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重埔過好日-在地情感與美感 

 

壹、 設計緣起： 

本教案規劃靈感來自三重地政事務所之邀請計畫，本計劃由地政事務所邀請本校學生發

揮創意，改造地政所館舍之公共樓梯空間，增加親民與環境美感。 

地政事務所任務為處理社區地籍測量、地價、登記與權力等工作，是有關土地、環境、

居民的業務。 

本教案創作主題乃基於地政事務所之機關特性，將「環境」訂為課程主軸，引導學生以

環境議題做為議題核心，在學習過程中發展對在地生活環境的敏銳感受、並以視覺藝術

創作的過程統整學習所得與心靈感受，以實際創作成果和社區居民互動交流。 

一、結合社區資源，發揚美術教育： 

現今地政事務所辦公大樓梯間，非常單調陰沉且缺乏生氣，雖然是民眾每天必經的

空間，卻一直是被忽略的公共場域。事務所因此思考如何改善梯間美感，提升梯間

空間美感與深化空間意義，轉化原有僵硬的空間感受，使空間不只有連接移動的功

能，更負有與群眾互動、改善公家機關形象之多元意義。 

二、認識環境議題，建構在地認同： 

以「環境」為教學主軸，引導學生分析生活環境的美好與缺失，並藉由案例鑑賞、

實例討論、資料整理等工作、整理出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議題，建構學生對於生活環

境議題的敏銳感受與理想抱負，並鼓勵學生將改善環境議題的理念化為實際行動。 

三、提升美感涵養，學習欣賞藝術： 

學生能在此課程活動中體驗豐富的創作活動，增強學生對於美感要素的觀察與應用

能力。並以藝術鑑賞活動，深化對於美感與藝術發展脈絡的認知，提升其內在藝術

涵養。完成作品將實際展示於地政事務所公共空間，刺激學生思考藝術創作與社會

整體的互動與議題，擴展學生對藝術的想像與認知。而發表作品與展示的教案設計，

則加強了學生認真、嚴肅的創作態度。 

 

貳、 教學目標 

一、以藝術創作，將環境議題的心靈化為實際行動

關懷社區。 

二、介紹美感視覺要素，建立學生美感知能。 

三、藝術結合公共空間，以結合美感教育與在地認

知，帶領學生探索美感構成與創作活動。 

 

 

台北人你家在哪/李振雄/1995/攝影/國

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參、 關鍵詞 

環境議題、色彩、質感、構成、公共藝術 

 

肆、 融入議題 

本教案以「環境議題」為基礎，期望學生經由研究社區環境、搜尋相關知識並進行研究，

經由內在創意與討論過程轉化知識為創作靈感。並經由同伴相互討論交流，獲得環境價

值的意義與思辯經驗。 

教師將引導學生連結環境議題研究所得與美感教育內容，鼓勵學生以視覺藝術創作統整

議題知識與藝術美感，用藝術創作展現其學習成果。同時獲得藝術學習、關懷在地，以

及思辨交流的學習經驗。 

 

伍、 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 

 

陸、 課程時間 

1 學期，共 17 堂課 

 

柒、 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三重埔過好日 

融入議題 環境議題 

教學年級 高中 2 年級 

時間分配 17 週、共 17 堂課 

教學目標 1. 藝術創作關懷環境：以認識藝術結合公共空間，將環境議題化為實際行動。 

2. 認識視覺美感要素：色彩、質感、構成、空間構成。 

3. 探索美感創作體驗：藉由美感教育與在地認同，協助美感養成與人文關懷。 

媒體資源 壓克力顏料、學習單、討論單、投影機、教學簡報、學生所需用具 

教材分析 1. 學生應具有的先備知識： 學生應具有的先備知識： 

（1）視覺經驗：具有基本概念的色彩學知識 

（2）藝術創作：具備 基本構圖 、透視與設計的 概念。 

（3）創作媒材：具有 水彩畫的基礎繪創作經驗。 

2. 延伸活動：  

教學策略 直接教學法 、討論教學法、合作學習教學法、 

創造思考教學法、啟發教學法、欣賞教學法、 

練習教學法、示範教學法 



捌、 課程架構圖 

 

 

 

 

 

 

 



玖、 教學流程 

一、 

單元一：三重埔過好日-如何過好日-研究與規劃 

教學

重點 

核心能力 鑑賞：1. 認識藝術與空間的關係。 

      2.以心智圖和蒐集資料的方法研究學校社區環境。 

創作：1.學習聚焦團體討論的各種想法。 

      2.以具體視覺造型或符號傳達概念。 

教材範疇 1. Google Map 三重小旅行與分享所見所得 

2. 以心智圖發掘環境議題 

3. 資料蒐集與分享 

教學目標 

 

1. 提升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認識與思考廣度 

2. 認識藝術與公共空間互動的相關議題 

3. 以珍惜環境的心靈，規劃屬於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 

  教學活動 

單元

I 

研究

規劃 

1. 

