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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 繪圖軟體-Google SketchUp 融入生活科技課程

「設計與製作」能力學習活動 

張玉山 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 副教授 

黃國斌 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 研究生 

 

壹、前言 

動手實作(設計與製作)一向是生活科技課程的核心。在許多先進國家的課

程規劃如英國國定課程(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uthority, 

QCDA, 2004)、美國科技素養的標準(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EA, 2007)、澳洲國家中小學統一課程綱要(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ACARA, 2010)，設計與製作皆

被列為中小學科技課程的重點。而我國教育部在 2008 年所頒布的 97 年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100 學年度實施）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

程綱要」，「設計與製作」則列為八個「科學與科技素養」能力要項之一，尤

其能力指標中的「8-3-0-3：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型」、「8-4-0-2：利用口語、

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就是要讓

學生能以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畫面等方式，表達出自己的創意與設計構想。

因此，圖學（製圖與識圖）一直都是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基礎必學教材。 

許多教師在教圖學時，多要求學生以紙筆繪製正投影多視圖、斜視圖、等

角圖的方式，利用幾何模型來練習各種視圖以及尺度標註。然而要在 2D 的平

面上畫出各種不同的立體模型，對部份學生常會造成很大的困難。如果能夠透

過資訊科技的輔助，應該讓學生在繪製與設計立體模型時，提供很大的幫助。 

根據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3D 繪圖軟體不僅廣泛應用在企業界，更適合

在學校教學中來使用，尤其是生活科技課程中的設計圖繪製，使用上更加方

便，作品也更加精美（呂美惠，2010；周立倫，2008；汪殿杰，2008）。因

此，本文將針對電腦輔助繪圖軟體的選擇、操作、及教學應用，加以探討，提

供教師們教學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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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3D 繪圖軟體的比較 

市面上的 3D 繪圖軟體有非常多種，每個軟體也都有個自不同的功能取

向，例如 AutoCAD、Solid Works 較偏向工業設計的軟體；還有 Rhinoceros、

3ds Max 則偏向立體模型軟體。周立倫（2008）指出一個適合於中學生活科技

課程學習即使用的 3D 繪圖軟體，應具備以下九項要件： 

1. 所建構的造形應以「人造物」為主，亦即產品、機械裝置、家具、建築

物等，而非動物、植物等自然造形。 

2. 具備精準的尺寸掌控機制。 

3. 介面及操作方式簡單又直觀，符合一般邏輯和經驗。 

4. 非小型學習軟體，為正式專業版軟體，學生終身都能使用，並且目前的

設計專業人士也在使用。 

5. 應用範圍廣，產品設計、機械設計、工藝設計、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等

行業都能用。 

6. 具中文介面。 

7. 價錢要便宜，最好有免費的全功能試用版。 

8. 提供充分及易懂的自學內容，供學習者自我學習。 

9. 具未來性及發展性。 

在上述各種的電腦軟體之中，Rhinoceros 與 3ds Max 在現行國高中已有許

多實際教學活動應用（汪殿杰，2008；馮天文，2008），AutoCAD 在建築相關

科系中也是一款基礎入門的軟體，考量實際教學上的應用與筆者本身使用的經

驗，本文將 AutoCAD、Rhinoceros、3ds Max 與 Google SketchUp 四套軟體，依

據上述九項要件來評估各項軟體的表現，藉以呈顯出各套軟體之間的優缺點與

適合的教學使用操作。又因為這些軟體均具有中文顯示功能，因此針對八項要

點做比較如下。 

一、所建構的造形應以「人造物」為主，亦即產品、機械裝置、家具、建築物

等，而非動物、植物等自然造形。 

Google SketchUp 目前在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的使用居多，眾所皆知的

Google Earth 的建築物模型就是用這套軟體所製作出來的。我們可以使用這套

軟體來建立 3D 模型，並且傳送給 Google 進行審查，只要通過審查，就可以在

Google Earth 中看到自己所製作的 3D 建築物。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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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建構造型比較 

