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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二年的十月秋天，筆者初次來到山形縣，參與當地扶輪社所精

心安排的職業參訪行程。出發之前，我對於日本文化的認識，僅停留在日劇的

表象上，而山形縣便等同於「阿信的故鄉」。然而透過二十八天的深度旅程，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乾淨整潔的居住環境，以及對於清潔的維護。為了歡迎

我們的到來，他們將歡迎會地點設在地區總監所開設的料理亭中，一行人先在

屏風前交換名片，等待招呼告一段落之後，此時，在音樂中屏風便被緩緩的推

開，成為了由藝妓所表演的傳統舞蹈身後的布景；和室內的碗盤與佳餚也已準

備完成，我們才能正式進入座位等待用餐（圖4-1），一場精心安排的盛宴，從

服裝、布置到美食佳餚，不僅讓我對於日本當地的茶道、陶藝、美術教育與手

工造紙技術等，可說是「場域教育」的最佳典範。其實這些傳統藝術皆是自中

國垂直輸入，但曾幾何時，在資本主義大量化與規格化的轉型社會中，卻使得

傳統手工藝流傳變得極其稀少，且國人從事此類研究工作與投注力均不及日

本，傳統中國文化的精髓保存，反而由日本發揚光大。這些細膩的點滴，引發

我思考與反省自身文化保存與再生的議題。另一方面，因為此次參訪安排我居

住在不同的家庭之中，體會不同的家庭倫理與親子關係的維護，與他們的互動

及交流過程中，無形中，也漸漸的擴展了我對於不同文化間的互動。時至今

日，對於當初的參訪行程，至今仍充滿無限美好的回憶，不僅藉由與人群的互

動、觀摩與學習，習得國內外文化中的同與異，為藝術創作與個人閱歷開拓另

一視野，更是一次多元文化的深入認同與體會；筆者深信，若能將此融入藝術

課程中，相信定能豐富藝術的深度與廣度。 

圖4-3. 在用餐過程中，欣賞由藝妓所表演的
傳統日本舞蹈。

圖4-1. 我們先在屏風前交換名片 圖4-2. 我們一行人先進行了自我介紹，並以
powerpoint介紹了臺灣的文化與經
濟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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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藝術教育界不斷地在探討多元文化的議題，對於基層藝術教師而

言，如何站在專業自主的立場，將理論概念應用到課程設計中，才是真正切身

的問題。基於此趨勢和需求，我便以多元文化的理論為基礎，結合視覺文化藝

術教育觀，實際蒐集與設計一些課程方案，提供第一線教師做為將理論轉化為

實務的範例。

一、以藝術做為文化學習的窗口

　　該透過何種教育方式來促進文化的理解？早在一九三○年代美國教育學者

John Dewey就曾提倡藝術在增加文化了解與消弭衝突上的角色，其一九三四年

的著作《Art as Experience》便闡述藝術為全球化的語言，是了解其他文化的最

佳窗口（Dewey, 1934; in Freeland, 2001）。國內藝術教育學者郭禎祥（2001）

也認為，從人類關係來看，無法理解社會的多元性往往導致種族、階級方面的

緊張關係，而藝術藉由分享過去和現在的文明與文化知識，提供學生更好的

跨文化理解，進而促進文化尊重與人類關係的和諧。隨著後現代教育思潮的演

進，多元文化和種族、階級、性別一樣，已被認為是後現代藝術教育的重要議

題(Neperud, 1995)，這顯示我們比以往更關心藝術在現實生活中的角色，以及

藝術對於全體人類的貢獻，藝術不再被視為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品，而是與世界

脈動緊緊相連的重要環節。以藝術帶動文化和諧的理念，與教育培養全人發展

和促進社會進步的目標相輔相成，也和人類共有的理想一致，有鑑於此，在藝

術課程中融入文化關懷等人道精神，不但切合需要，也是藝術教育者應當展現

的責任與風範。

二、透過藝術理解文化的關連和共同價值

     藝術能串連起各個文化的關連性，除了藝術是各個文化的共同語言外，藝

術教育學者Eisner（1991）特別強調，藝術經驗的本質能鼓勵我們去關注事物

間的關係，體會事物的微妙互動與細節變化，因此藉由藝術經驗，可以幫助學

生更敏銳地去體察文化之間的脈動，唯有以「人性」的角度去看待每個文化，

 壹、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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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了解全體人類真正的共同需求。Eisner認為，藝術多樣而豐富的表現性，

