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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 

摘  要 

 

 

    臺灣教育部自 2014 年起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發展

相關藝術課程子計畫，在中等教育階段開發六大構面課程及教材，並於 2019年起

接續實施「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以深耕臺灣藝術教育環境。 

    本研究旨在臺灣美感教育思潮下，透過彙整美感教育文獻、歸納臺灣的美感

教育發展、比較實驗計畫面向，研發適切之中等教育階段美感教育課程，引發學

生美感經驗、提升學習動機及成效，落實美感素養。 

研究結果發現：一、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內涵：六大構面可視為美感教

學的核心概念，作為美感教育的基礎；二、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學習成效：

美感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習者認知、技能及情意面向的發展；三、高中階段之美感

教育課程發展模式：「構面—模組—地圖(AA-M-M)」可視為美感教育課程的發展

進程。 

    本研究對於未來美感教育發展，提出「美的形式有感」、「美的設計實踐」與

「美的跨領域思維」作為建議，提供中等學校美術教師進行美感教學與評量的重

要參酌依據，呼應 2019 年上路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實踐美感於生活。 

 

 

 

關鍵字：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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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esthetic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Since 2014,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has promoted the "Five Years 

Aesthetic Education Plan", which included developing related sub-programs in art 

curriculum, with a wealth of six-aspect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t 

popularizes the policy constantly to develop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rough aesthetic documents review, Taiwanese aesthetic policies analysis, and 

aesthetic curriculum programs comparis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e the 

teaching of this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aesthetic learning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learners to expand aesthetic literac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e following: 1. The substance of aesthetic 

curriculum in senior high school: Aesthetic six aspects are regarded as key concept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learning. 2.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aesthetic curriculum in senior 

high school: Aesthetic courses cause learners positive effects in cognitive, psychomotor, 

and affective domains. 3.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aesthetic curriculum in senior 

high school: “Aesthetic Aspects-Module-Map”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aesthetic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 few suggestions can be made: Aesthetics of 

visually perceiving, Aesthetics of design practicing, and Aesthe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serve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teach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high school teachers for carrying out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In response to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o be implemented in 2019, it also aims to 

cultivate people's aesthetic literacy and implement aesthetic life.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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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說明｢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之研究契機。

第一節針對美感教育的緣起背景與研究動機進行解析；第二節對研究目的與待研

究解決的問題作相關陳述；第三節為本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範圍的界定與限制；

第四節則對本研究相關的專有名詞進行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上路 

    隨著近年來教育改革的浪潮，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等團體無不針對未來學習者擘劃學習藍圖及相關先備知

能，培養｢二十一世紀需求之能力｣(The skills needed in the 21st century)，包含基

本識讀能力(Foundational Literacies)、素養(Competencies)及人格特質(Character 

Qualities)等三大面向十六項技能，及思考的方式(Ways of thinking)、工作的方式

(Ways of working)、工作的工具(Tools of working)及生活的技能(Skills for living in 

the world)等四大範疇(Binkley, Erstad, Herman, Raizen, Ripley, Miller-Ricci, & 

Rumble, 2011)。參照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之相關報告，提出 2030 年的教育架構，可由知識(Knowledge)、

技能(Skills)與態度(Attitude & Value)三方面進行檢視與評估(OECD, 2016)。在全

球教育脈動發展下，建構能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基本學術知能，涵養應對複雜挑

戰的素養能力，健全適應社會環境的人格特質，為學習者應對未來的重要關鍵。 

    教育部盱衡社會變遷與全球化趨勢，根據 1999 年公布的〈教育基本法〉條

文，視社會需求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於 2010 年｢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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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擬訂新課綱機制，強化中小學課程連貫與統整，實踐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落

實全人教育的精神。2019 年起正式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以自發、

互動、共好為基本理念，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透過｢核心素養｣三面九項能力的建

構，具備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能與態度（張益勤，2016），並以此

啟發學習者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民責任（教育部，

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依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劃分三個教

育階段，並細分五個學習階段，在高中教育第五學習階段中，接續九年國民教育，

著重學習銜接、身心發展、生涯定向、生涯準備與獨立自主等，除原先規劃之部

定必修課程之外，另增設校訂必修（校本課程）、校訂特色選修課程，與部定加

深加廣課程學分，改變了學校以往的課程系統，強化各校特色，鼓勵學生社區就

近入學，並透過選修課程適性學習，強調跨領域合作與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相關

選修課程及學分的增設下，帶給藝術領域開發彈性、累進、多元及創新課程的機

會優勢（教育部，2018），透過專題的製作與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讓藝術教

學現場的師、生共同成長，活化藝術學習歷程。 

 

（二）美感教育課程計畫的推動 

    因應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核心素養的學習不宜單以

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教育部，2014）。為培育學

習者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跳脫以往藝術教育中對於美學認知與實踐的狹隘，建

構系統性的課程教學規劃，教育部於 2013 年頒訂｢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

五年計畫（2014~2018）｣，將 2014 年訂為美感教育年，國家教育研究院於同年

成立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作為美感教育發展基地，為臺灣美感相關研究立

基，共同推動系列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普及並落實課堂中的美感思維，宏觀地檢

視藝術教育中對於純藝術(Fine arts)創作的關注，進而延伸思考美感與生活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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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在首波的美感教育計畫，定調美學素養從幼培養，美感教育的終身學習概念，

由教師、行政人員致力發展相關校園內的美感實驗課程，進而影響社區、深入偏

鄉、美善社會，達到適性揚才成就多元才能，落實美感於生活。教育部委託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交通大學，分別辦理中等學校與美術課

程相關的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子計畫，包含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校園美感生活計畫、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開發計畫，經由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及國立

東華大學等基地學校聯手，辦理藝術教師共學活動，經由討論與分享，傳承實驗

課程經驗，累積美感實驗課程教材，使中等學校教師透過增能研習，活化教學現

場，實踐「課程研發」、「教學實踐」與「教材推廣」循環模式，讓美感教育落實

於課程學習，進而美善生活周遭環境，增進國民美感素養。檢視影響力評估報告，

在師生的美感意識及行動表現、學習者美感體驗強化方面，皆有正向影響，並在

藝術相關領域教師、偏鄉/特偏鄉的學生影響更為顯著（教育部，2018）。 

    教育部於 2019 年持續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

（2019~2023）｣，調整相關經費並整併計畫，除持續｢課程教學｣、｢教職知能｣

與｢支持支援｣面向外，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接軌，增加美感教育推廣宣傳

策略，積極推動職前與在職教師的素養增能，鼓勵前瞻性的美感領域研究並提供

人才培育補助，推廣跨領域的美感專題探究與實作，強化國際交流接軌，融入設

計思維概念，提升學生創新設計美感素養、營造美感學習空間環境，以增進國民

美學前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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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一）透過美感課程的發展與實施落實美感素養 

    涵養是透過經驗與學習累積的內在素養，素養是每個人終身學習的重要事項，

與生活息息相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素養的學習當作基本人權。芬蘭最具歷史

的師培學校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在教師教育學程招生網頁上

說明教師應發展以下的能力：倫理、智力、溝通互動、文化、教學及美學能力

(Aesthetic competence)，強調教師必須能夠具備對於環境整體(holistic)以及多感官

(multi-sensory)經驗的能力，創造美感覺知能力（李淑菁，2017）。透過健全教師

美學素養，方能落實美感教育於課室學習中，進而涵養學習者美感基礎能力。 

    擔任領導國際學生評量計畫要職的研究員安德里亞斯˙施萊謝爾 (A.  

Schleicher)表示：｢未來的年輕人將會由創意得到的技能獲益，而非考試領導的學

習。……在第四次的工業革命中，藝術的學習也許會比數學更重要。｣(Snow, 2019)。

藝術及美感相關的軟性技能(Soft skills)，需透過長時間的累積養成，與時代科技

相輔相成，透過多元的藝術學習與美感薰陶，使學習者能經由生活感知覺察、進

而審美思考，融合理性思考與感性，進行相關創意的展現。 

    十二年國教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強調藝術學習不以知識和技能為限，應

多關注藝術學習與生活文化的結合，學習是系統的整合，而不再是片段的資料堆

砌(Eisner, 1972)，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落實生活美學。環顧臺灣長期處於升

學體制的狀態及藝術科目的邊緣化，透過課綱改革的思考與美感計畫的支持，從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著手，建立美感素養導向教學的模式，以生活為根本，強調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使｢美意識｣連結個體未來生涯的專業知能，以活用實踐的成

果展現與多元評量的方法，評估學生學習美感後在認知、技能、態度的學習成果，

反應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有效性，並針對個別化的差異做課程修正與補救教學，

建立內容合宜且便於美術教師運用於教學現場的美感基礎能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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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由美感教育的參與、實踐到研究組織美感教學模式 

當代美術學科的教學思維，在於均衡美術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透過情

境與脈絡化，連結藝術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美感現象，經由相關的學習歷程，培養

學習者的後設思考能力，落實藝術與美感在生活當中（美術學科中心，2019）。

在課程設計的歷程中，需參照課程層次的遞嬗關係，透過層層轉化、接續運動

(Goodlad, 1979; 甄曉蘭，2003)，檢視並理解課程發展的順序性與完整性(Tyler, 

1949)，因此定位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實施，在整體藝術課程中的關係與位置，

不僅助於藝術相關知識的組織與統整，也關照到整體藝術教學脈絡、學習發展與

評量的系統，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課程發展的動態機制。 

身處中等教育教學現場的研究者，為觀察美感教育政策於校園產生的藝術教

育動能與影響，自 2014 年起投入中等教育階段三大視覺藝術教育相關的美感教

育實驗課程計畫。由美感教育思潮的哲學思考，連結基層教師的教學實務，透過

增能研習、教學共備、課程計畫撰寫、課程實施、說觀議課活動、工作坊籌劃執

行、結案成果彙整，與經驗分享等近百場活動辦理，經由研究者省思與參與教師

的交流互動，長達六年不間斷的進行滾動修正與反芻。 

在漫長的歷程中，經歷十二年國教的醞釀與實施，政策變化帶來基層教師的

不確定感，加上校園課程結構的改變，及學生世代的快速變化等因素，教學者容

易因片段的資訊取得而產生困惑與疑慮，動搖美感教學推廣的持續性與全面性。 

因此本研究希冀以多面向與長期美感課程計畫參與的歷程，兼具廣度與深度

的視角，由觀察者進入到參與者與研究者的位置，透過政策性的論述，歸納各計

畫產生的連動關係，形塑美感課程地圖的概覽雛形，提供課程安排規劃的參考，

並進入到美感課程設計與評量實踐，企圖打開美感教育前期發展的宏觀視野，釐

清計畫發展脈絡、課程發展與教學現場實務，以開放性及通用性的課程架構，作

為美感教學的取徑，與後續美感教育研究重要的參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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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教育部於 2013 年頒訂｢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2014~2018）

｣，並從 2014 年起推動系列美感教育課程實驗計畫，自臺灣北、中、南、東四區

招募種子教師，成立美感教育種子學校。透過講座、工作坊及分區共學機制，由

教學現場的美術教師開發豐富而多元的教案案例，於教育現場的課堂中實施，並

透過課程分享發表與成果展出，呈現美感教育的階段性成果，以此展開｢美感教

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2019—2023）｣。研究者透過梳理國內外的文

獻，並觀摩眾多精采教案，發現臺灣美感教育的在地化特質，以此作為美感課程

設計之依據，經由課程實踐，針對學習者進行認知發展學習成效分析，驗證學生

經由美感實驗教學所產生的變化，因此本研究的三大目的為： 

（一）研發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基礎課程。 

（二）探討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評量成效。 

（三）建立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模式。 

 

二、研究問題 

    為理解上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為： 

（一）高中階段美感教育課程內涵為何？ 

（二）高中階段美感教育學習成效為何？ 

（三）高中階段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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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疇  

（一）課程設計 

    本研究參考教育部 2019 年課程綱要、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相關美

感教育研究文獻、美術及藝術生活審定版教科書、教育部美感學習工具手冊、國

教署美感生活計畫課程模組等資料，透過研究者彙整編寫六大構面課程模組，以

兩大構面為一單元，共計三大單元 18 堂課，經由藝術教育及設計領域專家學者

檢核審視，修正後進入課室現場進行教學活動，每週授課兩堂 100 分鐘，共計 9

週 15 小時。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某市立普通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普通班學生，經由學

期初教務處教學組排課後，立意取樣六個任課班級作為施測對象，共計 235 人，

其中男生 73 人，女生 162 人。 

 

二、研究限制  

（一）課程設計 

    本課程聚焦於正式教育中教育部所推展之美感教育相關課程計畫精神，以培

育美感素養為核心目標。課程設計均以生活為題，透過做中學理解構面與生活的

連結，進而產生學習遷移之效，落實構面概念至生活中的運用。但受限於授課時

間，難以更進一步討論美學哲思、進行美感教育的跨領域實踐，未能觸及非正式

課程範疇，或是將美感置放於視覺文化、社區取向相關議題做延伸思維，為本課

程設計及研究難以兼顧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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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施測對象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學生，學校早期為中部地區升

學型的指標學校，學生學科能力表現中間偏上，學校規模介於中型至大型學校間，

學生男、女性別比例約為一比二，因此研究結果無法推論所有高中階段美感教育

的學習成果。 

 

（三）教材規劃 

    本研究期望建立教材普及化取材的課程模組，落實體制內的美感教育，相關

課程案例、學習資源，皆以共通性原理原則說明，並運用具普遍性生活美感素材

作例證，未針對不同地域性的文化特色作深入分析，但可作為學習者未來進行專

題發展，及選修特色課程、加深加廣學分之先備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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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美感教育 

    德國哲學家席勒(Schiller)在〈美育書簡〉中提到「道德之人只能從審美的人

發展而來，不能由自然狀態中產生」，伴隨著知性的清晰性、情感的活躍與思想

的自由，其中需要以教育為手段通透。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對於教育方

針之意見」（1912）中，根據民主國家健全國民人格之需求，提出了軍國民教育、

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五育」的教育方針，為美感

素養透過教育為手段培養的濫觴。美感教育的目的為提升人類情感意識脫離自然

情狀，使其進入審美修為的意境之中（黃淑基，2009）。本研究所指為自 2013

年起臺灣教育部之美感教育政策及相關教育推廣活動。 

 

二、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臺灣教育部自 2014 年起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在中等教育階段相關實

驗課程的子計畫，包括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美感生活課程計畫、跨領域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建立美感教育六大構面，

由授課教師設計課程，經由計畫委員審查後入班實施，並以成果展形式呈現課程

實施結果，自 2016 年起更名為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而 2019 年起變更為美感

與設計創新計畫。美感生活課程計畫為教育部轄下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承辦之計畫，

對象為國立高中端學校，透過六間核心學校教師規劃公版課程，每次六節入班授

課，執行期間為 2016 至 2017 年。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強調藝術

課程與其他科別的整合課程設計執行，2019 年起更名為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

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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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感構面 

    漢寶德於 2010 年在所著專書〈如何培養美感〉中提到，清潔為美感的真正

初階，接著是整齊，而達到秩序之美。進而透過比例之美、色彩世界、談質感到

構成之美等書中篇章，貫串器物、書法、家具、建築、彩瓷與燈具主題，引導讀

者認識美感，期盼落實臺灣生活美學。隨後在 2013 年，甫上路的第一期整合型

視覺形式美感教育計畫裡，漢寶德與核心規劃團隊，逐步建立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主軸，包含｢美感體驗｣（比例、構成）、｢形體美感｣（質感、色彩）、｢造型美感｣

（結構的觀察、構造的邏輯）與｢綜合習作｣（觀察、認識、體驗、反思與建構）

等六大美感要素/課題/主題，與一項綜合練習或成果展現（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014）。 

    2016 年起推展的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企圖連結現代設計與藝術，界定

美感為愉悅的感受、合宜的關係與生活中的體驗，將六大美感要素/課題/主題，

統一改以美感（學習）構面一詞，進行以生活為題，美感探索為歷程的學習。2019

年起的美感設計與創新計劃，延續六大美感（學習）構面的名稱使用。 

    2019 年持續推動的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則以美感形式稱之（教

育部，2020），並在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的元件中，更細緻的說明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與美感形式構件（均

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單純、虛實、

特異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9）。本研究之構面以六大美感要素為範疇。 

 

四、課程發展 

    「課程」原文來自於拉丁文 currere，原為跑步或在跑道上奔跑之意，1918

年後美國教育學者巴比特(Bobbit)出版〈課程〉(curriculum)一書，才逐漸廣為所

用，並發展成為學習的科目(the course of study)之意。依據課程學者的研究，可

分為課程即學科、課程即經驗、課程即目標、課程即計畫四大類（林曼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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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教育學者奧立佛(Oliver, 1977)則說明課程應能銜接性(articulation)、均

衡性(balance)與持續性(continuity)，泰勒(Tyler, 1979)指出有效的課程必須具備順

序性(sequence)、持續性(continuity)與統整性(integration)，意指課程是一個有組織

的意圖，必須全面且連貫，如同藍圖一般（李子建、黃顯華，1996）。因此課程

發展應該是一個綜合的過程，包含目標的分析、設計方案或事件、實施一連串的

活動，並綜合以上過程的評鑑 (Wiles & Bondi, 2002)。專業教師從事課程發展，

應包含（教育部，2018）： 

    （一）課程設計：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 

    （二）課程實施：準備措施及實施情形。 

    （三）課程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成效。 

 

五、課程模組 

    模組(modules)一詞廣泛被使用於電子系統或器械中，某一部分具有特殊功

能的組件，而運用於教育領域中，則以教學模組(instructional module)稱之，指在

科目或課程中，為講解或說明某個觀念，而獨立、完整存在的教學單元。教師可

依照教學時間、課程目標及學習者的需求，調整數個教學模組的組合，各模組間

並沒有一定的教學順序(Ganesan, 2009; Warwick, 1987)。教學模組的設計，教師

需在教學前進行縝密的規劃，教學進行的目的以學生為主體，在教學歷程中檢視

師生的互動情形，隨時進行彈性調整（黃茂在、陳文典，2002）。模組化課程相

較於一般課程，更能以學生的興趣和生活經驗為中心，透過彈性化的特性，使不

同學科教師在發展教學活動、進行教學時，能互相合作且擁有必要的自主性（郭

重吉、江武雄，2001）。 

    教學模組中靈活的單元設計、整合概念，呼應臺灣美感實驗教育中構面的學

習型態，教師在實驗課程中可以單一構面的教學進行，亦可整合多個構面，由基

礎至進階形成完整的美感課程專題，或與其他領域共組跨領域的課程型態。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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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生活課程計畫及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中，強調教師單元課程的規劃設

計與實施的彈性，而運用課程模組一詞。 

 

六、教學評量 

    評量(assessment)一詞源自於拉丁文 assidere(Ferrara & MiTighe, 1998)，是蒐

集、綜合及解釋資料的一個歷程(Airasian, 1994; Nitko, 1996)。在教育心理、測驗

統計或課程教學領域中，多數以「評量」(assessment)稱之，而在教育行政領域

上，則較多使用「評鑑」(evalution) （謝文全，2003），亦有學者就廣義的層面

將兩者視為一體(Linn & Gronlund, 1995)。 

    教學評量是教師為了瞭解教學目標的達成程度，以及了解學生在學習方面的

變化所實施的方法（林進材，2006）。透過評量的結果，可以檢視學生學習的進

步情形，發現學習困難，並回饋教師各階段的教材設計是否得當，作為下一個教

學循環的起點（王家通，2001）。依照實施的目的性，可分為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與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本研究所指為透過多元評量方

式的素養導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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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節，說明美感教育相關的研究論述，作為後續課程發展與評量

研究之理論基礎。第一節爬梳美學在東、西方的發展脈絡，進而產生美感教育的

需求；第二節說明臺灣美感教育的實施現況，透過課程綱要及相關實驗計畫的說

明比較，呈現臺灣美感教育的樣態；第三節針對美感教育的課程發展與評量做理

論說明；第四節彙整審定版教科書的美感教材，以作為課程設計的參考；第五節

呈現多元的美感教育課程研究風貌並予以分析，作為發展正式研究的依據。 

 

 

圖 01 文獻探討與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研究之關係圖 

 

第一節 美感教育的相關理論 

一、美學  

（一）美學一詞的緣由 

    美學概念的詞語源於希臘語 aisthetikos，而「美學」一詞首度出現於 1735

年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Baumgarten)的碩士論文〈詩的哲學默想錄〉(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dus)，並於 1750 年正式使用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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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學〉(Aesthetica)專書中，將美學由詩學中的討論，提升至一門新興科學，

探討在科學的、實驗的和邏輯的智性知識(connaissance intellectuelle)外，存有藝

術經驗與審美察覺等感性範疇的感性知識(connassissance sesible)，囊括藝術、美

感和敏感性。然而，十八世紀的歐洲，｢美的科學｣、｢藝術哲學｣及｢美學｣的說法

紛陳，直到康德(Kant)等人及費舍爾(Vischer)在著作〈美學或美的科學〉發表後，

才逐漸以｢美學｣作為美學的正式且通用的名稱。經由其他的美學家進一步詮釋，

遊走於感性與理性間，並將討論範疇擴展至自然美、藝術美、社會美等層面。 

    漢語對於美學的一詞的使用，來自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於 1875 年

所著之〈教化議〉一書，針對丹青、樂理做闡述，開啟東方正式使用美學一詞（葉

朗，1993）。隨後於 1902 年，學者王國維翻譯日本牧賴五一郎所著〈教育學教科

書〉，和桑木嚴翼所著〈哲學概論〉兩書時，不僅使用美學一詞，更運用美感、

美育、審美等詞彙，並給予美學為｢論事物之美之原理｣的定義（黃興濤，2000；

劉悅笛，2006）。 

 

（二）東方的美學觀點 

    中國早期並無明確獨立討論以｢美｣作為系統性論述的學門，普遍認為先秦時

期是中國古典美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葉朗，2014）。中國古代的器物，早

已顯示人對於美感創作的意圖，運用文字闡述開創東方美學起點的老子，以｢氣｣、

｢虛｣、｢實｣、｢無｣、｢有｣、｢自然｣等概念，開啟道家美學元氣論的傳統，〈老子〉

闡述透過天人合一「無為而無不為」、和諧共生「大巧若拙」等天人合一的境界

與自然共生（劉進，2006）。 

    孔子開創儒家的美學傳統，將美感立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提出｢興｣的範

疇，在〈論語〉泰伯篇第八章中主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藝術陶冶完

美的人格（李宗澤，2017）。儒家經典〈周易˙繫辭〉，提出｢生生之謂易｣的命題，

即生生不息、日新又新的本體，稱之為易，而｢易者像也｣，透過表抽象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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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質的「像」，串聯內容與形式上面的美感討論。繼承老子道家美學的傳統，

莊子提出超功利主義的觀點，自由自在｢游｣的精神意象，超脫社會性規範的範疇，

進入超脫的精神層次，在〈莊子〉知北遊篇章中，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

境氛圍，說明於審美心境的開拓（李澤厚，1987）。 

    魏晉玄學的發展下，謝赫的審美六法，延續｢氣韻｣的觀點，至唐、五代、宋

元時期，畫家張躁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概念，呼應禪宗以｢心｣為審美觀

點的討論，通過此心上顯現的世界萬著顯現自己，強調｢心無不二｣，映照柳宗元

｢美部自美，因人而彰｣的詮釋。到了清代王夫之以｢意象｣為中心的美學體系，總

結性地成就中國古典美學。 

    日本與中國有相當的文化依存關係，和歌理論中提煉出的「物哀」、「幽玄」

與「侘寂」概念，呈現出情緒狀態、情境及物質的美感意涵（大西克禮，2012），

展露「空（簡素）」 (Empty)的美學觀，與西方的簡約(Simple)遙相呼應（原研哉，

2011）。 

 

（三）西方的美學哲思 

    相較東方早期以｢氣｣、｢有無虛空｣等形而上地探討人生的美感，貫串於美學

的論述，西方則以系統性且明晰的方式探尋心理變化，透過辯證作為美感探討的

依歸（張法，1998）。 

    早在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及其學派提倡的美，是和諧與比

例之美學觀點，而柏拉圖(Plato)開啟人類的心靈美感的討論，從動態層面的功能

分析具有生命及運動兩種特質包括「理性之魂」、「意志之魂」和「嗜慾之魂」。

前者透過理性(Nous)與愛(Eros)引導人類精神向上，而後者則藉由感官的快樂使

人沈溺，意志則交互控制兩者，當心靈接近其所愛，美感與節制形成睿智的實體，

形成和諧平衡的快樂，導向客觀價值的創造，形成美是理型說的論述。亞里斯多

德(Aristotle)承繼其觀點，形塑「模仿」與「典型」兩個論述，並進一步說明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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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美感承擔著教化及政治的角色，具有審美淨化的公民教育功能（朱光潛，

1963）。 

    文藝復興時期主要的哲學思想，反應自然哲學與人文主義的興起，而美學思

想便在人文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展。歐洲啟蒙運動後，開啟一場探究古

典思維的文化運動，探源至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及塞內卡(Seneca)建立的

「人之典型」(Idea of human ideal)概念，亦即「人格性」(Personality)，通過自身

理性思考的精神性，與身體感受的物質性，統合運作達到全人的美感。然而笛卡

兒(Descartes)則明確區分精神與物質的二元實體，透過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與

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相互的辯證，在理性思辨與身體感覺間，產生極端的對

立。 

    康德(Kant)跳脫二元分裂的說法，提出「純粹理性」(Reine Vernunft)、「實踐

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與「判斷力理性」的概念，透過「判斷力」將經驗之

現象世界的知識，與彰顯道德、善與自由的行動法則，搭起溝通的橋樑，人得以

克服自然的法則支配，而在感性的中命中實踐對於美善的追尋。美學在康德的立

場中是主觀的，透過外界映照而產生心靈的反應。 

    費舍爾(Vischer)提出移情論的｢美學的物理學｣觀點，經由本身的活動移入對

象之中，美感經驗才隨之產生，對象物包括無機自然界的美（光、熱、土、水、

空氣），與有機自然界的美（植物、動物），以及人的美。但黑格爾(Hegel)認為，

美包含兩個客觀因素：是｢理念｣與｢感性和個別形象顯現｣。理念是絕對的，而美

是主體的創造與客體化，達到主客觀的統一。 

    席勒(Schiller, 1795)梳理相關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哲學觀點，提出實現人性的

動力來自形式衝動(Formtrieb)和質料衝動(Stofftrieb)，分別代表理性與感性的動

力，透過遊戲衝動(Spieltrieb)作為中介，兩者關係間的調和才形成一個完整的人，

產生活生生的形象(Lebende Gestalt)，為美的事物的代稱(Schiller, 1795)。理想的

美唯有透過自由的心境(Freie Stimmung)，在理性與感性同時作用下才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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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殊對立統合狀態論述中，首度提到關鍵性的審美教育，通過自由的創作與

自由的展現，使理性與感性統合運作。 

    此自治性美學(Autonomie)的時代，將美學獨立成為學門，透過人文內涵指

涉社會的意識形態，廣泛回頭與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理論整合，碰撞出宏

觀的火花。延續其後的政治性美學，呼應馬克思資本主義的徵侯及尼采(Nietzsche)

的虛無主義，波特萊爾(Baudelaire)、班雅明(Benjamin)及阿多諾(Adorno)等人，

反映工業化下新穎、機械複製與前衛特質等不安的衝撞，進入到後現代多元並陳

的反政治性美學，以更紛陳的思潮，探討社會文化中的美感意象（陳瑞文，2002）。 

    美學不是研究如何創作藝術美的科學，而是探討人對於美的感受的學門，突

顯藝術、美、主觀感性三者的本質關係。湯桑(Townsend, 1997)彙整歸納出三大

美學理論體系，包含「參與美學」(Participatory aesthetics)、「美感經驗論」(A theor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及「藝術世界」(Art world)。其中的參與美學論，影響力最

強的莫過於透過模仿與美的形式原理為主軸的古典理論，強調和諧的美感價值；

美感經驗論依賴美感態度(aesthetic attitude)、美感覺知(aesthetic perception)和美感

直覺(aesthetic intuition)的概念，透過表現(express)直接覺知形式的美好；藝術世

界理論則關注藝術家、觀眾和支持藝術發展機制（如藝術學校、博物館等）交織

而成的關係，從史觀的角度出發，強調美感的接受(reception)與美感反應(aesthetic 

response)。綜整各美學家的論述，具有建築師背景的美學家柯仁(Koren, 2010)，

歸納美感是感知或官能的知識。 

 

二、美感教育 

（一）藝術與美感教育 

    藝術本身對多元感官及知覺的刺激，讓學生可以從實際的感受中體會抽象的

學理，並將藝術作為連結知識之間的媒介，增進學習的深度、廣度與完整性，最

終與學生經驗、生活及社會做聯繫，運用多重角度與創新思維關心整體生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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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項議題（陳瓊花，2001）。美感不僅只在藝術創作與美學形式，尚包括日

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視覺經驗與視覺文化（趙惠玲，2005）。美感教育之精神乃

強調美感素養與不同文化、生活結合之意涵，藝術的行為不再單單只是為藝術作

品而存在，將很自然地滲入人類生活中各層面（林曼麗，2000）。藝術是美感經

驗的重要媒介，因此，學校正式課程中往往將藝術教育視為美感教育的核心。（洪

詠善，2016） 

     學習者在經驗學習的歷程中，行為的產生往往透過內在動機的驅使，由基

本慾望至高階精神狀態分為三個層面：匱乏性動機(deficiency motivation)、成長

動機(growth motivation)及超越動機(metamotivaton)，在滿足生理需求後，進而產

生心理、精神需求，進一步追求存有價值時，其生存動機即稱為超越動機，渴求

真、善、美、正義、完美等價值，是自我實現者的主要動機。哲學家黑格爾(Hegel)

名言：｢美具有引人向善的作用和力量｣、｢審美感官需要文化修養，借助修養才

能了解美，發現美｣，高層次的美感經驗讓我們通往觀看、聆聽、感覺和動作，

是認知的、感受的、想像的整體發展，讓我們能夠了解自己的生命如何與周遭連

結。 

 

圖 02 馬斯洛(Maslow)於 1970 年提出七個層次的需求理論 

    席勒(Schiller)最早整合美感與教育的觀點，除了感覺、悟性與意志三種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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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一種獨立於其外卻緊密關聯的官能，針對此官能進行的教育稱為美感教

育，旨在發展人類感性與精神性力量最大的和諧（楊深坑，1990），而通透人們

理性與感性的衝動，其中最有效的橋樑，應當便是審美教育（馮志、范大燦，

1989）。 

    杜威(Deway, 1934)在〈藝術即經驗〉一書中，說明美感是一個豐富美好的經

驗，具備理性與感性，並有和諧與統一的特質，在自身驅動下實踐，帶給富足的

心靈感受，強調了做(doing)與受(understanding)的關係，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與活動作業(active occupation)帶來經驗的體悟，理解美感的過程。美育理

論家史密斯(Smith, 1992)進一步詮釋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內涵緊密相連的關係： 

1.美感教育含括任何藝術中的教育。 

2.美感教育是藝術教育的特殊途徑。 

3.美感教育指一種相關的藝術或人文課程。 

4.美感教育是對於任何事物美感層面感受能力之培養。 

    比亞茲萊(Beardsley)帶動學科取向藝術教育的趨勢，和強調藝術批評與審美

理論在藝術教學中核心地位的帕森斯(Parsons)，皆印證了透過脈絡關係分析，與

經由美的原理原則等方法論分析的美感教育教學法。「課堂上的美學」(Aesthetics 

in the classroom) (Parsons, 1993)，認為課室中的美感教學，教師需事先理解學生

的程度與感興趣的當代題目，並試著提高學生藝術理解能力。課堂進行中透過連

結學生經驗，討論當時存在之議題，授課者需尊重學生之獨立性，營造良好的氣

氛，教授傾聽與提問技巧，激發學生熱情的討論。由此可知，美感教育不單是讓

學生具備藝術知能，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關注生活的面相，連結美與生活間的關

係，使美的辯證可以實踐於日常生活。這樣的美感教學方針，正也符合當代「翻

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的宗旨，把學習主體還給學生，教師引導學生開啟覺

察的五感，透過溝通與互動，讓天賦自由發揮，並依照不同孩子的需求給予適度

的教導與回饋，營造良好正向的藝術教學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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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教育的內涵 

    美是能引起觀賞者美感經驗的事物。這種美感經驗是主體忘卻利害，由事物

之形象或形式激起的自由想像，並從中體驗到一種精神的昂揚、喜悅或快樂（林

逢祺，2002）。德國哲學家李普斯(Lipps)提出「審美享受」(Aesthetic enjoyment)

乃是一種快感，而這種快感乃是由關照對象引起的，當我們意識到審美對象時，

會感受到不同的樂趣。 

    透過美感教育的實施，美育家經歷一種精神的蛻變，而學習者獲得一種啟蒙。

研究者及教師可提出美學性的問題，透過事件持續性的連結美感原理做討論

(Stewart, 1997)，經由美學或哲學的探究，更寬廣地關注於藝術、美，以及我們

關於日常美感的經驗。教師應該意識到美感教育的重要性，整併技術與哲學性的

探究，整合美感的內容，刺激學生審美的愉悅經驗，透過學習遷移，培養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 

    美感帶來的純粹愉悅感受外，美感同時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對視覺刺

激物產生好惡之情與價值的評斷（崔光宙，1992）。康德(Kant)在 1790 年發表的

〈判斷力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提及｢美感判斷」(Aesthetic judgement)，

由主觀感情針對個別事物產生快與不快的感受，用普遍的原則加以解釋為何產生

此種情感的理由；要言之，觀者對視覺刺激物產生了愉快與否的感受後，必須內

省自我的感情，屬於高層次的後設認知。美感判斷是觀者對美感刺激物產生了「認

知－情感的感受(cognitive-affective feeling)」後， 運用語言或思考省察自己的感

受，並提出所持理由與價值判斷論據，提升至較高的賞析、建構與分享的層次。 

    針對「審美享受」與｢美感判斷」的對象物，應審慎歸納討論審美的領域

(Parsons, 1993)，才能有系統與全面地聯繫美感的內涵，這些內容包含下列範疇：

（葉朗，2014） 

1.自然美：自然物本身的屬性，包含形狀、色彩、體積及對稱、和諧等，是心靈

美的反應。廣義的自然美亦包括自然的人化，通過勞動、技術去改造的自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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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下，人和自然的關係發生了相契合的審美意象。 

2.社會美：由人的本體（外在）到性格（內在），進一步囊括食、衣、住、行的

日常生活美感（形式）及社會文化、公民意識的美感範疇（精神）。 

3.藝術美：透過欣賞或創作各種藝術形式及內涵帶來的審美感動，為非功利性的

美感。 

4.科學美：來自數學型態表現出來物理學定律、理論架構的智力美，非視覺型態，

而由跨界整合、知識探究下，獲得邏輯中抽象的美。 

5.技術美：透過手工藝及設計，帶來審美與功能性並陳的美感，同時反映社會文

化與需求，具備形式上的物質美感。 

    美學家科仁(Koren, 2010)進一步聚焦當代美學的十種表現與體驗，包含事物

的外在、風格感受、品味、藝術的哲學、想法的論點或詮釋、藝術、美麗的事物、

美化的專業能力、美的認知模式，及溝通的語言等面向，由此可知外在的物質形

象、到形而上的審美意識，都可作為今日課堂上貼近學習者生活經驗的討論議

題。 

    藝術教育是美感教育的核心，提供學習者覺察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

及實踐美，敏銳其身心靈多元感知的學習方法、機會與環境（教育部，2014）。

美感教育通過研究者、教師與學習者間的流動後，經由與對象物的互動、能力的

養成，期間的歷程與後續｢美力｣能量的開展，帶來美感教育內涵的啟示（楊深坑，

1990）： 

1.建立基於民族文化的美育哲學。 

2.深入探討我國國民的美感心理與美感反應。 

3.慎選教材開展學生美感能力。 

4.藝術教育應注重學生精神內涵之陶冶，而非僅止於技巧層次。 

5.美育人才亟待培育，各適其性，和諧發展之理想國家。 

    隨著時代演進與美感教育政策的推動，臺灣美感教育計畫主持人曾成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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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觀察臺灣藝術教育現場的狀況後，歸納美感教育的樣態，提出｢讓美感

有感｣的美感教育內涵： 

1.空氣感：人與環境之間，對於美的感受氛圍，讓生活的地方瀰漫美的感覺。 

2.大愛感：藉由社會上的同理，產生里仁為美的緊密關係。 

3.存在感：從人與人間關係的美好，反求諸己，意識美感與生活的關係。 

    朱光潛（1940）認為美是主客觀的統一，審美的眼睛才能見到美；法國雕塑

家羅丹(Rodin)提及美是到處都有的，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發現；約翰˙伯格(J. Berger, 2006)指出：｢我們觀看的方式，受知識與信仰的影

響｣、｢我們只看見我們注視的東西，注視是一種選擇性的行為｣、｢儘管每個影像

都具現一種觀看的方式，但我們對影像的理解與欣賞，還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觀

看方式｣，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教育部，2018），不僅是看見視

覺上的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更是具備美的批判思考能力，具體實踐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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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美感教育的實施現況 

一、臺灣美感教育政策 

（一）臺灣美感教育的發展 

    藝術教育的形貌受到不同時代、文化與教育思維的影響，藝術教育具有跨領

域的特質，使其受到領域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臺灣視覺藝術教育在舊有的基礎

上不斷演進累積與持續更新（王麗雁，2008）。宏觀臺灣視覺藝術教育的發展，

由早期公立學校成立之前，歐洲人殖民與清領時期、日治時期（1895—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1987）至當代藝術教育（1987—2009），多元的文

化交融默默地影響著教育政策的脈動（郭禎祥、王麗雁，2010）。近代化過程在

被殖民、無主體性的箝制下，同時吸收養分，奠定發展基礎（林曼麗，2000）。

藝術教育除了透過繪畫創作，力圖做文化上的宣示外，亦透過習字、手工、圖畫、

技藝等相關的科別，連結與生活上的運用。 

    清代時期，中國的藝術教育參考西洋與日本的制度，有繪畫與圖案教學的分

別，而當時所使用之「圖案（デザイン）」，來自日本的納富界次郎於 1873 年參

加維也納博覽會時，從 Design 一詞翻譯而來（林品章，2003），已初見純藝術與

應用藝術在美學教育中的差異。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於 1912 發表「對於教

育方針之意見」，將美感教育、公民道德與世界觀同列為教育之宗旨，但當時在

生活主義、實用思潮的發展下，臺灣由於師資不足及藝術水平不高，藝術教育仍

以圖畫臨摹及職業手工藝發展為主軸（林曼麗，2000）。此時的日本同正受到國

際藝術教育思潮的洗禮，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的成立，圖畫教育會的發展，

乃至〈新定畫帖〉的編寫，標榜教師教學觀點出發，開始強調重視學習者的興趣，

呈現主觀表現與獨創性，加上日治時期在臺灣的藝術家，創作之餘同時耕耘教學

領域，亦逐步影響臺灣的藝術教育，開啟一波寫生及繪畫媒材教學的轉變。 

    國民政府遷臺後，在商業及工業逐步發展的狀態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於 1957 年至 1989 年間頻繁的美、臺設計專家交流，逐漸以「設計」取代「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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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林品章，2003）。同時，為加強文化建設，逐漸著重文學、音樂及美術教

育，1968 年的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中，說明應順應兒童身心發展、培養審美興

趣及發展創造性思考及想像能力。1979 年的修訂版本，提出教材篩選與教材組

織，應順應學習者個性、能力，並配合生活經驗、社會環境進行設計。 

    1979 年頒訂的〈國民教育法〉明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

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教育部在隔年修訂〈國民中小學加強美育教學實施計畫〉

中，表明美育的功能在於促進德、智、體、群之均衡發展。1980 年代，臺灣的

藝術教育者留學後紛紛回國，引進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Creative Self-expression 

Approach to Art Education)、學科取向的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DBAE)、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VCAE)、社區取向藝術

教育(Community-based Art Education, CBAE)、多元文化藝術教育(Multicultural 

Art Education)等思潮注入臺灣，開啟百家爭鳴的時代，研究所課程與專業學刊陸

續問世，並持續影響 2001 年後教育改革與九年一貫教育政策，建立藝術與人文

領域，並開啟統整教學新頁。在中等以下的藝術教育，普遍仍以純藝術及視覺文

化視讀，作為教學的主流。 

    隨著時間的遞嬗，藝術教育在臺灣越來越受到重視，在 2005 年國家首部「教

育政策白皮書」中，列舉五項推動目標，期望達成「創藝臺灣、美力國民」的願

景，除了行政、師資培育、教學環境、資源分配的目標外，最重要的便是培育開

發文化創意產業，具備美感競爭力的國民素養。時至今日，藝術領域的教育由早

期的美術教育，逐漸朝向美感培育、創造力思考與文化創意產值開發的方向發

展。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2 年升格為文化部）於 2008 年至 2012 年推動

「臺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為提昇全民美感素養及環境意識，透過官方串連地

方，養成公共意識、型塑公共美學、落實「公共參與」等三大層次，包含「生活

美學理念推廣計畫」、「美麗臺灣推動計畫」與「藝術介入空間計畫」，結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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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透過美學體驗、展覽、工作坊等社會教育形式，引領國中小注重美育扎

根，投入環境改造，落實生活美感與文化公民權，創造美學特色。 

    臺灣繽紛多元的藝術教育政策論述，長久下來容易將「美術教育」與「美育」

畫上等號，並與今日的「美感教育」政策產生混淆。臺灣的藝術教育對於美感教

育一詞的指稱，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傳統的美術教育、二是藝術教育、三是美

感教育。狹義的美術教育通常指學校中有關美術技法與視覺形式創作的教學活動，

如素描、水彩、國畫、書法、版畫、雕塑等技法與造形藝術教學；藝術教育則包

括前述之美術教育活動（視覺藝術）、音樂藝術教育活動（聽覺藝術）及綜合視

覺與聽覺外的藝術展演行為（表演藝術）；而美感教育的範疇，則包括前述之視

覺藝術、聽覺藝術、表演藝術，並含括生活中一切涉及美感欣賞、研究、製作、

發表等經驗和活動（張俊傑，1992）。 

    然而，檢視臺灣現今學校的藝術教育，呈現兩個面向的發展趨勢，即重視技

法練習的教學，只有單元實作，而缺乏課程核心價值（林曼麗，2000），或觀察

生活周遭的事件，強調視覺性與視覺語彙的描述傳譯（趙惠玲，2005）。在美術

教師高度自主的教學與課程設計下，卻往往忽略最純粹的視覺形式之美，與實際

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功能性。 

    因應 2019 年啟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落實中小學教學正常化與五

育均衡發展之教育理念，進一步提升國民美感素養，使臺灣成為一個具有美感競

爭力的國家，教育部自 2014 年起至 2018 年推動「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

發展「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跨領域美感課程實驗計畫」與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辦理的「美感生活課程計畫」等數個藝術教育子計畫，將美感教育由純藝

術的教學基礎，提升聚焦於生活中的美感經驗。其中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由六大構面－比例(proportion)、色彩(colors)、質感(texture)、構成(composition)、

結構(structure)、構造(construction)作為課程設計之主題，初期透過各區種子教師

開發一學期三十二堂課的美感實驗教案，每個單元經由「觀察與描述」、「美感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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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案例欣賞」、「分析與試驗」四個步驟，使學生循序漸進感受美感元素，透

過視覺形式開啟美感之門；美感生活課程計畫則延續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的精神，聚焦於生活環境中的案例，透過公版的教材與教學媒體、學習手冊，並

加上授課教師的自主調整，減輕教學現場的教師備課壓力，同時卻可直指美感教

育的核心，便於落實於課堂中；跨領域美感課程實驗計畫的主旨，藉由藝術活動

的開放性與包容各學科的特質，將藝術教育的延伸性作為跨領域課程發展與設計

的核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群，透過教學共備與增能活動，活化校園中的藝術

教育，同時讓美感自然地展現於各學門中。 

    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進一步將臺灣美感教育的發展圖像，分成三大主軸，

包含「存在美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范信賢、洪詠善、阮凱利、黃

祺惠、陳伯璋，2016）。自然本身就是美感的呈現，身處其中感受到天地的和諧，

生態美學以環境之美為基礎，透過東方老、莊思想－「道」與「天人合一」的哲

思，關注環境與生態議題；回歸自身，存在美學探究個體自主性，由自身出發，

在個人生命經驗中，透過審美與藝術表現，審視內在的個人情感，並自我超越；

公民美學講求促動個體的自覺與他者間的關係，強調社群與公民意識，採取必要

的營造與維護行動，追求和諧進而創造並實踐美感，發揮公共性的積極效應，達

到個人與群體間和諧共生的美感價值（陳瓊花，2013），並以美感設計列為未來

經濟轉型、社會發展，提升生活品質的關鍵因素（林磐聳，209）。 

    多元智能之父加德納(Gardner, 2015)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最重要的關

鍵能力是：解決重要問題、問出好問題、創造有趣的作品，以及可以和同儕相互

合作的能力。現代學校應該扮演不同以往的角色，提供多元的素材和不同的教學

方法，透過美感教育的課堂實踐，讓不同智能的孩子有發展的空間，特別是解決

問題的能力與創造力。美感教育打開學生與教師的視野，開啟了對生活感受的開

關，建構起學生美感與生活間的關聯，培育當代公民應具備之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構築新世代學習者的美感創造力，厚植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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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美感教育相關政策及計畫 

美感教育及美感相關課程實施歷程中，首先必須釐清課程目標與內涵，透過

理想課程(Ideal/Ideological curriculum)的理解(Klein & Goodlad, 1979)，確認課程

實施方向的正確性。臺灣在 2010 年「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結論指出，應參酌

世界先進國家國民教育發展經驗，考量「普及」、「非強迫」、「確保品質」及「社

會公義」等原則，積極啟動教育改革，於 2011 年九月行政院正式核定「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透過多次審議歷程，自 2019 年起，依照不同教階段開

始逐年實施。 

在課程綱要中，四項總體課程目標包含：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

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透過核心素養為發展主軸，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

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教育部，

2014）。學習主體的自主創造力與行動力，經由物質工具及社會文化工具的能力

養成，實踐公民的素養與意識，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為其中重要的一環。然而，

美感教育面向廣泛，相關研究顯示：受到升學主義及功利主義等價值觀影響，美

感的正向價值及實務性功能未受到重視，加上未形成系統性的美感教育學術研究

脈絡，形成美感教育的困境（周佩諭，2015），學校教師的不理解，及行政體系

缺乏支持動力，都是造成美感學習成效不彰的原因（陳韻如，2017）。 

    新一波的課程改革中，行政端、授課教師與學生，需意識同處終身學習者的

核心位置，覺知美感教育的價值，並與社會層面的連結。在 2018 年公告之藝術

領域課程綱要，環扣總綱核心素養三面九項之概念，除延續藝術活動的學習之外，

更增加設計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運用多媒體等科技知識，豐富媒體識讀能

力，透過多元藝術視野的開拓，具備溝通協調能力特質。藝術領域的核心素養，

同時可作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利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

統整，帶動藝術教育的動能，擴散至美感教育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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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總綱核心素養與藝術領綱素養內涵對照表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 

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 

教育(E) 

國民中學 

教育(J) 

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S-U) 

A 

自主 

行動 

A1 

身心

素質 

與 

自我

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

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

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

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

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

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

求至善。 

藝-E-A1 

參 與 藝 術 活

動，探索生活

美感。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

知能。 

藝S-U-A1 

參與藝術活動，以

提升生活美感及

生命價值。 

A2 

系統

思考 

與 

解決

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

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

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

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

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藝-E-A2 

認 識 設 計 思

考，理解藝術

實踐的意義。 

藝-J-A2 

嘗試設計思

考，探索藝術

實踐解決問

題的途徑。 

藝S-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

性思考，以藝術實

踐解決問題。 

A3 

規劃

執行 

與 

創新

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

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

業知能、充實生活經驗，

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

會變遷、增進個人的彈性

適應力。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

活動，豐富生

活經驗。 

藝-J-A3 

嘗試規劃與

執行藝術活

動，因應情境

需求發揮創

意。 

藝S-U-A3 

發揮創新精神，並

具備規劃、執行與

省思藝術展演能

力，以因應社會變

化。 

B 

溝通

互動 

B1 

符號

運用 

與 

溝通

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

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

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

及互動的能力，並能了解

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

生活及工作上。 

藝-E-B1 

理 解 藝 術 符

號，以表達情

意觀點。 

藝-J-B1 

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

點與風格。 

藝S-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

達情意觀點和風

格，並藉以做為溝

通之道。 

B2 

科技

資訊 

與 

媒體

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

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

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

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

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

係。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

與媒體的特質

及其與藝術的

關係。 

藝-J-B2 

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

術的關係，進

行創作與鑑

賞。 

藝S-U-B2 

運用多媒體與資

訊科技進行創作

思辨、批判與溝

通。 

B3 

藝術

涵養 

與 

美感

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

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

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

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

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

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藝-E-B3 

善 用 多 元 感

官，察覺感知

藝術與生活的

關聯，以豐富

美感經驗。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

藝術與生活

的關聯，以展

現美感意識。 

藝S-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

驗與鑑賞藝術文

化與生活。 

C 

社會 

參與 

C1 

道德

實踐 

與 

公民

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

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

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

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

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

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

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

中 的 社 會 議

題。 

藝-J-C1 

探討藝術活

動中社會議

題的意義。 

藝 S-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

關注社會議題的

意識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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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 

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 

教育(E) 

國民中學 

教育(J) 

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S-U) 

C2 

人際

關係 

與 

團隊

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

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

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

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

養。 

藝-E-C2 

透 過 藝 術 實

踐，學習理解

他人感受與團

隊 合 作 的 能

力。 

藝-J-C2 

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

與合群的知

能，培養團隊

合作與溝通

協調的能力。 

藝S-U-C2 

透過藝術實踐，發

展適切的人際互

動，增進團隊合作

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C3 

多元

文化 

與 

國際

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

念，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

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

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

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

球藝術與文化

的多元性。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

文化的多元

與差異。 

藝 S-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

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趨勢。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臺北：教育部。 

 

    為更進一步落實藝術課程中美感教育與生活連結的核心價值，教育部自

2014 年起執行｢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以｢美感從幼起

˙美力終身學｣為名，積極開發美感教育教材，推廣美感教育的適齡教學與終身

學習的目標，透過研習活動，提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藝術家三位一體

(a/r/tography)的美感增能場域，建構教育行政人員美感素養與支持系統，結合延

續文化創意的軟實力政策（洪詠善，2016），使美感教育從家庭、學校、社區到

社會，全面性實施美力國民、美化家園及美善社會的願景。 

    為有效推廣落實美感教育，政府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連結輔導團、

學（群）科中心，透過課程發展強化學習者美感課程及體驗，經由「校園美感環

境再造計畫」，兼容校園及周遭社區的在地風土景觀及自然生態，並系統性研發

課程及教學方案，提升教育工作者美感知能。透過基礎條件及特色發展兩大補助

項目，辦理內在感知及外在環境提升的系列講座、藝文參訪，包含行政端校長（主

管）的美感增能研習，同時關注幼兒美感及藝術教育扎根，及表演藝術/新媒體

藝術教師增能等面向。 

    第一期程計畫歷經五年的時間，透過萌芽期（2014—2015 年）81 項行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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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計畫實施立基，到調整期（2016—2017 年）聚焦美感之關聯性至 62 項行動

方案，經整合期（2018 年）59 項方案的醞釀評估，於 2019 年接續執行｢美感教

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年計畫（2019—2023 年）（教育部，2018），以｢從幼扎

根˙跨域創新˙國際連結｣作為計畫主軸，環顧國際間為學習者迎向「融合與永

續世界」做準備，以「社會參與」取向的美感教育，同理差異、尊重多元文化，

經由跨域美感專題／議題探究與實作的教學策略，建立情境脈絡，整合知識、能

力與態度，將美感應用、實踐於生活中。 

因應全球化浪潮，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也隨著執行的時程，透過國

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於 2017 年進行的影響評估，做計畫的延

伸與修正，第一暨二期五年計畫比較，可歸納比較出其推動項目： 

1.延續的面向 

(1)呼應課綱精神，強調終身學習的特質，以素養導向的能力作為教學目標，並

以跨領域做課程統整。 

(2)美感意涵以「主體」、「對象」和「經驗」三者間，在感性與理性間的流動特

質作為詮釋。 

(3)整體計畫架構，以課程與教學培育學生美感基本知能與素養，透過支持資源

建立美感教育推動的支持體系，加強職前與在職教師美感教育知能。 

2.新增的策略 

(1)第一期強調美感立基與政策亮點，第二期注重資源整合，強化與民眾溝通的

宣傳策略。 

(2)定調以｢設計創新｣作為美感教育的手段。 

(3)強化民間協作系統與跨界合作機制。 

(4)積極鼓勵具前瞻性美感領域研究，推動美感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5)延續｢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的環境空間美感，強化建構由外顯至內化的學

