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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間的藝術教育是以空間所見到的建築、雕塑、展覽等為其視覺經驗的主

體，讓孩童藉由各種藝術的表現來呈現面對空間的感受。台灣學校教育中對於

空間藝術教育是十分貧乏的。城市其實是一個可以溝通的學習資源，結合社會

文化的藝術體驗，賦予孩童思考空間和創作學習的環境。

人們對現代日益惡化的環境和醜陋的城市面容，缺乏知覺的能力，所以如

何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張開雙眼，在環境中體會空間的美感，進而探索了解自

身的存在，以開發他們的知識理解能力和社會文化認知。讓孩子對空間環境能

有所感受，不再漠視周遭的事物。藉以外在的環境，擴展其文化自覺的認知能

力。

筆者主要的目的希望能藉由此次花蓮的空間藝術教育的活動初探，能達到

拋磚引玉的效果，各地的教師和父母也能將在地的建築空間體驗融入課程設計

和生活學習中，培養下一代能具備欣賞空間之美的能力。

空間藝術教育理論的探討

列斐伏爾(Lefebvre)的空間理論觀點曾提到，我們必須站在一個基於人的

尺度的經驗(empirical)、具體(concrete)及實踐性(practical)場所，去展開對空間

的了解。而所收攝的是實在的以誘發身體五官的感受之空間節奏
1a
。所謂空間

的藝術教育便是經過設計，將純粹抽象的藝術理論與知識，化成易於感受和體

驗的活動，讓孩童能感受空間的趣味，從小教育孩子將外在的空間內化為感知

的情感，一旦外在的建築、地景形式落入視域內，便會通過知覺的選擇和篩

選，與人類的情感相聯繫之，以下就空間藝術教育所影響的層面進行探討：

一、地方與空間

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

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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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事件及認同感的建立；「空間」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轉型為「地方」
2
，松

