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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景女校舍建築師修澤蘭女士探索本土營建科

技之美教學活動 

吳彥竹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 

 

摘要 

   一個國家政經的發展、社會文化的層次及人們生活的水準，往往

可以從居住城市的建築景觀、公共設施、社區的規畫、鄉村的建設及

整體的交通運輸系統看出端倪。營建科技是探討住宅、商業、公共建

築，以及道路、橋樑等建造物的規畫、建造、設備、管理，及其對社

會環境、人們生活的影響，包括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橋樑工程、

衛生工程、道路工程、建築工程等項目，也就是由單純的〝住〞的需

求，延展到給人們〝行〞的便利與住的品質提昇，不但帶給人們更堅

固、更安全的生活環境，更可展現一國經濟成長的實力，但同時也可

能會帶給環境極大的衝擊及影響，而營建業的興衰更影響著相關產業

的發展，所以向來有「火車頭工業」之稱。  

本教學活動希望帶領學生由瞭解自己學校校園建築物出發，進而

能探索自己所居住城市附近的營建科技之美，旨在希望人類追求〝住〞

與〝行〞的便利與品質同時，讓學生學習營建科技的知識概念並能重

視生態環境，從而培養出營建科技的素養、建立正確使用科技的態度

以及引發對營建科技研究的興趣。   

關鍵字  

校園建築物、本土營建科技之美、修澤蘭建築師 

 

壹、前言 

  營建科技是探討住宅、商業、公共建築，以及道路、橋樑等建造

物的規畫、建造、設備、管理，及其對社會環境、人們生活的影響，

包括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橋樑工程、衛生工程、道路工程、建築

工程等項目，也就是由單純的〝住〞的需求，延展到給人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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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與住的品質提昇，不但帶給人們更堅固、更安全的生活環境，更

可展現一國經濟成長的實力。  

近年來台灣營建科技蓬勃發展，特別是建材創新研發、結構工程、

營建施工以及建造技術都不斷地推陳出新足以傲視國際，營建的產物

更不再侷限於實用性，已逐步朝向美觀、藝術性以及挑戰世界第一的

潮流發展。西元二○○四年底聞名全球的臺北一○一大樓就重新改寫

了世界建築的歷史，特別是國內這些年來更陸續出現了許多知名的建

築師及建築物；因此本教學活動乃希望從校園建築物構造、特色及建

築師的事蹟介紹談起，啟發學生對營建科技的興趣，帶領學生參訪並

探索認識本土營建科技之美，特別希望學生對臺灣本土的建築師及建

築物有更新的認識以及瞭解，從而培養營建科技的素養以及認知。筆

者設計本活動的主旨在於讓學生蒐集資料、分析討論後分組探索走訪

所居住的城市，找出特殊的建築物，並於規定的時效內製作出參訪本

土營建物的簡報檔案，在指定的時間在課堂上發表、介紹各組參訪的

建築物資料，並進行心得經驗分享及討論。  

 

貳、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本教學活動的實施可配合高中 95 年生活科技課程暫行綱要，實施

於高一核心課程讓學生瞭解營建科技之材料、施工方法、流程及其與

生活、環境的關係，也可在高三開設進階課程針對「科技的範疇」中，

選擇開設「營建科技」一學期二學分的課程內容，引導學生學習並探

索本土營建科技與生活的關係、營建科技的發展與趨勢、規劃、施工、

品質安全與環境影響等知識及概念。  

一、單元教學活動目標  

(一 )認知目標：  

1.能夠瞭解營建科技的範疇、造形、材料應用、色澤、結構力 

等，及相關產物的類別。  

2.能夠瞭解本校校園建築物、建築師以及相關營建科技的概念。 

3.能夠瞭解自己居住的本土建築物相關的歷史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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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能目標：  

1.能夠使用數位攝錄影器材或投影機。  

2.能操作電腦利用相關軟體製作簡報進行報告及討論。  

(三 )情意目標：  

1.能藉由分組探索本土營建之美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2.能夠親身體驗營建科技的美學。  

3.能夠欣賞並喜愛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4.能夠提升並強化學生對營建美學的觀察及鑑賞力。  

二、教學活動步驟及流程如下： 

1.教師介紹營建科技相關知識、概念，並利用簡報媒體引導學

生認識本校校園建築物（景美女中）行政大樓、圖書館以及藝

能館建築特色，並針對建築師修澤蘭女士個人資料及相關作品

資料作完整的介紹。  

2.請同學蒐集所居住環境附近的本土建築物資料，帶到課堂上

來討論所欲參訪探索的營建物，並進行分組討論以及工作分配。 

3.請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利用課餘時間，分組一起走訪所居住城

鎮參訪探索的建築物並拍攝相關建物的數位相片。(非自拍圖片

請註明引用的出處 ) 

