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南 區 ／ 嘉 義 縣 立 鹿 草 國 民 中 學 

學校名稱 嘉義縣立鹿草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校長：鄭志成、教務主任：何賀凱、 

美術、表演藝術：蔡佩玲老師、數學：許護馨老師 

跨領域學科 數學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9年級 301～304 班 

1. 對美的形式原理有基礎概念。 

2. 九年級的學生對函數有基本概念，理解函數的對應關係基礎下，

再談二次函數，更容易理解其內涵。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1. 數學課的二次函數單元過去以課本的圖示及計算範例為主，介紹

相關知識操作課程較少，學生多半處於被動式的教學。為此，增

加小組討論等相關活動，增強學習動機。 

2. 美術課時引導學生將基本線條結合美術點線面的觀察，設計平面

幾何線條圖形之後，進一步運用此圖型進行轉化為立體創作，結

合數學理論落實於美感創作中，並訓練視覺觀察能力的敏銳度。 

3. 表演課使學生了解座標概念運用於舞台的方式，體察其中關係， 

再進一步探討個人的“自我定位”概念與價值。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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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體驗活動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美數曲線 

教學時數 12節 實施班級 9年級 301～304班 

實施情形 實施時間:（106.03.24-106.05.12） 

目標 

 

 

 

 

設計

理念 

 

 

 

教學

活動 

教學

策略 

美數曲線--數學裡的美學 

 

1. 提高學生對數學科的學習動機 

2. 透過美學的觀點來體察數學的美感 

3. 培養學生美感素養及整合能力 

4.  

本次跨領域課程以數學幾何圖形結合美術課中的線

條練習，強化對數學的理解，並藉著自然現象與生

活環境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仔細觀察、發現生活周

邊曲線的變化。引導學生重新思考圖像對人的影響

何在？重組數學意象，深化對生活環境的體察，將

美感元素融入學習中，進而反思自我生命的價值。 

數學科教學 美術課教學 

合作學習討論與活動、創造性思考教學、分組報告 

集體創作 表演藝術 



設計理念 

數學除了是門考試科目之外，大部分人對於它應該是懼怕大於喜愛

吧！畢竟國中數學對學生來說是被迫學習的科目，真正喜歡並願意真

正理解背後原理的人仍屬少數。藉由老師的引導，使之明白數理課程

中許多邏輯概念與生活裡的視覺藝術息息相關，若能將數學的原理結

合美術的知識，與生活產生連結，不但能提升學生的學動機與興趣，

也能提升學生主動探索的能力。也藉由這個活動課程降低學生對數學

的恐懼感與距離感，讓學生體驗過程中發現數學之美。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認為美感乃是介於理性(演繹)和悟性(概念)之間

的感性的知覺，稱之為「判斷力」，亦即「審美的能力」藉由自然界

裡理性的概念強化印象及經驗要素表現於審美能力。杜威(Dewey)則說

所有藝術與審美的基礎及泉源皆來自經驗之中，與人日常生活的經驗

不斷產生聯結，同樣的美感經驗亦如此。英國詩人、藝評家和美學家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對美感的定義為美感是感