園、菁華林苑等空間都是花蓮獨特的地方空間，必定與其他地區的孩童，記憶

空間有所不同。繪畫、攝影、雕塑等等都是可以表現空間的藝術創作，甚至在

建築上，表現出地域的特色，如宜蘭的宜蘭厝就大量利用當地的石材來建構或

是以竹林為圍牆，今日孩童是將來城市的居住者或規劃建設者，若是沒有良好

的空間藝術教育，台灣各地依然充斥著制式的水泥建築。若能使年輕的一代，

認知到藝術是空間的一部份，如此培育出孩童，一定能在空間美化中引起領導

的作用。

列斐伏爾認為我們需要同時用眼、耳、思想、記憶、心靈去掌握一個地

方，掌握當下不是直接表面所顯現的圖像去作理解，而是要從時空中累積的生

活過程中去領會。有回憶的地方令我們對一個地方產生感情與依戀
1b
，地表的

空間原本對於個體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有我們賦予教育的活動，讓孩子樂於參

與，那個地方空間才會是其生活的一部份、關注的焦點與意義的核心。

如礁溪行政中心的再生，建築師藉由遮陽板呈現出宜蘭農家曬粽葉的意涵
3
，

若能引導孩童體察地區建築特色，繼而能創造出具有地方空間的藝術品，呈現

獨特的地域性，各地的建築方能擁有不同的空間精神和藝術語彙，如此我們的

生活空間才會更加地多樣化，世界各地的空間景觀方能多采多姿！

二、身體與空間

而德國的教育哲學家玻爾諾(Bollnow.O.F.,1983)也指出「被體驗的空間」

是指兒童在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從與他人、自然或事物互動的關係，是直接經

驗的空間，兒童透過整體的身與心，重組經驗舞台，架構「自我形成空間」
4
。

兒童其實具有潛在的能力，去感受外在的空間。空間教育的目的在引發孩童在

空間的身體自覺後，藉由遊戲活動或導覽來讓他們習慣沉浸於藝文或公共空

間。否則假日沈溺於網咖的青少年，平常活動空間只有家庭和學校場域，人生

是多麼地狹隘與單調。

在喻肇青教授進行的「人與空間」的行動研究曾提到
5
，知識是可以活在

當下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裡被建構出來

的，他特別以身體行動觸動「人與空間」

關係為「發生知識」的基礎，進而帶動孩

子的思路與反省。所以以「孩子和空間」

為基礎的教育，帶給孩子身體空間感的甦

醒，能夠體驗到空間景物，心所感受到空

間變化，繼而增進其他層面的認知發展能

力。例如在數學方面的空間解題策略或是

地理的空間方向概念，經由空間藝術教育

引發身體各方面的智能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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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自覺是人類向外探索環境的主要起點，但是身體的感官經驗包含了

視覺、嗅覺、聽覺和觸覺，對於視覺能力的強勢和主動優點下，開發孩子的視

覺空間認知是我們首先可以著手進行的領域。陳其澎教授在一個以身體經驗為

取向的空間研究曾提到
6
，視覺不單是簡單的感知行為，而應該成為一種深沈

的凝視(gaze)，透過這種特殊的視覺經驗，把單純的感知轉變成一種洞悉力

(insight)，更能深刻地詮釋空間的意涵。今日的世界裡，如果不能帶領我們的

孩子去探究和體驗真實的外在環境，孩子將只會停留在虛幻、淺薄的電視和電

玩生活中。儘量讓孩童走入周遭的各種空間，讓孩童去親近建築物、觸摸雕塑

品，以身體的各個感官去體驗世界。

三、文化與空間

「活動—空間」的互動為城鎮形貌提供了豐富的人文景象，而美化地方文

化空間，是得以動員住民關懷社區的最佳管道
7
，如台北士林福林社區河堤旁

的步道美化，就是在假日時動員了社區的民眾和孩童，共同用瓷磚拼貼地上的

圖案，讓孩童參與共同建構了社區的記憶空間，所認知的是對社區環境文化的

了解。透過藝術的形式，感受到河堤內的步道，是對他們有意義的空間形式，

所以孩子樂於在其中玩耍、散步和騎腳踏車。

空間的意義如何產生出來，空間文化形式的象徵是如何表現，空間實踐的

操作仍然必須回到「可體驗的」三度空間。
8 
藉由藝文的活動，訓練孩子的視

覺來閱讀空間，詮釋在城市中隱藏的內涵和精神，帶他們到有音樂舞蹈表演的

松園別館、可以看到各國藝術家石雕創作的你來廣場、舉辦創作展覽的菁華林

苑，音樂、舞蹈、戲劇等展演都是讓孩子與空間對話的文化活動，令人感受空

間的魅力！開文‧林區在空間與知覺的研究曾說空間形式不僅聯繫起事件與地

方、知覺與形式，並且連結了空間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映照出心靈內部地景

的意象
9
。

國外學者Rapoport特別強調，所有的城市和社區(空間)有不同的秩序，如

墨西哥的聚落、傳統的中國城市、回教城市，此一秩序與文化有關連，而文化

又來自人們的認知體系
10
。所以在空間的認知表面上迅速地和直覺地完成的，

但是背後卻隱藏著孩童的生活經驗、文化信仰和想像，情感和理解的參與。所

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豐富世界的空間形式，如中國的庭園、歐洲的歌德

式教堂、希臘的列柱。如何培育下一代再造富有當地文化風格且令人讚嘆的空

間建築，是我們思考規劃建築教育課程時不可忽視的重點。

四、社會與空間

時間、空間、人間組織架構出我們的社會。而俄國的心理學家維高思基

(Lev S. Vygotsky)認為個體的學習和認知並非自然生成，而是由個體文化的經

驗所塑造。學習和認知是社會文化的現象
11
。所以社會空間的認知發展是個體

思考和心智成長的一個重要關鍵。因此教師在規劃兒童探索社會空間時，應配

合兒童的認知能力，提供豐富的探索資源，使孩子自主地去觀察和體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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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及認識世界。

