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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給孩子一個完善的教育就是

我們為自己積善修福。

— 林智信 —

求學經歷

民國二十五年(1936)出生於台

南歸仁鄉紅瓦厝的林智信老師，

以富有台灣鄉土風貌的木刻版

畫，屢獲殊榮聞名於國際。林老

師訴說當年接觸木刻的緣起：

「我是南師藝術科第三屆，在學校

的正課只有水彩、素描、圖案、

國畫這四科，教我們圖案課的張

麟書老師木刻很好，就跟他學木

刻。在圖案課裡，除了交設計的

作業，每個禮拜我都會刻一張作

品給老師看，等於說修圖案課外

加木刻。到了十九歲，投稿豐年

雜誌的作品受到總編輯楊英風先

生的欣賞，常刊登出來。當年看

到好書的機會很少，學校也買不

起很好的設備，只能靠在學校跟

著老師學東西，就是老師教一

步，學生跟著他走一步。」

「在創作的主題方面，因為

小時候家裡生活很不好而要幫

農，看到許多農民在田裡辛勞的

工作，我由衷的感激為這塊土地

打拼的台灣人，基於這樣的理

念，作品內容表達的都是這塊土

地上的生活情景，小時候的生活

回憶就變成為我創作的一個母

胎，從來沒有改變。」

散播美術的種子

台南師範藝師科畢業後，在

關廟國小服務，林智信老師獲得

校長支持，積極推展美術教育並

且成果豐碩，林老師回憶道：

「四十多年前，常常都有遊覽車來

關廟國小參觀我的教學。我讓喜

歡畫圖的孩子，放學以後無條件

留下來學畫畫，我在關廟十五

年，從來沒有收過補習費，家長

因為孩子水彩用得很快很花錢還

來抗議，希望我不要常常讓孩子

去畫圖。唉！免費提供紙，也不

收費，還被家長嫌。那時候初中

還要考試，不像現在九年國教，

有些家長顧慮小孩升學的成績，

還是國語、數學最重要，所以推

行美術教育很不容易。」

林老師拿著民國五十二年

(1963)南部七縣市美術教學研究報

告書與我們分享，他說：「我們

有三十個老師一起出了這一本教

學研究，四十年前這裡面就有一

些簡易版畫的課程。那時候什麼

是版畫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當時

全省的版畫教育就從我們開始。」

林老師用心於美術教育有目共

睹，在民國五十四年獲得第一屆

全國特殊貢獻優良教師的殊榮。

由於長期擔任美術教學，林

老師保存了許多從前學生的作

俯首甘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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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今天換一種餐具、明天換

