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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藝術●藝術閱讀

我們可以從身邊的人的故事中閱讀到一種精神，是屬於個人風格、獨一無二的，每個人就像一本書一樣。而一種整體性的閱讀，從文本、後
人撰寫的故事、人生的蹤跡、及作品裡，你要如何拼湊出一個人的輪廓呢?

--引述自簡名辰老師 從梵谷開始閱讀藝術人生 一文

本期主編：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小藝文領域學習小組

下期主編：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刊頭攝影：含蓄 (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一 / 朱光潛先生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二 / 朱光潛先生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三 / 朱光潛先生

主編的話

閱讀藝術‧藝術閱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名人看閱讀

蔡元培看美育 / 蔡元培先生 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

閱讀寶庫

藝術書單 /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藝文學習領域小組

訊息看台

環保藝術拼貼1 /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從梵谷開始閱讀藝術人生 / 基隆市深美國小 簡名辰老師
美感教育之一：從歌樂看見生命 / 基隆市正濱國中 周嘉郁老師
環保藝術拼貼2 /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閱讀 Come Some Ｍusic / 基隆市安樂國小 王貴琪老師
表演藝術之傳統曲藝淺說 / 基隆市中和國小 蕭忠閔老師
淺談藝術的閱讀 /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以日常生活創意出發的創造力培育方案--以五年級陶藝教學為例 / 基隆市東光國小 王佩蘭校長 李仁傑老師
聽一段搖滾，來個街頭塗鴉藝術 /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2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32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45 期

閱讀專題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一

朱光潛先生

　　 我剛才說，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這也只是一種看法。換一個看法，你說它是真
的或是假的；再換一種看法，你說它是善的或是惡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

　　
   比如園里那一棵古松，無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說它是古松。但是你從正面看，我從側面看，你以幼
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都能影響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古松雖只是一件事
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或是寫成一首詩，我們倆
藝術手腕盡管不分上下，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由于知覺不完
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象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學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
“知覺”到這一棵樹，可是三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種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你所知覺到的只是
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我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葉為針狀、果為球狀、四季
常青的顯花植物。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只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樹。我們三人的反應
態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盤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樣去買它，砍它，運它。我把它歸到某類某科里去，注意它
和其他松樹的異點，思量它何以活得這樣老。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他只在聚精會神地觀賞它的蒼翠的顏色，
它的盤屈如龍蛇的線紋以及它的昂然高舉、不受屈撓的氣概。

　　 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它的形象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
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為的。極平常的知覺都帶有幾分創造性；極客觀的東
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審美的眼楮才能見到美。這棵古松對于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因為他去看它時就抱了美感的態
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它的美，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專持
美感的態度去看它。

　　 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

　　 先說實用的態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環境”包含我自己以外
的一切人和物在內，這些人和物有些對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對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對于我不關痛癢。我對于他們于
是有愛惡的情感，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這就是實用的態度。實用的態度起于實用的知覺，實用的知覺起于經
驗。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見火就伸手去抓，被它燒痛了，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它是什麼東西，便明了它是燒痛
手指的，火對于他于是有意義。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人為便利實用起見，才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根據經驗把四圍事
物分類立名，說天天吃的東西叫做“飯”，天天穿的東西叫做“衣”，某種人是朋友，某種人是仇敵，于是事物才有所
謂“意義”。意義大半都起于實用。在許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飯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
便尋不出其他意義。所謂“知覺”，就是感官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里明了他的意義。明了他的意義起初都只是明了他的
實用。明了實用之後，才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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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二 / 朱光潛先生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三 / 朱光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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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
二

朱光潛先生

　　 科學的態度則不然。它純粹是客觀的，理論的。所謂客觀的態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
丟開，專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但
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于實用。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不說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兒
子，只說我看她這人很有趣味，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分析她的心理組織。科學家見到一堆
糞，不說它的氣味太壞，我要掩鼻走開，只說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學成分，
看看有沒有病菌在里面。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但是那時候
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了。科學的態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
是抽象的思考。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系和條理，納個物于概念，從原理演個
例，分出某者為因，某者為果，某者為特征，某者為偶然性。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賺錢等等，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睫花葉、日光水分等等，
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由它跳到和它有關系的種種
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實用的態度中和科學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獨立的、絕緣的，
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絕緣，便是美感的態
度的最大特點。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對于他便
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燒飯，他忘記松樹在植物教科書里叫做顯花
植物，總而言之，古松完全佔領住他的意識，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了。他只把
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他不計較實用，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關系、
條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這種脫淨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叫做“直覺”，直
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叫做“形象”。美感經驗就是形象的直覺，美就是事物呈現形象于直覺
時的特質。

點閱: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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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之三

朱光潛先生

　　 實用的態度以善為最高目的，科學的態度以真為最高目的，美感的態度以美為最高目的。在實用態度
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動偏重意志；在科學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
間的互相關系，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
動偏重直覺。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價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離開人的觀點而言，事物都混然無別，
善惡、真偽、美丑就漫無意義。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觀的成分。

　　 就“用”字的狹義說，美是最沒有用處的。科學家的目的雖只在辨別真偽，他所得的結果卻可效用于
人類社會。美的事物如詩文、圖畫、雕刻、音樂等等都是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的。從實用的觀點
看，許多藝術家都是太不切實用的人物。然則我們又何必來講美呢？人性本來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
的。真善美三者俱備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飲食欲，渴而無所飲，饑而無所食，固然是一種缺
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沒有科學的活動，本有美的嗜好而沒有美感的活動，也未始不是一種缺乏。真和
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種饑渴精神上的饑渴。疾病衰老的身體才沒有口腹的饑渴。同理，你遇到一個沒
有精神上的饑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斷定他的心靈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狀態。

　　 人所以異于其他動物的就是于飲食男女之外還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壺就可以貯茶，
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樣、顏色都要好看呢？吃飽了飯就可以睡覺，何必又嘔心血去做詩、畫畫、奏樂呢？
“生命”是與“活動”同義的，活動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義。人的實用的活動全是有所為而為，是受環
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動全是無所為而為，是環境不需要他活動而他自己願意去活動的。在有所為
而為的活動中，人是環境需要的奴隸；在無所為而為的活動中，人是自己心靈的主宰。這是單就人說，就
物說呢，在實用的和科學的世界中，事物都借著和其他事物發生關系而得到意義，到了孤立絕緣時就都沒
有意義；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卻能孤立絕緣，卻能在本身現出價值。照這樣看，我們可以說，美是事物的
最有價值的一面，美感的經驗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一面。

