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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設計理念特色設計理念特色設計理念特色設計理念特色    

    
此課程從貼近學生的生活環境思考，引導同學觀察城市創意建築造型，進而

擷取經個人詮釋過後的生活圈物件意象，進行抽象造型的創作，是一種自我剖析

的表達，亦是關懷並意識個體環境的實踐與經驗。 

另一方面，此課程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模式，提供學生團體合作的機會，讓他

們分享不同觀點、草案、意見和製作藝術品，這樣一來，每位學生便能學習接受、

思考團隊成員提出的各種不同觀點、方法與假設，選擇最適宜的方案進行製作。 

再者，本課程採用「橋梁型的課程設計」（Curricula as Bridges）方案，主要

依循三個步驟：詮釋、反思、創造的流程，其中均以學習者為主導，每一個步驟

都需考慮到學生的知識背景，人文生活、思維模式和信仰價值，教師應要求學生

積極把現實生活和人的互動緊密地聯繫到學習的課題中。 

尤其，本課程參考 Guinan的敘述性（narrative）教學法，此教學法是針對環

境藝術與課程所提出，敘述性是事件或是經驗的陳述，以故事作為平台，探討有

關歷史、政治、社會或生活對話的文本。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讓其製作有關真

實生活問題的藝術品，而此設計需透過藝術探索和外在世界的知識才能解決，如

相關的生態、環境議題、都市景觀、生活機能設計等議題，在創作之前，學生需

先研究相關問題、仔細觀察、蒐集相關資訊，再融合新的詮釋至自己的創作中。

教師在課堂上使用論述、反思、研究和探討活動，從文化參與著手，學生依自身

經驗創作物質文化，銜接關鍵議題的同時，將學生生活直接相關的素材帶入課

程，重新詮釋、解碼、編碼物質文化。 

同時，本課程亦融合 McFee&Degge和 Guilfoil 的製圖（mapping）、建造

（building）教學法，提倡藝術教育的歷程來自於「製圖」和「建造」的經驗，

包括：觀察為導向的研究、社區文件的蒐集，藉由製圖的過程，此「共通土地

（common ground）」的經驗能夠被闡述。其中「製圖」的經驗，旨在讓學生尋找

社區的抽象符號意象，並整理出自己與社區的關係，而「建造」則是透過紙藝與

建築造型的概念，讓抽象的批判化為具體的建造，以三度立體建築的方式呈現出

來。此部分的教學活動是運用經個人詮釋過後的生活圈物件意象，讓學生設計與

環境符應之立體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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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課程計畫課程計畫課程計畫課程計畫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壹壹壹壹、、、、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 
一、 對象：七、八年級學生 

貳貳貳貳、、、、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實施方法實施方法實施方法實施方法 

一、 共同規範共同規範共同規範共同規範：：：：融入現行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課程，

各班均實施共同課程模組 6 節課。 
二、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一一一一)))) 現有課程之範圍現有課程之範圍現有課程之範圍現有課程之範圍：：：：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結合「造型的造型的造型的造型的

美感美感美感美感」：結構的體察，構造的邏輯。與「綜合習作綜合習作綜合習作綜合習作－觀察、認

識、體驗、反思與建構」：校園/社區在地特色，綜合練習/特

色教案練習，集體創作/期末發表/交流觀摩/展覽。 

參參參參、、、、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一、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教案內容架構圖教案內容架構圖教案內容架構圖 

主題 建建建建構築築築築夢   城市意象    

 

時間 共 6 節課，每節 45 分鐘 

目標 

1. 能覺知環境中建築物與立體造型間之相對比例關係。（比例、社

區體驗） 

2. 能說明不同建築物比例所構成之視覺效果。（構成、比例） 

3.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之立體紙構成排列組合立體作品。（秩序、構

成） 

4. 能設計與環境符應之立體紙模型。（構成、社區體驗） 

教學資

源 

1. 美感入門電子書 

2. 教學簡報 

3. 學習單 

4. 方眼卡紙 

5. 繪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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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

學活動 

1. 建築與立體造型觀察描述、案例欣賞。 

2. 校園與社區踏查、街景攝影、色彩與環境意象元素搜集。 

3.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之立體紙構成排列組合，並說明視覺效果。 

4. 運用所分析社區色彩與特性，設計與環境符應之立體紙模型。 

評量方

式 

1. 學習單撰寫完整與正確程度。 

2. 課程參與程度及學習態度。 

3. 實作建築美感與觀念應用之正確性。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八八八八    授課節次授課節次授課節次授課節次    

週次與主題週次與主題週次與主題週次與主題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教學活動重點教學活動重點教學活動重點教學活動重點    

