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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申請學校 (學校全稱)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彭惠娟       

實施年級 7.8 年級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3 ■美術班*2 □其他 

學生人數 105 名學生 

備註 本校暑假前提美感計畫，因新生數尚未確定，班級數 4

班，學生人數預估 100 人，然實際人數不足。本學期預

想加入 8 年級一個班級數人數增 101 人。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學年度第學期， 

南區學校教師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教師 陳怡君參考課程名稱：怎麼放，才會美？ 

參考美感構面：參考關鍵字：構成 

無 

課程名稱：沒感教室  教室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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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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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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現色彩課程，認識自然色彩的多樣性變化與色料的三原色的差異。 

2.認識色彩中寒暖色、對比色、類似色、同色系、無彩色。 

3. 色彩的感覺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大吉國中位處偏鄉，學生就讀國中前美勞多數使用材料包。進入國中接觸美感

課程，對於色彩的調色、明暗、配色與感覺有進一步認識。接下課程以構成的秩序為主軸學

習。 

一、課程概述： 

 本次課程以構成的秩序為主軸，藉由學生自我身旁座位到團體教室公共空間的使用上，從沒

感覺順手隨意放置到有意識考量需求及習慣上擺置物品中學習思考規劃製作自己的收納格的

過程。 

    課程中由秩序感知到觀察校園生活周遭中秩序的應用到教室空間規劃整理。瞭解其中蘊

含單一元素的重複，眾多物件中成套、格線應用達到整齊和諧有秩序的美感，並能用美的感

知技能動手製作，合宜自己需求的收納格，擺放文具用品，從對待沒感覺的環境升級到加入

有秩序舒適美感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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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校園周遭環境，能有整齊有秩序就有和諧舒適的美感(觀察校園、建築、地磚)。 

2. 座位私人空間與教室公共空間的區隔及合宜的使用(觀察教室、走道)。 

3. 單一或多數均需分類建立更有秩序感(觀察地磚、師生停車道、回收場、升旗隊形)。 

 

 美感技術 

1. 工具的正確及安全使用 

2. 可以操作尺筆剪刀，規畫、測量、繪製符合物品尺寸需求的能力。 

3. 可以從平面規劃到立體成型的操作能力。 

 美感概念 

1. 有思考規劃才能讓設計更貼近人心。 

2. 整齊有秩序就有美感。 

3. 構成的定義與美感。 

4. 構成美感的感知操作與應用。 

 

 其他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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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 

單元目標 沒感與美感 

操作簡述 

1.教師拍攝課前及課後教室場景。 

2.師生討論教室亂源之問題，始於何處?如何解

決?5〞 

3.秩序的建立，動手整理自己的桌椅，除了整齊

之外還有其他需求考量嗎?。10〞 

4.寫下與分享，整理前後的想法。10〞 

5. 教師以整理前後，導入有感就有美感的主

題。25〞 

2 2/24-27 單元目標 秩序就有美-單一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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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小組從校園場景中找尋與秩序有關的景色拍攝

紀錄下來。15〞 

2.上傳照片到 line 相簿中，討論口頭報告小組

的秩序之美與需求的應用關係。15〞 

3. 教師總結並導入單一元素在秩序的應用 15〞

3 3/2-6 

單元目標 雜而不亂-格線的應用 

操作簡述 

1. 從生活中升旗隊形、商品擺設、型錄上圖像

中發現格線的構成的應用及視覺美感。10〞 

2. 小組分配教室中黑板、小陽台、打飯區、公

佈欄、桌椅中的物品加入格線的設計規劃討論

及排列。20〞 

3.組員書寫分享心得。10〞 

4.教師總結 5〞 

4 3/9-13 

單元目標 我的多寶格規劃 

操作簡述 

1.教室壁櫃中規畫設計一個符合自己書本文具等

用品，可放置的格子。20〞 

2.學生思考自己格子構成的需求如格數、尺寸、

材質、工具、技術等考量問題。20〞 

3.師生討論分享設計之理念及可行性。5〞 

5 3-16-20 

單元目標 我的多寶格實作 

操作簡述 
1.利用紙板、切割及膠黏的技法，設計完成自己

的多寶格。45〞 

6 3/23-27 

單元目標 分享與討論 

操作簡述 
1.討論分享與教師總結 25〞 

2.學習單紀錄 20〞 

四、預期成果： 

1.學生能從日常生活中觀察秩序及構成。 

2.學生能理解操作構成組合的能力。 

3.能將秩序構程滿感應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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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我的第一本設計書-簡單就是美 馬克．剛亞 , 小典藏出版 , 出版日期: 2008-01-21 

美感入門  主編 吳光庭 黃若珣 

漢寶德談美  漢寶德  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04/12/30 

如何培養美感 漢寶德  聯經出 出版日期：2010/04/30 

美感練習誌 

五、教學資源： 

1.美感電子書 

2. 學習單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教學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主題內容 課程進度 