不但能捕捉人性的共同特質，也能夠將其轉化為每個人都能分享的共同語言，

是體認人性需求的最佳媒介。同時，當學生透過藝術認識其他文化後，也能藉

由同樣的方式回頭觀察自己的文化，學習以不同的角度來檢視自己的態度、信

念與價值觀。藝術學習讓我們能夠了解別人與自我省察時，所必須具備的注意

力和敏銳度，這些能力正是群我與文化之間能否和諧共處的關鍵，誠如Eisner

（1991: 259）所言：「藝術發展出人類關懷所需的感應力⋯⋯因而使我們體

會這個世界更有意義」。以藝術教育培養文化的包容與尊重，也許理想成分居

多，仍需更多的實證研究，但其正面精神仍甚為可貴。藉由此過程，學生不但

學習了藝術，也認識到理想的可能面貌。應該儘量提供學生接觸正面價值的機

會，因為學校是社會價值的最後一道防線，而在各個科目中，藝術有寬廣的可

能性，又因為藝術領域不像其他學科般，有著不得不應付的沉重考試壓力與課

程進度，反而有更多的時間和彈性來引導價值學習，並非其他科目不能為之，

而是不如藝術領域來得適合。

三、以視覺文化做為學習多元文化的管道

 視覺文化作為學習多元文化的樞紐，作為一個實踐多元文化藝術教育

的捷徑；因為視覺文化關懷著許多層面，且大多數是現在我們常見的認知，

Mirzeoff 認為視覺文化傾向於圖畫或視覺化（visualise）的經驗，也有越來越多

的藝術教育者使用「視覺文化」來取代「藝術」一詞。

1. 視覺文化與多元文化現象密不可分

　　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了解文化，但這裡所謂的「藝術」，其內容與範疇為

何？藝術教育學者Postman（in Duncum, 2001: 102）曾言，認識一個文化最清

楚有效的方法，就是注意它用來和我們產生對話的工具，而許多日常生活中的

文化訊息，都是直接或間接的以視覺符號為媒介來傳達，如各國的媒體、消費

產品以及廣告等等，這些視覺影像在傳遞資訊的同時，也呈現了國家文化、族

群文化、大眾文化、流行文化與次文化等等各種層次的文化意涵。藝術教育學

者Duncum認為，我們現在身處於一個「文化的社會」，在此社會中，任何一

個生活經驗都會轉而具現為一種「視覺文化」（引自趙惠玲，2002：414），

學者Sturken 和 Cartwright（2001）便直接指出，視覺文化就是文化依附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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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上的視覺呈現方式。視覺文化與文化學習具有相當的共通性，藝術研究學

者Mizoeff(2001:125)認為，「每天的生活是視覺文化的關鍵領域，也是文化研

究的關鍵領域」，國內藝術教育學者陳瓊花（2003）則指出，視覺文化植根於

每日的生活，它不只包含著各類的視覺藝術產品，更應該宏觀的視為日常生活

中可以觀察到的一般、藝術及文化的各項實踐。因此，視覺文化教育與文化學

習本質上有其密切的關係，當學生進行視覺文化的探索時，也同時體驗了生活

中的各種多元文化。另外，越來越多的學生靠著媒體、網路和電子影像符號來

認知這個世界，對他們而言，大眾文化中的圖像，幾乎是他們獲得文化經驗和

文化活動的唯一窗口（郭禎祥，2001；Duncum, 1999），單就這個原因，我

們就應該更努力地開拓視覺文化通往文化學習的管道，讓學生以他們最熟悉的

影像和經驗為門扉，邁出認識多元文化的步伐。

2. 視覺文化融合藝術、文化與生活

　　視覺文化的另一特色在於融合了「藝術」、「文化」、「生活」三者的概

念。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2002）中明言，

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學校藝術教育應該能夠反映生活，並幫助學生體

現藝術、文化與生活三者的結合。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強調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的

