（作者觀點）、你個人認為如何（讀者觀點）?  

    （2）高明度高彩度的色彩才是美嗎？ 

    （3）相同的色調與對比色調該如何應用？ 

    （3）兩者會帶給你什麼不同的感受?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使色彩知識建立後,在生活上觀察並發現,用抽象思考註解色彩。察覺色彩與生活的密切

相關性,學習如何調出顏色,經由配色增進美感, ,在討論中記錄個人的觀察與理解,真正去思考生

活美感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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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能理解色彩的意象 

2.瞭解色彩的調和與配色方法  

   3.學習合目的的色彩處理,日後能自由運用在其他各式需求上 

   4.能在過程中學習表達與反思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高品味．魅感配色,久野尚美 ,笛藤出版社,2006-10-24 

2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logo1000 圖解書,櫻井和枝 ,悅知文化,2016/01/15 

3 色彩原論, 林坤範,全華圖書,2013-11-11 

4 生活應用色彩心理學 ,賴馨慧 ,大拓文化,2014/09/22 

5 為什麼辣椒醬顏色越深感覺越辣？ 尚-蓋布里耶‧寇斯 ,商業週刊, 2015/09/26 

6「！」的設計：設計鬼才佐藤大的 10 個創意關鍵字, 佐藤大, 川上典李子,平安文化 

  2015/09/29 

 

教學資源： 

網路,實地訪查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3 

(1)主題：發現與觀察 

(2)首先,觀察身活周遭的色彩是否屬於明度高彩度高的色彩居多？

原因為何？引導學生觀察教室裡的和身邊每天見到或使用的物

件(書包、便當袋、筆…) 

(3)以組為單位各選一個主題,分析物件的色彩,討論設計者的用色的

理由?（設計者觀點）、你個人認為如何（消費者觀點）,是高度反

差對比或協調?  

2 10/24 

(1)主題：手眼合一 

(2)練習用顏料調出它原本有哪些顏色（色彩分析）及用色理由。 

(3)利用原本的顏色加上不同比例的黑色或灰色,降低色彩明度,使之

產生不同變化,用不同的排列組合畫出至少五組,觀察並選最佳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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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 

(4)紀錄並寫下選擇這個組合的理由。 

3 10/31 

(1)主題：色彩練習 

(2)利用原本的顏色加上不同比例的白色,降低色彩彩度,使之產生不

同變化,用不同的組合畫出至少五組,觀察並選最出佳的組合。 

(3)紀錄並寫下選擇這個組合的理由。 

4 11/14 

(1)主題：調和與對比 

(2)自行設定想改變色彩的意象為何？如夏日的午後,雨後的天空等。 

(3)設定對比色或協調色,主要使用抽象目標來發展延伸色彩。 

(4)將原本色彩加入其他色,使之混色產生視覺變化,選出最喜歡與最

舒服的配色,並說明理由。 

5 11/21 

(1)主題：色彩的對話  

(2)將之前調色練習的方塊割下,排列組合成你現在的心情意象（愉

悅、緊張或期待）,為延伸色彩的應用。 

6 11/28 

(1)主題：發表與分享 

(2)比對原始與改變後的效果,發表感想。 

(3)每個人分享自己的收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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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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手眼合一在調色練習前先讓學生畫出格線後再進行，及加上原規刀工具的使用。之後學習

單填寫各加長一節課，目的在讓學生填寫學習單時，更聚焦色彩觀察與多一些思考時間。第五堂

課色彩的對話除了可表現心情意象，擴大想表現的主題內容，但須在作品背後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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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在老師設定的幾個主題中由學生自由選擇喜歡的物件。 

2.仔細觀察後從三個觀點作思考分析，分別從設計者的觀點、消費者的觀點來探討物件相關

的色彩美學問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老師引導去觀察學生生活物件色彩，歸納出那些顏色比例最高?色彩特性為何?明度與彩度 

   方面的表現如何? 高明度高彩度的色彩才是美嗎？ 

2.從設計者的角度去了解它的色彩運用動機是否在機能性上大於美觀或實用性及成本考量大 

  於美學思考? 