官間的一種和諧統一感，他談到美感的意識存在精神的底層，讓我們

由外界捕捉到不具統一、均衡與調和的形體，成為自身的經驗，成為

韻律儲藏於心中。這種能力與道德具有密切相關，為世界人類的和平

所不能或缺的條件(北川民次，1990)。 

   藝術表現涉及形式、內容、媒材三要素，三者之間的比重依作者的

表現各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內容終究須藉由形式與媒材來傳達。

Pole(1983)將形式的特質看成是ㄧ種相對的名詞，其意義與其相關物有

著密切的關係；他主張「形式」的運用有四種可能性：即形式相對於

素材、形式相對於內容、形式相對於無形式、形式相對於結構等，其

結構之建立是藉著彼此關係系統，並與他們相關的內容相互對應。此

四種形式的意義皆被使用討論藝術品，而形式主義強調形式之運用，

且著重於使用設計的元素及原理、素材的操作、特殊媒材精通以及原

創性之發揮(何文玲，2008)。  

教學方法 課堂講解、投影片說明、校園體驗、小組討論與分享 

教學資源 

材料來源：自製學習單 

硬體設備：筆電、擴音器 

教學場域：教室、校園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數學】 

 透數學課說明二次函數的原理，讓學生充分瞭解基礎性的數學慨念。 

【視覺】 

 引導學生將數學概念融入藝術創作，並且能夠感知數學與美術於生活

環境的關係，去探索與發現“美”；深化人生的自我定位時，如何重

新思考自己的角色？ 

【表演】 



 將函數的對應關係轉變為舞台對應關係。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數學 

1. 能理解二次函數的意義。 

2. 能描繪二次函數的圖形。 

3. 能計算二次函數的最大值

或最小值 

4. 能解決二次函數的相關應

用問題。 

視覺 

1. 欣賞生活中與數學曲線相

關的視覺形式。 

2. 認識線與線構成的關係，

體會線條所交織出的美

感。 

3. 能探索並運用線條，計劃

組織，落實在創作中。 

4. 整合數學知識與美術圖像

形成新的想法和新的意

象。 

5. 主動探索與應用。 

表演 

1. 認識自己，探索自身實體

的可能性。 

2. 察覺自身慣性，並思考如

何與他人協調互動。 

3. 能關照同伴，信任對方，一同

開發新的創新空間 

數學領域 

A-4-04 能理解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例如：比例關

係、函數關係)，恰當運用於理解題意，並將

問題列成算式。 

A-4-18 能理解二次函數圖形的線對稱性，求出其線

對稱軸以及最高點或最低點，並應用來畫出

坐標平面上二次函數的圖形。 

A-4-17 能利用配方法，計算二次函數的最大值或最

小值。 

A-4-17 能利用配方法，計算二次函數的最大值或最

小值。 

藝術與人文領域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觀察人群各種感情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吃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材與技法，傳達

個人或團體情感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3-4-6 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 

數學科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第一節 二次函數的意義 
瞭解兩個變數的對應關係，並從實例中學 

習判斷何謂函數 
學習單 

第二節 二次函數的圖形 
瞭解二次函數圖形為曲線，並能透過 5 個數

對畫出二次函數圖形 
學習單 

第三節 
二次函數的最大值或

最小值 

能正確判斷二次函數的開口方向、頂點、及

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關係 
學習單 



第四節 
二次函數的應用 

 

透過圖形的觀察舉出生活中二次函數圖形的

應用。（如拱橋、天燈的形狀…。） 
學習單 

視覺藝術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第一節 
美數曲線 

（生活中的數學） 

從二次函數所形成的曲線圖形由分組各自討

論生活觀察裡有哪些類似造型，並介紹兩者

的相關性與影響。 

電腦投影

片 

第三節 行真佈線 1 
體察線條經過理性的排列組合之後所呈現的

各式變化。 
學習單 

第四節 行真佈線 2 
將簡單的線條重複並且規律的排列，所產生

的複雜美感。 
學習單 

第五節 真實構築 1 
以平面的練習圖為基礎進而將之立體化，創

作出曲線造型。 
木條 鋸子 

第六節 真實構築 2 
將立體造型，藉由創作，發展各種可能型

態，或藉由合作，彼此激盪出更多想像。 
相關材料 

第七節 自我定位 
以數學函數的座標概念轉化並探討個人在人

我關係的自我定位，及自我認同。 
相關材料 

表演藝術課程架構 

第一節 舞台上的座標 
以數學函數的座標概念轉變為舞台上人我關

係的互動，體驗動態美學。 
相關材料 

第二節 校園快閃計畫 

以班為單位，將每個人當作數學函數的一個

座標，用童軍繩子繞出匙優美線條的快閃活

動。 

相關材料 

數學科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分鐘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模