那種刀叉、後天讓他用筷子，餐

具碗盤都那麼活潑，連擺上盤去

的菜餚都可以做得有變化的話，

我相信小孩子會非常喜歡的，這

是做不做的問題，要做的話根本

一點也不難。」

期許與建議

對身為美術教育家及創作者

的陳輝東老師而言，擁有宏觀的

胸襟和不斷的自我實現是最重要

的寶藏。他說；「無論是從事教

育工作或創作，我那年代的夢

想、期待及想像，會常常在心底

呈現，甚至把這份工作當作是事

業，所謂事業並不一定上台就是

主角，任何角色都把他演好，因

為這樣你的人生哲學、行事作為

與人生規劃，一定會更具信心！

我常常在鼓勵年輕的人，努力絕

對沒有白費的，你一直去耕耘，

不要想說今天種明天就會發芽長

出來，用這樣的心態，會覺得很

平和。另外，我最不喜歡『幾千

年祖傳秘方』，大家都要留一手。

教育你的學生能夠青出於藍，能

夠勝過你，你才是個好老師；如

果學生一直在你身後當個跟屁

蟲，那就不好，如果只有你是權

威，後無來者的話，表示這教育

是失敗的，因為到此為止。要有

『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覺悟，教育

功能發揮到肯與學生平起平坐才

算是教育啊！」

⋯⋯⋯⋯⋯⋯⋯⋯⋯⋯⋯⋯⋯⋯⋯

「老師確實是份良心工作，

要當一個很專門的老師。」這是

陳老師不斷重複的一句話。訪談

過程中，說到激動處，老師甚至

有多次紅了眼眶，這次拜訪讓我

們晚輩有著深深的體悟與感動。

█

灣得獎最多的。有一次我把學生

作品寄去芬蘭，他們很訝異，還

特別為台灣開了個館；另外，加

拿大或各國很多宣傳海報用的

畫，也是我學生的作品。那是我

年輕時的好勝心，學生在很多國

家的比賽都不缺席，因為我有信

心。」在統一獎、國泰獎等繪畫

比賽中，陳老師是資深的諮詢者

之一，他說：「連統一獎的名稱

都是我幫他們訂的！辦到現在二

十幾年了，不僅有宣傳效果，更

是對社會的一種回饋，只是一開

始他們說：『我們有錢，那來個

第一獎兩萬塊！』可是我告訴他

們，並不是人人都能拿兩萬塊

啊！一萬個人參加活動，你讓九

千九百九十九個人失望回去，這

個活動就叫失敗，又不是奧運只

能有一個人拿金牌，最後他們聽

懂了我的話。」

藝術即生活

生活藝術是各個階層都能做

的藝術教育，陳老師說：「要把

美術教育延伸到社會生活中。我

們台灣的中正路都髒髒的，但是

在歐洲就不一樣，晚上即使店關

門了，燈還是會開著，店門都有

彩繪，各家都別出心裁把商店的

特色營造出來，白天營業時與晚

上關門後有不同的氣象，當你走

過去的時候會有多活潑啊。」陳

老師建議「帶孩子到畫廊、博物

館或美術館看一看，讓他們去沙

堆裡做沙雕，或是在圖畫紙上畫

畫，都是美術教育的好活動，就

看老師怎麼樣靈活運用；老師若

拘泥於呆板的課程標準，有時候

真的教不出好東西來。另外，衣

食住行都離不開美術，為什麼我

們要住漂亮的房子？為什麼看到

人家的花園那麼美？看到餐具那

麼高雅？為什麼我們喝咖啡要講

究用的杯子？家長如果懂得做些

設備。我利用窗口釘上櫃子做成

裝飾櫥櫃；空調不好，請人家裝

風扇；地板很硬，換成塑膠地

板；又做鞋櫃，學生到畫室上課

一定要脫鞋，地板還定期請人打

蠟，甚至學生也會幫忙。我的觀

念是，學生在一般教室上知識性

課程，到我的畫室就可以解放

了，鞋子脫掉後，可以在地板上

打滾，或坐在地板上，到處都可

以蹲可以臥，畫室明亮照人感覺

很舒服，所以學生會很高興來上

美術課。」

陳老師設計出台灣第一個學生

用畫具箱，他說：「求其功必先利

其器，我要求學生用具一定要整

齊，畫具箱可以幫忙達到要求，但

有家長打電話向校長抗議說：『我

讀到大學，也沒有買過什麼，為什

麼要花幾百塊錢買一個畫箱！』這

種理由似是而非，想到祖母曾經告

訴我：『你爸爸他們都很節省喔！

你爸爸用過的蠟筆，省下來讓你叔

叔用⋯。』小時候常聽她這樣講，

後來想想⋯不對啊，所以他們都不

會畫畫！哪有一盒蠟筆傳宗接代用

下去的？我跟校長解釋這個理由，

如果家長還有意見可以來找我。花

錢買一個畫箱，你能想像這個孩子

有這一個畫箱，那種要來學習的心

情，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

國內外學生美術創作
比賽

由於是國際美術教育協會的

會員，加上經常閱讀國外的雜

誌，陳老師因此能隨時掌握國內

外比賽的資訊。他提到：「研究

各國的民情、文化背景，還有美

術教育的風格後，會發現國內外

學生創作有明顯的不同。但必須

聲明，學生得獎和成功的美術教

育不能畫上等號。不過我教的學

生表現真的很不錯，參加國外的

美術比賽或展覽，我的學生是台

林智信老師展示其版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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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他一邊翻閱兒童的版畫作