4.請同學將拍攝的成果及蒐集資料，製作成簡報檔帶到課堂上

來作介紹、報告、心得經驗分享及討論。  

5.教師於學生報告後提出問題討論並進行評量。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分組名單 

班級: 班長: 生科小老師: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參訪

探索

本土

營建

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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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組長         

副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1.分組團體作業請務必每人皆能確實分工，以全組完成參訪本土營

建物後製作的簡報展示來計算成績。 

2.視各班人數及攝影設備的多寡自由分成七到八組皆可。 

3.小組須自行蒐集相關資料訂定參訪探索建物的主題，並自行利用

課餘時間進行走訪探索活動並拍攝照片。 

4.製作完成後繳交並選派代表播放及展演報告；也可納入各組互評

成績比例，遲交或延遲報告的小組將扣全組成績。 

三、設備、材料與資源  

(一 )機具設備：數位相機或一般相機、投影機或幻燈機  

(二 )材料：底片、記憶卡、電池  

(三 )資源：各大書局出版的本土營建物書籍，和網站上介紹營建  

的相關資料，請同學自行搜尋、蒐集、整理並歸納、分析。  

四、評量：  

為鼓勵學生參與以及提高學習意願，可設計小組互評表，並在

評量統計時加入學生分組互評的平均成績比例，以激發小組成員榮

譽心並增加評量的客觀性，評量採計的項目如下所列：  

(一 )知識目標：以簡報檔案進行評分佔成績之 40%。  

(二 )技能目標：拍攝的取景及清晰程度、使用機具設備的能力佔

40%。  

(三 )情意目標：小組團隊合作參與態度和報告過程佔 20%。  

五、相關規定及重點：  

(一 )建築物的範圍不僅是房屋，只要屬於營建的範圍都可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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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參訪及拍攝。  

(二 )在拍攝的過程中，應該盡量蒐集被攝物的相關資料，例如興

建年份、建築師資料、營造團隊、建物的高度、特色、應用材

料、佔地面積、結構工程、相關的歷史等等，資料蒐集越完整

豐富獲得評量的分數將會越高。  

(三 )在拍攝時應該以集體行動為原則並注意安全；必要時可以請

家長從旁協調及協助。  

六、筆者自製本校建築物及修澤蘭建築師介紹資料簡報及相關圖片 

圖 1 景女修澤蘭建築師及活動簡報 圖 2 本校建築物建築師簡報介紹 

圖 3 本校行政大樓造型元素解說 圖 4本校行政大樓構造結構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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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校圖書館造型結構及配置說明 圖 6 本校藝能館造型、結構及配置 

圖 7 修澤蘭建築師的其他建物說明 圖 8 修澤蘭建築師南投中興高中科學館

圖 9 修澤蘭建築師建築物作品列表 圖 10 修澤蘭建築師建築特色評論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六年 三十九卷 第七期 

                                79

圖 11 探索本土營建之美教學活動說明 圖 12 教學活動相關機具設備說明 

七、學生探索本土營建之美簡報成果及圖片 

圖 13 學生參訪探索臺北 101 簡報 圖 14 學生探索二二八紀念碑簡報 

圖 15 學生探索士林官邸簡報 圖 16 學生探索中正紀念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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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學生探索臺大醫院簡報 圖 18 學生探索西門紅樓簡報 

圖 19 學生探索南山中學自強大樓 圖 20 學生探索建中紅樓簡報 

圖 21 學生探索淡水真理大學教堂 圖 22 學生造訪碧潭橋簡報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六年 三十九卷 第七期 

                                81

圖 23 學生探索臺北小巨蛋簡報 圖 24 學生探索臺北美術館簡報 

圖 25 學生參訪探索關渡宮簡報 圖 26 學生探索本土營建之美後留影

八、學生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學習單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活動學習紀錄單 

班級      小組：       姓名：                 

（一） 希望探索本土營建科之美的建築物名稱及相關資料說明： 

                                                                     

                                   

                                                                     

                                   

                                                                     

（二）參訪前所蒐集的資料條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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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望參訪時蒐集到的資料及重點為何： 

                                   

                                   

                               

（四） 小組分工檢核表（擔任該項工作方格打☑）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活動工作檢核表 

座號 姓名 資料收集 建物拍攝 溝通協調 統籌企劃 簡報製作 簡報解說 

        

        

        

        

        

        

        

（五）探索本土營建之美須準備材料清單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探索營建科技之美材料準備清單 

名稱 規格 數量 用途 費用 備註 

      

      

      

      

      

 
（六）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須使用到的設備及軟體清單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生活科技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使用設備軟體清單 

名稱 規格 數量 用途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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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訪探索本土營建物時的流程說明 

                               

                               

                                   

                                     

                                    

（八）探索參訪時以及製作簡報時遭遇到的困難 

                                    

                                    

                                   

（九）如何解決的方式說明 

                                    

                                    

