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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2.0 創課方案 

109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變色傳說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王心怡/黃應龍 

音樂：林思言 

表演藝術：陳韻如 

其他：  

非藝術科目：自然:曾婉瑄/陳麗安 

其他：_____________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填寫方式：科別（教師姓名） 

總人數：6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 藝才班：（例：美術班） 

□ 資優班：（例：數理資優） 

□ 體育班 

□ 資源班：（例：學習障礙等特殊需求） 

□ 特殊教育學校：（例：聽覺障礙） 

□ 其他：          

實施年級別： 六年級 

參與班級數：  2   

參與總人數： 55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15 節 

（藝術課程 9 節／非藝術課程 6 節／跨域美感課程 6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6    

組成類型：□同校同領域 同校跨領域 跨校同領域 □跨校跨領域 □其他：     

互動頻率：□定期會議 不定期/任務導向式會議 □隨時/網路群組 □其他：      

備課內容：研習、工作坊增能 □實地考察 課程建構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觀課內容：□課後觀看錄影紀錄 課中共 3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一位主教，

另 2-3 位從旁協助□其他：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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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上圖為課程實施圖，架構圖需俟下學期課程滾動修正後才能完成。 

 

(可使用心智圖、各式概念架構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能、

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課程發展理念 

課程設計從觀察校園生活中的大自然顏色探索開始，從植物不同的色調，如何變色等

作出色彩的紀錄。藉由自然中的顏色結合食安議題，走入變色的世界。從顏色的調配

培養孩子對色彩的感知；從天然植物粹取的過程實驗中，理解變色的原因及可能，進

而應用其原理，調配出漸層的美感，展現變色之美的天然飲品。透過整合性的海報製

作呈現，將天然變色飲品作一視覺宣傳展現，再次回顧小組裡的飲品創作，同時運用

海報設計要素，進行排版及視覺宣傳的學習。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得複選） 

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活化其他非藝術學科之教學。 

聚斂其他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發展融整性課程。 

□ 檢視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的關係，發展包含不同學科的多元文化等議

題課程。 

□ 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包含不同學科之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

題課程、社區課程等。 

□ 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如跨領域美感走讀等，進行以在地藝文活動、環境生態、

媒材特色、國際參訪等為主軸之表現、鑑賞、實踐等活動式課程。 

□ 其他：              

跨領域內涵 

（得複選） 

體現藝術領域知識（能） 

體現非藝術領域知識（能） 

有機連結生活經驗 

□ 遷移至新情境的探究與理解 

□ 重新思考過往所學的新觀點 

克服領域間障礙挑戰的新進路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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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得複選） 

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點   □線   □面   □空間 構圖 質感 色彩 □明暗 

 □音    樂：□節奏 □曲調 □音色 □力度 □織度 □曲式 

 □表演藝術：□聲音 □身體 □情感 □時間 □空間 □勁力 □即興 □動作 □主題 

美感原則構件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 □節奏 □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得複選）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12 年國教 

課程綱要 

（連結） 

（得複選）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請依跨領域科目自行增列） 

 對應之 自然 領域核心素養： 

跨領域美感課程構組（皆得複選） 

課程目標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與跨領域/科目學習內容的連結 

展現跨領域/科目學習重點與跨領域美感素養之間的應用 

□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跨領域/科目學習效能的助益 

□ 展現對跨領域美感素養的探索動機、培養與應用 

□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創造、批判、思辨等能力的引發 

□ 其他：            

教材內容 

教材連結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 其他：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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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 其他：             

教學策略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論式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 其他：             

教學資源 

□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 連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 其他：             

學習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跨領域美感素養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 其他：              

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連接兩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與各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 

□ 與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 

□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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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 透過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 增進國家文化認同 

□ 增進國際競合力 

□ 全球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 

□ 在地全球化，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 

□ 實際執行國際參訪 

□ 其他：              

主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以文字描述，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課程目標  

第 1 節  主題／單元名稱：認識校園有色植物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導入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 教師準備:校園可食用植物種植點、PPT、
校園地圖、水彩紙、保麗龍膠 

   (二) 小朋友準備： 採集工具 

   (三) 學生分組：每四人一組，共六組。 

二、引起動機:思考照片中的植物在那裡。大家有
沒有好好觀察過學校有那些顏色的植物，又有那
些有色植物是可食用的物種，你們都知道在哪裡
嗎? 

