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領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國立東石高級中學 

貳、 團隊成員：曾英翔 李通榮 林巖郡 

參、 跨領域科目：化學 地球科學 美術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力 

(一) 教學對象：高一下學期普通科學生，共 35 名。 

(二) 先備能力： 

擁有影響溶解度因素、沉澱反應、電池、地質礦物、美術等科目之

基本素養與能力。 

伍、 跨領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利用化學、地科及導師班之綜合活動進行，按照課

程設計主題，從現象觀察、理論介紹、預測現象、歸納結論、實驗實作，

讓學生從觀察、歸納、思考到實作，有次第的邏輯推演、達到實作成品分

享成果。 

陸、 跨領域美感課程應用策略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合

作學習、創造思考教學、學習單、遊戲評量、展演實作、創造思考。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晶雕細琢 

主題一：鹽類結晶  主題二：金屬結晶  主題三：樹脂封膠 

二、 設計理念 

    撥開層層包裝，萬物精彩的源頭，即是物質元素簡單的本身。

各種物質的生成，都是原子堆疊的過程，堆疊出這千變萬化的世界，

讓我們於微觀的世界裡，探索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龐加萊於《科

學與方法》中指出人不能「為科學而科學」，而應選擇「美」的特質

來研究科學。而「簡單」（simplicity），正是龐加萊認為「美」的其



中一大特點。在自然之中萬千現象中，科學家的責任便是於繁複之

中抓緊其共通之處，抽絲剝繭，找出最簡單，而又最普及（universal）

的法則，解釋各種現象。而本課程希望能由結晶的角度切入，認識

物質堆積的世界，探索生活周遭的礦物或地形，並讓學生認識物質

的本質，由物質的本質去延伸出藝術的創意。 

三、 藝術概念與美感元素 

美感判斷  理解力 感受力 

          美感經驗  色彩 比例 質感  

          意象  視覺藝術  表達媒介 

          活動實踐  結構 構造 構成 立體性 

四、 教學方法 

講解、影音、發問、討論、實作、創作、發表。 

五、 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一) 學習表現： 

延伸結晶生成的方式，並學習觀察生活中的結晶，由結晶的現象

中，推演結晶製作的過程，並啟發藝術美感。 

(二) 學習內容： 

1. 溶解度的意義 

2. 影響溶解度的因素 

3. 地質與礦物結晶 

4. 氧化還原反應 

5. 金屬活性大小判斷 

6. 金屬的氧化還原反應 

7. 樹脂的聚合反應 

8. 藝術結晶樹脂封膠 



(三) 核心素養：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

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

與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

美善的人事物， 進行賞析、建構與分享。 

六、   教學目標 

1. 拓展學生對化學及地質結晶型態的認識。 

2. 增加學生對溶解度狀態概念的認識。 

3. 分組分工合作製作結晶成品。 

4. 藉由實驗結果推測金屬活性。 

5. 利用金屬活性設計製作金屬結晶樹。 

6. 提供學生練習討論，以理解或熟練學習內容。 

7. 激發學生美感的興趣、創作與能力。 

七、 課程架構圖 

 

 

 

 

 

 

 

八、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認識結晶的形式 
播放影片及各種元素結晶的圖片，解

釋結晶物質的特性 投影片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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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識生活周遭的結晶礦物 
介紹地質的行程及組成，並地質標本

