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國中部 

執行教師： 林綵玲 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國中部 

授課教師 林綵玲 

實施年級 國中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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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與秋天飲茶_馬克杯。盤。墊構成設計（以生活為題，合於素養的構面學習主題）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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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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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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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接任國二班級，本次單元主要以花卉植物為圖樣基礎，進行電腦排列設計。因國一非

我所任教，所以請教國一的視藝、生物及電腦的任課老師關於去年課程內容。視覺藝術曾有色

彩調色單元，能將三原色混色形成 12 色相環，並以加白或黑色來調整色彩明度，擁有調色的

概念作為本單元色鉛筆的疊色混色的基礎；而生物課曾到校園做植物巡禮，認識了校園中台灣

欒樹、榕樹及楓樹的特性；而電腦課學過電腦教室資料儲存方式以及 photoimpact 軟體的應

用，三個科目大致概括了所需要的基礎能力。 

  為了多親近自然體驗美感，實際課程還會到校園進行觀察體驗秋天植物的變化。第三堂課的

葉子彩繪後，需要班上小老師協助幫忙課後掃描儲存成電子檔，以利電腦教室於課中進行圖案

構成的學習。運用縣網授權的 potoimpact 軟體進行圖案排列，會花一點時間讓學生熟練操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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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於第一堂課會進行美感知能基礎，在建立整齊和秩序的概念後，幫

助學生後續的學習。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十月過後的秋天，校園植物有什麼變化呢?利用秋天的校園植物與美感構面的構成做結合，透

過馬克杯與盤的設計，去體驗與實現生活的美感課題。利用攝影的實拍與擺拍，以構成的法則

練習將植物花、葉呈現出秩序之美。以手繪葉子、電腦資訊能力鋪排形成印花設計，實踐構成

的美學。過程中引導學生應用主從關係、整齊與韻律、對稱與平衡的構成方式，在最後舉行下

午茶時間實際享受體驗自己創造的生活美感。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 已了解自然中的重覆與對稱之美。 

2. 已了解構成重於搭配組合與安排  

學生將會： 

1. 對生活環境有感，自然植物蘊藏秩序性。 

2. 運用對稱與平衡產生的樣態，感受視覺的穩定。 

3. 在重覆之中加以變化，從而獲得韻律之美的實際體驗。 

4. 藉由構成的六個面向，呈現在生活美感上。 

5. 能辨別與討論構成產生的畫面變化，進行表達。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美感的基礎:秩序。 

2. 構成構面的美感。 

3. 成套的概念。 

1.植物攝影如何安排畫面構成。 

2.植物線條造型與色鉛筆的疊色混色技法。 

3.如何分辨對稱與平衡、重覆與韻律的相同

與不同。 

4.如何運用成套成組的做法實現生活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構成的搭配及組合形成不同美感。 

2.構成使畫面產生多元組合。  

3.美感在生活上實際運用體驗。 

1.能構成拍攝植物 

2.能描繪植物。 

3.能運用電腦鋪排印花設計。 

4.能與同儕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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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 自然攝影師:校園實拍植物，以葉子重複排列的畫面，和主從關係的安排兩種構

成進行，比較兩種畫面的不同。 

第二堂: 擺拍攝影:將落葉進行分類，拍攝整齊排列與韻律的畫面，對稱與平衡的植物照

片，進行欣賞與討論。 

第三堂: 手繪植物:利用色鉛筆畫出花、葉或種子，形成植物圖磚。 

第四堂: 構成設計:設計馬克杯盤墊構成草圖。 

第五堂: 電腦鋪排:操作 photoimpact 軟體功能，多重複製形成平面鋪排，送廠商印製。 

第六堂: 與秋天飲茶:馬克杯泡茶餅乾放盤，進行下午茶活動，課程總結與回饋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從鏡頭拍攝校園植物，使用什麼構圖方式來凸顯畫面焦點?主角放在畫面的什麼位置 

(2) 擺拍葉子的練習中，如何將整齊重複的排列進行調整變化呈現韻律之美? 