重要，破除藝術與文化、生活之間長久以來的界線，這種走入生活、打破藩籬

的精神，正是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的基礎。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藝術系教授Albert 

Chong和Claire Farago（2002）說明了視覺影像可以破除隔閡的原因：(1)視覺

影像能呈現傳統、現代、歷史、社會等各個領域不同的價值觀念與文化背景，

並進行有趣的討論；(2)透過視覺影像的討論，可以避免直接碰觸敏感的意識型

態，以較自在的方式探討各種議題；(3)具有刻板印象的視覺影像，可以揭露教

師和學生的自我偏見，進而引導普世價值的瞭解；(4)視覺影像可以讓我們看到

隱身在社會角落的弱勢族群，並讓學生思考自己與另一族群間的關係。(5)視

覺影像的多樣性，可以解除優勢文化與學術權威的主宰地位。而上述視覺影像

的特點，也正是文化之間彼此包容與尊重時所應具備的特質，亦即本文建議以

「視覺」經驗邁入「文化」體認，引導多元文化學習的理由。綜合上述分析，

從視覺文化來進行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的理由，可具體歸納為以下三點：

(1)多元文化面貌呈現於生活中的各種視覺和藝術圖像裡。

(2)日常視覺影像是青少年獲得文化經驗的主要來源。

(3) 視覺影像具備融合藝術、文化、生活三者的特質。本文認為從藝術作品的

藝術世界中來探討作品，能夠增進跨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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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視覺文化作為多元文化學習管道的精神，進一步要落實上述的理念

於藝術教育的世界之中，首先提出「藝術世界」的概念，試著將整個視覺文化

的諸多面向視之為是一個大的整體，任何視覺化的產物在此皆無高低、中西之

分，真正實踐跨越藩籬的藝術教育。

首先，讓我們先從四個切面，來一同輕啟這個藝術的世界，本段界定藝術

世界的四大特色—關鍵人物、地點、活動與概念，其中教育的目的與本質類

同於多元文化與視覺文化的諸多論述，只是尋求更為精準的具體方式，讓第一

線的老師能夠提出藝術世界導向的教學。

一、讓藝術成為跨文化溝通的管道

1. 定義與詮釋—藝術世界的特色：關鍵人物、地點、活動與概念

 藝術世界的概念，對許多教師也許是新的觀念，甚至藝術教師也是如此。

Chalmers (1999) 一向大力提倡多元文化藝術教育，他指出現在已有相當多的

人贊同「藝術家的創作或演出，是基於一套共同的理解與目的」。藝術世界的

概念對於教師極有幫助，可以作為組織課程的架構，同時也是集體認同的一個

重要來源。以藝術世界作為課程架構，有助於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文化的藝術

作品之間，找出有意義的關聯：此外，了解藝術世界也有助於爭取藝術團體的

支持。藝術世界是一種文化，其中成員有相當多的人士透過藝術建立其身分認

同。藝術世界的成員，彼此的關聯可能正式、可能間接，都熟悉一些共同的藝

術價值觀，並參與一些共同的藝術活動或至少熟悉相關活動。古今中外出現過

許多不同的藝術世界，例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十六世紀的印加藝術、中國宋

代的宮廷藝術、西庫巴族人的儀式藝術，以及洛杉磯的當代藝廊藝術。這些藝

術世界的資訊、價值觀與活動極不相同，一個藝術世界所推崇的價值標準，另

一個藝術世界也許並不重視。探索不熟悉的藝術世界，有助於了解這個世界所

創作的作品，尤其是我們覺得陌生、乍見之下難以理解或欣賞的作品。

探討特定的藝術世界或任何次文化或團體，首先要提出四個問題：

(1) 這個藝術世界中最受推崇的人物有哪些？

 貳、跨越藩籬的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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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個藝術世界的成員，在什麼地點進行共同的活動或交流意見？