認識課程目

標(1 堂課) 

1. 介紹課程： 

帶領學生認識改造空間的客觀條件、理解地政事務所之困境與期許。

以結合在地特色為目標，鼓勵學生朝相關方向思考。 

2. 認識公共藝術： 

思考於公共空間創作的限制與期許，針對藝術與社會結合的可能性進

行學習與思考。 

2. 

研究環境特

色(1 堂課) 

1. 三重認識與情感： 

藉由資料搜尋、實地探訪，培養對社

區的認識與情感。 

2. 三重特色心智圖： 

以小組討論與心智圖發想發掘三重的

特質作為創作方向。例如人力豐沛、

鄰近河濱公園、交通方便，及負面特

質：空氣污染、街景凌亂、擁擠吵雜。 

3. 價值判斷與確立創作主題： 

引導學生做出價值判斷，擁抱環境的

優點，並思考能如何改善環境缺點。

共同討論整理出三重特色：水岸自然

特色、居民住家稠密、社會活力充

沛。製作學習單 

鳥瞰台北 101/黃孝思/國立臺

灣藝術教育館 



3. 

決定創作方

向(2 堂課) 

1. 創作主題：三重埔過好日。 

2. 分組發想設計圖，各組發表後以投票方式選出最終稿。 

3. 發揮在地優點，以三重大臺北都會公園為主題，以一天不同時辰的風

景色彩：清晨、白天、正午、午後、夜晚及地標-新北大橋共 6 組進

創作 

 

單元二：三重埔過好日-找尋那好日-創作與執行 

教學

重點 

核心能力 鑑賞： 

1.認識抽象主義、構成主義、印

象派等風格。 

2.理解造型、色彩、質感對視覺

美感的重要性。 

創作： 

1.使用造型、色彩、質感創作。 

2.學習將設計圖與想法轉為作品。 

教材範疇 1.色彩計畫與視覺造型設計 

2.壓克力顏料使用與技巧 

3.鑑賞各種藝術風格 

教學目標 1.認識視覺造型與質感  

2.擷取自然風景的色彩，並應用於實際創作之色彩計畫。 

3.設計與規劃作品，並以媒材完成。 

單

元

II 

創

作

與

執

行 

1. 

造型構成 

(2 堂課) 

1. 介紹各種造型與美感，認識抽象主義與構成主義作品。 

2. 藉由討論與發想，設計各種造型，再由各組分配完成板材切割工作。 

學生將保麗龍裁成各式形狀 

雪中的舞步/林莉利/2005/油畫/國立臺

灣藝術教育館 



2. 

安排色彩計畫 

(2 堂課) 

1. 認識印象派與風景畫。 

2. 觀察不同時辰的風景色彩變化，以三

重都會公園的一日為主題，以各種顏

色詮釋不同時辰的大自然。共同思考

討論以何種顏色代表不同時辰感受，

尋找與感受相符的色彩-決定色彩計

畫。並依照空間需求，調整色彩。 

3. 

認識肌理質感 

(2 堂課) 

1. 教師介紹有關質感的美。質感收集與體驗活動，各組抽籤各種質感描

述詞語，例如粗糙、柔軟、光滑…等描述詞彙。 

2. 石膏製造質感實作體驗。 

4. 

創作活動 

(6 堂課) 

1. 學生使用壓克力，依照原定色彩計畫將保麗龍板暈染成不同色彩 

2. 收集所有學生作品，並依照原始設計圖排列。檢視效果。 

 

 

早春/賴傳鑑/2005/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 



單元三：三重埔過好日-好日大家過-分享與檢討 

教學

重點 

核心能力 鑑賞：以分享交流與鑑賞活動，提昇自身美感素養與開放心胸 

創作：佈展 

教材範疇 1.認識佈展實務 

2.創作論述撰寫與發表 

3.欣賞他人作品，學習聆聽與欣賞 

教學目標 

 

1.回顧創作歷程，整理過程中所學習到的事物 

2.欣賞他人作品，練習給予正向回饋 

3.學習創作論述，發表概念與想法 

教學策略 直接教學法、啟發創造思 

單

元

III 

回

顧

與

檢

討 

1. 

完成作品展示

(利用假日時

間) 

1.選擇假日，將作品運至地政事務所大樓。 

2.配合樓層指示牌與原有燈光，微調作品構圖安排。 

3.學生互相合作安排作品位置，以泡綿膠固定作品於牆面。 

2. 

撰寫創作理念 

學習心得回饋 

(1 堂課) 

1. 教師解釋創作論述的撰寫方

式與意義。 

2. 以團體討論撰寫創作理念。 

3. 記錄本次課程所學習到的知

識與概念。 

4. 以文字分享創作過程的感觸

與完成作品的心情。 



執

行

成

果 

    創作成果發布於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學

習

單

與

回

饋

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