   達到既統一又有變化，有聚散疏密，有高低錯落，呈現音樂的節奏和韻律感。 

(3) 擺拍葉子的畫面中如何使用視覺的重量感達到不對稱卻又平衡的構成? 

(4) 葉子有哪些形狀和顏色?你為何選擇畫下這個植物的花葉種子? 

   色鉛筆如何疊色混色呈現顏色的變化?  

(5) 在不同的空間裡，你想如何填滿圓盤、長方形桌墊及圓筒形馬克杯? 

    又或者留一些空白?或者加一點文字? 

(6) 你能享受與欣賞各組下午茶的構成與美感呈現嗎?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看似複雜的圖紋，卻有一種和諧的美感，那不是隨意亂排，引導學生從生活中親近自然，

觀察秩序的美感，從一片植物葉子發展出富有變化的重複圖紋，實際體驗與感受韻律感

的規律與變化，並發揮資訊能力將構成應用於生活的物件，達到美感與生活連結。 

 

四、預期成果： 

   1.學生於生活中重新發現審美的樂趣，產生美感連結。 

   2.學生於生活中產生與自身有關之美感問題意識，嘗試找尋有效方法改變。 

   3.學生了解規律、秩序與美感之關係。 

   4.學生運用秩序之美感要素於生活中，呈現事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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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圖解圖樣設計，作者:藤田伸，易博士城邦文化出版 

2.印花設計學，作者:潔西卡斯維夫特，積木文化 

3.美感電子書 

4.植物畫的第一堂課:英國皇家首席畫師教你畫，作者:  克莉絲塔貝兒‧金，麥浩斯出版社 

 

教學資源： 

30 台 IPAD學生拍照，電腦教室 photoimpact 軟體，印表機列印作品， 

教師自學植物網路資源: 

https://www.mdnkids.com/way/index5.asp  台灣欒樹 

http://nchu-phytoecology.blogspot.com/?fbclid=IwAR3h2OUoZLdkLDp0nULk-ulvW6t

hZQkBykimFGUJTayI20PBOnY7gpyTY4M 青楓楓香 

https://sowhc.sow.org.tw/html/observation/plant/a06plant/a061002-yang-zhu-gin/ya

ng-zhu-gin.htm 洋紫荊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11 

自然攝影師:校園植物實拍，認識秋天的校園植物，表現主從關係的

構圖，在鏡頭下體驗自然界花葉的反覆之美，感受秋天葉子的色彩

變化所呈現的漸層之美。 

2 11/18 

擺拍攝影:將成堆的落葉分類與整齊排列，進行排列藝術拍攝，進行

調整與改變形成韻律構成；接著將葉子擺出對稱與平衡構成，欣賞

與比較組員的作品，韻律和不對稱平衡的美感與效果。 

3 11/25 手繪植物圖磚:畫出植物線條造型，利用色鉛筆疊色混色法上色。 

4 12/2 
電腦鋪排:利用 photoimpact 軟體，將圖磚去背，排列對稱和平衡

的馬克杯和圓盤。 

5 12/9 
電腦鋪排:利用 photoimpact 軟體，多重複製形成整齊與韻律桌墊

的鋪排，呈現重複與韻律兩種構成。 

6 12/16 
與秋天飲茶:馬克杯泡茶餅乾放盤，進行下午茶活動，課程總結與回

饋。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5%8B%E8%8E%89%E7%B5%B2%E5%A1%94%E8%B2%9D%E5%85%92%E2%80%A7%E9%87%91/adv_author/1/
https://www.mdnkids.com/way/index5.asp
http://nchu-phytoecology.blogspot.com/?fbclid=IwAR3h2OUoZLdkLDp0nULk-ulvW6thZQkBykimFGUJTayI20PBOnY7gpyTY4M
http://nchu-phytoecology.blogspot.com/?fbclid=IwAR3h2OUoZLdkLDp0nULk-ulvW6thZQkBykimFGUJTayI20PBOnY7gpyTY4M
https://sowhc.sow.org.tw/html/observation/plant/a06plant/a061002-yang-zhu-gin/yang-zhu-gin.htm
https://sowhc.sow.org.tw/html/observation/plant/a06plant/a061002-yang-zhu-gin/yang-zhu-g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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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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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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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攝影師  