軟體 主要建構造形 高 中 低 

AutoCAD 工程圖學  V  
Rhinoceros 造形設計 V   

3ds Max 動畫模型設計  V  
Google SketchUp 3D 立體模型設計 V   
 

二、具備精準的尺寸掌控機制。 

在基本的操作中，如果需要建立精密的模型，可以直將依據尺寸輸入，同

時在各種繪圖工具的操作上也能夠自動拉出水平以及齊點，此外，Google 

SketchUp 也有尺規工具，讓學生能夠很簡單的就將設計圖標記上各種尺度。尺

度的單位有分為建築、工程、十進位等格式；可以顯示為公尺、公分、公釐與

英尺、英吋等，精確度可以到達小數點後六位，另外也可以加上不同字型的 3D

或 2D 文字來註記，字型與字體大小一樣也可以做不同的調整。如表 2 所示。 

 

表 2 尺寸掌控比較 

軟體 尺寸掌控 高 中 低 

AutoCAD 直覺建構 or 參數設定  V  
Rhinoceros 直覺建構 or 參數設定  V  

3ds Max 直覺建構 or 參數設定   V 
Google SketchUp 直覺建構 or 參數設定 V   
 
三、介面及操作方式簡單又直觀，符合一般邏輯和經驗。及具中文介面。 

Google SketchUp 具備中文操作介面，畫面呈現的內容即是實體模型的模

樣，透過環繞或平移的方式可從各種角度來檢視模型，鏡頭中的標準檢視也可

以直接看到六個方向的視圖。沒有複雜的參數設定，直接透過繪圖工具來製作

模型，學生在操作上可以跳過從 2D 平面視圖轉變成 3D 立體模型的步驟，有助

於其立體模型的設計與建立，若需要各種視圖，也可直接切換檢視畫面來檢

視。如表 3 所示。 

 

表 3 介面及操作方式比較 

軟體 介面及操作方式 高 中 低 

AutoCAD    V 
Rhinoceros   V  

3ds Max   V  
Google SketchUp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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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小型學習軟體，為正式專業版軟體，學生終身都能使用，並且目前的設

計專業人士也在使用。以及價錢要便宜，最好有免費的全功能試用版。 

目前 Google SketchUp 已經出到 8.0 版本，分為免費版與專業版，專業版在

匯出與匯入各種 3D 及 2D 模型檔案的格式有較多的選擇，若是需要搭配到其他

成型機等專業建模設備的話，專業版才能夠支援到各類檔案的格式，不過經由

實際教學活動的使用之下，免費版的功能其實已經足以讓學生進行各種模型的

設計與製作，並且由一般的列印設備輸出學生的設計圖檔。如表 4 及表 5 所

示。 

 
表 4  軟體專業度比較 

軟體 版本與專業使用 高 中 低 

AutoCAD 
2012 版，工程製

圖。 V   

Rhinoceros 5.0 版，產品設計  V  
3ds Max 2012 版，動畫設計 V   

Google SketchUp 
8.0 版，分免費版跟

專業版，建築設計  V  

 
 

表 5  軟體價錢比較 

軟體 價錢 高 中 低 

AutoCAD US$3,995   V 

Rhinoceros 
專業板 NT$36,900， 
教育授權版

NT$36,900 / 30 機 

 
V 

 

3ds Max US$3,495   V 
Google SketchUp 免費，專業版

US$495 
V   

 

五、應用範圍廣，產品設計、機械設計、工藝設計、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等行

業都能用。以及具未來性及發展性。 

Google SketchUp 目前應用的專業領域非常多，其官方網站上介紹 Google 

SketchUp 除了建築設計之外，在工程、營建、數位娛樂、教育等眾多領域的專

業人士也都在使用 Google SketchUp 來建立各自的設計與構想。再加上以

Google 在各種領域上技術的發展，相信不只是 Google Earth、Google Map，未

來會有更多與 Google SketchUp 能相互應用及支援的軟硬體或應用領域的發

展。如表 6 及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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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應用範圍比較 

軟體 應用範圍 高 中 低 

AutoCAD 工程、機械、建築   V 
Rhinoceros 產品設計、造型設計 V   

3ds Max 動畫遊戲、機械設計  V  
Google SketchUp 建築、室內設計  V  

 
 

表 7  未來發展比較 
軟體 相關專業發展 高 中 低 

AutoCAD 工程製圖  V  
Rhinoceros 產品設計 V   

3ds Max 遊戲、動畫製作  V  

Google SketchUp 
建築與室內設計、

Google Earth 模型 
V 

  

