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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建築藝術與生活 年級科目 六上社會領域 教學時間 三百二十分鐘 

設計理念 

台灣長期屬於漢人的社會，但卻因受荷西與日本統治，而使台灣文化呈現多

元風貌。尤其在日治時期明治維新西化政策後，當時許多來台的日本建築師都是

留歐學者，在官方的建築上，帶來歐式古典或日式風格，在民宅的改變，展現巴

洛克式西方洋樓和中西混合的街屋建築，這些精緻、多樣的建築，豐富細膩了台

灣的社會文化。透過 ASSURE課程設計模式，結合社會領域、人文藝術與資訊課

程，以科技整合的方式進行有關建築的專題學習與藝術創作，進一步發現臺北建

築之美與其歷史發展的淵源。 

教 

學 

目 

標 

能力指標 

1-2-8 覺察生活週遭建築空間不同的形態具有時代性差異。  

2-2-2 認識居住環境週遭的古蹟，並能欣賞古建築之美。 

2-3-2 探討台灣文化的內涵與淵源。 

1-3-1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9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教學目標 

1. 欣賞台灣傳統多元建築之美。 

2. 欣賞中西建築不同的形式、表現與藝術特色。 

3. 能了解中西宗教建築不同的造形與藝術特色。 

4. 能比較與了解中西建築裝飾藝術的不同表現。 

5. 能以建築為主題，進行「建築」探索學習、創作與鑑賞。 

教學內容 

重點 

1. 認識台灣的傳統建築。 

2. 認識現代主義的建築。 

3. 分析中西宗教建築不同的造形與藝術特色。 

4. 比較與了解中西建築裝飾藝術的不同表現。 

5. 以「建築之美」進行專題學習與藝術創作？ 

參考資料 

參考書籍(六上康軒版社會領域教學指引、六上翰林版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指引) 

1李乾朗(2001)‧20世紀台灣建築‧台北市：玉山社出版‧ 

2李乾朗(1996)‧臺灣傳統建築‧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  

3李會承(1996)‧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台北市：藝術家‧ 

4蔡毓芬譯(2000)‧西洋建築史‧台北市：地景企業‧ 

5蔡毓芬譯(1998)‧古典建築語言‧台北市：地景企業‧ 

6台灣建築史 http://www.dm.ncyu.edu.tw/content/content01.htm 

7臺閩古蹟資訊網 http://www.tacp.gov.tw/ 

能力指標   教   學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http://www.dm.ncyu.edu.tw/content/content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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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回顧台灣社會有哪些建築樣式 

 

 

 

貳. 了解臺灣傳統建築各種特色。 

 

一. 認識臺灣原住民的建築。 

 

 

 

 

二. 認識台灣漢人的建築。 

 

 

 

 

 

 

 

 

 

 

四. 認識日治時代的台灣建築。 

 

 

 

 

 

 

 

五. 認識西方的現代建築。 

 

 

參. 了解建築與歷史文化關係 

【活動一 從建築來看臺灣的生活文化】 

壹.引起動機 

詢問小朋友對台灣的傳統建築的印

象？如原住民的原始建築、漢人的傳統建

築、西方和日式建築，現代式都市的建築，

認識台灣建築的多元與豐富性。 

貳. 以簡報引導學生欣賞臺灣的多元建築。 

一 臺灣原住民的建築。 

1以竹、木、藤為主材料：如賽夏族、泰

雅族為主。 

2以板岩為主要材料：如魯凱族、排灣族

為主。 

3以木材、竹、藤與茅草為主：如阿美族。 

二. 欣賞台灣傳統建築 

(一) 民間鄉村建築:仰合瓦、紅磚、陶土

竹片、木材等形式如下 

1一條龍：只有正屋，沒有護龍和埕。是

最基本、簡單的住家形式。 

2單伸手：正身加上左護龍，平面呈 L

形的住宅。 

3三合院：由正屋和左右護龍，平面呈ㄇ

字形的居住形式。 

4四合院：由前後兩進和左右護龍和左右

護龍對稱圍成封閉的內埕，平面呈回字

形成完備私密的居住形式。 

(二) 中國宮庭式建築：圓頂、廡殿、飛簷

和琉璃瓦。如民主紀念館。 

四.欣賞日治時代的築台灣建築 

(一)日式建築: 黑瓦、斜坡屋頂、塌塌米

及木構建材，傳統和風式建築。如中山

紀念館。 

(二) 歐式建築: 圓頂、三角山牆、西方

柱式、拱門拱窗、石柱迴廊、勳章花草

飾等古典式建築。如臺灣國立博物館。 

(三)中西混合建築:閩南式的紅磚街屋建

築，但立面卻大量利用華麗繁複的西洋

裝飾。如迪化老街。 

五.西方的現代建築。運用簡單的幾何圖案

及方格建築，將傳統繁複圖騰賦予簡單和

抽象化，空間設計上也較強調機能性和流

動性。如台北信義區世貿等都會大樓。 

參.統整：台灣由於長期的大陸移民與曾受

異族統治，因而呈現多種民族融合的社會

文化，建築就是一項歷史與文化見證，顯

示出不同時代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生活的情

形。~第一節~ 



 

肆.「建築之美」專題學習 

一 知道專題學習研究步驟與流程 

 【活動二 建築之美的專題學習】 

壹.引起動機 

概略說明專題的學習意義、資料蒐集

與專題學習計畫、流程和步驟。 

貳.專題學習活動 

教師指導學生研究題目步驟與流程： 

一、 主題：我理想中的建築物 

二、 蒐集研究方法 

指導每一組學生搜集各類建築樣式，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分組討論出理想中建築

的種類、功能性與美觀性。方法如下: 