 

 

 B 學生操作流程： 

 1.植物拍攝重點:主從關係的構圖，自然界花葉的反覆之美，秋葉色彩變化 

 2.校園實拍上傳照片，3.照片美感欣賞，學習單書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1.照片中主角位置的安排，配角如何烘托主題，來凸顯畫面焦點? 

 2.發現自然植物排列的重覆之美以及秋天葉子的色彩漸層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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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葉子擺拍攝影 

 

            整齊改韻律排列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小組進行:將成堆的落葉分類之後整齊排列，進行 knolling 拍攝 

2.經過調整與變化，形成具有韻律效果的構成排列 

3.兩人一組:拿兩片相似的葉子進行對稱鋪排，再將之調整成平衡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鋪排具有音樂的節奏感和韻律效果的構成? 

2.如何運用視覺的重量感形成不對稱卻又平衡的構成? 



8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手繪植物畫 

                                  804-33 繪               813-13 繪    

  

814-29 繪                                   802-32 繪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實際植物或前面單元的拍攝照片，觀察花葉造型，畫出線條輪廓，色鉛筆疊色混色，

表現秋天葉子的色彩變化，完成植物圖磚。 

C 課程關鍵思考： 

1.葉子有哪些形狀和顏色? 

2.你為何選擇畫下這個植物的花葉種子? 

3.如何使用色鉛筆漸層和疊色混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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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電腦鋪排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前小老師掃描圖像，解析度設定 300 

 1.運用 photoimpact 軟體功能，將圖磚去背，調整色彩飽和度 

 2..使用複製、移動、放大縮小與翻轉功能，排列對稱和平衡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在不同的形狀空間裡，你想如何鋪排圓盤及長方形環繞的馬克杯? 

 2.或者留一些空白?加一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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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電腦鋪排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利用 photoimpact 軟體功能，呈現整齊重複與韻律構成。 

 2.完成馬克杯、圓盤及桌墊的鋪排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同的組合搭配形成何種美感? 

 

  2.如何應用構成排列產生多元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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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與秋天飲茶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課前小組討論上(下)午茶準備的點心飲料 

2.進行桌上擺盤與茶點享用 

3.欣賞杯盤作品及擺盤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擺盤呈現下午茶美感 

2. 你能享受與欣賞各組下午茶的構成與美感呈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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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單元因結合攝影，手繪及電腦操作，實際堂數延長至 8 節課時間較為

充裕，如此能在手繪植物增一節，電腦操作也加一節做指令說明與練習，當

然如想在六節課完成，教師可依教學重點精簡教案。 

     此教案經過幾輪試驗，第一版只規劃了馬克杯設計(下圖一)，第二輪增

加了圓形杯墊，最後又加入長方形桌墊設計(圖二)，形成整套的下午茶餐具。

因環形轉印馬克杯之後，看不出原來的構成設計。呈第一段所述，若需精簡

可選擇其中一種進行課程，例如桌墊因面積較大且張開平鋪，易於表現構成。 

 

圖一:第一版課程馬克杯設計圖 

 

   圖二:第二版課程全套杯盤墊設計 



13 

    因學生對於平衡和韻律構成較不能理解，除了搭配簡報及照片外，利用

音樂播放讓同學了解韻律性，並搭配講義，以天秤為例來解說視覺感的重量

平衡，皆有助同學的了解與吸收，在鋪排時更能得心應手。

 