給學生觀察，認識校園周遭的岩石 礦石標本 

3-5 
鹽類結晶 

製作熱冰/黃金雨/結晶樹 

熱冰—過飽和醋酸鈉結晶疊疊樂 
黃金雨—碘化鉛結晶 
尿素結晶—結晶樹製作 

實驗器材 
化學藥品 

6-7 
金屬結晶 

認識金屬活性/銅樹開花 

金屬活性觀察 
鋅片 + 銅離子反應 

化學器材 
實驗藥品 

8-9 結晶藝術 結晶樹脂封膠 環氧樹脂聚合反應 個人作品完成 樹脂材料 

10 成果分享並佈置展覽 學習成果分享  視覺藝術設計  

九、 教學評量 

學習單、發表、實作。 

捌、 教學省思與建議 

1. 在既有的學校表定課表與作息中，高一化學課每週僅有一節，在必須顧及既有教

學進度之下，壓縮導師班的自習課及輔導課時間，實驗課程之運作上相對緊湊

而密集，少了深入思考探究的時間，而有點偏向食譜式的操作與觀察，故概念

與意涵無法更加深入引導。 

2. 各實驗課程之間，需要結晶反應/樹脂凝固時間，故各課程間不可安排太密集。 

3. 課程構想需搭配課程的背景知識，所以開始進行時間已是學期後段，以致學生所

需額外的實作時間，與期末課業和考試無法順利進行而有所拖延。 

4. 教學內容包含太多面向，課程緊湊，導致學生較缺乏深入學習，若為一學期一學

分之選修課，期待有更多時間可以進行深入探討探究思考。 

玖、 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錄表、評分規準等） 

           1.學習單    2.實驗操作    3.成品展示 

壹拾、未來推廣計畫 

1. 將本實驗課程加以修正並擴充，發展成為校定彈性選修課程或校定必

修課程。 

2. 可應用於 108 課綱一般科目跨領域之探究與實作課程中。 

 

 

壹拾壹、 課程實施紀錄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鹽類結晶 (實驗 1 — 過飽和醋酸鈉疊疊樂)

  

鹽類結晶 (實驗 2 — 黃金雨) 

 
鹽類結晶 (實驗 3 — 尿素結晶樹) 

 

金屬結晶 (實驗 1 — 金屬活性觀察) 

 
金屬結晶 (實驗 2 — 銅樹開花) 

 

結晶成品 結晶樹脂封膠 

成果展示分享 

 
 



壹拾貳、 參考資料 

科學月刊第 539 期 臺灣結晶學發展史 作者／王 瑜 

NHK 紀錄片ワンダー×ワンダー 

科學月刊第 557 期 留住永恆的美麗—水晶膠標本製作與應用 作者

／陳志勇 

陳蘇 (1989)。標本採集製作技術。台北市：華聯出版社 

陳維壽 (1982)。生物標本之科學。順天出版公司發行所，132 頁 

 

※請先以文字進行論述，再輔以表格等說明。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國立東石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曾英翔 李通榮 林巖郡 

跨領域學科 化學 
藝術學科 美術 地球科學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教學對象： 

    高一下學期普通科學生，共 35 名。 

先備能力： 

擁有影響溶解度因素、沉澱反應、電池、地質礦物、美術等科目之基本

素養與能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利用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導師班之化學課及自習課實施，讓學生將

學習過的概念應用於化學藝術品的製作，利用溶解度、金屬活性、

化學反應的觀念，由實驗觀察中進階想像構思出結晶作品。由美的

角度切入結晶的微觀世界，理解化學與生活中的結合，實踐美感的

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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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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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雕細琢 (主題一：鹽類結晶 主題二：金屬結晶 主題三：樹脂封膠) 

教學時數  10 實施班級 高一孝班 

實施情形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自習課及化學課 

設計理念 

撥開層層包裝，萬物精彩的源頭，即是物質元素簡單的本身。各種物質的生

成，都是原子堆疊的過程，堆疊出這千變萬化的世界，讓我們於微觀的世界

裡，探索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龐加萊於《科學與方法》中指出人不能

「為科學而科學」，而應選擇「美」的特質來研究科學。而「簡單」（simplicity），

正是龐加萊認為「美」的其中一大特點。在自然之中萬千現象中，科學家的

責任便是於繁複之中抓緊其共通之處，抽絲剝繭，找出最簡單，而又最普及

（universal）的法則，解釋各種現象。而本課程希望能由結晶的角度切入，

認識物質堆積的世界，探索生活周遭的礦物或地形，並讓學生認識物質的本

質，由物質的本質去延伸出藝術的創意。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美感判斷  理解力 感受力 

          美感經驗  色彩 比例 質感  

          意象  視覺藝術  表達媒介 

          活動實踐  結構 構造 構成 立體性 

教學方法 講解、影音、發問、討論、實作、創作、發表。 

教學資源 化學實驗器材、化學藥品、相機、錄影機、文具、樹脂封膠製作相關材料

晶
雕
細
琢 

 

結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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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延伸結晶生成的方式，並學習