1 4/15 沒感與美感 1.發現教室的亂源 

2.有感就有美感 

2 4/22 秩序就有美-單一重複 1.單一元素在秩序的應用 

2 從校園場景中找尋與秩序有關紀錄 

3 4/29 雜而不亂-格線的應用 1.從生活中圖像中發現格線的構

成的應用及視覺美感。 

2. 小組分配教室中加入格線的設

計規劃討論及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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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6 我的多寶格規劃 1.依需求自己規畫測量 

2.討論分享設計之理念及可行性 

5 5/13、

20、6/3、

10、17 

我的多寶格實作 1.設計草稿 2. 紙箱剪裁 

3.包裝紙箱 

6 7/2 我的多寶格實作 上台分享討論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程一沒感與美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無感的衍伸）利用教室髒亂場景圖像引導學生討論無感髒亂的

開場。 

2.（有感的確立）觀察其他同學座位，為什麼有的髒亂有的整齊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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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請同學分享其收納的方式，亂與整齊的收納有何差異?有甚麼

是同學可以檢討與學習的地方。 

3. 同學動手整理除了整齊秩序的建立，還帶來其他的方便性。 

4.動手做後，寫下學習單分享整理前後的想法。 

5.教師回饋，導入有感就會動手做讓整齊秩序，讓人悅目心怡的感

受這也是一種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課前利用放學時間，到班級教室拍攝髒亂場景，課程中與學生討

論?（髒亂的視覺、髒亂的感受、教室的亂源、如何解決） 

2.教室中從個人座位開始做起，如何動手讓座位改變?（整理整

齊、不要的東西丟掉回收） 

3.同學思考一下動手整理中，除了整齊之外還有哪一些考量?（東

西好拿、書本容易找、不妨礙空間） 

4. 美感就是 Care！沒有美感就是 I don’t care。 

5.今日學到整齊秩序課程。回去後，我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那些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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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 秩序就有美-單一重複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構成美感 ppt 導入後，教室實物觀察說明概念，確立學生理解。 

2.從進入校園場景中的建築、植物、動物及交通工具中，找尋關於

秩序的景色，構成元素及特徵感覺，手繪記錄下來。 

3.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曾見過或應用構成的元素於美的事物中，請

舉例說明。 

 

C 課程關鍵思考: 

1.構成美感知識的導入。 

2.在教室內尋找單一重複性、左右對稱的美感元素圖像。（同一種

圖像重複出現、左右兩邊上下同樣的圖像） 

3.手繪紀錄圖像、地點、圖像名稱、特徵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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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三 雜而不亂-格線的應用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由多人雜亂的畢業紀念冊、雜亂的書堆及房間的圖像中，讓學生

觀察它的視覺感受，是否舒適有美感，思考可如何改造。 

2.讓學生由升旗的班級位置、商品圖錄的圖像及超市商品擺放中，

觀察到眾多班級或商品如何應用可看見的線或隱形的格線，井然有

序的擺放格線中而不雜亂。 

3.學生到校園中探索學校是否有格線的利用，來收納擺放的地方。

利用攝影方式捕捉景象。 

 

C 課程關鍵思考: 

1.利用圖像的對照比較，讓學生區分視覺感受。（雜亂對照整齊） 

2.如何在多數物品中呈現又不顯亂。（可見與隱形格線） 

3.格線的應用是否能用在教室的空間中。（黑板、掃具擺放、公佈

欄、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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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四 我的多寶格規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什麼是多寶格，介紹故宮中的多寶格，看看古代皇帝如何應用多

寶格來收納玩具珍寶。 

2..規劃設計教室中的壁櫃，填寫自己需要放置的物品有哪些? 測量

物品規格尺寸? 

2.壁櫃的數量無法提供一人一組，請學生找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擺放

改造。落單的人，可以自己設計座椅下的空間。 

3.學生兩人一組利用一組壁櫃來設計，依壁櫃的尺寸繪製適合擺放

物品文具的紙箱。 

4.設計過程中要過找老師一起討論，確認草圖的可行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教室有哪些地方可以收納擺放物品?（美術用品、文具、球類、

書本） 

2.教室壁櫃不足可以跟誰一起共用改造壁櫃?落單的同學如何處理?

（好朋友一起改造共用及日後維持 單人改造樂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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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紙箱改造的形式及考量有哪些?（功能性、三角立式、格線盒

型、有無蓋、裝飾性） 

 

課程五 我的多寶格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利用紙箱改造多寶格，紙箱的厚薄決定能否承重、大小及尺寸是

否合宜適用? 

2.學生利用美工刀裁切，力道大小、速度快慢及需要安全使用工

具。 

3.紙箱基本型體切割後以膠帶黏貼牢固。 

4.利用牛皮紙為紙箱包裝美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材料的選擇考量?（合宜性） 

2 使用工具需專注不嬉鬧，安全操作它。難免有不小心受傷，需立

即包裹到醫務室處理。（正向處理態度） 

3.適用性及裝飾兩者間的輕重取捨。（功能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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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紙張包裝中如何充分利用減低廢材考量? 

