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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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秋芳 陳永德 林美莉 林巖郡 

參、 跨領域科目：數學、電機、家政、美術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力： 

(一) 教學對象：高一彈性實驗課程學生(涵蓋普通科、食品科、汽車科、

機械科)，共 19名。 

(二) 先備能力： 

學生剛進入第一個學期的高中數學課程，具備有國中數學平面幾

何、二次方程式代數演算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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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每周三第五節，按照課程設計主題，從問題引導、

數學定義、理論證明、手動操作，讓學生從聽聞、思考到手作，有次第的

觀察、計算、想像、繪圖、體驗手作到合作分享成果。 

 用另一種視角觀看和學習數學的美，啟發學生欣賞與實踐美的能力，進而

帶入生活實踐美的生命力。並培養同學美感素養、合作精神和展示設計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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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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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測驗、試題測驗、學習單、協同教學、創造思考。 

柒、 教學計劃： 

一、 單元名稱：幾何之美 

主題一：黃金比例。    主題二：正多面體。 

二、 設計理念 

   西元前三百年希臘數學家使用相似三角形定理估算地球與月球距離為



238,000英里，這個數字與現代科技測量到的 240,000英里，誤差不到 0.8%！

這說明演繹推理所建立的數學威力。因此，從簡單的點、線、面、體的抽象

概念作為公理，使用演繹法建立整個幾何學的《幾何原本》，迄今發行量僅次

於《聖經》。 

  制式的數學教學甚少引導學習幾何的目的，是在於培養嚴謹的推理能力和

欣賞數學之美力。幾何學的研究不只在數學上的推演和論證，還有在藝術上

的分析，尤以黃金比例為最。 

     主題一為從高一數學 1-2習題談「身高腿長的黃金比例」，到黃金三角形、  

矩形、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黃金比例觀察。主題二為從點線面延伸到正多面體的認

識與繪圖，最後分組手作多面體幾何藝術燈具，並命名為『希望之光~在東石』，

作為對即將面臨學測大考的學長姐，最溫暖且誠摯的祝福，以此光作品象徵前途

光明。 

三、 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 

        美感判斷、理解力、表達媒介、美感經驗  意義、審美知覺、意象 

        視覺藝術、表達媒介、活動實踐、尺規作圖、立體性 

四、 教學方法 

        講解、影音、發問、討論、發表、演算、繪圖、創作、合作。 

五、 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一) 學習重點 

1. 學習表現 

            充實幾何學與相關知識，培養測量、演算、推演、繪圖、手作、   

            美感能力。 

2. 學習內容 

          (1).幾何學的重要性 

      (2). 黃金比的定義 

      (3). 生活中的黃金比例 

      (4). 演算、繪圖 



     (5). 正多面體定義 

     (6). 推演證明 

     (7). 正多面體展開圖繪製 

     (8). 正多面體模型製作 

     (9). 正面體幾何藝術燈具製作 

(二) 核心素養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度與作為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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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

德、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

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六、 教學目標 

(一)整體目標 

1. 加強學生對數學幾何學之重要性認識與強化演算力。 

2. 增加學生對黃金比的定義認識與視覺力培養。 

3. 分組探討生活中具有黃金比例之物品、藝術品、建物等。 

4. 尺規作圖的練習。 

5. 理解正多面體定義與推演證明。 

6. 培養多面向的美學概念與其他領域的關係。 

7. 提供適當的練習與討論，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8. 激發學生美感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二)美學教學目標 



1. 運用素材的特質，研究表現的技法進行創作。 

2. 培養多面向的美學概念與其他領域的關係。 

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4. 激發學生美感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5. 培養人我合作的溝通與尊重、理解與包容。 

七、 課程架構圖 

      

    

 

 

    

                

 

 

 

 

 

八、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節次 課程名稱 課程重點                                                                                                                                                                                                                                      

1 幾何學的重要性 推演與論證 

2~3 黃金比例 定義、演算 

4~5 實作 測量身高與腿長之比 

 數學 美術 

 

 電機 
 

 家政 

幾何之美 



6~7 正多面體 圖示與證明 

8~9 正多邊形 尺規作圖 

9~10 正多面體模型製作 展開圖繪製、模型完成 

10~15 手作幾何藝術燈 
實物繪圖、切割、黏合、電線

串聯、試燈 

16 
總結 

回顧 

點燈 

希望之光 

九、 教學評量 

    演算、測量、繪圖、手作。 

 

捌、 教學省思與建議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首倡“美育”，終其一生以此勸導國人，雖屢有

挫折，但終身不渝。這樣的精神鼓勵了後進在教學的內涵中融入美

的感受。對於美育的譯介和呼籲，蔡元培先生胸懷著他對於國家危

亡、文化沒落進行挽救的努力，有著深刻的創見和持久的影響力。

如此的視野和胸襟正是教育工作者的最高節操。 

 