　　 許多轟轟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過去了，許多轟轟烈烈的成功和失敗也都過去了，只有藝術作品真正是
不朽的。數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還能在我們心里點燃很強烈的火焰，雖然在當
時他們不過是大皇帝腳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並吞六國，統一車書，曹孟德帶八十萬人馬下江東，
舶舶千里，族旗蔽空，這些驚心動魄的成敗對于你有什麼意義？對于我有什麼意義？但是長城和《短歌
行》對于我們還是很親切的，還可以使我們心領神會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氣魄。這幾段牆在，這幾句詩
在，他們永遠對于人是親切的。由此例推，在幾千年或是幾萬年以後看現在紛紛擾擾的“帝國主義”、
“反帝國主義”、“主席”、“代表”、“電影明星”之類對于人有什麼意義了，我們這個時代是否也有
類似長城和《短歌行》的紀念坊留給後人，讓他們覺得我們也還是很親切的麼了？悠悠的過去只是一片漆
黑的天空，我們所以還能認識出來這漆黑的天空者，全賴思想家和藝術家所散布的幾點星光。朋友，讓我
們珍重這幾點星光！讓我們也努力散布幾點星光去照耀那和過去一般漆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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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藝術‧藝術閱讀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期「閱讀藝術‧藝術閱讀」是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與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小藝文領域學
習小組的合作。

    首先，朱光潛院士《談美》一書，相信是許多人在年少時期認識美學的經典閱讀，本期特別轉載
『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科學的、美感』一文，藉以在閱讀之時重新省察我們
的美學觀點。

    其次，本期文稿涵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域中的視覺藝術、聽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三大
範疇。細細品味『如何閱讀藝術』、『藝術與創造力教學』兩個專欄文章，應有許多閱讀指導的發
想與可能。

    最後，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與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學習小組的合作方案企畫，旨在期
許透過各領域小組專門領域的閱讀觀點，呈現給現場教師教學現場多元閱讀指導的視野。藉此，特
別感謝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以及幼稚教育輔導團召集人以及輔導員們的協助。

    歡迎您繼續閱讀：「英語悅讀‧悅讀英語」(第29期，英語領域學習小組)、科普閱讀(第32期，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小組)、幼兒閱讀(第40期，基隆市幼稚教育輔導團)。也請您繼續支持與期待我
們在明(104)年的特別企畫。

點閱:64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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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蔡元培看美育

蔡元培先生 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

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
消沮者也。
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摻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
不能有利害之關係。
 

點閱: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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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藝術書單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藝文學習領域小組

1 畫家帶路．基隆小旅行 ISBN：9789866629563 225 太雅出版社 2 世代．映像與歲月 －鄭桑溪 
ISBN：9570202009 450 臺北市立美術館 (或者)鄭桑溪攝影集 ISBN：9576300029 225 出版社：躍
昇 3 礦城‧麗島‧倪蔣懷 ISBN：9574740579 540 雄獅美術 4 礦工，太陽．洪瑞麟 ISBN：
9578980698 540 雄獅美術 5 "創意城市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ISBN：
9789867247681 432 馬可孛羅 6 城市綠旅行的50種方式：我的美感練習簿 ISBN：9789866500572 
252 墨刻 7 芭蕾的故事 (含CD) ISBN：9789866833809 499 出版社：典藏 8 一分鐘看藝術(2DVD) 
DVD 490 弘恩/出版 9 破解圖地反轉 Achieving the Unachievable DVD 490 太古國際 10 一分鐘看藝
術 II: 現代與當代藝術 DVD 399 弘恩文化 11 曠世傑作的秘密 套裝 7DVD 曠世傑作1-7 2025 得利
影視

點閱: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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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環保藝術拼貼1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從達達到普普拼貼：

二十世紀初，一次大戰期間興起的達達主義，開啟了拼貼的藝術表現手法。五十年代的美國普普藝術運動，更
是利用多到不行的流行與商業文化圖像，將帶有諷刺、顛覆甚至是KUSO意味的拼貼藝術，推向極致！然而，同
一時期的英國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卻以另一種方式：類似立體派，將不同角度所觀察、拍攝
的照片，重新拼貼成一張「完整的」照片，題材也多半是極為生活化的風景、人物或靜物。

大衛‧霍克尼，巴黎的富斯坦堡廣場(Place Furstenberg, Paris)，1985年

碇中與拼貼藝術的相遇：

將近十年前，前校長吳岳保先生剛上任不久，為了帶動學校藝文風氣，邀請九份在地藝術家胡達華先生，到學
校分享釘畫的製作過程，利用鐵鋁罐、鐵釘與木板，巧妙地拼接成完整的作品，並舉辦個人作品展覽。這是全
校師生，最早接觸到的第一手拼貼藝術。釘畫獨特的質感，靠著精準的選色，拼接成完整而優雅的圖像，迥異
於達達與普普的拼貼。

九份釘畫藝術家：胡達華自畫像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7%A2%87%E5%85%A7%E5%9C%8B%E4%B8%AD+%E6%9D%8E%E5%AD%9F%E9%BE%8D%E8%80%81%E5%B8%AB
http://4.bp.blogspot.com/-IIa_MFRnoXs/UJNobcKhlsI/AAAAAAAAPFE/ABnO8UdgwOY/s1600/1.hockney.furstenberg-paris.jpg
http://www.darfar.com.tw/
http://4.bp.blogspot.com/-K9-1cXCArzM/UJNoo405CEI/AAAAAAAAPFM/2tus-cNhBag/s1600/2.photo.jpg


胡達華，九份國小，63x45cm，1999年，No.165

國外的色彩拼貼：

加拿大藝術家路易斯‧拉瓦（Lewis Lavoie）

馬賽克壁畫（Mural Mosaic），是從1997年開始，嘗試將數個獨立的小幅畫作，組合拼貼成完整的大型繪畫，並
延伸出一系列的活動與作品。

 配合2010溫哥華冬季奧運所製作的「拼貼」畫作

KUNAMOKST - Coastal Inspirations

日本藝術家Syunsaku Hishikari
撕下黑白報紙的部分色塊，拼貼成黑白的人像照片作品。

Syunsaku Hishikari 2 (31/27 cm)

 

http://2.bp.blogspot.com/-Hx18SJC-sg4/UJNoxVbpsnI/AAAAAAAAPFU/hboFMCE3Rxc/s1600/3.165.jpg
http://www.lavoiestudios.com/
http://www.muralmosaic.com/index.html
http://3.bp.blogspot.com/-KD3KoU-tvKY/UJNo-HJshMI/AAAAAAAAPFk/YHb6bYIviR4/s1600/4.grid.jpg
http://www.l-usine-galerie.com/hishikari/hishikariexpo.html
http://2.bp.blogspot.com/-tpjbQa8dlTg/UJNpHl7TagI/AAAAAAAAPFs/tJTBILqIz_g/s1600/5.hishikari2.jpg