觀察生活中的結晶，由結晶的

現象中，推演結晶製作的過

程，並啟發藝術美感。 

核心 

素養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

探索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

的各種問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

創作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

創作與社會、歷史、文化之間

的互動關係，透過生活美學的

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 進

行賞析、建構與分享。 

學習 

內容 

1. 溶解度的意義 

2. 影響溶解度的因素 

3. 地質與礦物結晶 

4. 氧化還原反應 

5. 金屬活性大小判斷 

6. 金屬的氧化還原反應 

7. 樹脂的聚合反應 

8. 藝術結晶樹脂封膠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 拓展學生對化學及地質結晶型態的認識。 

2. 增加學生對溶解度狀態概念的認識。 

3. 分組分工合作製作結晶成品。 

4. 藉由實驗結果推測金屬活性。 

5. 利用金屬活性設計製作金屬結晶樹。 

6. 提供學生練習討論，以理解或熟練學習內容。 

7. 激發學生美感的興趣、創作與能力。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認識結晶的形式 
播放影片及各種元素結晶的圖片，解

釋結晶物質的特性 
投影片 

2 認識生活周遭的結晶礦物
介紹地質的行程及組成，並地質標本

給學生觀察，認識校園周遭的岩石 
礦石標本 

3-5 
鹽類結晶 

製作熱冰/黃金雨/結晶樹

熱冰—過飽和醋酸鈉結晶疊疊樂 

黃金雨—碘化鉛結晶 

尿素結晶—結晶樹製作

實驗器材 

化學藥品 

6-7 
金屬結晶 

認識金屬活性/銅樹開花

金屬活性觀察 

鋅片 + 銅離子反應 

化學器材 

實驗藥品 

8-9 結晶藝術 結晶樹脂封膠 環氧樹脂聚合反應 個人作品完成 樹脂材料 

10 成果分享並佈置展覽 學習成果分享  視覺藝術設計  



教學流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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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識結晶

的形式 

50 分鐘 影音素材 美感經驗 問題導向   

2 認識生活

周遭的結

晶礦物 

50 分鐘 影音素材

生活觀察

美感經驗

美感發現

探究性   

3-5 製作熱冰/

黃金雨/結

晶樹 

150 分鐘 實驗 美感經驗 探究實作 學習單  

6-7 認識金屬

活性/銅樹

開花 

100 分鐘 實驗 美感經驗 探究實作 學習單  

8-9 結晶樹脂

封膠 

100 分鐘 視覺藝術 美感經驗

審美知覺

實作   

10 成果分享 50 分鐘 視覺藝術 表達媒介 合作學習 成果展示  

教學省思與建議 

1. 在既有的學校表定課表與作息中，高一化學課每週僅有一節，在必須顧及既有教

學進度之下，壓縮導師班的自習課及輔導課時間，實驗課程之運作上相對緊湊而

密集，少了深入思考探究的時間，而有點偏向食譜式的操作與觀察，故概念與意

涵無法更加深入引導。 

2. 各實驗課程之間，需要結晶反應/樹脂凝固時間，故各課程間不可安排太密集。

3. 課程構想需搭配課程的背景知識，所以開始進行時間已是學期後段，以致學生所

需額外的實作時間，與期末課業和考試無法順利進行而有所拖延。 

4. 教學內容包含太多面向，課程緊湊，導致學生較缺乏深入學習，若為一學期一學

分之選修課，期待有更多時間可以進行深入探討探究思考。 



教學研發成果 

       醋酸鈉疊疊樂(熱冰)學習單                   金屬活性學習單 

 
微型電化學電池學習單 

未來推廣計畫 

1. 將本實驗課程加以修正並擴充，發展成為校定彈性選修課程或校定必修課程。 

2. 可應用於 108 課綱一般科目跨領域之探究與實作課程中。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鹽類結晶 (實驗 1 — 過飽和醋酸鈉疊疊樂)

  

鹽類結晶 (實驗 2 — 黃金雨) 

 
鹽類結晶 (實驗 3 — 尿素結晶樹) 

 

金屬結晶 (實驗 1 — 金屬活性觀察) 

金屬結晶 (實驗 2 — 銅樹開花) 

 

結晶成品 結晶樹脂封膠 

 
成果展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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