而一個城市的建築物，都會顯現出屬於當地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的特性
12
。

在我們引導孩子欣賞時，不只「看到」城市空間，還能「看穿」空間建築存在

的歷史脈絡，將外在的社會空間轉換成心靈的藝術空間，孩童與社會互動產生

的知識方能深植心中。像孩童在聆聽典雅立面的菁華林苑的歷史故事中，了解

到屬於這塊空間的記憶和歲月的情感。

真正的教育並不是只有灌輸與接受的填鴨方式，而是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

孩童與空間相互交流，在台灣的空間越發地生活在一個僵死、萎縮的集體建築

模式，這種危機逐漸侵蝕人的生活空間和感受空間的能力。只有透過個體積極

地尋找，空間藝術的活力才會進入人們的心靈。有意義的回應必定涉及孩童內

在的想像、情感和文化的影響，建立一種自我解讀空間美感的方法，人人擁有

不同的詮釋空間方式，進而創造空間表達的各種方法，藉由幫助孩童認知空間

→感受空間→創造空間，來延續空間藝術在歷史和社會的不休止性。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內容

以下是筆者與一位國小二年級的學童(小金)前年在花蓮空間藝術教育體驗

的紀錄：

實地札記 一

地點簡介

菁華林苑為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日式建築，其中的山林講堂是一座仿文藝

復興洋房樣式建築，素雅端莊，周圍庭園內種植各種樹木，有樟樹、羊蹄甲

花，綠意盎然。而四月份時正好有朱銘美術館二○○一兒童創作比賽的展覽。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

小金和母親先在庭園周圍散步，小金對舖滿碎石子的步道十分有興趣，出

乎筆者意料之外的是他不是用筆者所準備好的素描本來畫圖，而是馬上利用手

和腳在碎石子上畫出魚、衣服和房子的地景圖畫。

【筆者分析】

小孩子隨時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來創作，其豐富的概念和活潑的方式，遠

超過大人主觀的想法，我們只要將孩童引領到適當的場所和提供自在的空間即

可。

接下來進入山林講堂室內參觀展覽作品，豐富色彩的作品吸引小金的注

意，但是筆者觀察到小金觀賞的時間較長的是一些較低矮的作品，有些作品位

置放得太高，孩子根本欣賞不到。小金最感興趣的東西，是恐龍和鳥類的藝術

品。

【筆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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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品放得太高太遠，孩童無法就近欣賞，便喪失了觀賞的興趣。佈置

展場時，展覽作品是否能有不同的觀賞角度來安排。

小金玩累了，筆者於是拿出素描本請他描繪菁華林苑的外觀。他覺得那屋

子和環境很難畫出，結果他只嘗試描繪出屋子的外型，就翻到第二頁畫了展覽

中一隻可愛的恐龍，之後又跑到庭園的一角，利用地上的樹枝、石頭在地上擺

放，或在菁華林苑牆面上觀察蜘蛛。

【筆者分析】

九歲的孩童對事物的專注力並不持久，但是活動力很強，所以不要僵化地

限制他活動的時間和範圍，讓他樂於在這個空間奔跑、自由自在地創作。

活動後的檢討與反省

1.戶外空間的缺點便是蚊蟲特多，最好是穿著薄長袖和棉質長褲。

2.小金的母親提及菁華林苑原來有游泳池和被拆掉的日式房舍，所以家長的參

與可以和孩童共同建構回憶的空間。

實地札記 二

地點簡介

松園別館視野直對北濱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可俯瞰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

園內松木林立，樹齡皆達九十年以上，幽雅恬靜。而松園別館屬於仿洋樓式建

築，拱廊為其特色，花蓮縣政府編定為歷史風貌專區。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

小金一到松園便在中央廣場跑來跑去撿樹枝，找石頭和拔葉子，筆者建議

他是否可以利用所撿拾的東西，在地上重新排列，旁邊剛好有一位女性藝術家

利用樹枝、藤蔓製作的裝置藝術，小金說他要找不同的東西來建立一個基地，

之後不到五分鐘，便利用姑婆芋的大葉子，石頭和沙子完成一個作品了。

【筆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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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找素材的能力也可以很強的，只要這個環境所提供的東西夠豐富，