 

六、提供充分及易懂的自學內容，供學習者自我學習。 

在 Google 的頁面上除了可以下載到這套軟體之外，同時 Google 也已經建

立的龐大的模型庫與教學影片，提供使用者可以自由的選取各種操作上的學習

影片，並且使用 Google 所建立的模型庫中各種現有 3D 模型來編輯與設計。如

表 8 所示。 

表 8  自學資源比較 
軟體 自學資源 高 中 低 

AutoCAD    V 
Rhinoceros   V  

3ds Max   V  
Google SketchUp  V   
 

經由以上的介紹與比較，Google SketchUp 相當符合學生學習使用的 3D 繪

圖軟體所需具備的條件，特別是在建構造型的操作上、軟體的費用與中文化的

介面、應用的範圍以及未來在各領域的發展等都具有相當的優勢。此外，學生

離開教室之後，也能夠自由的取得軟體，作更多樣的學習與設計創作，以更有

效地培養學生的設計與製作能力。 

 

參、Google SketchUp 的實際教學應用 

目前除了在專業領域上的使用，許多教師也開始在課程當中加入了 Google 

SketchUp 的教學（王柳鋐，2010；施保成，2010；陳禾凱，2010）。為瞭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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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效果，筆者在中學的生活科技課程內加入 Google SketchUp 軟體應用的

單元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使用 Google SketchUp 的能力之外，同時利用軟體

的各項優點來培養學生在「設計與製作」中不同的能力指標，總計八節課的教

學內容如表 9 所示。 

表 9   Google SketchUp 的教學活動進度 

週

次 
活動內容 

時

間 
備註 

能夠達成的能力指標 

8-3-0-3： 
認識並設計

基本的造型 

8-4-0-1： 
閱讀組合圖

及產品說明

書 

8-4-0-2： 
利用口語影

像、文字與

圖案、繪圖

或實物表達

創意與構想 

第

一

節 

軟體介紹 5 可搭配影片    
軟體下載與安裝教學 8     

基本介面介紹 9     
畫面控制功能介紹 10 平移環繞、

視角切換 
   

學生實際試用軟體 8 

第

二

節 

基本繪圖工具介紹 5 線條、多邊

形、如何輸

入尺寸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8 

推拉縮放工具介紹 5 推拉、移

動、偏移、

比例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8 

簡單立體造型製作 6     
V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8 

第

三

節 

材質貼圖工具介紹 5  顏料

筒、3D 文字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10 
尺寸標記工具介紹 10 捲尺、量角

器、尺寸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15 

第

四

節 

特殊工具介紹 10 拆分、路徑

跟隨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15 
輸出 2D 圖檔 7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8 

第

五

節 

實際物品模型建立 15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15  
輸出 3D 模型檔 5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5  

第

六

節 

校園建築物建立 15  
V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30  

第

七

學生立體模型創意設

計 

35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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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Google Earth 模型上

傳介紹 
10  

  V 

第

八

節 

學生立體模型創意設

計 
45  V V V 

 

根據表 12 八週的活動內容，可分為立體模型的繪製、尺度標記、模型設計

的表面圖裝、3D 模型的匯出四大項。 

 

一、立體模型的繪製 

立體模型的繪製可以培養學生學習到「8-3-0-3：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型」

的能力，透過基本的立體模型繪製之下，學生先是能夠熟悉軟體的操作介面與

基本功能，後續活動的內容也是讓學生以軟體去畫出三視圖或等角圖。先從簡

單的立體幾何模型開始，再到生活中常見的物品等，都可以作為學生練習的模

型（如圖 1 及圖 2）。 

 
圖 1.在 Google SketchUp 中繪製簡單的立體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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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任意切換各個角度視圖的功能 