(3) 維繫這個藝術世界最重要的活動是什麼？

(4) 這個藝術世界有哪些重要的藝術觀念，而且是多數成員都熟悉？

要了解任何文化或次文化，基本上就是了解其活動與觀念。找出一個文化

中的關鍵人物與地點，則可提供具體的起點，藉以介紹其根本活動與觀念。具

體的資料（人物、地點）對中小學的學生尤其重要，以此為基礎，再介紹比較

抽象的活動與觀念。以下便逐一討論藝術世界的四大特色。

‧人物

 歐美現今藝術世界的成員，都會熟悉當代知名的畫家如 Jackson Pollack、

Stuart Davis、Georgia O’Keeffe，每一個藝術世界都有其相關人物，界定所要介

紹文化的關鍵人物，是藝術世界的要素之一。

‧地點

 特定藝術世界的成員，也能熟悉許多關鍵的活動地點，例如二十世紀初美

國黑人藝術世界應該都知道哈佛大學的藝術系及藝廊、紐約公立圖書館135街

分館（現為 Schomberg 黑人文化研究中心）；同樣的，二十世紀初的墨西哥藝

術世界，應該會知道People's Graphics工作坊、Siqueiros 所創辦的繪畫與雕塑學

校，以及墨西哥市的國立美術館（O’Neill,1990），因為每一個藝術世界都有

其相關鍵地點。

‧活動

 每個藝術世界的共同活動也各不相同，例如許多美國墨西哥裔藝術家，

都會創作Santeros（聖像）及Offendas（臨時神甕）。每一個藝術世界都有其主

要活動，如美國東北海原住民藝術世界，常會製作家族動物圖騰的作品互贈親

友，而當代許多主流藝術世界則有上課、參觀美術館、買賣藝術品等活動。

‧觀念

 最後，不同的藝術世界會有不同的藝術觀。例如十九世紀美國農村巡迴

各地的藝術世界，往往強調個人的職業地位（如農夫、船長、商人）；許多傳

統的澳洲原住民的繪畫，則以夢境為基本概念。每一個藝術世界都有其主要觀

念，如社區傳統與團結卻成為是芝加哥藝術世界常見的主題。

 要培養學生欣賞藝術世界豐富多樣的藝術品，可以從人物、地點、活動、

觀念出發，引導學生了解這個藝術世界。深入探討不同藝術世界的特色，以下

即從四個面向作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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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例：

1. 以人物為例

課程名稱
佛烈達‧卡蘿：魔幻炙熱的情感表現

Frida Kahlo：�e Fantastic Ways of Expression

教案設計 傅斌暉老師

簡介

在這單元中學生將欣賞許多佛烈達‧卡蘿呈現心情、愛情和鄉土感情的自畫

像，學生將分析和解釋卡蘿的幾張作品，討論和描述卡蘿作品中用來表達自我

的各種形式和手法，並從中選擇一種表現方式，創造一張表達自我情感的自畫

像。

課程目標

(1)藝術史：學生將透過藝術史的研究，認識卡蘿的生平以及簡短的墨西哥近代 
            史。
(2)藝術批評：學生將練習描述卡蘿作品中傳達的心情、愛情和鄉土感情並解釋 
                    其意義。
(3)美學：學生將討論、分辨並評價卡蘿作品中表現情感的象徵手法。
(4)藝術創作：學生將運用卡蘿的表現方式，創作一張表達心情或愛情、鄉土情 
                    感的自畫像。

課程時間 8節課（360分鐘）

上課用具

(1)筆記本和素描本
(2)鉛筆、彩色鉛筆、蠟筆、粉彩筆。
(3)八開畫紙

教學資源
(1)有關卡蘿的書籍、圖片和網路資料。
(2)教師選定圖片製成的電腦簡報。

評量項目

(1)有關卡蘿生平與創作的文字報告。
(2)有關卡蘿自畫像的文字回應。
(3)討論和分析卡蘿作品的象徵手法後，所撰寫的文字回應（學習單）。
(4)創作作品的品質和情感表現程度。