貳、發展活動:  

一、校園有色植物之美：教師解說:教師於戶外使用
移動式投影簡報介紹校園裡的有色植物，即
其對應的校園植物地點。(慈文國小校園可食
用有色植物:火龍果、金桔、薄荷、蝶豆花、
野薑花、芭樂、百香果、九層塔、薜 荔、芳
香萬壽菊。) 

 

 

 

 

 

 

 

自編 

觀察 

採集 

聆聽 

討論 

校園植物 

各組能完

成採集三

種不同色

的植物,並

能完善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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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採集有色植物之美： 

(一)教師說明:採集條件。 
1. 教師說明:每組採集 3 種不同顏色的有色植

物，採集的植物可選擇其花、葉、根，採集
之植物以能夠於一週後具變色效果為主。 

2. 學生採集:以小組的方式搜尋校園有色植
物（每組 3 種），各組採集的 3 種植物顏
色需不同，並於採集後貼於白色圓形水彩
紙上。 

(二)教師引導: 
1. 教師詢問:怎麼樣的植物會變色? 學生

回答:植物水分、天氣變化。 

2. 教師提示:採集到的植物要辨識出物種
並寫下。   

學生提問:若是不知道的物種該怎麼辦? 

教師回答:可以找各組的老師，老師會協
助各組使用辨識植物 APP 回答問題。 

3. 採集原則:要以白色圓形水彩紙的大小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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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有色植物地圖 

1. 植物地點:於校園地圖上將採集地點利用 

2. 橘色圓點貼紙做校園植物地圖標記 (即可
製作校園植物地圖)。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總結:平時要多觀察校園裡的有色植物，
體驗植物的變化。 

二、預告下次上課內容：大自然的色票。 

第 2-3 節  主題／單元名稱：【大自然的調色盤Ⅰ】-彩繪色票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 導入活動 

1. 請各組學生將前一節課採集到的三種有色植

物和地圖組合成有色植物地圖。 

2. 各組學生觀查蒐集回來的有色植物部位有哪

些顏色。(每組觀察三種植物)．學生進行討

論，教師進行組間巡視指導。 

3. 學生將觀察到的其中一種有色植物顏色和全

班同學分享說明。 

．教師邀請六組中的其中三組和全班分享。 

第一組:我在有色植物的葉片上看到黃色、淺

綠和深綠色，有些部位有咖啡色。 

第二組:這是有色植物的花朵，花朵上有桃紅

色、白色點狀物及淺粉紅色。 

第六組:這是有色植物的莖，我觀察到它的顏

色有深咖啡、深綠色和黑點。 

 

貳、 開展活動 

1. 學生將水彩顏料拿出，討論用哪些顏色可以

調出有色植物的顏色。 

2. 教師邀請六組中的其中三組和全班分享，以 

各組其中一種有色植物為例說明。 

第三組:我們觀察到這個葉片可以用黃色、綠

色混色調出深淺不同的綠，再以咖啡色點

出葉脈顏色。 

第四組:花朵上的橘可以用黃色加紅色調出

自編 

問答 

操作 

實驗 

校園植物 

各組完成

基礎觀察

及色票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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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出橘色的深淺變化。 