習情境美感生活地圖，與美感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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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第一暨二期五年計畫比較表 

計畫名稱 

 

計畫項目 

第一期五年計畫 

臺灣˙好美  

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 

第二期五年計畫 

美感即生活— 

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國際連結 

頒布時間 2013.08 2018.10 

計畫期程 2014—2018 2019—2023 

現況描述 

國外 

1.全球化藝術與美感教育思潮的演

變。 

2.各國藝術與美感教育的發展。 

國內 

1.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 

2.美感取向課程與教學系列計畫。 

3.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4.社會資源。 

國外 

1.美感教育為學習者迎向「融合與永續

世界」做準備。 

2.以「社會參與」取向的美感教育，促

進公共幸福感。 

3.跨域美感專題／議題探究與實作。 

國內 

1.國內美感教育推動之立基與契機。 

2.美感教育第一期五年計畫執行概況。 

3.第一期至第二期五年計畫之轉變與整

合。 

美感教育 

基本論述 

1.美感教育的基礎。 

2.美感教育的意涵。 

3.美感教育的重點。 

4.美感教育的實施。 

5.美感教育的推動者。 

1.美感的意涵。 

2.美感教育的意涵。 

願景 

1.美力國民：提昇國民美感素養。 

2.美化家園：美化家庭社區品質。 

3.美善社會：營造社會樂善好美的願

景。 

在累積、深化、拓展、永續的審美原則

下，發展出整體的設計、創新與跨域合

作的可能性，從點、線到面整體規劃、

公私跨域合作與國際連結，共同創造美

好的生活環境，進而提升國民的美感素

養。 

理念 

1.強化感知的開發綜效。 

2.增加多元生活的體驗。 

3.認知美感特色的重要。 

4.推動傳統文化的認同。 

5.建構具美感的人事物。 

美感即生活—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國

際連結。 

目標 

1.美感播種：強化課程與教學、優化

教職人員美感知能。 

2.美感立基：建構美感學習之支持系

統及活化相關資源。 

3.美感普及：創造美感環境及在地化

1.提升學生設計創新美感素養。 

2.營造美感學習環境。  

3.增進國民美學前瞻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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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感認同與獨特性。 

推動面向 

1.課程與教學：培育學生美感基本知

能與素養。 

2.支持資源：建立美感教育推動的支

持體系。 

3.教職知能：強化職前與在職教師美

感教育知能。 

1.支持系統。 

2.人才培育。 

3.課程與活動。 

4.學習環境。 

策略 

1.持續推動當前藝術教育相關政策及

計畫。 

2.宣導並發行美感教育基本論述。 

3.強化藝術與美感之課程與教學。 

4.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之美感知能。 

5.建構良性循環之支持系統。 

6.藝術專校攜伴共創美感行動。 

7.促進現有相關資源之運用。 

8.充實美感教育學術及實務研究。 

9.創造美感環境，推廣生活美學。  

10.城鄉共構美感在地化之認同與獨

特性。 

11.營造樂善好美的社會，增進生活的

品質。 

1.支持體系： 

a.建置美感教育資源整合平臺。 

b.推動美感教育傳播與溝通計畫。 

c.促進美感教育研究與實踐。 

d.鼓勵具前瞻性美感領域研究。 

2.人才培育 

a.推動職前師資生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b.推動中小學在職教師美感素養提升

計畫 

c.推動教育行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

畫 

d.推動美感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e.推動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3.課程與活動 

a.辦理地方政府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b.推動美感課程教學與學習體驗計畫 

c.推動生活美感與設計創新課程計畫 

d.推動校園多元美感體驗活動 

e.結合民間與跨部會資源協力推動美

感教育計畫 

4.學習環境 

a.設計校園生活美感實踐計畫 

b.建構學習情境美感生活地圖 

計畫 

方案量 

81 項整合至 59 項。 整合為 11 項，新增 5 項，共計 16 項。 

經費評估 新臺幣 41 億 9,854 萬 5,000 元。 約新臺幣 20 億元。 

預期效益 

1.美感的需求成為國人的生活習慣。 

2.完成各教育階段發展性的美感素養

指標與課程內涵；建立強化知覺、情

感、體驗、詮釋、表達與思辨過程的

「感受」與「實踐」的教育行動範例；

1.完善美感教育支持系統，深化美感教

育學術及實務之發展。 

2.提升教育人員美感素養，養成美感教

育領域人才。 

3.提升學生美感素養，增進國家美感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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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在地生活化的學校特色、課程與

教材；學生能建立自我價值認同的美

感能力。 

3.美感教育納入職前教師培育必修課

程，在職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例行性

參與藝術與美感教育知能研習。 

4.實現高教與中小學、產學攜手合作

的運作機制；各縣市政府成立推動美

感教育的支持體系並有效運作；完成

全國性城鄉與社會資源分享與運用

的教育網絡。 

5.藝術與美感教育的行動研究持續性

的發展與累積。 

6.活化校園空間及學校建築美學、藝

文特色社區、質樸美適之生活美學成

為社會美感的時尚。 

爭力。 

4.帶動校園、社區空間美學，提升國民

美感生活素養。 

 

二、教育部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美感

與設計創新計畫 

    建築及美學思想家漢寶德，於 2003 年發表〈藝術教育救國論〉，文中對於藝

術教育的看法採務實的經世致用之說，闡述藝術教育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透過問題思考進而解決的積極作為，需要透過普及的美感教育及師資培育為開端，

但當時未獲大眾接納。為化全民美育為可行，隨後提出生活美學的策略，應從正

式教育（中小學教育、大學美育與人事訓練）及非正式教育（環境教育與社會教

育）著手（漢寶德，2013）。直至 2013 年十月，教育部始接受建議，自此開啟美

感教育相關計畫的第一步。由於漢寶德專業背景為建築，強調於生活上的運用，

就美感應用層次以「美感思考」及「美感教育」的整合，為臺灣推向現代生活的

原則（吳光庭，2019）。 

    2014 年起推動的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以陳瓊花教授的藝術教

育專業，建構強化學生視覺美感素養、讓學生學習美感價值的課程目標，引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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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試驗「怎樣才是美」、使學生了解並學會「如何才能美」，運用美感認知的教學

策略，使學習者「能說明」、「能判斷」、「能運用」，透過各類對美感的觀察、探

索與賞析、場域的體驗、相關概念知識的引導比較，扎根美感素養的養成（陳瓊

花，2014）。教師應經由相關課程訓練，包括「視覺美感的原則」、「美感判斷能

力」及「美感的實習與體驗」（漢寶德，2013），融會基本原則，進而組織個人美

感教學思維，將理性思考融合感性訓練。為達到大體一致的美感反應，勢必要有

整合觀看與感官經驗的視覺識能(visual literacy)工具建立，設定教學及練習的規

準，能詮釋、類比、提示美感形式，作為美感鑑賞的基本概念（王秀雄，1998）。 

    在完形心理學中，個體主觀攫取視覺感官接收的訊息有其一致性，越接近、

越相似、閉鎖、連續、有規則的東西容易被當作整體看待，從此知覺而來的共通

性會產生愉悅的感受（傅詩茜，2015）。即便美有個人偏好，但視覺美感識能可

以達到客觀判斷美的依據(Esiner, 1972; Smock, 2009)。視覺形式美感識能的共通

性是跨文化、跨種族的，透過美感課程的發展與學習歷程，進而養成美感鑑賞能

力(Esiner, 1972; Parson, 1989; 陳木金, 1997; 王秀雄, 1998)。 

    漢寶德（2007、2010）認為只有｢形式之美｣才是真正的美，美感來自形式的

精隨，具有普遍性與共通性（呂清夫，1984），在所著專書〈如何培養美感〉中

提到，清潔為美感的真正初階，接著為秩序之美，為美感語言的基礎。為使美感

能透過溝通、學習，並進一步應用於生活中，邀集建築、設計及藝術教育領域的

專家學者，將感受的美感，透過能夠討論的邏輯語言建構，作為｢教學工具｣，因

此以秩序為核心，歸納出日常生活易於察覺的美感—色彩、比例、構成三大構面，

與統合應用的美感—質感、結構、構造三大構面，前三者屬於視覺感受的美感，

可透由觀察、比較等經驗累積，而後三者則須同時具備功能性、滿足適切性，進

而進入美感層次的討論（漢寶德，2004、2007、2010、2013；曾成德、吳光庭、

嚴貞、梁桂嘉、丘永福、何欣怡、蔡紫德、陳育淳，2013；吳光庭，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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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  六大構面關係圖（整理自美感入門電子書） 

資料來源：吳光庭、黃若珣（2019）。美感入門。臺北：教育部。 

 

    初期核心團隊針對六大構面，分別進行名詞的界定（曾成德等人，2013），

作為日後課程發展的架構工具： 

（一）色彩：物體或形象的色彩構成傳遞給人的印象，影響的因素包含構成中的

出現的顏色、顏色彼此的性質關係，及顏色量的分布關係。 

（二）比例：形體或形象的各部分在整體中所佔的量（體積、面積或長度），或

是各部分彼此量的關係，影響的因素包含形體（形象）中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的

相對大小及相對位置關係。 

（三）構成：形體或形象中各部分的幾何性質（形狀與大小）和彼此的空間關係

（方位或相對位置），影響的因素包括形體（形象）中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的形

狀和大小、彼此的方位關係，或在整體中所處的位置。 

（四）質感：形象或物品的表面質地，經由人的觸摸或視覺經驗的聯想，而感受

到的印象，影響的因素包含表面構成中運用的材料，各材料的性質/感官記憶的

知覺/引發的聯想。 

（五）結構：形體中用以傳遞力量和維持穩定的構成，影響的因素包含承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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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遞力量的傳力部位，及維持整體穩定的加固部位。 

（六）構造：一組形體中部位與部位彼此連接的方式，影響的因素包括形體的作

用、連結的部位與連結的方式。 

    綜整六大美感構面，可視為學習美感的基礎能力養成，而美術課中的美的形

式原理，可作為構成構面的討論範疇（高嘉宏，2016），經由相關影響因素的關

係作用練習，產生感受並詮釋感受，透過形式美—建築、家具、器物認識，及空

間（環境）美—城市、景觀、器物賞析，作為教學歷程中的六項物件，按照難易

與尺度進行組合運用。透過前述構面的學習後，進而達到美感培育的七項指標：

大自然的美感體認、極簡美學的體驗、感受到比例的差異、感受到秩序與韻律、

感受到色彩與質感、對造型美感的體驗，及對空間美感有所體驗（漢寶德， 2007、

2010、2013）。由此可知，視覺形式美感教育首要目的便是打開審美的感知能力，

理解在龐雜的生活環境中，減法美學帶來簡約純粹的感受，尋找和諧關係中的美

感意象。 

 

表 03 美感教育六大構面比較表 

構面 英文 內容 目的 思考延伸 學習內涵 

色彩 Color 平衡感知 可辨識 

對色彩意象的理

解：家庭（繼承）、

國家（教化）、民族

（文化）、信仰（思

想）、世代流行（社

會人際）。 

1.相同的色調。 

2.衝突的色調。 

3.不同區域的色彩。 

4.象徵與民族的色彩。 

5.符號性與代表性。 

比例 Proportion 相互關係 可丈量 

通常以小比大、以

少比多、以特徵比

通盤。尋找一單

位，作為相同基

準，成為彼此相互

關係。 

1.身體比例的美感。 

2.適當的物件比例。 

3.挑戰經驗認知的比例。 

4.比例掌握空間氛圍。 

5.比例的模矩應用。 

6.建築技術與比例。 

構成 Composition 現象組織 
可分析

可歸納 

可排列連接，利用

點線面，或基本幾

合圖形組成彼此呼

1.對稱的古典美學。 

2.平衡的現代美感。 

3.主從關係凸顯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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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形式(form)。 4.隔線的分割與邏輯。 

5.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質感 Texture 觸覺經驗 

質材經

驗的轉

移 

質感來源：視覺來

自經驗（材料），經

驗源於觸覺，觸覺

經驗轉化為視覺質

感。 

質感運用：區域環

境材料的使用，顯

現結果於文化、社

會、家族等層面的

特質。 

1.記憶質感。 

2.材料與技術的演進。 

3.質感與時代的價值觀。 

4.符合需求的質感。 

5.質感的視覺遊戲。 

結構 Structure 相互支持 
可合力

（合） 

強調力學，組合後

形成的整體結構。 

1.師法自然的結構美感。 

2.平衡穩定的結構配置。 

3.講究均衡的結構設計。 

4.運用結構的工藝智慧。 

構造 Construction 
內部成

份、元件 

可分類

（分） 

材料或形體組合的

方式，包括卡、榫、

綁、鎖、栓、黏、

焊、拉等。 

1.構造的接合功能。 

2.構造的規律特性。 

3.適合材質特性的構造設

計。 

4.因時制宜地構造型態。 

註：整裡自 2014 年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第二次編修會議、2016 年美感入門電子書及 2019 年美感創新光譜教師工作坊。 

 

    計畫首先由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陳育淳老師、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蔡紫德老師（時任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編寫美感教育—國中組、高中組教案

示例，研發教材引導手冊。種子學校教師經由工作坊培訓及計畫申請，運用序列

模組、結組模式、核心模組或統整模組的方式進行課程發展，經核心小組專家學

者審查後，實際入班執行課程。初期課程以兩節課連排，一學期三十二堂課的方

式進行，每個形式以「觀察描述」、「美感試驗」、「案例欣賞」、「分析試驗」的方

式循序進行，並加上綜合習作，結合校園、社區在地特色的體驗，如臺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以結組模式的方式，產出壁畫與蜂巢紙家具相互輝映的美感成果；臺

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則以核心模組的方式，透過「美的饗宴」的命題，綜合六

大美感形式，由菜單設計、空間美化，到飲食擺盤的餐會體驗活動，綜合體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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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的成果。 

    計畫自 2016 年起，更名為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呼應新課綱的上路，以

素養導向、漸進發展與連貫銜接為原則，並新增核心實務工作計畫，建置美感教

育電子書、美感教育網頁，出版〈美感練習誌〉系列刊物。課程推廣部分，以「生

活是經驗、練習是體驗、成長是實踐」為目標，運用｢美感構面｣一詞取代原有美

感形式的名稱，發展「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探索為主的中階課程」及「應用

為主的高階課程」，為降低教學現場的課程備課負擔，避免壓縮美術課程進度，

改以六堂課的實施為單位，配合〈美感學習工具 KIT〉的設計出版，具體引導學

習者歷程步驟，透過調整修正中思考學習。在計畫參與教師部分，分成｢儲備核

心教師｣與｢種子教師｣，針對多元選修與加深加廣基本設計選修，進行課程示例

的研發，但在教學現場並無太大的任務差異；自 2019 年起，改變為｢社群教師｣

與｢種子教師｣，由社群教師組織縣市種子教師，進行課程共備及增能研習活動，

逐步推動建構美感教育的課程地圖，並作基本設計課程的工作坊培訓。 

    學策略與課程發展的層面，由初期「觀察描述」、「美感試驗」、「案例欣賞」、

「分析試驗」四階段的課程設計，修正為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Brown, 

1981)及反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的課程概念(Wiggins & McTighe, 1998)，進行

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強化審美設計學（葉朗，1993）的課題，以具備未來人才

的設計能力(Pink, 2005)，但未強調課程評量的機制。 

 

表 04 教育部美感學習工具 KIT 

構面 練習材料 時間 練習主題 練習內容 

色彩 

壓克力顏料/紙片 30 分 色彩的表達 
抽出主題名稱，憑印象調出代表

色。 

壓克力顏料/紙片 30 分 色調的變化 
透過主題代表色，加入新顏色調

出多種色調。 

壓克力顏料/紙片/木

塊/竹籤 
30 分 

色彩的調性與強調 

立體色票 

將調出的色調，畫於可旋轉的木

塊上，旋轉並比較。 

質感

1 

巧克力膏/奶油/餅乾

屑/堅果顆粒/其他 
20 分 表面的練習 

將巧克力球裹滿素材，符合好拿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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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膏/奶油/餅乾

屑/堅果顆粒/其他 
35 分 質地的練習 

將巧克力膏揉合素材，符合好吃

的需求。 

巧克力膏/奶油/餅乾

屑/堅果顆粒/其他 
35 分 包裹的練習 

將巧克膏揉合、裹滿素材，配合

包裝表現內容物的感覺。 

質感

2 

紙模模板/五類材料/

手電筒 
40 分 材料進入物件 

透過不同材質製作四個三角錐，

透過光線照射，記錄材質形式。 

紙模模板/五類材料/

手電筒/杯子 
60 分 議題設定與關聯性 

透過套環、杯套與杯子的連結，

透過光線照射，討論相互關係與

感受。 

比例 

網狀繃帶/直筒型玻

璃罐/上寬下窄塑膠

杯 

40 分 
比例實體觀察與記

錄 

繃帶內放入玻璃罐、塑膠杯，透

過重量觀測比例變化。 

構成 

色紙三張 40 分 整體的拆解與重組 
將色紙分割成四個單位，並自由

佈局重組，觀察相互關係。 

黑色底板/白色紙片 30 分 
將生活物件類比為

紙片進行重組 

將色紙想像成生活物件，並重組

思考視覺特性。 

結構 

影印紙/紙模模板 40 分 體驗構造強度 
黏合主形體與輔助材料，想像成

為生活器皿與任務。 

厚紙/紙模模板/細牙

籤 
30 分 

嘗試重量對結構的

影響 

沙包放置器皿中，觀察變化及補

強。 

構造 

木塊組/小螺絲/橡皮

筋 
30 分 初階練習 

將木塊運用螺絲/橡皮筋綑綁，並

觀察配置關係。 

木塊組/板材/線材/五

金 
30 分 進階練習 

透過三種材料將木塊綑綁，，並

觀察配置關係。 

 

    教育部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及延續之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可歸納

以下特點： 

（一）建構六大美感構面 

    由基礎的六大美感形式出發，教師透過課程模組的設計運用，融合於視覺藝

術/美術課堂中，並強調與生活現象的連結，產生形式之美（邢益玲，2008）。 

（二）反向的課程設計思維 

    由初期四階段的課程設計模式，至呼應素養教學主軸的｢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Wiggins & McTighe, 1998)，強調美感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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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材設計的策略。 

（三）豐富的美感延伸資源 

    建立〈美感入門〉電子書、｢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網頁、〈美感學習工具

KIT〉及〈美感生活誌〉等資源，由六大構面的基礎理解、美感課程設計的案例、

美感課程實驗思考的引導流程，至生活周遭的美感探索，貼近教學者及學習者需

求。未參加美感教育相關計畫的學校，每學期可向北、中、南、東四區的美感教

育基地申請到校講習活動，由基地媒合種子教師擔任講師，到各縣市及偏鄉學校

辦理美感講座或工作坊活動，分享美感資源。 

（四）完整的共學系統網絡 

    透過四區的美感教育基地，頻繁辦理教案撰寫工作坊，國、高中端視覺藝術

/美術教師共同參與增能活動，每學期舉辦全區的美感教育的工作坊，經由跨校

的專業學習社群，凝聚美感共識、釐清課程問題，交流互動。 

    2019 年起更名推動美感設計與創新計畫，進一步落實視覺藝術課程之美感

教育通識課程，建構學習地圖，目標培育計畫社群學校暨種子教師群，實踐｢美

感通識與設計創新課程研發｣、｢教學實踐｣及｢教材推廣｣三者循環運作模式，永

續推動並落實深耕美感教育。 

 

三、教育部國民學前教育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 

    國教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依據 2016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轄屬

高級中等學校美感生活課程實施計畫辦理，由國立苑裡高級中學主辦，組織核心

團隊研發美感課程模組、多媒體教材，開設增能工作推廣，透過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轄屬級學校的教師參加，運用模組教材入班授課，引領學生感受與實踐，讓學

生建立自我價值認同與美感能力，進一步提升｢美感知覺啟發｣、｢美感生活與體

驗｣、｢美感認知與表現｣、｢美感文化與品味｣、｢美善人、事、物的賞析｣、｢建構

與分享｣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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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研發以生活角度為引導，強調清潔、整齊、秩序的基礎環境美感，以學

習者能普遍性地理解、吸收為目標，具體由周遭環境進行美感改造。課程架構以

｢生活案例｣、｢專業工具｣、｢實踐理論｣三大步驟六小時的方式，將美感生活的課

程模組化，聚焦生活環境的實際案例連結，如校園環境、教室空間、街道景象、

居家場景等，透過熟悉的景象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經由相關美感系統工具的認識

與使用，使學習者思索觀看的角度，與理解賞析的方法；最後設定由易至難，三

個層次的任務，便於授課教師根據學習者的背景，選擇調整美感思考及操作的練

習，使學習者實踐美感於生活中。 

    課程模組的設計，由承辦學校召集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執行教師，及

美感教育專業教師群，包含國立竹南高中林靜怡老師、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

校（國立改制市立）高嘉宏老師、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改制市立）

林秋萍老師、國立新港藝術高中駱巧梅老師，及國立鳳新高中鄭伊璟老師，組成

美感生活課程研發核心小組，於 2015 年四月至十二月期間，透過十五次的課程

研發及行政規劃會議，進行多角交叉檢測，開發第一階段（第 1-6 節課）—比例

構成課程。 

    2016 年一月至六月間召開十一次課程研發會議，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

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匡雅麗老師，以及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黃柏芸老

師，進行外部課程檢視，與第二階段（第 7-12 節課）—生活色彩課程研發。 

    同年十一月至2017年三月召開十次課程研發會議，為求課程多元化及嚴謹，

邀請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涂裕佳老師、國立虎尾高中鄭仲婷老師加入

核心團隊，進行課程滾動式修正，並共同產出第三階段（第 13-18 節課）—美感

認知課程產出，期間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教材解析與修正建議。三階段共計十八堂

課程內容，由關注環境空間出發，包含比例、構成、色彩、質感等四大構面的介

紹與練習，並介紹美感與食、衣、住、行的運用，最後透過生活中的各行各業，

進行美感觀念深化、整合和生活實踐討論。 

 



42 
 

表 05 第一階段課程綱要─美感啟發與「比例」、「構成」的學習 

節

次 
教學主軸 教學方向列項 教學內容大綱 

第

1

節 

生活觀察 

與比較 

1.啟動新思維—體會感受美。 

2.美感停看聽—以學生角度觀看生活

場域。 

3.生活觀察家—兩兩對照比較差異。 

4.他國的經驗分析。 

以啟發有感為主，從學生的角度

觀察上學路途，以定格擷取畫面

的方式、帶領學生思索習以為常

的生活場景，透過比較差異的對

照，深化有感，明白美的重要。 

第

2

節 

專業語彙 

與生活觀察 

1.美的形式原理—反覆、韻律、漸層、

統一、調和、單純、秩序。 

2.單位形—統一秩序韻律的美感。 

3.生活上比例的運用 

4.生活中可見的構成形式運用。 

從生活中尋找元素，以美的形式

原理為軸心，將比例與構成形式

作為課程焦點，引導學生觀察環

境中的自然生態，並對比人文環

境中的異同之處。 

第

3

節 

美感設計 

思維能力 

1.整潔秩序「清潔」是美感的真正初

階－從廁所、街道認識。 

2.有感欣賞－「秩序性」的比例構成。 

3.美感選擇－合宜性、合目的性「統

一」的協調。 

美感素養的初階建立從整潔及

秩序性開始，讓學生主動觀察及

意識美感的存在與合宜性，透過

討論鼓勵學生身體力行解決生

活周遭的美感問題。 

第

45

節 

Ａ 

實踐理論 

1.實作課程—校園中的單位形。 

2 觀察校園中的單位形。 

3.拆解成幾何形並排列組合。 

3.於黃金比例的矩形中進行創作練

習。 

透過生活環境的問題討論與實

作，讓學生運用美感知能。將單

位形素材印製於布面上，完成比

例、構成與單位形的觀察與實作

練習，延伸運用於生活中。 

第

45

節 

B 

實踐理論 

1.實作課程—在地文創的花布創作 

2.色彩與構成的美感試驗，改變質

感、排列組合、比例關係的練習。 

結合生活物件創作及空間意象

觀察，融合在地及國際文化美感

意涵，透過操作與試驗，分組進

行創作發表。 

第

45

節 

Ｃ 

實踐理論 

與設計思考 

1.實作課程—我們的清潔英雄。 

2.經由社會設計的介紹與思考，比

例、構成及單位形，重新設計清潔

人員的服裝。 

3.美感要素的運用與社會實踐。 

透過生活環境問題的討論，使學

生運用美感知能，思考美感元素

運用於生活中，進而認識社會設

計中的美感實踐，從城市清潔員

發想，省思美感為全民之責，形

塑公民素養與內涵。 

第

6

節 

觀察與分享 
校園觀察與美感計畫－現場觀察、拍

照、討論、計畫、分享。 

以理解歸納後建立認知為目

的，讓學生透過實際的觀察與策

劃作業，進行觀念統合與綜合能

力的檢視，達到內化成效與美感

素養建構。 
註：林秋萍、林靜怡、高嘉宏、鄭伊璟、駱巧梅、鍾政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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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6 第二階段課程綱要─美感覺察與行動、「生活色彩」的學習 

節

次 
教學主軸 教學方向列項 教學內容大綱 

第

7

節 

生活反思 

1.自然的美好經驗 

2.為何學色彩 

3.色彩的影響力 

4.他國的經驗分析 

比例、構成的概念複習，接著由

認識臺灣之美出發，反思環境色

彩、理解色彩魅力，涵育公民的

環境責任。 

第

8

節 

系統工具 1.生活案例觀察 

2.基本色彩理論 

3.色彩心理 

4.設計配色理論 

5.生活案例驗證 

進行美感體驗，透過生活中趣味

的色彩問題引導，認識色光與色

料、色彩三元素、對比與調和等

概念，並做生活色彩觀察與分析

（色彩心理、色溫與白平衡、色

彩配置、明視度），找出自我色

彩。 

第

9

節 

系統工具 

專業語彙 

第

10

節 

第

11

節 

實踐理論 
Ａ步驟─蒐集 

Ｂ步驟─分析 

Ｃ步驟─應用 

整合複習色彩要素，透過文具排

列、書桌整理練習，以自然植物

的形式取向運用案例為配色說

明，最後以視覺傳達圖像的構成

練習作為實踐。 
實踐理論 

第

12

節 

觀念整合 文化脈絡色彩 

（簡單版與普通版各一） 

運用色彩分析經典案例，討論色

彩的文化議題、美感生活景觀之

環境意象， 深化議題 

註：匡雅麗、林秋萍、林靜怡、高嘉宏、黃柏芸、鄭伊璟、駱巧梅、鍾政岳整理。 

 

表 07 第三階段課程綱要─美感生活應用與「美感生活的認知建構」 

節

次 
教學主軸 教學方向列項 教學內容大綱 

第

13

節 

質感之美 

1.為何學質感 

2.質感之美 

3 質感之美與其應用 

質感學習的啟發、認識質感、質

感之美、生活中的質感、質感的

多元面貌、質感與其他美感要素

的關係與結合。 

第

14

節 

美感生活—食 

1.生活案例 

2.美感元素在生活中「食」的應用  

3.延伸與觀念探討  

回想、複習與整合所學的美感要

素，透過生活實例進行美感在｢

食｣的各項要素整合運用與實

踐。 

第

15
美感生活—衣 

1.生活案例 

2.美感元素在生活中「衣」的應用  

回想、複習與整合所學的美感要

素，透過生活實例進行美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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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3.延伸與觀念探討 衣｣的各項要素整合運用與實

踐。 

第

16

節 

美感生活—住 

1.生活案例 

2.美感元素在生活中「住」的應用  

3.延伸與觀念探討 

回想、複習與整合所學的美感要

素，透過生活實例進行美感在｢

住｣的各項要素整合運用與實

踐。 

第

17

節 

美感生活—行 

1.生活案例 

2.美感元素在生活中「行」的應用  

3.延伸與觀念探討 

回想、複習與整合所學的美感要

素，透過生活實例進行美感在｢

行｣的各項要素整合運用與實

踐。 

第

18

節 

美感的 

職場應用 

生活中各行業類別的美感應用與認

知檢視 

透過生活中的各行各業，進行美

感觀念深化、整合和生活實踐探

討，並具體提出美感相關的認知

與觀點進行討論。 

註：林秋萍、林靜怡、涂裕佳、高嘉宏、黃柏芸、鄭仲婷、鄭伊璟、駱巧梅、鍾政岳整理。 

 

    就國教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版本，綜整課程內容可歸納以下特色： 

（一）成套的教學資源，減少教師備課壓力 

    提供執行學校教師美感教育教學配套資源，包含教師手冊、學生的學習手冊、

教學光碟（內含課程簡報檔、課程研習紀錄影片）及雲端教學資源，透過課前工

作坊的教學示例，降低教師備課壓力等時間成本，教師可以根據授課的對象、教

學的地域性及個人教學的策略，微幅調整或增刪教材內容，彈性利用課程模組做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 

（二）簡便的教學材料，降低課程準備的金錢成本 

    參與計畫的學生皆有個人獨立的學習手冊，對應課程做練習使用，如連結比

例、構成要素的擺盤練習，以學習手冊後附的造型貼紙，取代食物、碗盤等器材，

降低課室教具準備之金錢成本，使學生可以以擬真的方式進行擺盤的平面構成試

驗。 

（三）生活化的課程模組設計，連結學習者生活經驗 

    強調以慎重的態度對待普通的環境，提高環境中的美感，與大眾的意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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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原研哉，2011），以檢視、整理、維持環境的整齊、清潔、秩序作為

課程的根本，並與食、衣、住、行的生活面向連結，如運用擺盤、服裝穿搭、室

內設計、運輸指標系統，作為案例討論與練習實踐，透過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活動，

產生學習遷移之效。 

（四）普及化的課程推廣，增加推廣人次 

    相關備課及教材成本降低，課程以申請學校教師之授課年級為單位實施，增

加參與學生人數，有利課程之普及化推廣。 

    課程研發歷程中，因設計者皆為中等學校之現職教師，優勢是貼近學習者生

活經驗作課程引導與設計，但缺乏系統性的立論及研究基礎支持，在課程執行期

間，邀請專家學者及課程研發核心教師，辦理課程實施交流觀摩，透過觀課活動，

及行政端及師、生的回饋與反應，進行相關課程修正及行動研究之依據。計畫同

時提供經費支持跨領域社群運作，辦理至少橫跨兩項教學領域以上的教學社群，

經由交流準備、教學設計、教學試辦與成果檢討四階段，建構與釐清美感教育之

理念與實務。 

 

四、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

領航計畫 

    國際間對於課程的趨勢傾向統整的概念，藝術教育與其他領域的科目界線逐

漸淡化，使藝術學科不僅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其他領域的知識體系，也有助於藝術

教育領域視野的拓展（陳議濃，2011；洪詠善，2016；陳怡倩，2017）。教育部

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依循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

計畫辦理，願景在於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能、培養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

驗進而落實全民美育之循環。以藝術領域科目為中心（視覺藝術/美術、音樂、

表演藝術、藝術生活），建立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的元件，以美感形式稱之（教

育部，2020），包含美感元素構件（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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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色彩等）與美感形式構件（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

反覆、秩序、統一、單純、虛實、特異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9），而美感

形式構件亦可在構成的大框架下中探討。透過整合本國語文、外國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科學、科技及綜合活動，共同開發以藝術為核心(art-based)的學校課

程，活化知識技能，透過美感表達域感受力，增進各年齡層學生的學科能力(Irwin, 

Gouzouzouasis, Leggo, Springgay, 2006)，建構服膺未來社會的素養能力，呼應國

際 STEAM 教育趨勢。 

    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協辦，在 2014 年第一期的計畫中，首先招

募全國十所實驗學校加入，包含臺北市立永春高中、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彰化縣立和群國中、澎湖縣立澎南國中、國立北門高中、高

雄市立前峰國中、國立屏東高中、花蓮縣立國風國中及國立臺東高中，開發北、

中、南、東及離島區，國、高中的跨領域課程，於 2015 年產出二十件中等學校

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並出版研究及課程實務專書。 

    透過第一期計畫辦理的成功經驗，第一期實驗學校轉型為種子推廣示例學校，

著手進行以三年為期程的第二期計畫，自 2016 年至 2018 年辦理，分別以增能培

訓期、整合深耕期、推廣開展期循序漸進辦理，招募實驗學校，以十二年國教核

心素養為課程發展目標，結合兩個科目以上，以跨領域核心能力及重大議題作為

課程設計主軸，以美感及藝術元素整合學科領域知識內涵，呼應社區、在地文化

特色，並可延伸作為校本、特色選修課程的參考。 

    然而在教學現場的藝術領域教師，是否有足夠經驗和知能，或經由相關進修、

行政支持，幫助進行與其他科目的跨領域課程發展，這些相關的配套措施仍然相

當匱乏。（謝苑玫，1999；林文展、林殿傑與張素貞，2002；簡宏江，2004；甄

曉蘭，2004）計畫同時建構中等學校及大學端課程研發團隊，擴展課程面向、建

立校際聯盟機制與資源，辦理逾 420 場跨領域增能工作坊，及｢美感跨域˙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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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活動，將跨領域美感精神推展至社區與社會教育，並推出〈生命〉、〈視野〉、

〈在地〉、〈感知〉、〈美感形式〉等課程手冊，延續跨領域的課程推廣。為完備未

來跨領域師資來源，與大學端師資培育機制結合，普及跨領域美感課程理念與實

務工作，並辦理研討會接軌國際，提升跨領域美感推動能量。 

    課程設計部分，如同將學科拌沙拉與炒青菜的比喻，以單學科

(intradisciplinary)、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科際整

合 (interdisciplinary) 及超學科 (transdisciplinary) 的課程結構進行整合設計

(Jensenius, 2012)，以藝術為整合之元素，將藝術作為其他學科的資源、經由藝術

擴大學科的中心思想、透過藝術詮釋主題，及運用藝術成為整合以生活為核心的

方式(Krug, Cohen-Evron, 2000)進行跨領域的美感統整。 

跨領域美感際化的課程特色包含： 

（一）以藝術為核心(art-based)的課程整合 

    起源於創造性藝術治療的藝術為核心(art-based)的課程整合，透過與教育理

論的融合(Esiner, 1990; Esiner & Barone, 1997)結合美感的議題課程(Leavy, 2009)，

經由事實、知識與美的探究歷程，透過流動性與開放性的整合方式，全面且多元

的進行問題解決，以國立竹東高級中學為例，透過｢生命樹｣的命題，從自然美及

美的本質做出發，以空間的大概念，關懷生態永續發展，透過身體、文化、自然、

意識到藝文空間的整合，結合生態系統調查、歷史文化踏查、英語文詩歌書寫創

作，到自我繪畫與回收再創工作坊，進行多元的教學研究與創作展演。 

（二）由 STEAM 到 THEMAS 的課程概念 

    以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於 1986 年提

出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概念，進行科技人才的

培育計畫，2011 年經由前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RISD)

約翰前田((John Maeda)教授主張，加入 Art 的概念成為 STEAM，運用美感、人

文思維及創造力，透過動手操作，整合科技思維，解決生活中真實情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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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跨域整合並兼顧人文、科技的全人教育。 

    然而藝術在 STEAM 教育中所扮演角色，有眾多的說法與整合的可能性，包

括：僅偏重視覺美化的外顯的美(Beautification)、以實用性及創造性出發的設計

思考(Design thinking)手段、統整各類型藝術形式的大藝術(ARTS)視角、視覺化

(Visualization)識讀的能力(Read, 2010)、美感素養(Aesthetic literacy)及藝術的詮釋

(Artistic interpretation)（陳宜倩，2017），整合｢科學性｣的美感內涵。THEMAS

概念則在此基礎上，加入人文(Humanities)素養的跨領域統整，培育全方位人才。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以化學藥劑結合美感創造力，進行藍曬法的作品

實驗；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透過美感的基礎課程，結合數學、物理、化學

及設計圖學，將美感結合科技職能，培養學生運用於生活的跨領域能力。 

（三）PBL 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透過專題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學習課題來自真實世界

現象等模式，經由合作學習、自我導向學習，透過資源檢索運用，從事有意義的

學習活動，以臺中市立文華高中為例，課程以｢府城採借 中區再造｣為名，使學

生省思生長的家鄉樣貌，透過比較臺中、臺南兩市的歷史文化脈絡、運用 Google 

Earth 軟體觀察地貌演變，經由實地踏查及美感設計思考，經由討論產出代表中

區意象的文創設計作品，並以此發展作公民議題的討論，將課程成果帶進市議會

與文化局長共享討論。 

    跨領域美感課程的設計執行歷程中，教師自身要有強烈意願跨出專業領域範

疇，具備溝通協調的能力，才能順暢組織不同科別的師資及教材資源進行課程發

展；其次學校行政端的協助配合，從課程調配著手，協助辦理規模由小至大的課

程活動，避免造成美感學習成效不彰；最後是將課程模組化，配合校本課程、特

色課程、加深加廣課程，使課程完整且具延續性的實施。 

    2019 年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計畫更名為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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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計畫，銜接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根基，扎根跨領域美感課程基地資源，並建構相

關跨領域課程模組，提供教學現場教師課程典範，鼓勵高職端與初等教育投入多

元跨領域美感課程實踐場域。此外，計畫亦串聯藝文館所、民間機構、學科輔導

團，扎實教師社群，整合跨領域美感素養，落實於生活層面，將跨領域美感課程

深化紮跟。 

 

五、教育部中等學校相關美感課程計畫分析比較 

    綜觀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項目，在正式教育體制內中等學校的美感教育

課程相關子計畫，可歸納下列特質： 

（一）透過課程資源及增能共學提升藝術教學動能 

    由於美感議題曝光，加上政府自 2014 年起的美感計畫經費挹注，教學者經

由課程開發提案或課程執行申請，委請行政單位爭取補助，實質提升教學現場資

源，藝能科課程由被動轉換到主動。計畫中的課程設計，分成教師自編，及可供

編修的公版教材兩種，一方面契合在地學校特質，亦提供在基礎上的課程轉化調

整。透過大學端專業領域協作，頻繁的增能研習與教材研發，以社區合作、跨領

域整合等策略，有效提升整體課程能量，再次活化自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後藝術教

學現場。 

（二）經由跨域思維及教學策略豐富藝術課程視野 

    美感計畫課程的設計強調與生活美感接軌，透過課程模組思維，援引豐富生

活案例，續接學科取向及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思潮，由純藝術的感性思維，轉化當

代視覺與文化的凝視討論，進入應用藝術美感與功能性的探究與整合。此外，以

問題導向的設計思考，著重多元教學策略、評量模式的運用，與跨領域的整合思

維，發展素養導向的教學，開展學習者視野，實踐生活美學。 

（三）定調美感構面/構件為美感學習的基礎工具 

    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及美感課程教育推廣計畫中，以美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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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構面為學習元素，透過視覺形式美感識能的四大向度：色彩、比例、構成、質

感（傅詩茜，2015），加上空間關係的結構、構造，延續作為美感設計與創新計

畫的核心，發展基本設計課程；美感生活課程計畫中，則以秩序、美的形式原理、

比例、構成、色彩、質感作為與生活連結的的課程設計；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

領航計畫中，提出課程模組，包含美感元素構件（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

間、構圖、質感、色彩等）與美感形式構件（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

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單純、虛實、特異等）（未包含美的形式原理

中的對稱）。以上各項美感形式的關係分布，與六大構面範疇疊合，囊括平面至

空間，展現在相關的課程工具、課程教材及手冊中，可視為美感基礎學習的核心

概念(key concepts)，具備簡明、廣泛、抽象、具組織性、跨時空地域、跨文化等

特質。透過概念理解，學習者進而產生橫向及縱向的學習遷移(Stern, Ferraro, & 

Mohnkern, 2017).，作為美感學習的立基起點。 

  
圖 04  美感構面、構件關係圖 

 

（四）形塑美感課程地圖的雛形 

    在課綱脈絡下，教師可對應課程地圖編纂中，先簡單至複雜、先具體後抽象、

先學對後學的助益三大原則（美術學科中心，2019），對應學校特質、重大活動

及學分開設，產出美術、校本課程、多元選修、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課程示例，



51 
 

而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及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可為基礎美感知能建立、

進階的設計技能養成，到高階的抽象跨域整合，提供完整專業的諮詢與協助，立

下各校美感地圖的雛形。 

    然而在眾多計畫推廣背後，研究者亦發現諸多觀點可供思考： 

（一）美感教育核心概念的建構與思維 

    因應教學工具的需求，在眾多計畫中建立的「美感構面」，或課程模組中的

「美感形式（美感元素構件與美感形式構件）」等詞彙，因組織的專家學者背景

不同而有選取及詮釋上的差異，加上過往美術教學中「美的原理原則」的先備知

能，容易使教學現場的教師產生認知及解讀上的混淆。如何讓六大構面/美感形

式延續純藝術的鑑別賞析能力，進一步透過教師的消化吸收，建立連結生活的美

感判斷系統，轉換到運用教學策略產生情境脈絡化的美感素養教學，才能揮別舊

瓶裝新酒的樣態，真正達到美感活用實踐的表現。 

（二）教師專業能力的養成與持續增能 

    教學現場教師大部分由師範大學、教育大學等純藝術科系畢業，僅部分具有

設計、應用藝術的專業訓練與證照，此現象反應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運用，如

教師普遍認為牽涉力學的結構、構造構面較難著手，因此教學者應意識自身處於

終身學習者的位置，持續與專業能力接軌。目前美感教育相關的研習，有專業講

座分享、課程發表演示、技法操作演練等型態，但同時也隱含幾項問題：專業講

座思維是否能實際轉移至學校教學的場域？呈現在地特質的精彩教案可否通用

實施於不同區域？技法操作因工具準備因素是否只停留在教師體驗？這些問題

有賴教師正向積極的消化與轉化，否則可能流於活動辦理的形式，未能產生進一

步的美感教學動能。 

    再者，較為抽象的美感教育哲思主題，為教師研習中少見，但卻是教師建立、

支持個人教學信念的重要關鍵，途徑包含智力、情感與精神面向，藉由連結由外

而內的權力(power)與自內而外的權威(authority) (Palmer, 2007)，透過外顯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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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支援，整合教師內在的美感信念價值，才能使美感課程推廣走得長而遠，而

不會因眾多的外在因素而使教師顯得疲乏。 

（三）外在教學資源的支持系統 

    教育資源包含人力、物力及財力面向（黃政傑，1994；顧明遠，1998），而

美感教育推廣的外顯支援，包括專家諮詢、增能活動與行政協助等。目前教學現

場的教師須肩負教育改革的課程準備壓力，而承接計畫與美感課程計畫的益處可

持續的接受專業能力的協助，並舒緩課程執行經費的壓力。但相關衍生出來如學

校自籌款、活動參與的公假辦理、課程時數減授、材料請購流程等瑣碎問題，往

往牽涉到各行政處室的態度、溝通方式與處理原則，若加上執行計畫教師身兼行

政之職，同時肩負多項計畫推廣及行政業務，亦會削減教師推廣課程之熱情。而

大部分美感計畫經費僅能作為業務費使用，在長期辦理計畫的學校多已添購合宜

數量的材料，如何轉化為資本門設備添購的費用，為學校美術教育留下可長久使

用之器材，也會增加教師參與誘因。 

    綜合上述教育部中等學校相關美感課程計畫分析，與研究者觀察之觀點，提

供後續研究歷程中課程設計、實施的參酌，與執行過程中問題解決與轉化的思考

基礎。 

 

表 08 教育部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中等學校美感教育相關實驗課程計畫比較表 

計畫

名稱 

整合型視覺型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

計畫 

美感生活課程計畫 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

課程開發計畫 

實施

期程 

2013.09-2016.06 2016.12-2019.07 2016.09-2017.07 2014.09-2018.12 

指導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教育部 

辦理

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依據 

102 年整合型視覺

形式美感教育實驗

計畫 

105 年至 108 年美

感教育課程推廣計

畫 

105 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推

動轄屬高級中等學

105 年至 107 年中等

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

實驗課程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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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美感生活課程實

施計畫 

實施

對象 

教育部中等學校 教育部中等學校 國教署轄屬高級中

等學校 

教育部中等學校 

師資培育大學 

願景 

強化學生美感素養 

學生學習美感價值 

引領學生體驗美感 

理解並學會如何美 

研發推廣美感教材 

儲備核心種子教師 

課程教學教材循環 

開啟選修課程準備 

 

全面提升學校美感

教育品質 

提升國民美感鑑賞

能力 

厚植國家競爭力 

落實全民美育 

活化學科教學 

融會藝術知能 

培養美感素養 

拓展學習經驗 

計畫

執行/ 

特色 

樹立六項形式的課

題，種子學校撰寫

課程教案，運用序

列模組、結組模

式、核心模組或統

整模組的方式實施

課程。 

改以六大構面的名

稱，將課程分為初

階、中階、高階，

並區分核心即種子

教師，配合多元選

修及加深加廣課程

做課程設計。 

總召學校召集八間

核心學校教師，開

發環扣生活案例的

課程模組。參與計

畫學校教師微幅調

整課程模組後，進

行美感教育推廣。 

招募種子學校完成跨

領域課程示例，接續

公開徵選實驗課程學

校，建構以藝術為核

心（art-based）之跨領

域 課 程 ， 並 融 合

STEAM 教育概念。 

課程

執行 

種子教師透過計畫

申請，以兩節課連

排，一學期三十二

堂課的方式進行。

每個形式以觀察描

述、美感試驗、案

例欣賞、分析試驗

的方式進行課程，

並加上綜合習作，

結合校園、社區在

地特色的體驗。 

核心、種子教師透

過計畫申請，以發

現為主的初階課

程、探索為主的中

階課程，以及應用

為主的高階課程進

行設計，以六節課

為單位。另外配合

新課綱，發展多元

選修及加深加廣課

程的示例。 

課程模組分第一階

段—美感啟發與比

例、構成的學習、

第二階段—美感覺

察行動與生活色彩

的學習，以及第三

階段—美感生活應

用與美感生活的認

知建構，以六堂課

為單位實施，共計

十八堂課，分階段

執行。 

藝術領域教師以藝術

概念、美感元素與藝

術資源為媒介，邀請

整合其他學科，自編

跨領域教材，經由教

案內、外部審查後，

於課堂實施。 

參與 

校數 
約 156 所 約 211 所 56 所 

177 所 

(含國小階段 110 所) 

實施教

師人次 
約 534 人 約 713 人 約 139 人 約 1,850 人 

參與學

生人次 
約 25,825 人 約 115,783 人 約 66,533 人 約 15,336 人 

計畫

延續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

計畫 

美感與設計創新計

畫 

停辦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

領航計畫 

註：參與校數、實施教師人次、參與學生人次資料來源，分別為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總計畫團隊、美感教育課程推廣

計畫中區基地提供，及取自美感生活計畫成果發表會手冊、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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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感教育課程發展與評量 

一、美感教育課程設計 

（一）美感教育之課程圖像 

    傳統藝術課程以學科中心為取向，強調相關的藝術史知能與繪畫技法，在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改革後，轉化以學習者為中心，美術教師在教學時開啟五

感去感受學生的特殊性，亦可以運用不同媒介引發學生的創意思維。（李靜芳，

2008；林逢祺，2008）。與學習者最直接相關的課程設計，可因為目的性而區分

為四種基本類型，包括以學科為基礎的課程、以素養能力為基礎的課程、社會功

能課程，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Saylor, Alexander & Lewis, 1981)。 

 

表 09 美感教育的課程層次關係 

美感教育的五種課程層次 

理念課程(Ideal curriculum) 

以終身學習者為核心，強調自發、互動、共好三大理念，

化為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精神，落實美感生活。 

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 

依循總綱至藝術領綱架構，環扣校方之總體課程與藝術領

域課程設計，決定美感課程的時間配當，並以此作為美感

課程發展及評鑑依歸。 

覺知課程(Perceived curriculum) 

美術教師對於藝術及美感的解讀與詮釋，並以此作為美感

課程規劃、設計的價值定位。 

運作課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 

教師參與計畫編寫美感實驗教材，或運用教科書等相關美

感補充資料，實際於課堂實施。 

經驗課程(Experienced curriculum) 學生體驗正式或非正式的美感教育課程。 

 

    然而不同的課程決策層級，處理不同的課程規模/尺度，所勾勒的課程地圖

呈現不同的階序結構，進入美感課程的系統化發展與設計，首先需檢視理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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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Ideal curriculum)(Klein & Goodlad, 1979)中的課綱精神。美術學科的知識有

其組織性，為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念，與學分時數等學校情境限

制，美術學科課程地圖除應符合學科關鍵內涵與層級概念外，應配合學校真實開

課情境，以達成美術課程之學習目標，提升相關教學品質（美術學科中心，2019）。

美感教育的課程發展，首先必須契合課綱與藝術領域綱要，檢視各校課程發展與

學習圖，針對開設的課程與特色活動作對應，思考美感課程模組、相關美感活動

的授課進程，同步經由表現、鑑賞與實踐三個學習構面檢驗教材，比對視覺探索、

媒介技能、創作展現、審美感知、審美理解、藝術參與、生活運用等關鍵內涵，

方能逐步完備美感教育圖像。 

 

圖 05  美術學科核心學習概覽圖 

註：林宏維、林秋萍、林麗雲、高嘉宏、張澤平、陳育祥、傅斌暉、蔡孟恬、駱巧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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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習者角度思考中等教育階段學童對於美感的興趣與需求，從課程引導到

問題解決，不單環扣六大美感課程構面，跨領域的統整性思維，至生活層面的整

合性實踐，到在地文化的脈絡思考，值得省思藝術教育全面性的課程規劃，需要

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通過基礎構面的學習，從專門學科漸進至博通統整、素養

能力導向的課程，培育更高階的運用統整能力，進一步建立美感教育的課程地圖

(Aesthetic curriculum map)。 

 

 

圖 06 美術學科課程地圖 

註：林宏維、林秋萍、林麗雲、高嘉宏、張澤平、陳育祥、傅斌暉、蔡孟恬、駱巧梅繪製。 

 

（二）美感教育之課程發展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理念緣起於二十世紀初，杜威(Dewey)首先將科學系統概

念與組織的方法運用到教育上。其後「泰勒原理」(Tyler Rationale)的課程發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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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重視「課程即目標」的課程意義，第一步需確立明確的行為目標，並依這

些目標來選擇教材，接著組織設計及學習內容，最後實施教學評量。當其中某一

目標未達成，課程設計者必須重新檢討流程，並再次修正實施。 

    1970 年代開始發展出如 ASSURE 模式、ADDIE 模式、SER 模式、ARCS 模

式等四種教學設計模式。其中 1975 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提出 ADDIE 的教

學模組，包含三個架構層面的內容，即要學什麼（學習目標的制定）、如何去學

（學習策略的應用）、如何去判斷學習者已達到學習效果（學習考評實施），經由

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執行(Implement)到評估(Evaluate)

等步驟流程。 

    ASSURE 模式(Heinich, Molenda, Russell and Smaldino, 1989) 拆解為分析學

習者(Analyze learners)、撰寫學習目標(State objectives)、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

(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使用媒體與教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激發學習者參與 (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評量與修正

(Evaluate and revise)，特色是強調視聽與資訊教學融入的設計模式，並以「確保

教學成功有效」為模組命名。比較這些課程設計模組，皆以設定課程目標為首要，

接著進行課程設計，最後才進入評量階段為發展模式。 

    素養導向課程強調有意義的學習，以學習遷移為目標，透過大概念來促進理

解，使學生能轉化資料並判讀詮釋，運用語言與媒材說明，調整並運用於新的環

境，保持個人批判能力，同時展現同理心，並能自我省思覺察。反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的課程概念(Wiggins & McTighe, 1998；陳瓊花，2004)，第一步驟確認學

生學習期望的結果，接著決定可以接受的證據跡象，最後才是記憶化學習經驗與

指導，為目的性極強的設計模式。課程建立的優先順序以持久性地了解為核心，

向外擴展為重要的認知與操作，最外圍是值得去熟悉的知識，透過傳統紙筆測驗

與實作評量的方式，由外向內做評量策略。 

    教學者可運用 WHERETO(Where/Why-Hook/Hold-Equip-Rethink/Rev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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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Tailored-Organized)模式做為美感教育學習材料設計的參考；以

KLEW(Know-Learning-Evidence-Wonder)(Ogle,1986；Hershberger, 2006)檢驗，透

過提問理解已知道的知識，經由想要學的知識，與學習證據作為形成性的評量依

據；亦可以 GRASPS(Goal-Role-Audience-Situation-Performance-Standards)內涵作

為課程歷程中實作任務的設定(Wiggins & McTighe, 1998)。 

    就前述美感教育哲思、臺灣美感教育政策及美感課程計畫等文獻回顧比較，

臺灣的美感教育呈現全球在地化的思維，跳脫出純藝術創作的美學哲思，轉化至

生活中的感受與判斷力，課程設計應從核心概念著手美感學習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作為教學研究理論與人文思想的基礎，進而構築課程，使學習者經由