                                   

（十）完成探索本土營建科技之美簡報後的感想及心得 

                                    

                                    

                                   

                                    

                                   

（十一）若是可以重新進行探索參訪本土營建科技之美活動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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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思與建議 

   本教學活動設計從本校（景美女中）校園建築物行政大樓、圖

書館、藝能館，以及建築師修澤蘭女士的個人資料及作品簡介、評

論出發，引導學生學習並探索居家附近營建科技與生活的關係、瞭

解本土營建科技的發展、趨勢、規劃、施工、品質安全與環境等相

關知識及概念，不僅可以激發學生愛校、愛家、愛鄉以及珍惜、重

視自己國家的營建科技技術以及資源，對於培養國家營建科技人才

以及提升國民營建科技的素養亦有極大的貢獻。  

   尤其學生在蒐集、整理、歸納、分析並簡報本土營建科技產物

資料的同時，能透過自身探索造訪營建產物後所獲得的經驗、概念

內化成知識及素養，對於知識建構的方式提供了極大的革新，並提

供同學彼此經驗交流及知識分享的平臺及機會。針對本教學活動的

進行經驗，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省思與建議： 

(一)校園建物的選擇及媒體的製作準備：為求本教學活動能夠順

暢進行無礙，教師須事前針對自己所任教學校校園建築物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及準備，最好針對建築師的個人資料、事蹟、作

品及特色進行調查及資料匯整，特別是如果能自行製作教學簡

報並以範例說明引導學生瞭解活動的進行及概念，將會讓學生

具體瞭解活動進行後的成果及要求，特別有助於教學活動進行

的成效及進度的掌控。 

(二)分組探索本土營建物的參訪規劃：針對學生進行本土營建科

技之美的參訪，應引導學生從有效的資料收集、分類、歸納、

分析、分組、討論、工作分配到實際參訪，須提醒學生就學習

紀錄單的內容作相關的準備（如攝影器材、相關材料及計劃的

擬定），若基於安全考量也可聯絡家長作參訪的相關支援及協

助，並應先調查各組學生現有的數位攝錄影器材，再加以編組

調配讓學生能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相關素材的取得，也可規劃於

學生畢業旅行校外參觀時實施，透過校外參觀的機會讓學生針

對畢旅中所見的建築物進行探索活動，例如本校學生校外參觀

之旅景點如東華大學、天祥飯店、海洋公園等建築物的探索參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六年 三十九卷 第七期 

                                85

訪活動都可彈性納入本教學活動的計劃中。 

(三)強調小組團隊分工的學習精神：在活動的進行必須注意小組

工作量的平均分配，應避免分組活動的進行演變成少數人執行

的作業偏態，在評量考核的項目中從資料的蒐集、籌劃討論、

器材準備、攝影簡報製作以及上臺報告等，都希望能達到小組

確實分工參與、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要求。 

(四 )啟發學生創造思考與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在教學活動的進

行過程中，特別希望讓學生能親身經歷問題解決的程序包括確

認問題（確認探索參訪本土營建物的造型、建材、結構、特色、

行程、企劃、拍攝及簡報展現的風格等）、蒐集資料（透過各

種方式蒐整、歸納及分析所要探索建築物的相關資訊）、構想

發展（進行參訪探索行程規劃及工作分配）、執行製作（小組

實際進行探索參訪活動並解決所遇見的問題，並針對參訪探索

後所得照片及資料製作成簡報檔）、測試與評估（簡報檔案進

行測試或討論改進，並模擬上臺發表報告）等，在整個活動的

歷程教師應從旁輔助、適時提供建議以培養學生主動參與、分

工合作以發揮團隊互助的精神，方能達到高中生活科技課程的

教學目標及精神！ 

 

參、結語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也常以「百聞不如一

見」來提醒學生要增廣見聞及知識，不單是從書本上來吸收知識；現

今社會中強調『學校本位』以及『鄉土教學』的教育概念，筆者乃著

手生活科技課程中營建科技的教學活動設計，從自身任教的校園建築

物關懷、認識及介紹談起，引導學生瞭解自己所就讀學校的建築物材

料、結構、造型、特色及建築師的事蹟、作品、評論，以自製的教學

媒體引領學生進行探索、欣賞本土營建科技之美的教學活動，期盼為

臺灣今日營建科技的國民素養以及營建相關科系人才的培養，注入新

的活力！  

修澤蘭建築師簡報製作參考網站: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六年 三十九卷 第七期 

                                86

1.行政院國科會臺灣建築史 http://www.dm.ncyu.edu.tw/menu/menu.htm 

2.建築師評論

http://www.ad.ntust.edu.tw/grad/think/research91/pp/c/c.files/frame.htm 

3.南投中興高中網站 http:// www.chsh.ntct.edu.tw  

4.台灣當代建築研究網站 http://163.13.140.107/ta/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