品，一邊為我們解說：「在二、

三十年前，我就讓小朋友做版畫

了，小朋友使用的紙板也是我自

己做的，那個時候買不到。在構

圖、製作以前，我常帶孩子們出

去速寫，譬如要做關於木材工廠

的畫面，我們就到木材工廠做速

寫。這些作品現在來看很普通，

但是在那個年代像我這樣教兒童

版畫是很好、很少見的。回想起

來，幾十年來我一直是很認真、

很有良心的在指導學生，我是一

個勇於不斷追求變化的人，所以

只要我想做什麼，我就會想辦法

克服困難，努力把它做出來。老

師要具備一定的修養和思想之後

再去教導學生，才不會教出錯誤

的學習方式；如果老師數十年不

曾對自己的教學或創作方式求新

求變，一直墨守成規，那麼我認

為這樣教出來的學生也會和老師

一樣。」

「我二、三十歲時教兒童

畫，一個月領不到一千塊，我就

開始向日本訂閱兩種美育雜誌，

吸收他們在美術教育方面所報導

的文章與資訊，我以閱讀來充實

教學內容，花很多的時間和心思

吸收新知、研究教學，才能將兒

童畫教出不錯的成績。有些人認

為，當老師是鐵飯碗，上課隨便

出個題目讓小朋友畫一畫就好，

這樣很敷衍，要當一位好老師不

簡單⋯。所謂『教學相長』，從事

兒童版畫教學期間，我常先做好

一些版畫帶來示範，一邊教學生

一邊動手示範我做的版，因課程

需要而陸陸續續完成許多創作的

雛形，因此我覺得老師認真教

學，同時對自己也很有幫助的。」

對美術教育的看法

關於小朋友參加坊間才藝班

的問題，林老師提到：「當年我

的教學方式是請小朋友排成一

列，一個個與他們個別談話，再

依每個人最近的生活經驗給予不

同的畫圖題目。除非是不能免俗

因應節日的單元，否則上課時每

個小朋友畫的主題都不一樣；另

外我會依小朋友的能力或特殊才

華，做個別指導。做一位認真教

學的好老師，其實是相當辛苦

的；也有喜歡賺錢的老師，拿畫

好的圖畫彩色影印後讓小朋友照

著畫，等於是讓小朋友上著色

課。才藝班的好壞，其實在於師

資好不好。一位好的兒童畫老師

需要具備良好的修養，並不是一

般人所想的那麼簡單容易。譬如

有一位小朋友畫人物有定型的現

象，畫圖太早定型若不即時矯

正，他會維持這樣而且不會進

步。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從小這樣

畫且受到老師的鼓勵和讚美，孩

子單純地想繼續被讚美而一成不

變。如果老師不懂得協助小朋友

突破固定的表現，幾年後小朋友

的表現能力只會維持原狀。圖畫

中的固定形狀就好像一個殼，永

遠限制了小朋友的表現能力。好

的老師要能夠去發覺孩子的畫法

為什麼會常常這樣，必須思考如

何運用可行的教學技巧，引導小

朋友適當改變表現方式，這些都

依賴老師的智慧和教學經驗。」

談到資優美術教育，林智信

老師覺得師資問題仍是最值得重

視的，他說：「學校辦美術資優

班，同時也要考慮師資的問題，

老師教學方式不夠理想，學習成

效無法展現資優，那麼資優班充

其量是掛著名牌的班級。政府要

有完善的政策，設法聘請優秀的

資優老師擔任教學工作，這樣的

資優教育才有實質的成效。台灣

有許多家長的心態是，從小送孩

子進入資優班，長大後才會有卓

越的成就。但是我不這麼認為，

如果資優班的老師沒有實力，那

麼再多的『優』字，也只是不懂

資優教學的老師所教出來的學生

而已，學校有優秀的老師，學生

才會受益。現在國小、甚至國中

所設置的資優美術班，大多是空

有『資優』的招牌，而沒有達到

培養資優美術兒童的實際成效。

我並沒有反對美術資優班的設

置，我的建議是不一定把孩子送

進資優班才能變得更資優，如果

就讀的資優班師資不理想，反而

是念普通班可以接受好老師的指

導，才更能全方位發展。」

兒童與美術教育

美術教育對兒童的人格、心

理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林智

信老師以四十年的經驗說明：

「學畫畫可以讓小朋友的情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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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在畫圖的時候，孩子必須