筆者所擔心小金無法在環境找到創作的資源，在菁華林苑和松園都尚未發生

過，反而令筆者驚訝的是筆者來過松園數次，都未曾注意那姑婆芋的存在，心

思都只放在建築本身，或者是正舉辦中的展覽、演講等活動。從孩子的角度開

啟大人對事物不同的看法和發現，我們在教育孩子，相對地孩子也在教育我

們。

小金創作完繼續玩沙子，挖出許多的洞，等他累時筆者讓他坐在椅子上描

繪松園的事物，但他說松園並不好畫，之後再一同進入松園建築內欣賞藝文展

覽。

【筆者分析】

如何引導孩童描繪建築是空間藝術教育可以思考的地方，之後筆者找到一

些文建會設計讓孩童著色的舊空間圖片，可以讓學生練習彩繪。

活動後的檢討與反省

因松園二樓以及後方一些屋頂都有部分剝落，所以在進行空間藝術教育活

動時，要多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實地札記 三

地點簡介

．地方法院為一個仿日據時代風格的建築，拱門圓弧線條俐落，立面簡單大方

且素雅。

．成立於民國六十九年的維納斯藝廊，是花蓮市藝術人文的空間，一樓為書店

兼咖啡座，二樓的展場為藝術家作品展覽的場所，有許多藝術性的活動和各

式各樣的演講。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

小金很喜歡周遭的環境，法院旁的公園是他專注玩耍的地方，過了十五分

（陳玉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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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後，才坐到筆者身旁畫圖，而今天他竟然畫出法院建築的外型和拱門，而且

色彩十分地鮮豔。然後筆者請小金拿數位相機拍攝法院的照片，他很驚訝，但

還是興趣盎然的拍了各種角度的相片。

【筆者分析】

「托斯卡尼豔陽下」的作者芙蘭西斯教授看到一個小孩在義大利百花大教

堂外牆拍球，曾說從小在這裡拍球長大的小孩，長大後或多或少都會和別的孩

子不同吧？帶小金來外觀典雅的法院旁寫生時，主要希望他能感受日據時代的

舊建築風貌。

描繪完法院後，我們散步到不遠處的維納斯藝廊去看畫展和陶藝的創作，

在一樓的書店，筆者介紹「自己蓋紅毛城」的台灣古蹟紙模型系列的書籍，小

金覺得很有趣。在藝廊二樓的畫展，他看著畫思索很久，然後去觸摸一些陶土

雕塑和木桌石器。

【筆者分析】

「心靈捕手」電影中，心理教授曾要強調的是「親身體驗」這件事，他說

道：「如果我問你關於米開朗基羅的事，你對他的作品也許瞭若指掌，但你有

辦法告訴我站在西斯汀禮拜堂聞到的氣味是什麼？因為你從未站在那裡看天花

板上的壁畫。」儘量讓孩童直接感受畫作，體會在藝文空間的氛圍。台灣的教

育只偏向知識的灌輸，而忽略對藝文興趣和參觀藝文空間習慣的培養。

活動後的檢討與反省

1.透過繪畫和攝影不同藝術表現，讓孩童感受建築物的存在。

2.欣賞建築物的繪本或是利用紙雕來創作立體作品等，可做為小朋友空間藝術

教育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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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札記 四