麥修‧庫希克（Matthew Cusick）
以地圖為拼貼材料的畫作。

山德‧史密爾‧高德（Sandhi Schimmel Gold）
利用回收紙，拼貼而成的人像畫。

美國金髮女郎（All American Blonde）

數位工具的運用：

克里斯‧喬丹（Chris Jordan）
2006年到現在的「計算數量：美國自畫像」（Running the Numbers: An American Self-Portrait）系列作品，運用
數位影像技術，利用不同色彩的大量縮小影像，組合成完整的大型圖像作品，藉此說明美國的生活現象。
（Girl Tears網誌展覽介紹）

http://mattcusick.com/
http://1.bp.blogspot.com/-cfGaaiUlfVg/UJNpR-UJz9I/AAAAAAAAPF0/n2Nr3ZuD0gU/s1600/6.Matthew-Cusick_229.jpg
http://www.schimmelart.com/
http://2.bp.blogspot.com/-8fbi0tOJ-qs/UJNpY7hNuaI/AAAAAAAAPF8/TeNSmDbV_uU/s1600/7.allam_002.jpg
http://www.chrisjordan.com/
http://girltears.wordpress.com/2008/02/24/running-the-numbers-an-american-self-portrait/
http://girltears.wordpress.com/2008/02/24/running-the-numbers-an-american-self-portrait/


秀拉的作品：

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
 

  

由四十萬個不同顏色的塑膠瓶蓋，所組成的

代表美國人每分鐘的塑膠瓶消費量

點閱: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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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梵谷開始閱讀藝術人生

基隆市深美國小 簡名辰老師

我們可以從身邊的人的故事中閱讀到一種精神，是屬於個人風格、獨一無二的，每個人就像一本書一樣。而一
種整體性的閱讀，從文本、後人撰寫的故事、人生的蹤跡、及作品裡，你要如何拼湊出一個人的輪廓呢?

    
        

廣達游於藝梵谷展到了深美國小前，孩子們從藝文課的繪本裡聽到梵谷的故事，他們聽的津津有味，似乎梵谷
就是他們的朋友了，他們想問他很多問題，好像梵谷的離奇人生中遺留了許多問號，他們想知道。

梵谷展布置出來，從展板裡孩子們拼湊出梵谷的足跡，他們從畫作的年份當中，感受出他性情的轉

變，個性的剛烈從急促的筆處中展露無疑。各式各樣的繪本及分析的書，讓他們澄清各種疑點，包

括對他的人生最後的選擇，有不同的詮釋。他們也因為了解梵谷的作品後，用點點、線條及漩窩畫

出自己想畫的話，梵谷對他們來說，已經立體了起來，不再只是一個飄忽過腦海的人名，而是活生

生的一個個體。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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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的孩子在閱讀過大量梵谷的資料後，在成果展中選擇表演出梵谷，穿戴著厚重的衣物及自製毛線鬍鬚，
用他們的角度去詮釋梵谷的人生，並回答觀眾的問題，這個閱讀以趣味的方式轉化成表演，更是好玩極了。

     體驗到以藝術呈現，這個全面性閱讀一個藝術家的體驗，超越了平面，而活生生的進入孩子的生

命，從閱讀一個人的生命，也為他們的生命帶來能量。

點閱: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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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藝術拼貼1 /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美感教育之一：從歌樂看見生命 / 基隆市正濱國中 周嘉郁老師
環保藝術拼貼2 /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閱讀 Come Some Ｍusic / 基隆市安樂國小 王貴琪老師
表演藝術之傳統曲藝淺說 / 基隆市中和國小 蕭忠閔老師
淺談藝術的閱讀 /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以日常生活創意出發的創造力培育方案--以五年級陶藝教學為例 / 基隆市東光國小 王佩蘭校長 李仁傑老師
聽一段搖滾，來個街頭塗鴉藝術 /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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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之一：從歌樂看見生命

基隆市正濱國中 周嘉郁老師

最近得知教育部從今年度開始，擬定了「美感教育第一期5年計畫」，

投入41億經費，要推動美學、美感教育，希望把美感的種子埋下，提升國民美感素養。這對於身處第一
線的國民基礎教育藝文教師來說，是多麼可喜可賀的一件事啊，因為藝術教育受到了關注，也得到了重視。
但在欣喜之餘，難免有些憂心，畢竟「美感教育」這四個字說起來簡單，但實際上若沒有充分的理解與討
論，很難正確精準地去實踐。為此，希望藉由個人在學習與教學歷程的省思，讓小小的拙見喚起更多優秀的
藝文教學夥伴，一同暢談「美感教育」。

由於個人接觸學習“歌樂”的時間頗長，從歌樂裡的感動也最多，因此就先以“歌樂”起頭談美育。一首學
生時代接觸到的音樂劇選曲《小丑進場Send In The Clowns》―─當美貌不再、年華已逝的女伶，在面對一次
又一次感情上的受挫，難以接受事實，卻又得面對那殘酷與難堪的時刻。她以黑色幽默、自我解嘲的方式述
說，娓娓道出那看似灑脫，卻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常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沉浸在這樣的歌樂裡，雖然總是
帶來惆悵與落寞，但我卻特別享受與它們共處時的心靈觸動。在當時那個網路資訊不甚普及的年代，很辛苦
地找到了四、五個演唱版本，其中最愛的就是黑人歌手Sarah Vaughan的演唱，或許她的聲音狀態不見得完
美，但那份滄桑與灑脫的嗓音，卻最能讓人聽到在歌詞裡的“傷痛”，那不會是唯美純淨，也不會虛幻空靈，
因為太過刻意營造的完美，反而失去了生命中的真實感，有缺陷、失敗、挫折…，那才是人生。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nRRW2gINw

 

記得在非常小的時候，國語歌壇有一位男歌手叫孫情，「痛苦歌王」是他的稱號，當時愛唱歌的我總喜
歡唱他的《奪標》：「人生也有歡笑也有悲哀你我都感覺到，人生總有成功總有失敗你也都看到」，對於稚
齡的我來說，雖然還不能理解歌詞當中的意義，但從他演唱時瞇著眼、皺著眉、苦著臉的神情，以及歌聲，
我也能很快地揣摩出「人生當中並非全然順遂」這個道理。歌樂之所以迷人，除了具有優美詩詞的鋪陳與音
樂流動的烘托外，歌者聲音的傳達也能幫助欣賞者去理解，甚至進入到不同的詮釋意境。