   另外進行前需事先預借電腦教室，並確定有圖形編輯軟體，本次教學感謝

資訊組長協助軟體整備，課程試行採用 photoimpact 和 powerpoint 兩種軟

體，前者可設定解析度 300，並存成 jpg圖檔印刷；後者操作容易，學生易

於上手，但因 powerpoint 存成 jpg只有 72dpi，因此建議存成 pdf 檔印刷，

尚有一些好用的 APP 值得研究後教學使用，例如 PHOTOSHOP app，方便

手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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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第一次課程班級用紙張列印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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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嘗試將圓盤設計印成平式鍋墊，但所需成本較高，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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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後改用盤子，圓盤圖置於盤子內，同學可將食物做擺盤，且每班皆可使用。

因本校為完全中學，下學期在高中部實施本單元，並增加桌面的布置，體驗整體

構成的搭配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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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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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心得: 

詹〇珊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內容很好玩， 從一開始的拍照到後來的用電腦操作，還舉辦

了下午茶，非常豐富有趣。我學會運用各種不同的排列構成，以前都胡亂搭配，

以後我會在生活中運用構成讓作品更有意境和美感。 

張〇翔 

這個單元認識非常多的植物，以往很少注意校園，原來植物的藝術課可以有這麼

多變化，可以攝影實拍用鏡頭框選捕捉畫面，還有練習擺拍:將葉子作對稱 平衡 

韻律 重複等排列，攝影真有趣，進電腦教室用軟體排列葉子馬克杯，雖然我一

開始很多都不太會用，熟練後就得心應手了，希望下次可以再學習美感單元。 

張〇宇 

我的杯子畫臺灣欒樹，老師介紹秋天的植物，其中台灣欒樹好神奇，四季有不同

顏色，種子在楊桃氣囊狀的蒴果裡面，我喜歡秋天時的紅色蒴果，以後我會好好

欣賞校園植物了。我最喜歡的是出去拍葉子，因為可以在校園吹風賞秋。 

對我來說每個單元步驟都是一項新的嘗試與挑戰，但是最後還是完成了，非常有

成就感!八節課很緊湊收獲很多，非常謝謝老師帶領我們做馬克杯。                 

古〇伃 

老師教我們自己畫的植物，做出自己獨一無二的馬克杯，還是一整套馬克杯跟杯

墊，雖然過程都沒有頭緒，但是老師一步一步的引導，教我們構圖排列方式，我

越做越有感覺!突然覺得好有成就感!說真的老師也付出了很多，謝謝老師教會了

我們那麼多。 

洪〇晴 

我喜歡學習植物畫的那堂課，除了看照片寫生，老師還提供拓印的方法，把每一

個細節拓印到圖畫紙上，沿著描好的葉子慢慢上色，做出漸層的效果；電腦鋪排

也好神奇，一片葉子變成多片，我可以用整齊重複、上下左右鏡射對稱、或是有

音樂性的韻律、有變化的平衡等，各有不同的效果，自己親自做出來的馬克杯，

使用起來別有意番風味，最後也謝謝老師的一番用心 

彭〇宣 

我覺得這個單元很好玩耶! 拍完照之後還可以畫畫，而且我還學會了色鉛筆的疊

色漸層法，這是我第一次覺得畫畫很好玩! 雖然畫的沒有很好 但我以後還會努

力的，我最喜歡的是去電腦教室做馬克杯，下午茶超棒的!!吃到很好吃的東西跟

喝到好喝的飲料,不用懷疑我就是班上那個最可愛的吃貨(我怎麼吃都吃不胖哦) 

郭〇維 

在做這一項馬克杯的活動，我認識了許多秋天的植物，還學會了一些構成的技巧，

雖然有些時候覺得有一些困難，可是學會時讓我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歡

這堂課，而我最喜歡的構成是平衡，因為左右雖然不一樣，可是卻可以讓畫面的

整體非常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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