1111    

說明不同建築物與

立體造型比例所構

成之視覺效果。（構

成、比例） 

建築觀察描述、案例

欣賞。    

1. 賞析知名建築物的結構與

生活、環境之關係，並記

錄於學習單。 

2222    

能覺知環境中建築

物與立體造型間之

相對比例關係。（比

例、社區體驗） 

校園與社區踏查、街

景攝影、色彩與環境

意象元素搜集。    

1. 進行校園周邊建築物與街

景攝影，並運用照片分享

與討論並其構成之相對

高、矮、長、寬等比例關

係。 

2. 蒐集並分析校園與社區環

境中之色彩元素（建築、

植物、街道等）。 

3. 將具象環境意象元素符號

化為立體結構造型。 

3333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

之立體紙構成排列

組合立體作品。（秩

序、構成）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

之立體紙構成排列

組合，並說明視覺效

果。    

1. 小組以單一元素進行組

合，並分享。 

2. 小組以多種元素進行組

合，並分享。 

3. 個人練習設計立體紙構成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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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運用所分析社區色

彩與特性，設計與環

境符應之立體紙模

型。 

運用所分析社區色

彩與特性，設計與

環境符應之立體紙

模型。 

1. 利用秩序中重複的單一元

素、相異的元素、整齊與

韻律等概念進行組構。 

2. 利用構成中主從關係突顯

焦點、隔線的分割邏輯等

概念進行組構。 

3. 搭配與環境符應之建築色

彩。 

4. 2D 到 3D 設計圖繪製。 

5555    

設計與環境符應之

立體紙模型。（構

成、社區體驗）    

立體紙模型製作與

發表。    

1. 個人運用方眼卡紙，進行

立體紙模型構成製作。 

2. 模型上色。 

6666    

設計與環境符應之

立體紙模型。（構

成、社區體驗）    

立體紙模型製作與

發表。 

1. 個人發表分享、課程回

饋。 

二、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design)：：：： 

單元名稱 建建建建構築築築築夢   城市意象 年級     國中七、八年級 

教材來源        自編、美感入門電子書 時間  6 節 

教學目標 

1. 能覺知環境中建築物間之相對比例關係。（比例、社區體驗） 

2. 能說明不同建築物比例所構成之視覺效果。（構成、比例） 

3.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之立體紙構成排列組合立體作品。（秩序、構成） 

4. 能設計與環境符應之立體紙模型。（構成、社區體驗） 

教學活動 

第一節課：建築與立體造型觀察描述、案例欣賞。 

1. 賞析知名建築物的結構與生活、環境之關係，並記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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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校園與社區踏查、街景攝影、色彩與環境意象元素搜集。 

1. 進行校園周邊建築物與街景攝影，並運用照片分享與討論並其構成之相

對高、矮、長、寬等比例關係。 

2. 蒐集並分析校園與社區環境中之色彩元素（建築、植物、街道等）。 

3. 將具象環境意象元素符號化為立體結構造型。 

 

   

 

 

第三節課：運用比例大小各異之立體紙構成排列組合，並說明視覺效果。

1. 個人練習設計立體紙構成作品。 

運用建築造形成之實例，個人練習立體紙張模型設計與組構後，全組作品

在進行組構。 

（1.） 以姚仁喜竹北高鐵站建築為例，練習設計紙條輪廓的造型。 

  

（2.） 以東海大學路思議教堂為例，練習紙張造型站立方式。 



5 

  

（3.） 以東京 表參道 TOD’S 大樓為例，練習紙張鏤空雕刻。 

  

（4.） 以北京國家體育場為例，練習全組弧線造型作品之組構。 

  

（5.） 小組發表分享、課程回饋。 

      

 

2. 個人運用三種以上紙藝技法，練習設計立體紙構成作品。 

 

  

 

第四節課：運用所分析社區色彩與特性，設計與環境符應之立體紙模型。 



6 

  

 

 

 

1. 利用秩序中重複的單一元素、相異的元素、整齊與韻律等概念進行組構。

2. 利用構成中主從關係突顯焦點、隔線的分割邏輯等概念進行組構。 

3. 搭配與環境符應之建築色彩。 

4. 2D 到 3D 設計圖繪製。 

 

   

 

第五節課、第六節課：立體紙模型製作與發表。 

1. 個人運用方眼卡紙，進行立體紙模型構成製作。 

2. 模型上色。 

3. 發表分享、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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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課程執行課程執行課程執行課程執行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壹壹壹壹、、、、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執行紀錄執行紀錄執行紀錄執行紀錄(documentation) 

  

1. 小組組員共同討論組構方式。 2. 小組組員將個人作品組構成立體造型

作品。 

  

3. 運用比例大小各異之立體紙構成排列組

合。 

4. 個人練習設計立體紙構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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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用生活圈中意象概念，設計與環境符應

之立體紙模型。（撰寫學習單） 

6. 個人立體紙模型製作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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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作品照片。 

 
 
 
 
 
 

貳貳貳貳、、、、    教學研討與反思教學研討與反思教學研討與反思教學研討與反思(discussion) 

教師心得回饋教師心得回饋教師心得回饋教師心得回饋 

此課程從貼近學生的生活圈環境思考，引導同學觀察城市創意建築造型，進而擷

取經個人詮釋過後的生活圈物件意象，進行抽象造型的創作，是一種自我剖析的

表達，亦是關懷並意識個體環境的實踐與經驗。 

學生心得回饋學生心得回饋學生心得回饋學生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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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撰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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