2. 以地點為例 

課程名稱：文化勇士——排灣族文化的保存與再生

Cultural Warriors-The Paiwa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New Birth of the Paiwan 

Culture

‧課程設計源起：由美國 Ohio 的 Kwanzaa Playground 所引發的諸多想法

‧教學對象：排灣族的K5-K9的學生／分齡設計

‧指導教授：Dr. Michael Persons & 郭禎祥教授 

‧教案設計：曹筱玥、徐瑱慧、呂仁惠

 BIG IDEA ／文化遺產與社區認同（Cultural Heritage & Social Identity）Key 

Concept ／從文化遺產中建構社區認同意識與文化保存與再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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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

(1)Who am I ?（我是誰? ）

(2)What legacy did our ancestors leave for us ? （祖先留給我們哪些重要的文化

遺產？）

(3)How do we deal with the cultural heritage ? （我們該如何處理我們的文化遺

產？）

‧課程目的：

(1)了解自身所屬部落文化的獨特性。

(2)探究自身部落的文化之重要意義。

(3)展現我對於自身所屬部落文化的深度關懷。

‧個案簡介：屬於社區的公園（非裔美籍的社區公園Kwanzaa Playground）

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哥倫比亞市的「寬札遊樂公園」(Kwanzaa Playground)，

附近居民主要為中低收入的非裔美人，最初的外觀設計並不美觀，並座落在充

斥了許多黑人青少年濫用藥物與酗酒等問題的社區中；一九九三年，由Shirley 

Bowen發起改建活動，經由社區的民眾與七位當地黑人藝術家的參與，重新打

造了硬體設備，亦建立了凝聚社區成員心靈的整合機制，成為了全美第一座以

黑人文化為教育主題的公園。

　　在園區內，所有的彩繪圖騰皆是以非洲和美國黑人文化為題材，以藝術品

的形式，建築在社區的公園之中，例如：遊樂場的入口〈非洲大門〉，是以雪

松原木為材料，柱子表面有燒灼及繪畫的裝飾，上面的圖像都是藝術家根據非

洲藝術、象徵及設計元素，創作出真實的或想像的事物及動物。而〈非洲說故

事板〉則結合傳統的圖騰與可轉動的板模，兒童可以藉由圖像的接龍，編擬故

事，家長亦可娓娓敘述圖騰的傳統精神，正可作為推動多元文化的最佳示範。

圖4-4  寬札遊樂公園Queen Brooks的〈非洲大門〉，
高8呎，中間橫柱11呎，上面畫滿了傳統神話中
的圖像。

圖4-5  Queen Brooks的〈非洲大門〉上的紅鳥，也是
非洲當地象徵性的圖騰，神話中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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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與活動：

歷史

文化勇士 文化圖像誌

人類學

圖4-6   由Shirley Bowen所設計、Larry Winston Collins
負責創作的〈非洲說故事板〉（African Tell-A-
Story Board）。

圖4-7  坐在國王的座椅上，可觀看到這個公園的每個角
落。

教學流程 教具準備 教學時間

Kwanzaa Playground 與排灣族傳統介紹 教室布置、圖卡

三週  

排灣族相關資料收集 圖書館、照片拍攝、網路蒐集等

分組討論／綜合討論 小組活動／團體活動

藝術創作／檔案夾製作 媒材不限

評量活動 繪本、檔案夾、報告

成果展示 藝術創作、音樂、表演、祭典活動

‧課程統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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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族文化以造型豐富的木雕作品與充滿神話性的琉璃珠、紅黑黃服飾等，

形構出極具特色的民族風情，也形成了排灣族有別於其他族群的鮮明符號。豐富的

族群特質源自古代的排灣族，不僅民風純樸，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並

且充滿複雜豐富的圖像文化，如繁複的百步蛇、蜈蚣、人形圖像、多彩多姿的琉璃

珠、奇妙的陶壺，構築出一個美妙的人文圖像世界。

  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每一種文化都應該是被尊重的個體，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形