一首歌樂的構成，它包含著三個要素：詩詞、音樂、唱腔。一般而言，文字的部分總是最先呈現與被解
讀，成為欣賞者再詮釋時的重要基礎，對於詩詞的理解與感受越深刻，越貼近生活經驗，就會產生越多的共
鳴。

幾年前的《SS小燕之夜》節目中，看到主持人張小燕訪問美學工作者蔣勳，期間張小燕意外地說出一段
往事，她泣不成聲地感謝蔣勳寫的詩〈願〉陪她走出多年來的「喪夫」之痛。她說，她很清楚「人要走出自
己的黑洞」這個道理，但卻不知道方法，直到有一天，讀到了〈願〉這首詩：「…當你埋葬土中，我願是依
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塵。如果，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我就許一個願，與你結來世的姻緣」，
看完後的她崩潰大哭，情緒剎那間得到了釋放，從那刻起，她有了再次往前走的力量。因為她堅信將會與丈
夫再結來世的緣。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JDA2N_gNU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3%E6%BF%B1%E5%9C%8B%E4%B8%AD+%E5%91%A8%E5%98%89%E9%83%81%E8%80%81%E5%B8%A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nRRW2gIN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JDA2N_gNU


雖然在很多年前就曾讀過〈願〉這首詩，但這一段內容更清晰地讓我理解到以“愛”重整生命的悲傷處
理，所以當我聽到作曲家冉天豪所編寫的混聲合唱版本時(2012年接受台北愛樂合唱團委託創作)，更能深刻
地去感受一首好的歌樂作品，在音樂的推波助瀾下，讓整首詩鮮活了起來，就像是一個有脈動的生命。

《願》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dQ9ZmljD8

〔前奏〕以“許願池裡激起漣漪”做為發想，感覺音樂一開始的鋼琴聲就像是在模仿許願池中的聲響，當錢幣
落入水中震盪水面，且不僅聽到了聲音，也看到激起了一波波的漣漪。鋼琴的右手奏出許願投幣的聲音;左
手則表現漣漪的波動，這樣模仿水面激盪出漣漪的音型一再反覆，幾乎貫穿全曲。(也似敲鐘，鐘的聲波傳
動著)

〔導奏〕人們虔誠地祝禱著，整個氛圍彷彿是處於山嵐間，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謙卑地祈求。

〔第一段之一〕單純的使用二部女聲，以最純淨的心靈與聲音訴說著心裡的願念;以文字來看，杜鵑花的綻
放與繁星的閃爍都是屬於較寧靜的表現，因此在音樂的處理上，也採取較靜態的方式。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

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第一段之二〕江河流向海洋;當男聲進入時，整個聲響猶如江河湧入般的氣勢，最後整個混聲四部匯集眾
人之力的凝聚感，作為圓滿的表達。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

為你，再一次圓滿

〔間奏〕鋼琴歌唱般地奏出第一段的旋律，左手仍持續表現模仿水面激盪出漣漪的音型。

〔第二段〕此段詞中 「環抱你的海洋

、「張起了船帆

、「吹動的風浪

、「遠行

、「去到遠方

，是文字的使用最具“流動感”

“空間感”的段落。

如果你是島嶼

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

我願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dQ9ZmljD8


我願是那路

準備了平坦

隨你去到遠方

〔第三段之一〕此段的音樂創作手法是整首歌曲中最具有創意表現的段落，以對位的手法譜寫，但歌詞卻把
第一段歌詞拿來重新使用，讓第一、三段共同交織出富有戲劇張力的效果。

當你走累了

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

有乾淨的枕席

供你睡眠

眠中有夢

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

讓你依靠

雖然白髮蒼蒼

我仍願是你腳邊的爐火

你共話回憶的老年

〔第三段之二〕在音樂的表現上，呈現歌頌般的吟唱。

你是笑

我是應和你的歌聲

你是淚

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第四段〕單獨以女高音齊唱的方式，表現出堅貞、恭敬地態度在心中默禱，渴求願望實現。此段的文字表
現有別於前面的段落，因為當人生劃下終點，終須回歸現實，雖然悲傷但仍須接受、仍須面對，因為相信僅
存的小小心願終會實現。

當你埋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你成灰

我便成塵

如果啊，如果

你對此生還有眷戀

我就再許一願

與你結來世的姻緣



〔尾聲〕眾人齊聲凝聚願力，輕聲唱出「我願」，手法模仿“聖詠讚美詩”在最後時出現的「阿門

，作為虔敬儀式的結束。

其實，這首《願》與1932年美國詩人瑪莉•伊莉莎白•弗萊（Mary Elizabeth Frye）所創作的《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和日本新井滿的《千の風になって•化為千風》在詩詞的內容上，

有著共同的生命態度，一種面對傷痛，接納且豁達超越的生死觀。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XmWamnH4RA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不要在我的墳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我不在那，我未沉眠

I am in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我身在千風吹送著

I am the softly falling snow. 我身在柔和的落雪

I am the gentle showers of rain, 我身在雨中細柔的淋浴著

I am the fields of ripening grain. 我身在成熟穀物的田野

I am in the morning hush, 我身在早晨的寧靜

I am in the graceful rush 我身在優美的急流

Of beautiful birds in circling flight, 美麗的鳥兒在上盤旋

I am the starshine of the night. 我化為夜晚的星光

I am in the flowers that bloom, 我身在盛開的花朵

I am in a quiet room. 我身在寧靜的房裡

I am in the birds that sing, 我身在鳥兒的歌聲中

I am in each lovely thing. 我身在每樣可愛的事物中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die. 我不在那，我還未離世

《千の風になって•化為千風》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qiJ08LGxY

詞曲╱新井 滿（中文譯：張桂娥）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請別佇立在我的墳前哭泣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沈睡不醒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XmWamnH4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qiJ08LGxY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秋天 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地間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冬天 化身為白雪綻放鑽石光芒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晨曦升起時 幻化為飛鳥輕聲喚醒你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 夜幕低垂時 幻化為星辰溫柔守護你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離開人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發生 9.0級地震、海嘯與核災，成千上萬的人生死未卜，倖存下來的人更要面
臨生離死別，還有滿目瘡痍的家園待重建。當時一位雙眼失明的牧師新垣勉就是唱了這首歌曲，撫慰了無數
身心受苦人的心靈。他是一位日本沖繩島上的美軍遺孤，出生後因助產士錯把消毒水當洗眼藥水使用的失
誤，造成雙目失明，一歲時母親為了再婚，交由外祖母扶養，稱外祖母為母親，真的母親則稱作姐姐。之後
對自己的遭遇感到絕望，希望「未來能殺掉父母及助產士後再自殺」。14歲時祖母過世留下孤單一人，因在
收音機聽到了聖歌後，才立志成為聲樂家牧師。新垣勉個人的遭遇，在經歷苦難後再重新站起來的歌聲，確
實會讓聽者更為動容。