概念學習進而產生橫向及縱向的學習遷移（高秀蓮，2001；Stern, Ferraro, & 

Mohnkern, 2017），透過課程模組的依存遞嬗，進而擘劃美感的學習地圖。 

    美感課程與教學的成功與否，美術教師扮演關鍵性的人物，無論運用何種課

程發展模式，能有效將抽象的美術學科知識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連結起來，進而

開展學習者的潛能，並激發學習者自我價值，才是美感課程發展的核心體現。 

 

（三）美感教育之教學對象 

   在本研究範疇中，聚焦第五學習階段的高中美感教育歷程，學習者處於青少

年期，接續前階段的兒童期，準備邁入成年期，除身理發展趨向成熟，可由心理

學、社會學及法律觀點界定。青少年期分為青春期（少年期）、青年前期與青年

後期，高中階段屬於青年前期的範疇，產生由孩童邁向成年的身理及心理變化。

一般而言，青少年發展理論主要有五種，包含生物論、心理分析論、認知論、行

為與社會學習理論，及生態論（賴保禎、周文欽、張鐸嚴、張德聰，1999），關

係教學者的教學規劃與師生相處的模式。 

    青少年的身、心理狀態，腦下腺分泌的賀爾蒙及性腺發展產生改變，進而影

響行為態度。復演論(Recapitulation theory)提出人類個體自幼稚到成熟的發展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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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為人類自原始到現代社會演化階段的重現，比擬青少年時期為現代社會的復

演，已逐步進入社會化的交際模式。但現代社會的變化快速，這段自我依賴(self 

dependence)與自我我決定(self determination)的過渡時期，亦為風暴與壓力(storm 

and stress)、狂暴與衝突(turbulence and conflict)階段（李惠加，1997；Atwater. 1992；

張春興，1991），容易產生許多不穩定的情緒因素。在中等教育歷程，除了專業

知能的學習外，教學者必須關切學習者與教學者的互動、同儕相處、家庭關係，

保持密切的親師互動，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與情緒出口。 

    心理學家斯肯納(Skinner)，認為學習者的行為來自於外在環境經驗的形塑，

而班度拉(Bandura)進一步指出，社會學習為行為(behavior)、人與認知(person and 

cognition)、環境(environment)三者因素交織而來，兩兩相互牽引變化(Bandura, 

1989; Santrock, 1996)，而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五種環境系

統(environmental systems)(Bronfenbrenner, 1993; Santrock,1996)，由個體、家人、

同儕、社會經驗、文化型態至時間脈絡，在各異系統中產生由微至鉅的青少年發

展模式。因此，除了青少年由家庭至校園建立的人際關係外，同時關注學習者身

處的學習環境，包含時代發展下的文化脈絡與青少年流行次文化，積極營造正向

學習氛圍。 

    學習者在情感與歸屬感的建立下，透過教學者美感教育的引導，引起美感的

學習需求。佛洛伊德(Freud)為首的心理分析論指出，透過意識層次(levels of 

awareness)及功能各異的人格結構，產生不同的人格特質，並產生動力(dynamisms)

與機轉(mechanisms)運作。學習者在本我(ego)中的唯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

透過教育的階段獲得滿足維持個體生存之需求，由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提升

至更高階的完美原則(perfection principle)，進一步進入抽象思維的美感層次。 

    相較於重視意識探索的心理分析論，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論，認為個

體在面對及適應環境過程中，經由情境及年齡逐漸改變的歷程，透過同化

(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完整認知學習歷程。處於形式運思期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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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能以更抽象及合乎邏輯的方式推理，因此較為高階的美感知能，教學者可

運用鷹架理論(Scaffolding Theory)適時調整素養導向的教學策略，並結合青少年

身處的環境空間、關注的文化現象為案例，透過層次的教學內容與學習任務，有

助於青少年在美感上學習與挑戰。 

    在當代視覺文化的發展下，青少年的學習型態產生不同以往的變化，混合且

跨國的資訊自由，融合不同族群的美感意象，視覺形式的內容在創造和欣賞的關

係中有了不同的解讀方式。視覺表現經驗打破傳統的媒材框架，融入當代的科技

展現，產生跨領域的碰撞火花。青少年個體在認知發展的歷程中，藉由個人微觀

經驗，連接外在情境，透過文化與學習的歷程，產生不同以往的感知方式，也反

應藝術教育必須被重新定義，包含有意義的美學、社會觀點、互動認知、文化的

回應、跨學科的詮釋、科技經驗與建構性的批判(Freedman, 2003)。 

    除了社會文化變動下審美視角的轉換，電腦科技亦帶來美感學習的助力與阻

力，如諸多研究觀察到青少年的網路成癮(addiction)現象，包含網路之強迫行為

成癮、關係成癮、資訊超載成癮、電腦成癮與性成癮（張仲琦、呂祖琛，2019）。

沉溺於網路遊戲、網路社群、資訊瀏覽、電腦操作與性探索，反應當代青少年所

處的資訊時代背景，提供新型態的社交、休閒模式，但隨著學習者的使用時間提

升與慣性，教師應透過同理理解、確立改善目標，連結學習者生活環境，建立友

善的人際互動，透過白熊理論(White Bear Phenomenon)、逆反心理理論(Reversal 

Mind)、馬斯洛需求理論(Maslow Theory)及假動作理論(Head Fake)作為改善策略

依規。教學者也可以正向引導學習者，運用網際網路、行動載具成為美感的學習

工具，同化日常生活的科技媒體使用技術，作為美感知能學習的機轉，可增高學

習效率、打破教室空間限制、達到環保永續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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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感教育之教學策略 

    〈年輕人的美學〉(Aesthetics for young people)一書中，提到以孩童為中心的

美感教育，可運用使學習者面臨｢藝術問題｣(Puzzle about art)的｢案例驅動｣

(Case-driven)的方法(Battin, Fisher, Moore, Slivers & Spitz, 1994)，透過進一步理解

所處社會的心理動機，發展對於美感認知的歷程(Parsons, 1994)。面對教育現場

的「滑世代」，美國提高教育成功的關鍵字為 3E（翻轉教育，2014），透過導入

數位資源讓課程創新的裝備(Equip)、權力轉移創造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授權增能

(Empower)，及給予學生付出和貢獻的機會，主動回饋，終結被動學習的參與

(Engage)。另一種 3E 的教學策略，為：充實(Enrich)孩子的學習經驗、加強(Enable)

孩子的學習方法、增能(Empower)孩子的學習動力（唐淑華，2011）。 

    為增加學習者的參與、培養批判思維能力，將學生置於學習歷程的中心位置，

各學科開始關注並運用以｢研究為本的教學策略｣ (Research-based Teaching 

Strategies)，包含九大面向 (Kauchak & Eggen, 2011)：全面檢視(Start with review)、

漸進呈現新的媒材(Present new material in small steps)、思考周詳(Think around)、

引導練習(Guided practice)、訂立目標(State the objective)、運用圖像組織(Use 

graphic organizers)、概念分類(Concept sort)、檢核理解(Check for understanding)、

提供回饋(Feedback)。另一同樣著重溝通思辨之道的｢探究式教學｣(Inquiry-Based 

Learning)(Heick, 2019)亦，簡化策略成四大部驟： 

1.互動(Interaction)：學生與同儕、相關領域的專家或數位媒體，保持開放的心與

好奇。 

2.說明(Clarification)：學生保持專注、反應、獨立思考，教師及專家協助聚焦問

題與釋義。 

3.提問(Questioning)：運用概念圖工具(concept-mapping tools)協助持續性的思考與

獨立探究。 

4.設計(Design)：產出活動或成品證實探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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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問題導向實務的學習歷程，引發學習者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亦適用於培

養美感判斷力的美感教學中，透過美感教育的課程對話策略(Stewart, 1994)，創

造符合美學課堂的氛圍： 

1.決定討論的問題、議題、主題。 

2.決定問題被呈現的方法。 

3.計畫課程的結構：透過分組討論進行。 

4.運用特定的方法開啟對話：經由閱讀、對話及回饋總結。 

5.合作的活動產出課程成果：決定學習成果與評量內容。 

6.決定學習者學習評估：透過課堂表現、對話與學習者自我設定。 

    相關學者提出美感的教學策略，包含：詳細的引導課題並思索各式各樣的狀

況、管理課堂對話、拓展運用學生的多樣性、善用提問策略及評量(Lankford, 1992)；

以及：製作美感大哉問(Big Question)的表單引發學習動機與討論、以活動討論的

方式進行、促進哲學性討論、回饋討論結果、教授特定概念與技法，及美學家的

訪談等方式(Stewart, 1994)。 

    這些問題的討論策略，教師可以自由組合運用，例如：辯論、角色扮演、｢

是/否/也許｣的表單問答(in-out-maybe)、相關美感刊物的靜態閱讀、非即時回答

的問題(Questions in the air)及物件重要性排序(Object Ranking)、分析哲學性文章、

引導訪談、代幣回應(Token Response)，及故事與寫作等跨領域創作的方式，落

實美感教學策略於課堂中。 

    大部分的學生，經由探究及問答式的美感課程策略使用，可以保持高度專注

及興趣，但仍要注意情緒孤立、態度競爭、情緒波動過大的學生，注意課程節奏，

避免過於冗長的課程設計，以提高課程學習成效(Spitz, 1994)。 

    臺灣當代的美感教育思潮發展，已累積豐富多元的藝術媒介與資源，透過適

當的教學策略輔助，對於學習者有加乘的效果，如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之探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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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合作學習式教學、專題討論式教學、協同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等方法（教

育部，2018），教學者可依據美感課程內容及學習者特質，靈活運用於教學現場。 

 

二、美感教育課程評量 

（一）評量在藝術教學領域的運用     

    評量有兩層面的意涵：一為資料的蒐集，二為資料的判斷。而資料的蒐集，

包含質化與量化的資料（黃政傑，1994）。美術教師需決定教材來源、教學方法，

確保課程的正確性與學生的學習成果。評量是一種提供策略及步驟的工具，有效

的評量改善教學並提高學生興趣及學習動機，診斷學生的強項及弱處，透過改善

教學法，使個體及群體學生的管理更加有效。評量並非無意義的任務，應該視為

完整品質教學中的一部分，透過事前評估(preassessing)理解學生先備知識，再次

評估(reassessing)建立在根基於評量所發現的教學上，而最終評估(final assessing)

則是所有課堂教學的實踐。 

    臺灣過往運用最為頻繁的評量類型，屬傳統評量方式中的紙筆測驗，如封閉

性的問題設計，以是非題、選擇題、填空題、配合題型式呈現，要求特定「正確」

的答案，為學習歷程中背誦及記憶能力的展現。目前臺灣美術藝術才能入學考試，

仍運用傳統紙筆測驗的方式作為篩選機制，評量美學及藝術史的學習成效。這些

傳統測驗學生的回應項目數據，透過不同的統計程序計算試題偏差或正確性，對

於標準化(standardized)及大規模(large-scale)測驗特別重要（鄭明憲，2018）。    

    開放性的問題允許學生以多樣化的方式回應，如論述問題、申論題，為建構

性的答題方式，運用進階的組織與分析能力。若要準確評量學生能力，需經由評

分量表與標準模組的建立，及匿名的二次評分驗證。開放性問答普遍出現在美術

教學現場的學習單設計，可作為為教師修正課程、理解學生學習效能的重要途

徑。 

    現今素養教學的環境中，美術教師應該思考學生對於藝術涵養的多層次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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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層次運用，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與評量機制，建立學生美感的判斷力、價值

觀，發展生活中的審美行為。多元評量重視學生長期學習歷程的觀察，如實作評

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準則就是「做中學」，由情境設計中，引發問題，並

解決問題的歷程，又稱非紙筆測驗，在視覺藝術課程中被大量使用，如媒材創作、

策展專題及團體合作計畫等；而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強調評量內涵與生

活經驗非常接近，因此，教師要求學生的回答必須能真實反應於實際生活。真實

評量的精神認為學習是建構的歷程，無法脫離真實生活的情境脈絡，如跨領域的

在地文化學，重視學習過程而非背誦知識，重點乃在應用、建構知識而非記憶、

複製知識（李坤崇，1992），教師可從學生的作品、軼事紀錄、觀察紀錄等資料

中，以多元的角度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強調評量

學生的選擇及鑑賞自己作品的能力，教師可安排較大型、持續進行的設計活動，

讓學生在作品旁註解創作的過程，提供學生依時間順序表現學習中證據的舞臺

（莊明貞，1999）。 

    電腦及網路雲端，在今日教學現場成為評量的一大助力，除節省檔案收納空

間外，也可以更真實地依照教師需求進行記錄，並打破空間的限制進行師生間的

交流。雲端空間、社群網路、網頁建置及相關軟體 APP，讓教師在教學與評量上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美感教育的評量 

    當代的評量有幾項特點，包含重視高層次的能力評量、強調使用真實問題、

採用多元評量方法、使用多向度分數及重視歷程遠勝於結果（郭生玉，2004），

學習成就對應課綱精神，並發展標準參照模式，及時提供教學回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05）。 

    評量首先必須對應課程學習目標，布魯姆(Bloom)等人主張認知、情意、技

能三大面向，而蓋聶(Gagne)從心理學的觀點進一步建構教學理論，細分成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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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果(learning outcomes)，包含：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 、認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ies)、語文資訊(verbal information)、動作技能(motor skills)與態度

(attitude)(Gagne, 1984)，呼應課程改革中的知識、技能、情意如麻花般交織的樣

態，從學習者的內在知能吸收與自我學習策略轉換，到外在技能動作，最後延續

感知的正向行為展現，皆為學習歷程中應該關注的評量細節，力求知識性的學習

能實際展現於生活。 

    美術教師作為評量的實施者，需有意識的統整專業知能，將課程地圖、學習

歷程檔案、課室評量、升學、生涯探索一起思考，完備課程與教學（教育部，2018）。

素養導向的評量模式，顯現在學習歷程中的評量，與最終的總結性評量，而課程

標準本位評量(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SBASA)可視為

素養導向的評量（鄭明憲，2018），確認「學習目標」與「學習單元」，表現、鑑

賞、實踐為內容標準主題，並以關鍵內涵作為次主題，將學習歷程或成果進行 A

至 E 五等級劃分，具｢門檻原則｣、｢標準之基礎｣、｢表現樣態描述｣等特質，使

學生理解是否已經具備各領域素養的基礎水準或精熟水準，提升提昇教師教學評

量品質和專業能力。 

    在美感教學的現場，教師依據其目的進行兩種評量方式：形成性與總結性評

量，給予調整自我的教學法，及學生學習成效的資訊。在課程進行中的評量策略，

使用非正式的方法去診斷其目的，不強調成績的紀錄，可以定義為形成性評量，

特質為重質不重量，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重視學習的歷程與相關的人格特質展

現；而總結性評量使用在課程結束、部分課程的段落，總結學生所學，採取綜合

性的評量形式與規格化的評鑑，連結至向度、標準和評分策略（陳怡倩，2018），

以下進行詳細說明： 

1.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 口語說法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反應課程歷程的流動，可運用特定學門的內容與知識，如藝術課程中老師即

時的口頭問答互動，或在教授相關技法時，透過示範與學生即時操作，驗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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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初步的技能。在較為深刻的核心思考及認知歷程中，如心智圖的討論與發表，

可以追蹤學生的思路模式，透過相關的課室觀察或問卷回饋，檢視學生的態度與

傾向，作為課程實施與教學策略修正的重要關鍵。此外，團體的合作學習中，老

師務必給予學生經常性地、即時地回饋與建議，確保學生間、小組間及師生間的

良性溝通互動。形成性評量的實施，有下列七項步驟可以參考(Beattie, 1997)： 

(1)定義課程的教學目標，如特定學門的內容、特定學門的過程、核心思考技能

或認知歷程、學生的態度、動機與價值。 

(2)寫下單一且聚焦評量的問題。 

(3)選擇一項非正式的評量策略，如口頭問答、舉牌或手勢、圖示、短文回饋等

方式。 

(4)決定如何介紹這項策略，如策略運用的時機與時間。 

(5)實施評量策略，並確認學生理解評量歷程與期待的回應。 

(6)運用質化或量化方法分析學生的回饋。 

(7)告知學生形成性評量的產出，並解釋給學生及老師評量結果的意義，作為差

異化教學或課程修正設計的參考。 

 

2.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 口語說法 assessment of learning) 

    需要產出成績，如果是紙筆測驗，藝術教師需要準備關鍵答案，使各項目可

以登錄成績；若是實作評量，教師需要以學習表現為基準，擬出評量指標(rubric)，

可區別為｢整體型評量指標｣，對學生整個學習表現做整體性的評估；或是｢分析

型評量指標｣，在橫向的地方界定學習成就的等級，在縱向的地方訂立評量標準，

透過描述性的表單，與豐富資訊的質性描述，達成客觀評分的方式。通常可以分

成五個美感學習表現的等級成績(grades)，對應分數區間，並轉化以數字呈現為

主可登錄的分數(marks)。 

    成績的解釋上，若強調精熟學習(mastery)，則需達到教學目標中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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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既定標準判斷學習成就，稱為標準參照測驗，容易達成品質管理的需求；若著

重的面向為學習者與其他學習者的行為表現關係，稱作常模參照測驗，可區分學

習成就及努力的程度。 

    大部分的課程評量倚賴學習成果的產出，而美感教育的評量更應注重整體的

學習表現，比如運用檢核表、傾聽學習成果的描述、評論發表、問題詢問等等方

式，也可蒐集課程筆記、作品集的方式作為評量工作。評量項目可以區分為：1.

主要的概念：可以說出對於美感的個人觀點，與生活上的運用案例、2.技能：能

提問、分析並詮釋美感的現象，給予美感判斷，及 3.態度與興趣：經驗生活中的

美感並與其他領域融合(Beattie, 1997)。 

    厄爾(Earl)於 2003 年提出「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AAL)」的策

略，在美感教育的學習中，教師可以透過前測檢驗、小組互評與雲端發表等形式，

鼓勵學生隨時思考自己的學習狀況，應用自省及反思的能力，建立自我美感後設

認知歷程，使學習者在學習歷程裡扮演主動出擊的角色。 

    藝術教師是學生靈魂的雕塑師，擔任藝術創作與學習的中介質，需不斷轉

換藝術家與教學者的身分（高秀蓮，2001），進而以藝術家、研究者與教師三為

一體的藝遊誌(a/r/tography)取徑（洪詠善，2013），在全球強調美感素養的今日，

將在地化的美感思維，透過教學轉化落實，考驗教學者美感思維建立、融會到教

學落實的能量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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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中美術科及藝術生活科教科書與美感教育之相關內容 

一、各版本教科書美感相關內容檢核 

    美術教師最容易接觸到藝術教材的來源主要有二，一為選用教科書，另一則

為自編教材（丘永福，2006）。美術教科書透過國家教育研究院邀集專家學者，

經由審核機制修正後出版，美術教師可以選用符合課程綱要、圖文並茂，及符合

個人教學策略的課本，選材正確性較高。在強調素養導向教學的今日，透過檢核

教科書中的美感素養案例資源，輔佐教師手冊資料，並搭配教具，可使美感教育

課程發展更臻完整。近年來強調學校本位及相關特色課程的發展，教師亦可編寫

具在地文化特色的美感專題課程，透過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訂課程大綱及自

編教材，增添美感教育課程的區域特色。本節就 2019 年課綱美術科及藝術生活

科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版本作內容分析： 

 

表 10 育達文化出版社（甲版）美術教科書上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項次 內容分析 

第一課 

勇闖藝世

界 

發現美術 導論 

描述日常生活周遭的樣態，從家裡的裝飾、超商

的商品、街道上的海報、建築的樣式，充滿藝術

與美感的運用。 

藝術鑑賞 
藝術鑑賞四

步驟 

運用描述、分析、詮釋、判斷，作為美感判斷的

工具。 

第三課 

百變藝術 

藝術隱分身 

空間渲染力 
以安藤忠雄的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為案例，說明

生活中質感與空間環境之美。 

視覺閱讀性 
圖像與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構成運用，形成視覺

閱讀的美感。 

美感魔幻術 

美的原則與

美感 

以單純、統調、調和、均衡說明和諧性；反覆、

對稱、漸變、律動說明秩序性；而對比、比例兩

者則存在主副關係。 

色彩無所不

在 

以光學導入色彩學原理，並透過色彩計畫及多元

運用面向，導出自然、生活中的器物、視覺識別

系統等色彩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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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巧心思 

設計思考 

以設計師布朗(Brown, 1981)提出的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概念，強調以人為本的的精神

與方法，融合美感解決問題。 

美感與設計

並存的現代

生活 

以日本民藝之父柳宗悅、臺灣工藝之父顏水龍切

入，說明現代生活不僅講求「工」，更追求更高

層次的「藝」，生活物件除基本功能外，更需要

有更高層次的美感。 

美感號召力 

環境影響人

的行為 

以「破窗理論」省思街道與環境美感。 

號召公民美

學的力量 

「公民美學」為公民具備美感素養，並有採取美

學的行動力。以美感細胞—教科書再造計畫、水

越設計的變電箱改善計畫，期許透過公民的美感

素養，打造和諧、秩序性的美感生活情境。 

 

表 11 育達文化出版社（乙版）美術教科書上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項次 內容分析 

第一章 

 ｢藝｣論紛

紛—美的

篇章 

第一節 

打開藝術百寶

盒 

導論 

透過王詠葳的竹椅作品，討論材料的彈性與通透

性、舒適性，說明美感能增進生活、器物與環境

改善的能力。 

藝術的鑑賞

與批評 

介紹鑑賞的四步驟，發覺｢審美經驗｣的共鳴，獲

得精神上的滿足。 

第二節 

體悟美感價值 

導論 
以街道上的招牌與臺北市萬華區的龍山寺，討論

秩序與美感形式帶來的心理感受。 

美的力量大 

引用德國美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對於美

感的論述，說明美感的創造及實踐精神。以美術

工藝運動、新藝術運動及包浩斯(Bauhaus)設計

學校為例，體現美感與大眾生活的結合。 

美感的醒悟 透過領略自然之美恢復美感本能。 

美的生活化 

以新藝術運動及現代主義的家具設計，說明美感

是品味的核心；以日本的禪宗修行之道，說明美

感品味與人格修養的關係。 

第三節 

發現生活之美 

導論 由書櫃設計案例，思考設計如何促進生活美學。 

用字表情—

字體設計 

以字體與字型的介紹，觀察比例重心、構成造

形，討論文字美感。 

收納訊息—

編排設計 

介紹平面設計的四項原則：相近、對齊、重複、

對比，討論名片、指標與車票的排版設計。 

如影隨｢形｣

的藝術品—

以手機、椅子為案例，討論比例、質感、結構、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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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 

都市美學從

｢心｣開始—

都市景觀設

計 

透過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街道景觀規劃，運用

焦點討論法，為在地城市空間提出具體建議。 

第二章 

得「藝」

「忘」形—

造形與色

彩的篇章 

第一節 

造形與色彩運

用 

造形分類 

具象與抽象、有機造形與幾何造形、自然造形與

仿生造形。 

色彩 
色彩三屬性、三原色、色彩的運用(材質、配色、

文化)、室內配色練習。 

形式原理 
對稱與均衡、比例、單純、反覆與漸變、韻律、

統一、調和與對比。 

第二節 

「藝」起來創

作—認識各種

媒材 

立體創作媒

材 

介紹石材、石膏、陶瓷、木材、複合媒材等質感，

並做紙燈具造形練習。 

第五章

「藝」意深

遠—藝術

與文學的

篇章 

文學與繪畫的

連結 

(藝術與文學的

跨領域課程) 

文字之美 

文字與轉化成視覺的跨領域創作。 

文學與藝術 

運用造形描寫、色彩、意境與意義，進行色彩與

線條結合文學之美的練習。 

 

表 12 謳馨出版社美術教科書上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項次 內容分析 

Part 1 

打開看見

藝術的雙

眼 

第一章 

藝術美感與生

命故事 

視覺藝術的

美感形式原

理 

介紹美的形式原理—比例、調和、反覆、對比、

漸層、律動、統一。 

第三章 

藝術在生活中

的運用 

美感觀察 

品味探查 

以「美感探查員」的角色，觀察生活中食物擺盤、

服裝設計、海報設計、空間設計的美感。 

Part 2 

藝術的鑑

賞與審美

力量 

第一章 

以鑑賞解開藝

術之謎 

藝術鑑賞的

方法：描

述、分析、

解釋、評價 

以美的形式原理，分析繪畫、生活中的議題，拓

展個人美感經驗。 

Part3 

跨「視」界

的新美學 

第一章 

解讀視覺影

像—廣告的創

意與思考 

文字圖像構

成的企業識

別系統 

透過版面構成與色彩計畫，解讀視覺識別系統的

設計概念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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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樂學教育出版社美術教科書第一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項次 內容分析 

第一章 

藝術世界

的起源 

1-1 

藝術世界的起

源與美感歷程 

什麼是美 
以詩人威廉布雷克(W. Blake)與濟慈(J. Keats)的

詩，說明美感的抽象感受。 

如何追尋美 
透過攝影、文化脈絡的追尋、廣告的影響力，說

明抽象的美感。 

1-2 

視覺藝術的基

本要素與美感

原理 

視覺藝術的

基本要素 

色彩(三要素)、造形(點、線、面、幾何造形、有

機造形)、質感、空間、美的原理原則(反覆、漸

層、對稱、單純、調和、比例、節奏、對比、統

一)。 

1-3 

觀看的方式與

文化內涵 

無 

運用背景資料、分析理解等 6W 方法，配合鑑賞

四步驟(描述、分析、詮釋、判斷)進行審美歷程。 

第五章 

流行文化

與設計 

5-2 

設計的潮流；設

計發展史 

設計是什麼 

以美術工藝運動、新藝術運動、現代主義與包浩

斯，說明美感與生活的關係，以建築、家具、商

品及服裝進行美感與文化的案例分析。 

5-3 

設計在這裡；設

計的類型 

設計的類型 

以人、社會、自然作為空間構成三要素，運用平

面設計、立體設計、空間設計(室內、建築、景

觀)作為分類，舉出海報、商品、家具、建築為

案例，說明設計與藝術性的相輔相成。 

5-4 

生活中的好設

計 

好設計的四

代元素 

以德國紅點設計總裁柴克(P. Zec, 1956~)的論

點，說明好設計須具備功能(function)、吸引力

(seduction)、可用性(usability)與責任

(responsibility)，列舉日本、泰國與歐美的文化

創意美感實例。 

5-5 

設計的泉源；設

計發想與創作 

設計構思從

零開始 

運用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類比思考法

(Analogical Thinking)、心智圖法(Mind 

Mapping)，進行設計與造形手法的分析(構成、

拼貼、轉換、變形、解構、錯視)，以椅子及眼

鏡的設計作為練習。 

 

表 14 華興文教出版社美術教科書上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內容分析 

第一章 

抽絲剝

繭—探索

美的大千

世界 

一、美術的意義

與類別 

近年來提倡「美力學」，將美學帶入設計中，「好用」、「好美」

為生活美感的要素，具備美觀與機能的要求。 

二、美術的視覺

元素 

包含形態、明暗、色彩、質感、空間構圖與動勢，以商標、服

飾、建築設計為案例說明。 

三、美的形式原 包含和諧、平衡、比例(黃金比例)、韻律、單純、統一，以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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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家具設計為案例。 

五、美術的批評

與欣賞 

美學為素養學習的起點之一，可以透過描述、分析、詮釋、判

斷的手法理解美感的表現。 

第四章 

萬紫千

紅—品味

時代美學 

一、什麼是設計 

設計的基本考量包含功能性、實用性與美觀性。隨著時代變遷，

包含計畫構思的形成、視覺傳達的方式，及計畫通過傳達後的

運用。 

二、百年經典設

計之美 

介紹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新藝術運動、裝飾藝術、現代主義，

並以建築、家具設計最為案例分析，說明時代與美學間關係的

變化。 

三、設計與我們

的生活 

以汽車的演進、生活物件的設計作為美感範例，並以國立臺灣

工藝發展研究中心的品牌「Yii」為例，為「易」、「藝」、「意」

的諧音，象徵轉變、設計理念與工藝的三種意涵。 

四、企業識別的

商標及招牌 

運用美的原理原則、色彩計畫，構成視覺識別系統設計。強調

商標招牌應與當地環境與建築屬性搭配，達到和諧的秩序感。 

五、暫時性與移

動的設計美 

以海報、商品包裝、服裝設計為例，說明圖、文、造形與色彩

運用的美感，會影響訊息關注的效用。 

第五章 

復古翻

新—島嶼

美感與記

憶元素 

一、美在生活中 

美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傳統工藝除重視功能性外，匠師同樣

注重造形之美。民間藝術是庶民生活與美學的表現，具有實用

性、裝飾性與知識傳遞等功能，反映社會文化的美感表現。 

 

表 15 泰宇出版社美術教科書第一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內容分析 

第一章 

美術學習

旅程 

1-2 

整裝待發—美

的形式元素 

色彩、造形、構成、光影、材質、創作形式，以法國廊香教堂

做為造形設計美感的案例。 

1-3 

尋根—美的形

式原則 

均衡、律動、比例（黃金比例）、反覆、對比、漸變（漸層）、

對稱、單純、調和、統一，以大自然植物、摺紙作品、建築作

品為案例說明，並以觀察描述、作品分析、意義解釋及價值判

斷作為鑑賞步驟練習。 

1-4 

美術旅程引導

圖 

說明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定義。 

第二章 

迎向藝術

的創作之

路 

2-2 

立體造型創作

的特性與表現 

以木材、石材、金屬、樹脂、石膏、混凝土、蠟，說明不同質

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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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設計的思

考與創意 

5-1 

當代設計的概

念 

設計廣泛出現在食衣住行日常生活領域中，並以大都會歌劇

院、總統就職紀念郵票做為案例說明。以 CIS、商品設計輔以

設計思考的流程做說明，強調心中想法、解決問題與美感造形

的實踐。 

5-2 

當代設計的思

考與議題 

以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綠色設計(Green Design)、情感

設計(Emotional Engineering)、使用者經驗設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做架構，介紹設計美感的實踐。 

5-3 

設計的未來趨

勢與創意表現 

以材質創新、科技發展、文化靈感等面向，將美感融合科技與

文化元素的面向，透過設計商品詮釋。 

第六章 

流行文化

的趨勢 

6-2 

衣起看流行 

透過服裝設計的質感、流行色彩、膚色搭配到新的材料技術，

介紹整體衣服穿搭的美感。 

6-3  

解析流行文化

議題 

討論全球化下的美學觀點，造成各地美感的普及性和統一化現

象，與流行美學觀中的性別與物化現象。 

 

表 16 幼獅出版社美術教科書上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項次 內容分析 

第一課 發

現美 

生活中的藝術 
無 以大自然、建築、服裝、室內空間作為融入美感

要素的案例。 

打開藝術寶盒 
視覺要素與

形式原理 

形象的形狀、色彩、明暗、材質、空間、形式原

理等要素，並舉出產品設計中的黃金比例。 

 

表 17 華興文教出版社藝術生活教科書（全一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內容分析 

第一章 

大美不

言—在生

活中看見

藝術 

導論 以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做破題，帶領讀者領略大自然之美。 

第一節 

藝術與美感 

美是透過｢美感經驗｣產生，美感經驗是一種強烈的感受，因不

同的個人特質、生命經驗有不同感受，但可以掌握普遍性的美

感經驗法則。 

第二節 

認識美的元素 

以形態、色彩、質感、空間做說明，運用海報設計、建築為範

例說明，並加入色彩在性別上的刻板印象圖例。 

第三節 

視覺形式原理 

以反覆、漸層、對稱、均衡、比例、節奏、統一，作為美的形

式原理分析。 

第四節 

美的多重樣貌 

以多元飲食文化、時尚從未停歇、實踐空間理想、慢活巷弄藝

術、品味涵養文化等子題，作為體現生活美感的方式。 

第二章 

妙手生

第一節 

設計是什麼 

｢藝術是問，設計是答｣(Art Asks, Design Answers)做引言，說明

設計是透過計畫與方法，改善、美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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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設計

大小事 

第二節 

設計的類型 

視覺傳達設計、工業設計、流行時尚設計、環境設計，兼顧機

能、創意與美感。 

第三節 

歷史與風格 

美術工藝運動、新藝術運動、裝飾藝術、現代主義、普普藝術、

後現代藝術，說明藝術與生活美感的遞嬗。 

第四節 

設計的風潮 

以綠色設計(Green Design)、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感性

設計(Emotional Engineering)、跨界流行(Crossover)，說明與時代

脈動緊密連結的設計思考，透過觀察與分析，與生活美感、永

續、以人為本、流行文化息息相關。 

第五節 

不只是設計 

以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說明當代設計用同理心創作，改善公

眾面臨的困境，成就眾人的美學，並透過設計思考與教育的挑

戰，落實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三章 

匠心獨

運—東西

方建築之

美 

第一節 

如何定義建築 

建築具有滿足物質性的功能，在氣候、地形、材料、結構、設

備和施工等物理方式；亦有精神性如立面開窗、柱式比例的形

式美感。 

第二節 

形象內涵的探

索與累積 

透過不同時期的建築形式、結構，依據宮殿政府、宗教建築、

紀念碑、墓地等案例，說明美感價值。 

第四章 

環環相

扣—空

間、建築與

都市的規

劃與設計 

第五節 

關於生活空間

的新提案：由構

造、材料、色彩

共同形成的現

代住宅空間 

以詩羅德住宅（Schröder House）、薩福瓦別墅（Villa Savoye）、

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為例，

透過材料、結構和形式的掌握，經由美學思維，在建築與空間

中描摹出對於生活的未來想像。 

第六節 

創新與環保再

造：高科技、數

位化與綠建築

帶動的新願景 

以龐畢度國家藝術和文化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古根

漢畢爾包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及紐約高線公園

(High Line Park)，說明當代高科技、材料革新、環保及生態意

識，共同打造出來的美感典範建築。 

第七節 

前衛的新建築

經驗：紙上建築

/臨時性建築/實

驗性建築 

以紙上建築—第三國紀念塔（碑）、臨時性建築—模糊建築(Blur 

Building)、實驗性建築—蛇行藝廊建築展(Serpentine Gallery 

Pavillion)，說明城市與外來建築的可能性，透過結構革命、材

質轉化、材料實驗，探討環境空見與建築的美感。 

第五章 

與時齊

新—傳統

文化與藝

術 

第五節 

傳統工藝之美 

從起居文物（家具）、各式器用品（木雕、竹雕、陶瓷、籐器與

竹器、金屬工藝、玻璃與琉璃工藝）介紹各類型的物品質感，

展現美感與生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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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泰宇出版社美術藝術生活教科書（全一冊）美感教育構面及內涵分析 

章 節 內容分析 

Unit 1 

設計思考

與生活美

感 

導論 設計是改善人類生活的創作性活動，擁有美感及功能性。 

1-1 

觀察從生活開

始 

感受生活，體驗眼睛的視覺、雙手的觸覺帶來的心理感受，透

過設計思考，探討人、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 

1-2 

生活中的設計 

設計思考以人為出發，經由動眼、動腦、動手的三面向行動，

從同理心出發、定義需求、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到實際測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4 

日常的美感培

養 

闡述美感、設計與創意間的關聯。設計需要美感來呈現外在，

運用創意點子執行，透過美感的培養激發想像力並實際執行於

設計。 

Unit 2 

打造自己

的人生 

2-1 

自造精神 

創客除了技術方面，將藝術性質融合其中，增添更高層次的美

感，並以藝術、環保建築、生活娛樂、科技教育、商品時尚，

說明科技結合美感產生的延伸性價值。 

Unit 3 

影像與影

視設計的

思考與行

動 

3-1 

寂靜的發聲

者—平面影像

設計 

說明平面設計的構成美學，包含點線面、明暗與色彩、整體性

與和諧感、平衡、對比與強調，透過海報設計與字體設計說明。 

 

二、各版本教科書美感相關內容分析 

    綜理 2019 年課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版本美術科教科書及藝術生活教科書，

針對美感相關內容，及美感教育廣度及深度的分析如下：  

（一）美的形式原理與美感構面的關係 

    各家版本美術科教科書中，皆在第一單元介紹美的形式原理，內容包含均衡、

律動、比例（黃金比例）、反覆、對比、漸變（漸層）、對稱、單純、調和、統一

等項目，其中比例為美感六大構面之一，而其他形式原理，可綜整由構成的大概

念檢視，探討視覺關係引起的心理感受。引用案例除了藝術作品之外，包含大自

然、平面設計、工業設計產品、室內空間設計及建築。育達（甲）版美術科教科

書進一步針對相關原理原則，做和諧性、秩序性、主副性的比較說明。 

    在各版本教科書中亦介紹色彩原理，包含色彩三要素、色相環等基礎色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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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美感構面中的色彩，華興版教科書以整合的方式，以比例、色彩的和諧性，

說明日常生活中服裝的穿搭技巧。 

    部分課本中，以獨立章節介紹相關的創作材料，包含木材、石材、金屬、玻

璃、樹脂、石膏、混凝土、蠟等，或是在視覺要素的小節中，一併介紹質感帶來

的視覺美感，但案例則以純藝術中的雕塑技法創作為主。 

    結構構面的介紹零星出現於美術課本中，如育達（乙）版美術科教科書提及

聖家堂的尖頂拱塔、壁體支撐柱及室內結構柱。在華興版藝術生活科課本中，以

兩個獨立章節，分別介紹建築與都市規劃主題，其中說明結構的物質性功能、未

來的可能性，及建築帶來的視覺美感，和生活運用及文化意義。構造構面在各版

本教科中均無相關介紹。 

（二）提供純藝術創作外的生活案例 

    美術及藝術生活教科書中，除純藝術的案例賞析外，皆提及生活中的美感運

用，融合解決生活問題的設計思維，包含平面設計、商品設計、服裝設計、室內

空間設計、建築、景觀設計、都市規劃等。泰宇版美術科教科書、華興版藝術生

活教科書，以享受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為題，品味涵養文化，作為體現生活美

感的方式。 

    美感與生活的連結，跳脫傳統以歷史脈絡介紹工藝的形式，以生活為出發點，

透過「民藝」的概念，說明手作的工，結合更高層次美感的藝結合，落實文化與

美感的連結，在育達（甲）版美術科教科書及華興版藝術生活教科書中，都以相

當的篇幅呈現。 

（三）鑑賞、設計思考等美感工具的策略運用 

    在各版本美術教科書中，皆介紹藝術批評四步驟(Model of art criticism) 

(Feldman, 1967)，透過描述(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詮釋(Interpretation)、

判斷(Judgment)四個步驟，理解藝術賞析的歷程，並輔以日常生活案例作分析。

在育達（甲）版、育達（乙）版的美術教科書中，進一步運用學思達教學中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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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針對美感相關提問，透過客

觀性(Objective)、反應性(Reflective)、詮釋性(Interpretive)、決定性(Decisional)步

驟，從觀察發生的事實出發，增加學習者直覺反應所產生的情緒感受、創意的關

聯紀錄，收斂並賦予價值。 

    育達（甲）、樂學版美術科教科書，及華興、泰宇版藝術生活科教科書中，

增加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Brown, 1981)單元，透過流程，協助學習者由同

理心(Empathy)、需求定義(Define)、創意動腦(Ideate)、製作原型(Prototype)、實

際測試(Test)的歷程，發散至聚斂性的思考，以人為設計的出發點，由美感為依

歸，動手實驗學習。樂學版美術科教科書，介紹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類

比思考法(Analogical Thinking)、心智圖法(Mind Mapping)等創意思考策略，提供

教師及學習者美感課程的思考策略運用。 

（四）美感素養及跨領域課程 

    為落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育達（甲）版美術教科書中提到公民美學，應

該採取美感的行動力，具體改變社會，達到美善家園的目的。育達（乙）版美術

科教科書中，特別以獨立章節介紹跨領域的美感創作，以文學、文字及書畫，連

結整合課程設計的想法。 

    在謳馨版及華興版美術科教科書中，以生活美學貫串，強調「美力學」帶來

生活中的用之美，具備美感與機能，並透過「美感探查員」單元，觀察生活中的

設計與美感。泰宇版在美術及藝術生活科教科書中，拉大尺度討論全球化下美感

觀點，並將美學結合科技，強調美感與創客精神共譜的延伸性價值。 

   綜整各出版社的美感教材編寫，對於研究者及教學現場授課教師的啟發，可

以分成以下兩個部分說明： 

（一）教學內容 

    美感六大構面為學習者學習美感的基石，透過基本概念的釐清，輔以日常生

活的例證，可視為生活中美感觀察與體驗的入門磚。透過基本能力的建構，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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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深入的基本設計課程，或打破科別的跨領域課程，提供複雜的美感知能訓練，

將教學內容由簡至繁的遞嬗設計，形成縱向學習遷移的效果。 

    教學內容時序安排，亦呼應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建立的美術學科課程地圖，

將色彩、形式原理、平面與立體構成原理，處於美術學習歷程之首，日常生活中

關於設計的生活美學居次，融入文化思維、各類議題的跨領域專題則作為最終整

合性知能的學習。 

（二）教學策略 

    在教學思潮的改變下，除傳統講述法的教學型態，增加翻轉教學中常運用的

學習工具及教學策略。鑑賞工具如藝術批評四步驟，新增了焦點討論法的運用，

其中的反應性步驟，強調學習者內心情緒與感受的陳述，而決定性步驟則關注學

習者未來會產生的行動或計畫，強化學習的的態度面向。 

    另外諸如設計思考流程，以及個人、分組運用的腦力激盪策略，把教室的焦

點，由教師轉換至學習者，透過學習者產生的同理心，培養資訊彙整、分析的能

力，建構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對話而流動的教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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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美感教育課程發展與評量的相關研究 

一、美感教育課程研究分析 

    為了解美感教育在臺灣的實施現況，研究者自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中，搜尋自 2014 年起臺灣開始推動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之相關論文研究，聚焦於｢

美感教育｣、｢美感教育課程｣關鍵字，共得到十一筆資料，以表單分別說明其研

究方法及研究成果： 

 

表 19 美感教育相關研究之分析 

編

號 
研究者 年份 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研究結果 

1 呂佩芬 2018 從社區文

化發展美

感教育課

程，以南投

某國中為

例 

行動

研究

法 

南投

縣某

國中

七年

級一

個班

級 

建構校園與社區美感的教育課程 

結論： 

1.課程以形式美為題材，注重理性思考

與手藝製作，並依照觀察描述、美感

試驗、案例欣賞、分析應用的教學步

驟實施。 

2.透過社區發展美感教育課程能增加

學生與生活的連結。 

建議： 

1.教學應分化美感學習程度，並簡化構

面教學。 

2.課程須以螺旋型方式執行，逐步落實

生活。 

3.藝術教師、各科教師及行政人員皆應

具備美感知能，方能落實校園美感教

育。 

2 鄧瓊慧 2018 ARCS 動

機模式融

入個案國

小高年級

美感教育

之研究─

以長福國

小為例 

個案

研究

法 

高年

級學

童 16

名 

了解個案偏鄉小校的美感教育推動困

境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了解美感

教育內涵、範疇與美感元素之界定，

搭配校園美化活動，設計校園彩繪課

程。 

結論： 

1.運用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偏鄉國小

可提升學童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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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用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偏鄉國小

高年級美感教育教學後，提升了高年

級學童美感素養 

3 陳韻如 2017 國小教師

美感教育

課程實踐

之研究－

以綜合活

動領域為

例 

行動

研究

法 

國小

二年

級學

生共

26                  

名 

以自然與生命作為課程主軸，建構美

感經驗的課程。 

結論： 

1.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理念與美感教育

皆重視討論與實踐的過程。 

2.多元的教學策略、評量、資源提升學

習動機與成效。 

3.行動研究有助於教師美感知能提升。 

4 蔡紫德 2017 素養教學

融入高中

階段美感

教育多元

選修課程

研究「枝附

葉著─印

花布製作」

課程為例 

個案

研究

法 

高一

多元

選修

課程

學生 

以多元選修課程進行主題式美感素養

課程教學。 

結論： 

1.校內多元選修的美感課程經訪談證

明對學生有其影響力。 

2.學校地圖影響課程成效。 

3.教師專業統整影響課程規劃。 

4.課程設計需參酌學校整體課程發展。 

5 羅易承 2016 校園參與

式設計與

美感教育

之探討以

新竹縣新

埔鎮枋寮

國民小學

校園空間

規劃之行

動歷程為

例 

個案

研究

法 

參與

工作

坊之

國小

學童 

以新竹縣新埔鎮枋寮國民小的校園美

感計畫作為對象。 

結論： 

1.學生透過工作坊課程產生知覺「再經

驗」，與群體、環境互動將其經驗轉化

為「知識」，形成「教育」。 

2.美感教育委員權力介入，學生缺乏後

續設計發展的參與。 

3.校園參與式設計應「由下而上」，過

程仍然受到「由上而下」之決策影響。 

6 黃宣芸 2016 慈文國中

之美感教

育與社區

結合-以社

區發展觀

點 

個案

研究

法 

學校

教師

與行

政人

員 9

名，

社區

探討美感教育計畫的行政推廣效益。 

結論： 

1.學校需積極協助教師推動美感教育。 

2.美感教育課程須有明確的發展主

軸，以形成學校特色。 

3.以閱讀活動進行跨領域科技整合，以

推動社區美感教育的成效與影響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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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3 名 

佳。 

4.升學主義與考試制度是學校推動美

感教育的障礙；教師認知態度是美感

教育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5.整合校內外資源，並組成共同備課團

隊，必提升教師美感知能與素養。 

7 廖淑娟 2015 雲嘉地區

國民小學

美感教育

實施與學

生學習成

效之研究 

問卷

調查

法 

雲嘉

地區

國民

小學

教師

300

位 

透過問卷研究雲嘉地區美感教育實施

及學生學習成效。 

結論： 

1.雲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對於美感教

育實施之知覺情形為中等程度。 

2.雲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對於美感教

育學生學習成效之知覺情形為中等程

度。 

3.不同年齡、現任職務和學校規模之雲

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到的美感

教育實施現況部份有差異；不同性

別、教師資格取得方式、服務年資和

學校所在縣市之雲嘉地區國民小學教

師所知覺到的美感教育實施並無差

異。 

4.美感教育實施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

有中高程度的正相關存在。 

5.美感教育實施對學生學習成效具有

預測力，其中「推動美感創意課程」

最具有預測力，「營造美感生活環境」

為次要的預測力。 

8 陳純瑩 2015 運用分組

合作學習

於美感教

育課程之

行動研究 

行動

研究

法 

國中

一、

二年

級學

生共

435

人 

透過分組學習策略實施美感教育。 

結論： 

1.分組教學策略方法通用美感課及美

術課。 

2.發覺課程問題修改並調整策略的運

用。 

3.教師從教學者轉為引導者。 

9 陳榮暐 2015 國中一年

級實施整

合型視覺

形式美感

行動

研究

法 

國中

部一

年級

的學

透過六大構面的實施美感教育課程。 

結論： 

1.課程透過共學、討論修正以及專家諮

詢，才能編撰出適合研究對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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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驗

課程之行

動研究 

生 教法。 

2.實驗課程透過「觀察與描述」、「美感

試驗」、「案例欣賞」與「分析與應用」

四大主軸進行教學，國一學生的學習

狀況良好，充滿興致。 

3.課程實施之後學生整體美感素養的

水準有所提升，唯審美鑑別能力無明

顯變化。 

4.以「視覺形式美感」為藝術領域課程

核心主軸是必要的。 

10 蔡佩玲 2015 整合型視

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

驗計畫之

執行省思

與展望-以

嘉義縣 A

國中為例 

深度

訪談

法 

12 位

參與

實驗

課程

的相

關人

員 

透過訪談探討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的成

果及展望。 

結論： 

1.計畫的執行人與學生皆認為本計畫

的優點為生活美學的落實、多元智能

與創意的培養。 

2.缺點為課程施行時間太短，實施過後

學生仍一知半解、成效不彰。 

3.計畫的執行人與學生在諸多觀點上

仍具有差異性。 

11 陳明麗 2015 校本課程

中美感教

育的實施

─國小低

年級茶陶

體驗課程

的行動研

究 

行動

研究

法 

國小

低年

級學

生 

透過發展校本課程實施美感教育。 

結論： 

1.學生獲得豐富的美感生活體驗。 

2.校本課程中美感教育實施後，強化了

學生對校本特色的了解與認同，提升

學習成就感，促進課堂互動與團隊合

作。 

3.學生在美感覺知方面，身心更敏銳，

想像力更加展現。 

4.學生在參與美感生活和創作表現方

面，態度有正向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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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教育課程研究歸納 

    分析臺灣自推動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後之近六年相關課程論文研究，歸納以下

項目進行說明： 

（一）美感教育課程研究以質性研究法為主 

     檢視 2014 年美感教育政策實施後之臺灣美感教育課程研究論文，排除幼兒、

藝廊、博物館等美感推廣研究，共得到十一件研究案例，其中國小及國中階段案

例各佔五件、高中一件，顯示高中階段的美感教育研究仍有極大發展空間。研究

多以行動研究法、個案研究法進行，透過學習成果、問卷、訪談資料蒐集，歸納

分析課程執行後的學習成效。僅單一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經量化研究判讀數據，

解析雲嘉地區美感教育推廣及學習成效的影響因素。 

（二）教師及教學策略為美感教育課程關鍵 

    美感教育課程相關研究顯示，教學法及教學策略的運用，有效提升學習者學

習成效，如課程運用螺旋形設計及漸進式引導、ARCS 動機模式(Keller, 1983)、

分組學習、美感教學四步驟（觀察描述、美感試驗、案例欣賞、分析應用）等，

提升學習成就感，促進課堂互動與團隊合作，幫助美感素養的建構。 

（三）美感課程設計應呼應學校學習地圖並兼顧社區特色 

    美感課程設計應配合學校課程發展，高中階段可搭配校定必修、多元選修等

課程實施，強化學生對校本特色的了解與認同，並關注連結區域特質，透過生活

環境經驗的積累，與美感產生情感意識的連結，獲得豐富的美感生活體驗。 

（四）美感教育計畫的發展實施 

    美感教育的計畫推動攸關學校行政單位的美感觀點、動能，及授課教師的態

度。通過合宜的美感課程實施，學習者普遍表達正向的學習成果，唯需注意課程

實施的規劃與時程，透過檢視各個學習面向，避免偏重部分的美感能力，才能全

面提升美感教育的有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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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文獻及課程研究之啟示 

    基於前述文獻研究與以上論文回顧，本研究之相關啟示如列： 

（一）課程發展部分 

    以美感六大構面作為課程發展的基礎核心，透過自 2014 年起實施的教案與

學習者反饋進行螺旋形修正，素材由學習者的生活環境、經驗中揀選設計，精煉

成三大課程模組，教學者可透過單元順序的安排、難度增減，提供美術課程中基

礎美感教學的參考，扎根學習者的美感能力。 

    若課程彈性補充在地文化元素，可進一步與校本課程呼應，亦可作為專題研

究的引導暖身課程，銜接加深加廣選修學分，或進行跨領域課程規劃，保持其橫

向串接、縱向發展的可能性，打開學生和真實世界的連結。 

（二）教學策略部分 

    教師透過生活化的課題作為引導活動，激發學習者學習動機。發展活動內容

由具象概念案例，接續至抽象知能學習，透過情境脈絡化的設計，安排漸進式的

學習任務，經由分組合作學習及提問策略，學習者進行知識的分析、組織與內化。 

    最後的綜合活動，以生活為情境的技能展現，連結生活層面的美感態度。課

程運用鷹架理論，培養學習者發展自主學習策略，提升美感的知識、技能和正向

態度發展，逐步建構美感素養。 

（三）教學評量部分 

    美感教學評量以素養導向評量為依據，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透過體

驗實作、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等多元化學習的方式，搭配多元化的實作及動態評

量，建立評量指標。課程執行期間，以口頭討論問答、學習單等形式展開形成性

評量，並透過任務展現紀錄作為總結性評量方式，讓評量與教學形成動態歷程，

使評量過程為學習的一部分(assessment as learning)（教育部，2018）。 

（四）研究方法部分 

    近六年的美感課程研究，以帶狀、單一主題設計為主，並以質性研究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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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全面性的理解美感六大構面課程脈絡與銜接，分析學習者認知、技能、情意

之學習歷程與行為展現，採質、量兼具的混合研究方式，進行美感基礎課程的發

展與評量研究，提供教學者美感教學精緻化的參酌依據。 

    彙整執行計畫歷程中實施過之課程教材，評量教學者授課及學習者反饋的成

果進行修正，運用比例、色彩構面形成第一階段課程模組，經由專家審核修訂後

入班實施，透過由前、後測問卷數據分析，取得前導研究結果。接續發展為完整

六大構面的課程模組，除問卷外，增加教師觀察紀錄、學習紀錄及學習者訪談結

果，相互檢證取得美感教育課程發展的樣貌，歸納出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模式，作

為日後美感課程實施的重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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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分為七節，分別以整體研究設計、前導研究分析，及正式研究之方法