式與一般人雖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相似的，即是奮鬥生存的本能與意志，是必須

珍惜與傳承的。而藝術作品正是這種智慧的經驗化以及美的理念，因而產生所謂文

明、社群的結構關係、生活模式的形成與民俗觀念的信仰，廣義言之，即是文化。

  非洲的少數民族（非裔美籍），為了尋找自我、認同族群，也為了預留給後代

更好的生活空間，他們創造一個具有文化特色的兒童公園Kwanzaa Playground，為

了保存這個公園也做了許多的努力，這正是給臺灣原住民學子樹立了一個很好的示

範，期望藉由essential questions的層層引導，讓排灣族的木雕藝術走入每一個人的生

活，也讓排灣族的子孫思考文化保存與再生的問題，讓排灣族人的文化藝術得以延

續傳承。

3. 以活動為例：

 一場無國界的藝術饗宴「北科大之非常男女—甘比亞文物展」

地處首善之區的臺北科技大學，配合教育部推動的校園國際學術、技術

合作政策以及發展辦學特色、培訓人才等計畫，與非洲邦交國甘比亞進行國際

學術及技術之實質交流，引進甘國資優高中畢業生就讀材資系甘比亞石油專

圖4-8   排灣族的陶壺與各式木雕上，皆充滿了百步蛇的圖像，是為守護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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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然而，臺灣學生們對於非洲文化是十分陌生而遙遠的，是故，為了幫助多

元文化的理解，藝文中心以展覽形式展出「非常男女．前進西非—甘比亞文

物展」，即是將甘比亞駐華大使館與學生們的收藏，做一陳列展示。此外，為

了強化學校師生對於非洲風情的多面向了解，邀請展出知名旅非畫家吳炫三和

劉其偉的作品，以及分享畫家袁金塔、王仁宏、王毓淞對於非洲土地的創作體

驗。

 「非常男女．前進西非—甘比亞文物展」，展覽主題以甘比亞當地的傳

統服飾、器皿用具以及風土民情介紹為主，結合上北科大甘比亞學生的生活集

錦，以及畫家們對於非洲土地的創作體驗，藉由藝術家的作品來訴說出畫家深

入非洲探險的故事，由甘比亞駐華大使館以及甘比亞專班的二十五位活潑學

生，所提供的傳統服飾、織品與手繪小卡，讓學生一同體驗一場多元文化的藝

術饗宴。

4. 以觀念為例：藝術出走

(1)愛戀桃花源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企劃「行動陶藝館」，主要以陶藝車作為推廣陶藝之

形式，將載滿了作品與材料的貨車，開到桃園縣偏僻的國小校區內，藉以

圖4-9、4-10 透過繪本的創作，讓學子們得以了解過往，延續美好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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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活動企劃推行的區域範圍，因為這些地點皆為文化資源不豐的地區，