“歌樂”，它讓人看見令人動容的生命，感受生命的韌性，接納生命中的不完美，體悟以“愛”重整生命的
珍貴。如果說，教育是用生命感動生命的過程，那麼「美感教育」就是一種以美的感動來豐富生命、學習自
我救贖的過程。擁有美的感受力，其實也是在為自己蓄積生命的豐厚度，以承接生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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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藝術拼貼2

基隆市碇內國中 李孟龍老師

節能減碳週活動

配合總務處的環保週活動，99年曾經讓美術社同學，利用圖書室過期準備報廢的舊雜誌，以個人為單位製作拼貼作品。參考了
奧地利藝術家克林姆（Gustav Klimt），以及網路藝術家DaAniellA的作品。

克林姆，<吻>（The Kiss），1907-1908

99年的環保拼貼

最後呈現出來的，是比較接近「普普藝術」（Pop Arts）的拼貼風格。不同之處在於，嘗試將不同印刷圖像所產生的不同質
感，重新排列組合在新的圖像上。如：印有人像與綠色植物的頭髮、水藍色的眼睛與花系列的頭髮等。

99-1 807鍾O欣同學作品【淚】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7%A2%87%E5%85%A7%E5%9C%8B%E4%B8%AD+%E6%9D%8E%E5%AD%9F%E9%BE%8D%E8%80%81%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96%AF%E5%A1%94%E5%A4%AB%C2%B7%E5%85%8B%E6%9E%97%E5%A7%86
http://daaniella.deviantart.com/gallery/#/d2njph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f/f3/Gustav_Klimt_016.jpg/599px-Gustav_Klimt_016.jpg
http://3.bp.blogspot.com/-aph5XGqHMv0/UJNuZy-3g-I/AAAAAAAAPHE/G1KGnLRTLX4/s1600/DSC01367.JPG


99-1 805 戴O雅同學作品【花】

向大師致敬

在99年的活動進行過程中，每位同學的製作進度懸殊，7年級與8年級的作品程度也有明顯落差，故本次活動將練習範圍聚焦在
「色彩的拼貼」，以強調色彩觀察與描寫的印象派大師：莫內、秀拉與梵谷作品為範例，以跨年級、跨性別混編的小組為單
位，期望同學能夠透過相互討論、合作的方式，除了完成練習的作品之外，也能「仔細」欣賞大師們的作品。活動進行的步驟
如下：

1.分組：美術社成員共35人，以3-4人為1組
因為成員女生較多，每組至少分配1位男生
7年級與8年級混編成9組，預計製作9張作品。

2.材料與工具：過期雜誌數本，每組1張8開壁報紙，1張作品全圖或「局部」範例圖，信封袋1大2小，用來分類色彩，剪刀、
膠水

3.構圖：以鉛筆繪製輪廓，確認色彩分布區域

4.分析色彩+剪：選擇並蒐集需要的色彩素材，剪下後進行分類

5.拼貼：依照位置拼貼作品

進行中的作品

作品陳列在黑板上，讓同學檢視進度與作品效果
橘色數字為全體同學票選效果最佳票數。

http://3.bp.blogspot.com/-ABsTtK03PHE/UJNubVAxGJI/AAAAAAAAPHE/F3cdNJMSDJc/s1600/DSC01370.JPG
http://1.bp.blogspot.com/-CR6DjW5mTgA/UIgBuU6t17I/AAAAAAAANQ8/fIuDXspx_Lw/s1600/DSC_0204
http://1.bp.blogspot.com/-BLP7bcoLW_U/UIgBxd7gGhI/AAAAAAAANQU/dvYuUVJRMJg/s1600/DSC_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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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Come Some Ｍusic

基隆市安樂國小 王貴琪老師

現今社會，科技發達，日新月異，尤其三Ｃ產品發展之迅速，一日千里，其中又以手機最受歡
迎，儼然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它的多元功能讓我們除了可接聽電話，還可以拍照，聽音樂。當
你走在路上，坐在車上，或是咖啡廳、圖書館，到處可見年輕人一邊翻閱著手中的書籍，一邊塞著耳
機聽音樂。令人好奇的是，聽音樂和閱讀同時進行，是一加一等於二，還是一加一等於一，抑或是零
呢？閱讀書上內容同時融入音樂情境，會讓孩子更加專心嗎？這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Rauscher等學者在1993年研究發現莫差爾特的音樂能短暫提升學生空間推理能力, Nittono等學者
(2000)研究發現節奏較快的音樂較緩慢音樂更能提升認知的表現。Deems(2001)也發現，有聆聽音樂習
慣的學生閱讀理解成績顯著比沒有聽音樂習慣的學生高。根據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確定音樂的確
與閱讀有很深的關係。

當人們聽到音樂的時候，大腦首先受到刺激，而後我們的呼吸、心跳乃至於情緒，都會呈現出相
對的反應。當我們感受到音樂的張力時，可能會有緊張或鬆弛、開心或憂傷、心跳加速或放緩等不同
反應，因此在閱讀活動進行時，如果可以適時地加上合適的背景音樂，將可以使孩子們更加投入閱讀
活動。

根據施春雅（2010)《音樂情境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童閱讀專注力影響之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情境在
閱讀現場之可行性高，將音樂情境融入學童晨間靜息或午間靜息時間，均能讓中高年級學童閱讀專注
力提昇。而且只要時間允許、曲目、音響設備能配合，音量大小能視實際教學情境加以調整，選擇適
當的音樂能讓學校教學情境與氣氛更好，進而提昇教學效果。由此可知，適切的音樂情境將會使孩子
們更加願意進行閱讀活動。

 

    當孩子在進行閱讀活動的同時，不妨為他們來點音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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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之傳統曲藝淺說

基隆市中和國小 蕭忠閔老師

曲 藝，這兩個字對臺灣人是有點陌生、甚至有點嚴肅的，但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就是比較通俗的「說唱藝術」。簡單的說，
說唱藝術就是結合中國的文字、語言 和音樂，以它特有的表演技巧來娛樂觀眾，它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份，甚至根據史書記載，最
早從周朝時期，就有「俳優」這種專業伶人出現了！

現在常見的曲藝種類，主要有相聲、竹板快書、評書、河南墜子、京韻大鼓、數來寶、西河大鼓、雙簧、太平歌詞、連珠快書、單
弦、拉洋片、樂亭大鼓、山東琴書、念歌仔、地方小調等…最為人熟知的也最普遍的，莫過於相聲和竹板快書了，以下簡單介紹：