與工具，進行分項說明。第一節為研究類型及研究方法之綜合概述；第二節說明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第三節進行前導研究分析，與正式研究的準備與修正；第

四節為正式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的分析；第五節為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方法描

述；第六節分別說明研究信、效度及研究倫理；第七節說明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類型 

一、研究功能及目的 

教育哲學家杜威(Deway)強調知識和行動、理論和實際不能分開，教育工作

者對自己的行動結果必需做批判性的考驗，具有研究者—學習者—實務工作者

(researcher-scholar-practitioner)的遠見(Lodico, Spaulding, & Voegtle, 2010)。本研究

的功能及目的，為實務工作者面臨工作場域的問題，透過質疑、探究及批判的歷

程，進行反思並促進專業發展，以增進教育實務人員解決情境問題的能力、持續

教師專業理解增能，並獲得教師即研究者的教育地位等三個目的（蔡清田，2000）。

面對美感教育現場的教學實務，梳理龐大的研發教材、解決當前的教學困境與建

立評量方法，透過開發易於使用的課程模組，經由修正與改善，有效提升學生學

習美感的成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亦稱混合法研究法 (mixed methods 

research)（郭生玉，2012），透過實用主義的觀點，思考比較量化及質化研究的

特質，以提供研究問題最有利的答案（張春興，1996；郭生玉，2012）。混合研

究應依照混和研究的主要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ixed research)，採用不同

的研究法蒐集多種資料，取其能相互補充的優點，助於增進研究的整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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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 Christenden, 2008；McMillan, 2008)，相關理論依據包括：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互補(complementarity)、發展(development)、創新(initiation)及擴

展(expansion)(Greece, Garacelli & Graham, 1989)。 

研究者任教於高級中等學校，兼任行政相關業務，具有執行美感教育相關實

驗課程及活動推廣經驗，為延續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銜接 2019 年美

感與設計創新計畫，透過六大美感構面課程模組的設計與實施，欲理解學習者是

否能透過模組課程，增強認知、技能、情意等學習領域能力。本研究按時間順序

(time order)的向度進行混合研究，屬於解釋性的設計(explanatory design)形式，課

程實施後，透過學習者前、後測的問卷量化數據分析，初步分析學習成效，對照

多元評量後的結果，輔以課程成果、觀察法、訪談法所蒐集之質性資料，進行三

角檢證 (triangulation)，期待建構合宜且具備學習成效的課程模組，以做為課程

推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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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圖 07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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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圖 08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為了累積相關混合研究之經驗，因此於正式研究前實施前導研究，取

同一研究場域、不同學年度的同年級學習者，擔任研究對象。在前導研究中，以

美感構面的比例與色彩，進行課程設計，與前、後測問卷編寫，皆經過專家審核

修正後實施。透過數據初步分析，理解部分的課程模組可提升美感知能，並觀察

學生學習歷程的變化，進行正式研究前的準備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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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的正式研究，經由參與 2019 年六月底｢美感設計與創新計畫｣的課程設

計編寫說明會，延續前導研究課程，發展完整的美感六大構面課程模組，並分成

三大單元，於 2019 年七月至八月間進行專家審查。課程模組修正後，依課程內

容進行前、後測問卷設計，再經由統計專長學者意見修訂，完成相關準備工作。

2019 年九月至十一月，進行六大構面課程模組授課，並同步蒐集觀察紀錄、回

饋紀錄、學習紀錄及學習者訪談紀錄，進行資料交叉比對及後續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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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導研究 

一、前導研究內容說明 

（一）以比例、色彩構面進行之前導研究 

1.研究對象 

    前導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某市立高中一年級學生，共計 187 人，其中男生

67 人，女生 120 人，針對比例與色彩的美感核心概念設計六堂課程，並於每週

授課 50 分鐘，共計六週 5 小時。 

2.課程設計 

    依據教育部 2016 至 2019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所規劃之實驗課程，目標

為落實視覺藝術課程之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教材，培育美感教育儲備核心教師以及

實踐基本課程研發、教學實踐與教材推廣三者循環運作模式。 

    計畫之美感教育課程基本觀念為：生活美感是適合的、有目的並適應於整體

秩序的美，透過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的說明，更可聚焦於探討「關係 」之

間的美學。生活美感的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養成後將暸解對物或環境的美化表

示尊重、建議及創造。基於此觀念，以真實生活事物為題，設定階段性核心能力

為｢發現｣、｢探索｣與｢應用｣，透過「知己」、「知彼」到「實踐」的階梯式(staircase)

課程結構，建立比例與色彩構面的美感實驗教材。 

 

 

圖 09 階梯式的課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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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基礎概念的建立為目標，課程設計概念說明如下： 

(1)淺探美感思惟：建立學生對於美感的共感認知，察覺視覺藝術課程追求個人

主觀情感表現的差異。 

(2)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由制服議題討論激發

學生學習動機，透過青少年階段最注重的外在服裝作為主題切入，以視覺形式的

比例、色彩元素發展課程主軸，透過觀察比較與試驗，以尋求共感並兼具個人差

異化特質的綜合練習作結。 

(3)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

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思惟，學生經由觀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

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4)帶得走的美感能力：將比例、色彩與生活課題結合，將美感概念落實運用於

生活中。 

 

表 20 比例與色彩構面課程模組設計 

週次 授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30 

1.服裝穿著案例－國家歌劇院制服觀察討論。 

2.人體比例尺－個人身形比例量測。 

3.比例概念說明。 

4.服裝穿搭與視覺比例的變化。 

5.各式服裝穿著的比例量測。 

 

2 11/06 

1.衣櫃檢視紀錄。 

2.個人衣著比例觀察與分享－制服、體育服、休

閒服、家居服。 

3.個人衣著色彩觀察與分享－個人喜好衣著色彩

說明。 

4.衣色票製作。 

 

3 11/13 

1.衣色票製作。 

2.分組衣色票觀察與討論。 

3.基礎色彩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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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導研究流程 

 

圖 10  比例、色彩構面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流程圖 

 

4 11/27 

1.膚色與衣著的關係觀察。 

2.膚色票製作。 

3.基礎色彩學 2。  

5 12/11 

1.衣色票與膚色票的搭配練習－依據不同指令組

合。 

2.衣色票與膚色票搭配的比例練習－依據不同指

令裁切置換組合。  

6 12/18 分享發表與討論－形塑個人合宜的服裝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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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導研究工具 

    運用布魯姆(Bloom, 1956)的三大學習領域理論(Three domains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r learning)作為問卷設計架構，運用行為分類法於評量指標，透過認知

領域(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技能領域(Simpson, 1972)、情意領域

(Krathwohl, Bloom, Masia, 1973)的分類層次行為，應對關鍵詞(key words)，建立

前、後測問卷，透過專家效度檢驗，於課程進行前、後給予學習者線上填答，收

集課程進行前、後之數據，透過量化後的描述與分析，觀察其學習成果變化。 

 

（三）前導研究效度 

1.專家效度 

    諮詢 3 位美術教育專家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將問卷中專家給予的圈選結

果譯碼建檔後，採用 1975年心理測驗學生露西(Lawshe)創用內容關聯效度(CVR)

的量化方法（郭生玉，2012）計算內容關聯效度比率，如表 21 所示： 

(1)基本資料與背景 

表 21 「基本資料與背景」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基本 

資料 

與 

背景 

編號 1 2 3 4 5 6 7 8 

CVR 值 1* 1* 1* 1* 1* 1* 1* 1* 

註：*p<0.05 

    根據「基本資料與背景」每題的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均超過內容關聯效度指

標：CVR=0.99 以上，顯示在專家評鑑的肯定下，均有高度相關的內容效度。 

(2)比例構面 

a.認知領域 

表 22 「比例構面—認知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比例 

- 

認知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6 

CVR 值 1* 1* 1* 1* 1* -0.3333 

註：*p<0.05 

b.技能領域 

表 23 「比例構面—技能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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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技能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6 7 

CVR 值 1* 0.3333 1* 1* 1* 1* 1* 

註：*p<0.05 

c.情意領域 

表 24 「比例構面—情意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比例 

- 

情意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CVR 值 1* 1* 1* 1* 1* 

註：*p<0.05 

根據表 22~表 24 的結果顯示：「比例構面」認知領域第 6 題與技能領域第 2

題未達內容關聯效度指標：CVR=0.99，給予剔除，其他每題的內容效度量化指

標均超過，顯示在專家評鑑的肯定下，均有不錯的內容效度。 

(3)色彩構面 

a.認知領域 

表 25 「色彩構面—認知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色彩 

- 

認知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6 

CVR 值 1* 1* 1* 1* 1* -0.3333 

註：*p<0.05 

b.技能領域 

表 26 「色彩構面—技能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色彩 

- 

技能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6 7 

CVR 值 1* 0.3333 1* 1* 1* 1* 1* 

註：*p<0.05 

c.情意領域 

表 27 「色彩構面—情意領域」之內容效度量化指標分析結果 

色彩 

- 

情意 

領域 

編號 1 2 3 4 5 

CVR 值 1* 1* 1* 1* 1* 

註：*p<0.05 

根據表 25~表 27 的結果顯示：以上「色彩構面」認知領域第 6 題與技能領

域第 2 題未達內容關聯效度指標：CVR=0.99，給予剔除，其他每題的內容效度

量化指標均超過，顯示在專家評鑑的肯定下，均有不錯的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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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構念效度 

表 28 問卷之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 領域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比例 

認知 

我能說出（repeat）比例的定義。 0.657 

我能指出（indicate）生活中比例的概念。 0.760 

我可以舉例說明（illustrate）比例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0.649 

我能分析（analyze）身形比例與服裝比例的關係。 0.723 

我可以判斷（judge）符合比例美感原理的穿著。 0.752 

技能 

我能察覺（detect）比例變化產生的差異。 0.597 

我會測量（measure）自我的身形。 0.523 

我會計算（calibrate）自我的身形比例。 0.525 

我能依據自我身形調整（manipulate）服裝比例。 0.770 

我能根據不同樣式的服裝改變（rearrange）比例搭配。 0.830 

我能整合（combine）比例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0.780 

情意 

我會注意（attentive）生活中的比例關係。 0.735 

我能與人討論（discuss）比例變化產生的感受。 0.724 

我會與人分享（share）生活中的比例美感。 0.703 

我能整合（synthesize）服裝中的和諧比例搭配。 0.714 

我會實踐（perform）比例的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0.625 

色彩 

認知 

我知道（recognize）色彩三要素。 0.347 

我能解釋（explain）色彩影響的心理感受。 0.567 

我可以舉例說明（illustrate）色彩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0.677 

我能分析（analyze）膚色與服裝色彩的關係。 0.705 

我可以判斷（judge）符合色彩美感原理的整體造型。 0.716 

技能 

我能察覺（detect）色彩變化產生的差異。 0.643 

我會辨識（measure）膚色的調性。 0.517 

我會歸納（organize）自我服裝的色彩。。 0.749 

我能依據自我膚色搭配（calibrate）和諧的服裝色彩。 0.776 

我能根據不同樣式的服裝改變（rearrange）色彩搭配。 0.846 

我能整合（combine）色彩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0.810 

情意 

我會注意（attentive）生活中的色彩運用。 0.696 

我能與人討論（discuss）顏色的心理感受。 0.672 

我會與人分享（share）生活中的色彩美感。 0.675 

我能整合（synthesize）服裝中的和諧色彩搭配。 0.773 

我會實踐（perform）色彩的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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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初步經專家效度檢核之後，再以因素分析求出量表的建構效度，

經 KMO 與 Bartlett 檢定，KMO 值為 0.946，大於 0.5；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

因此本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資料顯示，各構面領域與其相對應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從分

析結果中發現，除色彩構面認知領域第 1 題「我知道(recognize)色彩三要素」（因

素負荷量為 0.347）之外，各題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但該題目就其意

義來說，仍能充分表達該構面領域之內涵，予以保留，整體看來本研究之效度甚

為穩定。 

 

（四）前導研究信度 

研究問卷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來考驗，其結果如表所示。結果發

現：比例構面分量表係數分別為.875、.907.、.881；色彩構面分量表係數分別

為 .841、.927、.873；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968。根據學者蓋(Gay, 1992)之觀點，

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如果在.90 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的信度甚佳，由此

可見，本研究問卷具極佳信度。 

 

表 29 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 

構面 領域 α 係數 

比例 

認知 .875 

技能 .907 

情意 .881 

色彩 

認知 .841 

技能 .927 

情意 .873 

整體 總量表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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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導研究結果分析 

（一）學習成效分析 

1.認知領域 

表 30  認知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記憶 

比例 
前測 2.84 1.28 

後測 4.49 1.22 

色彩 
前測 4.23 1.54 

後測 5.26 .95 

理解 

比例 
前測 3.22 1.25 

後測 4.60 1.08 

色彩 
前測 3.92 1.28 

後測 4.82 1.02 

應用 

比例 
前測 3.45 1.27 

後測 4.70 1.02 

色彩 
前測 3.69 1.24 

後測 4.80 .93 

分析 

比例 
前測 3.29 1.25 

後測 4.60 1.06 

色彩 
前測 3.61 1.28 

後測 4.69 1.02 

評鑑 

比例 
前測 3.34 1.25 

後測 4.59 1.03 

色彩 
前測 3.48 1.24 

後測 4.63 1.00 

註：N＝187 

 

表 31  認知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記憶 
比例 1.66 1.62 14.03* 

色彩 1.03 1.52 9.27* 

理解 
比例 1.37 1.42 13.27* 

色彩 .90 1.34 9.18* 

應用 比例 1.26 1.41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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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1.11 1.31 11.56* 

分析 
比例 1.31 1.40 12.87* 

色彩 1.09 1.37 10.90* 

評鑑 
比例 1.26 1.33 12.92* 

色彩 1.14 1.34 11.68* 

註：N＝187, *p<0.05 

 

    表 30 為學生在認知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美

感教育課程影響學生認知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31所示，

分述說明如下：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由表 30 可知，比例構面的五種認知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應

用(3.45)、評鑑(3.34)、分析(3.29)、理解(3.22)、記憶(2.84)；後測的平均值由高到

低依序為：應用(4.70)、分析(4.60)、理解(4.60)、評鑑(4.59)、記憶(4.49)。 

    依據表 30 數據，色彩構面的五種認知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

記憶(4.23)、理解(3.92)、應用(3.69)、分析(3.61)、評鑑(3.48)；後測的平均值由高

到低依序為：記憶(5.26)、理解(4.82)、應用(4.80)、分析(4.69)、評鑑(4.63)，前、

後測平均值皆按認知類型之簡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階層依序降低。 

從比例構面的平均值排名變化中，發現不同類型的能力，受到美感教育課程

的影響程度亦有差異。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值最高者皆為應用類型，最低者皆為記

憶類型。理解類型的平均值排名由第四提升為第二，提升幅度最大。分析由第三

提升為第二，提升幅度次之。評鑑能力由第二降為第四。 

整體而言，後測的平均值皆高於前測，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

域各方面的能力。 

(2)比例構面的記憶能力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由表 31 可知，比例構面五種認知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記憶

(1.66)、理解(1.37)、分析(1.31)、應用(1.26)、評鑑(1.26)，其中應用與評鑑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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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相同。由此顯示學生在比例構面的記憶能力之學習表現，受到美感教育課程

的增強效果最大。 

    標準差方面，記憶能力之標準差(1.62)最大，顯示學生的程度落差較大。如

何縮短學生之間的學習表現落差，是研究者未來規劃課程應思索的議題。 

(3)色彩構面的評鑑能力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依據表 31 資料，色彩構面五種認知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評

鑑(1.14)、應用(1.11)、分析(1.09)、記憶(1.03)、理解(0.90)，從數據可推定學生在

高層次評鑑認知的學習表現，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 

    綜合檢視表 30 與表 31，可知學生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認知表現，色彩構面

的前、後測值皆高於比例構面的前、後測值，但比例構面經由課程教學後進步幅

度高於色彩構面。兩者後測表現優於前測，且前測與後測成績之差達顯著差異，

因此診斷美感認知領域教學對於學生在學習有提升效果。 

2.技能領域 

表 32  技能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 

比例 
前測 3.75 1.24 

後測 4.79 .97 

色彩 
前測 4.00 1.23 

後測 4.79 1.01 

引導下 

的反應 

比例 
前測 3.27 1.29 

後測 4.68 1.09 

色彩 
前測 3.28 1.23 

後測 4.49 1.12 

機械化 

比例 
前測 2.97 1.30 

後測 4.63 1.11 

色彩 
前測 3.61 1.28 

後測 4.68 1.08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比例 
前測 3.50 1.28 

後測 4.53 1.08 

色彩 
前測 3.56 1.27 

後測 4.6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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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 

比例 
前測 3.59 1.32 

後測 4.62 1.11 

色彩 
前測 3.70 1.24 

後測 4.71 1.07 

創新 

比例 
前測 3.50 1.25 

後測 4.52 1.11 

色彩 
前測 3.60 1.23 

後測 4.60 1.03 

註：N＝187 

 

表 33  技能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知覺 
比例 1.05 1.35 10.62* 

色彩 .79 1.32 8.16* 

引導下 

的反應 

比例 1.40 1.63 11.83* 

色彩 1.21 1.49 11.32* 

機械化 
比例 1.66 1.67 13.62* 

色彩 1.07 1.37 10.71*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比例 1.03 1.39 10.17* 

色彩 1.05 1.48 9.79* 

適應 
比例 1.03 1.44 9.76* 

色彩 1.01 1.37 10.10* 

創新 
比例 1.03 1.42 9.89* 

色彩 .99 1.34 10.16* 

註：N＝187, *p<0.05 

 

    表 32 為學生在技能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美

感教育課程影響學生技能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33所示，

分述說明如下：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依據表 32 資料，比例構面的六種技能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

適應(3.59)、知覺(3.75)、複雜的外顯反應(3.50)、創新(3.50)、引導下的反應(3.27)、

機械化(2.97)，其中複雜的外顯反應與創新的平均值相同；後測的平均值由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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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依序為：知覺(4.79)、引導下的反應(4.68)、機械化(4.63)、適應(4.62)、複雜的

外顯反應(4.53)、創新(4.52)。 

    色彩構面的六種技能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知覺(4.00)、適應

(3.70)、機械化(3.61) 、創新(3.60)、複雜的外顯反應(3.56)、引導下的反應(3.28)；

後測的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知覺(4.79)、適應(4.71)、機械化(4.68)、複雜的

外顯反應(4.61)、創新(4.60)、引導下的反應(4.49)，基礎知覺技能在前、後測均

得到最高平均值，而引導下的反應前、後測平均值皆最低。 

    整體而言，後測的平均值皆高於前測，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技能領

域各方面的能力。 

(2)比例構面的機械化技能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依據表 33 資料，比例構面六種技能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機

械化(1.66)、引導下的反應(1.40)、知覺(1.05)、複雜的外顯反應(1.03)、適應(1.03)、

創新(1.03)，其中適應與創新平均值之差相同。從平均數之差可推定，學生在比

例構面機械化技能的學習表現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而標準差(1.67)也是六種技

能類型中最高者，顯示學生的程度落差較大。 

(3)色彩構面的技能類型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檢視色彩構面六種技能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引導下的反應

(1.21)、機械化(1.07)、複雜的外顯反應(1.05)、適應(1.01)、創新(0.99) 、知覺(0.79)。

從數據可推定，雖然引導下的反應前、後測平均值較低，但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 

    綜合檢視表 32 與表 33，可知學生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技能表現，兩者後測

表現優於前測，且前測與後測成績之差達顯著差異，因此診斷美感技能領域教學

對於學生在學習有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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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意領域 

表 34  情意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接受 

比例 
前測 3.49 1.24 

後測 4.57 1.04 

色彩 
前測 3.98 1.19 

後測 4.76 1.05 

反應 

比例 
前測 3.15 1.25 

後測 4.52 1.06 

色彩 
前測 3.49 1.36 

後測 4.57 1.09 

評價 

比例 
前測 2.96 1.26 

後測 4.31 1.16 

色彩 
前測 3.39 1.32 

後測 4.52 1.15 

組織 

比例 
前測 3.42 1.24 

後測 4.53 1.03 

色彩 
前測 3.62 1.20 

後測 4.71 1.02 

內化 

比例 
前測 3.59 1.31 

後測 4.61 1.04 

色彩 
前測 3.72 1.24 

後測 4.69 1.01 

註：N＝187 

 

表 35  情意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接受 
比例 1.08 1.52 9.74* 

色彩 .78 1.40 7.66* 

反應 
比例 1.38 1.49 12.62* 

色彩 1.09 1.47 10.09* 

評價 
比例 1.35 1.46 12.65* 

色彩 1.13 1.48 10.43* 

組織 
比例 1.12 1.29 11.87* 

色彩 1.09 1.31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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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 
比例 1.02 1.43 9.80* 

色彩 .97 1.41 9.39* 

註：N＝187, *p<0.05 

 

    表 34 為學生在情意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美

感教育課程影響學生情意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35所示，

分述說明如下：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情意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由表 34 可知，比例構面的五種情意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內

化(3.59)、接受(3.49)、組織(3.42)、反應(3.15)、評價(2.96)；後測的平均值由高到

低依序為：內化(4.61)、接受(4.57)、組織(4.53)、反應(4.52)、評價(4.31)，各類型

前、後測排序相同，內化平均值最高，而評價平均值最低。 

依據表 33 數據，色彩構面的五種情意類型的前測平均值由高到低依序為：

接受(3.98) 、內化(3.72)、組織(3.61)、反應(3.49)、評價(3.39)；後測的平均值由

高到低依序為：接受(4.76) 、組織(4.71)、內化(4.69)、反應(4.57)、評價(4.52)。 

(2)比例構面的反應情意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由表 35 可知，比例構面五種情意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反應

(1.37)、評價(1.35)、組織(1.12)、接受(1.08)、內化(1.02)，透過數據可推定，學生

在反應情意的學習表現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 

(3)色彩構面的評價情意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分析色彩構面五種情意類型的平均數之差，由大到小依序為評價(1.13)、組

織(1.09)、反應(1.09)、內化(0.97) 、接受(0.78)，從數據可推定學生在評價情意

的學習表現，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 

    綜合檢視表 34 與表 35，可知學生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情意表現，色彩構面

的前、後測值皆高於比例構面的前、後測值，但比例構面經由課程教學後進步幅

度高於色彩構面。兩者後測表現優於前測，且前測與後測成績之差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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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診斷美感情意領域教學對於學生在學習有提升效果。 

    檢視表 30~表 35 的數據，三大學習領域後測較前測表現平均值提升，成績之

差均達顯著差異，因此說明本實驗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在比例及色彩美感構面之

學習。 

 

（二）性別及學習背景之學習成效分析 

1.性別 

表 36 不同性別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項目 N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男生 67 
前測 3.22 .91 

後測 4.44 .94 

女生 120 
前測 3.66 .85 

後測 4.75 .77 

整體 187 
前測 3.50 .90 

後測 4.64 .84 

 

表 37 不同性別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項目 N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男生 67 1.22 1.05 9.55* 

女生 120 1.09 .95 12.50* 

整體 187 1.14 .995 15.73* 

註 *p<0.05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不同性別學生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能力 

    根據表 36 可知，前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3.50，男生前測平均數為 3.22，

女生前測平均數為 3.66，顯示不論男女學生在美咸課程實施前，比例、色彩的認

知、技能、情意領域僅達「可」的程度；後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4.64，男生後

測平均數為 4.44，女生前測平均數為 4.75，顯示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後，不論男

女學生在比例、色彩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可達「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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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性透過美感教育課程之進步幅度優於女性 

    由表 37 資料得知，男女學生在測驗前後 T 檢定值分別為 9.55 和 12.50，皆

達 P<0.05 的顯著水準，顯示男女學生在接受美感課程後之學習成效皆有顯著的

不同，學生在透過美感課程教學後，對於比例、色彩的認知、情意、技能皆優於

未實施之前，且男生進步幅度優於女生(1.22>1.09)。 

 

2.美感教育學習背景 

表 38  不同學習背景者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項目 N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曾經接觸 

美感教育 
143 

前測 3.64 .84 

後測 4.72 .84 

未曾接觸 

美感教育 
44 

前測 3.02 .91 

後測 4.36 .82 

整體 187 
前測 3.50 .90 

後測 4.64 .84 

 

表 39 不同學習背景者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項目 N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曾經接觸 

美感教育 
143 1.08 .98 13.25* 

未曾接觸 

美感教育 
44 1.34 1.01 8.62* 

整體 187 1.14 .99 15.74* 

註 *p<0.05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不同學習背景者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能力 

    根據表 38，前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3.50，曾經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前測

平均數為 3.64，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平均數為 3.02，顯示不論之前是否曾接

觸過美感教育，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前，比例、色彩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僅

達「可」的程度；後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4.64，曾經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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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為 4.72，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平均數為 4.36，顯示不論之前是否曾接

觸過美感教育，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後在比例、色彩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可

達「佳」的程度。 

(2)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習者進步幅度優於曾經接觸過的學習者 

    由表 39 資料得知，曾經接觸美感教育與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在測驗

前後 T 檢定值分別為 13.25 和 8.62，皆達 p<0.05 的顯著水準，顯示曾經接觸美

感教育與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在接受美感課程後之學習成效皆有顯著的不

同，學生在透過美感課程教學後，對於比例、色彩的認知、情意、技能皆優於未

實施之前，且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進步幅度優於曾經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

(1.34>1.08)。 

 

三、前導研究之分析與正式研究 

    綜合前述文獻資料及前導研究之結果，針對正式研究，提出課程設計、問卷

設計及研究方法等的調整與修正： 

（一）課程設計部分 

1.前導研究之課程模組有助於提升學生對美感的理解與實踐 

    檢視相關教材文獻，可歸納抽象的「美感試驗」及具象的「生活連結」為兩

大設計重點。前導研究之模組課程以生活中的「衣」為設計核心，結合色彩與比

例構面，運用階梯狀漸進式的課程引導，由案例分析至實作練習，透過教案審查

修正實施。期間建立前、後測問卷，並邀請專家入班觀摩課程。取得前、後測數

據分析後，在認知、技能、情意三大領域，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課程

可提升學生在比例與色彩構面的能力。透過情意領域的數據觀察，學生增加實踐

美感於生活的意願，呼應十二年國教素養為導向的課程設計，培養學生能運用、

帶得走的能力。 

2.正式研究課程設計應以生活面向為課程模組設計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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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相關文獻說明：美感應喚醒對日常生活的意識，培養多元觀點的洞察力，

精煉追求意義的美感經驗(Greece, 1988)，並恢復藝術經驗與平常經驗的連續性

(Deway, 1980)。亞太美感教育研究室聚斂臺灣的美感教育圖像，強調追求和諧並

同理差異，思考和諧的秩序與關係，以生活為案例的課程設計，經由探索、想像

及參與，串連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透過實作到實踐，學生將課程經驗轉換到生

活經驗。 

3.研究者應持續增能 

    隨著當代教育政策轉變，教師需以更敏感的知覺參與教育脈動。課程典範的

轉移，由傳統學科本位藝術教育、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社區本位藝術教育、服務

學習，到 STEAM 等跨領域學習概念，美感研究包含藝術教學及各學科中的美感

特質(Bresler, 2010)，教師需清楚定位個人美感教育的課程圖像，與學生一同面對

新時代的轉變，持續積極的加入專業社群、參與研習與持續進修，將封閉的課室

之門敞開，才能以更開闊的胸襟視野，與學生一起體驗美善環境，提升美學素養。 

 

（二）問卷設計部分 

1.研究者需注意美感模組教材的設計與差異化教學 

    透過前導研究問卷數據判讀，學習者在各能力層面皆進步的狀態下，可細緻

觀測階層能力的學習表現，並配合學習者口頭詢問，提供教師教學流程與策略改

善的線索，與不同程度學生的差異化教學。例如比例構面的基礎認知能力－記憶，

課前學生普遍無法說明比例的定義，經由詢問，學習者表示易與過往學習經驗中

的數學比例概念混淆，而透過教學生活化的引導後，呈現較大的進步變化；在技

能部分的機械化行為，班上落差程度高，顯示老師應根據不同程度的學生進行個

別指導說明。 

2.不同性別與學習背景對於美感課程的學習有顯著差異 

    經由數據資料分析，不同性別與學習背景對於美感課程的學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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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課程的教學，女學生與曾經學習過美感教育的同學，在前、後測平均值皆

高於男學生及未曾接觸過美感教育的學生，但後者進步幅度皆較佳。課程應引用

多樣化的美感案例，進一步於正式研究中改善不同性別、學習背景差異者的學習

成效。 

 

（三）研究方法部分 

1.美感教育應實踐評量於教學中 

    於正式研究中彙集學生課堂中的形成性評量紀錄，如 PingPong 的電子及時

回饋系統資訊、口頭問答紀錄等，透過學習單及成果，進一步建立評量指標，多

方進行評量檢視(Beattie, 1997)，更細膩地提供教師、教材及學生三方的檢驗與改

善之道(Eisner, 1985)。透過設計思考及開放性問題，進階運用課堂的美感知識，

建構素養導向的美感評量指標。 

2.改善研究方法 

    正式研究根據研究者身分及研究目的，進行質、量並進的混合研究方法，以

改善及提升美感教育之教學成效。根據前導研究之結果，學生在比例、色彩構面

之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皆獲得進步，但也顯露學習者差異化之部分，且單純以

前、後測數據分析，較難顯示學習者在學習歷程的心理感受與遭受的困境。正式

研究六大構面課程，應蒐集多元的課程成果證據，透過觀察法輔以學習者訪談，

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課程發展之相關歷程，量、質化研究兼具，方能完備研究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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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研究場域 

（一）學校背景 

    研究學校位於臺中市西屯區，鄰近逢甲大學，自創校以來，注重學生五育均

衡發展，除了學生課業表現外，更重視品德的養成與美感啓發，輔導學生在高中

階段習得「一人四藝」（電腦、美語會話、口琴、游泳）技能。全校教師 136 人，

學生 2285 人，師生比 1:17。美術教師編制正式二人，兼任一人。藝術教學環境

包含兩間美術專科教室，及一間藝術生活專科教室，教室內配備電腦、單槍投影

機、音響及大型工作桌，並配備版畫、陶藝及基礎金工等器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推動期間，為發展學校特色、連結社區資源與提升

學習環境，研究學校辦理教育部優質化、均質化、前瞻校園數位建設計畫、校園

空間及課室改造等數十項計畫，並與鄰近學校臺中一中、臺中女中、臺中二中與

興大附中，共組跨校社群聯盟，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及跨校選課機制。近年積

極培育學生的五大能力—關懷力、創藝力、應用力、思考力及合作力，關注生活

美學及創意發想的能力，透過藝術創作表達能力的培養，品味生活，深耕美感素

養，以美學整合其他領域，展現創意發想及思考能力。 

 

圖 11 研究學校培育學生能力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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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歷程  

    研究學校藝能科落實教學正常化，課程設計展現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連結，將

學生作品帶出教室、走進生活，展現跨領域合作的用心。美術科自 2014 年起執

行教育部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美感課程推廣計畫、跨領域美感計畫、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發展相關實驗課程，積極尋求美感課程的精

緻化，形成有效教學的循環，建構美感的課程模組與評量規範。 

 

表 40 研究學校執行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歷程 

參與美感計畫

名稱 

計畫執行學年度別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整合型視覺形

式美感教育實

驗計畫 

● ●           

美感生活課程

計畫 
  ● ●  ●       

跨領域美感教

育實驗課程開

發計畫 

     ● ● ●     

美感教育課程

推廣計畫 
      ● ●     

美感與設計創

新計畫 
          ● ● 

跨領域美感教

育卓越領航計

畫 

          ● ● 

二、研究對象  

（一）研究參與學生 

    研究學校一年級共 20 班，約 717 人，包含 17 班普通班、一班語文資優班、

一班數理資優班、一班舞蹈藝術才能班。普通班每班約 36 人，資優班、舞蹈班

各約 30 人。普通班學生通過國中教育會考，以免試入學分發，約五成同學成績

達到 5A 等級，另外一半由 4A1B 等級的學生組成；資優班學生在開學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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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資優鑑定考試，依性向選擇語言或數理領域；特色招生對象則針對舞蹈背景

的學生，另外進行相關術科考試篩選後入學。此外，尚有原住民身分的外加名額

申請，人數為年級總人數的百分之二，約 15 人。全年級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比例

約 1：2。 

    本研究參與學生為一年級普通班學生（含原住民），經由立意取樣方式，透

過學期初教務處教學組排課後，以六個任課班級作為施測對象，共計 235 人。 

 

（二）夥伴教師 

    研究對象學校共有兩位美術科正式教師，一位美術科代課教師。美術科專任

正式教師除研究者外，另一位為戴老師，具備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資格，領域專長為藝術教育、美術史研究；美術科兼任代課教師林老師，為臺

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研究生，專長為藝術教育、版畫創作。 

    研究者教案撰寫完畢後，與兩位美術科教師討論，根據意見調整後，經由專

家學者進一步審查後修正實施。研究者與林老師共同負責一年級同學課程，邀請

林老師全程參與課程實施，經由課前會談（說課）、教學觀察（觀課）、教學後會

談（議課）流程，給予教學策略及課室學生表現行為相關建議，以進行課程修正。 

 

（三）研究者 

    研究者為正式美術教師，具備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高級

中等學校美術科、藝術生活科，及中等學校室內空間設計科、室內設計科、金屬

工藝科、美工科、廣告設計科教師證書，為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種子教師、研究

教師。研究者同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承辦高中均質化｢藝文華美—在地深耕計

畫｣、協辦優質化｢特色課程子計畫｣，組織藝文華美中區共學社群，並參與中等

學校美感教育相關課程實驗計畫。透過教學端與行政端的連結，及辦理各項美感

實驗計畫的經驗，期待研究發展提升學習者美感知能之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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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量化資料主要來自課程實施前、後，由學習者取得之線上問卷數值。

問卷運用布魯姆(Bloom, Engelhart, Furst, Hill, & Krathwohl, 1956)等學者的三大

學習領域理論(Three domains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r learning)作為問卷設計架

構，以行為分類法的評量指標作為問卷設計的依據，於 2001 年出版的〈學習、

教學與評量分類：布魯姆教育目標分類的修訂〉(A taxonomy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educational objectives)書中，重新定義認知目

標的知識向度結構，以事實的知識(factual knowledge)、概念的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的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及後設認知的知識(meta-cognitive)，

修整認知領域 (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的架構，並結合技能領域

(Simpson, 1972)、情意領域(Krathwohl, Bloom, Masia, 1973)的分類層次行為。 

    參考 ABCD 學習目標撰寫模式，透過行為主體(audience)、行為(behavior)、

行為條件 (condition)、行為的程度 (degree) 對應關鍵行為動詞 (behavioral 

verbs)(Heinich, Molenda, & Russell, 1989)，組織問卷題目，建立前、後測問卷，

透過專家效度及信度檢驗，於課程進行前、後給予學習者 Google 表單線上填答，

進而蒐集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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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認知領域分類層次行為 

資料來源：Anderson. L. W., Krathwohl, D. R. & Bloom, B. S. (2001).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LON: Longman. 

 

圖 13  技能領域分類層次行為(Simpson, 1972)  

資料來源：Simpson, E. J. (1972).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the psychomotor domain. DC: Gryphon House. 

 

圖 14  情意領域分類層次行為  

資料來源：Krathwohl, D.R., Bloom, B.S., Masia, B.B. (1973).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II: Affective domain. NY: David M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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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資料 

    本研究同時採用質性資料的蒐集，與量化數據分析結果交叉比對，相關質性

資料包含： 

1.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為客觀記載美感課程模組實施狀態的手段，同時對照前、後測的數

據是否因學習者的心理感受，而產生填答的偏差現象。因研究者同時為教師身分，

以參與觀察者 (participant observer)的身份，近距離觀察學生學習表現，並邀請

夥伴教師擔任非參與觀察者(nonparticipant observer)，一同進入教室觀課，進行

結構性觀察，透過觀課回饋單，從不同視角檢核授課與學習行為，觀察學生學習

細節，如專注力、學習意願，亦注意師生互動等教學技巧及教室管理歷程。在控

制的情境下，為避免遺漏課室狀況，輔以攝、錄影記錄，透過多面向的觀察紀錄，

使研究者能調整教學歷程，並檢視學習者學習狀態。 

2.學習紀錄 

    學習紀錄為課程模組實施期間，各種呈現的文件證據，包含學習單、小組討

論紀錄、成果展演等內容，有助於教師檢視學習者學習狀態，並進一步作檢核，

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提高研究可信度。 

3.訪談紀錄 

    與夥伴教師透過課前會談（說課）、教學觀察（觀課），與教學後會談（議課）

流程之回饋單，檢視研究者教學過程，客觀角度分析學生行為，蒐集包含課程設

計、教學互動與實施成效等訪談證據。 

    另一部分根據專家審核之訪談指引設計，觀察課堂表線及前、後測問卷數值

表現，經由研究者觀察，及夥伴教師的建議，取樣高、中、低階群組的學習者

20 位，進行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Merrian, 1988)，對照觀察紀錄、

學習紀錄，理解學習歷程中引起學習動機、缺乏興趣，或學習遭遇困難的地方，

提供內在且深入的因果推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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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化資料 

    收集前、後測之數據，透過量化後的數據加以描述、分析，觀察其學習成果

變化，反應課程模組設計是否可行，與學生的學習狀態關係（邱皓政，2010）。

依處理結果分為描述性統計數值及推論統計數值，前者由前、後測之平均數值差

異，觀察學習者在認知、技能、情意等領域，是否經由課程模組的實施，透過學

習歷程獲得正向進步。研究者可觀測不同領域類型的行為層次數值，理解學習者

由簡單到複雜、具象到抽象的概念理解能力次序，作為課程設計改善的方向。 

    後者透過前、後測數值，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經由平均數差的檢視，觀

察構面受到美感教育的增強效果，藉以檢驗美感課程成效；經由標準差的數值，

判斷課程何處該進行差異化教學，並予以補強措施。 

 

（二）質性資料 

    研究者蒐集完相關研究資料後，必須依照一定的結構和方法進行分析

(Bogdan & Biklen, 1998)，透過觀察紀錄、學習紀錄及訪談紀錄所獲得之原始資

料，加以區分等級和整理，便於登錄、儲存，並經由交叉比對進行後續研究分析。 

    為便利及系統性呈現資料，研究者建立一套代碼系統：｢數字｣代表年、月、

日；｢CN｣代表班級座號；｢前｣代表前測問卷；｢後｣代表後測問卷；｢研觀｣代表

研究者觀察紀錄；｢夥觀｣代表夥伴教師觀察紀錄；｢訪｣代表訪談學生紀錄；｢夥

訪｣代表訪談夥伴教師紀錄；｢學｣代表各式學習成果紀錄。 

    資料蒐集完整後，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歸納。透過單一類型研究工具的記

錄解讀，與橫向各工具間的連結分析，理解課程模組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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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資料編碼範例說明 

資料說明 代碼 範例 範例說明 

資料蒐集時間 數字 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 

研究對象 CN C1N06 研究樣本中第一個班級的六號學生 

前測問卷 前 前 C1N06-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研究樣本中第一個班級

六號學生的前測問卷 

後測問卷 後 後 C1N06-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研究樣本中第一個班級

六號學生的後測問卷 

研究者觀察紀錄 觀 觀 C1N06-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研究者觀察研究樣本中

第一個班級六號學生的紀錄 

夥伴教師觀察紀

錄 
夥觀 夥觀 C1N06-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夥伴教師觀察研究樣本

中第一個班級六號學生的紀錄 

訪談學生紀錄 訪 訪 C1N06-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研究者訪問研究樣本中

第一個班級六號學生的紀錄 

學習紀錄 學 
學C1N06-01-20190901 

學C1G06-01-20190901 

2019 年 9 月 1 日研究樣本中第一個班級

六號學生/第六組繳交的第一項學習成

果 

 

 

 

 

 

 

 

 

 

 

 

 

 

 



119 
 

第六節 研究信、效度與研究倫理 

一、研究信度  

    信度(Reliability)指的是衡量的方法是否有誤差，也是測驗結果的一致性

(consistency)或穩定性(stability)的程度。本研究所使用的前、後測問卷，採用內

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的方式檢驗衡量信度，根據學者蓋(Gay, 1992)之觀點，

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如果在.90 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的信度甚佳。 

    質性資料的部分，外在信度透過研究者對社會情境的深入分析，與相關法規

概念的澄清，蒐集充足客觀的資訊，支持研究及相關資料建立；內在信度則透過

夥伴教師的觀察及訪談資料，對照研究者蒐集之資訊，尋求一致的觀察內容。 

    為提升本研究之信度，採用多重工具紀錄檢核，包含攝、錄影等方式輔助，

力求詳實描寫研究歷程，以貼近事實；研究者保持客觀的心態，邀請夥伴教師一

同參與，力求信度佳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效度 

 效度(Validity)指的是衡量方法或工具，能否有效正確地衡量出我們所希望的

面向。本研究所使用的前、後測問卷，諮詢相關美感教育專家，建立問卷之內容

效度，將問卷中專家給予的圈選結果譯碼建檔後，採用 1975 年心理測驗學生露

西(Lawshe)創用內容關聯效度(CVR)的量化方法（郭生玉，2012），計算內容關聯

效度比率。問卷同時運用因素分析進行構念效度檢驗。 

    相關課程設計亦經由專家效度考驗，質性資料採用三角檢測法(trigulation)，

運用多元資料的蒐集，避免仰賴單一資訊來源，透過主資料—前、後測問卷及學

習成果，及副資料—觀察紀錄與訪談紀錄，進行交叉比對，以提高研究成果之真

實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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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倫理 

    隨著時代人權隱私的高漲，為維護研究對象權益，避免受到生理或心理的傷

害，根據美國 1974 年公告的全國研究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及相關研究倫

理法規，涉及人的研究，在資料蒐集前應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查核准（李茂能，2002），

並包含自願和不隱蔽原則、尊重個人隱私和保密原則、公正合理原則，及公平回

報原則（王文科，1997）。因此本研究在實施前，呈報學校教務處等行政單位，

說明研究目的及方法，以遵守教育倫理及維護研究品質。 

    在課程實施前，為保障學習者基本權益，清楚提供相關的訊息，並說明研究

時程、相關程序及取樣方式(Truckman, 1999)，達到坦誠說明(dehoaxing)及消除敏

感性(desensitizing)兩大目標(Gall, Gall & Borg, 2007；Johson & Christensen, 2008)，

課程實施間透過前、後測問卷、觀課回饋、錄影、學習成果及訪談等資料的蒐集，

非經學習者同意不作公開及商業性使用。在研究成果彙整時，將收集的資歷保持

機密，以匿名及代號來代替姓名，研究結束多方比對資料無誤後，銷毀原始之測

驗試題，確保個人隱私。研究全程確保學習者不會受到生理及心理的傷害，造成

長期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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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工具 

一、美感教育課程設計及模組 

    研究者參酌研究學校總體課程地圖，並根據 2014 年至 2019 年美感教育相關

計畫的執行歷程，及參與美術學科中心的課程地圖研議經驗，逐步建構研究學校

的美術課程地圖。 

    高一至高二階段的美術課中，以美感六大構面基礎的認識理解為主軸，作為

美感學習的基石；在高一校訂必修校本培力及在地學課程的學分中，聚焦臺中文

化美感，與他科進行跨領域課程整合，透過學校國際移動力的學生能力目標，與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的姊妹校共同發展國際城市學，拓展學生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之美感及文化視野；在高二開設的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裡，安排

各一學分的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課程，其中的基本設計選修課程，以文創設計

與美感涵養為主軸，作為美感進階課程，以專題及問題解決為導向，運用設計思

考等策略，深入並精緻化美感的教與學，接軌大學端專業術科思維及能力，建立

完整美感素養課程地圖與學習路徑。 

 

 

圖 15 研究學校的美感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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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組織學習者在藝術領域之能力，經由｢美術知能吸收｣、｢視覺文化判讀｣、

｢設計思考練習｣與｢美感創造實踐｣，通透「審美享受」(Aesthetic enjoyment)與｢

美感判斷」(Aesthetic judgement)，由內至外譜出學生的美感能力藍圖。 

 

圖 16 學習者的美感圖像 

（一）課程設計 

    綜整研究美感教育文獻、美感教育課程系列計畫及學校先前計畫執行過之案

例，美感構面可視為美感學習的核心概念，因此本美感實驗課程力求建構以美感

六大構面基礎能力為核心的課程模組，為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的能力奠

基。對應本校學習者背景及能力，運用素養導向教學策略之情境化的課程設計，

使學習者透過｢日常生活案例｣的練習活動，引起學習動機，以｢衣、食、住、行｣

面向切入，系統性理解美感與生活間的關聯，進而理解抽象構面意涵，達到基礎

認知與賞析能力建構。經由｢生活案例啟發｣、｢抽象思維練習｣、｢生活運用實踐｣

三步驟，設定相關的任務操作、問題討論與成果發表，以｢結組課程模式｣建構三

大單元、六大構面教材，彼此相互依承，可依據學習者需求調整教學順序。 

    本課程模組亦配合研究學校的校本課程、多元選修課程及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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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美感基礎能力的訓練，進而連結專題研究及學生的五大能力—關懷力、創藝

力、應用力、思考力及合作力，整合美感進階的設計與創作實務。 

    課程設計展現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連結，將學習帶出教室、走進生活，積極尋

求美感課程的精緻化，形成有效教學的循環，建構美感的課程模組與評量規範，

落實美感素養的建立。 

 

 

圖 17 課程模組圖 

 

（二）學習目標 

    為培育具備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學習者，課程欲提升學習者的審美感知，

增進美感理解、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產生學習遷移之效，落

實美感於生活展現，讓美感有感，學習目標如下： 

1.能理解美感六大構面意涵，熟悉色彩與造形應用、形式原理、平面與立體構成

原理。 

2.能運用美感六大構面知能進行生活美感賞析，透過藝術概念與美感價值，表達

與溝通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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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使用美感六大構面知能進行生活中的美感初階改造，展現生活美學。 

4.能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 

 

表 42  ｢學習目標」對應「學習重點」及「核心素養」表 

學習目標 
對應 

學習表現 

對應 

學習內容 

對應領綱 

核心素養 

對應總綱 

核心素養 

一、能理解美感

六大構面意涵，

熟悉色彩與造形

應用、形式原

理、平面與立體

構成原理。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

符號詮釋生活經

驗，並與他人溝

通。 

美 1-V-2  

能運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展現創

新性。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

*、形式原理*、

平面與立體構成

原理、視覺符號

分析與詮釋。 

藝 S-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

達情意觀點和風

格，並藉以做為

溝通之道。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 

二、能運用美感

六大構面知能進

行生活美感賞

析，透過藝術概

念與美感價值，

表達與溝通多元

觀點。 

美 2-V-1 

能使用分析藝術

作品的方法，並

表達與溝通多元

觀點。 

美 A-V-1 藝術概

念、藝術批評、

美感價值*。 

藝 S-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

達情意觀點和風

格，並藉以做為

溝通之道。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 

三、能使用美感

六大構面知能進

行生活中的美感

初階改造，展現

生活美學。 

美 3-V-3 

能應用設計思考

及藝術知能，因

應特定議題提出

解決方案。 

美 P-V-3 

文化創意、生活

美學*。 

藝 S-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

性思考，以藝術

實踐解決問題。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 

四、能實踐美感

於日常生活中。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

動，展現對人文

與環境議題的關

懷及省思。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

態藝術、藝術行

動*、藝術職涯

*。 

藝 S-U-B3 

善用多元感官，

體驗與鑑賞藝術

文化與生活。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三）課程模組及內容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需轉化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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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營造脈絡化的學習情境，善用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並

以實踐力行的表現（教育部，2018）。為使課程能依據不同的課程類型、需求、

實施時間進行銜接，以課程模組進行設計。模組化的教學活動是以學生為中心來

進行學習，強調學生小組間的合作以及適性化的學習；模組教學的流程，是以安

排班級經營細節及起點行為評估作為開始，若能通過前測，則進入該單元模組進

行教學活動，再依據教學前的學習目標實施評量；若能通過學習目標評量，則就

進入下一模組進行新的學習（曾國鴻、江文鉅，1998）。模組課程進行前，皆對

學習者施以問卷進行前測，經由教學實施與觀察學習表現，透過實作對應評量指

標，對照後測實施結果，針對教學進行做滾動式的修正，以確保模組課程間銜接

順暢。 

    在構面的實施順序，採先易後難、先簡單後抽象的概念安排，對照元素構件

內容，以學習者較為熟悉的平面形式為起點，延續至空間，並考量相互依承關係。

首先探討比例、色彩構面，理解形、色的組成，接續由比例構面的運用，銜接討

論空間中的構造、結構構面。有了前面四構面的理解後，帶入質感構面的美感識

別，最終以構成構面探究十三項形式構件，整合由平面至立體的美感造形思維。 

 

圖 18 課程模組與核心概念關係圖 

 

1.課程模組一—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衣） 

(1)設計理念 

a.淺探美感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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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對於美感共感的認知，理解視覺藝術課程追求個人主觀情感表現

的差異。 

b.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a)以青少年階段注重的外在服裝作為主題切入，透過制服議題討論激發

學生學習動機。 

(b)以｢服裝的比例調整｣、｢膚色與衣著色彩的配置｣發展課程主軸，運用

觀察比較與試驗策略，聚焦討論美感構面。 

(c)尋求共感並兼具個人差異化特質的綜合練習作結。 

c.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

思維，學生經由觀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

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d.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將比例、色彩與生活課題結合，將美感概念實際落實運用於生活中。 

(2)學習目標 

a.認識自我的身形比例。  

b.理解服裝中的美感元素—比例（主）、色彩（主）、質感（輔）。  

c.建構符合個人身形的服裝美學。  

d.實踐美感比例/色彩的和諧關係，將美感能力遷移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3)教學策略 

a.課程意圖 

(a)建構符合個人身形的服裝美學。 

(b)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搭。 

(c)進階塑造和諧合宜的衣著風格。 

b.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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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比例與色彩構面模組課程流程圖 

 

 

c.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身形是否可以透過視覺產生修飾的效果？ 

(b)喜歡的服裝顏色與合宜的服裝顏色相同嗎？為甚麼？ 

(c)服裝長/短/寬/窄的視覺效果？加入色彩後又會產生甚麼變化？ 

(4)課程進度 

表 43 比例與色彩構面課程模組設計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1 10/07 

單元名稱 比例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學習者觀察學校制服、臺中國家歌劇院制服等案

例，討論同樣的服飾透過不同的身形，造成不同視覺感受的

原因。 

抽象思維：比例的概念說明。 

生活運用：制服穿著比例的實際量測觀察，如：制服襯衫紮

與不紮、褲子寬版與窄版等變化，造成的視覺心理感受。 

單元名稱 比例的觀察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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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網拍麻豆、偶像明星拍照身形修長的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個人身形比例的量測，理解頭身比例關係。 

生活運用：透過制服穿搭比例的調整，修飾身形比例的視覺

感受。 

2 10/14 

單元名稱 色彩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個人衣櫃色彩檢視紀錄。 

抽象思維：基礎色彩學 1。 

生活運用：觀察個人喜好的色彩與心理感受。 

單元名稱 色彩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個人膚色（冷膚色、暖膚色）的觀察紀錄。 

抽象思維：基礎色彩學 2。 

生活運用：個人膚色與衣著色彩產生的視覺和諧搭配練習。 

3 10/21 

單元名稱 比例與色彩的整合練習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分組提出具服裝穿搭美感觀點的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個人身形卡比例、色彩的綜合配置練習。 

生活運用：尋找符合個人比例、膚色搭配的服裝，彰顯優點、

隱藏缺陷，並提示與布料質感的關係。 

單元名稱 Runway Show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分組進行主題 dress code 走秀。 

抽象思維：分組旁白介紹搭配理念。 

生活運用：分組回饋，並討論比例/色彩在服裝外的生活美感

運用。 

 

2.課程模組二—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住、行） 

(1)設計理念 

a.意識美感功能： 

使學習者理解美感與設計功能面向的連結與重要性。 

b.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a)由「力」的團體遊戲，使學生注意到力量的構成與穩定傳遞，意識並

討論觀察存在於生活中的結構/構造，體現眾多生活物件的用之美。 

(b)透過小組紙結構的承重實驗，體驗力學並逐步修正。 

(c)接續東、西方的經典座椅賞析，聚焦分析生活中的家具美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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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結合紙結構的實驗結果，轉化從人與美感出發的椅凳設計體驗。 