式 

備

註 

1、二次

函數 

介紹函數 10    欣賞二次

曲線之美 

觀察力  

二次函數的意義 35    觀察力  

2、二次

函數的

圖形 

找出有序數對 10      

二次函數圖形的繪製 35   觀察力 圖形完

成度 

 

3、二次

函數的

最大

開口方向與最大值、最小值與

頂點的關係 

20  觀察力    

利用配方法找出頂點 25    配方法  



值、最

小值 

的使用 

4、二次

函數的

應用 

二次函數圖形最高點的應用 30      

建築物的曲線設計（橋墩的曲

線） 

15  觀察力    

視覺藝術教學流程 

1.美數

曲線 

 

1. 老師講解二次函數數學的構

成圖像引導思考。觀察嘉義

區地方上人文與建築，再擴

展到其他地方、國家的比

較。 

2. 讓學生分組討論聯想生活上

是否運用到相關造型。 

3. 比較兩者差異及實務連結與

生活上的範例。 

4. 生活物品的設計是否兼具功

能性與美觀性。 

45 自製

ppt 

好奇心 合作學習 理解力 

觀察力 

 

2.行真

佈線(1) 

1. 老師引導由生活觀察實際描

繪線條，練習體驗線條視覺

之美 

2. 引領學生嘗試運用理性規律

線條去構成各式圖形。 

45  審美力  表現力  

3.行真

佈線(1) 

1. 體察線條經過理性的規律排

列之後所呈現的各式變化。 

2. 說明各類造型與其感受。 

45 美感

知識 

與經

驗 

審美力  表現力  

4.真實

構築(1) 

1.老師發給木條，請學生先想

好所需要的長度，自行用鋸子

去切割出等長的木條。 

2.練習動手使用工具的方法。 

45 美感

知識 

與經

驗 

好奇心 

審美力 

合作學習 作品  

5.真實

構築(2) 

1. 以平面的練習圖概念為基礎

進而將之立體化，創作出具有

美感的曲線造型。 

2.可選責個人創作或者和別人

共同討論，一起合作。 

3.進行立體曲線創作活，請同

學嘗試不同的排列或不同支點

45 美感

知識 

與經

驗 

好奇心 

審美力 

合作學習 作品  

 



來進行兼具均衡、和諧、富有

美感曲線的線條組合。 

6.自我

定位 

老師播放一段廣告影片引導學

生認識自己的思考自我定位： 

1. 鹿草的人文特質是什麼？ 

2. 他的歷史如何演進？ 

3. 自己的特質是什麼？ 

4. 未來會想成為怎麼樣的達

人？ 

5. 日後回想回來故鄉，幫助

此地發展嗎？ 

6. 現在應該可以怎麼做，才

能達到目標呢？ 

利用這些問題來幫助學生探討

人我對應關係及自我定位問題 

45 視覺

影片 

  學習單 

 

人

生 

  

座

標 

表演藝術教學流程 

1. 舞台      

座標 

1. 座標活動:先給一個定點，

找學生目測預估該走幾步才

會到達目標，在讓他閉上眼

晴實際走，看預測的步伐是

否正確，讓學生用身體體驗

舞台上是依據每個人不同的

步伐（即個人的尺度）來進

行屬於個人的座標位置概

念。 

2. 兩人一組，體驗信任遊戲，

建立基礎的人我關係。 

3. 最後以組為單位，擴大人際

活動範圍，了解合作學習與

建立關係的重要。 

45 肢體

語言 

好奇心 

 

合作學

習 

表現力  

2. 快閃

活動 

以班為單位，將每個人當作數

學函數的一個座標，用童軍繩

子繞出匙優美線條的快閃活

動。 

10 肢體

語言 

好奇心 

 