第五組:植物的葉片是紫色的，所以我們用藍

色加上紅色調出來，因為顏色偏紅，所以

紅色要多一些。 

3. 教師介紹何謂色票並使用圖片讓學生理解。 

4. 教師提醒學生在調製水彩時須注重水分及顏

料的比例 有足夠的色彩飽和度 

5. 教師發下每生 3 張空白色票及水彩紙，各組

學生開始進行調色並著色在色票水彩紙上。 

．教師說明:學生可以將觀察到的植物顏色調色

後，先試畫在空白水彩紙上，若顏色與植物差

異大可以再調色並試畫，顏色接近後再畫在色

票上，每張色票顏色塗滿二分之一即可。 

．學生操作:學生依上述步驟依序完成三種植物的

三張色票彩繪。 

6. 各組學生將第一次完成的色票貼在小組的有

色植物地圖上。 

．教師說明:提醒學生色票黏貼時可以設計排列

色票的方式，如扇形、條列……等。並塗好背膠

確定位置再黏貼色票。 

 

壹、 綜合活動（教師歸納）: 

一、學生能觀察出大自然中植物的顏色及與同儕

表達分享。 

二、學生能調製出有色植物的顏色並彩繪色票。 

三、教師總結:這是第一次進行大自然色票的調

色，下週還要繼續觀察植物顏色的變化，並

調製出觀察的顏色後製作色票。 

第 4-5 節  主題／單元名稱：【大自然的調色盤 2】-彩繪色票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 導入活動 

1. 經過一週時間，植物有了變化，請學生進

行觀察並發表。 

．各組學生進行討論，教師進行組間指導。 

．教師引導學生對植物做觀察，外型、顏

 

自編 

引導 

問答 

操作 

水彩 

日本水彩紙 

色票 

完成觀察

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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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質感，但聚焦在色彩上。 

．教師邀請六組中的其中三組和全班分享。 

第一組:葉子捲曲而且變的乾乾的，本來有淺綠

色和黃色，現在變成土黃色或咖啡       

色。 

第二組:花朵已乾燥並縮成三分之一，粉紅色不

見了，只剩下淺咖啡色。 

第六組:植物的莖原本的綠色已轉變成深咖啡，

有些部分黑黑的。 

壹、 開展活動 

1. 教師發下每生 3張空白色票及水彩紙，學生將

觀察到有色植物的顏色以顏料調出並著色在色

票上。 

．教師說明:學生可以將觀察到的植物顏色調色後，

先試畫在空白水彩紙上，若顏色與植物差異大可以

再調色並試畫，顏色接近後再畫在色票上，每張色

票顏色塗滿二分之一即可。 

．學生操作:學生依上述步驟依序完成三種植物的

三張色票彩繪。 

2. 各組學生將第二次完成的色票貼在小組的有色

植物地圖上。 

．教師提醒學生第二次色票黏貼在第一次色票外

圍，並要貼好。 

3. 各組學生上台介紹小組的有色植物地圖。 

4. 全班學生觀察並票選出最美調色盤。 

．教師發下點點貼紙，鼓勵學生到各組欣賞色票

作品並進行投票。 

 

．教師邀請得票最高的組別上台分享作品予同

儕，也請投票的學生分享欣賞的原因。 

壹、 綜合活動(教師歸納): 

1. 學生觀察出兩周植物顏色的變化並調製出顏色進行

色票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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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能欣賞同儕作品並表達。 

教師總結:同學能用自己的雙眼對大自然的色

彩作觀察，並發現及感受到自然的色彩變化之

美，日後也可以將這個調色的方式運用在創作

上，並多多觀察大自然。 

 

第 6-7 節  主題／單元名稱：自然變色之理-彩虹果汁吧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 教師準備:火龍果、百香果、蝶豆花、調

理棒、玻璃杯、滴管、冰塊、實驗器材。 

   (二) 小朋友準備:上課熱忱的心 

   (三) 學生分組:每四人一組，共六組。 

二、引起動機: 

    我們這禮拜從大自然觀察採集有顏色的植

物，也讓你們仔細觀察這些植物顏色之後製作了

色票，那你們知道植物本身就可以萃取出顏色了

嗎?甚至我們可以運用許多可食用食物本來的顏

色來調配美麗的飲品。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 天然變色飲品原理之美 

(一)、教師課程介紹: 運用蔬果中之植物色素調製

出漸層變色飲品。 

(二)、師生問答: 

▲ 說到紅色系的的可食用有色植物你會想

到???? 