 漢寶德掀起台灣談美第一人。關於「美」，對現代人而言並不陌

生，而且美之於生活，已經成為提昇品質基本的需求，並發展為個

人風格最重要的特質。 

「美」不只屬於特定，專業人士的能力，而是普及化的必需品。建

築大師漢寶德 

說：「廿一世紀是美感的世紀，在全球化大趨勢下，美感是一種競



爭力。」 

因此如何培養「美」的觀念與「美感」的共通價值，「美育」除了

學校教育之外， 

也成為當前生活教育與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因著這個理念，跨領

域之幾何之美課程，結合了美術老師的色彩學習，家政老師的穿衣

美學、電機科老師的電線串聯，就是在生活中展現與體驗美感的實

踐力。 

 

 蔣勳：美常常是一種智慧，而非知識。美是生命的回憶和記憶，

是回來做你自己。打開你的感官(五感)去享受。所以，點燈的課程

在最後一堂總結時，營造與鋪陳適當的氣氛讓孩子們感受深具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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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2.模型製作 

           3.實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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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實驗課程整合加入本校手作教育校園文化種子學校計畫之施作。 

3.將本實驗課程與職業群科共同操作，推動『動手做』課程。 

 

 

 



壹拾壹、 課程實施紀錄 

 1.幾何學的重要  2.測身高與腿長 

 

  3.黃金比演算    4.尺規作圖 

5.正多面體展開圖繪製  6.模型  

 

    7.實物製作  8.串聯電路 

 9.試燈 10.希望之光在東石 

 

 

 

 

 

 

 

 

 



壹拾貳、 參考資料 

1. 高中基礎數學第一冊  翰林出版社 

2. 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設準與公理（Postulates and common notions in Euclid’s Elements）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洪萬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洪萬生教授責任編輯 

3. 電工大意  作者：汪永文   全華出版社 

4. 家政(全)   周麗端,黃馨慧,魏秀珍,錡美雪,羅安琍,楊希珮   

5. 你沒看過的數學  作者：吳作樂 吳秉翰  五南出版社 

6. 黃金比例~1.618…世界上最完美的數字   遠流出版社 

7. 設計幾何學~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作者：金柏麗.伊蘭姆  譯者：吳國慶、呂珮鈺 積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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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秋芳  陳永德 林美莉 林巖郡 

跨領域學科 
數學 

藝術學科 
美術 家政 電機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 

  高一學生(涵蓋普通科、食品科、汽車科、機械科)，共 19 名。 

先備能力： 

    學生剛進入第一個學期的高中數學課程，具備有國中數學平面幾

何、二次方程式代數演算力、美術等科目之基本素養與能力。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每周三第五節，按照課程設計主題，從問題

引導、數學定義、理論證明、手動操作，讓學生從聽聞、思考到

手作，有次第的觀察、計算、想像、繪圖、體驗手作到合作分享

成果。 

 用另一種視角觀看和學習數學的美，啟發學生欣賞與實踐美的

能力，進而帶入生活實踐美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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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何之美 ~ 主題一：黃金比  主題二：正多面體 

教學時數 15 實施班級 高一彈性課程班 

實施情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每周三第五節彈性課程 

設計理念 

  西元前三百年希臘數學家使用相似三角形定理估算地球與月球距離

為 238,000 英里，這個數字與現代科技測量到的 240,000 英里，誤差不

到 0.8%！這說明演繹推理所建立的數學威力。因此，從簡單的點、線、

面、體的抽象概念作為公理，使用演繹法建立整個幾何學的《幾何原

本》，迄今發行量僅次於《聖經》。 

  制式的數學教學甚少引導學習幾何的目的，是在於培養嚴謹的推理能

力和欣賞數學之美力。幾何學的研究不只在數學上的推演和論證，還有

在藝術上的分析，尤以黃金比例為最。 

  主題一為從高一數學 1-2 習題談「身高腿長的黃金比例」，到黃金三

角形、矩形、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黃金比例觀察。主題二為從點線面延伸

到正多面體的認識與繪圖，最後分組手作多面體幾何藝術燈具，並命名

為『希望之光~在東石』，作為對即將面臨學測大考的學長姐，最溫暖

且誠摯的祝福，以此光作品象徵前途光明。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美感判斷  理解力、表達媒介 

        美感經驗  意義、審美知覺 

        意象  視覺藝術  表達媒介 

        活動實踐  構圖、立體性 

 數學 美術 

 

 電機 

 

 家政 

幾何之美 



教學方法 講解、影音、發問、討論、發表、演算、繪圖、創作、合作。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相機、錄影機、手作文具、工具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充實幾何學與相關知識，培養測