(一)上網查資料（關鍵字查詢、書籍、

雜誌、報紙、多媒體資料）。 

(二)圖書館 

除了書本是資料之外，圖書館也有多媒

體資料喔。 

(三)實地參觀 

三、 確定研究主題 

綜合全組意見，提出建築物樣式設計

初稿。  

四、 確定學習新論題：  

對於建築物設計的風格樣式、裝置藝

術、或與發展創作主題的有關資料、知

識找出想更深入研究與了解的問題。 

五、 計畫學習行動 

(一)進行校外教學計畫，探索臺北市的

建築之美。並提出研究方法： 

1觀察法 

2訪問法 

3調查法 

(二)工作任務分派 

指導學生進行分組與專題探究活動學

習計畫，與任務分派。 

參.統整 

提示學生人力資源規劃和分配，應考

慮到每個人都要有貢獻，並能發揮組員的

專長、和與支援種類與程度，並能發揮分

工合作的精神完成各組的作業。 

 

~第二節~ 

 

 



1-3-1 

1-3-2 

2-3-6 

2-3-9 

二 能分析中西方宗教建築的特色 

 

 

 

 

 

 

 

 

 

 

 

 

 

 

 

 

 

 

 

 

 

 

 

 

 

 

 

 

二 比較中西建築的特色 

 

 

 

【活動三 西方建築藝術殿堂】 

 (結合人文藝術課程進行分組學習)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展示傳統西方建築等圖片或多媒

體，並提問：「你到過哪些地方或曾在哪

裡看到過類似這些建築？」請有旅遊或觀

賞經驗的學生回答。 

二探索活動 

1.請學生觀察西方宗教建築的圖片。 

2.引導學生欣賞並發現中西建築藝術在

建築、壁畫與雕塑的不同造形與特色。 

(1)引導學生欣賞中國宗教建築：蘇州 玄

妙觀 三清殿的飛簷及北京 天壇 祈年殿

的額枋彩畫與窗及臺灣 鹿港 龍山寺的

山門造形與藝術特色。 

(2)引導學生欣賞西方宗教建築：「聖彼

得大教堂的穹頂」、「巴黎聖母院」及「夏

特爾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造形與藝術

特色。 

(3)教師提問：「比較一下中西宗教建築

的造形有何不同？」如：建築外觀形式、

材質與裝飾特色，  

(4)鼓勵學生先思考或書寫，再進行討論

與發表。 

三統整： 

教師統整學生的意見，並導引學生發

現中西建築藝術受歷史與傳統文化有很

大的關聯與影響。 

~第三節~ 

【活動四 中西建築比一比】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展示傳統中西建築等圖片或多媒

體，並提問：「中西建築外觀、屋頂及窗

戶有何不同？」並請學生就其旅遊或觀賞

的經驗回答。 

二探索活動 

引導學生就中西建築外觀、屋頂及窗戶圖

例進行對照，並進一步思考及討論設計圖

稿的各個元素如： 

 （1）建築的主題與功能為何？ 

 （2）建築外觀的形式與風格為何？  

 （3）素材製作與表現方式為何？ 

      （如：雕、鑿、捏、塑……） 

 （4）比較運用各個裝飾元素表現？  

      （如：造形、質感與表現方式等）。 

三統整： 

請學生說說對中西建築外觀、屋頂及窗戶

的觀感與組合，並動動腦發展初稿設計。 

~第四節~ 

 



 

三了解台灣的傳統廟宇的建築 

 

 

 

 

 

 

 

 

 

 

 

 

 

 

 

 

 

 

 

 

 

 

 

 

 

 

 

 

 

 

 

 

 

四 利用各種素材，設計創作出一件建

築作品。 

 

 

【活動五 熱鬧繽紛的廟宇】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台灣的傳統廟宇建築等圖片

或多媒體，並提問：「台灣的傳統廟宇建

築有哪些特別深刻的印象？」並請學生發

表。 

二探索活動 

(一)教師展示臺灣傳統藝師的作品圖

片，引導學生觀察課本潘麗水門神、葉王

交趾陶及何金龍剪黏的作品，並口頭分享

心得。  

(二).教師分別講述潘麗水、葉王及何金

龍的生平及現今作品的遺址，引導賞析其

作品的製作方式特色與風格。  

(三)教師引導學生了解台灣的傳統廟宇

建築主要屋頂、外觀、門柱、及各種吉祥

圖案等裝飾有何功用與意義。 

1 認識寺廟建築格局 

 位置、歷史 

 廟埕建築、屋頂 

 三川殿、開間 

 龍門與虎門 

 晨鐘、暮鼓 

2 寺廟建築之美--裝飾藝術 

 石雕：抱鼓石、龍柱 

 木雕：藻井、斗拱、弔筒 

 彩繪：主要在樑柱與牆壁。 

 脊飾：剪黏、泥塑或交趾陶作

成的各種脊飾。 

 神像：主祀神明都有其特殊的

造形與配件。 

 門神：寺廟的守護者，具有趨

吉避凶及威嚇的作用。 

 三統整：教師綜合台灣傳統廟宇特色，

及建築元件與吉祥圖案的構圖製作要點。 

~第五節~ 

【活動六 動動手、動動腦】 

一引起動機 

說明訂定作品評鑑方式、要項與準則 

師生共同討論訂定創作評鑑要點，如功能

性、藝術性、素材運用等多種角度思考，

訂定出作品評鑑準則，然後分組進行建築

之美專題創作活動。 

二分組創作 

將完成的建築設計稿，運用各種素材製造

成立體模型並製成數位教材上網。 

三創作成果展示與分享 

由老師和學生就建築物的立體模型進行

評鑑與網路心得分享。 

~第六節、第七節、第八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