 「紅龍果、洛神花、番茄、紅西瓜、蔓越

莓…」 

▲ 說到黃色系的的可食用有色植物你會想

到???? 

 「小玉西瓜、百香果、鳳梨、黃檸檬、芒

果…」 

自編 

示範 

模倣 

 

操作 

氣泡機 

各類水果 

各組完成

基本漸層

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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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綠色系的的可食用有色植物你會想

到???? 

 「哈密瓜、奇異果、薄荷、青菜…」 

▲ 說到藍色系的的可食用有色植物你會想

到???? 

 「藍莓、蝶豆花、葡萄…」 

▲ 那如果要運用這些食物的色素，我們就要

經過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叫做?萃取~ 

 

 

 

 

 

(三)、教師示範: 

        1.首先老師先來示範萃取紅色系的水果: 

今天老師選擇使用火龍果來萃取紅色，在

萃取的過程之中有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

是壓榨，我們要先把果肉壓碎，紅色的色

素才會跑出來，打好了之後，第二個步驟

為過濾，我們把不需要的雜質，過濾掉，

萃取出較為乾淨的色素，接下來我們要來

萃取黃色系色素，我要來請 2位同學來協

助老師示範，運用百香果的黃色來萃取。 

2.接下來我們要來萃取藍色系色素，我要

使用蝶豆花，因為蝶豆花只要泡水就可以

萃取出色素，所以蝶豆花，老師就用泡

的，等等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會慢慢的溶出

藍色色素。 

3.這些萃取出的色素~是不是就很像我們

天然的調色顏料，讓我們可以調色或製作

美麗的漸層飲料。 

    (四) 實驗原理:  運用不同蔬果素材的比重大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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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果汁比重大會沉入下層，比重較小會

浮在上層；也運用蝶豆花的花青素遇到酸鹼

會有不同顏色變化來調配；為了增加上層分

層的阻力，我們可以利用冰塊來漸緩流速，

製作出更美麗的分層。 

 

 活動二、 變色飲品手工萃取之美 

(一)、教師實驗介紹: 運用手工萃取的方法，萃

取蔬果中的天然色素。 

(二)、教師示範實驗步驟:   

 

 

 

 

1.老師想用這些果汁製作一杯上下分層的漸層飲

料? 

 誰能回答怎樣會讓果汁會漸層(上下分層)?比重 

 誰能回答怎樣會讓不同顏色果汁分層更明顯?

冰塊 

2.老師現在想要調配百香果和火龍果的漸層果汁 

首先我們要先確定誰的比重大!!!所以我們先利用

桌上的試管和滴管來測試，我們先用滴管吸取紅

龍果的果汁慢慢沿著管壁放入，接著再放入百香

果，靜置 2 分鐘，看誰沉下去了(那就是誰的比重

比較大)，再試一次~~來確認等等你要製作漸層果

汁的放入順序。 

 

 

 

 

 

 

3.讓老師檢查各小組已經討論確定完成，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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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師領取透明杯子。 

4.製作一杯美麗的漸層飲料，完成後我們要和同

學分享。 

5.請老師將製作的成果拍照下來。 

 

(三)、學生操作演練: 

1.以比重大小比例調配 2 色漸層顏色飲品一杯。 

2.調完後仔細觀察杯中色彩的變化。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總結: 

(一) 運用大自然裡的蔬果色彩豐富，就像我們

的水彩顏色，也能為生活中調配出不同的變色

美感。 

(二) 自然界的比重大小以及酸鹼性質，能讓蔬

果的色素，激發不同的創意美感。 

二、預告下次上課內容:自由調配的果汁吧。 

 

第 8-9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自然變色之美-彩虹飲品調色吧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 教師準備：各色蔬果、氣泡水、玻璃杯、滴

管、實驗器材、小型攝影棚。 

   (二) 學生分組：每四人一組，共六組。 

二、引起動機: 

▲ 還記得上次我們製作漸層飲品時，老師跟

你們說了我們運用了什麼原理， 

 比重、糖分、密度、冰塊阻力 

▲ 老師今天還要再介紹一種科學原理，讓我

們增加漸層飲品的色彩之美喔! 