集中注意力去描繪一個東西，無

形中培養了手腦並用、精神專注

的學習態度。如果孩子能注意到

小地方的精密繪製，將來即使他

在科學或科技的研究領域上，仍

然會維持著相同的態度。教育如

同栽培榕樹，好的師傅懂得適當

調整，讓榕樹的姿態自然生長；

遇到不諳方法的老師，那麼栽培

出來的榕樹便是奇形怪狀了，這

完全倚賴栽培老師的實力。」

「兒童畫是非常重要的教

育。好的兒童畫老師要懂得觀

察、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視學

生需要給予不同的創作指導。引

導孩子跳脫概念式畫法，朝向有

思想的創作表現，讓孩子的作品

蘊含許多自己的思維，都是當一

位好老師所需要具備的條件。小

朋友學習畫畫，同時也能培養健

全的人格特質，包括創造力、耐

心，做事精細、思維清晰有條

理、有感情等等，這些都有助於

小朋友在各方面的成長發展，未

來對於他們想要從事的領域都有

相當大的幫助。」

家長經常質疑孩子缺乏美術

天份，認為畫畫是天才的專利，

林老師說：「不管是家長或老

師，不應該抹殺孩子的潛力，有

與生俱來的天份是很重要，但是

後天的學習也不無小補。譬如無

法跳很遠的人，沒有接受訓練再

怎麼跳都只會落在原來的地方；

如果給予練習的機會，起碼會有

進步的空間。教育不是在論斷或

否定孩子的能力；教育應該是幫

助原先只能跳近距離的孩子有機

會跳更遠。家長常會認為孩子沒

有畫圖的天份，不需要在美術學

習上浪費時間，如果老師能夠讓

家長了解，學美術可以幫助孩子

有良善的人格發展以及前面說過

的好處，那麼家長不會限制孩子

接觸美術的機會，如果沒有把美

術當作志向也沒有關係。所以正

確的美術教育觀念應該要讓家長

知道，了解學習美術不是為了培

養畫家而做的教育訓練。」

林智信老師覺得讓孩子參加

美術比賽有時候可以增加學習的

動力，但是老師、家長和孩子要

有正確的心態，他認為：「重要

的是要看得開，過去曾經有一位

小朋友的作品在台灣世界兒童畫

展落選，結果家長不放棄，再拿

去參加韓國國際兒童畫展得到金

牌。後來那位家長向台灣的兒童

美術教育單位抗議，在韓國獲得

金牌的圖畫在台灣竟然會落選，

結果引起紛爭。其實一幅兒童畫

很難去判定好壞的程度，只能大

致比較出不錯的作品，但是不同

的評審委員會有不一樣的眼光，

成績不是絕對的。有的老師求好

心切會幫忙在圖畫上東加西加，

希望比賽得獎，我覺得不好而且

沒有必要。一定要為孩子心理建

林智信老師介紹小朋友的版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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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讓他知道得不得獎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得到學習和操作