相聲是最受歡迎的 曲種，它是語言的藝術，也是笑的藝術，透過演出者的表情和聲音，以及詼諧的內容，讓觀眾得已發出會心的
「大笑」。依照表演人數，又可分為單口相聲、對口相 聲和群口相聲三種。竹板快書則是以數來寶為基礎，演員一邊敲擊竹板，一
邊以韻文說書，演員時而成為旁白，時而成為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是難度相當高的表演 藝術。

目前臺灣熟知的相 聲大師，以魏龍豪、吳兆男及陳逸安老師為主，經典段目如「黃鶴樓」、「報菜名」、「八扇屏」、「倭瓜
標」、「歪批三國」等，至今還是各說唱藝術團體常拿來 演出或改編的不朽名段。目前現存的曲藝團體中，最經典的則首推臺北曲
藝團所創作的…「很難說的國語」，這個段子在2005年參加北京電視台主辦「立白杯相聲小品大賽」榮獲海外組冠軍，更隨即應邀
於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演出，這是央視春晚第一次有臺灣的「相聲」。創作的朱德剛與劉增鍇，同時也入圍2006年金曲獎的最佳
作詞人，在臺灣相聲界是難得的殊榮。

竹板快書則首推臺北曲藝團的林文彬老師，在快板書的入門上，有許多小段可以供小朋友練習，如黃大嫂、層層見喜等，讓小朋友
從中訓練節奏感與口語表達。以下提供「黃大嫂」全文供大家參考：

「說了一個大嫂本姓黃，她一心要嫁十二個郎。 
大郎賣瓜子，二郎賣冰糖，三郎賣煙酒，四郎賣香腸。 
五郎是裁縫，六郎是皮匠。 七郎吹鼓手，八郎當和尚。 
九郎是打手，十郎在衙門裡頭當班房。 十一十二的差事好，他們倆人對口唱雙簧。 
有人就把這個大嫂問，說：大嫂啊！您幹嗎要嫁十二個郎啊？ 
大嫂說：哦！這你們就不知道啦，十二郎全都有用場。 
閒來沒事我嗑瓜子，嘴裡頭沒味兒嚼冰糖，
家來客人有煙酒，甭買酒菜有香腸，
衣服破了有裁縫，鞋子壞了有皮匠，
死了人有吹鼓手，要唸經，家裡邊有和尚，
要想打架有打手，要打官司衙門裡頭有班房，
家裡要開個慶生會啊，咱們甭請演員有雙簧。」

希望以上的介紹，能讓大家對於曲藝不再陌生，甚至和它們能有更親密的接觸唷！

資料來源：臺北曲藝團http://www.tqt.com.tw/index.php

漢霖說唱藝術團http://tw.myblog.yahoo.com/hanlintw/

幽默館http://www.humorous.idv.tw/phpb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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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藝術的閱讀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本文摘要

透過雙眼的觀看，一幅畫究竟告訴我們哪些訊息?

在藝術領域，怎麼樣觀看古典作品，而現代藝術又要如何解讀?

每每在藝術課本、在美術館或者在畫冊裡看到喜歡的作品時，我想很多老師和小朋友都會很想

知道怎樣去解讀一件作品。

藝術的創作，有如文章寫作一樣。在文學領域有詩文、散文、小
說…..，而藝術領域裡，可以是平面畫作、立體雕塑、裝置、錄像….等
等。

圖書文章的閱讀，可以透過文字的組構，細細品味文章風格、想像
空間。而藝術作品的閱讀，作品的色彩空間構成和主題風格，經由視覺
的感受，豐富我們的心靈空間。

我們在看畫的時候，可以先看看畫面上的內容，看看畫了哪些東
西?用什麼樣的媒材來創作?畫面主要的色調是什麼顏色?寫實的或者抽象
的?

一般博館典藏的古典寫實作品，有許多源自於希臘神話故事或者是
聖經故事，有些是帶有隱喻的寓言故事。喜歡神話故事的小朋友，可以
透過藝術認識希臘神話。

而現代美術或者當代藝術的作品，講求獨創性，無論創作手法，或
者媒材使用，皆有更深刻的自我意識，更重要的是藝術家個人哲思的傳
達。更許多當代藝術家，常以文字闡述概念的背景、文化脈絡與發展歷
程。我們必須學習如何閱讀藝術，更深入地思考藝術作品背後的意涵。
現代藝術重視個人表現，有些作品更流露，藝術家想傳達的趣味小幽
默。

在此推薦幾本書，可以幫助小朋友輕鬆的透過閱讀了解藝術:

「Look! Seeing the Light in Art」    ( Look觀察畫裡的光)GILLIAN 

WOlFE著＠２００６年/維京國際２００９出版。

我們能看見，是因為光的存在所以眼中所見是五顏六色，而非烏漆
漆的一片。這本書挑選了許多西方知名藝術家強調光線的作品，引導小

朋友觀看畫面強調的「光所造成的畫面空間和效果。

 

LOOK!觀察畫裡的光ISBN：978986631004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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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3%E6%BF%B1%E5%9C%8B%E5%B0%8F+%E5%90%B3%E6%84%B7%E7%BF%8E%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1.PN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2.PNG?attredirects=0


同一位作者GILLIAN WOlFE，還寫了「Look!: Drawing the Line in
Art線條怎麼說話」、「Look！Zoom in on Art各種角度看名畫」

、「Look! Really Smart Art好聰明的藝術」、「Look!Body Language
In Art身體怎麼說話」

從光、線條、各種角度、身體….等主題來引導小朋友觀看藝術作
品。目前這些圖書都已經中文翻譯版，適合中年級以上的小朋友閱讀，
老師也可以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選讀，以主題方向帶領大家認識畫作。

這套書以繪本的形式編排，［看一看］單元每一個主題挑選１７－
１８件作品，每幅畫作旁只有以中文標示畫作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
如果想知道更詳細的繪畫作者必須翻到書的後面［查一查］單元，才會
有比較詳細的介紹。然而，由於這套書是翻譯書，其中內容裡的藝術家
也大多是歐美藝術家，若想要進一步的知道書籍所選出藝術家他的姓名
的原文，我們必須翻到最後一頁［畫家和畫作中英對照］。

這幾本書有別於傳統畫冊的編輯方式，我猜，大概是因為作者希望
讀者在閱讀時，直接觀看畫面本身，並且透過文字引導而輕鬆的進入畫
面。

 LOOK!各種角度看名畫 ISBN：
986742848X

LOOK!線條怎麼說話 ISBN：
9789867428981

LOOK!
身體怎麼說話 ISBN：986742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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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生活創意出發的創造力培育方案--以五年級陶藝教學為例

基隆市東光國小 王佩蘭校長 李仁傑老師

本文摘要

創意是需要長期被滋養

一個自由發想的情境 一個容許錯誤的歷程

一個在過程中能擁有自信的師生交會

一個支持創造力發展的教學環境

思考

我們有這種支持的環境嗎?