合作學

習 

表現力  

教學省思與建議 

將美術與數學做跨領域美感教育的合作，對我是一項很特別的挑戰。在設計教案



之初，我把三年級的數學課本拿來研究了一番，再找數學老師共同討論之後，決定以

三年級的課程單元“二次函數”來發展課程。 

   二次函數是屬於坐標圖形，於是從“座標概念”去做發想，解析圖形；從視覺藝

術的角度去觀看造型美感，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從表演藝術讓學體驗舞台

座標概念。 

  以學生的舊經驗做連結，在生活中尋找視覺新的美感與課程融合，這樣的切入點，

學生很容易就理解老師要傳達的意念，無形中縮短數學的距離感且加深他的印象。 

  主要目的是希望讓學生藉此快速理解函數的對應關係。其方程式所形成的拋物線，

如何應用在生活上。希望學生可以將學到的知識與概念相互印證，使數學更有趣。並

適時的將美感教育的相關理念融入課程裡，強化他的美學觀念。 

    課堂上學生的參與度十分的高昂，興致勃勃地面對新的挑戰，（這點和老師很

像），上課的氣氛熱烈，學生經過互相討論，透過發表，很快理解圖形的概念。不僅

讓美感教育的概念透過課程提升數學的學習效果， 也藉著本次活動使學生透過生活

事物美的觀察，深入理解數學的基礎概念。 

    第二堂課開始的舞台座標體驗，引導他們用身體去行動與記憶所形成的線條，用

身體去感受與夥伴之間的關係， 這個單元也成功地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他

們一直要求希望可以再上表演藝術的課程？也許日後時間許可，可以多幾堂這樣的體

驗課程，幫助他們學習。 

    在線條練習及構成的部分，因為是新的課程，新的嘗試，難免會遇到挫折，畢竟

要將線條重新組合並具有美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需要想像力與創造力並行。有些學

生對我說：老師，這好難喔!我說：沒關係，再試試看，反正他沒有標準答案，也沒

有對錯的問題。此時在我的鼓勵下，學生並沒有放棄，反而都願意面對困難，專注在

自己的作品創作上，去試著解決自己的問題。尤其當學生在上課過程中，自然融入了

數學概念，重新建構線條美時，造形變化之豐富，超乎了我的想像。 

     最後以座標為原點，延伸到“自我定位”的課程，呼應人、我、空間、環境之

間的關聯，是否對生活的這塊土地俱有認同感，未來是否會想回到鹿草來幫助這裡發

展？在這即將畢業之際，相信他們將會認真地去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定位。這也是美

感教育所要探討的課題。 

在這整個的課程中，學生學習在美感教育的基礎之下，談數學融合問題，即使不

去強調美感，他們自然而然會想辦法表現出來。這個課程也讓我發現學生有無限的的

潛能，只需經由老師適當的引導，便能激發出來!美感教育著重於視覺美感的啟發、生

活中的體驗、美感經驗的累積。 

而跨領域美感則加上了整合的能力，將美感教育的精神運用跨領域的方式，擴散

影響力到其他的學科，使學生理解美感的重要性。在經過一整年的實驗課程實施後，

漸漸看到學生們的改變，從他們充滿自信的眼神中，深刻感受到學生在美感實驗課程

裡，從學習認識、體驗、探索、去思考、再整合，到反思與再建構的歷程中，美感能力

已提升，且得到人生特別得經驗。 

    在課程的核心價值之下所發展的課程，若在時間的允許之下，可擴大學科範圍，



可加入社會科一起探討社區歷史演化的過程，將可更豐富這個單元的學習歷程。 

期待未來能有充裕的經費辦理校外教學活動，將學習面延伸到學校之外，推廣至

博物館或美術館等，或運用其他相關社會資源，增加更多元化的元素，將使課程深度

及學生的學習視野更加非凡。 

 教學研發成果 

    本課程的教學研發，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而設計，目標是以多元的的學習方式

引導他們在活動中去體驗與感知，將生活的環境的美學與理性的數學做一個對話，從

思考數學知識到創作、最後“自我定位“完成，這整個過程中，學生們一直保持著好

奇心，去探索、去發現，去挑戰、去思考；在快樂的學習中所獲得的不只是自信，更

是一種成就感。 

（一） 線條練習: 