(e)將結構構面的鑑賞能力，實踐於美感生活。 

c.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

思維，學生經由觀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

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d.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將結構、構造與生活課題結合，將美感概念實際落實運用於生活中，培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2)學習目標 

a.理解物件的組成與力量傳遞的觀察。  

b.賞析美感造形結構/構造。  

c.進行具美感造形的椅凳設計。（結構與整體造形、構造與接合型態）  

d.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 

(3)教學策略 

a.課程意圖 

(a)結構/構造是什麼？生活中哪裡有結構/構造？（記憶+理解） 

(b)具備美感的結構/構造需要哪些條件？ （分析） 

(d)具備美感的座椅設計需要哪些條件？（評鑑） 

b.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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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構造與結構構面模組課程流程圖 

 

 

c.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理解結構/構造的基礎涵義。（理解） 

(b)能注意結構力學的運用，賞析結合視覺形式美感的造形轉化。（組織、

內化） 

(c)能進階運用結構/構造的概念於生活中。（應用、創造） 

(4)課程進度 

表 44 構造與結構構面課程模組設計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4 11/04 

單元名稱 構造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紙張立正站好」任務的分組體驗遊戲與分享。 

抽象思維：構造概念的說明。 

生活運用：穩定不墜落的「環保杯袋」初階持拿跑步實驗。 

單元名稱 構造構面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飲料店、超商環保杯袋的設計案例觀察。 

抽象思維：紙構造接合的類型—嵌合、彎折、黏貼、栓結。 

生活運用：「環保杯袋」的進階改良設計與分享—美觀與功

能性。 

5 11/07 
單元名稱 結構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紙魔毯」人物載重任務的實驗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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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思維：結構概念的說明。 

生活運用：紙結構的案例分析—流言追追追。(多媒體影片) 

單元名稱 結構構面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結構/構造美感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觀察。 

抽象思維：結構的美感與力量傳遞。 

生活運用：設計師的一百張經典座椅。 

6 11/18 

單元名稱 不偏不椅1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椅凳的功能與造形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椅凳的力學與美感分析。 

生活運用：椅凳設計。 

單元名稱 不偏不椅2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椅凳實坐測試。 

抽象思維：椅凳設計概念描述與分享回饋。 

生活運用：透過椅凳設計回顧思考與比例、色彩的關係。 

 

3.課程模組三—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食） 

(1)設計理念 

a 建立美感思維： 

使學習者理解美感與生活的連結，提升學習者美感意識。 

b.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a)透過觀察學校每日的午餐團膳，比較各國學生的校園飲食文化美感。 

(b)聚焦｢食物擺放的配置｣與｢容器質感與食物的關係｣的練習，經由桌面

上整體的構成關係與質感配置，連結美感經驗與生活。 

(c)透過物件使用與擺放的選擇任務，建立審美的思考判斷力，體會合宜

的秩序與美的愉悅。 

(d)籌備野餐活動，由｢食物與食器的配置｣（質感/構成）、｢椅凳的陳設｣

（結構/構造）與｢參與者的服裝｣（比例/色彩）搭配，整合六大美感構面，

形塑空間中的美感氛圍。 

c.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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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學生經由觀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

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d.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整合美感六大構面，與生活課題結合，思考構面與生活間的關聯與其流動

的性質，將構面成為審美的工具，有意識地將美感概念延伸落實運用於生

活中。 

(2)學習目標 

a.透過飲食為題理解美感元素—構成、質感。 

b.體現飲食的視覺美學。 

c.實踐美感構成/質感的和諧關係，實踐生活中的美意識。 

(3)教學策略 

a.課程意圖 

(a)感受飲食過程中五感的體察。 

(b)意識營造和諧合宜的飲食風格。 

(c)由飲食的美學氛圍擴展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面向。 

b.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圖 21 質感與構成構面模組課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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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盤中食物配置的改變帶來怎麼樣的視覺感受？ 

(b)食器的選擇會連帶影響食物的視覺感受嗎？ 

(c)飲食桌面氛圍的改變是否影響進食的情緒？ 

(d)加入其他構面的思考，又會產生甚麼配置的變化？ 

(4)課程進度 

表 45 質感與構成構面課程模組設計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7 12/02 

單元名稱 質感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食器恐怖箱的分組觸覺體驗與描述。 

抽象思維：質感的觸覺、視覺感受。 

生活運用：食器與食物和諧搭配的任務比賽。 

單元名稱 構成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PTT 版上學校團膳擺盤事件的照片觀察與比較。 

抽象思維：構成的概念。 

生活運用：觀察比較世界各國學生的團膳內容的配置與差

異。 

8 12/09 

單元名稱 構成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各種擺盤的類型介紹。 

抽象思維：美的原理原則。 

生活運用：團膳食物在盤子裡面的位置經營練習。 

單元名稱 構成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家中用餐環境的觀察。 

抽象思維：成套的搭配概念。 

生活運用：餐巾、食器與食物的搭配練習。 

9 12/16 

單元名稱 構成與質感的整合練習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風靡全球野餐的野餐日及美感元素討論。 

抽象思維：構成、質感與綜整其他四構面的概念運用。 

生活運用：野餐的整體氛圍設定、裝盛食物容器的選擇、食

物的擺置方式，結合餐椅與服裝搭配，進行野餐活動構思。 

單元名稱 校園野餐趣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校園野餐活動。 

抽象思維：器物的選擇、食物的擺置與整體氛圍設計的說明。 

生活運用：野餐活動中構成、質感構面的思考，與綜整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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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延伸於生活運用範疇的討論。 

 

（四）專家效度 

    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之公版教案格式，採用反向設計的課程發展表格

形式（未針對評量項目進行安排），審查委員來自大學及高中，包含建築及設計

背景專長，專家效度檢核的項目包括設計理念、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活動，

實驗課程專家效度評量表如附錄 1，修正後之課程內容如附錄 2。 

表 46 課程專家效度檢核之專家學者名單 

編號 學者姓名/職稱 服務機關 專長 

A 凌○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數位建築、建築設計 

B 何○○講師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建築設計、民居型態學研究、設計

方法 

C 黃○○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全球化城市與非正式都市地景、當

代都市與建築批判理論、建築設計

與研究方法、建築與都市支持網絡 

D 黃○○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建築設計、建築及都市形態學 

E 蔡○○老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設計專題、視覺傳達、建築與空間

論述 

 

二、評量方式及評量指標 

    美感模組課程運用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採「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AAL)( Earl, 2003)」的策略，透過前測檢驗、小組互評與雲端發表等形

式，鼓勵學生培養和應用自省及反思的能力，隨時思考自己的學習狀況，建立自

我美感後設認知歷程，使學習者在學習歷程裡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課程中亦運用口頭問答、小組討論、紙本學習單、雲端資源互動等形式

（Google 表單、Google 教室），同步作為形成性評量，提供教師修正教學方法及

觀測學生學習歷程的方式。三大模組課程最終分別以服裝走秀、椅凳設計實坐及

野餐活動任務，運用實作評量作為課程總結的學習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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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量標準上，與夥伴教師於課前討論建立評量指標，經由三大單元課堂參

與觀察後，分別進行微調整修正，作為學習者表現及評分依據參考。 

（一）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衣） 

表 47 比例與色彩構面模組課程評量指標 

學

習

構

面 

項

目 

評量等級 

A B C D E 

表 

現 

比

例 

構

面 

1.能完整說明比

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過量

測與計算，理解

個人的身形。 

3. 透 過 服 裝 搭

配，調整多組合

宜的視覺比例。 

1.能概括說明比

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過量

測與計算，理解

個人的身形。 

3. 透 過 服 裝 搭

配，調整合宜的

視覺比例。 

1.能簡單說明比例

的概念。 

2.透過身形過量測

與計算，意識到身

形差異。 

3.透過服裝搭配，

初步調整視覺比

例。 

1.能部分說明比

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過量

測與計算，意識

到身形差異。 

3. 嘗 試 服 裝 搭

配，但無法調整

視覺比例。 

未

達 

D

級

。 

色

彩

構

面 

1.能正確完成基

礎色彩學習單。 

2.可以識別個人

膚色類型，精準

完成膚色調色。 

3.可以列出多組

與膚色和諧的色

彩搭配。 

1.能正確完成基

礎色彩學習單。 

2.可以識別個人

膚色類型，大致

完成膚色調色。 

3.可以列出少量

與膚色和諧的色

彩搭配。 

1.能完成大部分基

礎色彩學習單。 

2.能觀察個人膚色

類型，大致完成膚

色調色。 

3.僅能列出一組與

膚色和諧的色彩搭

配。 

1.能完成部分基

礎色彩學習單。 

2.能初步觀察個

人膚色差異，嘗

試 完 成 膚 色 調

色。 

3.不太能確認與

膚色和諧的色彩

搭配。 

未

達

D

級

。 

鑑 

賞 

比

例

與

色

彩

構

面

的

整

合

練

1.能整理家中衣

櫃，依場合選擇

合 宜 的 服 裝 穿

搭。 

2.可充分舉例比

例與色彩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賞析並說明視覺

原理。 

1.能整理家中衣

櫃，依場合選擇

合 宜 的 服 裝 穿

搭。 

2.可簡要舉例比

例與色彩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賞析並說明視覺

原理。 

1. 能整理家中衣

櫃，理解依場合嘗

試服裝穿搭。 

2.可簡要舉例比例

與色彩相關的延伸

生活運用。 

1.能整理家中衣

櫃，僅能嘗試服

裝穿搭。 

2.無法舉例比例

與色彩相關的延

伸生活運用。 

未

達

D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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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實 

踐 

R 

u 

n 

W 

a 

y 

S 

h 

o 

w 

1 小組能充分討

論與分工，整合

比 例 與 色 彩 概

念，聚焦明確的

走秀主題風格。 

2.透過旁白清楚

分明介紹整體合

宜的穿搭風格，

流暢進行走秀活

動。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整合比例

與色彩概念，形

成 走 秀 主 題 風

格。 

2.透過旁白概括

介紹整體穿搭風

格，平順進行走

秀活動。 

1 小組能討論與分

工，運用比例或色

彩概念，形成走秀

主題。 

2.透過旁白簡要介

紹整體穿搭主題，

進行走秀活動。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運用比例

或色彩概念，但

僅有模糊的走秀

主題。 

2.透過旁白介紹

穿搭主題格，不

流暢但能完成走

秀活動。 

未

達

D

級

。 

 

（二）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住、行） 

表 48 構造與結構構面模組課程評量指標 

學

習

構

面 

項

目 

評量等級 

A B C D E 

表 

現 

構

造

構

面 

1.能完成飲料提

袋製作實驗，穩

定且快速完成飲

料持拿的跑步競

賽。 

2.充分理解四大

紙構造，並進行

整合運用。 

3.能結合美感造

形進行飲料提袋

修正，修正後構

造強韌，兼具美

感與功能性。 

1.能完成飲料提

袋製作實驗，穩

定或快速完成飲

料持拿的跑步競

賽。 

2.概括理解四大

紙構造，並進行

運用。 

3.能結合美感造

形進行飲料提袋

修正，修正後構

造適中。 

1.能完成飲料提袋

製作實驗，緩慢完

成飲料持拿的跑步

競賽。 

2.部分理解四大紙

構造，僅能運用單

一構造。 

3.能進行飲料提袋

修正，修正後構造

適中，但美感造形

有改善空間。 

1.能完成飲料提

袋製作實驗，在

飲料持拿的跑步

競賽途中傾倒或

解體。 

2.部分理解四大

紙構造，構造製

作不完整。 

3.嘗試飲料提袋

修正，修正後構

造脆弱，且美感

造 形 有 改 善 空

間。 

未

達

D

級

。 

鑑 

賞 

結

構

及

構

造

構 

1.能區分並歸納

構造及結構的差

異。 

2.可充分舉例構

造與結構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1.能區分構造及

結構的差異。 

2.可簡單舉例構

造與結構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賞析並說明美感 

1.會混淆構造及結

構的差異。 

2.可略舉例構造與

結構相關的延伸生

活運用，但會出現

例證錯錯。 

1.會混淆構造及

結構的差異。 

2.無法舉例構造

與結構相關的延

伸生活運用。 

未

達

D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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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生

活

運

用 

賞析並說明美感

造形。 

造形。 

實 

踐 

椅 

凳

設

計 

1.小組能充分討

論與分工，完成

具 備 細 節 的 草

圖。 

2.設計能整合美

感造形、物件接

合構造及承重結

構。 

3.能讓一位組員

穩定舒適地乘坐

一節課的時間。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完成草圖

設計。 

2.設計能整合美

感造形、物件接

合構造或承重結

構。 

3.能讓一位組員

乘坐半節課以上

的時間。 

1 小組能討論與分

工，完成大部分草

圖設計。 

2.設計能考量物件

接合構造及承重結

構。 

3.能讓一位組員乘

坐半節課以內的時

間。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但只能呈

現零碎的草圖。 

2.設計能考量物

件接合構造或承

重結構。 

3.僅能讓一位組

員乘坐數分鐘的

時 間 ， 隨 即 崩

解。 

未

達

D

級

。 

 

（三）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食） 

表 49 質感與構成構面模組課程評量指標 

學

習

構

面 

項

目 

評量等級 

A B C D E 

表 

現 

質

感

構

面 

1. 可 以 透 過 觸

摸，詳細的描述

食器質感，並說

明心理產生的感

受。 

2. 揀 選 多 個 食

器，完成合宜的

質感搭配練習。 

3.揀選食器，再加

上食物，完成具

美 感 的 搭 配 練

習。 

1. 可 以 透 過 觸

摸，概括的描述

食器質感。 

2. 揀 選 多 個 食

器，完成合宜的

質感搭配練習。 

3.揀選食器，再加

上食物，完成搭

配練習，但內容

可微調。 

1 可以透過觸摸，

簡單的描述食器質

感。 

2.揀選多個食器，

嘗試質感搭配，但

結果待修正。 

3.揀選食器，再加

上食物，完成搭配

練習，但內容需要

微調。 

1. 可 以 透 過 觸

摸，簡單的描述

食器質感。 

2. 揀 選 多 個 食

器，嘗試質感搭

配，但結果待修

正。 

3.揀選食器，再加

上與食物，搭配

結果顯得雜亂無

關係。 

未

達

D

級

。 

構

成

1.熟悉美的原理

原則，可透過食

1.理解大部分美

的原理原則，可

1.理解部分美的原

理原則，可透過食

1.對於美的原理

原則感到混淆，

未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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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物擺盤練習呈現

及流暢介紹。 

2.可運用美的原

理原則，設計富

有美感的印花餐

墊。 

透過食物擺盤練

習呈現及概括介

紹。 

2.可運用美的原

理原則，設計具

美 感 的 印 花 餐

墊。 

物擺盤練習呈現及

簡要介紹。 

2.可運用美的原理

原則，完成印花餐

墊。 

能完成食物擺盤

練習，但無法說

明。 

2.可完成印花餐

墊，但設計顯得

紊亂。 

D

級 

鑑 

賞 

構

成

與

質

感

的

整

合

練

習 

1.可意識並實踐

富美感的食物、

食器、餐墊搭配

於生活中。 

2.可充分舉例質

感與構成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賞析並說明美感

造形。 

1.可意識並實踐

食物、食器、餐

墊 搭 配 於 生 活

中。 

2.可概括舉例質

感與構成相關的

延伸生活運用，

賞析並說明美感

造形。 

1.願意嘗試實踐食

物、食器、餐墊搭

配於生活中。 

2.可簡要舉例質感

與構成相關的延伸

生活運用。 

1.願意嘗試實踐

食物、食器、餐

墊 搭 配 於 生 活

中。 

2.無法舉例質感

與構成相關的延

伸生活運用。 

未

達

D

級

。 

實 

踐 

校

園

野

餐

趣 

專

題

發

表 

1.小組能充分討

論與分工，完成

具備細節的野餐

心智圖。 

2.活動能展現具

備美感的食物、

食 器 、 餐 墊 搭

配，並和諧地整

合前面兩大單元

四大構面成果進

行展示。 

3.能以流暢的語

言，向參與者介

紹美感六大構面

定義、野餐活動

中的構面運用，

及 整 體 野 餐 風

格。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完成野餐

心智圖。 

2.活動能展現完

整 的 食 物 、 食

器、餐墊搭配，

並整合前面兩大

單元四大構面成

果進行展示。 

3.能向參與者介

紹美感六大構面

定義、野餐活動

中的構面運用，

及 整 體 野 餐 風

格。 

1.小組能討論與分

工，完成大部分的

野餐心智圖。 

2. 活動能展現食

物、食器、餐墊，

並配合前面兩大單

元四大構面部分成

果進行展示。 

3.能簡要向參與者

介紹美感六大構面

定義、野餐活動中

的構面運用。 

1.小組能討論與

分工，但只能呈

現片段的野餐心

智圖。 

2.活動展現部分

食物、食器、餐

墊，零星搭配前

面兩大單元四大

構面成果。 

3.僅能簡要向參

與者介紹美感六

大構面定義。 

未

達

D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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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後測問卷及訪談問題 

（一）前、後測問卷 

    研究問卷用於評量學生經由美感課程學習後的學習成效，共計三份，對應三

大單元、六大構面，每單元課程執行前、後，各進行一組問卷填答，取得兩個美

感構面於學習領域的成效數值。內容分為「基本資料與背景」、「構面概念理解」、

「綜合回饋」等三部分，在課程開始進行前、課程實施後，進行相關測驗。第一

部分收集授課學生對於美感概念的認識程度，理解學習者的先備知能及對於美感

的想法與態度；第二部分透過布魯姆(Bloom)教育目標理論，分成認知領域、動

作技能領域和情意領域（郭生玉，1985），評量學習前後之差異，使教師理解學

生的學習路徑，透過認知例程的學習分析，作為後續教學修正之依據；第三部分

透過文字的質性描述，紀錄學習者的學習心得與建議，並輔以訪談作為質性資料

檢證。 

    除第一部分「學生姓名」及「性別」為選填方式，及第三部分「綜合回饋」

對課程的建議以質性描述填答外，其餘問題皆以六點量表進行設計。問句組織以

三大學習領域理論中，對應學習目標之關鍵行為動詞(behavioral verbs)(Heinich, 

Molenda, & Russell, 1989)為依據發展完整句意，依照態度量尺回答，填答選項目

為：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反應學習者權重及價值判斷，前、後測試題一致，唯第一部分｢我曾經學習美感

教育相關課程｣之問題於後測中移除。測驗結束後透過 SPSS 軟體進行相關數值

進行分析。 

 

表 50 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動詞檢索表 

領域 層次類型 關鍵動詞 

認知 

Cognitive Domain 

 

(Anderson, 

記憶 

Remembering 

定義(defines)、描述(describes)、識別(identifies)、

了解 (knows)、歸類 (labels)、列舉 (lists)、配對

(matches)、命名 (names)、概述 (outlines)、回想

(recalls)、識別(recognizes)、重製(reproduces)、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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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thwohl, & 

Bloom, 2001) 

擇(selects)、陳述(states)。 

理解 

Understanding 

理 解 (comprehends) 、 轉 化 (converts) 、 答 辯

(defends)、區別(distinguishes)、評價(estimates)、解

釋(explains)、擴展(extends)、推斷(generalizes)、舉

例 (gives an example) 、 推 論 (infers) 、 詮 釋

(interprets)、解釋(paraphrases)、預測(predicts)、修

改(rewrites)、總結(summarizes)、轉化(translates)。 

應用 

Applying 

應用(applies)、改變(changes)、推斷(computes)、建

構 (constructs) 、 論 證 (demonstrates) 、 發 現

(discovers)、操作(manipulates)、調整(modifies)、

操作(operates)、預測(predicts)、籌畫(prepares)、產

出(produces)、連結(relates)、展現(shows)、解決

(solves)、運用(uses)。 

分析 

Analyzing 

分 析 (analyzes) 、 瓦 解 (breaks down) 、 比 較

(compares)、對照(contrasts)、圖解(diagrams)、解構

(deconstructs) 、 區 別 (differentiates) 、 分 辨

(discriminates) 、  識 別 (distinguishes) 、 鑑 定

(identifies)、圖解(illustrates)、 推論(infers)、概述

(outlines)、連結 (relates) 、挑選 (selects) 、區分

(separates)。 

評鑑 

Evaluating  

評價(appraises)、比較(compares)、推斷(concludes)、

對照(contrasts)、批判(criticizes)、評論(critiques)、

答 辯 (defends) 、 描 述 (describes) 、 分 辨

(discriminates)、評價(evaluates)、解釋(explains)、

詮釋(interprets)、證明(justifies)、連結(relates)、總

結(summarizes)、證實(supports)。 

創造 

Creating 

分 類 (categorizes) 、 整 合 (combines) 、 編 輯

(compiles)、構成(composes)、創作(creates)、策劃

(devises)、設計 (designs)、解釋 (explains)、產生

(generates)、調整(modifies)、組織(organizes)、計畫

(plans)、重新整理(rearranges)、重現(reconstructs)、

結(relates)、改編(reorganizes)、修訂(revises) 

、改編(rewrites)、總結(summarizes)、講述(tells)、

書寫(writes)。 

技能 知覺 選擇(chooses)、描述(describes)、察覺(detects)、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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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motor 

Domain 

 

(Simpson, 1972) 

Perception 別 (differentiates) 、 識 別 (distinguishes) 、 鑑 定

(identifies)、孤立 (isolates)、連結 (relates)、挑選

(selects)。 

趨向 

Set 

開始(begins)、展現(displays)、解釋(explains)、移

動(moves)、進行(proceeds)、反應(reacts)、展現

(shows)、陳述(states)、自願(volunteers)。 

引導下的反應

Guided Response 

仿效(copies)、描摹(traces)、跟隨(follows)、反應

(react)、重製(reproduce)、回應(responds)。 

機械化 

Mechanism 

（basic 

proficiency） 

集 合 (assembles) 、 校 準 (calibrates) 、 建 構

(constructs)、拆解(dismantles)、展現(displays)、全

神貫注(fastens)、修理(fixes)、研磨(grinds)、刺激

(heats)、操作(manipulates)、測量(measures)、修補

(mends)、混和 (mixes)、組織 (organizes)、速寫

(sketches)。 

複雜的外顯反應

Complex Overt 

Response（expert） 

收集(assembles)、建立(builds)、校準(calibrates)、

建 構 (constructs) 、 拆 解 (dismantles) 、 展 現

(displays)、全神貫注(fastens)、修理(fixes)、研磨

(grinds)、刺激 (heats)、操作 (manipulates)、測量

(measures)、修補 (mends)、混和 (mixes)、組織

(organizes)、速寫(sketches)。 

（註：與機械化行為為相同的動詞，但表現速度更

快、更佳、更正確） 

適應 

Adaption 

適應(adapts)、修改(alters)、改變(changes)、重新整

理(rearranges)、改編(reorganizes)、修訂(revises)、

變更(varies)。 

創新 

Origination  

安排(arranges)、建立(builds)、整合(combines)、構

成(composes)、建構(constructs)、創作(creates)、設

計 (designs)、創始 (initiate)、製作 (makes)、發明

(originates)。 

情意 

Affective Domain 

 

(Krathwohl, Bloom, 

Masia, 1973)  

接受 

Receiving 

提問(asks)、選擇(chooses)、描述(describes)、跟隨

(follows) 、 供 給 (gives) 、 約 束 (holds) 、 鑑 定

(identifies)、設置(locates)、命名(names)、表明(points 

to)、挑選(selects)、就位(sits)、建立(erects)、回覆

(replies)、使用(uses)。 

反應 

Responding 

回答(answers)、協助(assists)、幫助(aids)、遵守

(complies)、遵照(conforms)、討論(discusses)、反

應 (greets) 、幫助 (helps) 、歸類 (labels) 、表現

(performs)、實踐(practices)、呈現(presents)、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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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s)、朗誦(recites)、報告(reports)、選擇(selects)、

述說(tells)、寫作(writes)。 

評價 

Valuing 

完 成 (completes) 、 證 明 (demonstrates) 、 區 別

(differentiates)、解釋(explains)、跟隨(follows)、組

織 (forms)、接納 (initiates)、邀請 (invites)、參加

(joins)、證明 (justifies)、建議 (proposes)、閱讀

(reads) 、  報告 (reports) 、選擇 (selects) 、分享

(shares)、研究(studies)、運作(works)。 

組織 

Organizing 

遵守(adheres)、修改(alters)、安排(arranges)、整合

(combines)、比較(compares)、完成(completes)、答

辯(defends)、解釋(explains)、規劃(formulates)、歸

納(generalizes)、鑑定(identifies)、整合(integrates)、

調整(modifies)、指揮(orders)、組織(organizes)、準

備(prepares)、連結(relates)、整合(synthesizes)。 

內化 

Characterizing  

行動(acts)、分辨(discriminates)、展現(displays)、

影響(influences)、聆聽(listens)、調整(modifies)、

表現(performs)、實踐(practices)、建議(proposes)、

授予(qualifies)、提問(questions)、修訂(revises)、供

應(serves)、解決(solves)、證明(verifies)。 

 

    前、後測問卷專家效度的建立，透過邀請具有藝術教育課程發展及統計研究

背景的專家學者，視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審查委員審核通過的教案，

比對其中三大單元、六大構面的前、後測題目，進行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的問

題評估如附錄 3，相關評估及修正建議依序整理如附錄 4，修正後各單元的前、

後測問卷如附錄 5，其信、效度說明如下： 

 

1.專家效度 

    前、後測問卷分別諮詢五位教育專家，背景包含統計學、藝術教育研究、藝

術教育實務，來自國立研究型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及縣

市輔導團，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將問卷中專家給予的圈選結果譯碼建檔後，採

用 1975 年心理測驗學生露西(Lawshe)創用內容關聯效度(CVR)的量化方法（郭生

玉，2012）計算內容關聯效度比率，根據柯恩(Cohen)等人(1999)的建議，在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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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量下，內容關聯效度指標值至少得達到 0.99 以上，才達到統計學的顯著

水準。 

    本研究問卷中，除了在認知領域的創造(Creating)及技能領域的趨向(Set)層次，

因分別與技能、情意領域的層次類型相似，指標值僅有 0.6 而未達標準，其他題

目在題意修正後皆在 0.99 以上，顯示在專家評鑑的肯定下，均有高度相關的內

容效度。然而，基於本研究之撰題架構，本題項目仍暫予保留，待其他效度分析

研究進行後，再考慮是否刪除此題項目。 

2.構念效度 

本研究問卷初步經專家效度檢核之後，再以因素分析求出量表的建構效度，

經 KMO 與 Bartlett 檢定，KMO 值分別為 0.726、0.682、0.577，大於 0.5；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因此本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資料顯示，各構面領域與其相對應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各題

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整體看來本研究之效度甚為穩定。 

3.研究信度 

研究問卷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來考驗，其結果如表所示。根據學

者蓋(Gay, 1992)之觀點，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如果在.80 以上表示良好，

若呈現.90 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的信度甚佳，由此可見，本研究問卷具極佳信

度。 

 

表 51 比例、色彩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 

構面 領域 α 係數 

比例 

認知 .901 

技能 .907 

情意 .875 

色彩 

認知 .845 

技能 .929 

情意 .917 

整體 總量表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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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構造、結構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 

構面 領域 α 係數 

構造 

認知 .870 

技能 .925 

情意 .921 

結構 

認知 .879 

技能 .913 

情意 .903 

整體 總量表 .981 

 

表 53 質感、構成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 

構面 領域 α 係數 

質感 

認知 .861 

技能 .896 

情意 .917 

構成 

認知 .876 

技能 .897 

情意 .882 

整體 總量表 .978 

 

（二）學習者訪談問題 

    為理解課堂上學習者行為態度，對照前、後測問卷數值表現，取樣高、中、

低階群組的 20 位學習者，分別為學習態度積極與作品完成度佳的學習者七位、

表現行為中等的學習者七位，與學習態度較不積極、作品完成度較弱之學習者六

位，於期末的下課時間進行短暫的半結構訪談，對照觀察紀錄與學習紀錄，理解

學習歷程中引起學習動機、缺乏興趣，或學習遭遇困難的地方，提供內在且深入

的因果推理驗證，相關訪談問題如以下項目： 

1.簡要的自我介紹（如喜歡的科目等…）。 

2.對本學期美感課程的整體感覺。 

3.回想本學期美感六大構面課程的學習歷程，比較容易理解的構面為何？覺得困

難的構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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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學期的美感課程是否能引起學習興趣？ 

5.對於本學期美感課程的建議。 

6.本學期美感課程的學習，對日常的審美是否有幫助？ 

 

表 54 問卷前、後測及訪談問題專家效度檢核之專家學者名單 

編號 學者姓名/職稱 服務機關 專長 

A 王○○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學系 

高級衛生統計學研討、高級衛生統

計學、進階統計問題研討、健康心

理學研究、行為科學的測量理論、

統計軟體研究、多變項統計方法論 

B 
黃○○助理研究

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視覺藝術/美術教育課程與教學、美

感教育、視覺文化 

C 

傅○○老師 

（兼任助理教

授）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

系 

藝術教育研究、藝術教育評量、藝

術教育專案計畫、教學設計、教材

教法、設計素描 

D 

鍾○○組長 

（兼任助理教

授）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影像美學、

藝術學、教學理論與實務、課程與

教學、藝術領域教科書研究、基礎

水墨書畫 

E 

陳○○老師 

（兼任助理教

授）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

系 

藝術教育研究、視覺藝術/美術教育

課程與教學、視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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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陳述美感課程的發展歷程，與相關質、量化的評量證

據及成果彙整，並進行內容分析。在第一節中，具體說明三大模組課程，透過專

家效度評鑑後的實施歷程，包含引導、發展、綜合活動，與相關教學策略、研究

者及夥伴教師的觀察紀錄；第二節包含課程前、後測數據分析，對照學習成果及

學習者訪談，獲得學習歷程的成果證據；第三節中，綜合以上資料做分析說明，

以了解此模組課程之實施成效。 

第一節 課程實施 

    研究者從 2014 年至 2019 年間，經由參與各項中等學校美感教育課程計畫，

輔以相關教材實施於美術課、特色選修課後，觀察學習工具的難易度，與學習者

的學習歷程變化。以教育部〈美感學習工具 KIT〉為例，六大構面活動設計最為

完整，學習者透過指令操作，可完成程度不一的學習成果，並進行討論，其中表

現較佳的學生可以迅速產生延伸運用之反應，達到學習遷移之效，將抽象知能轉

化到生活層面，但學習表現中等及以下的學生，則會產生認知斷裂的現象，僅侷

限於形式觀察；而國教署〈美感生活計畫教學模組〉，以日常生活為案例取材切

入，符合較多學習者的先備能力，但對表現較佳的學習者，則顯得難度較低，因

此教材在設計編寫時，教學者須顧及學習者能力水平，透過合宜的生活案例引導，

引起學習動機，進而逐漸提升任務難度，訓練較高層次的抽象知能，並注意差異

化教學的細節。 

    在教學策略的部分，以六大構面為模組課程設計的核心概念，以｢提問策略｣、

｢層次任務｣、｢關鍵案例｣為課程實施中，可供靈活運用及組合的教學策略模組，

內容如列： 

（一）提問策略 

    包含美感大哉問(Big questions)(Lankford, 1992; Stewart, 1994; Heick, 2019)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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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測驗兩部分。其中美感大哉問於課前先拋出構面中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同時

經由課前操作行動載具進行前測，雙向對於課程學習知能的初步暖身，使學習者

意識到學習歷程所應聚焦的方向，進行有意識的學習。而大哉問會隨著任務層次，

進行關聯性及尺度上的擴散及聚斂，並於最終的實作任務進行討論，逐步釐清構

面內涵。 

（二）層次任務 

    運用鷹架理論，在課程進行歷程中的前、中、後段，教學者由易至難、由具

體至抽象、由簡單至複雜的任務設定，將任務工作的始與終，與新任務產生相互

接續的解題層次關係，使之環環相扣形成生活情境題組，避免學習者一開始接觸

抽象概念產生挫折感，而無法順利轉換到高階的運用知能。 

    在任務執行的表現上面，兼顧個人的行為實務與小組的團體操演，透過合作

學習，產生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助長式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人際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與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Johnson & Johnson, 1994; 黃政傑、林佩

璇，1996)，經由實作及多元評量形式，達到積極正向的學習互動。 

（三）關鍵案例 

    為增強學生的學習知能，在任務間輔以新媒體展示情境脈絡化的案例說明與

討論，一方面提供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生活例證，使學習者意識並產生學習

遷移的連結，另一方面刺激自我建構學習方法及策略，以達到活用實踐的表現。 

 

 

圖 22 教學策略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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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程模組以食、衣、住、行為主軸的課程設計，並以｢提問策略｣、｢層

次任務｣、｢關鍵案例｣作為教學的策略模組，進而實施課程。 

 

一、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 

    模組課程發想，以研究學校曾發生拒背書包的管理衝突事件，到學校取消制

服色彩選擇的性別刻板印象改革，思考學習者年齡背景與注重外貌的特質，因此

實際觀察市民的穿衣風格並記錄，對應校園內各種的制服穿搭（捲褲管、制服上

衣是否紮入褲子等現象），以此生活面向切入比例構面的教學，補強在前導研究

中，學習者普遍對於記憶、理解層次較為薄弱的現象。 

    課程透過量身活動為開端，由捲尺量測上身及下半身長度，換算成五五身、

六四身及七三身的尺度，除了使學習者理解個人身形的比例關係外，透過活動策

略轉化普遍認為較枯燥的定義背誦歷程，讓學生認識抽象的比例概念。接著以國

家歌劇院黃葳設計師的制服照片為案例，比較模特兒與工作人員穿搭後的差異，

透過身形與服裝尺寸的感受差異進行觀察討論，得到服飾可修飾身形視覺比例關

係的概念。 

    比例構面在日常的運用案例，如同今天逛服飾店，消費者需要看衣服尺碼作

為購買依據的行為，配合教學現場學生制服、體育服紮與否的分組活動，各小組

進行量測並記錄於學習單中，以此延續至課後的個人穿搭比例觀察。根據夥伴教

師此階段的觀察，因符合日常情境，學習者普遍興致高昂，能完整完成量測任務，

並參與問題討論，且認為教學者舉例合宜，課程層次分明、容易理解（夥觀

C3-20191009）。 

    在色彩構面的教學，以基礎色彩學的複習為開端，完成學習單整理。透過不

同膚色的紅毯巨星們與色彩各異之服裝搭配案例，經由教學者電腦後製，使服裝

變色後再次比對，呈現氣色上的差異，得到｢膚色彩｣為個人服裝配色的重要關鍵，

及美感強調「關係」之重要性。透過｢膚色卡｣檢視個人膚色屬性—冷膚色、暖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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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輔以飾品搭配說明，延伸至日、韓的寒、暖色化妝方式運用範例。 

 

圖 23 透過膚色票建構個人色彩資料庫 

 

    經由配色資料表歸納、記錄家中衣櫃的衣服色彩分布，從｢喜歡的顏色歸納｣、

｢衣櫃的服裝顏色記錄｣、｢膚色彩繪製｣，到｢個人合宜的服裝配色模組建立｣等四

個象限，學習者可以觀察是否因顏色喜好而影響個人服裝色系的選擇，理解喜歡

的色彩不一定是適合個人的顏色，需透過膚色的繪製，及色彩搭配與比較的練習，

逐步建立個人服裝配色資料庫。 

    課程最後整合合乎個人比例、膚色的穿搭造型，由各組討論自訂主題，並撰

寫個人搭配服裝的基準與尺度文案，配合進行走秀活動，於活動結束後進行相互

回饋，在教學者引導下討論生活中運用比例、色彩構面的延伸案例，進一步與日

常生活產生連結。透過夥伴教師與教學者觀察，本教學階段學習者普遍學習氣氛

熱絡，性別差異下皆有積極正向的表現，但也觀察到研究學校的住宿同學，有難

以準備便服的因素，影響最終任務的表現，提供教學者材料準備及任務設定上的

思考（觀 C3-20191023、觀 C5-20191021、夥觀 C3-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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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Runway Show 

 

二、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 

    理解比例構面以長短、面積、體積間的比較關係概念後，接著進入到教學者

普遍反應難度較高的構造、結構構面，也是各項計畫中，教材及課程案例較少的

兩個空間形式表現。 

    構造構面的授課地點轉換到操場，學習者於司令臺分組就位，可見一個塑膠

杯、四張紙卡及裁剪工具，分別有三個指令： 

    1.讓紙張「站」起來。 

    2.製作一個裝置，讓裝滿水的塑膠杯離地五公分。 

    3.設計一個裝置，可以「提」著裝滿水的杯子跑操場，驗收速度與水灑出來

的多寡。 

    課程透過小組創造性思考及腦力激盪的模式開啟，經由任務理解結構構面，

為力量維持穩定與傳遞的概念，透過提袋的創意設計，思考紙張構造構面中接合

方式的實驗。任務全程在充滿歡笑與計時壓力的緊張感中進行，結束後回到教室，

觀察最穩定的構造與散落失敗的構造，探討其原因並分享，進行紙提袋的修正，

並加入比例構面的視覺美感要素，成為一只「好看」又能承重的紙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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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紙飲料袋的承重及穩定測試 

 

    夥伴教師的觀察顯示，授課地點轉換增加學習者新鮮的環境感受，而循序漸

進的問題任務有助於學生理解構面，加上競賽形式的課程節奏，有效掌握課程時

間（夥觀 C3-20191106）。夥伴教師及教學者同時觀察在任務活動方面，因牽涉

創造力、實驗性，有些分組較快完成任務表現，在等待的過程中會顯露干擾他組

的行為，但在下一個難度階層的任務出現後，此行為便會消失。最後一項任務含

力、穩定與接合等複雜要素，學習者普遍需要較長的時間完成，但以跑步接力的

形式作為構面學習的驗收，帶給學生構面學習強烈的記憶點（觀 C3-20191106、

觀 C5-20191104、夥觀 C3-20191106）。 

    第三節課的任務活動，在限時的時間內，由運用兩張西卡紙，完成一個同樣

離地三至五公分的裝置展開，完成後需讓一位組員站上去一分鐘。透過先前的提

袋練習後，學習者可以很快進入狀況，研究如何增加紙張的受力結構，思考具有

巧勁的構造設計。活動幾組歡樂幾組愁，有些構造穩定，有些站上去直接傾圮，

又開始一輪動腦的修正討論，並配合老師簡報與多媒體影音案例解說，歸納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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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大構造—黏貼、彎折、嵌合與栓結。 

 

圖 26 構造試驗 

 

    透過紙張四大構造原理的學習，學習者要觀察環境中桌椅的比例關係，以一

張 120 乘 180 公分、厚 0.7 公分的瓦楞紙板，設計一個可以承受組員單人重量、

維持穩定一整節課的椅凳，並挑選美術課外的課程，進行實｢坐｣測試並記錄。 

    夥伴教師觀察部分組別由草圖平面發想，轉換成立體造形時會出現困難，但

教學者漸進引導，透過平面的尺寸設計計算說明，到瓦楞板裁切技術示範，皆會

依照各組別屬性給予建議調整（夥觀 C3-20191120）。小組內若有領導型與設計

型的組員則有助於分組製作進度與成果展現，單仍需注意其他組員的參與度。各

科別老師也會在學生實坐的課程時間中，給予正向的肯定。因難度設計具挑戰性，

學習者於完成後多表現出滿意的情緒反應（觀 C3-20191120、觀 C5-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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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椅凳承重測試 

 

三、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 

    第三個模組課程串聯先前的構面概念，為最後野餐活動的構面綜合練習作準

備。課程首先提示學習者可以自備早餐、食物到課堂，經由挑選教學者預備之相

異材質的杯、盤搭配，進行質感構面的暖身練習，學習者由此任務發現不同色彩、

質感的食器擺置，能引發多種視覺感受（夥觀 C3-20191204）。藉由抽換與再次

組合的比較動作，實驗質感構面由觸覺引發的視覺關係。最後各組進階挑選預備

的印花布，再次進行由食物、食器到布料的質感安排，以世界咖啡館的形式互訪

各桌，聆聽配置想法，給予意見交流。 

    在構成構面的學習階段，教學者運用餅乾為媒介，透過學習單的引導，各組

選擇一項美的原理原則，以餅乾為單位形(unit form)在盤中進行排列組合，搭配

行動載具檢索生活中相同的美感形式案例，上傳雲端空間。小組使用投影機依序

介紹，讓各組理解不同形式的美感原則與延伸運用，並加以記錄、組織，替代傳

統冗長的講述教學法。 

    夥伴教師及教學者觀察以食物作為學習動機的誘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動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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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過遊戲的手法達到理解構面的意義（觀 C3-20191204、觀 C5-20191202、

夥觀 C3-20191204）。在美的原理原則認知的部分，因形式較多，教學者善用｢質

的秩序｣與｢量的秩序｣作階層性的說明，透過雲端發表，增加課堂效率與節奏，

提升基本認知能力，加上生活案例的輔助說明，使學生產生水平學習遷移的連結

（夥觀 C3-20191204）。在教學歷程中的口頭問答，部分學習者反應在課程實施

前，構成、構造、結構上容易產生意義上的混淆，但透過實作後則能予以區別（觀

C3-20191204、觀 C5-20191202、夥觀 C3-20191204）。 

    第三節課程中，教師提出｢食物—食器—餐墊｣之間的關係思考，其中包含食

物與食物、食物與食器、食器與食器、食器與餐墊等，由食物到餐墊間多面向的

質感與構成配置關係。透過野餐心智圖的繪製，歸納各組所欲攜帶的食物、家中

的食器，並連結比例、色彩構面的討論，整合美的原理原則進行印花布的餐墊設

計。 

    教學者原先構想以絹印技術產出印花餐墊，但過往課程經驗顯示製版將耗費

大量時間，考量課程以學習構成構面中的形式原理為目的，而非孔版技術的練習，

改採用容易雕刻的橡皮印章進行印花製作（夥觀 C3-20191211）。 

 

圖 28 食器質感與布料色彩的構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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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最終的實踐為野餐活動的規劃，包含整體風格、食物與物件配置，搭配

課程模組一的服裝穿搭，及課程模組二的椅凳設計，串聯｢食物—食器—餐墊—

椅凳—人—空間｣的關係，並邀請任課教師參加，在學校怡園和煦的陽光與樹蔭

下，共同享受美的五感氛圍。 

    教學者與夥伴教師觀察，經由合作學習中的溝通歷程，可協助學習者釐清六

大構面的意義，透過討論轉化到較高階的技能運用（夥觀 C3-20191218）。教學

者製作評量標準表，提供參與的各科教師進行美感野餐活動成果評量，但因教師

學科屬性不同，與學生介紹方式差異等因素，教學者仍需透過自身的觀察與成果

紀錄，整合相關的評量證據作分析（觀 C3-20191218、觀 C5-20191216、夥觀

C3-20191218）。 

 

圖 29 野餐活動的構面整合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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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成效 

    問卷用於評量學生經由美感課程學習後的學習成效，共計三份，對應三大單

元、六大構面，每單元課程執行前、後，各進行一組問卷填答，總共施測六次，

以取得美感構面於學習領域的成效數值。 

一、前、後測問卷 

    三大模組課程前後均採問卷作答，以觀察學習者表現。在第一堂課程開始前，

及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後，分別詢問學習者對於六大構面的理解程度，以了解學習

者的學習狀態。 

      表 55 六大構面學習前後理解程度的描述統計摘要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比例 
前測 2.68 1.20 

後測 4.91 .90 

色彩 
前測 3.12 1.32 

後測 5.08 .79 

構造 
前測 2.41 1.33 

後測 4.83 1.01 

結構 
前測 2.50 1.20 

後測 4.71 1.03 

質感 
前測 2.99 1.38 

後測 5.12 .76 

構成 
前測 2.38 1.15 

後測 4.83 .90 

     註：N＝253 

     

    在表 55 中，六大構面的前測平均值由高至低為色彩(3.12)、質感(2.99)、比

例(2.68)、結構(2.50)、構造(2.41)及構成(2.38)，僅色彩構面達中階理解程度；後

測平均值分布為質感(5.12)、色彩(5.08)、比例(4.91)、構成(4.83)、構造(4.83)、結

構(4.71)，數值均有提升，顯示美感教育能提升學生六大構面的理解。 

    對照教學者與夥伴教師觀察，學習者普遍反應國中階段有接觸過色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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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色彩構面的基礎認知能力最佳（觀 C3-20191016、觀 C5-20191014、夥觀

C3-20191016），但質感構面經由學習後理解值達最高；而構成、構造、結構三

大構面因名稱容易產生混淆，課程實施後，能加以區分運用（觀 C3-20191204、

觀 C5-20191202、夥觀 C3-20191204）。 

表 56 六大構面學習前後理解程度的成對樣本 T 檢定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比例 2.23 1.34 14.61* 

色彩 1.96 1.04 12.29* 

構造 2.42 1.34 15.92* 

結構 2.02 1.41 13.73* 

質感 2.12 1.54 12.13* 

構成 2.44 1.41 15.32* 

註：N＝235, *p<0.05 

 

    根據表 56，色彩構面為六大構面中，經由美感課程實施後，進度幅度最小

者，而幅度變化最多為構成構面；而色彩構面透過學習後，學習差異較小，而質

感呈現較高的學習落差。以上可作為學習者能力表現的概覽證據，並經由認知、

技能、情意領域的數值觀察，做進一步的細節分析。 

 

（一）認知領域的構面表現 

    經由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實施之影響，依據學生在認知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

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與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分述說

明如下： 

1.比例、色彩構面 

表 57  認知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記憶 
比例 

前測 2.13 1.11 

後測 4.47 .96 

色彩 前測 3.5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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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5.54 .79 

理解 

比例 
前測 2.60 1.29 

後測 4.73 .85 

色彩 
前測 3.50 1.41 

後測 5.13 .78 

應用 

比例 
前測 2.90 1.31 

後測 4.77 .87 

色彩 
前測 3.40 1.25 

後測 5.14 .84 

分析 

比例 
前測 2.64 1.31 

後測 4.73 .89 

色彩 
前測 3.04 1.14 

後測 4.74 .87 

評鑑 

比例 
前測 2.78 1.36 

後測 4.47 .87 

色彩 
前測 2.99 .85 

後測 4.88 1.19 

註：N＝235 

 

表 58  認知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記憶 
比例 2.62 1.33 12.35* 

色彩 2.00 1.61 10.96* 

理解 
比例 2.13 1.30 12.42* 

色彩 1.63 1.45 9.90* 

應用 
比例 1.87 1.19 10.78* 

色彩 1.64 1.28 11.33* 

分析 
比例 2.09 1.28 12.40* 

色彩 1.70 1.22 10.25* 

評鑑 
比例 1.96 1.33 12.99* 

色彩 1.89 1.25 13.35* 

註：N＝235, *p<0.05 

    由表 57、58 可得知： 

(1)比例、色彩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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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構面認知領域的前測平均值，呈現抽象複雜的認知能力值高，而記憶層

次低的現象，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值最高者皆為應用層次；而色彩構面的五種認知

層次，前、後測平均值則按認知層次之簡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能力依序降低。 

整體而言，後測的平均值皆高於前測，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

域各方面的能力。 

(2)比例構面的記憶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比例構面五種認知層次的平均數之差，記憶層次最高，可見透過前導研究結

果進行的教學修正，有效提升記憶層次能力。 

    標準差方面，評鑑層次之標準差最大，顯示學生的程度落差較大。如何縮短

學生之間的學習表現落差，是研究者未來進行課程滾動式修正應思索的議題。 

(3)色彩構面的記憶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色彩構面五種認知類型的平均數之差，從數據可推定學生在記憶層次的學習

表現，受到教學的影響最大。但越往高階的抽象認知能力，差距落差反而減少。 

    標準差方面，記憶層次之標準差最大，顯示學生的程度落差較大。 

    綜合檢視可知學生在比例及色彩構面的認知表現，色彩構面的前、後測值皆

高於比例構面的前、後測值，但比例構面經由課程教學後進步幅度高於色彩構面。

兩者後測表現優於前測，且前測與後測成績之差達顯著差異，因此診斷美感認知

領域教學對於學生在學習有提升效果。 

 

2.構造、結構構面 

表 59  認知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記憶 

構造 
前測 2.96 1.25 

後測 4.87 .84 

結構 
前測 3.13 1.31 

後測 5.00 .82 

理解 構造 
前測 2.87 1.21 

後測 4.8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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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前測 2.91 1.39 

後測 4.79 .93 

應用 

構造 
前測 3.22 1.32 

後測 4.88 .86 

結構 
前測 3.54 1.27 

後測 4.95 .89 

分析 

構造 
前測 2.92 1.21 

後測 5.03 .91 

結構 
前測 3.26 1.14 

後測 4.72 .92 

評鑑 

構造 
前測 3.22 1.35 

後測 4.90 .90 

結構 
前測 3.60 1.30 

後測 4.99 .93 

註：N＝235 

 

表 60  認知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記憶 
構造 1.91 1.43 11.76* 

結構 1.87 1.39 11.89* 

理解 
構造 1.97 1.42 12.25* 

結構 1.85 1.49 11.13* 

應用 
構造 1.66 1.39 10.57* 

結構 1.40 1.31 9.84* 

分析 
構造 2.01 1.44 12.83* 

結構 1.46 1.38 9.33* 

評鑑 
構造 1.67 1.34 11.04* 

結構 1.38 1.37 8.86* 

註：N＝235, *p<0.05 

    由表 59、60 可得知： 

(1)構造、結構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構造與結構的前測平均值，呈現抽象高階層次佳的趨勢，而構造後測應用層

次數值最高，結構則為記憶層次最高，評鑑層次次之的數值呈現。後測的平均值

皆高於前測，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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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構造構面的分析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分析層次的平均數之差最高，顯示進步幅度較高，但同時標準差亦最大，在

教學需注意學習者個別差異。 

(3)結構構面的記憶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記憶、理解層次的平均數之差較高，顯示進步幅度最大，但理解層次亦為標

準差最高，在教學需注意學習者個別差異。 

 

3.質感、構成構面 

表 61  認知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記憶 

質感 
前測 2.96 1.80 

後測 4.92 .78 

構成 
前測 2.82 1.14 

後測 4.74 .87 

理解 

質感 
前測 3.56 1.20 

後測 4.94 .82 

構成 
前測 2.82 1.07 

後測 4.90 .87 

應用 

質感 
前測 3.97 1.31 

後測 5.12 .64 

構成 
前測 2.97 1.01 

後測 4.79 .85 

分析 

質感 
前測 3.53 1.13 

後測 4.95 .78 

構成 
前測 3.12 1.19 

後測 4.87 .87 

評鑑 

質感 
前測 3.63 1.21 

後測 4.96 .84 

構成 
前測 3.04 1.08 

後測 4.83 .85 

註：N＝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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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認知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認知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記憶 
質感 1.96 1.27 11.60* 

構成 1.92 1.24 11.63* 

理解 
質感 1.37 1.35 8.91* 

構成 2.07 1.37 13.34* 

應用 
質感 1.14 1.29 7.77* 

構成 1.82 1.24 11.90* 

分析 
質感 1.42 1.23 10.19* 

構成 1.75 1.39 11.10* 

評鑑 
質感 1.33 1.32 8.88* 

構成 1.79 1.32 11.98* 

註：N＝235, *p<0.05 

    由表 61、62 可得知： 

(1)質感、構成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質感構面的前測平均值皆為應用層面最高，而記憶層次最低，與前導研究的

比例層次一樣，顯示學生對定義較不清楚，但卻在應用層次有較佳表現。 

    構成構面呈現抽象高階能力數值高，記憶與理解層次低的狀態，但後測顯示

理解層次最高、記憶層次最低，須注意美的原理原則的說明是否夠清晰。後測的

平均值皆高於前測，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認知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2)質感構面的記憶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記憶層次的平均數之差最高，而理解層次的標準差最高。 

(3)構成構面的理解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理解與記憶層次的平均數之差較高，顯示透過教學有顯著提升，而分析層次

的標準差最高。 

    六大構面透過美感課程實施後，皆能提升認知領域各層次的能力。在課程實

施過程中，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理解，色彩構面學生在國中的視覺藝術課有學

習經驗，對於基本的記憶、理解層次有較佳的表現，如色彩三要素、類似色、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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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色、調和色等基礎色彩學知能，但越往應用、分析、評鑑的層次數值卻遞減，

顯示對於色彩進階的整合使用能力較弱（觀 C3-20191014、觀 C5-20191017、夥

觀 C3-20191014）。比例構面相較之下前測數值均低，顯示為最不熟悉的構面。

而另外四個構面記憶層次也偏低，比較之下應用層次數值反而略高。而比例、結

構、質感及構成構面的記憶層次數值，在經由課程實施後，均有較顯著的進步。 

 

（二）技能領域的構面表現 

    經由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實施之影響，依據學生在技能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

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與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分述說

明如下： 

1.比例、色彩構面 

表 63  技能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 

比例 
前測 3.21 1.38 

後測 4.83 .84 

色彩 
前測 3.50 .15 

後測 5.08 .08 

引導下 

的反應 

比例 
前測 2.60 1.15 

後測 4.87 1.01 

色彩 
前測 2.54 1.23 

後測 4.41 .97 

機械化 

比例 
前測 2.27 1.02 

後測 4.94 1.03 

色彩 
前測 3.06 1.31 

後測 4.86 .90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比例 
前測 2.95 1.23 

後測 4.72 .99 

色彩 
前測 2.91 1.35 

後測 4.72 .82 

適應 
比例 

前測 3.00 1.27 

後測 4.65 .95 

色彩 前測 3.1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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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4.83 .88 