在繪製立體模型的過程中，學生可以直接跳過從平面視圖形成立體模型的

轉變，透過軟體內的環繞、平移等可以從各個角度去檢視模型、使用簡單的劃

線、幾何圖形、推拉、移動等，進行加上或減掉的操作，就可以輕鬆完成立體

模型的繪製了。 

二、尺度標記 

尺度標記可以讓學生學習如何標記與閱讀設計圖上的各種尺度記號，不過

一些專業的圖學符號對於學生的作品設計也並非必需，學生的創意設計著重的

並不是一張專業的製圖，能夠標示出各部份的尺寸大小或角度就已足夠。 

目前許多傢具、產品都是採用組合式的結構，像是在 IKEA 或是特力屋等

賣場都會販賣許多讓消費者能夠帶回家後自行組裝的產品，在產品裡都會附上

一份組合圖或說明書，上圖的標示也僅是簡單的長度、大小標示，再加上簡單

的文字說明或是圖示，便足以讓消費者去閱讀及理解。因此、在培養學生「8-

4-0-1：閱讀組合圖及產品說明書」能力的時候，不是訓練學生能夠畫出或是閱

讀專業的製圖能力，而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去表達出作品設計圖的內容。Google 

SketchUp 在尺度標記的功能，足以幫助學生來標記各種立體模型的尺度，而在

操作上也是相當簡單且容易的（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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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在 Google SketchUp 中標記立體造型的尺度 

 

三、模型設計的表面塗裝 

Google SketchUp 有一個顏料筒的工具，可以讓使用者在模型的各個面加上

各種顏色、材質的圖案，除了各種顏色可以選擇之外、還可以透過灰階滑桿、

RGB 滑桿、CMYK 滑桿、HSB 滑桿進行調整、改變顏色的灰階、色調、飽和

度、亮度等。除了各種顏色之外，最常被應用的就是可以選擇各式材質的部

份，包括水、木頭、石頭、磚瓦、植物、金屬、草皮、各式屋頂、地面覆蓋、

各式籬笆、地毯、針織品、百葉窗、甚至是半透明的玻璃等可供選擇。進行營

建模型設計時，加上這些表面的表面塗裝，模型看起來也就更加有真實感了。 

學生在進行創意設計時，往往是以自身的經驗來發揮創意，不過大多的同

學對於各種材質的認識並不多，如果一個學生沒有看過磚瓦造型的材料，那這

種元素就很難出現在他的創意構想當中。在 Google SketchUp 裡學生可以自由

去嘗試各種不同的元素，塗裝在立體模型上，來感受不同元素的搭配所產生的

效果，進一步提升學生在「8-4-0-2：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

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時，有能力去使用更多的造型與材質元

素，來表現其創意與構想（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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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Google SketchUp 顏料筒的功能 

 

四、3D 模型的匯出 

Google SketchUp 可以直接將檔案存成 SKP 的格式，也可以將設計的模型

以 2D 或 3D 的模式輸出、在一般的免費版支援 2D 的檔案有 JPG、PNG 以及

TIF 三種格式，3D 的檔案有 COLLADA 檔案的 DAE 與 GOOGLE 地球所使用

的 KMZ 兩種格式。不論是 SKP 或 DAE 的檔案都還是可以通用於其他像是 3ds 

Max 或 Rhino 的軟體之中（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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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Google SketchUp 也可以輸出的 3D 模型檔 

讓學生使用了 Google SketchUp 來進行創意設計的課程時，可以將所創作

的設計圖輸出為 2D 的圖片，圖片中模型的角度也可以自由調整。圖片除了有

基本的立體模型之外，同時也包含了尺度的標記、使用材料的貼圖等資訊。比

起以往必須先學習圖學的製圖、再利用這些製圖的能力去進行設計，直接讓學

生使用 Google SketchUp 透過直覺的構想將模型設計出來，可以解決學生雖有

設計構想，卻因為繪製三視圖、等角圖等製圖能力不佳，而無法將設計構想表

達出來的困難。同時 Google SketchUp 輕易的將設計構想，輸出為通用的檔案

格式，也有助於去分享、瀏覽各種不同的創意與構想，提升學生「8-4-0-2 利用

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的能

力。 

 

五、Google SketchUp 在生活科技實作課程的可能運用方式 

近年來很多學校都有實施「校園建築模型設計」的教學活動，學生設計出

的構想大多都是藉由簡單的冰棒棍、保利龍板、珍珠版等加工容易的材料來製

作出模型。Google SketchUp 是一套很適合用來進行建築物設計、室內設計的軟

體，在繪製建築物的過程當中，學生可以輕易地建立 3D 的立體模型。過去製

作好的建築物模型在學期結束後除了幾個較好的模型被教師保留下來之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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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作品都是拍拍照片就被資源回收掉了。學生如果利用 Google SketchUp 來