量、演算、推演、繪圖、手作、

美感能力。 

核心 

素養 

U-A1 提升各項 身心健全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 

值，有效規劃生涯，並透過

自我 精進與超越，追 求至

善與幸福人生。 

U-B1 具備掌握 各類符號

表達的 能力，以進行經 

驗、思想、價值 與情意之

表達， 能以同理心與他 人

溝通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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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何學的重要性 

2. 黃金比的定義 

3. 生活中的黃金比例 

4. 演算、繪圖 

5. 正多面體定義 

6. 推演證明 

7. 正多面體展開圖繪製 

8. 正多面體模型製作 

9. 正面體幾何藝術燈具製作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 加強學生對數學幾何學之重要性認識與強化演算力。 

2. 增加學生對黃金比的定義認識與視覺力培養。 

3. 分組探討生活中具有黃金比例之物品、藝術品、建物等。 

4. 尺規作圖的練習。 

5. 理解正多面體定義與推演證明 

6. 培養多面向的美學概念與其他領域的關係。 

7. 提供適當的練習與討論，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8. 激發學生美感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9. 培養人我合作的溝通、理解、分享。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幾何學的重要性 推演與論證 視聽播放器 

2~3 黃金比例 定義、演算 紙、筆 

4~5 實作 測量身高與腿長之比 布尺、紙、筆 

6~7 正多面體 圖示與證明 電腦 

8~9 正多邊形 尺規作圖 
尺、圓規 

紙、筆 

9~10 正多面體模型製作 展開圖繪製、模型完成 
尺、圓規 

紙、筆、膠帶 

10~15 手作幾何藝術燈 
實物繪圖、切割、黏合、電線串聯、點

燈 

尺、圓規、電

線、紙、筆、

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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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演、論證 50 分鐘 影音素材 
美感判斷

理解力 

 

   

2~3 定義、演算 100 分鐘 視覺圖像 理解力 問題導向 學習單 1  

4~5 
測量身高

與腿長之

比 

100 分鐘 視覺圖像 美感經驗 體驗學習 學習單 2  

6~7 
圖示與證

明 
100 分鐘 影音素材 

美感判斷

表達媒介 
探究性   

8~9 尺規作圖 100 分鐘 
視覺藝術

遊戲 

美感經驗

構圖 
問題導向   

9~10 

展開圖繪

製、模型完

成 

100 分鐘 
視覺藝術

遊戲 

視覺藝術

構圖 
探究性 學習單 3  

10~15 

實物繪

圖、切割、

黏合、電線

串聯、點燈 

250 分鐘 
視覺藝術

視覺圖像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體驗學習

合作學習 
分組合作  



16 總結 50 分鐘 
視覺藝術

視覺圖像 

活動實踐 

美感經驗 
合作學習 學習單 4  

教學省思與建議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首倡“美育”，終其一生以此勸導國人，雖屢有挫折，但終

身不渝。這樣的精神鼓勵了後進在教學的內涵中融入美的感受。對於美育的譯介

和呼籲，蔡元培先生胸懷著他對於國家危亡、文化沒落進行挽救的努力，有著深

刻的創見和持久的影響力。如此的視野和胸襟正是教育工作者的最高節操。 

 

 漢寶德掀起台灣談美第一人。關於「美」，對現代人而言並不陌生，而且美

之於生活，已經成為提昇品質基本的需求，並發展為個人風格最重要的特質。 

「美」不只屬於特定，專業人士的能力，而是普及化的必需品。建築大師漢寶德 

說：「廿一世紀是美感的世紀，在全球化大趨勢下，美感是一種競爭力。」 

因此如何培養「美」的觀念與「美感」的共通價值，「美育」除了學校教育之外， 

也成為當前生活教育與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因著這個理念，跨領域之幾何之美

課程，結合了美術老師的色彩學習，家政老師的穿衣美學、電機科老師的電線串

聯，就是在生活中展現與體驗美感的實踐力。 

 

 蔣勳：美常常是一種智慧，而非知識。美是生命的回憶和記憶，是回來做你

自己。打開你的感官(五感)去享受。所以，點燈的課程在最後一堂總結時，營造

與鋪陳適當的氣氛讓孩子們感受深具意義。 

教學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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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實驗課程整合加入本校手作教育校園文化種子學校計畫之施作。 

3.將本實驗課程與職業群科共同操作，推動『動手做』課程。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1.幾何學的重要  2.測身高與腿長 

 

  3.黃金比演算    4.尺規作圖 

5.正多面體展開圖繪製  6.模型  

 

    7.實物製作  8.串聯電路 

 9.試燈 10.希望之光在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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