地點簡介

．石雕博物館陳列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石雕作品，並展現花蓮石雕藝術的發展

歷史。

．你來廣場為文化中心前的廣場，面對海灣，廣場的基地廣闊，許多石雕作品

林立，是一個具有藝術性與休閒性的文化空間。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

小金進入石雕博物館前，筆者事先告知參觀規則，如必須輕聲細語。進入

展覽館時，他對著一些石雕露出很有興趣的表情，筆者請他選擇一件作品，談

談他的感想，他指一件作品說它宛若是融化的奶油。在進入第二展覽館放置台

灣早期的農村器物時，小金更有興趣了，看到一些如石臼、採礦的器具等，都

會詢問如何使用和操作。

【筆者分析】

小金看到感興趣的農具，而有好奇心，進而主動發問。所以透過美術品和

展覽物的刺激，可以擴充孩子主動學習的能力。

走到石雕博物館後方的你來廣場，因為陳列著許多公共藝術的作品，筆者

請小金對著一件公共藝術進行聯想，他覺得那作品宛若飄來飄去的旗子。小金

會想去觸摸一些公共藝術作品，之後讓他在樹下畫出廣場中喜歡的雕塑作品。

【筆者分析】

透過雕塑品的觸摸，可以增加三度空間的概念，發展空間感的智慧，以及

對立體事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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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札記 五

地點簡介

在一場「花蓮人看花蓮」的演講中，姚誠老師曾提到美崙山是花蓮市的地

標，是花蓮人的鄉愁，就像龜山島對於宜蘭人的意義一樣。而現今的美崙山有

完善的步道規劃，運動設施是花蓮市民健行休憩的好去處，此外山上的螢火蟲

生態館，館內建築空間很特別。

空間藝術教育活動

筆者、小金和小金的媽媽，先一同觀賞美崙山上的螢火蟲生態館，戶外的

光線可以柔和的映照到館內的昆蟲標本。小金看到各種昆蟲標本很高興，之後

到一個黑暗的空間，欣賞模擬的螢火蟲光點，也是十分特殊的展覽方式。之後

沿著美崙山的步道散步，筆者請小金注意沿路上造型特別的樹木，一路上有美

麗的蝴蝶飛舞。後來小金的媽媽發現有一些樹木的葉子特別翠綠，我們便佇足

抬頭觀賞，陽光照射在樹林中顏色的變化！

【筆者分析】

一個空間可能因為不同時間、色彩、光線、形狀，而給予人們不同的視覺

感受和經驗。

然後走到山頂上時，請小金描繪我們所休息的這個木造涼亭。小金繪畫

時，有時會趴在地上或是抬頭仰望涼亭頂端柱子的排列。接著我們走到一個視

野較高的平台上，可以眺望花蓮市的許多建築和造型十分特殊的德興棒球場。

在下山的路上，小金很高興發現沿路的步道上有一些鑲嵌的小畫，有許多顏色

磁磚拼貼的動物十分地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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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儘量帶孩子到戶外體驗空間，因為只有在不同時間、不同的角度、多次多

方的觀察，才能真正領略空間的光影變化、量體轉換，以及符號意境等等
13
。

筆者在基隆國小任教時，帶學生到學校後方的廟宇進行的空間體驗，而隨行的

老師對傳統建築的生動解說，讓學生度過一個難忘的下午。藉由藝術教育，我

們必須幫助學生增強空間的感受能力，使學生能利用其對於空間的敏銳性，改

善生活環境的品質
14
。現今許多舊建築的再生美感令人驚豔，新銳建築師的創

意讓人激賞，在擁有精彩的建築設計時，我們也必須培養一群觀眾與欣賞者，

如此般美好的建築才能更普遍。

而精彩的「展演」為「建築」增添不同的空間價值，精彩的「建築」為

「展演」賦予豐富的場所意涵，兩者相輔相成，帶給參與的人們無窮的回味，

今年在台南和朋友在整建後的舊城牆上喝咖啡，在光影交錯下的古建物中聆聽

古箏輕奏，並看到文資館整修後兼具現代與古典的外貌，十分地感動，希望把

這份感動傳遞給下一代，教導學生去體察周遭的生活空間感，欣賞不同的建築

藝術語彙和空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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