     再者生活美學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如何讓學生體驗自己生活中的各種美感經驗，並擁有美的生活態度，是全人的重要面向。

    本次研究教學過程中聚焦於激發學生創造力行為的兩大面向: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及創造力相關技能
(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進行引導教學，並以日常生活用品的美感創意設計為主題激發學生工作動機，期望學生處於自己『創意
交會面』中，進而產生最大的創意。

    藝術教育的內涵剖析藝術教育與創造力之間的微妙關係。藝術教育教導學生對關係的注意、追求彈性接受非預期的結果、使用
材料作為媒介中介了個人所做的目的和選擇、運用想像等內涵(Eisner,2002)，上述內涵與創意行為間的關係密切，例如注意關係
會激發敏覺力、追求彈性會涵養變通力、運用想像會發展獨創力等，同時就如Greene(1995)所提想像力的功能，是幫助我們廣泛
覺醒（wide-awake），意識到我們所在的世界是怎樣，進一步去克服現況、去選擇、去超越。由上述的分析可知這些藝術教育涵
養及教導學生的重點，均是支持創造力發展的沃土。 

       

   教學對象為本校五年級兩個班級共31名學童，研究期間接受由教學者進行指導之「由日常生活創意出發的創造力培育方案」教學活
動，授課時間計非連續8週16堂 課。資料蒐集方式為教學錄影、教師教學反思、上課觀察記錄、焦點對談紀錄、學生訪談資料及學生作
品分析等，藉由不同資料來源的檢核與分析，了解「由日常生 活創意出發的創造力培育方案」陶藝課程設計之執行問題與解決策略、
並由教學歷程分析教師有助於激發學生完成創意工作的教學風格的指導策略，並了解此方案對 提升本校五年級學生創造力的成效。

    領域相關技能的熟練及充實是學生發揮創造力的要素(Amabile,1983）， 而一位專業素養高的教師便是激發他們產出創造力的重
要關鍵，在方案執行中授課教師指導學生針對日常生活用品的設計要素「色彩、造型、功能」來進行鑑賞，並 引導學生發現這些
具有創意的設計作品，都是針對日常用品的上述設計要素進行變通性及獨特性的思考進而產生不同於一般習慣性用品的設計。同
時教師的必備知識 也包括材料的使用，材料的運用細節技巧可以成就或毀掉一節課，我們能做怎樣的表達、達成怎樣的程度，取
決於我們能怎樣運用這些材料 (Eisner,2002)，教師對於材料運用的了解及陶藝製作過程的掌握都是教師判斷如何介入學生學習的
最佳依據，有高度的領域知識才能做最好的決定。

從生活經驗中連結的創意展現:

   這一次的教學方案的主題是日常生活用品，教師引導也一直朝著引發學生生活經驗的設計前進，因此在製作過程中有一些小朋
友的設計理念便來自於生活經驗。例如圖4.10的作者談到:「我會做這個烏龜造型的夜光燈，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夜光燈，而且我
家的烏龜不見了，所以我要做烏龜造型的燈。」，她家的烏龜讓他選擇以烏龜作為設計的主軸；另一位圖4.13的作者在訪談時也
談到，他所做的老人杯是以自己的阿公的樣子做設計的參考，他說：「我覺得老的感覺呈現在眉毛和鬍子，就像我的阿公一
樣。」這些從生活經驗連結的設計，展現出有趣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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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方案的研究中看到教師的教學風格擁有促進或抑止創意的力量(Eisner，2002)。例如本研究的授課教師深信孩子有其潛在的
創造力，要給於時間及空間讓學生的想法激盪出來，因此在課堂進行的過程中，教師的語言、行為及班級經營風格都讓學生體驗
到自由、冒險、不必怕錯誤的氛圍，而這些均是培養創意的重要因素(陳龍安，2006)。在訪談中教師強調:「不要管太多」是他激
發學生創造力的重要理念，他會注意及慎選介入時機，在介入時仍以對話，提供學生了解可能後果，再由學生自己做決定的方式
引導學生，因此學生在任何時候做的決定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決定，經歷如此過程，學生的自我意識會提升，獨創性自然提升。

    創造力激發的過程中不同的行為需要不同的環境激盪，例如獨創性是需要獨立工作的機會，而變通性及精密性的思考均可以在
合作的情境下透過同儕的互動彼此激盪培養。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歷程環境對於激發創意行為的影響要有意
識覺醒，才能提供創意滋養的環境。

    從教師的教學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教師在學生進行實作時與學生的個別對話能激發學生精密性思考的行為，因為在對話
中學生會思考並繼續對他的作品加以修飾延展，直到他們自己滿意為止，因此在創造性教學歷程中，教師的行間巡視與對話是很
重要的。

    這個研究讓本校的陶藝課程在技能與知識篇的課程發展後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向，就是在教學的歷程中加上創造性思考策略，透
過藝術創作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但是創造力培育不單是課程教學設計的問題，教師的創新意識、教學風格及指導策略才是創造力
培育的關鍵，因此要讓學生擁有創造力，最重要的是要有創新意識的老師，能在教學的歷程中幫學生建構涵養創造力的環境，讓
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激發高度的創造力。期盼透過這個研究能激發教師對創造力教學的使命感，並找到指導的策略與方向。

點閱: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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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一段搖滾，來個街頭塗鴉藝術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本文摘要

緣起….