（對齊紙邊運用及從中裁減的差異、零碎紙張再利用、拼接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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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六我的多寶格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我的多寶格設計後的使用檢討及心得。符合與不符合原因說

明。 

2.本學期構成美感課程心得與建議。 

3.上台分享應該說及準備什麼?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多數不知上台該如何報告如何當觀眾?（上台前，學習單填

寫要說明的理念及檢討得失心得、面帶笑容看著同學說出自己的改

造設計，可看著學習單上的內容提點自己，動作態度大方不扭捏，

報告完畢結束下台鞠躬。台下觀眾專心聆聽，有問題可舉手發問請

益，報告結束應不吝嗇給予掌聲鼓勵） 

2.教師先正面給予上台者肯定後，再針對問題給予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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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彭惠娟老師 

1.從沒感到美感，敲醒學生的知覺，在課程之前到班級上課總覺得教室很髒

亂，如何可以透過美感課程，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整齊秩序可以讓環境變的井然

有序，因此「沒感與美感教室」課程就想真實呈現它。課程前的下課及放學時

間，我先到各班教室拍攝它凌亂的角落。第一節課中透過教室影像，讓學生從

影像中看見教室中自己或同學的角落凌亂的感受，進而改造教室實施過程，希

望透過課程學生不只用於學校更能帶入日常生活中，學會秩序的建立是隨時隨

地。 

2.觀察讓美感知識更真實呈現，透過美感知識的引導再進入實地景物中觀察發

現，會覺得課程更為有趣深刻，學生喜歡到戶外觀察放風，尤其學校管制手機

攜帶，課程中手機攝影記錄學生反應超好。 

3.實作包裝課程中花費很多時間自己在教學上也覺得不順，學生的立體空間概

念反映不靈光，大多數需要老師的協助，甚至反映不過來，這裡課程拖延兩三

節課，所以師生的空間能力是有待加強。 

4.課程中小組合作學習，希望同學課程中，能與不同能力的人，彼此協助合作

學習。 

5..學生的口說分享過程，發現不是上台就可以說，透過操作過程引導書寫，一

步步說明記錄，學生上台才能敢說不膽怯。 

6.蔡孟娟老師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在製作多寶盒的過程中，學生假如沒有收

納需求或是本身有良好收納習慣時，對於製作多寶盒的課程會產生抗拒，覺得

不必在製作一個盒子來收納東西，少數學生其實對環境美的認知為極簡主義，

認為東西夠用就好。由個案學生的生活體驗，讓我反思在消費主義的時代，大

部分的人追求物質享受、金錢物慾的揮霍。目入眼簾的消費型廣告，我們生活

擁有太多物質，我們必須花時間在在整理物品上。在下次的引導教學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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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知道物品的收納規則與擺放外，也可從現代物質主義的觀點去探討，有

時候生活的亂與不美是來自於過多的慾望所產生的。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何明豪  整理教室時，我是整理後走廊的它很髒，跑出很多蟑螂，嚇死人了。 

李采諭  下午整理教室時，發現很多地方都很髒。 

最後心得 

賴佩臻  上完這學期的美感課，我覺得班上變得乾淨、整齊。做了多寶格就能

把自己的課本、美術用具擺的整整齊齊的，看起來就很舒服。 

吳奕靚  在這一個課程裡，我學到如何包裝收納盒，讓它更有美感，還有如何

利用好空間，把空加運用到非常完美。雖然，是第一次做，有些地方還是有點

不完美，但一次又一次就越來越接近完美的感覺。 

徐家培  我覺得做完多寶格，讓環境變得更加整齊，而且在課程裡也學習到了

很多，不管是包裝、割箱子都從中學到技巧。課程十分有趣也非常有意義，課

程中也認是道生活中許多東西。線條、圖形的整齊排列，所學到的東西在生活

中有能充分運用。 

賴冠錡  沒感教室 美感教式的心得使用格線等方式，讓物品排列起來更整齊，

希望下學期能夠上一些手做的作品。除了物品擺設整齊外，懂得整理也是必要

的，在生活中運用一些巧思能夠適當的排列東西。這個學期上的不只是收納還

有對稱、整齊、秩序、均衡用這方法使物品更井然有序排列一點都不難。 

劉乙臻  我學到均衡、對稱等，我覺得格線應用最有趣，是[恩為它可以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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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更整齊，不僅方便哪曲還能節省空間。 

吳安芸  我覺得多寶格可以把原本亂丟的雜物收納的很整齊，也可以把東西排

列的很好，才不會每次找東西都找不到。放入多寶格就很好找，整齊看了心情

也好，下次整理輕鬆很多，學期末要把東西帶回家也方便，不必手忙腳亂拿一

堆東西，這個課程很好，大大改變原本髒亂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