創新 

比例 
前測 2.85 1.29 

後測 4.64 .99 

色彩 
前測 2.91 1.29 

後測 4.79 .88 

註：N＝235 

 

表 64  技能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知覺 
比例 1.62 1.31 10.94* 

色彩 1.57 1.26 11.01* 

引導下 

的反應 

比例 2.26 1.34 14.89* 

色彩 1.87 1.27 12.98* 

機械化 
比例 2.66 1.25 11.76* 

色彩 1.79 1.21 13.10*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比例 1.76 .14 12.22* 

色彩 1.80 1.10 12.44* 

適應 
比例 1.65 .13 11.35* 

色彩 1.65 1.17 11.46* 

創新 
比例 1.79 .14 12.35* 

色彩 1.88 1.16 12.32* 

註：N＝235, *p<0.05 

    由表 63、64 可得知： 

(1)比例、色彩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技能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比例構面的六種層次類型前、後測平均值，並無明顯的趨勢變化，而色彩構

面的知覺層次，在前、後測平均值皆屬最高，顯示色彩感知的普遍性。 

    整體而言，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技能領

域各方面的能力。 

(2)比例構面的機械化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機械化及引導下反應層次為課程實施後，平均數之差最高的前二項，顯示按

步驟的教學的指導操作，可以迅速達到學習成效。但引導下的反應層次也是落差

最大的，課程中應力求說明清楚，以顧及每位學習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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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彩構面的創新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在課程實施後，創新層次進步幅度最大，而引導下的反應層次是標準差最高，

顯示教師應注意步驟說明，並鼓勵同學發問。 

 

2.構造、結構構面 

表 65  技能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 

構造 
前測 3.15 1.21 

後測 4.77 .77 

結構 
前測 3.17 1.22 

後測 4.49 .96 

引導下 

的反應 

構造 
前測 3.08 1.34 

後測 4.65 .90 

結構 
前測 3.12 1.29 

後測 4.64 .89 

機械化 

構造 
前測 3.00 1.20 

後測 4.54 .93 

結構 
前測 3.09 1.24 

後測 4.63 .87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構造 
前測 3.13 1.30 

後測 4.48 .98 

結構 
前測 3.05 1.34 

後測 4.54 .90 

適應 

構造 
前測 3.10 1.37 

後測 4.53 .99 

結構 
前測 2.92 1.25 

後測 4.31 .82 

創新 

構造 
前測 3.09 1.30 

後測 4.49 .99 

結構 
前測 2.99 1.37 

後測 4.41 .94 

註：N＝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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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技能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知覺 
構造 1.61 1.25 11.40* 

結構 1.32 1.36 8.55* 

引導下 

的反應 

構造 1.57 1.35 10.29* 

結構 1.52 1.28 10.47* 

機械化 
構造 1.53 1.30 10.40* 

結構 1.53 1.27 10.64*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構造 1.35 1.30 9.07* 

結構 1.48 1.31 9.97* 

適應 
構造 1.42 1.31 9.56* 

結構 1.38 1.23 9.94* 

創新 
構造 1.39 1.25 9.85* 

結構 1.42 1.51 8.28* 

註：N＝235, *p<0.05 

    由表 65、66 可得知： 

(1)構造、結構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技能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構造構面在技能層次前測的平均值皆達 3 以上，後測的平均值以知覺及引導

下的反應層次較高；結構構面前測平均值以基本的技能能力較高，後測則為機械

化與引導下的反應層次較高。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美感教育課程

能提升技能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2)構造構面的知覺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構造構面中知覺層次的平均數之差最高分別為知覺、引導下的反應與機械化

層次，顯示經由指導的技術操作進步幅度大；而引導層次的標準差也最高。 

(3)結構構面的引導下的反應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結構構面引導下的反應與機械化層次之平均數之差較高；而創新層次的標準

差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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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質感、構成構面 

表 67  技能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 

質感 
前測 2.95 1.32 

後測 4.87 .77 

構成 
前測 3.27 1.06 

後測 4.94 .90 

引導下 

的反應 

質感 
前測 3.23 1.18 

後測 4.82 .89 

構成 
前測 2.99 1.09 

後測 5.01 .84 

機械化 

質感 
前測 3.15 1.09 

後測 4.81 .85 

構成 
前測 3.28 1.11 

後測 4.99 .76 

複雜的 

外顯反映 

質感 
前測 3.13 1.10 

後測 5.00 .79 

構成 
前測 3.21 1.11 

後測 4.97 .84 

適應 

質感 
前測 3.23 1.05 

後測 5.03 .78 

構成 
前測 3.14 .74 

後測 5.01 1.15 

創新 

質感 
前測 3.26 1.13 

後測 5.06 .72 

構成 
前測 3.18 1.06 

後測 4.81 .72 

註：N＝235 

 

表 68  技能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技能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知覺 
比例 1.92 1.28 11.19* 

色彩 1.66 1.28 11.44* 

引導下 

的反應 

比例 1.59 1.35 10.38* 

色彩 2.02 1.36 11.08* 

機械化 比例 1.65 1.24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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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1.70 1.21 12.36* 

複雜的 

外顯反映 

比例 1.87 1.23 10.42* 

色彩 1.76 1.22 12.66* 

適應 
比例 1.79 1.17 10.46* 

色彩 1.87 1.28 12.88* 

創新 
比例 1.80 1.19 11.35* 

色彩 1.62 1.19 10.01* 

註：N＝235, *p<0.05 

    由表 67、68 可得知： 

(1)質感、構成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技能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透過平均數的觀察，質感構面前、後測平均值在高階技術能力表現較佳，而

往基礎技能略呈遞減的趨勢；而構成構面則無明顯區別。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

平均值，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技能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2)質感構面的知覺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知覺層次為平均數之差最高，而引導下的反應則為標準差最大。 

(3)構成構面的適應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適應層次為平均數之差最高，而引導下的反應同為標準差最大。 

    六大構面通過課程實施後，在技能領域皆有顯著的進步。基礎技能的引導反

應能力表現較佳，複雜的高階表現較弱，而質感構面的平均數值的趨向則正好相

反，反而是高階複雜技能較佳。 

    除色彩構面的創新層次進步幅度最大外，其他五構面以基本技能的進步較多，

而引導下的反應標準差大，顯示教師針對操作流程的說明更加詳盡，以顧及不同

學習能力的學習者。 

 

（三）情意領域的構面表現 

    經由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實施之影響，依據學生在情意領域前測與後測之平均

數與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摘要，與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分述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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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例、色彩構面 

表 69  情意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接受 

比例 
前測 3.12 1.48 

後測 4.72 .86 

色彩 
前測 3.62 1.31 

後測 5.05 .83 

反應 

比例 
前測 2.63 1.26 

後測 4.71 .92 

色彩 
前測 3.33 1.34 

後測 4.94 .827 

評價 

比例 
前測 2.73 1.40 

後測 4.49 1.07 

色彩 
前測 3.21 1.40 

後測 4.77 1.03 

組織 

比例 
前測 2.95 1.33 

後測 4.82 .83 

色彩 
前測 3.09 1.27 

後測 4.96 .847 

內化 

比例 
前測 2.96 1.53 

後測 4.79 1.06 

色彩 
前測 3.18 1.43 

後測 4.88 .926 

註：N＝235 

 

表 70  情意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接受 
比例 1.60 1.45 9.73* 

色彩 1.43 1.15 10.95* 

反應 
比例 2.07 1.23 12.84* 

色彩 1.06 1.28 11.03* 

評價 
比例 1.75 1.46 10.61* 

色彩 1.54 1.29 10.66* 

組織 
比例 1.87 1.39 11.81* 

色彩 1.87 1.15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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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 
比例 1.83 1.28 11.61* 

色彩 1.70 1.25 12.05* 

註：N＝235, *p<0.059.85 

  由表 69、70 可得知： 

(1)比例、色彩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情意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觀察比例構面的平均數，無明顯的分布；而色彩的平均數普遍較高，在前測、

後測的平均數為接受層次最佳。整體而言，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

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情意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2)比例構面的反應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反應層次為美感課程實施後，進步幅度最大；而評價則為授課後，標準差最

高的項目。 

(3)色彩構面的組織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組織層次為美感課程實施後，進步幅度最大；而評價同為授課後，標準差最

高的項目。 

 

2.構造、結構構面 

表 71  情意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接受 

構造 
前測 3.24 1.31 

後測 4.76 .96 

結構 
前測 3.56 1.38 

後測 4.87 .843 

反應 

構造 
前測 3.24 1.29 

後測 4.72 .86 

結構 
前測 3.23 1.38 

後測 4.69 .872 

評價 

構造 
前測 3.15 1.32 

後測 4.65 .90 

結構 
前測 3.17 1.36 

後測 4.6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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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構造 
前測 3.05 1.26 

後測 4.81 .88 

結構 
前測 3.21 1.35 

後測 4.74 .844 

內化 

構造 
前測 3.21 1.39 

後測 4.79 .90 

結構 
前測 3.29 1.31 

後測 4.64 .821 

註：N＝235 

 

表 72 情意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接受 
構造 1.53 1.27 10.46* 

結構 1.30 1.44 7.99* 

反應 
構造 1.47 1.35 10.29* 

結構 1.46 1.44 8.91* 

評價 
構造 1.50 1.27 10.04* 

結構 1.43 1.39 9.11* 

組織 
構造 1.75 1.53 9.07* 

結構 1.58 1.47 9.21* 

內化 
構造 1.59 1.35 9.56* 

結構 1.34 1.71 10.15* 

註：N＝235, *p<0.05 

由表 71、72 可得知： 

(1)構造、結構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情意領域各方面的能力 

    構造、結構前測平均直皆達 3 以上，但平均值並無明顯分布關係。整體而言，

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情意領域各方面的能

力。 

(2)構造構面的組織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平均數之差為組織層次較高，顯示為受課程影響大；而標準差則在反應層次

最高，顯示學習者落差大。 

(3)結構構面的組織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173 
 

    平均數之差為組織層次較高，顯示為受課程影響大；而標準差同樣在組織層

次最高，顯示學習者落差大。 

 

3.質感、構成構面 

表 73  情意領域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接受 

質感 
前測 3.60 1.29 

後測 5.10 .74 

構成 
前測 3.31 1.17 

後測 4.90 .61 

反應 

質感 
前測 3.44 1.47 

後測 4.86 .87 

構成 
前測 3.29 1.18 

後測 4.91 .80 

評價 

質感 
前測 3.54 1.38 

後測 4.92 .83 

構成 
前測 3.21 1.29 

後測 4.73 .69 

組織 

質感 
前測 3.18 1.10 

後測 4.95 .771 

構成 
前測 3.12 1.51 

後測 4.81 .60 

內化 

質感 
前測 3.36 1.18 

前測 5.08 .75 

構成 
後測 3.23 1.32 

前測 4.87 .61 

註：N＝235 

 

表 74  情意領域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情意類型 美感構面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接受 
比例 1.50 1.19 11.10* 

色彩 1.59 1.21 11.29* 

反應 
比例 1.42 1.34 9.35* 

色彩 1.61 1.20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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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比例 1.38 1.31 9.32* 

色彩 1.52 1.38 9.37* 

組織 
比例 1.76 1.11 12.00* 

色彩 1.69 1.25 11.94* 

內化 
比例 1.71 1.22 12.37* 

色彩 1.61 1.35 10.67* 

註：N＝235, *p<0.05 

由表 73、74 可得知： 

(1)質感、構成構面模組課程能提升學生技情意域各方面的能力 

    質感、構成構面整體前、後測數值較高，顯示情意領域的意象較高。整體而

言，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情意領域各方面的

能力。 

(2)質感構面的評價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能力高 

    評價層次在平均數差為較高的數值；反應層次則在標準差得到較高的數值。 

(3)構成構面的組織層次受美感教育課程之增強效果較其他層次高 

    組織層次在平均數差為較高的數值；評價層次則在標準差得到較高的數值。 

    六大構面透過美感課程實施後，皆能提升情意領域各層次的能力。除比例構

面外，前測平均值達 3 以上，顯示學習者對於情意領域抱持較開放的態度，而分

別在反應、評價、組織層次，透過美感課程有較佳的進步。 

 

（四）性別及學習背景之學習成效分析 

1.性別 

表 75 不同性別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項目 N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男生 73 
前測 3.43 1.15 

後測 4.70 .69 

女生 162 
前測 3.06 1.01 

後測 4.81 .67 

整體 235 
前測 3.18 1.07 

後測 4.7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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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不同性別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項目 N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男生 73 1.26 1.10 9.87* 

女生 162 1.75 1.03 21.45* 

整體 235 1.59 1.08 22.14* 

註 *p<0.05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不同性別學生在六大構面的能力 

    根據表 77 可知，前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3.18，男生前測平均數為 3.43，

女生前測平均數為 3.06，顯示不論男女學生在美咸課程實施前，六大構面的認知、

技能、情意領域僅達「可」的程度；後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4.78，男生後測平

均數為 4.70，女生前測平均數為 4.81，顯示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後，不論男女學

生在六大構面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可達「佳」的程度。 

(2)女性透過美感教育課程之進步幅度優於男性 

    由表 78 資料得知，男、女學生在測驗前後 T 檢定值分別為 9.87 和 21.45，

皆達 P<0.05 的顯著水準，顯示男、女學生在接受美感課程後之學習成效皆有顯

著的不同，學生在透過美感課程教學後，對於六大構面的認知、情意、技能皆優

於未實施之前，且女生進步幅度優於男生 (1.75>1.26)。 

 

2.美感教育學習背景 

表 77  不同學習背景者前、後測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項目 N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曾經接觸 

美感教育 
190 

前測 3.23 1.09 

後測 4.80 .68 

未曾接觸 

美感教育 
45 

前測 2.96 1.07 

後測 4.69 .63 

整體 235 
前測 3.18 1.07 

後測 4.7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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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不同學習背景者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項目 N 
後測-前測 

平均數差 

後測-前測 

標準差 
T 值 

曾經接觸 

美感教育 
190 1.56 1.07 20.20* 

未曾接觸 

美感教育 
45 1.72 1.23 10.20* 

整體 235 1.59 1.08 22.14* 

註 *p<0.05 

(1)美感教育課程能提升不同學習背景者在六大構面的能力 

    根據表 77，前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3.18，曾經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前測

平均數為 3.23，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平均數為 2.96，顯示不論之前是否曾接

觸過美感教育，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前，六大構面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僅達

「可」的程度；後測總量表整體平均數為 4.78，曾經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後測平

均數為 4.80，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的平均數為 4.69，顯示不論之前是否曾接觸

過美感教育，學生在美感課程實施後在六大構面的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可達「佳」

的程度。 

(2)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習者進步幅度優於曾經接觸過的學習者 

    由表 78 資料得知，曾經接觸美感教育與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在測驗

前後 T 檢定值分別為 20.20 和 10.20，皆達 p<0.05 的顯著水準，顯示曾經接觸美

感教育與未曾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在接受美感課程後之學習成效皆有顯著的不

同，學生在透過美感課程教學後，對於六大構面的認知、情意、技能皆優於未實

施之前，且未曾接觸美感教育學生進步幅度優於曾經接觸美感教育的學生

(1.72>1.56)。 

    在三大美感課程模組執行後，學習者經由美感六大構面的探索學習，透過前、

後測之數值顯示，在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皆有顯著的進步，但仍需與相關質性

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做為課程修正後再次實施的依據，精緻化美感教學的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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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及相關學習成果 

    研究者與夥伴教師，於課程執行前共備建立評量指標，以口頭問答、學習單、

學習任務及專題發表的形式，分成 A（優秀）、B（良好）、C（基礎）、D（不足）、

E（落後）五等級，其中質感構面以課堂中的活動體驗與口頭問答作為學習成效

觀察。經由課堂參與評估後，對照課程發展脈絡、學習歷程與成果展現，進行滾

動式修正。三大模組課程相關的學習單、學習成果，與評量等級之人數、組數的

數量，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 79 學習成果之評量等級數量統計表 

項目                       等級 A B C D E 單位 

比例構面—尋找身體密碼 17 116 76 26 0 人 

色彩構面—基礎色彩學 62 105 53 15 0 人 

色彩構面—我的衣色票 13 91 89 42 0 人 

比例與色彩構面—Run Way Show 39 45 125 26 0 人 

小計 131 357 343 109 0 人次 

構造與結構構面—飲料提袋設計 8 24 10 6 0 組 

構造與結構構面—椅凳設計 5 25 9 9 0 組 

構成構面—印花餐墊 12 13 12 11 0 組 

質感與構成構面—校園野餐趣專題 11 15 13 9 0 組 

小計 36 77 44 35 0 組次 

 

    個人學習成果於各等級之人次比率，依比重排序為：B（38％）、C（36％）、

A（14％）、E（12％）；組次比率排序同樣為：B（40％）、C（23％）、A（19％）、

E（18％），顯示學習成果達良好等級的學習者/組約占總數四成，接著依序為優

秀、基礎與不足等級。三大模組課程的評量結果分布於 A 至 D 等級，以下進行

分述說明，並挑選相應之影像紀錄，作為研究證據及日後評量之視覺圖像參照： 

（一）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 

1.比例構面—尋找身體密碼 

    比例構面學習單透過提問與層次任務，量身得到上、下半身長度數值，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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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身形比例，進而理解比例的意涵，並描繪服裝穿搭（制服與便服）之視覺效果，

仔細觀察、記錄服裝比例變化帶來的視覺感受，結合色彩初步的搭配，進行比例

感知的訓練。 

    在教學者引導下，所有學習者皆能完成量身與身形、服裝比例計算的任務。

17 人能詳盡地描述服裝變換產生比例變化的視覺感受，達到優秀等級；接近一

半的學習者能簡略說明（116 人），達良好等級；部分僅以「有」、「無」進行作

答（76 人），符合基礎等級標準；而少部分無法說明（26 人），落入落後等級，

顯示難以連結比例概念至服裝穿搭的視覺運用。 

    對照研究者觀察、夥伴教師回饋及前、後測的認知領域數值，顯示學習者在

課程前對於比例定義較不熟悉，經由教學後可達理解程度（觀 C3-20191009、觀

C5-20191007、夥觀 C3-20191009），但在生活上的審美運用與分析，僅少數學習

者可以說明調整比例的視覺效果變化，與服裝的搭配關係（如：學

C4N19-01-20191007、學 C1N14-01-20191009），部分學習者無法作答（如：學

C5N13-01-20191007、學 C2N31-01-20191009），顯示需要多加練習，教學者可多

增加案例說明改善。 

 

表 80 尋找身體密碼學習單評量標準 

A 

 
  

學 C4N20-01-20191007 學 C4N19-01-20191007 學 C1N14-01-20191009 

1.能完整說明比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量測與計算，理解個人的身形。 

3.透過服裝搭配，調整多組合宜的視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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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2N12-01-20191009 學 C3N10-01-20191009 學 C5N03-01-20191007 

1.能概括說明比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量測與計算，理解個人的身形。 

3 透過服裝搭配，調整合宜的視覺比例。 

C 

   

學 C3N06-01-20191009 學 C2N01-01-20191009 學 C5N14-01-20191007 

1.能簡單說明比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量測與計算，意識到身形差異。 

3.透過服裝搭配，初步調整視覺比例。 

D 

   

學 C1N38-01-20191009 學 C5N13-01-20191007 學 C2N31-01-20191009 

1.能部分說明比例的概念。 

2.透過身形量測與計算，意識到身形差異。 

3.嘗試服裝搭配，但無法調整視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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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彩構面—基礎色彩學 

    色彩構面學習單設計的主要目的，為複習國中階段視覺藝術課程的基礎色彩

學，鋪陳後續課程，接軌服裝在日常生活的搭配應用能力。內容分成基礎的色光、

色料及色彩三要素的複習（記憶層次）、色彩要素及色彩心理的生活案例（理解、

應用層次）及情境服裝配色運用（應用、分析層次）。 

    透過學習單的完成度、研究者觀察與問卷，學習者對於色彩構面的先備知能

較佳（觀 C3-20191016、觀 C5-20191014、夥觀 C3-20191016），學習單成果達到

優秀等級 62 人、良好等級 105 人；而 53 人填答有疏漏，或是服裝配色有改善空

間，達基礎等級；達不足等級 15 人，因學習單出現觀念性錯誤或是服裝配色不

佳、未達指令需求，如要求清爽、輕盈的夏季服裝配色，卻使用低明度、低彩度

的顏色（學 C6N30-02-20191014）。 

 

 

表 81 基礎色彩學學習單評量標準 

A 

   

學 C1N14-02-20191016 學 C3N25-02-20191016 學 C2N38-02-20191016 

1.能正確完成基礎色彩學習單填充題。 

2.能根據清爽、顯瘦等指令使畫面中人物進行合宜的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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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4N12-02-20191014 學 C2N05-02-20191016 學 C2N24-02-20191016 

1.能正確完成基礎色彩學習單填充題。 

2.能根據清爽、顯瘦等指令使畫面中人物進行色彩搭配。 

C 

   

學 C5N13-02-20191014 學 C6N09-02-20191014 學 C3N24-02-20191016 

1.學習單填充題答案有疏漏。 

2.能根據清爽、顯瘦等指令使畫面中人物進行色彩搭配。 

D 

   
學 C2N32-02-20191016 學 C1N38-02-20191016 學 C6N30-02-20191014 

1.學習單填充題答案有疏漏或錯誤。 

2.配色不完整、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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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彩構面—我的衣色票 

    經由配色資料表，從｢喜歡的顏色歸納｣、｢衣櫃的服裝顏色記錄｣、｢膚色彩

繪製｣，到｢個人合宜的服裝配色模組建立｣等四個象限，學習者可以觀察是否因

顏色喜好而影響個人服裝色系的選擇。除膚色的調製力求正確外，其餘三個象限

需參酌個人服裝的照片，對照色彩後，可運用色票剪貼或顏料調色，建立適合個

人膚色與服裝配色的資料庫，並以簡短口頭報告分享，歸納其色彩運用規劃，例

如白皙皮膚與高明度、中彩度的組合（學 C4N20-03-20191014），或是健康膚色

的大地色系搭配運用（學 C6N10-03-20191016）。 

    由優秀到不足的等級人數分別為：13、91、89、42，可見良好與基礎等級人

數分布相近，而不足等級的人數相較先前的學習單也有顯著增加，對應問卷量測

結果可反應色彩在認知、技能領域的高階層次運用較弱，研究者與夥伴教師在課

堂上亦觀察到學習者調色上的遭遇困難，色彩搭配的發表亦較無自信（觀

C3-20191016、觀 C5-20191014、夥觀 C3-20191016）。 

 

 

表 82 我的衣色票學習單評量標準 

A 

  

 

學 C4N20-03-20191014 學 C3N13-03-20191016 學 C6N10-03-20191016 

1.可以識別個人膚色類型，精準完成膚色調色。 

2.可以列出多組與膚色和諧的色彩搭配。 

3.能整理家中衣櫃，依場合選擇合宜的服裝穿搭。 

4.可充分舉例比例與色彩相關的延伸生活運用，賞析並說明視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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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3N15-03-20191016 學 C5N22-03-20191014 學 C6N32-03-20191014 

1.可以識別個人膚色類型，大致完成膚色調色。 

2.可以列出少量與膚色和諧的色彩搭配。 

3.能整理家中衣櫃，依場合選擇合宜的服裝穿搭。 

4.可簡要舉例比例與色彩相關的延伸生活運用，賞析並說明視覺原理。 

C 

  

 

學 C3N23-03-20191016 學 C4N32-03-20191014 學 C5N03-03-20191014 

1.能觀察個人膚色類型，大致完成膚色調色。 

2.僅能列出一組與膚色和諧的色彩搭配。 

3.能整理家中衣櫃，理解依場合嘗試服裝穿搭。 

4.可簡要舉例比例與色彩相關的延伸生活運用。 

D 

   

學 C3N30-03-20191016 學 C2N31-03-20191016 學 C1N38-03-20191016 

1.能初步觀察個人膚色差異，嘗試完成膚色調色。 

2.不太能確認與膚色和諧的色彩搭配。 

3.能整理家中衣櫃，僅能嘗試服裝穿搭。 

4.無法舉例比例與色彩相關的延伸生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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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例與色彩構面—Run Way Show 

    模組課程一的總結性評量，整合比例與色彩構面，運用於服裝穿搭的整體呈

現，評量重點在學習者認知與技能領域的高階層次能力運用，評量者應避免學習

者先天身形樣貌與服裝品牌等因素，而著重於構面關係搭配的思考與說明。 

    基礎等級的學習者人數最多，達 125 人；良好與優秀等級的人數次之，分別

為 45 與 39 人，能完整進行走秀活動，並且依序說明比例、色彩構面在服裝搭配

上的調整、運用；不足等級 26 人，僅能簡單就外觀描述穿搭的色彩，未能進一

步說明應用的原委。 

    參照研究者觀察、夥伴教師回饋與問卷數據，比較先前的學習成果，優秀等

級人數增加，因為部分學習者有服裝色彩的先備學習經驗（觀 C3-20191016、觀

C5-20191014、夥觀 C3-20191016）或積極關注外貌打扮的興趣（觀 C3-20191009、

觀 C5-20191007）等因素；而超過半數以上的學習者落於基礎等級、達良好等級

以上的人數縮減，顯示認知與技能領域的高階層次能力運用仍有精進空間。 

 

 

表 83 Run Way Show 活動評量標準 

A 

 

  

學 C5N03-04-20191021 學 C6N04-04-20191021 學 C3N33-04-20191023 

1.小組能充分討論與分工，整合比例與色彩概念，聚焦明確的走秀主題風格。 

2.透過旁白清楚分明介紹整體合宜的穿搭風格，流暢進行走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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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5N13-04-20191021 學 C2N23-04-20191023 學 C4N32-04-20191023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整合比例與色彩概念，形成走秀主題風格。 

2.透過旁白概括介紹整體穿搭風格，平順進行走秀活動。 

C 

   

學 C2N32-04-20191023 學 C5N03-04-20191021 學 C5N18-04-2019101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運用比例或色彩概念，形成走秀主題。 

2.透過旁白簡要介紹整體穿搭主題，進行走秀活動。 

D 

   

學 C4N31-04-20191021 學 C6N38-04-20191021 學 C5N36-04-20191021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簡略運用比例或色彩概念，僅有模糊的走秀主題。 

2.透過旁白介紹穿搭主題，不流暢但能完成走秀活動。 



186 
 

 

（二）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 

1.構造與結構構面（初階）—飲料提袋設計 

    飲料紙提袋實作任務的目的，為使學習者理解紙質的四大構造－黏貼、彎折、

嵌合、栓結，透過分組進行腦力激盪，共同體驗穩定的力量傳遞，並融合美感思

維進行修正，因此承重與造形美感，為小組評量的兩大重點。 

    各組普遍運用兩種以上的構造，除不足等級的 6 組，飲料在移動過程會傾倒

外，造形美感上亦有可待加強的部分（如：學 C5G02-01-20191106、學

C3G05-01-20191106、學 C6G08-01-20191104）。其餘等級的組別皆能完成穩定的

支撐。近半數的組別達良好等級（24 組），8 組達優秀等級，顯示學習者可以設

計出兼具功能性與美感的物件，甚至創造出具有調節功能、活動式的彎折、嵌合

組件（學 C5G01-01-20191104），或是簡約的視覺造形（學 C6G02-01-20191104）。

若補充美感案例的運用說明，推測整體學習表現能更加提升；而另外 10 組則處

於基礎等級，顯示需要教學者更多細緻的教學引導。 

 

表 84 飲料提袋設計評量標準 

A 

   

學 C3G03-01-20191106 學 C5G01-01-20191104 學 C6G02-01-20191104 

1.能完成飲料提袋製作實驗，穩定且快速完成飲料持拿的跑步競賽。 

2.充分理解四大紙構造，並進行整合運用。 

3.能結合美感造形進行飲料提袋修正，修正後構造強韌，兼具美感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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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2G02-01-20191106 學 C4G03-01-20191106 學 C5G03-01-20191104 

1.能完成飲料提袋製作實驗，穩定或快速完成飲料持拿的跑步競賽。 

2.概括理解四大紙構造，並進行運用。 

3.能結合美感造形進行飲料提袋修正，修正後構造適中。 

C 

   

學 C2G08-01-20191106 學 C1G06-01-20191106 學 C5G04-01-20191104 

1.能完成飲料提袋製作實驗，緩慢完成飲料持拿的跑步競賽。 

2.部分理解四大紙構造，僅能簡單運用單一構造。 

3.能進行飲料提袋修正，修正後構造適中，但美感造形有改善空間。 

D 

   

學 C5G02-01-20191106 學 C3G05-01-20191106 學 C6G08-01-20191104 

1.能完成飲料提袋製作實驗，在飲料持拿的跑步競賽途中傾倒或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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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理解四大紙構造，構造製作不完整。 

3.嘗試飲料提袋修正，修正後構造脆弱，且美感造形有改善空間。 

 

2.構造與結構構面（進階）—椅凳設計 

    構造與結構構面的綜合評量，以設計椅凳作為任務主軸，需要受單人乘坐重

量的限制，因此兼顧穩定承重的功能性、整體造形的視覺美感，為本模組課程評

量要項。半數以上的組別達良好（25 組），造形完整且能持續承重；達優秀等級

的組別共 5 組，造形精煉並能巧妙融合穩固的構造、結構構面，如彎折加嵌合的

可拆解模組（學 C3G03-02-20191120），或是以栓結方式呈現，而拆解後又可形

成六瓣形的設計（學 C1G03-02-20191120）。 

    基礎等級的組別共9組，在穩固與造形的必要設定下，顯示單一條件的缺失，

如造形佳但不穩固（學 C1G06-02-20191120），或牢固但造形顯得較呆板（學

C4G04-02-20191118）。不足等級的組別同樣有 9 組，無法達到穩固的基本要求。 

    學習成果表現優秀的組別中，發現在前述課堂中個人表現較佳的組員，可適

時引導組員共同創作實踐（觀 C3-20191120、觀 C5-20191118），發揮合作學習的

效益。 

 

表 85 椅凳設計評量標準 

A 

   

學 C3G03-02-20191120 學 C1G03-02-20191120 學 C5G01-02-20191118 

1.小組能充分討論與分工，完成具備細節的草圖。 

2.設計能整合美感造形、物件接合構造及承重結構。 

3.能讓一位組員穩定舒適地乘坐一節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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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 C6G04-02-20191118 學 C3G04-02-20191120 學 C5G03-02-20191118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完成草圖設計。 

2.設計能整合美感造形、物件接合構造或承重結構。 

3.能讓一位組員穩定乘坐半節課以上的時間。 

 C 

   

學 C1G06-02-20191120 學 C2G08-02-20191120 學 C4G04-02-20191118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完成大部分草圖設計。 

2.設計能考量物件接合構造及承重結構。 

3.能讓一位組員乘坐半節課以內的時間。 

D 

   

學 C1G05-02-20191120 學 C3G05-02-20191120 學 C5G02-02-20191118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但只能呈現零碎的草圖。 

2.設計能考量物件接合構造或承重結構。 

3.僅能讓一位組員乘坐數分鐘的時間，隨即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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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 

1.構成構面—印花餐墊設計 

    印花餐墊的設計任務，為評量學習者對於「美的原理原則」的理解與進階應

用，並融入色彩與比例關係的考量，延續至校園野餐趣專題。 

    由優秀到不足等級的組別數為：12、13、12、11，整體組別表現等級之數量

分布較為平均，對照前、後測數值，學習者在授課後，認知領域的理解層次提升，

但在技能領域的基本操作能力，存在較高的標準差，顯示整體學習者表現落差大，

應注意部分學習者構成實務表現上，是否產生學習遷移上的困難。 

    表現優秀等級的組別，可透過心智圖討論出符合主題的單位形，並以此進行

具備美感形式的排列組合，包含運用反覆形式及圖地反轉趣味的構成設計（學

C4G01-03-20191209 ）， 或 是 仿 照 自 然 界 樹 葉 飄 落 的 漸 變 形 式 （ 學

C2G04-03-20191211）；不足等級的組別，在單位形構成上則顯得雜亂無章法（學

C6G08-03-20191209），無法有效轉換美的原理原則進行延伸運用。 

 

 

表 86 印花餐墊設計評量標準 

A 

   

學 C4G01-03-20191209 學 C2G04-03-20191211 學 C6G04-03-20191209 

1.熟悉美的原理原則，可透過食物擺盤練習呈現及流暢介紹。 

2.可運用美的原理原則，設計富有美感的印花餐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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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2G03-03-20191211 學 C3G04-03-20191211 學 C6G04-03-20191209 

1.理解大部分美的原理原則，可透過食物擺盤練習呈現及概括介紹。 

2.可運用美的原理原則，設計具美感的印花餐墊。 

C 

   

學 C2G08-03-20191211 學 C3G07-03-20191211 學 C2G02-03-20191211 

1.理解部分美的原理原則，可透過食物擺盤練習呈現及簡要介紹。 

2.可運用美的原理原則，完成印花餐墊。 

D 

   

學 C1G05-03-20191211 學 C4G04-03-20191209 學 C6G08-03-20191209 

1.對於美的原理原則感到混淆，能完成食物擺盤練習，但無法說明。 

2.可完成印花餐墊，但設計顯得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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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感與構成構面—校園野餐趣專題發表 

    校園野餐趣專題的執行，包含整體風格、食物與物件配置，主要考量質感、

構成構面外，搭配課程模組一的服裝穿搭，及課程模組二的椅凳設計，串聯｢食

物—食器—餐墊—椅凳—人—空間｣的關係。透過成果的紀錄彙整，在表現等級

的組別數亦呈現較為均等的分布，由優秀到不足得等級數量分別為：11、15、13、

9，對照前、後測之數值，應留意差異化的教學。 

    在表現優秀的組別中，可見食物擺盤與食器擺放關係的思考，並留心器物間

的質感與色彩搭配，使眾多的物件元素和諧具有美感（如：學 C1G03-04-20191218、

學 C3G03-04-20191218），部分組別雖然用心準備多樣食材，但在全數擺放的狀

態下，顯得較為凌亂（學 C4G01-04-20191216）。不足等級的組別，雖然能完成

野餐活動，但在視覺層面及口語表達上，無法呈現構面關係搭配的思考。 

    在表現較佳的組別中，亦可發現個人表現較好的組員，擔任重要的溝通角色；

而印花布表現佳的組別，未必在野餐活動專題的成果表現較好（如：學

C2G03-04-20191203），流暢的溝通、良好的組織能力、材料的選擇，與美感構面

的整合運用，是校園野餐趣專題成功的關鍵。 

 

表 87 校園野餐趣專題評量標準 

A 

  

學 C1G03-04-20191218 學 C3G03-04-20191218 

1.小組能充分討論與分工，完成具備細節的野餐心智圖。 

2.活動能展現具備美感的食物、食器、餐墊搭配，並和諧地整合前面四大構面成果進行展示。 

3.能以流暢的語言，向參與者介紹美感六大構面定義、野餐活動中的構面運用，及整體野餐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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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 C5G01-04-20191216 學 C6G05-04-20191216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完成野餐心智圖。 

2.活動能展現完整的食物、食器、餐墊搭配，並整合前面兩大單元四大構面成果進行展示。 

3.能向參與者介紹美感六大構面定義、野餐活動中的構面運用，及整體野餐風格。 

C 

 

 

學 C2G02-04-20191218 學 C4G01-04-20191216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完成大部分的野餐心智圖。 

2.活動能展現食物、食器、餐墊，並配合前面兩大單元四大構面部分成果進行展示。 

3.能簡要向參與者介紹美感六大構面定義、野餐活動中的構面運用。 

D 

  

學 C5G02-04-20191216 學 C2G03-04-20191203 

1.小組能討論與分工，但只能呈現片段的野餐心智圖。 

2.活動展現部分食物、食器、餐墊，零星搭配前面兩大單元四大構面成果。 

3.僅能簡要向參與者介紹美感六大構面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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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者訪談 

    整體課程實施完成後，經由研究者觀察，及夥伴教師的建議，挑選執行課程

班級中的 20 位學習者進行訪談，分別為學習態度積極與作品完成度佳的學習者

七位、表現行為中等的學習者七位，與學習態度較不積極、作品完成度較弱之學

習者六位，利用課餘時間，在美術專科教室及走廊進行訪談並記錄，以下為學習

者的回饋整理： 

（一）表現較佳的學習者 

    學習歷程中的反應及與學習成果表現較佳的學習者，經由訪談表示，本實驗

課程與國中視覺藝術課差異多。國中階段的課程以實作為主，高中階段的美感教

育實驗課程則兼具理論與實務，課程內容深入，每個單元執行的時間較長，並增

加討論與省思的歷程（訪 C1N14-20200109 、訪 C2N23-20200110 、訪

C5N03-20200109、訪 C6N03-20200109）。 

    大部分表現較佳的學習者反應構造、結構較為困難，因為過往學習經驗較少

牽涉空間與力學的知能，且課程要求能實際承受重量，提升學習成果的難度。學

習歷程中，需要轉化平面至立體的思維，這樣的歷程跳脫以往以平面為思考的美

術課程，在一開始的學習容易產生挫敗感（訪 C2N03-20200110 、訪

C5N03-20200109）。但透過飲料提袋循序漸進的實驗練習，到各小組合力完成的

椅凳設計，經由實作與問題的解決，加上成果結合真人的實際測試，作品不再只

是完成美感造形的概念設計，更要整合真實承重的功能性。實驗測試到完成的歷

程，為學習者帶來很大的成就感，｢輕如鴻毛穩如山｣單元成為三大單元中，學習

者普遍反應最佳、印象最深刻（訪 C1N14-20200109、訪 C1N25-20200109、訪

C3N10-20200109）。 

    在說明比例、色彩構面的｢衣冠楚楚｣單元，學習者反應呈現兩極，根據訪談

內容可知，與學習者的學習經驗和興趣有關。部分學習者反應在國中階段或是家

政課程中，有體驗過類似的主題，或是個人本身對於衣著穿的興趣，皆會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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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的學習興致（訪 C3N10-20200109、訪 C5N03-20200109）。就課程內容來

說，以比例及色彩面向的部分皆較為深入且專業，對於學習仍有正向的幫助。最

後的走秀活動，因為需要公開展示及介紹衣著搭配，使參與者會用心準備，但整

體的呈現效果，攸關事前小組的討論（訪C1N14-20200109、訪C1N25-20200109），

以及活動當日旁白是否能完整介紹說明搭配主題。 

    以質感、構成構面為主軸的｢食在有藝思｣單元，有學習者提到構成構面中關

於美的原理原則，在一開始較難識別其中的差異，但透過擺盤的分組練習及發表

後即可理解（訪 C1N14-20200109），也有學習者認為非常容易並能引發學習興趣

（訪 C1N14-20200109、訪 C6N03-20200110、訪 C6N04-20200110）。 

    學習者對於自備服裝、準備食材做為課程練習的部分，因為需要額外費用、

住宿舍等原因，希望可以由教師代為準備，但同時也意識到可能造成成果太相似，

導致難以達到美感多元表現的結果（訪 C5N03-20200109）。 

    學習者進一步回顧美感實驗課程的學習歷程，提及分組及實作活動，可透過

討論發現問題並加以修正，提升解決問題能力。此外，學習單有助知識學習，但

實作部分的學習單可採開放式設計（訪 C1N14-20200109、訪 C6N26-20200110），

透過各種討論策略後再進行聚斂思維，讓表現更加多元。整體學習單分量適中，

作業可在課堂內完成，不會造成課後負擔。 

    本組訪談對象表示，透過課程會跟家人討論生活中的美感，或是觀察生活中

的美感意象，並延伸至環境色彩的關注、結構空間的興趣。對未來工作細節中的

美感層面有正向的幫助（訪 C1N14-20200109、訪 C1N15-20200109、訪

C5N03-20200109），對於申請設計校系亦產生很大的助力（訪C1N15-20200109）。 

（二）表現中等的學習者     

    學習歷程中的反應及與學習成果表現中等的學習者，大部分可察覺美感實驗

課程與國中視覺藝術課的差異，指出以往勞作形的成果較多，但有部分學習者覺

得並沒有太大差異（訪 C3N1-202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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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中等的學習者，對於各個構面，均有覺得難度較高的部分，例如色

彩構面，因為學習者個人不擅長及不喜歡用色，導致色彩搭配依舊只能憑直覺（訪

C3N25-20200109），但也有學習者因過往學習經驗覺得非常容易，對於膚色的展

現及服裝和諧的色彩搭配迅速上手（訪 C5N13-20200109）；結構的學習因為需兼

具美感與承重功能，製作上容易眼高手低，在設計階段的轉化造成學習的難度；

也有學習者在質感與構成的構面，因難以清楚說明個人的思考脈絡，而覺得較為

挫折。 

    學習者對於三大單元皆提出能引起學習動機之處，但會因為要準備材料等原

因，而覺得操作過程顯得麻煩，但整體回顧仍給予正面評價（訪

C5N13-20200109）。 

    對於的課程建議，建議實作的部分可以增加，案例說明的部分可以調整，增

減生活中的補充，如｢衣冠楚楚｣單元可以縮減，而｢輕如鴻毛穩如山｣單元則可以

增加（訪 C5N13-20200109）。在分組學習的策略部分，學習者反應可以增加同儕

互動，透過討論增加學習動機；學習單的部分，整體設計合宜但數量偏多，不過

有助於學習（訪 C1N15-20200109、訪 C1N34-20200109、訪 C1N25-20200109）。 

    在學習完九週的課程後，學習者回饋課程與跟生活連結緊密，對未來美感生

活的營造頗有幫助，例如約會衣服的搭配、飲食氛圍的建立，甚至可以理解傢俱

組裝的結構，並懂得欣賞生活細微之處的美感（訪 C1N15-20200109、訪

C3N01-20200109、訪 C4N02-20200110、訪 C5N13-20200109）。 

（三）表現較差的學習者 

    學習歷程中的反應及與學習成果表現較差的學習者，對課程感受度並沒有那

麼強烈，大部分只能稍微描述美感實驗課程與以往視覺藝術課程的異同。這部分

的學習者中，學科能力表現亦有不等的差異，訪談中坦言對於藝術相關科目顯得

較無興趣，特別是其中訪談者對於體育科目有較佳表現的男性學習者，對於本次

美感實驗課程的表現卻顯得較弱（訪 C1N38-20200109、訪 C6N30-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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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高學習熱忱卻低成就表現的學習者（訪 C3N37-20200109）。 

    檢視整體課程，仍以比例、色彩構面的｢衣冠楚楚｣單元對學習者較有吸引力

與挑戰性（訪 C5N36-20200109）。部分學習者回覆因色彩構面已於先前的課程中

接觸過，表現出較低的學習意願，以及無法針對配色表現出相對的感受（訪

C2N31-20200109、訪 C5N36-20200109），對走秀活動的興趣也較低，但仍然可

以參與完成（訪 C1N38-20200109）。整體課程給予有趣到無感不等的評價（訪

C1N38-20200109、訪 C5N36-20200109）。 

    在表現較差的學習者身上，從訪談結果可得知，透過分組競賽、轉換學習場

域、密切地師生互動與安排操作實務，可提升其學習動機與專注力（訪

C5N36-20200109）。課程教學的部分，因為分心而無法專注於構面學習，但只要

能 靜 下 心 來 ， 便 很 容 易 理 解 課 程 內 容 （ 訪 C1N38-20200109 、 訪

C5N36-20200109）。 

    學習者對於課程對生活及未來是否能有正向的影響，無法給予太明確或具體

的回應，但表示如｢衣冠楚楚｣單元對未來生活仍會有些許影響（訪

C1N38-20200109、訪 C2N31-20200110、訪 C3N30-20200109），亦有學習者認為

學習構造、結構構面課程有助於申請航太、土木等工科系（訪 C6N30-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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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一、 研究資料檢證分析 

    根據研究者觀察、夥伴教師回饋、問卷、學習成果及學習者訪談等資料證據，

顯示課程模組學習成效佳，能提升學習者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的能力，並願意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美感。 

    在美感六大構面中，學習者普遍對於色彩構面最熟悉，因為國中視覺藝術課

程有相關的教學單元，已累積先備知能，但在問卷及學習成果表現上，色彩高層

次的技術應用進步幅度小，因此在高中的學習階段，應著重觀察生活中的色彩經

典案例，並累積配色使用的實務經驗，才能增加色彩的敏感度。而構造、結構、

構成等構面等名詞容易產生混淆，學習者對其中的構成構面最陌生，在教學者應

用相關教學策略與練習實務後，構成構面成為所有構面中進步幅度最高者。 

    在美感教學的歷程中，基礎層次的知識與技能學習落差幅度大，教師應活用

生活化的案例或活動任務，使學習者歸納（而非背誦）基本定義，為高層次能力

的學習遷移穩固紮根，才不會導致美感學習的裂斷，如美的原理原則練習不足，

無法使學習者清楚理解「量的秩序」與「質的秩序」分別產生的視覺形式效果，

在構成構面的生活運用就會產生懷疑、難以判斷的感受，動搖實踐的信心。在操

作活動的部分，需注意基本的解說細節，清楚陳述活動流程，期間運用行間行走

等方式理解個別學習者的操作進度，減少學習的落差。結束後進行討論，使學習

者產生後設的理解。  

    課程分別採個人與合作學習的模式進行，分析相關的學習成果達到的等級比

率，個人表現達良好等級以上（含優良）的為 52％、普通等級為 36％，合計達

88％；團體表現達良好等級以上（含優良）的為 59％、普通等級為 23％，合計

達 82％，學習總成果在良好等級上達半數以上，而普通等級以上的則達八成至

九成。就評量標準處於不足等級的學習者，在認知、技能領域皆能具備基礎層次

的能力，但往較高階層次的運用則產生程度不等的落差。課程實施期間，運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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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方式，可增進組員互動、提升學習意願，若有組員領導能力佳、美感能力

出色，則會帶動整組學習表現及成果的正向發展。 

    經由整體問卷數據資料分析，不同性別與學習背景對於美感課程的學習有顯

著差異。男學生前測值高於女性，但後測值呈現相反狀態，進步幅度也以女學生

為佳，但在前導研究中，女性前、後測值皆高於男性，以男性進步幅度大，就現

場的教學者觀察與夥伴教師回饋，女性在學習表現普遍較佳，優秀等級的分布也

較多，推測學習的內容、學習時程的長短，與教學、分組策略等眾多因素，都可

能造成性別在學習歷程上的差異。 

    而曾經學習過美感教育的同學，在前、後測平均值皆高於未曾接觸過美感教

育的學生，而未曾接觸過美感教育的學生進步幅度確較大，在前導及正式研究中

結果一致，可供未來美感課程推廣時參考。 

    以下進一步就三大模組課程進行分析說明： 

（一）課程模組一—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衣） 

    前導研究與正式研究中，課程模組一的問卷呈現大致上相似的測驗數據結果，

學習者對於比例構面的基本定義模糊，透過學習後能有顯著的進步，如以量身計

算身形的任務，使學習者容易歸納出比例的定義；而基礎色彩學知能，如色光、

色料三原色、色彩三要素等，透過問卷與學習單顯示學習者在課程前已具備初步

的概念，但隨著認知層次由簡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掌握度則遞減，如 RunWay 

Show 活動，進階整合色彩、比例構面，應用於生活中的服裝穿搭時，半數學習

者表現僅達普通等級，顯示需要在構面的抽象層次進行較多的實務演練，而具有

家政課服裝學習經驗與關注外貌打扮的同學，則可以流暢地詮釋與展現構面關係

的運用。 

    在生活運用的層面，情意的數值顯示佳，學習者在訪談中亦表示此模組課程

是最能夠實際運用於生活的單元，對未來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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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模組二—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住、行） 

    由於學習者常在生活中聽到構造與結構詞彙的使用，而能簡要賞析生活中的

物件，但卻因為基本定義認知的模糊，容易產生使用上的混淆。經由分組活動的

嘗試與小組討論，可幫助學習者釐清兩者定義，但教師需注意討論歷程造成的學

習差異。 

     課程透過引導下的任務執行，達到理解的目的，如紙飲料提袋製作的任務，

可以幫助學習者認識四大構造形式，與維持力量穩定傳遞的結構概念，對於認知

與技能領域進步顯著，多數分組（65％）學習成果可達良好等級以上，反應高階

層次表現佳的趨勢，同時顯示對於生活中的空間賞析與分析有較高的信心。 

    在生活運用的層面，情意的數值顯示佳，學習者在訪談中亦表示此模組課程

困難度最高、挑戰大，同時印象深刻，對於理工知能的整合運用同樣具有幫助。 

（三）課程模組三—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食） 

    質感構面是學習者結束課程後，後測數值最高者，但相較於其他構面的授課

時數卻最短，僅以食器搭配的活動練習與口頭分享進行評量，導致整體學習落差

最大，由於缺乏構面獨立的學習成果證據及評量資料，應作為日後課程發展補強

之處。 

    構成構面顯示認知領域高階層次表現佳的趨勢，符合學習者訪談反應美的形

式原理要多花時間理解的狀態，但卻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空間構成美學賞析的

表現。構成構面亦為六大構面學習後，進步幅度最大者。綜合構面應用的野餐活

動，在表現成果上，比例分布較為接近，教學者同樣應注意差異化的教學。整體

課程成果表現，與學習者後認認知、生活實踐意願呈現正相關。 

    透過各項資料分析的結果，課程發展與設計可連結生活案例、營造學習情境、

靈活運用教學策略、運用合作學習、增進師生關係，以提升學生美感學習的動機，

增進整體美感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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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課程模組」與「資料分析」之雙向檢核表 

課程模組 

資料分析 

衣冠楚楚 

比例、色彩構面 

輕如鴻毛穩如山 

構造、結構構面 

食在有藝思 

質感、構成構面 

研究者觀察/ 

夥伴教師回饋 

1.以生活為情境的課程

模組設計。 

2.運用提問及層次任務

策略，問題由易至難、

由具體到抽象。 

3.設計完整的學習單。 

4.運用 T 臺營造學習環

境氛圍，學生反應佳。 

5.走秀的服裝準備受住

校等因素影響學習成

果。 

6.需注意差異化教學，如

膚色票調製及走秀旁白

統整部分。 

7.課程善用新媒體輔助

教學。 

8.須注意走秀活動時的

班級管理，壁免音量過

大。 

9.服裝主題無明顯性別

差異上的喜好表現。 

1.以生活為情境的課程

模組設計。 

2.運用提問及層次任務

策略，問題由易至難、

由具體到抽象。 

3.採用開方式學習單。 

4.轉換授課場地至操

場，學生反應佳。 

5.材料統一準備容易取

得之紙材、瓦楞板。 

6.需注意差異化教學，如

椅凳平面草圖到立體構

造的轉化階段。 

7.課程善用新媒體輔助

教學，並運用分組學習

策略，領導型與設計型

的組員有助於分組進

度，同時須注意其他組

員的參與度。 

8.課程設計須注意任務

難易度，以便時間管

理。 

9.任務設計與計時指

令，可觀察學生之創造

力。 

1.以生活為情境的課程

模組設計。 

2.運用提問及層次任務

策略，問題由易至難、

由具體到抽象。 

3.完整與開放式學習單

併用。 

4. 轉換授課場地至怡

園，學生反應佳。 

5.野餐的食物受住校、零

用錢多寡等因素影響學

習成果。 

6.課程善用新媒體、雲端

資 源 （ 如 ： Google 

Classroom、Facebook 社

群）輔助教學，並運用

分組學習策略，有助於

學生口語表達。 

7.課程善用新媒體輔助

教學，運用流暢。 

8.質感構面教學時間 50

分鐘，時程較短。 

前、後測問卷 

1.授課前色彩構面理解

程度最高、比例構面則

呈現中等。 

2.授課後兩者在認知、技

能、情意領域皆有顯著

進步，而色彩構面相較

其他構面提升幅度最

小。 

3.基礎技能層次標準差

較大，需注意差異化教

1.授課前結構、構造為較

不熟悉的二個構面。 

2.授課後兩者在認知、技

能、情意領域皆有顯著

進步。 

3.基礎技能層次標準差

較大，需注意差異化教

學。 

1.授課前質感構面理解

程度中上，但構成構面

最低。 

2.授課後兩者在認知、技

能、情意領域皆有顯著

進步，而構成構面相較

其他構面提升幅度最

大。 

3.基礎技能層次標準差

較大，需注意差異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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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學。 