繪製校園內的建築物，可以輸出為 3D 的建築模型，傳送給 Google 來進行審

查，還有機會變成 Google Earth 中的立體模型，讓大家都可以在 Google Earth

中看到自己所製作的 3D 建築物。 

 

肆、學生作品表現與教學省思 

筆者在台北市一所中學針對國中七年級的學生為對象，進行為期八節課的

Google SketchUp 教學實驗，歸納出以下的教學結果與發現。 

1. 學生能充份達到圖學單元的立體繪圖教學目標：教學活動的「立體模型

的繪製」、「尺度標記」部份，先是採用實體物品讓學生利用軟體來畫

出等比例的立體模型，同時也讓學生可以熟悉軟體的操作與各個功能的

使用，學生對於使用軟體來繪製立體模型的成效相當良好，直覺式的繪

製方式，大多數的學生很快就能畫出正確的立體模型。 

2. 在視覺的設計變化上，更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模型設計的表面

圖裝」活動上，除了軟體功能的教學之外，也讓學生開始進行創意設計

的活動，利用不同的圖裝，會讓同一造型產生不一樣的視覺效果，這部

份引起學生很大的學習興趣。 

3. 在造形變化設計上，學生較容易有發揮的空間：此次的活動範例利用路

徑跟隨功能所畫出的圓圈，加以設計變成了游泳池中的游泳圈，而學生

藉由不同的圖裝設計，將範例中的游泳圈變成了盤子上的甜甜圈（如圖

6）。 

  
圖 6 在水池中的游泳圈與在盤子上的甜甜圈 

4. 少數技術上的障礙，只需補充說明，就可以幫助學生克服障礙：例如在

使用各種材質的設計功能時，有部份學生遇到顯示不出該材質的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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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通常這種情況是因為模型尺寸的問題，如果尺寸太小，那貼上材

質時，只會顯示很小的一塊，而無法將整個材質的設計完全展示出來。

可以利用比例放大之後，就能夠顯示出來了。此外，少部份同學容易在

軟體操作的模式上遇到困難，例如不知道該功能的位置或如何操作、操

控視窗的畫面跑掉後不知道該如何拉回等情況。對於這類的學生教師的

示範上每一步驟與指令上必須要清楚及明確，必要時，給予提醒即可。 

5. 大多數學生都能學會軟體操作，並用於常見主題的設計表現上：在「3D

模型的匯出」部份，學生大多不知道該畫些什麼好，所以活動過程中，

給予學生生活中常見的傢具，作為設計主題。經過了幾週的軟體教學之

後，多數學生都可以畫出簡單的立體模型設計（如圖 7）。 

  
利用基本的工具來繪製簡單的造型 利用基本的工具來繪製簡單的造型 

圖 7 簡單的立體模型設計 

6. 不管是單一元件的變化或是組合元件的變化，學生可以隨意發揮創意：

在簡單的立體模型設計之外，學生也能夠在立體模型上做出各種不同的

造型（如圖 8）。另外，也有部份學生的設計包含了多個元件，組合出

類似室內傢具設計的模型繪製，包含了桌子、椅子，甚至是其他不同的

家電以及產品等（如圖 9）。 

 
 

 
利用路徑跟隨工具繪製複雜的椅腳 利用路徑跟隨工具繪製複雜的椅腳 

圖 8  不同造形設計的椅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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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傢俱設計 室內傢俱設計 

圖 9  包含多種模型的組合設計 

本文將 Google SketchUp 繪圖軟體應用設計與製作的圖學教學單元中，除

了改變過去利用紙筆繪圖的方式，更讓學生能夠利用 Google SketchUp 軟體操

作，去觀察、繪製、設計出立體造型的模型。經初步教學實驗後發現，能達到

圖學教學單元的目標，並且學生能在造型、材質、單體結構變化、組合體結構

變化等方面，做更多的創意發揮，效果相當良好。因此，在明確操作步驟的教

學下，教師只要能隨時注意學生的學習困難，即時給予提示，大多數學生就能

有很好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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