很開⼼我們即將有⼀棟新的教室，然⽽在教室落成前的漫⻑⼯程進⾏時，噪⾳、灰塵和泥濘，好⻑好⻑的⼀段⿊暗期全校師⽣必須
⼀起度過。

 

 

正濱國小.新建大樓工地 正濱國小.建地鐵皮彩繪- 小朋友訂定班級主題後，用黑色噴漆打稿

我們常談「藝術生活化」或「生活藝術化」，它絕對不是一個口號，因為「藝術」是文化的基石，而「欣賞」是啟門之鑰，只有將「欣

賞」浸潤於生活中，人生方有充實之美，若進一步，我們將「欣賞」在生活中實踐，那人間就無處不是風景了。

美感是⼀種⽣命情境，我們可以在衣著與住家之中實踐美，也可以在飲食之間體會美，美其實無所不在。從古典文學紅樓夢裡，窺
探古⼈的衣食住⾏⽣活。美感⽣活-是⼀種-⽣命情調-它既浪漫，⼜令⼈感動，也因這份浪漫與感動⽽形成⼀種⽣活美學。

美感是⼀種文化⼒量，由美感教育的延深、觸及，其影響最⼤的就是「⽣活品質」。許多⼈認為美是⼀種天賦，誤將「美感」與
「品味」視為階級的產物，且為有錢⼈所專屬；其實不然，⽣活美學非由物質決定，⽽是由⼼靈之提昇⽽產出的⽣活態度。

法國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說「美學的⽣活就是把自己的身體、行為、感覺與激情、把自己全然的存在變成一件藝術品。」

簡單的一室窗明几淨，一壺茶、一幅畫、一段音樂、一盆綠意，就是一種生活美感的享受。

為了在這灰暗的⼯程期美化校園，我們讓⾼年級⼩朋友⼀起合作，趁這段⼯程期⾃由的在圍籬塗鴉創作。讓活潑的學⽣彩繪，讓校
園在沉甸甸的⼯程期增添幾許歡樂氣氛。⽽塗鴉絕對不是隨便畫畫唷!⼩朋友們先理解塗鴉藝術的脈絡和創作原因，然後再⾃由的將⾃⼰
的想法發揮在牆上。

 

從藝術閱讀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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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源⾃於⼈類的創作本能，藝術史上最早被發現的塗鴉在法國南部的寇斯特⽯窟原始壁畫。塗鴉原本是⼈們不分場合、出於不同
⽬的、隨意取材、信⼿塗抹的⾏為狀態，塗鴉有圖案和文字，後來發展為⼀種以繪畫和書法為主體的邊緣藝術樣式。起初塗鴉是不合法
的，因為⼀般塗鴉並不是在作者⾃⼰所屬的空間進⾏。

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就有許多的塗鴉，這裡是⼤多數⿊⼈居住的地⽅，他們把對⽣活的不滿、悲愁和無奈轉換為另外⼀種創作能量，
經由塗鴉⾏為和塗鴉圖文來表達。現代藝術強調創作觀念和作者的原創，20世紀後次文化的塗鴉，漸漸發展成當代藝術的表現⽅式之
⼀。

塗鴉不單是視覺上的呈現，塗鴉更是⼀種⾏動藝術。塗鴉者透過塗鴉圖文來抒發情緒，⽽⼀邊塗鴉⼀邊閃躲警察，卻成了創作過程
的另⼀種趣味。

創作前先介紹兩位不同風格的塗鴉藝術家，分別是⼯整構圖的凱斯·哈林Keith Haring，和隨興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前者凱
斯·哈林在作品中表達他對於愛、死亡、⾃由、新⽣、戰爭的理解與想法。更是⼀位實質的社會⾏動家，透過創作傳達他對社會的關懷，
如政治議題、反種族歧視、反毒品氾濫、提倡安全性⾏為等，皆是他所關注的⾯相，尤其在其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後，他更積極投入相
關宣導活動，他曾說「我想我⽣來就是⼀個藝術家，我有責任為此⽽活。我將盡我所能地畫，為更多的⼈畫，永遠地畫下去。」

巴斯奇亞是位⿊⼈藝術家，他作畫時瘋狂、即興，主題圍繞⿊⼈英雄、解剖、玩具，表現形式混合繪畫、塗鴉、剪貼。有很強烈的
⾃我意識的表達。讓⼩朋友認識藝術家和其不同風格，並討論各種創作素材，比如:油漆、噴漆、壓克⼒漆…..等等。此外網路也有很多
趣味的街頭塗鴉相關圖片，老師也可以多多介紹其他街頭塗鴉的圖片，增廣學⽣視覺經驗。

    

凱斯·哈林Keith Haring 1958－1990 1980年代美國街頭繪畫藝術家和社會運動者。
    

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1960年巴斯奇亞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幼年時，巴斯奇亞即表現了對藝術的天份，並在母親的鼓勵下學習作畫、
參加美術相關的活動。

除了透過書籍畫冊資料的圖文閱讀，動態影片的閱讀與觀賞對於現代⼩朋友⽽⾔更是充滿視覺吸引⼒。TED的演講影片也有不錯的資
料，其中「藝術家能改變世界嗎？」--圖像伴隨著作者短短的⼗八分鐘演講⽤於輔助教學恰恰好，讓⾼年級的學⽣認識現代塗鴉藝術家
JR的影像塗鴉創作概念和他的藝術⾏動。法國街頭藝術家JR以塗鴉和第三世界的村⺠合作，⽤他的相機, ⽤⼤型的畫布貼上不同⼈的臉
孔來表達世界的真貌，引導學⽣「⽤藝術影響環境的想法。」

影片網址: http://www.ted.com/talks/jr_s_ted_prize_wish_use_art_to_turn_the_world_inside_out.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ting-yi-duan-yao-gun-lai-ge-jie-tou-tu-ya-yi-shu/07.PN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ting-yi-duan-yao-gun-lai-ge-jie-tou-tu-ya-yi-shu/image009.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ting-yi-duan-yao-gun-lai-ge-jie-tou-tu-ya-yi-shu/image011.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5/4502/ting-yi-duan-yao-gun-lai-ge-jie-tou-tu-ya-yi-shu/1482194_10202873500021226_209860310_n.jpg?attredirects=0
http://www.ted.com/talks/jr_s_ted_prize_wish_use_art_to_turn_the_world_inside_out.html


適逢⼯程的校園⼯地圍籬，會隨⼤樓完⼯⽽拆除，這暫時性的圍牆塗鴉，適合這樣⾃由⽽隨性的創作型態。進⾏課程有幾個教學策
略，

許多街頭藝術創作時會聽⼀些從⼆⼗世紀開始發展的爵⼠、藍調⾳樂或者搖滾樂，進⾏這個單元時，⼀邊介紹塗鴉藝術給學⽣，引
導孩⼦創作時無妨搭配⼀下爵⼠、藍調或搖滾樂，在強烈的節奏中展開塗鴉創作，讓這場藝術活動更有趣。

   

                                                                                  正濱國小.高年級學生建地鐵皮彩繪

推薦閱讀

l引領流行的藝術家：巴斯奇亞 作者：吳礽喻  出版社：藝術家  出版日：2011/1/30

l 塗鴉大師凱斯．哈林  原文作者：Keith Haring譯者：張菱心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12/02/10

李家祺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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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新普普藝術家：凱斯．哈林  作者：李家祺  出版社：藝術家  出版日期：2008/12/04

l 當代藝術這麼說ART CONTEMPORAIN 原文作者：Celine Delavaux、
Christian Demilly 譯者：陳羚芝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出版日期：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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