貳、發展活動 

自編 
實驗法 

引導法 

各色蔬

果、氣泡

水、玻璃

杯、滴

管、實驗

器材、小

型攝影

棚。 

小組完成

漸層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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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 天然變色飲品原理之美 

    (一) 教師課程介紹: 運用蔬果中之植物色素調

製出漸層變色飲品。 

    (二) 實驗原理: 

比重:運用不同蔬果素材的比重大小來調配，

果汁比重大會放入下層，比重較小會浮在上

層；運用蝶豆花的花青素遇到酸鹼會有不同

顏色變化來調配。 

酸鹼: 花青素呈現出何種顏色，和花青素所

處環境的酸鹼值有關，花青素在酸性環境下

呈現紅色，在中性環境下呈現紫色，在鹼性

環境下則是藍色。 

冰塊: 冰塊的有無會影響分層，因為加入冰

塊能使液體與液體間的對流減少，減緩造成

其相融在一起的時間，達到短暫的分層。 

    (三) 教師材料介紹: 準備火龍果、百香果、蝶豆

花、檸檬汁、藍柑橘、氣泡水，將各蔬果顏色先萃取

而出。 

 活動二、 大自然的調色盤 

(一) 教師問答: 教師和學生討論調色美感。 

(二) 調綠色系: 

▲ 老師沒有準備綠色系蔬果，但老師還是想

調出綠的顏色，請問可不可以從老師準備

的這些蔬果顏色調出綠色? 

 可以藍色+黃色 

▲ 那是什麼蔬果+什麼蔬果呢? 

 可以用藍柑橘+百香果 

(三) 調粉色系: 

▲ 那如果老師想要調粉色系的飲品，要怎麼

用老師準備的這些蔬果調出粉色呢? 

 可以用蝶豆花、檸檬汁。 

▲ 為什麼呢? 

 老師剛剛有說，花青素遇到酸會變成紛紅

色，所以可以用蝶豆花+檸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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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三、 飲品的畫師 

     (一)、學生創作: 

1. 以高腳杯型水彩紙，各組討論出想調配的

漸層飲品顏色，並用水性水彩筆畫下。 

2. 學生利用畫下的三種顏色，用試管來做比

重測試，確認各組所選的果汁能依照比重

達到分層效果。 

3. 各組前來領取所選取的蔬果色系，並開始

製作天然彩虹漸層飲品。 

4. 製作第一層完畢後，向老師領取冰塊，增

加阻力、減少對流。 

5. 將第二層和第三層果汁色素，緩緩放入玻

璃杯中。 

6. 完成天然彩虹漸層飲品。 

7. 放入小型攝影棚，拍攝飲品廣告文宣照。 

 

 

 

 

 

 

 

 

 

 

 

 

 

 

參、綜合活動(教師總結) 

 (一)、大自然裡的蔬果色彩豐富，就像我們的

水彩顏色，運用不同的科學原理，也能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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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調配出不同的變色之美，生活中的蔬果的色

素亦可激發不同的創意美感。 

(二)、在生活之中，我們可以覺察每一樣東西，

激發創作出的美感，就像我們將常常吃的水果

的色素萃取出來，並且創作出美麗的漸層飲品。 

 

第 10-11 節 主題／單元名稱：飲品宣傳海報設計 Ⅰ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FIND POSTER 

一、請同學發表對海報的認識與使用時機(海報的

作用)。 

 

二、老師講解海報的種類 

●行政宣導海報 

●教育推廣海報 

●商業推廣海報 

●公益性海報 

三、觀察海報構成的幾大要素? 