學習單/ 

學習成果 

1.採用多元評量形式，內

容包含尋找身體密碼、

基礎色彩學、我的衣色

票學習單及 Run Way 

Show。 

2.設計完整的學習單。 

3.以個人表現為主。 

4.成果表現等級比例：A

（14％）、B（38％）、C

（36％）、D（12％）。 

1.採用多元評量形式，內

容包含飲料提袋設計及

椅凳設計兩項任務。 

2.以小組呈現為主，並作

個人行為觀察。 

3.採用開方式學習單。 

4.成果表現等級比例：A

（14％）、B（51％）、C

（19％）、D（16％）。 

1.採用多元評量形式，內

容包含食器質感搭配體

驗、印花餐墊設計任務

及校園野餐趣專題。 

2.以小組呈現為主，並作

個人行為觀察。 

3.完整與開放式學習單

併用。 

4.成果表現等級比例：A

（24％）、B（29％）、C

（26％）、D（21％）。 

學習者訪談 

1.課程取材生活化，最能

直接運用於生活的主題

設計。 

2.課程成果表現，與學習

者後認認知、生活實踐

意願呈現正相關。 

3.因過往學習經驗、個人

外在樣貌的關注等因

素，喜好呈現兩極。 

4.辨識冷、暖膚色與調製

膚色難度高。 

5.因住校衍生材料準備

問題。 

1.課程取材生活化，可與

建築賞析產生連結。 

2.課程成果表現，與學習

者後認認知、生活實踐

意願呈現正相關。 

3.最困難、挑戰最大、最

喜歡與印象最深的模組

課程。 

4.程度佳的學習者認為

開放式學習單有助於學

習。 

1.課程取材生活化，未來

會注意飲食氛圍的美感

營造。 

2.課程成果表現，與學習

者後認認知、生活實踐

意願呈現正相關。 

3.普遍對課程模組反應

良好。 

4.美的原理原則需要花

時間理解。 

5.因住校、零用錢等因素

衍生小組材料準備問

題。 

 

二、研究資料綜合說明 

（一）符合學習者需求的生活化模組課程 

    根據課程實歷程中的觀察與回饋，與實施後的學習成果、學生訪談，及前、

後測結果相互檢證，學習者對於整體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呈現正面的評價，課程可

以引起學習動機，對於各單元、構面，分別有由難至易的差異感受，但透過課堂

解說、分組討論、操作實務後反應可以理解，並順利產出學習成果。 

    學習者大部分表示構造、結構構面的學習較為困難，因為平常較少此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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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學習經驗，需要將平面的視覺思維轉化為立體的實務創作。在本次實驗課程

中的學習者，均能完成飲料環保提袋實驗，及椅凳的設計製作，體驗物件承重的

功能性，並整合美感思維。含括構造、結構兩大構面的｢輕如鴻毛穩如山｣單元，

為大部分接受訪談學習者認為最具挑戰性、最有趣，或印象深刻的課程單元。 

    比例、色彩、質感及構成構面，呼應前、後測數值，學習者因個人學習先備

知能、興趣等因素，呈現不同難易度的感受，及產生喜好或感受無趣等的行為表

現。學習者對於野餐活動設計興致高昂，表示會使其注意到飲食、生活空間彼此

間的關係，產生美感的意識，同時普遍也認為｢衣冠楚楚｣單元與日常情境最為貼

近，是未來生活中最能實際運用的。美感課程的模組的練習與實作，也為未來特

定升學需求的同學帶來幫助。 

（二）引發學習者在美感學習的顯著進步 

    在課程中使用多元評量的形式，包含口頭問答、學習單及實作評量等形式，

評量結果均達評量指標 D 等級以上，以 B 等級分布最為普遍、其次為 C 等級、

A 等級，而 D 等級人數最少，學習總成果在良好等級上達半數以上，而普通等

級以上的則達八成至九成。 

    對照三大模組課程的前、後測數值，在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皆有顯著進步，

輔以課後學習者訪談資料，顯示願意將課程學習內容的理解，逐步實踐於生活中，

可證明本課程帶來學習者對於美感學習的正向幫助。 

（三）對於教學策略的正向回饋 

    學習素材的部分，教師解說加上投影片案例，有助於學習者理解各個構面。

依據不同的單元，部分學習者表示與生活經驗相關，而顯得興致高昂，希望可以

有更多生活潮流面向的舉例需求。但相對來說，也有學習者反應微調或濃縮講述

的時間，才能有更多技能的體驗活動。透過訪談理解，因為學習者個人的生活經

驗與背景，經由課程中不同構面的體驗，產生更進階學習的想法，也可作為授課

教師引導延伸學習或差異化教學中，學習內容增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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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皆認為實務操作練習的過程，最容易引起學習的興趣，教師講述生動

活潑，並協助對於構面的理解，同時肯定分組學習對於個人學習帶來的助益，包

含人際溝通與互助合作的訓練。學習單的設計使用可幫助知識性的理解，但在操

作實務的面向的學習單，有表現程度佳的學習者認為可以試著採更開放式的設計，

提供更開闊的思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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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文獻資料蒐集探討、美感教育系列實驗課程計畫之研究者參與經驗、

模組課程設計及發展歷程，與研究結果綜合檢證、歸納，對照研究目的與問題提

出研究結論，並針對藝術教育現場深耕的美術教師，提出未來推展美感教育之相

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內涵 

（一）學習目標 

    為培育具備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學習者，連結新課綱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精神，研究比較各項美感計畫之目標與核心價值，課程欲提升學習者的審美感知，

增進美感理解、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產生學習遷移之效，落

實美感於生活展現，讓美感有感。串聯表現、鑑賞、實踐歷程，以基礎能力紮根

作為此階段課程的核心學習目標，包含：1.能理解美感構面意涵，熟悉色彩與造

形應用、形式原理、平面與立體構成原理、2.能運用美感構面知能進行生活美感

賞析，透過藝術概念與美感價值，表達與溝通多元觀點、3.能使用美感構面知能

進行生活中的美感初階改造，展現生活美學，及 4.能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並

以此作為｢美術知能吸收｣、｢視覺文化判讀｣、｢設計思考練習｣與｢美感創造實踐｣

串聯的基本能力，期待學習者進一步經由「審美享受」與｢美感判斷」，由內至外

譜實踐美感生活。 

 

（二）課程內涵  

    在系列的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中，可見美感構面、美感元素構件、美感形式構

件等方式作為美感學習工具的名稱，其中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構成、

質感、色彩、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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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虛實、特異、結構、構造等…，可視為美感視覺識能。這些形式元素在平

面及空間特質下，囊括於色彩、比例、構成、質感、結構、構造等項下討論，具

備簡明、廣泛、抽象、具組織性、跨時空地域、跨文化等特質，為美感課程發展

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透過其作為基礎教學概念，而產生產生橫向

及縱向的學習遷移，經由整體課程佈局，兼顧範圍、順序、連貫、整合與平衡等

課程組織要件，進而延續結合校本課程、特色選修課程，及美術領域加深加廣的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課程，以展現美感課程地圖的樣貌，逐步建構出完整的美

感教育學習網絡。 

 

（三）教材選擇 

    教材選擇參閱國、內外研究美感教育文獻、美感教育課程系列計畫及各項美

感計畫教材、出版品與雲端資源，加上研究學校先前執行過之計畫案例，在基礎

美感知能的學習歷程，以生活化與普遍性作為教材選擇的標準，透過與學習者生

活經驗案例的取用，兼顧美感構面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並兼含認知、技能、情義、

表現、鑑賞、實踐等內容向度，透過「衣冠楚楚」、「輕如鴻毛穩如山」、「食在有

藝思」模組教材，融合食、衣、住、行面向，展現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連結，將學

習帶出教室、走進生活，積極尋求美感課程的精緻化，形成有效教學的循環，建

構美感的課程模組與評量規範，落實美感素養的建立。 

 

（四）教學策略 

    因應學習者背景及能力，運用素養導向教學策略之情境化的課程設計，使學

習者透過｢日常生活案例｣的練習活動，引起學習動機，以｢衣、食、住、行｣面向

切入，系統性理解美感與生活間的關聯，進而理解抽象構面意涵，達到基礎認知

與賞析能力建構。經由｢提問策略｣、｢層次任務｣、｢關鍵案例｣三項教學策略模組

運用，以｢生活案例啟發｣、｢抽象思維練習｣、｢生活運用實踐｣三步驟進行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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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首先以貼近學習者生活情境的時事案例，引起學習興趣與解決問題的動機；

接續以具體案例的聚焦詮釋，理解美感核心概念之涵意後，以此逐漸擴展增加提

問與任務層次的難度，進而有效連結至高階的抽象思維能力；最後再次回歸以生

活場域設定的複合型任務，除考核學習者外，亦為日後學習遷移連結的關鍵。 

    以｢結組課程模式｣建構的三大單元、六大構面教材，彼此相互依承，並依據

學習者需求，靈活調整教學順序。 

 

（五）評量方式 

    在教學歷程裡，同時運用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

評量即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 AAL)、學習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AOL)概念，使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學習狀況，培養和應用自省及反思

的能力。課程中以教學策略的｢層次任務｣作為評量活動的設計，形式包含口頭問

答、小組討論、紙本學習單、雲端資源互動等多元評量形式，作為形成性評量元

素，並分別以服裝走秀、椅凳設計實坐及野餐活動任務，運用實作評量作為課程

總結的學習評估，提供師、生教與學的參考面向，亦作為螺旋形課程發展的重要

證據。 

 

二、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學習成效 

（一）認知領域的提升 

    經由觀察、學習成果、訪談與問卷資料，顯示學生在美感的認知領域有顯著

提升。在課程實施歷程中，教學者透過對學習者的觀察與理解，並觀測學習單的

完成度與課間討論狀態，皆能從模糊的美感認知，逐步進入到可談論美感原理與

並進一步分析。 

    在構面中的認知領域教學，因學生在國中的視覺藝術課有色彩單元學習經驗，

對於基本的記憶、理解層次有較佳的表現，如色彩三要素、類似色、互補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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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色等基礎色彩學知能，但越往應用、分析、評鑑的層次數值卻遞減，顯示對於

色彩進階的整合使用能力較弱，教師可適時增加舉例與色彩練習。而比例、結構、

質感及構成構面的記憶層次數值，教師應清晰說明構面之定義架構，以便為高階

的認知能力遷移打好基礎。 

 

（二）技能領域的提升 

    經由觀察、學習成果、訪談與問卷資料，顯示學生在美感的技能領域有顯著

提升。學習者普遍能透過操作展現美感的技能運用，學習成果達到良好至優秀等

級的數量，在各模組中達五至六成，若整併基礎等級共同計算，則高達八至九成，

其中未有學習者落於 E 等級。 

    在構面中的技能領域教學，顯示基礎技能的操作表現較佳，複雜的高階創作

則較弱，需要較為頻繁的示範與練習，但質感構面的卻呈現相反的狀態。色彩構

面透過教學可以使其高階的創新技能大幅度提升，其他五構面以基本技能的進步

較多。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在技能領域的教學中，應針對操作流程的說明更加詳

盡，或進行分組學習、補救教學，以顧及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習者。 

 

（三）情意領域的提升 

    經由觀察、學習成果、訪談與問卷資料，顯示學生在美感的情意領域有顯著

提升。透過前、後測問卷數據顯示，學習者對於美感的情意領域，原本就抱持較

開放的態度，經由學生課後訪談，課程有助於他們意識到生活中的美感經驗，並

也樂於延續課程內容實踐於日常，傾向比例隨著表現程度佳的學習者而提升，但

亦有學習者學習成就不高，但卻對美感的情意與審美抱持正向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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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階段之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模式 

（一）「構面—模組—地圖(AA-M-M)」的美感課程發展模式 

    透過美感教育文獻回顧、研究者參與計畫之經驗，與本美感課程發展之結果，

歸納出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模式，包含三項次說明： 

1.構面(Aesthetic aspects)： 

    美感教育相關的課程計畫有其發展的重點與核心價值，其中的構面或構件概

念，亦可在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的課程地圖之學習內容部分，找到其時序性的位

置。因此，構面除了成為教學工具外，可視為美感教育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

透過構面的紮根教學，作為所有美感課程學習的基礎。在臺灣美感教育全球在地

化的脈絡下，強調視覺形式美感與跨領域整合的本土特質，構面可作為各項計畫

中的關鍵要素，以此結合文化背景與氛圍，醞釀臺灣獨特的美感教育樣貌。 

2.模組(Module/Move)： 

    模組項次中可見美感教材設計與美感教學策略的流動。透過構面的基礎美感

視覺識能紮根，學習者可產生學習遷移之效，培養往高階美感專業發展的先備能

力，由體驗、賞析進入設計實務領域，並透過美感思維整合其他領域專業能量。

作為美感教學策略的面向，美感教育需精緻化教學的課程發展與評量歷程，透過

層次分明的活動設計、評量模式，檢驗學習目標的達成，建構環環相扣的教學流

程。 

   模組化的美感教學，提供學習階層靈活遞嬗的設計模式，既可點狀微觀，又

可串連起課程全貌的雛型，為不斷運動連結、滾動修正的樣態。 

3.地圖(Map/Mapping)： 

    由美感構面至課程模組的數量與尺度放大，可銜接進入校本課程中的一環，

或是組織成特色課程、基本設計課程，對照學校的發展藍圖，成為搭建美感課程

的關鍵，呼應不同位置的課程層次精神。地圖(map)亦可經由行銷理論解讀為製

圖(mapping)(Lemon & Peter, 2016)，透過標的對象的人物誌(persona)分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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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背景與人格特質，接續確認其發展階段(phases)與接觸點(touchpoints)的預

測，可詮釋為發展模式段與切入課程的手段，透過檢視美感課程與美感學習者的

關係分析，有助於形塑完整美感課程策略運用至地圖路徑。 

    「構面—模組—地圖(AA-M-M)」的美感課程發展三項次模式，透過美感核

心概念的基石樹立，接續進行不同尺度的課程規模組構，透過學生需求、教師專

業、行政協助、學校願景等面向理解，小至單堂點狀教材，變化至帶狀課程實施，

或全面性延伸至學期、學年課程規劃，依照不同的教學階段、教學場域，逐步譜

出美感課程地圖(Aesthetic curriculum map)。 

 

（二）教學模式的轉換 

    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心態調整，移除課室內絕對的主從權力關係，破除以往教

學(teaching)過程中教師的威權角色，取而代之以教學法(pedagogy)作為授課方式，

學習歷程中的題意即活動，在教師的引導下社群中的學生皆可表達意見，並根據

需求採取同文本(Brent Wilson, 2003)，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將美感教學場域由課

堂延伸至生活中。美術教師需持續增能學習以因應未來脈動，從事實務工作者問

題解決的研究，將美感理論與實務通過研究與行動之辯證結合，以研究者對於理

論之興趣、教師對於實務問題的關心、以及藝術家的創作旨趣做整合，讓

A/r/tography 產生相互連結的基礎，身處其中(in-between)、重視實踐，透過深度

對話與理解將教育現象重新意義化。 

 

（三）創造力模式的提升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Santa Barbara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SB)

的創意研究學院(The College of Creative Studies, CCS)的創造性教學行之有年，並

為跨領域教學成功的案例。首任院長於 1967 年針對當時教育的窠臼，改善並開

始實施跨領域的創造性教學，主張移除各學科教育間的障礙、連結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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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養社群意識，培育出許多領域中優秀的研究者。面臨未來公民應該具備的能

力，跨領域的整合與運用勢在必行，落實教師專業學習(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積極參與校內/外、領域內/外發展教師專業共學群體，經由藝

術教育的開放性與包容特質，建構跨領域課程，運用選修、工作坊形式授課，採

取多元評量形式，營造創造力學習環境。 

 

﹙四﹚共好模式的啟動 

    藝術領域學門近年來在政策的帶動下逐漸活絡，而多媒體於教學場域的使用，

透過雲端系統與網頁的建置，開啟美感教育的交流管道。經由社群網站的管理，

打開親師溝通大門，使家長了解美感課程的多樣化與重要性，共同精進美感鑑賞

能力，在進行工作坊與校外參訪活動時，廣邀家長參與並協助擔任活動義工，陪

伴孩子快樂學習、美感增能。美感課程的執行有賴校內行政支援與協助，並且可

邀請校外企業合作及大學端指導，透過專業諮詢，運用計畫金費改善軟硬體設備，

營造優質教學環境，同步與當代文化現象邁進，開啟學生美感視野，迎接跨領域

整合的新世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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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藝術教育之省思 

    法國是世界公認的美感之國，公民從小就於無形中涵養品味。學童從品嘗糖

的味道開始，進而動手操作烹飪，甚至邀請米其林的大師主廚，親自進入校園烹

調美食，讓學生細細體驗美好的味覺感受。法國人為什麼願意慢下腳步，緩緩地

調整呼吸、品嘗咖啡，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其實早已透過教育與生活環境，

將美感因子自然而然的內化在身體中。 

    美感教育為藝術教育中重要的一環，透過適切的課程設計與融入，可以打開

學生與周遭環境的感官。曾任教於現代最重要的兩間藝術/設計學校－包浩斯

(Bauhaus)與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的色彩學大師亞伯斯(Albers)曾提

到：｢一個人若沒有生活，如何談何藝術？｣。他在學校教學過程中，非常注重學

生對世界的身體感知，主張打開五感感受世界，當學生問他對於藝術課程的規劃

時，他的回答是：「打開雙眼吧！」 

    臺灣現今的藝術教育課程規劃，在學科取向藝術教育的架構下，將透過視覺

文化的融入，開啟學生的觀看經驗。在執行美感教育課程之初，檢視以往在中等

學校實施過的視覺藝術/美術課程經驗，思索讓學生體驗純藝術的創造力、美術

鑑賞、美的哲學思潮外，是否還可以使課程與生活中的美感經驗產生更多連結與

火花。 

    研究者曾經在任教的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美術課堂上，與普通班學生交流生

涯規劃，並試著調查未來大學階段有意願往藝術創作、設計領域或建築等學門發

展的學生數量，一個班級普遍來說，約莫只有二至三位同學會持續往相關領域研

修。因此，國小到高中階段實施近十二年的藝術領域課程，在普通班非以培藝術

才能為主要目的前提下，美術老師當為學生打開感受生活之美的雙眼，引導學生

體驗創作之外的美感覺察能力，持續透過思考與選擇，逐步改善並成就我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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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環境。 

 

二、 美感教育之展望 

    在研究歷程告一段落後，透過回顧與省思，針對美感教育課程發展歸結以下

三點，作為在藝術教育現場深耕的美術教師，未來發展的參考建議： 

（一）美的形式有感—美感的發現/試驗/賞析 

    形式有感階段，首重看見並感覺生活周遭美的事物，體會美的事物所能帶來

心理的愉悅感受。透過教學流程的設計，經由美的原理原則之形式討論，與簡單

的實驗操作，嘗試美感驗證，由實踐的歷程整合抽象感知能力，開啟美感生活的

感官之門。 

（二）美的設計實踐—美感的選擇/判斷/創造 

    美感取向之創造性藝術教學(aesthetically oriented creative art teaching)主張提

供經典範例、舉辦講座、團體講評，並運用相關資料及圖表輔助教學，甚至透過

文章閱讀、報告、參訪等形式(Conant，1964)，藉由多元的教學分享，達到品質

的美感取向教學法。因此美的設計實踐階段，可融入基本設計課程，提升對於美

的事物之感知能力、培養美的判斷力與選擇能力，進一步透過專業領域講師研討、

安排參訪活動與移地教學，使學生對臺灣在地的文化創意產生情感認同。經由同

儕合作，運用在地化素材及美感六大構面形式，以設計思考為手段，創作系列視

覺識別作品，由感知逐漸將美感具體呈現，透過物件關係和諧的思考，將美感設

計擴及落實於專業能力的運用。 

（三）美的跨領域思維—美感的整合力/國際移動力 

    美的跨領域思維階段，為基礎及進階課程外的思辨學習，培養學生邏輯組織

與口語表達能力，針對美感議題獨立思考與專題呈現，清晰表達概念與想法，藉

由整合國內博物館資源，結合服務學習，培育導覽志工，加深加廣美感視野。近

年來國際教育活動頻繁，英語力的培養與第二外語選修，美感議題得以透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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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的校園英語新聞(campus news)報導發表，讓臺灣的美感案例透過影音與世界

接軌，更透過國際交換學生入班交流、國際教育旅行參訪活動、視訊跨國交流，

及新媒體藝術展演等形式延伸。學生理解在地美感與價值，結合議題思辨，整合

跨領域素養，放眼國際多元文化中的美感現象，使美感眼界日益遼闊、美感素養

根植心中。 

    研究歷程的結束並非課程執行的終點，而是課程循環發展的開端，透過師生

大量的討論互動，讓學生可以將視角轉換於觀察體悟日常生活之美，改變以往由

上至下的授課模式，並將之落實於美感創作。美感教育的課程，不僅是學生未來

美感素養的養成教育，更提供美術教師專業成長的正向效能，藉由課程的實施與

教學、行政支持，激發起學校內部的創造力氛圍，期待透過課程的發想與執行，

美感能由一個小點開始，經由不斷的學習嘗試與修正，逐漸在學習者的心中茁壯，

看見美、發現美、並實踐美，讓美感在臺灣的土地上深耕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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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專家效度意見及修正結果 

 

修正意見：通過○、部分修正後通過、建議部分課程重編、不適合 

專家意見 

題碼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設計

理念 
○ ○ ○ ○ ○ 

1.應說明教師美感素

養與學習階段的安

排。 

2.教師需注意三項教

案的授課時程。 

補充說明美感教學與

學校美術課、校本課

程及加深加廣課程的

安排關係。 

教學

目標 
○ ○ ○ ○ ○ 

教學

策略 
○ ○ ○ ○ ○ 

教學

活動 
○ ○ ○ ○ ○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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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實驗課程計畫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 

學校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美感通識課程 

預期進班年級 一 班級數 6 

教師姓名 ○○○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10 

教師資格 

■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室內空間設計科、室內設計科、金屬工藝科、美工科、廣告設

計科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博士候選人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 儲備核心 / □ 種子教師 

■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 儲備核心 / □ 種子教師 

■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 儲備核心 / □ 種子教師 

□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 儲備核心 / □ 種子教師 

□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 儲備核心 / □ 種子教師 

■ 不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但曾參與其他美感課程

計畫，如：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計畫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種子教師 

□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質化藝文華美典範學習社

群、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新媒體藝術社群、教育部美術學科中心版畫

社群 

 

3.專長及特質簡述 版畫創作、複合媒材創作、藝術教育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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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 ○○○ 

授課教師 ○○○ 

實施年級 一 

班級數 6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 其他  

學生人數 約200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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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教學環境掃瞄 

學校學科發展及 

學生美感學習 

需求及特色 

本校目前積極尋求美感課程的精緻化，綜整先前計畫執行過之案

例，對應本校學習者背景及能力，運用素養導向教學策略之情境化的

課程設計，使學習者透過｢日常生活案例｣的練習活動，引起學習動機，

進而理解抽象構面意涵。經由｢生活案例啟發｣、｢抽象思維練習｣、｢生

活運用實踐｣三步驟，設定相關的任務操作、問題討論與成果發表，以

｢結組課程模式｣建構三大單元、六大構面教材，彼此相互依承，期望

學習者透過課程產生學習遷移之效，落實美感於生活展現，讓美感有

感。 

    美術教師透過實施過的教案修正、學習者的課堂表現觀察、學習

成果檢視及教學歷程省思，進行課程發展的三角驗證，建立課程的評

量規準，對應素養導向的學習歷程，逐步形成系統性有效教學的循環。 

    經由美術及美感實驗課程，連結校本跨領域必修課程與部定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面對108課綱及校本學生培力的圖像，組織學習者在藝

術領域之能力，經由｢美術知能吸收｣、｢視覺文化判讀｣、｢設計思考練

習｣與｢美感創造實踐｣，通透「審美享受」與｢美感判斷」，由內至外譜

出學生的美感能力藍圖。 

 

 

學校/生 

（SWOT 分析） 

學生優點 
1.學科知識吸收組織能力佳。 

2.校本培力課程建構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學生弱點 
1.升學取向的知識學習。 

2.抽象思維的理解轉化。 

課程機會 
1.藝術專業教學師資。 

2.具備相關藝術教學設備。 

課程威脅 
1.藝能科課程較不被重視。 

2.難以評量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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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校美感願景及學生圖像 

 

 

 

 

 

 

 

 

 

 

 

 

 

 

 

 

 

 

 

 

經由｢美術知能吸收｣、｢視覺文化判讀｣、｢設計思考練習｣與｢美感創造實踐｣ 

通透「審美享受」(Aesthetic enjoyment)與｢美感判斷」(Aesthetic judgement) 

由內至外譜出學生的美感能力藍圖 

培育美意識 

讓美感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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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素養與學習階段的安排 

 

 

    在課程實踐方面，接續2019年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

在普通高中的美術課程中，於四學期分別實施六大構面（比

例、色彩、結構、構造、質感、構成）的模組課程，建立

清潔、整齊的初階美意識，以｢衣、食、住、行｣面向切入，

使學習者系統性理解美感與生活間的關聯，達到基礎認知

與賞析能力建構。 

    配合高一校本培力及在地學的課程，聚焦臺中文化美

感，與他科進行跨領域課程整合，透過學校國際移動力的

學生能力目標，與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的姊妹校共同發

展國際城市學，拓展學生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之美感

及文化視野。 

    在高二部定加深加廣的基本設計選修課程中，以文創

設計與美感涵養為主軸，作為美感進階課程，以專題及問

題解決為導向，運用設計思考等策略，深入並精緻化美感

的教與學，接軌大學端專業術科思維及能力，建立完整美

感素養課程地圖與學習路徑。課程設計展現藝術與生活之

間的連結，將學習帶出教室、走進生活，積極尋求美感課

程的精緻化，形成有效教學的循環，建構美感的課程模組

與評量規範，落實美感素養的建立。 

*本學年度僅以高一學生作為三大單元、六大構面課程實施對象。 

 

 

 

一年級 

上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一年級 

下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二年級 

上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二年級 

下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三年級 

上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三年級 

下學期 

□有感     □美意識  

□工具意義 □環境共

好  

□其他:      （請簡要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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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衣單元、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網美網帥

一次就上手 

□ 無 

課程名稱：衣冠楚楚—比例、色彩構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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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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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具備高一美術課程知能。 

2.理解基礎色彩學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1.淺探美感思維： 

建立學生對於美感共感的認知，理解視覺藝術課程追求個人主觀情感表現的差異。 

2.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①以青少年階段注重的外在服裝作為主題切入，透過制服議題討論激發學生學習動機。②

以｢服裝的比例調整｣、｢膚色與衣著色彩的配置｣發展課程主軸，運用觀察比較與試驗策略，

聚焦討論美感構面。 

③尋求共感並兼具個人差異化特質的綜合練習作結。 

3.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思維，學生經由

觀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

形式的討論銜接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4.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將比例、色彩與生活課題結合，將美感概

念實際落實運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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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  

1.認識自我的身形比例。  

2.理解服裝中的美感元素— 比例（主）、色彩（主）、質感（輔）。  

3.建構符合個人身形的服裝美學。  

4.實踐美感比例/色彩的和諧關係，將美感能力遷移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美感的抽象概念。 

2.比例/色彩的美感要素。 

3.比例/色彩的美感運用。 

1.身形的比例關係。 

2.服裝的比例/色彩關係。 

3.個人整體合宜的比例/色彩關係。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比例變化造成的視覺效果。 

2.基礎色彩學。 

3.比例/色彩運用於服裝合宜的搭配。 

1.綜合色彩與比例的美感判斷力。 

2.整體造型搭配的美感能力。 

3.表達力。 
 

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①建構符合個人身形的服裝美學。 

 ②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搭。 

 ③進階塑造和諧合宜的衣著風格。 

2.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①身形是否可以透過視覺產生修飾的效果？ 

②喜歡的服裝顏色與合宜的服裝顏色相同嗎？為甚麼？ 

③服裝長/短/寬/窄的視覺效果？加入色彩後又會產生甚麼變化？ 

衣冠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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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學習者透過比例與色彩，建立衣服穿搭美感意識，並進一步實踐於生活場域中。 

2.開發比例、色彩與衣著的主題學習手冊。 

3.發展由點到線至面的美感課程模組，接續基礎設計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 

參考書籍： 

方太初，衣飾無憂，三聯，2016 

國教署，美感生活課程計畫手冊 第三階段，國教署，2017 

親子天下，設計思考—從教育開始的破框思維，親子天下，2017 

Josef Albers，色彩互動學，積木，2015 

Kelly Freedman，教導視覺文化：課程、美學及藝術的社會生活，五南，2017 

Kimberly Elam，設計幾何學，積木，2016 

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 

＜美角 I 生活中的每一課＞（https://www.aade.org.tw/） 

＜文華高中美感教育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enhua.visual.art） 

＜文華高中視覺型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 

＜文華高中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選修＞（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2）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1 10/07 

單元名稱 比例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學習者觀察學校制服、臺中國家歌劇院制服等案

例，討論同樣的服飾透過不同的身形，造成不同視覺感受的

原因。 

抽象思維：比例的概念說明。 

生活運用：制服穿著比例的實際量測觀察，如：制服襯衫紮

與不紮、褲子寬版與窄版等變化，造成的視覺心理感受。 

單元名稱 比例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網拍麻豆、偶像明星拍照身型修長的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個人身形比例的量測，理解頭身比例關係。 

生活運用：透過制服穿搭比例的調整，修飾身形比例的視覺

感受。 

2 10/14 

單元名稱 色彩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個人衣櫃色彩檢視紀錄。 

抽象思維：基礎色彩學 1。 

生活運用：觀察個人喜好的色彩與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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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色彩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個人膚色（冷膚色、暖膚色）的觀察紀錄。 

抽象思維：基礎色彩學 2。 

生活運用：個人膚色與衣著色彩產生的視覺和諧搭配練習。 

3 10/21 

單元名稱 比例與色彩的整合練習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分組提出具服裝穿搭美感觀點的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個人身形卡比例、色彩的綜合配置練習。 

生活運用：尋找符合個人比例、膚色搭配的服裝，彰顯優點、

隱藏缺陷，並提示與布料質感的關係。 

單元名稱 Runway Show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分組進行主題 dress code 走秀。 

抽象思維：分組旁白介紹搭配理念。 

生活運用：分組回饋，並討論比例/色彩在服裝外的生活美感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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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不偏不「椅」 

□ 無 

課程名稱：輕如鴻毛穩如山—構造、結構構面(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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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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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具備高一美術課程知能。 

2.理解初步比例、色彩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1.意識美感功能： 

使學習者理解美感與設計功能面向的連結與重要性。 

2.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①進行「力」的團體遊戲與承重實驗，使學生注意到力量的構成與穩定傳遞，體驗力學並逐

步修正。 

②觀察生活環境中的結構/構造運用與其造形，聚焦討論形成美感的因素。 

③結合｢紙結構的承重｣與｢紙構造的接合｣試驗，轉化由人因與美感出發的概念椅凳設計。 

④將結構/構造構面的鑑賞能力，實踐於美感生活。 

3.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思維，學生經由觀

察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4.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將結構、構造與生活課題結合，經由設計體驗活動，將美感鑑賞力運用於生活中，培養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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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  

1.理解物件的組成與力量傳遞的觀察。  

2.賞析美感造形結構/構造。  

3.進行具美感造形的椅凳設計。（結構與整體造形、構造與接合型態）  

4.實踐美感於日常生活中。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結構/構造的定義。 

2.美感結構/構造的要素。 

3.美感結構/構造造形的生活運用。 

1.結構與構造的差異。 

2.舉例說明生活中兼具美感造形與承重功能

的設計。 

3.良好的椅凳設計須具備的條件。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結構/構造的運用原理。 

2.結合力學的造形結構/構造美感。 

3.椅凳設計的要素。 

1.具備美感結構/構造造形的鑑賞力。 

2.具承重功能的椅凳創作。 

3.綜合的美感判斷能力。 

 

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①結構/構造是什麼？生活中哪裡有結構/構造？（記憶+理解） 

 ②具備美感的結構/構造需要哪些條件？ （分析） 

 ③具備美感的座椅設計需要哪些條件？（評鑑） 

2.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①理解結構/構造的基礎涵義。（理解） 

②能注意結構力學的運用，賞析結合視覺形式美感的造形轉化。（組織、內化） 

③能進階運用結構/構造的概念於生活中。（應用、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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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學習者透過結構與構造，意識審美與功能性的連結，及生活運用審美的層次。 

2.開發以學習者觀點出發的結構/構造構面學習手冊。 

3. 建構發現、探索至運用階梯狀的美感主題課程，發展美感教學評量系統。 

參考書籍： 

西川榮明（王靖惠 譯），圖解經典名椅，臺灣東販，2015 

漢寶德，談美感，聯經，2007 

漢寶德等，家具，文化部，2013 

Esiner（郭禎祥、陳碧珠 譯），教育想像力：學校課程、教學的設計與評鑑，洪葉，2008 

Grant Wiggins & Jay McTighe（賴麗珍 譯），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心理，2008 

Kiki Carton（周明佳 譯），Eco Design 瓦楞單品家具，2012 

Mel Byars（設計好生活編輯 譯），經典好椅一百張，尖端，2010 

Paul Jackson（李弘善 譯），設計摺學全書，積木，2017 

教學資源： 

<魯奇的設計思考工具書>（http://www.ceel.me/rookie.html） 

＜美感電子書＞（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 

＜美角 I 生活中的每一課＞（https://www.aade.org.tw/） 

＜文華高中美感教育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enhua.visual.art） 

＜文華高中視覺型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 

＜文華高中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選修＞（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2）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4 11/04 

單元名稱 構造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紙張立正站好」任務的分組體驗遊戲與分享。 

抽象思維：構造概念的說明。 

生活運用：穩定不墜落的「環保杯袋」初階持拿跑步實驗。 

單元名稱 構造構面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飲料店、超商環保杯袋的設計案例觀察。 

抽象思維：紙構造接合的類型—嵌合、彎折、黏貼、栓結。 

生活運用：「環保杯袋」的進階改良設計與分享—美觀與功能

性。 

5 11/11 

單元名稱 結構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紙魔毯」人物載重任務的實驗競賽。 

抽象思維：結構概念的說明。 

生活運用：紙結構的案例分析—流言追追追。(多媒體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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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結構構面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結構/構造美感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觀察。 

抽象思維：結構的美感與力量傳遞。 

生活運用：設計師的一百張經典座椅。 

6 11/18 

單元名稱 不偏不椅1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椅凳的功能與造形案例討論。 

抽象思維：椅凳的力學與美感分析。 

生活運用：椅凳設計。 

單元名稱 不偏不椅2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椅凳實坐測試。 

抽象思維：椅凳設計概念描述與分享回饋。 

生活運用：透過椅凳設計回顧思考與比例、色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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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食色「性」也、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幸福野餐趣 

□ 無 

課程名稱：食在有藝思—質感、構成構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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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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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具備高一美術課程知能。 

2.理解基礎比例、色彩、結構及構造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1.建立美感思維： 

使學習者理解美感與生活的連結，提升學習者美感意識。 

2.建構引導、發展、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①透過觀察學校每日的午餐團膳，比較各國學生的校園飲食文化美感。 

②聚焦｢食物擺放的配置｣與｢容器質感與食物的關係｣的練習，經由桌面上整體的構成關係與質

感配置，連結美感經驗與生活。 

③透過物件使用與擺放的選擇任務，建立審美的思考判斷力，體會合宜的秩序與美的愉悅。 

④籌備野餐活動，由｢食物與食器的配置｣（質感/構成）、｢椅凳的陳設｣（結構/構造）與｢參與

者的服裝｣（比例/色彩）搭配，整合六大美感構面，形塑空間中的美感氛圍。 

3.從抽象概念到具象思考的轉化： 

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進行中循序漸進將抽象練習轉化具象思維，學生經由觀察

試驗建構美感的抽象概念，並以具體形式的討論銜接轉換，印證美感原理。 

4.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整合美感六大構面，與生活課題結合，思考構面與生活間的關聯與其流動的性質，將構面成為

審美的工具，有意識地將美感概念延伸落實運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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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  

1.透過飲食為題理解美感元素—構成、質感。 

2.體現飲食的視覺美學。 

3.實踐美感構成/質感的和諧關係，實踐生活中的美意識。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美感的抽象概念。 

2.構成與視覺原理原則。 

3.質感的意涵。 

1.飲食配置的構成關係。 

2.食器與食物的和諧搭配關係。 

3.飲食美感氛圍的要素。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構成變化造成的視覺形式感受。 

2.質感配置引起視覺、觸覺連動感受。 

3.構成/質感運用於飲食的和諧配置。 

1.綜合構成與質感的美感判斷力。 

2.美感創造力。 

3.美感整合能力。 

 

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①感受飲食過程中五感的體察。 

 ②意識營造和諧合宜的飲食風格。 

 ③由飲食的美學氛圍闊展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面向。 

2.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①盤中食物配置的改變帶來怎麼樣的視覺感受？ 

②食器的選擇會連帶影響食物的視覺感受嗎？ 

③飲食桌面氛圍的改變是否影響進食的情緒？ 

④加入其他構面的思考，又會產生甚麼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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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能將多種物件按照自己的想法，結合不同質地，運用整齊、秩序的和諧配置呈現，透過主、

從、次、附加的安排，將構成與質感概念延伸至生活運用。 

2.開發構成、質感與擺盤餐食的主題學習手冊。 

3. 展由點到線至面的美感課程模組，接續基礎設計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 

參考書籍： 

仲谷正史等人、觸覺不思議、臉譜、2017 

朝倉直巳，藝術．設計的平面構成，北星，1993 

教學資源： 

＜學學臺灣文化色彩＞（http://www.xuexuecolors.com/index.php） 

＜美角 I 生活中的每一課＞（https://www.aade.org.tw/） 

＜文華高中美感教育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enhua.visual.art） 

＜文華高中視覺型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 

＜文華高中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選修＞（http://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2）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7 12/02 

單元名稱 質感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食器恐怖箱的分組觸覺體驗與描述。 

抽象思維：質感的觸覺、視覺感受。 

生活運用：食器與食物和諧搭配的任務比賽。 

單元名稱 構成構面的認識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PTT 版上學校團膳擺盤事件的照片觀察與比較。 

抽象思維：構成的概念。 

生活運用：觀察比較世界各國學生的團膳內容的配置與差異。 

8 12/09 

單元名稱 構成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各種擺盤的類型介紹。 

抽象思維：美的原理原則。 

生活運用：團膳食物在盤子裡面的位置經營練習。 

單元名稱 構成的觀察與試驗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家中用餐環境的觀察。 

抽象思維：成套的搭配概念。 

生活運用：餐巾、食器與食物的搭配練習。 

9 12/16 

單元名稱 構成與質感的整合練習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風靡全球野餐的野餐日及美感元素討論。 

抽象思維：構成、質感與綜整其他四構面的概念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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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運用：野餐的整體氛圍設定、裝盛食物容器的選擇、食

物的擺置方式，結合餐椅與服裝搭配，進行野餐活動構思。 

單元名稱 校園野餐趣 

單元簡述 

生活案例：校園野餐活動。 

抽象思維：器物的選擇、食物的擺置與整體氛圍設計的說明。 

生活運用：野餐活動中構成、質感構面的思考，與綜整六大

構面延伸於生活運用範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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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 

評量部分之前、後測試題 

（專家評定用） 

 

 

 

 

敬愛的教授與教育先進，您好： 

 

    為瞭解高級中學美感教育課程建構與發展，培養國民美感素養，落實美感生活，針對

授課學生進行前、後測，調查蒐集研究所需資料，編擬「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與

評量研究－美感構面前、後測試題」乙份(含三大單元)，並據此敦請 評定試題內容之適

切性。 

    本問卷以高中一年級普通班同學為施測對象，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料與背景」、「構

面概念理解」、「綜合回饋」等三部分，其中「構面概念理解」部分，則依理論再區分為

學生的「認知」、「技能」、「情意」等三個向度；另一併檢附本研究之動機及目的，敬請 卓

參。再次感謝 撥冗惠賜寶貴意見！謹此，敬頌 

 

    時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博士班 

博士候選人 高嘉宏 敬上 

2019年 09 月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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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發展與評量研究 

    臺灣藝術教育思潮深受全球化影響，積極取法其他國家的經驗與理論，同時根據臺灣

當時獨特的政治、社會、文化現象影響，擁有多變的特質。宏觀臺灣視覺藝術教育的發

展，由早期公立學校成立之前歐洲人殖民與清領時期、日治時期(1895-1945)、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1945-1987)至當代藝術教育(1987-2009)，多元的文化交融默默地影響著教育

政策的脈動（郭禎祥、王麗雁，2010）。 

    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於 1912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見」，將美感教育與公民道

德、世界觀同列為教育之宗旨，教育部在 1980年修訂﹤國民中小學加強美育教學實施計

畫﹥，表明美育的功能在於促進德、智、體、群之均衡發展。1980 年代末期，臺灣的藝

術教育者留學後紛紛回國，引進學科取向的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

DBAE)、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簡稱 VCAE)、社區取向藝術教育、

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等思潮注入臺灣，開啟百家爭鳴的時代，研究所課程與專業學刊陸續

問世，並持續影響 2000 年後教育改革與九年一貫教育政策。 

    隨著時間的遞嬗，藝術教育在臺灣越來越受到重視，在 2005 年國家首部「教育政策

白皮書」中，列舉五項推動目標，期望達成「創藝臺灣、美力國民」的願景，除了行政、

師資培育、教學環境、資源分配的目標外，最重要的便是培育開發文化創意產業，具備

美感競爭力的國民素養。時至今日，藝術領域的教育由早期的美術教育，逐漸朝向美感

培育、創造力思考與文化創意產值開發的方向發展。 

    教育部自 2014年起推動「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發展藝術

教育相關子計畫，包含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

發計畫、美感生活課程計畫、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等，開發眾多美感課程及教材，並

接續 2019 年起之「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本研究透過教育部

計畫主持團隊審查三大美感單元教材，實施美感構面之基礎教學，欲提昇學習成功的比

率(success rate)（林進材，2006）與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建構美感課程評量指標，以呼應

2019年上路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培養國民美感素養，實踐美感生活。 

    本測驗主要目的，透過學習者前、後測的問卷量化數據分析，初步分析學習成效，對

照多元評量後的結果，輔以課程成果、觀察法、訪談法等質性資料，進行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理解學生美感學習歷程，期待建構合宜且具備學習成效的課程模組，以做

為課程推廣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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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囊括美感教育六大構面，分別編寫成為三大單元，每單元包含

兩構面，進行為期三周六堂課的學習活動，共計九周十八堂課。在各單元實施前、後進

行問卷施測，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料與背景」、「構面概念理解」、「綜合回饋」等三部

分。 

    第一部分收集授課學生對於美感概念的認識程度；第二部分經由布魯姆 (Bloom, 

Engelhart, Furst, Hill, & Krathwohl, 1956)的三大學習領域理論(Three domains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r learning)作為問卷設計架構，以行為分類法的評量指標作為問卷設計的依據。

於 2001年出版的＜學習、教學與評量分類：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A taxonomy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educational objectives)書中，重新定義

認知目標的知識向度結構，以事實的知識(factual knowledge)、概念的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的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及後設認知的知識(meta-cognitive)，修整

認知領域 (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的架構，並結合技能領域(Simpson, 1972)、

情意領域(Krathwohl, Bloom, Masia, 1973)的分類層次行為。參考 ABCD學習目標撰寫模

式，透過行為主體(audience)、行為(behavior)、行為條件(condition)、行為的程度(degree) 對

應關鍵行為動詞(behavioral verbs)(Heinich, Molenda, & Russell, 1989) （動詞檢索表請參閱

表一），組織問卷題目；第三部分透過文字的質性描述，紀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本研究期望能做為日後美感教育教學的重要基礎，並提供未來高級中學美術教師進行

教學與評量的重要立論依據，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建立美感教育六大構面的教學模組。 

（二）探討美感教育六大構面的教學歷程。 

（三）瞭解美感教育六大構面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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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認知、技能、情意領域動詞檢索表 
領域 層次類型 關鍵動詞 

認知 

Cognitive Domain 

 

(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 

記憶 

Remembering 

Defines, describes, identifies, knows, labels, lists, matches, 

names,outlines, recalls, recognizes, reproduces, selects, states. 

理解 

Understanding 

Comprehends, converts, defends, distinguishes, estimates, 

explains,extends, generalizes, gives an example, infers, interprets, 

paraphrases, predicts, rewrites, summarizes, translates. 

應用 

Applying 

Applies, changes, computes, constructs, demonstrates, 

discovers,manipulates, modifies, operates, predicts, prepares, 

produces, relates,shows, solves, uses. 

分析 

Analysing 

Analyzes, breaks down, compares, contrasts, diagrams, 

deconstructs, differentiates, discriminates, distinguishes, 

identifies, illustrates, infers,outlines, relates, selects, separates. 

評鑑 

Evaluating 

Appraises, compares, concludes, contrasts, criticizes, critiques, 

defends, describes, discriminates, evaluates, explains, interprets, 

justifies, relates, summarizes, supports. 

創造 

Creating 

Categorizes, combines, compiles, composes, creates, devises, 

designs,explains, generates, modifies, organizes, plans, 

rearranges,reconstructs, relates, reorganizes, revises, rewrites, 

summarizes, tells, writes. 

技能 

Psychomotor Domain 

 

(Simpson, 1972) 

知覺 

Perception 

Chooses, describes, detects, differentiates, distinguishes, 

identifies, isolates, relates, selects. 

趨向 

Set 

Begins, displays, explains, moves, proceeds, reacts, shows, states, 

volunteers. 

引導下的反應

Guided Response 

Copies, traces, follows, react, reproduce, responds. 

機械化 

Mechanism 

（basic proficiency） 

Assembles, calibrates, constructs, dismantles, displays, fastens, 

fixes, grinds, heats, manipulates, measures, mends, mixes, 

organizes, sketches. 

複雜的外顯反應

Complex Overt 

Response（expert） 

Assembles, builds, calibrates, constructs, dismantles, displays, 

fastens, fixes, grinds, heats, manipulates, measures, mends, 

mixes, organizes, sketches. 

（註：與機械化行為為相同的動詞，但表現速度更快、更佳、

更正確） 

適應 

Adaption 

Adapts, alters, changes, rearranges, reorganizes, revises, varies. 

創新 

Origination 

Arranges, builds, combines, composes, constructs, creates, 

designs, initiate, makes, originates. 

情意 

Affective Domain 

 

(Krathwohl, Bloom, 

Masia, 1973)  

接受 

Receiving 

Asks, chooses, describes, follows, gives, holds, identifies, locates, 

names, points to, selects, sits, erects, replies, uses. 

反應 

Responding 

Answers, assists, aids, complies, conforms, discusses, greets, 

helps, labels, performs, practices, presents, reads, recites, reports, 

selects, tells, writes. 

評價 

Valuing 

Completes, demonstrates, differentiates, explains, follows, forms, 

initiates, invites, joins, justifies, proposes, reads, reports, selects, 

shares, studies, works. 

組織 

Organizing 

Adheres, alters, arranges, combines, compares, completes, 

defends, explains, formulates, generalizes, identifies, integrates, 

modifies, orders, organizes, prepares, relates, synthesizes. 