經過老師引導說明後，帶領學生進行線條的探索，從直線構成曲線圖形的實驗過程，

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來自我表現。 

下圖為學生作品：陳冠宇、吳安慶、黃合成、李佶翰、林盈臻、鄧慈靜 

   

   

（二） 美數曲線作品: 

讓學生用實驗的精神去試著用線條構築出具有美感的造型。用數學的邏輯思考方式去

規劃構成，使簡單的線條規律且重覆排列之後，形成複雜的美感。 

圖依序：陳惠雯、蔡宁誼、陳昱宏、林佩妤、鄧仲威、張金華 



   

                                                  
（三） 自我定位學習單。 

自我定位就是先認同自己及認識自己生長的故鄉，理解自我特質，讓自己「變成什

麼」？是一種建構與選擇；想一想自己要什麼？簡言之，想成為什麼達人？寫下具體

方法，如何行動才能達成目標？再者，未來是否能夠幫助自己家鄉開創新的光景？利

用這些問題來幫助學生探討人我對應關係及自我定位問題。 

   

   



（四） 校園快閃活動: 

為了將成果用另一種方式展現，配合校園下課時間所進行的快閃活動，讓學生主動規劃相關

排練等計畫，可惜的是預計活動時間巧遇連日降雨，只留下排練照片。 

  

（五） 學生回饋: 

