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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查詢  友善列印

0971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商設系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02U00013 / C

學分數學分數 3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設計素描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Design sketch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林盛宏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31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31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A416 / 星期3第05節 
第1週 / 第18週 / A416 / 星期3第06節 
第1週 / 第18週 / A416 / 星期3第07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期望同學能： (1)習作作業能掌握Discipline, Craftsmanship, Professional, Clean, Accuracy, 之
精神。 (2)Progress on performance (3)On time --- assignment, participation (4)Academy Honest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運用單一繪畫素材練習基本型態如立方、圓柱及球體，學習繪畫基本型態陰影變化、上色步驟。
●學習基本透視概念，練習透視圖法。 ●熟習各種繪畫材料麥克筆、色鉛筆、廣告顏料，簡單繪畫
綜合練習。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圖學羅慧明藝術圖書公司，ISBN 957-9045-17-8 實用透視圖法羅東釗藝風堂出版社，ISBN 957-
9394-21-0 產品設計表現技法林季雄及劉又升工業設計協會或六合出版社 Design SketchingErik
Olofsson / Klara SjölenKEEOS Design Books，ISBN 978-9197680707 Design rendering
TechniquesDick PowellNorth light book，ISBN 0-89134-125-0

2008/9/18 9/17 【基本型態練習】 -立方體練習 -課程講解 林盛宏

2008/9/25 9/24 【碳鉛筆基本型態練習 (一)】 -透視圖法基本練習 -碳鉛筆
不同處理方式灰階深淺 -練習定著保護膠特性瞭解 林盛宏

2008/10/2 10/1 【碳鉛筆基本型態練習 (二)】 -圓柱體及立方體線條構圖 -
觀察明暗變化並記錄

林盛宏

2008/10/9 10/8 【碳鉛筆基本型態練習 (三)】 -圓錐及立方體構圖色階 -觀
察明暗變化並記錄

林盛宏

2008/10/16 10/15 【碳鉛筆練習進階(一)】 -設計簡單幾何造型 -表現明暗變
化及構圖

林盛宏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08/10/23 10/22 【碳鉛筆練習進階(二)】 -利用幾何造型設計簡單拖曳玩具林盛宏
2008/10/30 10/29 【碳鉛筆練習進階(三)】 -確定玩具設計,進行構圖 林盛宏

2008/11/6 11/5 【色鉛筆練習(一)】 -瞭解線條構圖特性 林盛宏

2008/11/13 11/12 【色鉛筆練習(二)】 -瞭解色鉛筆特性 林盛宏

2008/11/20 11/19 【色鉛筆與粉彩練習(三)】 -色鉛筆課堂作業 林盛宏

2008/11/27 11/26 【麥克筆練習(一)】 -控制灰階深淺練習 -麥克筆不同處理
方式

林盛宏

2008/12/4 12/3 【麥克筆練習(二)】 -練習廣告顏料highlight -麥克筆草圖 林盛宏

2008/12/11 12/10 【麥克筆練習(三)】 -麥克筆課堂作業 林盛宏

2008/12/18 12/17 【麥克筆練習(四)】 -麥克筆課堂作業 林盛宏

2008/12/25 12/24 【廣告顏料練習】 -瞭解廣告顏料特性 林盛宏

2009/1/1 12/31 【廣告顏料練習】 -控制灰階深淺練習 -瞭解廣告顏料特性 林盛宏
2009/1/8 1/7 【綜合練習】 -綜合畫材練習 -瞭解各材質相互影響特性 林盛宏

2009/1/15 1/14 Happy Hour 林盛宏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及格需完成】 (1)Attend all class meeting on time (2)Complete all assignment on time (3)Devoted
an additional 4 hours of practice per week 【作業】 (1)課後練習作業，每週一次且於課前將作品，
黏貼於牆上，以便講評與評分。 (2)課堂練習作業，A3 至少100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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