內化 

Characterising  

Acts, discriminates, displays, influences, listens, modifies, 

performs, practices, proposes, qualifies, questions, revises, serves, 

solves, verif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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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單元—比例及色彩構面 前、後測問卷 

【專家評定說明】 

 

煩請針對各題項分別進行評定，「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三者擇一勾選。  

針對各題項需要修正之處，煩請直接於文字敘述上或修正意見欄惠予提供意見。  

針對問卷各部分或研究上若有任何綜合性之整體建議，煩請惠賜意見於其他修正意見欄

位中。 

煩請於一週內完成問卷評定，擲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生高嘉宏，再次感謝

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理解程度 

 
01.姓名：_____________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表設計：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03.我曾經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僅用於前測】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知道臺灣目前的美感教育政策。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分辨美感教育與美術教育的差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認為美感教育是重要的。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認為美感對於生活是重要的。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8.我認為美感對於未來的求學有幫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9.我認為美感對於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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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比例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色彩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構造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結構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質感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構成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比例構面與色彩構面概念理解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表設計：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1.比例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能說出比例的定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指出生活中比例的概念。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舉例說明比例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身形比例與服裝比例的關係。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判斷符合比例美感原理的穿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建構適合自己身形比例的穿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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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能察覺比例變化產生的差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想認識身形與服裝比例的關係。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測量自我的身形。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會計算自我的身形比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依據自我身形調整服裝比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根據不同樣式的服裝改變比例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整合比例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會注意生活中的比例關係。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比例變化產生的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比例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整合服裝中的和諧比例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會實踐比例的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色彩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知道色彩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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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解釋色彩影響的心理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舉例說明色彩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膚色與服裝色彩的關係。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判斷符合色彩美感原理的整體造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建構適合自我膚色的顏色穿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能察覺色彩變化產生的差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想認識膚色與服裝色彩的關係。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辨識膚色的調性。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會歸納自我服裝的色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依據自我膚色搭配和諧的服裝色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根據不同樣式的服裝改變色彩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整合色彩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會注意生活中的色彩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顏色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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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色彩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整合服裝中的和諧色彩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會實踐色彩的美感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其他意見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衣單元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評定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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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行單元—構造及結構構面 前、後測問卷 

【專家評定說明】 

 

煩請針對各題項分別進行評定，「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三者擇一勾選。  

針對各題項需要修正之處，煩請直接於文字敘述上或修正意見欄惠予提供意見。  

針對問卷各部分或研究上若有任何綜合性之整體建議，煩請惠賜意見於其他修正意見欄

位中。 

煩請於一週內完成問卷評定，擲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生高嘉宏，再次感謝

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 

 
01.姓名：_____________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結構構面與構造構面概念理解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表設計：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1.構造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可以定義構造的概念。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分辨結構、構造的差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構造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紙張的四種構造類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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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我可以賞析構造形成的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運用構造四要素創造飲料杯紙提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能察覺構造的組成。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願意嘗試紙構造的相關實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運用紙構造製作飲料杯提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可以強化飲料杯提袋的紙構造組成。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融合美感進行飲料杯紙提袋設計。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根據不同的飲料杯型改變紙提袋設計。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創造獨一無二的飲料杯紙提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會開始注意生活中的構造組成。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構造的視覺感受。 

修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構造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構造的功能性與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會實踐構造的美感賞析於日常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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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知道結構的定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解釋形成結構的必要條件。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舉例說明結構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紙結構的穩定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賞析紙結構造形的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創造符合美感的實驗性紙椅凳。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能察覺結構的力量傳遞。。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願意嘗試紙結構的相關挑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製作出「紙魔毯」的結構裝置。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可以修正「紙魔毯」的結構承受單人的重量。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融合美感進行紙椅凳設計。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根據不同的身形與重量調整紙椅凳設計。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創造獨特的紙椅凳。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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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意識到生活中隨處可見的結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結構帶來的視覺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結構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分析生活中結構的功能與美感造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會實踐結構的美感賞析於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其他意見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行單元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評定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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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單元—質感及構成構面 前、後測問卷 

【專家評定說明】 

 

煩請針對各題項分別進行評定，「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三者擇一勾選。  

針對各題項需要修正之處，煩請直接於文字敘述上或修正意見欄惠予提供意見。  

針對問卷各部分或研究上若有任何綜合性之整體建議，煩請惠賜意見於其他修正意見

欄位中。 

煩請於一週內完成問卷評定，擲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生高嘉宏，再次感

謝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理解程度 

 

01.姓名：_____________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表設計：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03.我曾經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知道臺灣目前的美感教育政策。【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分辨美感教育與美術教育的差異。【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認為美感教育是重要的。【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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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我認為美感對於生活是重要的。【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8.我認為美感對於未來的求學有幫助。【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9.我認為美感對於未來的就業有幫助。【後測增加】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比例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色彩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構造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結構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質感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構成構面的理解程度。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質感構面與構成構面概念理解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表設計：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稍微不同意、4.稍微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 

1.質感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能說出質感的定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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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我能解釋質感是由觸覺與視覺帶來的心理感受連結。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指出生活中不同的材質使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具體分析質感在生活中的功能運用。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賞析不同質感搭配的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搭配不同質感的食器營造美感的用餐氛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能區分實質、模擬與虛構質感的差異。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願意透過觸覺體驗質感的心理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可以流暢表達質感帶來的心理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可以組織分類質感帶來的心理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能根據不同的飲食搭配合宜質感的食器裝盛。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選擇多種食器做良好的關係配置。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運用食器的搭配營造具質感的用餐氛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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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願意多注意活中的質感呈現。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質感的視覺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質感之美。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轉化質感與其他美感構面，運用於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會實踐質感的賞析於日常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構成構面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01.我能陳述構成的定義。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可以分辨「美的原理原則」中不同的表現形式。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能說明日常生活中運用「美的原理原則」的表現案例。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比較對稱的古典美感與均衡的現代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詮釋生活中空間營造的構成美學。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透過野餐活動營造和諧的空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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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01.我注意到不同的構成形式帶來相異的心理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願意嘗試調整生活中的物件排列以符合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能依據「美的原理原則」設計餐巾(墊)。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會挑選合宜的食器搭配餐巾(墊)。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我可以將食器與餐巾(墊)做合宜的擺放配置。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我能兼顧食物、食器與餐巾(墊)的搭配。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7.我能整合食物、食器、椅凳與服裝進行具備美感的野餐活動。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願意多關注生活中的構成形式。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我能與人討論構成的視覺感受。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我會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構成美感。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我能整合構成與其他美感構面，運用於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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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我會實踐構成的美感於日常生活中。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其他意見 

 

 

 

 

修正意見：□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適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單元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評定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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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問卷專家效度評量表 

修正意見：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一、衣單元—比例及色彩構面 前、後測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熟悉程度 

專家意見 

題碼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問題與研究無交集。 刪除。 

05 ○ ○ ○ ○  問題與研究無交集。 刪除。 

06 ○ ○ ○ ○  建議刪除。 刪除。 

07 ○ ○ ○ ○ ○   

08 ○ △ ○ ○ △ 語意修正。 …對於｢我｣未來…。 

09 ○ △ ○ ○ △ 語意修正。 …對於｢我｣未來…。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第二部分：比例構面與色彩構面概念理解 

（一）比例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語意修正。 …比例的「實例」。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1.建構一詞改以學生

較易理解的詞彙。 

2.題意與技能領域相

似，建議刪除。 

刪除。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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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1.語意偏向情意領

域，建議刪除。 

2.建議刪除。 

刪除。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07 ○ ○ ○ ○ ○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語意修正。 我會「感受到」…。 

02 ○ ○ ○ ○ ○   

03 ○ ○ ○ ○ ○   

04 ○     

1.語意偏向技能領

域。 

2.語意修正。 

…依據服裝中的和諧

比例做搭配。 

05 ○  ○ ○  
語意修正。 …運用比例的美感原

理…。 

 

（二）色彩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語意修正。 …三要素「為何」。 

02 ○  ○ ○ ○ 語意修正。 …「如何」影響…。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1.建構改用通俗詞

彙。 

2.題意與技能領域相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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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建議刪除。 

 

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題 意 偏 向 情 意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03 ○ ○ ○ △ △ 調性一詞太模糊  

04 ○  ○ ○ ○ 
語意修正。 …自己所穿服裝色彩

搭配。 

05 ○ ○ ○ ○ ○   

06 ○  ○ ○  語意修正。 我能「選擇」不同…。 

07 ○ ○ ○ ○ ○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語意修正。 我「感受到」...。 

02 ○  ○ ○ ○ 語意修正。 ...顏色｢帶給人｣...。 

03 ○ ○ ○ ○ ○   

04 ○     

1.題意偏向技能領

域。 

2.語意修正。 

…搭配出具和諧色彩

的服裝。 

05 ○  ○ ○ ○ 
語意修正。 …運用色彩的美感原

理於…。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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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 行單元—構造及結構構面 前、後測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第二部分：構造構面與結構構面概念理解 

（一）構造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語意修正。 …說明構造的定義。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題 意 偏 向 技 能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題 意 偏 向 情 意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07 ○ ○  ○  語意修正。 創造「獨特」的…。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02 ○  ○ ○ ○ 語意修正。 … 構 造 「 帶 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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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3 ○ ○ ○ ○  語意修正。 …構造「與其造型」。 

04 ○ ○ ○ ○ ○   

05 ○  ○ ○ ○ 
 …欣賞日常生活物件

的構造美感原理。 

 

（二）結構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題 意 偏 向 技 能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題 意 偏 向 情 意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03  ○ ○ ○ ○ 語意修正。 我「能」...。 

04   ○ ○ ○ 
語意修正。 我「能」...，「以」承

受...。 

05 ○ ○ ○ ○ ○   

06 ○ ○ ○ ○ ○   

07 ○ ○ ○ ○ ○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語意修正。 我「能」意識...。 

02 ○ ○ ○ ○ ○   

0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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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 ○ ○ ○   

05 ○  ○ ○ ○ 
語意修正。 …欣賞生活中物件的

結構美感。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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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單元—質感及構成構面 前、後測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熟悉程度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問題與研究無交集。 刪除。 

05 ○ ○ ○ ○  問題與研究無交集。 刪除。 

06 ○ ○ ○ ○  建議刪除。 刪除。 

07 ○ ○ ○ ○ ○   

08 ○ △ ○ ○ △ 語意修正。 …對於｢我｣未來…。 

09 ○ △ ○ ○ △ 語意修正。 …對於｢我｣未來…。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第二部分：質感構面與構成構面概念理解 

（一）質感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題 意 偏 向 技 能 領

域，建議刪除。 

 

 

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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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題 意 偏 向 情 意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語意不清。 …做合宜的搭配。 

07 ○ ○ ○ ○ ○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語意修正。 我「會」多注意...。 

02 ○ ○ ○ ○ ○   

03 ○ ○ ○ ○ ○   

04 ○   ○ ○ 語意修正。 ...「結合」...。 

05 ○  ○ ○  
語意修正。 ...欣賞日常生活中物

件的不質感。 

 

（二）構成構面 

1.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題 意 偏 向 技 能 領

域，建議刪除。 

刪除。 

 

2.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題 意 偏 向 情 意 領

域，且語意模糊，建

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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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07 ○  ○ ○ ○ 
語意修正。 我會「搭配合宜的」…

進行具有…。 

 

3.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漏字。 「生」活。 

02 ○  ○ ○ ○ 語意修正。 …｢所帶來｣…。 

03 ○ ○ ○ ○ ○   

04 ○ ○  ○ ○ 偏向技能  

05 ○  ○ ○  
語意修正。 …運用構成的美感原

理於日常生活中。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題號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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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前、後測問卷內容 

衣單元—比例及色彩構面 前、後測問卷 

測驗說明： 

本測驗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與背景」、「比例構面與色彩構面概念理解」、「綜合回

饋」等三部分，其中「比例構面與色彩構面概念理解」部分，則依理論再區分為

學生的「認知」、「技能」、「情意」等三個向度。除「基本資料與背景」的單選題，

與「綜合回饋」的簡答題外，其餘各題均採 6 點量尺設計，請依個人認同的程度

予以勾選。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認識程度 

01.姓名：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03.我曾經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僅用於前測】：□有 □無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4.我認為美感對於生活是重要的。 

05.我認為美感對於我未來的求學有幫助。 

06.我認為美感對於我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低 至 6.非常高） 

07.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比例構面的認識程度。 

08.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色彩構面的認識程度。 

09.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構造構面的認識程度。 

10.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結構構面的認識程度。 

11.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質感構面的認識程度。 

12.還未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前，我對構成構面的認識程度。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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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比例構面與色彩構面概念理解 

一、比例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1.我能說出比例的定義。 

02.我能指出生活中比例的實例。 

03.我能舉例說明比例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04.我能分析身形比例與服裝比例的關係。  

05.我能判斷符合比例美感原理的穿著。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能察覺比例變化產生的差異。 

02.我會測量自我的身形。 

03.我會計算自我的身形比例。 

04.我會依據自我身形調整服裝比例。 

05.我會根據不同樣式的服裝改變比例搭配。 

06.我會整合比例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願意 至 6.非常願意） 

01.我會感受到生活中的比例關係。 

02.我願意與人討論比例變化產生的感受。 

03.我願意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比例美感。 

04.我願意依據服裝中的和諧比例做搭配。。 

05.我願意運用比例的美感跟原理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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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彩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1.我知道色彩三要素為何。 

02.我能解釋色彩如何影響的心理感受。 

03.我能舉例說明色彩在服裝穿搭上的運用。 

04.我能分析膚色與服裝色彩的關係。 

05.我能判斷符合色彩美感原理的整體造型。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能察覺色彩變化產生的差異。 

02.我會辨識膚色的調性。 

03.我會歸納自己所穿服裝的色彩搭配。 

04.我會依據自我膚色搭配和諧的服裝色彩。 

05.我會選擇不同樣式的服裝改變色彩搭配。 

06.我會整合色彩與其他美感構面進行個人服裝搭配。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願意 至 6.非常願意） 

01.我會感受到注意生活中的色彩運用。 

02.我願意與人討論顏色帶給人的心理感受。 

03.我願意與人分享生活中的色彩美感。 

04.我願意搭配出具和諧色彩的服裝。 

05.我願意運用色彩的美感原理於日常生活中的穿著。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以簡答形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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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行單元—構造及結構構面 前、後測問卷 

測驗說明： 

本測驗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與背景」、「構造構面及結構構面概念理解」、「綜合回

饋」等三部分，其中「構造構面及結構構面概念理解」部分，則依理論再區分為

學生的「認知」、「技能」、「情意」等三個向度。除基「基本資料與背景」的單選

題，與「綜合回饋」的簡答題外，其餘各題均採 6 點量尺設計，請依個人認同的

程度予以勾選。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 

01.姓名：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第二部分：結構構面與構造構面概念理解 

一、構造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1.我能說明構造的定義。 

02.我能分辨結構、構造的差異。 

03.我能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構造運用。 

04.我能分析紙張的四種構造類型。 

05.我能賞析構造形成的美感。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能察覺構造的組成。 

02.我會運用紙構造製作飲料杯提袋。 



277 
 

03.我會強化飲料杯提袋的紙構造組成。 

04.我會融合美感進行飲料杯紙提袋設計。 

05.我會根據不同的飲料杯型改變紙提袋設計。 

06.我會創造獨特的飲料杯紙提袋。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願意 至 6.非常願意） 

01.我會開始注意生活中的構造組成。 

02.我樂於與人討論構造帶給人的視覺感受。 

03.我樂於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構造與其造型。 

04.我樂於分析構造的功能性與美感。 

05.我樂於欣賞日常生活物件的構造美感原理。 

 

二、結構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1.我知道結構的定義。 

02.我能解釋形成結構的必要條件。 

03.我能舉例說明結構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04.我能分析紙結構的穩定程度。  

05.我能賞析紙結構造形的美感。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能察覺結構的力量傳遞。。 

02.我能製作出「紙魔毯」的結構裝置。 

03.我能修正「紙魔毯」的結構，以承受單人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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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我能融合美感進行紙椅凳設計。 

05.我能根據不同的身形與重量調整紙椅凳設計。 

06.我能創造獨特的紙椅凳。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願意 至 6.非常願意） 

01.我能意識到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結構。 

02.我樂於與人討論結構帶來的視覺感受。 

03.我樂於與人分享生活中的結構美感。 

04.我樂於分析生活中結構的功能與美感造型。 

05.我樂於欣賞生活物件的結構美感。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以簡答形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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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單元—質感及構成構面 前、後測問卷 

測驗說明： 

本測驗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與背景」、「質感構面及構成構面概念理解」、「綜合回

饋」等三部分，其中「質感構面及構成構面概念理解」部分，則依理論再區分為

學生的「認知」、「技能」、「情意」等三個向度。除基「基本資料與背景」的單選

題，與「綜合回饋」的簡答題外，其餘各題均採 6 點量尺設計，請依個人認同的

程度予以勾選。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與背景、美感構面的認識程度 

01.姓名：_____________ 

02.生理性別：□男 □女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3.我認為美感對於生活是重要的。 

04.我認為美感對於我未來的求學有幫助。 

05.我認為美感對於我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低 至 6.非常高） 

06.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比例構面的認識程度。 

07.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色彩構面的認識程度。 

08.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構造構面的認識程度。 

09.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結構構面的認識程度。 

10.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質感構面的認識程度。 

11.學習美感教育課程後，我對構成構面的認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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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質感構面與構成構面概念理解 

一、質感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01.我能說出質感的定義。 

02.我能解釋質感是由觸覺與視覺帶來的心理感受連結。 

03.我能指出生活中不同的材質使用。 

04.我能具體分析質感在生活中的功能運用。  

05.我能以賞析不同質感搭配的感受。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能區分實質、模擬與虛構質感的差異。 

02.我能流暢表達質感帶來的心理感受。 

03.我能組織分類質感帶來的心理感受。 

04.我能根據不同的飲食搭配合宜質感的食器裝盛。 

05.我能選擇多種食器做良好的關係配置。 

06.我能運用食器的搭配營造具質感的用餐氛圍。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01.我會多注意活中的質感呈現。 

02.我願意與人討論質感的視覺感受。 

03.我願意與人分享生活中的質感之美。 

04.我願意結合質感與其他美感構面，運用於生活中。 

05.我願意欣賞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質感。 

二、構成構面 

（一）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同意 至 6.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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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我能陳述構成的定義。 

02.我能以分辨「美的原理原則」中不同的表現形式。 

03.我能說明日常生活中運用「美的原理原則」的表現案例。 

04.我能比較對稱的古典美感與均衡的現代美感。 

05.我能以詮釋生活中空間營造的構成美學。 

（二）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符合 至 6.非常符合） 

01.我注意到不同的構成形式帶來相異的心理感受。 

02.我會依據「美的原理原則」設計餐巾（墊）。 

03.我會挑選合宜的食器搭配餐巾（墊）。 

04.我會將食器與餐巾（墊）做合宜的擺放配置。 

05.我會兼顧食物、食器與餐巾（墊）的搭配。 

06.我會搭配合宜的食物、食器、椅凳與服裝，進行具有美感的野餐活動。 

（三）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下各題均採六點量尺設計：由 1.非常不願意 至 6.非常願意） 

01.我會多關注生活中的構成形式。 

02.我樂於與人討論構成所帶來的視覺感受。 

03.我樂於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構成美感。 

04.我樂於整合構成與其他美感構面，運用於生活中。 

05.我樂於運用構成的美感原理於日常生活中。 

 

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以簡答形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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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訪談問題專家效度評量表 

修正意見：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專家意見 

題碼 

編號/修正意見 
建議 修正後結果 

A B C D E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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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學習單 

比例構面—尋找身體密碼 

 

 

 

 

 

 

 

 

 

 

 

 

 

 

 

 

 

 

 

 

 

 

 

               身形比例                             制服      班服/外出服 

【記錄步驟】 

1.以 2 至 3 人為一小組，運用皮尺/捲尺量測上、下身長，並計算出身形比例，記

錄於左側人型。 

2.觀察個人制服、體育服、班服或外出服樣貌，分別描繪於右側人體並上色。透

過量測，分別計算不同服裝呈現出視覺上的比例變化。 

【觀察討論】 

1.身形比例與服裝比例是否相同？ 

2.調整一下服裝的腰線位置，視覺上比例是否出現改變？ 

3.加入色彩變化，又會產生什麼視覺上的改變？ 

4.與組員相互討論比較，找出最舒適合宜的比例/色彩搭配。 

cm 

cm 

cm 

cm 

cm 

cm 

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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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構面－基礎色彩學 

【三原色】 

色光三原色：______、______、______ 

混合會變成白色，投影機、電視、電影都是根據色光三原色所製成。  

色料三原色：______、______、______ 

混合會變成黑色，繪畫時用三原色就可調出大部分色彩。 

（顏色疊疊樂：拿起色鉛筆，動手塗塗看！） 

 

【色彩三要素】 

__________：色彩的名稱，如紅色、綠色、粉藍色。 

__________：色彩的明暗程度，例如黑灰白。 

__________：色彩的鮮豔程度，例如咖啡色鮮紅色。 

 

【色彩的牛刀小試】 

白雪公主非常注重「美白」保養，所以她水嫩肌膚的明度□高、□低 

白雪公主的華麗禮服，由鮮豔的紅、黃、藍色組成，彩度□高、□低 

壞皇后穿深褐色的斗篷、戴暗紫色的頭巾，出來兜售毒頻果，彩度□高、□低！ 

 

【色彩的心理感受】 

類似色：色環上相鄰約 45 度以內的顏色，給人協調、溫柔的感覺。…… 

對比色：色環上呈 180 度相對的顏色，有強烈與張力的感覺。…………….. 

調合色：__________或__________相近的色彩搭配。 

 

【色彩穿搭術】 

 

 

 

 

 

 

 

 

 

 

 

 

 

茉莉公主最

喜歡夏天和

陽光了，請幫

她穿上可以

感覺輕盈、涼

爽的衣服

吧！ 

常熬夜的灰

姑娘最近胖

了，他又急著

要趕去參加

一個隆重盛

大的晚會，請

幫她的晚禮

服配色吧，讓

她顯得苗條

又高雅！ 

 

 

 

 

 

（圖略） 

 

 

 

 

 

（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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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色彩】 【我的膚色彩】 

【衣櫃裡的色彩分析】 【合宜的服裝配色分析】 

觀察四個象限 

色彩間的關係 

色彩構面－我的衣色票 

 

 

 

 

 

 

 

 

 

 

 

 

 

 

 

 

 

 

 

 

 

 

 

 

 

 

 

 

 

 

 

 

 

 

 

 

我的衣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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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與色彩構面－Runway Show 

 

 

 

 

 

 

 

 

 

 

 

 

 

 

 

 

 

 

 

 

 

 

 

 

 

 

 

 

 

 

 

 

 

 

 

 

【Runway Show 旁白】 

 

比例搭配（衣、褲、裙，寬、窄版，或配件的視覺比例） 

 

 

 

 

 

色彩搭配（膚色、髮色、衣服上下著的色彩搭配與視覺效果） 

 

 

 

 

 

綜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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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構面－美的原理原則 

【點線面的構成關係】 

1.挑選一項美的原理原則，討論其組成要素後繪製。 

2.各組介紹並分享所繪製的形式原理。 

3.依序繪製並記錄，觀察形式原理間的關係。 

 

  

 

 

 

 

 

 

 

_____________     反覆           漸變          律動 

 

 

 

 

 

               比例          對比          均衡          調和          統一 

 

【點線面的生活運用】 

1.透過擺盤練習形式原理的構成方式。 

2.尋找生活中相似的形式原理運用。 

3 上傳 Google Classroom 後分享說明。 

 

 

 

 

 

 

 

 

 

 

 

美的原理原則 

量的秩序 質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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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綜合運用－學習紀錄表 

 

 

 

 

 

 

 

 

 

 

 

 

 

 

 

 

 

 

 

 

 

 

 

 

 

 

 

 

 

 

 

 

 

 

 

 

衣單元 

【衣冠楚楚】 

比例+色彩 

住 行單元 

【輕如鴻毛穩如山】 

結構+構造 

食單元 

【食在有藝思】 

質感+構成 

比例 

色彩 

構造 

結構 

質感 

構成 

野餐活動 

IG 影片+照片 

成果繳交處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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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綜合運用－食在有藝思 學習回饋表(教師評量用) 

項目/等第 

A.可流暢陳述 

搭配案例分析 

及生活運用 

B.具體說明並 

運用案例加以分析 

C.簡要說明並 

舉例 
D.可簡要說明 E.無法說明 

比例      

色彩      

結構      

構造      

質感      

構成      

野餐活動 

整體介紹 
     

*教師針對學生的說明介紹，依據表現在表格內勾選即可。                                                                       

學習歷程紀錄 

老師的鼓勵+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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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0 月 09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衣冠楚楚（一）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009）課程開始在教師的說明下，以手機掃描投影幕 QRcode

進行前測，部分沒有手機同學則使用專科教室共用的筆記型電腦。因初次使用，學生完成前

測的速度落差大，期間提問頻繁，授課教師能耐心回答解決，進行共約 18 分鐘。引導課程

以探尋身形展開，學生興致高昂，並且能依指令完成比例的計算操作、參與討論，班級氣氛

非常熱絡。 

第二節課中，教師選材及舉例合乎青少年關注範疇，有效引起學習動機，並搭配多媒體的使

用，課程進行流暢。由具象至抽象的漸進式提問，讓學生容易理解，並透過口頭問答與小組

分享進行形成性評量活動。整體時間掌握合宜。 

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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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0 月 16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衣冠楚楚（二）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016）基礎色彩學的學習單，採小組討論與電腦檢索的方式

整理完成，因為國中色彩單元的學習經驗，大部分同學能輕易理解，但在色彩視覺效果搭配

的著色部分，部分學習者無法掌握配色要領，教學者應注意適時給予指導。色彩搭配的和諧

關係，運用膚色與衣著色彩的對照案例說明，令人耳目一新，學生透過冷、暖膚色卡進行比

較，經由多種識別方式讓學生理解。第二節課的衣色票主題，透過學習單讓學生以四個象限

的色彩進行觀察，理解「喜好」與「和諧」的搭配關係，運用色票與衣櫃的照片，進行色彩

記錄；以水彩調製個人膚色，但調膚色難度較高，觀察部分學生有挫折感，老師後續輔以影

片說明及群青色的運用提示。因學習單的步驟繁複，學習單需課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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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0 月 23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藝術生活教室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衣冠楚楚（三）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023）教師課前準備走秀用 T 臺與音樂，用心營造教學環

境。課前引導學生進行走秀的主題討論與內容組織，並展示課程評量指標。接著以前兩堂課

程中的案例複習，引導學生透過旁白撰寫，整合個人比例與色彩的服裝穿搭觀點，隨後至各

組進行討論。第一節課為開放討論與準備時間，班級氣氛非常活潑，應注意秩序管控，避免

聲音吵雜。有少數同學顯得彆扭，經教師詢問因為住校等因素來不及準備走秀服飾。第二節

課依抽籤順序進行走秀活動，班級情緒熱絡、尖叫聲不斷，少部分同學略顯羞澀，但都能完

成展示及穿搭的具體說明。因教學者列舉明確評量指標，可以很容易歸納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等第，大部分落於 B 等級。下課前 20 分進行後測，並進行場地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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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1 月 06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司令臺、操場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不偏不「椅」（一）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106）教師課前預先準備紙、美工刀、剪刀、直尺與塑膠杯，

提醒小組長課前拿至司令臺預備。因授課地點改變使學習者感到興奮，可見教學者對於教學

環境營造與學習動機引發的考量。課程開始進行前測，使用手機在 12 分鐘左右完成施測。

接著教師給予各組三道任務題目說明，並加以時間限制。題目間相互鋪陳、難度逐步增加。

因計時及競賽規範，顯現具有創造力的練習特質，學生討論熱烈並積極用運用紙材實驗。第

二節課帶隊回到教室，各小組分享成功或失敗經驗，在教師的引導下，思考各組件的長度、

量體關係，進行二度調整創作，並透過第一節課的操作經驗，口說分享歸納結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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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1 月 13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不偏不「椅」（二）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113）首先回顧上週物件修正後的結構與美感，各小組以簡

短的報告暖身。教學者接續分析紙材的四大構造方式，除關注力學外，特別說明物件接合的

造形，透過多媒體教材與影片，學生能專注於教師的講述。各小組選定一種構造形式，接著

運用 30 分鐘的時間，以兩張西卡紙合力製作可承受單人重量的小型裝置。活動內容安排緊

湊且有層次，教師引導得宜，學生都能專注地於構造實驗，甚至運用下課的時間持續製作。

第二堂課中驗收學習成果，各組派代表至講臺前站上承重裝置，各組驚呼連連。教師分析成

功與失敗組別案例與構造的區別，並導入結構、構造的美感案例，以建築及家俱進行具體說

明與分析作結。觀察學生可體驗力量承重由輕至重的感受，並與美感形式原理產生初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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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不偏不「椅」（三）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120）上課各組發放一張大型瓦楞板，進行椅凳的草圖繪製

與設計。各小組能簡略發展出設計圖，但在拆解轉換平面構造時則產生很大的困難，推測平

常美術課較少練習立體造形。各組進度落差大，與小組的合作風格有關，具領導型、設計型

組員的小組可以較快決策，但部分組員容易產生無事可作的狀況，教師應充分與各小組溝

通，給予差異化的指導。第二節課開始，各組依序格放草圖進行板材裁切，但有小組草圖尚

未定案，顯示進度落差大。因教室空間不夠，教師准予部分小組至走廊製作，此時有同學反

應因裁切造成手部痠痛。授課教師需兼顧各組進度，穿梭於教室各處，較難同時掌握全班學

生操作歷程。因材積較大，椅凳設計於課後持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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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2 月 04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食在有藝思（一）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204）課程前提醒各小組攜帶食物至課堂，教師事先準備各

式材質、尺寸的杯、盤與布料，並於上課後進行前測工作。完成測驗後，讓各組依照帶來的

食物，以直覺挑選盤與杯搭配，經由擺置，各組進行第一輪世界咖啡館的回饋，針對建議仔

細觀察食器的質感與色彩，考量相互間的關係後，進行第二輪加入花布的陳設調整。教師透

過投影片說明質感的定義與各類的運用。第二節課教師運用美的原理原則學習單，同樣以分

組任務方式，讓各組認領一項形式原理，透過學習單繪製、擺盤配置與日常生活運用案例，

記錄後依序上傳 Google Classroom，透過組織整理與傾聽記錄，完成美感形式構成的認識。

食材貫串課程引發學習興致與專注力，透過新媒體的成果報告，為提高效率極佳的分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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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2 月 11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美術教室一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食在有藝思（二）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211）課程以野餐為題開始，小組運用心智圖討論野餐的歷

史與風貌，回顧家中現有素材，思考食物－食器－餐墊的搭配關係，整合先前課程的服裝搭

配及椅凳造形，形成整體的野餐風格。約 25 分鐘後，各小組討論產生初步雛形，教師給予

小組餐墊的設計任務，考量食物、食器的質感、顏色與配置方式，融合美的原理原則進行印

花布製作。 

教師因先前課程執行絹印的耗時經驗，加上教學主軸環扣構成的練習，因此改用容易雕刻的

橡皮塊製作單位型，搭配防水油墨印製。各組可見不同的分工方式，討論與製作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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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活動回饋單 
一、授課日期：108 年 12 月 18 日，第 5-6 節   二、授課地點：怡園 

三、授課教師：○○○                      四、教學科目：美術科 

五、教學年段：一年級                        六、單元名稱：食在有藝思（三） 

項目 內容 

回饋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準備    

及 

活動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     

3.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     

4.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     

5.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     

教學歷程  

及 

評量 

1.善用教學媒體或教具（錄音影設備、電腦、實物…） ○     

2.內容表達清晰、音量適中、避免贅詞及口頭禪 ○     

3.目光環視全班、發問普遍 ○     

4.板書工整清晰   ○   

5.討論、問答等教學法之綜合運用 ○     

6.作業或評量適當 ○     

7.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     

師生互動

及 

學生反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興趣 ○     

2.學生願意參與問題討論 ○     

3.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學習 ○     

4.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     

5.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     

6.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     

班級經營 

1.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專注力 ○     

2.課堂秩序情況與班級常規控制得當 ○     

3.善用獎懲   ○   

課程紀錄與回饋：（夥觀 C3-20191218）學生攜帶各式食材與食器至教室中，依分工任務開始

進行食物的準備與食器的陳設，並運用空檔至藝術生活教室、洗手間進行換裝，並邀請任課

教師參與野餐活動。食材準備差異性大。因每個組員皆有負責工作項目，教室氛圍活絡，授

課教師穿梭其中討論後續佈置事宜。第二節課移至怡園進行，小組陳列好後，依規定拍照上

傳社群軟體，以便後續跨班的討論分享。授課教師為參與教師準備評量指標表單，教師與分

組同學一同野餐，並由同學介紹六大構面的定義與生活美感案例，接續說明運用於野餐的部

分。現場教師皆給予正向回饋與高度評價。下課鐘響前 15 分鐘，開始進行後測與收拾，時

間掌握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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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1N14-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一開始聽到美感課的單元，就覺得｢天啊！這種東西還需要上嗎﹖｣。因為

之前美術課都是畫畫跟捏黏土，感覺很好玩，但這次感覺比較多理論的東西，

但上到最後發現跟生活很相關，理論的部分也很適中，不會無聊。 

    我覺得六大構面操作上都沒有太大的困難，只有構成的美的原理原則比較

難分辨，而且做椅子很好玩，做完很有成就感，期間我剪了很多六邊形，手很

痛但是很滿意，算是其中難度比較高的。 

    課程上面講解很仔細，而且概念都有講很多次，像冷、暖膚色識別，用金、

銀飾品就很容易分辨，比例用衣服紮不紮當案例也很容易理解。結構、構造一

開始有點混淆，但後來看很多例子就清楚了，可能是之前沒接觸過，所以難度

比較高。三大單元我覺得服裝設計比較困難，因為拖到最後一天才討論，衣服

選擇也沒很多，所以整體來說我們這組的走秀沒有很統一。但最後野餐的單元

很好玩，因為整合全部構面，加上邀請其他老師當野餐嘉賓，向老師介紹我們

運用的構面外，還可以邊吃東西很有趣。 

    整體課程來說很充實，沒有甚麼需要調整的，但建議實作的時間可以加

長，因為有時候透過實作才會知道問題所在。我很喜歡看到之前學長姐的實作

範例，因為會挑起我的創作跟戰鬥力。有時候覺得寫學習單很頭痛，我比較喜

歡較為開放式的學習單，因為比較能天馬行空，但是對於知識性的學習，不得

不說學習單還是很有幫助。整體來說對於生活都有幫助，例如構造，在平常生

活都會跟爸爸討論課程教到的東西，延伸到傢俱以及建築的觀察，對於生活上

的審美有很多的幫助。 

訪談者  

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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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5N03-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對地理很有興趣，對自然科沒有什麼興趣，對地理的興趣可能是要畫地

圖吧！（笑） 

    我覺得高中的課程比國中更有主題，不會一週完成一樣作品，反而會連續

好幾週，跟以往美術課程不一樣，感覺蠻好的，很多元，而且會意想不到原來

還可以這樣練習或實作。 

    食物擺盤應該是所有裡面最簡單，大家帶的東西都不一樣，沒辦法限制大

家帶的東西，這樣很多元，但受限於經費，可能沒辦法帶更多。老師如果有公

版準備好也很方便，再加入自己的東西也許會更豐富。 

    椅子實作比較難，通常腦中有構造，但很難跟別人說怎麼設計組合，難視

覺化，畫出來有難度，別人可能未必看得懂。透過操作，對於結構、構造的理

解是容易的。 

    我覺得比例、色彩的搭配需要調整，可能是家裡的衣服搭配較少，可能當

初沒注意聽到原來大家也可以交流互換嘗試。課程流程上，時間安排順暢，學

習單分量很適中，並有事先說明，不會造成回家負擔，無太大需要調整的。 

    上完這幾週的美感課，更了解椅子的構造，也會觀察路上行人的衣服穿

搭，感覺不一樣的搭配風格，跟父母親出去買衣服會比較有想法，因為課程中

的介紹做選擇。當然，也會把這些概念運用在生活中思考，比如環境中的顏色

搭配，會讓我多想一想。我覺得這是有趣的美術課，不會只有單純拿筆畫畫。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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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3N10-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非常喜歡自然科系，雖然成績沒有特別突出，但可能就是會有一種執念想

要學，然後對歷史課也蠻有興趣的。 

    國中的課程曾經有關於衣服穿搭的部分，家政課也有相關單元，所以連續兩

週有類似的活動。家政課沒有走秀，但有穿衣服上臺介紹，看你是哪一種類型的

身形，一樣有量身、膚色識別，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沒有美感課講得那麼的仔

細跟專業。美感課有多走秀活動，比較膚色跟畫色票，而且透過走秀活動，大家

會細看，因為對外在好奇，造成大家上課會比較認真。 

    椅子單元有趣，可以發揮想像力拼湊，例如嵌合等構造方式。製作上面一開

始很順利討論，但後來有人否決，但最後又發現有困難，所以又重頭動了一次腦

筋，幸好順利完成。 

    野餐我覺得比較無聊，可能我們這組帶零食，但其他組有搭配外食，所以比

較起來稍微單調一點，所以是材料的關係，讓我覺得過程較沒感覺。但是同單元

的餐墊製作蠻有趣，透過構成去完成排列組合。整體來說，食材、衣服準備有點

麻煩，但對我來說都可以接受，特別是有些女生會非常認真準備。 

    課程讓我對於結構空間，或類似的立體東西更有興趣，最有印象的走秀可以

更認識關於自我的外在，也可以讓自己更加分。我覺得課程中對美感的訓練，可

以讓我未來工作上注重美感細節，椅子的單元會讓我激發很多的創意，不會死板

的按照線性行事。總之，對我來說，野餐跟走秀的部分可以多一點延伸，這些課

程對我生活都很有幫助。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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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1N25-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對地理課程很有興趣，未來有可能走設計相關科系。 

    走秀的部分，因為國中有參加過全年級的比賽，每班都有二十幾個人會上臺

走秀，加上每個班都有需要進行的主題，像我們班就是婚禮風，按照這樣下去分

工，分配當天需要裝扮的任務。這次走秀比較沒有這麼盛大，可能國中主題性比

較強的關係，但這學期美感課程強調很多知識性的細節，除了量身之外還有膚色

票。不過我覺得時間比較短，我們這組前一天才在群組討論，如果小組討論長一

點，準備東西就會充裕一點，但服裝準備對我還說沒有太多的困難。 

    課程中學習的東西蠻充足，有時候美術課不太愛知識性東西，希望手作可以

多一點，但在這次的美感課程可以平衡。 

    我覺得有趣的部分是椅子的結構，以前大多是平面作品，椅子比較是結構性

的東西，難度較高，印象也很深刻。 

    構成、對比以及美的原理原則比較難分辨，因為都很相似，但運用食物擺盤

會比較容易理解。 

課程上完後會有一些裝潢設計的想法，剛好最近家裡在搬家，會想讓房間有

北歐風主題，加上喜歡木頭質感，所以選擇木地板，還有造型裝飾的床板。因為

我不想放桌燈，所以搭配吊燈，特別選擇編織的風格，呼應木頭的質地。 

    我覺得美感課可以影響到相關科系的訓練，對我的未來很有幫助。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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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2N23-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非常喜歡美術，英文、歷史課也很喜歡，但目前還不確定未來想唸的科系，

不過應該都是社會組的科系。 

    美感課程整體還蠻豐富的，其他科目老師有提到以前美術課只有畫畫，但現

在的美術課有很多實作，不會無聊，做的東西也很特別，而且可以運用在生活，

貼近日常，而且有很多日常生活的案例，會讓我在平常生活中注意到。 

    六大構面中我覺得結構是最困難的，做椅子跟杯套，有時候不太知道怎麼把

它做出來，空間感沒有很好，平面轉到立體有難度，但跟理想當中會有落差，但

討論過程中都蠻順利，也能互相幫助完成練習。 

    穿搭單元比較簡單，組員風格都蠻類似，因為平常會注意，準備衣服上也沒

有太大的難度，加上會自己買衣服，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學校制服蠻好看

的，所以整體來說很順利，可以理解。 

    擺盤單元也算簡單，沒有甚麼太大的難度。 

    整體課程不太需要調整微調，但表單的部分可以減少。平常就會閱讀注意相

關的美感文章，加上課程的內容，對於生活中很實用。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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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6N03-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國中美術課講解很少，而且沒有分組，實作跟畫畫比較多，老師很常修改同

學們的作品，但作品通常完成後就放在那邊。現在的美感課多了很多跟生活相關

的案例，解說深入很多，也增加很多立體或實務的操作，需要大家集思廣益一起

完成，而且老師比較尊重同學的想法，不會出手干預或直接下去修改。 

    上完美感課之後，現在走在路上有意無意都會注意穿著的風格，搭衣服多思

考，這個色彩是否合適等等；還有路上建築物會聯想到課程中結構、構造的部分。 

    所有的單元都有難度，需要思考的時間。課程當中我覺得冷暖膚色的辨識與

調個人的膚色有難度。小組製作的時候有時候大家難以配合，所以分組作業有時

候難喬到討論的時間，反而自己操作搞不好比較快；做椅子的單元很疲憊，因為

要一直割紙板，可能是我對平面創作比較熟悉，因為我們組別運用黏貼的概念，

一直重複動作，現在回想起來反而想嘗試其他構造的方式。 

    我覺得質感、構成單元的野餐活動，跟比例、色彩單元的走秀非常好玩，特

別是運用構成製作餐墊，並搭配整體服裝呈現，只是最後挑衣服的色彩不一，可

能會有一點難度。 

    未來有機會再上一次的話，椅子製作的時間可以再增加，有關色彩部分可以

多一點，因為我喜歡色彩的搭配，討論的時間也可增加，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把成

品做的更完整。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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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6N04-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國中上美術課唯一的印象就是做勞作，高中比較偏向運用生活中，體驗可

運用在生活中，會想要認真去聽。 

    服裝穿搭的部份，國中的家政課有走秀過，但現在講解比較詳細，課程會更

細緻，跟國中走秀偏向扮裝不一樣。現在出去玩會更注意穿搭，媽媽有講以前都

穿的很隨便，現在終於會穿搭了。 

    野餐我覺得很酷，班上也有試著玩過，課程中實驗餐盤很有趣，下課回到班

上後還用營養午餐做嘗試，擺出高級團膳的感覺。但野餐的過程中有螞蟻，可能

是我們的食材都有甜的食物，場地也許可以移到其他地方。 

    結構、構造偏向物理，感覺比較像物理課會上的東西，會跟力學相關，椅子

單元感覺比較普通，只覺得撐起來的那一刻有成就感、很開心，覺得很驕傲，做

的時候也有跟國中童軍團的知識結合，構造飲料提袋也還好，因為有點難。 

    比例算是最生活化的，也好理解，是其中最簡單的，但大部分都需要思考，

很有挑戰性，而且未來生活中也都可以運用的到。 

    課程部份建議結構、構造可以直接做房子模型，我個人覺得會更有成就感。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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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6N26-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對美術課程很感興趣，因為可以發洩創作的精力，基本上我科目平均表現

都還不錯，未來的目標想賺大錢能維持溫飽！以前美術課的印象，好像都在畫

畫、做黏土，或貼白膠，黏得整個手都是，重點是以前國中課程的美術課常會被

借課。這學期的課程超好玩的，我很喜歡美術課，我沒想到美術課可以這樣上，

是我沒看過覺得很新的內容，我覺得做椅子超讚的，我對我們的椅子很滿意。 

    課程中我覺得對於專有名詞的介紹與記誦比較無聊、困難，很像在記定義，

例如結構、構造，但手作的部份很有趣。最後一個野餐活動因為要介紹到學過的

六大構面，介紹的壓力很大，講話會緊張，但我還是覺得很好玩，很棒的體驗。 

    我覺得課程可分成設計的難跟手作的難，例如我們這組椅子設計很複雜，導

致組裝個也很難。飲料提袋要考慮會不會掉，跟造型是否好看，所以也很困難，

但能做出來的都很棒。 

    我覺得擺盤很重要也很有趣，因為我很喜歡看別人做食物，很喜歡享受食

物，我有想過想繼續學習，所以建議擺盤可以更進階，或是延伸跟家政課結合。 

    美感在生活中設計的部分會有影響，比如說我參與營隊的歷程中，可以立即

跟生活中運用結合。美感的學習對生活非常有影響，比如說改造我家空間，可能

覺得很小，所以希望未來能結合課程知識，統一用簡潔的方式，改造家裡。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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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1N15-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喜歡歷史跟國文課。 

    回想起來，國中比較多手作，老師簡單介紹完之後，同學就直接開始動手，

不會有延伸學習的部分，高中一開始不習慣，有點排斥，因為很多小組分工，有

點困擾，因為我不太愛跟同學說話，但小組分工可以讓大家比較有話題聊，期末

就好一點。美感課程跟國中比較起來介紹較為深入，國中沒有課本跟教材，單純

只有手作。 

     有趣的部分做桌巾，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椅子的構造有點太難了一點，

要先設計出來，再進行實作。實作眼高手低有點困難，但是還是可以完成。課程

都具有挑戰性。 

     課程的部分覺得回饋單也可以少一些，但學習單的部分覺得還不錯，可以

幫助我學習，服裝、食材材料準備對我來說也沒有太多的困難。在 ppt 的案例可

以多增加一點，讓我們可以多看一些，不過目前課程的取材很生活化，會跟生活

產生很大的連結。 

     長遠來說美感教育會讓我們產生影響，因為都是很生活化，例如穿衣服跟

吃東西，讓我們會懂得欣賞生活中的小地方。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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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5N13-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覺得我個性比較理性吧，現階段比較喜歡化學跟生物，還有歷史跟國文

喔！是不是差很多﹖ 

    我覺得美感課跟國中視覺藝術課程差異很大，以往是做一般的勞作。走秀的

部分覺得帶衣服麻煩，特別是早上帶衣服搭公車，但課程內容的確有助於理解色

彩跟比例的概念。我最覺得穿制服這件事，有學生的感受，課堂上的例證可以搭

配課程內容，很貼近生活層面。 

    做椅子挺有趣，同學可以共同討論互相幫忙，可以增溫，完成之後非常有成

就感。我個人覺得野餐還好，準備食物是一件麻煩的是，老師能準備好比較方便，

考量窮學生要花錢的部分。不過想一想，如果老師統一準備食材，可能又會限制

取材。我記得老師有提醒可以以現成食材為主，不要另外花太多錢。這堂課到外

面上課是很新奇的一件事，也感覺很自在。我應該是覺得準備材料很麻煩吧，不

然仔細想想，課程內容上都非常實用，也很好玩。 

    其中我覺得最容易的部分是色彩，因為我國小的時候很喜歡畫畫，但現在幾

乎沒時間塗鴉，所以調膚色對我來說很容易上手，特別是在老師講解過後，辨識

膚色也沒有太大難度。 

    最困難的是構成，因為擺盤擺不好看，也有可能大家帶來材料的關係，我覺

得我們這組搭不太起來，但是跟以往構成的課差很多，也比較有趣，後聽大家介

紹讓我很有印象。我覺得 ppt 解說的部分再增加，可以增加對於構成的認識。 

    我覺得時程上，解說可濃縮，有時候好像太長，比如說介紹服裝的部分，但

是真的蠻有用的；而擺盤可以有更多範例，介紹更多的面向；椅子結構、構造的

介紹剛剛好，但製作時間有點短，可能只有兩節課就要完成的關係。 

    整體來說可以引起我的學習興趣，特別是服裝的部分，像是頭身的比例，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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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穿搭。對未來的生活多少有影響，比如擺盤，會希望吃東西更有氣氛，也想讓

家裡有變化，或對未來約會打扮有加分。結構單元會讓我理解組裝櫃子的原理，

算是對生活實際的運用。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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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3N01-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跟生物。 

    基本上對國中的美術課都沒什麼印象，以前只對顏色練習的部分比較印象深

刻。我覺得美感課跟以往美術課沒有太大差異。六大構面的課程都算容易可以理

解，包含比例、基本色彩學，構造、結構運用到嵌合的概念，最後包含質感、構

成的練習，這兩個算是我比較不熟悉的。但這些單元都還蠻有趣的。 

    我對穿搭色彩的配色最有感覺，因為可以實際使用在我的衣服搭配，我覺得

算是非常實用，其他的部分還好，算是可以順利完成。野餐的部分因為是其他同

學介紹的，因為我比較不敢在很多人前面講話，所以比較陌生一點。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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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1N34-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對英文非常有興趣，還修西班牙文唷！目標哈佛或牛津（笑）。 

    上課的內容都很有印象，像是結構、比例啊等等，我上課都有認真在上喔，

我就說我喜歡美術啊。 

    我覺得課程很棒、很好玩，跟老師互動很多，課程蠻 ok 的。分組學習對我

來說很開心，組員一起完成很開心，比如說野餐、走秀的活動。 

    課程難度可以增加，結構單元也可以延伸做桌子、房子模型，基本上會增加

我的審美觀。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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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3N25-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最喜歡美術，其他科目都還好，之後想念相關科系。我幼稚園就有學畫，

但因為家裡不要太早決定走美術的路，所以一直都沒唸美術班。 

    這學期的美感課跟以往的美術課程差蠻多，我認為的美術課應該都是手作跟

畫畫，以往的課程日常不會運用到，比較不生活化，現在的課程不像傳統的美術

課。現在的課程蠻有趣的，各有各的特色。 

    我覺得這學期最困難的是色彩的部分，因為對色彩比較不敏感，以前在畫圖

也只是憑感覺，透過這些直覺去做調配。 

    最簡單的是結構，沒有碰到太大的問題，就直接動手做，也會有組員負責發

號施令去分配工作，所以可以順利完成。 

    構成印餐墊跟擺盤我覺得比較無聊，因為比較麻煩，需要自己準備材料，我

是住宿生較難準備，但活動本身很好玩！但有時候想想老師好像也沒辦法把所有

的東西都準備好，這樣大家又一樣了。 

    課程時間上完全可以，我覺得沒有甚麼特別需要變化的，因為我還蠻喜歡

的，但對於填問卷比較沒有耐心。我覺得我比較沒辦法跟生活產生連結，但美感

課程對未來應該會有幫助，會讓我思考把這些概念運用到生活上。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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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4N02-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覺得美感課程很好玩，很多個單元都很有趣，但內容對我來說很簡單，不會

太難完成，建議可以再深入多說明，或增加範例，提高難度。 

    對於六大構面，上完課後我都能說明其中的概念。所有練習最難的是椅子的

製作，設計好看又可以坐真的很難，同時要具有實用性；最有趣得是桌巾的構成

設計，搭配食物的擺盤，特別是小組要擺出美的原理原則中指定樣子，覺得很有

趣，包括最後整合的野餐活動，是很完美的 ending。 

    衣服的單元比較無聊，我覺得應該是看學校風氣，不會想特別帶來學校穿，

加上又要另外帶衣服來換，因為平常本身會注意個人的穿搭，但我觀察班上對於

平常較少注重外貌的同學幫助很多。 

    課程中會發學習單，帶領我們一起進行，在上課的時候就完成學習單，這樣

的學習方式很好。課程裡可以找一點大眾化、年輕人喜歡的美感東西多做補充，

例如韓式穿搭、配件、鞋子，生活化的部分再多一點，或是時尚品牌的延伸介紹。 

    課程很多都跟生活有連結，課後可以延續，對於我生活影響很多，會嘗試多

觀察實踐。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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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2N31-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對藝術課比較不行，也不太清楚對其他科目是不是有興趣，唯獨比較能專

注在公民課。現在不能確定之後想唸的科系。可能我個性比較懶，家人也常常唸

我下課後都在滑手機。 

    我覺得這學期的單元很有趣，跟以往的課程不太一樣，也不同於國中單純的

手作課。這學期對於結構跟色彩的單元最有印象，特別是對椅子印象深刻，透過

製作也能對構造比較理解，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接合，也是我認為最有趣的地方。 

    我對顏色單元最不感興趣，可能衣服穿搭對我來說比較有難度，因為我平常

不太會注意這些部分。 

    我覺得六大構面各自都有困難的地方，課程不太需要修正，老師上課也還蠻

清楚的。我覺得學習美感，對於我未來生活可能會產生一些改變 ，比如說穿衣

服的部分，多少會注意到，有一些幫助。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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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1N38-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最喜歡體育課，對其他課程都沒有特別有興趣，這次的美感課課程沒有很

吸引我，除了做椅子的單元外。可能我住宿舍的關係，沒有帶很多衣服來學校，

所以只能用現成球衣來搭配，我也不太理解衣服紮不紮的關係，覺得看順眼就

好，膚色也不太會分辨。 

    我記得椅子、飲料提袋，跟結構、構造有關，因為要支撐東西不能倒掉，好

像跟力學有關，但我不太會分辨兩個的差別，不過有分組比賽的關係，會比較緊

張刺激，比較容易記起來。有時候因為上課沒有很注意聽，所以會搞不太清楚要

做什麼，像是野餐要做什麼﹖我整個都不太清楚。 

    課堂上如果有聽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聽懂，不過現在有些都忘記了！不

過老師我真的覺得你很好玩啦！但是可能我對美術真的沒興趣啦。 

    我覺得課程操作多一點比較好，我比較能花心思在課堂上，好像也比較會專

心。有些如果沒聽到真的就會比較困難，我真的就會想不太出來。 

    美感對於未來生活可能會有一點影響，像是走秀可能對未來生活有點連結，

但我還是不太清楚要怎麼把它們運用在生活中。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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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5N36-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沒有特別喜好的科目，但我覺得這幾堂課非常有趣，因為國中不會接觸這

些，國中都做勞作，有實體的東西，跟畫畫而已。 

    我最有印象的是椅子，還有第一個單元從國家歌劇院的照片討論比例的概

念，但我個人對於構面不太有連結。我覺得構造對我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因為覺

得比較好理解，利用不同的方式把東西組合在一起；其他的單元我覺得經由老師

的解釋都可以理解。所有單元中我對於顏色比較沒有興趣，可能是之前的課程有

接觸過的關係。 

    課程結束後，我覺得我對穿衣服稍微有點認知，雖然可能不是我覺得那麼有

趣的單元，但是我覺得對未來應該多少會有幫助。 

 

訪談者  



317 
 

學生課後訪談紀錄表 

 

 

 

 

 

 

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3N30-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所有的科目成績都差不多。 

    整體感覺老師讓我們知道顏色調配搭配，因為平常穿衣服都隨便亂穿，但現

在就會知道服裝顏色的搭配，另外是野餐墊、椅子，因為第一次動手做東西的結

構，所以會理解知道怎麼讓它不會倒下。 

    跟以往課程無太大差異，色彩、結構算是比較熟悉的。困難的部分是結構，

其中包含有空間的概念，需要丈量，小小推算出像三角形等等的形狀，加上紙板

沒辦法凹，會垮下來。基本上組員都會提出意見，其他人一同參與，團體運作順

暢。 

    簡單的部分是衣服色彩搭配，別人可以提供意見，沒有壓力，而且可以自由

發揮，透過老師引導說明，以及學習單，裡面有列出幾大項目，所以算簡單 

    我覺得未來課程多一點時間構思和實作，因為大部分動手時間只有一兩節

課，時間較短。我喜歡跟老師邊閒聊邊討論的方式，還有飲料提袋競賽，有小組

比賽的方式，可以拉到教室外面上課，增加刺激的感覺，提高我的興趣，班級氣

氛活躍，讓我比較敢發表討論，但是我自己覺得老師可能會比較難管理，不過也

算是印象比較深刻的課程，總之實作跟討論時間可以增加，老師說明可以再濃縮。 

    整體課程我覺得衣服的搭配很實用，走秀比較有趣，可以跟日常生活結合，

學習完馬上可以運用，這樣感覺很棒。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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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09 日 

學生姓名 訪 C3N37-20200109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理科比較好，可能個性比較懶，懶得背誦，對商科、會計很有興趣。 

我最喜歡的單元是走秀，因為非常貼近生活，教了很多搭配的方式，加上運

用色彩學之類的作為搭配，我覺得非常實用。在椅子設計的部分覺得比較困難，

可能我對設計不擅長，但我覺得組裝的感覺很好玩，非常有成就感，過程中需要

思考是否完整或承重，可能我對於平面設計轉化到立體覺得很有難度，如果直接

給我很多試驗的厚紙板，對我來說可能比較容易。 

    野餐印花布我覺得比較 boring，小組討論有時候無法完成個人的想法，加上

印的時候有點小烏漬，對於排列組合的結果有點小失望，相較於前面，搭配衣服

跟椅子設計非常有趣，所以覺得比較無聊。 

    以前的課程比較多畫畫，很少實作像生活科技的樣態的創作，國小有做過鐵

絲折模型的作品，國中幾乎都只有畫畫，高中階段就需要動腦筋思考才能完成實

作作品，每個人的成品都不一樣，非常的多元。我個人對設計的部分很堅持，但

偏偏沒有什麼耐心，卻又是完美主義者，所以做不完整的作品就會不想做了，像

是餐墊的製作就是。整體課程中，構成部分可以稍微變化，以其他的方式呈現，

但是運用擺盤的構成練習就很 ok，像我覺得具有美感擺盤的實物我就會很想

吃。衣服穿搭主題是「清新」，有點困難但至少會訓練自己動腦筋，對於自己的

搭配很有信心，反而是食物因為住宿的關係，需要請同學準備。 

    上完美感課程後，加上我平常就會注意鞋子配置，也會多透過影片注意美感

的訊息，還有像是生活週邊餐廳擺盤的精緻度，都會大大提升這些東西的價值。

我覺得外在的美感多少會影響別人的第一印象，所以課程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會

讓我意識到美感跟生活的連結與運用。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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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  號  訪談日期 109 年 01 月 10 日 

學生姓名 訪 C6N30-20200110 

訪談方式 ■當面 □通訊軟體 □紙本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美術教室 ■走廊 

訪談記錄 

    我最喜歡數學，物理成績也很不錯，未來想要唸航太科系。我覺得做椅子的

課程很好玩，需要思考，可以發揮創意，但同時其中的結構也是這些單元中最困

難的，因為我們那組做很久，想辦法維持穩定度，又要有造型。 

    野餐的部分也蠻有趣的，包含餐墊、食器的搭配，考量構成跟質感，但因為

邀請的老師沒來，覺得比較可惜。 

    走秀的部分我覺得困難度不高，記得運用比例跟色彩概念，但覺得大部分組

別呈現比較普通，因為很多旁白都說運用對比，好像差異性不大。 

    我覺得學習美感對生活很有幫助，特別是我對對穿衣服可能比較有概念，很

能跟生活連結運用。其他的單元特別是結構、構造，未來跟想唸的航太、土木工

程科系有相關，所以能運用到。 

訪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