3.對消費者來說會主觀考慮的問題是美不美?還是其他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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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圖畫紙畫出練習用格線。 

2. 練習調出分析後的物件色彩。 

3.利用原本色彩加上不同比例的白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利用白色來降低原先色彩的明度及彩度藉此觀察色彩的微妙變化。 

2.可以此活動來讓學生練習調色，體會其中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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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利用原本色彩加上不同比例的白色，形成漸層色調。 

2.完成後利用圓規刀將每個顏色切割，貼上學習單，讓學生思考何謂適合的選擇？較佳

的選擇?觀察後選出最佳組合。 

3.紀錄並寫下選擇這個組合的理由，各組發表。 

C 課程關鍵思考： 

1.隨著顏色降低明度與彩度，對色彩的感覺也跟著改變，此時應該多少對變化的色彩有

所體會；原來加上黑色並不會變醜，而是感覺變不同，同樣的，加入白色，則顯得柔和。 

2.思考若自己有所選擇，會喜歡哪一種色彩組合，想表現對比或是協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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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練習自己喜歡的色彩意象，來用以改變原物件的色彩，由抽象的感官思考到具象的色

彩呈現，亦即形容某種意象去轉換成色彩的訓練。 

2.利用色票找出符合自己設定的色彩，試著調出此色。 

3.最少設定四種顏色，以供最後選擇搭配物件的依據。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想像自己是設計者，主要是想像所要表現的意象(如夏日的午後)，可以轉換成什麼樣

的色彩表現，進行色彩的探索與嚐試，透過文字去形容想表達的感覺，轉換心像成圖像，

其目的為進行改變原物件色彩。 

2.重新配色時，也應考慮色彩之間彼此的協調性原則，而不只是考慮自身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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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上色的色塊以 3.5 公分正方形剪下後，依照自己當時的心情去排列組合，不足色彩

可與其他同學相互交換顏色 

2.背後寫上心情主題與說明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自己當時的心情是屬於怎樣的色調，是開心、煩惱、緊張?用色塊如何去表現?排

列出最適切的組合。 

2.運用色塊表現概念，主色調與輔助色的比例會形成相異的視覺效果與張力。 

3. 色塊組合時，除了加入自由主觀意識，也充滿個人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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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先請學生回想上課內容，以問題讓學生共同討論，依次為最喜歡的單元為何?喜歡

的理由?加了黑色白色感覺如何?色彩改變後價值是否跟著提升? 

2.每個人用一句話寫下最大的學習與收穫，不可重複，最後各組派人發表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再次思考色彩是否直接影響人們的感官、對物品的選擇，或改變物品本身的價值。 

2.比對原始色與改造後的效果，即使微調色彩的彩度也會產生很不同的效果，將來對自

己使用的物件是否會多一點想法與多一些運用，多一些的美感觀察，讓美感真正體現在

生活上。 

3. 透過討論過程，學生將能彼此學習到許多想法與觀察。 

4.藉著討論，重新整理該課程的學習目標，再次思考老師提問的目的，歸納出學習重點

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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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彩」之物語這個課程主要是想帶領學生從生活物件的觀察中，體會色彩與人的密切關係。

課程連結學生生活，的確較能引發他們的興趣。學生從不特別注意到察覺生活環境的色彩，很快

進入狀況，由老師拋出的問題裡開始學習去換位思考，每個物件存在著許多實用性的考量，給學

生自己解決問題與尋找答案的機會。在練習調色的過程中，學生驚呼自己調出的顏色好美，雖然

只加上不同比例的白色(黑色)，感受卻大不相同，也間接提升對色彩的敏感度。但在色彩意象的

部分，有許多學生覺得將意象用文字表達、再轉換成色彩是困難的，所以必須多一些時間做說明，

先請他們想像一個情境，再用文字形容感覺，可以用哪種顏色來呈現，從色票中找出符合的色彩，

也許可以直接用色票剪下也是另一種快速的方法。 

  

 未來的教學規劃 

     此課程重點在於發現與觀察及調色練習，學生對於配色相對薄弱，下次可延長節數加強相

關的案例，延伸到街道招牌的配色討論，房屋的色彩、融入比例概念，擴大討論議題，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學生學習回饋） 

              第一堂課學習單                      第二堂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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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堂課學習單                         第四堂課學習單 

            

             

              學生各組心得                            學生各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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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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