 

 

 

 

 

 

問答法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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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主標題、副標題，宜簡短有力。 

●圖案：須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通常利用繪畫

攝影、或綜合媒材來呈現。 

●色彩：色彩是突顯重點的最佳方式，配色以對

比方式呈現較多。 

 

 

 

 

NAMED 

一、主視覺如何命名? 

二.觀察現有的命名方式 

 

 

 



18 

 

三.認識形容詞和名詞的組合 

四.為自己的飲品命名 

 

 

 

第 12-15 節 主題／單元名稱：飲品宣傳海報設計 Ⅱ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Dominant Colour 

一.主色調顏色有那些? 

二.搭配?突顯?主視覺色調為何? 

 

 

Design 

一、決定主要飲料的位置,構製草圖 

二、決定主要文字的位置,構製草圖 

三、從學過的調色技巧中調配主色系 

PPT 

現有海報 

問答法 

 

示範 

 

小組討論 

各種有色紋

彩紙 

 

剪刀,膠 

 

色筆,圓規 

 

M克筆 

形成性量 

 

總結性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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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設計 POP 

 

五、如何突顯主題(立體/色彩)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心怡:     

校園中的植物是學生在學校生活裡日常之一，學生卻很少去細細地欣賞、品味、更別

說發現植物的色彩美感，教師經由引導讓學生發現美感就在生活中，啟發並訓練孩子

視覺觀察力，使學生懂得運用雙眼去探索生活中的美感，並經由團隊合作，能夠運用

在繪畫創作上，從採集、觀察、討論、思辨、調色、小組合作、發表等……一系列過

程，學生產出校園有色植物地圖，將所學實際運用在生活中，體現生活之美。 

 

婉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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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小組的學生所預想的果汁調和層次與實際做出來的不同。 

2. 學生會忍不住偷喝試喝，學生試喝後的表情很有趣，有的小組覺得很好喝，有的

表情顯得很酸，各種顏色結合味覺是很不一樣的體驗和期待。即使連很文靜的學

生都忍不住想嚐試。 

3. 第一次試做時未結合冰塊，效果不夠好，當增加冰塊時，阻力增加了，幾乎每阻

都成功了。在實驗中不斷改變教學的策略，讓每組孩子都有成功的經驗。 

4.  剛開始買的杯子 500C.C，想像中的成果是像外面賣的潮層飲料般，呈現色彩飽

和可販售的樣貌，然在實際做時，發現全班需要的果汁量會因此爆增，緊急修正

成使用小杯子。剛開始果汁量不足時，以加水充量，也使得比重出現想像中的落

差。 

 

韻如: 

  

1. 學生發現冰塊可以增加顏色流下的速度，在過程中學生會喊「哇！好美哦」，

可見學生發現顏色果汁滲透的美感。  

2. 學生發現冰塊越大，阻力越好，且冰塊融化的快，因此用大冰塊效果比較好。  

3. 部分學生勇於挑戰嚐試，反而呈現出來的顏色漸層效果比較好。  

4. 學生分成二類，一類先思考什麼果汁調起來好喝，才考慮顏色的層次；另一類

學生則思考顏色的配色與漸層，才挑選果汁。  

5. 少部分學生想像中的漸層果汁顏色和實際做出來的落差很大。  

6. 整間教室的百香果味道很重，因此幾乎每一組都會選擇百香果做為漸層果汁的

原料之一，推想可能因為顏色鮮豔，味道濃郁。  

7. 也可能是學生在做完試管的漸層果汁後，發現百香果比重較重，適合做漸層飲

品，因此每組都選擇它。  

8. 藉由海報的設計讓學生重新回顧整個課程的核心價值，思考課程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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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推廣自然健康飲品，食安教育融入藝術課程，也在生活環境中。 

2.自然界中的變色觀察，從生活中粹取的天然色素是在視覺，味覺，嗅覺及動手做的

觸覺中感受美。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照片至少 10 張加說明，每張 1920*1080 像素以上，並另提供原始 jpg 檔） 

已加註在上方教案中，影像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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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教案格式不好用，彈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