的經驗。參加比賽其實對小朋友

是不錯的學習方式，讓他們有機

會與別人競爭，激勵自己進步，

但是要有正確的心態，也就是得

失心不要看得很重。培養孩子榮

譽感，接納沒有得獎的事實，這

樣的開導教育也很重要。」

國內外兒童畫的比較

對於台灣和國外兒童畫的風

格表現方面，常擔任評審的林老

師說：「台灣的兒童畫比較艷

麗，歐洲的兒童畫色彩比較柔

和。台灣的孩子可能受到民俗表

演、節慶遊街，或是街上招牌的

影響，畫出來的多是花花綠綠，

五彩繽紛的感覺。台灣的社會比

較無章法，兒童畫似乎也反映出

這樣擁擠的現象，圖畫的表現和

生活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每個

國家的兒童畫很清楚的表現出不

同地域、國家的風格特色，尤其

是歐洲，注重孩子的自我表現。

他們的兒童畫教育沒有所謂的才

藝班，台灣的教育方法就如同

『養鴨子』(老師很會補習)。我們

有許多兒童畫受到老師的過分指

導，就是『填鴨式』的教學，因

此畫面看起來不輕鬆，因為有的

老師會說：『這邊怎麼不再多畫

一點？』原本畫面是很清爽的，

可是有些老師會幫小朋友的圖畫

再加一加，畫出老師滿意的畫

面，這種兒童畫當然無法令人感

覺輕鬆自然。在評審世界兒童畫

這些年，我看過所有圖畫表現最

複雜、不輕鬆的就屬台灣兒童畫

作品了。」

結語

「我覺得我要活用我每一天

的生活。」無論是兒童美術教育

或是個人藝術創作，林老師始終

堅持認真踏實的處世態度。『俯

首甘為孺子牛』是北京李允經博

士贈予林智信老師的禮讚。林老

師四十歲時發願製作「迎媽祖」

巨幅版畫，靠著毅力耗時二十

年，於民國八十四年(1995)完成此

幅高三尺長四○八尺長卷版畫，

同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展。雖

已屆耳順之年，他再次向自己的

毅力挑戰，預計完成五十張一百

五十號的巨幅油畫「蓬萊仙島」，

將展現四十年前台灣的風土民

情。

林智信老師在訪談間不斷地

提醒我們要有重視進修的生涯規

劃。透過林老師的真誠描述，了

解在台灣五十、六十年代物資貧

乏環境下，老師於教學及推廣美

術教育的方式與困難，同時，讓

我們對他的教育理念與創作歷

程，也有著更深刻的認識與體

悟。█

(註：本次訪談尚有洪郡穗小姐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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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兒童美術的教學和研

究，鄭明進老師對於推動藝術教

育的精神與執著一直不變；早年

對於美術教育累積豐富的經驗和

知識，退休後仍繼續推廣圖畫書

與大眾美術教育。鄭老師於民國

三十八年(1949)進入台北師範藝術

科就讀，踏上美術教育之路；畢

業後進入國小服務，民國六十六

年(1977) 服務滿二十五年退休，

期間除了教學之外，也積極投入

兒童美術教育工作，民國四十六

年(1957)和友人共同成立了「今日

兒童美術教育研究會」。除此之

外，他也從事研究、著書的工

作，早期研究兒童繪畫心理發

展，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出版了

《怎樣暸解幼兒畫》；還親自赴海

外研習，如民國五十七年(1968)代

表中華民國赴日本東京參加「第

一屆亞洲國際美術教育會議」。目

前他仍持續地教學與著作。

教育理念

鄭老師以他在美術教育方面

豐富的經驗，認為藝術教育要從

生活做起，在生活教育、美術教

學及九年一貫新課程方面提出看

法。

由於小時候日本式的教育，

培養了鄭老師重視生活教育的態

度，現在和過去的兒童很大的差

異在於生活形態的不同，他認為

應從生活教育改造。他回憶起小

學時一個深刻的經驗：「同學在

學校裡的菜園一起種稻！我一生

中記得最清楚就是我們的稻米拿

去碾米廠碾好了以後，做成飯

糰，現在還記得，那個是最好吃

的飯糰，這就是勤勞教育。做好

生活教育的條件是家長應該受教

育，這樣才是治本，要使得台灣

的教育正常化，我想是媽媽的教

育比老師的教育還重要，媽媽把

孩子教得好的話，送到學校，老

師就是教他們一種團體生活。」

在美術教學方面，鄭老師認

為了解兒童繪畫發展的特徵是教

學上很重要的基礎，他說：「要

了解每一個年齡層的小朋友他們

畫畫的特徵，畫畫不只是小朋友

畫一張好畫，而是這個活動讓小

朋友心裡得到紓解，心情上的壓

抑會表現出來。畫畫會從色彩方

面來刺激小朋友，使得他們比較

有色感。有時要教設計，就是不

以純想像或是寫生，而是跳開來

讓小朋友用另一種心情畫。例如

用暖色系來組織一些有趣的圖

案，這些圖案不是生活裡面的，

而是自己組合起來的，有人說這

是抽象畫，也不一定算，就是一

種構成組合，所以設計就是想像

畫跟寫生畫之外的另一種教學。

我們把圖案設計叫做設計教學

（Design），是從歐洲來的一種想

美術教育
就是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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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進老師解說兒童圖畫書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