在課程結束之後，引導學生回想每個單元學習的過程，去思考這樣的跨領域學習，對

於自己有哪些想法與省思。到底美感之於個人的學習上，是否有所助益。以下是學生

所給予的回饋。 

1. 一開始只覺得美術就只是畫畫圖罷了，但是自從上了美感教育的課程之後，才真

正了解了美術的奧妙，尤其是真實構成這個單元，從一開始腦袋裡一絲想法，一

步一步慢慢地拼湊而成，有了概念後，最後就能將他從腦海中跳脫出來，成為了

實體。更使我驚豔的是，他的構想方式竟然結合了數學中的二次函數，起初以為

兩者毫無關聯，經由老師的解說及教導，才忽然發現美術中的曲線與二次函數竟

然就緊緊的密合在一起，這對我的數學能力更能情中，我這才深深地瞭解不僅是

美數曲線，連整個美感教育都透徹的融入在我們的生活中。（學生 楊筑尹） 

2. 美術結合數學這種課程，是我非常喜歡的，我熱愛數學美術，所以上課時我都很

認真， 深怕漏掉老師的每一個字，生活周遭也課以常常發現它的身影。老師利

用二次函數搭配美術， 這讓對數學厭惡的同學都活潑起來。如果以後我成為了

一名建築師，一定會利用這個單元所學的東西，去創造出具有數學風味的美術作

品，也會把這種有趣好玩的課程傳播出去，讓更多人體會。最後，我在課程中學

到如何利用直線去呈現曲線，如何從簡單的數學中找到好玩有趣好看的美術，老

師非常仔細地為我們講解，讓我們更詳細地去認識它，謝謝老師！（學生 蔡昱

宏） 

3.  一開始聽到這個名詞，覺得有結合數學的二次函數，讓我覺得又要接觸有點

煩，但老師開始講解後，其實生活中有很多物品都有加入一些曲線，不僅僅是直

線。老師要我們想生活中哪些有曲線加入，大家非常興奮的想，這個活動不只讓

我認識曲線，也讓我明白不只有數學需要曲線，連美術也需要曲線，它常出現在

生活中，物品加上曲線更加完美、優雅，生活中有好多事物都有它的美感在，只

是我常常忽略了它們。這個活動讓我知道數學不只是計算，他可以在生活中添加

更多美感。（學生 吳竹螢） 

4. 美數曲線是利用木棒排列出曲線，用多條的二次函數一條街一條地向外擴散，便



會呈現出拋物線的美感。從一開始的削木頭，別以為削木頭是很簡單的，要怎麼

一刀下去就平，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排列初期，因為白膠不容易乾，所以支點

是很關鍵，如果一開始的支點沒有在同一點時，排起來便會搖搖晃晃，所以將聽

到尖叫聲，我則是以中間為支點向外擴散，排起來就會產生螺旋的美感。而這個

活動讓我了解函數不僅只能運用在數學上，也能展現在美術上，所以下次再看到

函數時，腦中不只是加減乘除，還增加了曲線的美感。（學生 許呈愷） 

5. 我發現美術居然可以毫無違和的融入數學中，用曲線構出一輻圖畫的感覺真的很

奇妙。上完這堂美術課我才注意到在生活中許多的東西都是曲線構成的，那些創

作者真的很厲害， 靈活的運用那些曲線，看起來不雜亂，又可以完美的呈現視

覺效果。藉由美術課將平常最討厭的二次函數帶入生活中讓我們的數學多了一份

親切感，也上美術課有趣了許多。我也發現生活中有很多美的事物等著我們去發

掘，徐我以後應該要多留意生活中的美學，就好像「這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

少發現」，上完這堂課讓我對這句話有更深刻的感受。（學生 周鈺媛） 

6. 一趟美術之旅，讓我懂得美術不僅需要擁有美感，還可以融入數學，有了一種在

數學中找到美的新穎體驗。而我最喜歡的舞台體驗中，更深刻的明白靈魂之窗的

重要性，總是有人拉著自己奔跑，而且拉著自己的人還是能夠信任的人，但當迷

失在黑暗中時，我卻沒有足夠的勇氣往前奔跑，甚至跨出一步，清楚的了解到視

障者的艱辛，再重新張開雙眼後，看清一切，就如同再次獲得全世界，心中有一

絲絲的幸福感擴散開來，這是我非常感謝美術老師帶領我們上的美術課程，我才

知道平常不會發現的這些事情。（學生 張金華） 

   

未來推廣計畫 

在學生方面，依據以往推行「視覺形式美感教育」的課程設計經驗為根基，將美

感教育中的質感、比例、構成概念帶入此次的課程設計中，加上這學期跨領域課程的

概念，學生更能夠將習得的美感經驗內化在學科學習裡，加以運用。未來，將辦理校

內學生的成果展，可使學生對自己更具自信心，不只可以互相學習，也讓其他人看到

他們的用心。再者，不只在生活上，在學習上也將持續進行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教學設

計，強化教師對美的觀念。 



在行政系統方面，除了積極計畫辦理跨領域美感教育講座， 讓全校教師們了解

校內所進行的相關課程內容，並深入理解跨領域美感的真正內涵與未來 12年國教總

綱所訂定的培養藝術核心素養趨勢， 有機會可以邀請加入更多的學科，讓有興趣的

老師一起參與，成立跨領域團隊，讓老師們形成向心力，願意積極參與，共同為跨領

域美感教育而努力，讓“美感”深化在每個學生的內心，讓善與美隨處可見，隨處可

得。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張加說明） 

 
(上圖左) 老師講解前先讓同學分組討論關於生活概念(上圖右)表演藝術課讓學生體

驗舞台上的基本距離中的拋物線，學生上台發表討論結果 

  

(上圖左) 老師講解二次函數的形成概念(上圖右)學生專注投入在線條構成練習中 

  

(上圖左) 學生將畫上記號的木條做裁切的動作(上圖右) 學生專心做最後的美感線條

構成組合 



 

(上圖左) 老師講解二次函數的圖形繪製(上圖右) 學生找出 5個有序數對、並繪裂二

次函數 

  

(上圖左) 講解配方法找出頂點及圖形的繪製(上圖右) 同學使用配方法找出頂點及圖

形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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