目標對象則主要鎖定在學童及其家長，免費提供師資與材料讓當地的學童

盡情的創作「週休二日．樂陶陶—打造休閒藝術『陶』花源」之系列親

子活動，欲使學童在輕鬆的過程中就近體驗美感欣賞與創作，一方面也希

望將縣府施政能普及至各鄉鎮，與全體縣民共享文化的果實，「行動陶藝

館」也因而成為負起傳承文化使命的小小種子隊。

企劃內容與活動方法

   此次選定陶土作為推廣的素材，係因陶藝本為中國悠久之傳統藝術，且

取自天然，柔軟度甚高，除了形塑與繪製之外，也能從中得到肌肉放鬆、

紓解緊張的功效，加上費用低廉，獲致材料容易，具有推廣的基本條件；

此次出動「行動陶藝館」，為引發當地民眾之興趣，內容設計有大量的動

態活動，將教育意義寓於親子遊戲中，且現場有專業人士提供諮詢，讓民

眾真正了解陶藝之美。 

(2) 現代水墨到你家

   此外，選定以「現代水墨」為題，作一「行動美術館」的設計，巡迴

全省展出；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中，常受崇尚西方學制的影響，讓水墨邊

緣化。所以嘗試讓學生能夠廣泛地接觸這項藝術，並使水墨創作賦予現代

的容顏，便成為設計的主軸與重點；此次的展覽企劃便是希望透過藝術形

式，讓文化的體驗，潛移默化地深入生活，讓偏遠地區的莘莘學子有機會

與國際知名畫作接觸，更藉由自由的水墨視覺藝術表現，引發校園師生與

社區對於現代水墨畫產生興趣，內容除了作品展覽外，並增加大量的動態

教學，將水墨精神寓於遊戲之中，讓大家實地欣賞、玩墨、彩繪，直到作

圖4-11、4-12    在臺灣首見針對西非文物以及藝術風格衍生的特展，甘比亞總統賈梅與外交部禮賓司ㄧ行人，特地親臨參觀，北科大藝文中
心以英文進行現場導覽，獲得賈梅總統的讚許並贈與國寶胡琴與木琴一只，留校紀念。



96 美術

品完成；每一場次中皆有專業人士提供相關知識之的諮詢，讓觀眾了解現代水

墨畫的可親近性，也讓藝術真正的落實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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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桃花源—馬祖

 馬祖列島延續了福建沿海的島嶼特色，周圍海域皆為著名漁場，當地居民

多以漁業為生；馬祖人所講的話屬於閩東語系，又稱為「福州話」與閩南語有

極大的不同。

 由於地質是以花崗岩為主，是故所見的屋頂型式，大多是隨地勢而建的

五脊四坡頂，俗稱「印章屋」，背山面海，小巧別緻，牆上的石砌砌法無一相

同，如：代表家境富裕的工整「青石人字砌」、一般住戶所鍾愛的「黃石人字

砌」，更多的是「亂石砌」，是以水泥黏合石縫，運用在倉庫、漁寮上，無論

何種砌法，保有鮮明的建築個性，吐納特有的氣息，展現了當地推行社區整體

營造的具體成果。

4-15、4-16  北竿島芹壁村是馬祖地區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閩東聚落。紅色屋瓦和樸拙花崗石組成的閩東家 
     屋，以及各色標語突兀地烙印在屋壁上，引人側目，這裡，也是接近大陸的村落之一。

4-13、4-14  最被推崇的戰地景觀—南竿島北海坑道

 參、探看臺灣的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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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文化大觀園：（從「虎姑婆來作客」動畫製作談起）

　　近幾年來，教育部在二○○一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中，放入諸多對於不

同文化議題的探討，希冀藉由認識他人文化，進而學習尊重異己、省思自身；

因此在新編輯的課程內容中，除了介紹臺灣主流的漢族文化之外，客家文化亦

成為培養新一代的臺灣人文化涵養，不可缺少的一環。

　　客家文化的獨特之處，在於能在語言、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方面存留

著中原的古風，現今新的客家社會不僅整合了原鄉的地域差異，更進一步擴大

了客家族群的寬廣度，重新肯定了原鄉的文化價值。現就從建築形式與藝術作

品來一窺客家村的多元風貌吧！

課程名稱：虎姑婆來作客

‧教案設計／傅斌暉老師

  （完整課程內容請詳見：坦克美術教育網 http://www.ntnu.edu.tw/art/tank/）

‧課程理念

 從臺灣學生的狀況來思考，一個班級中可能同時包括本省、內地、客家、

原住民等四大族群的學生，如何了解各個族群文化並學習相處之道，是教育的

工作之一。本課程便是基於學生的實際狀況，透過大眾媒體和藝術品中的客家

文物，引領師生共同進行探索，讓學生從生活中的問題思考起，藉由藝術體驗

的過程，培養文化的認識和尊重。同樣的概念不只適用於客家文化，也適用於

其他臺灣文化的學習。

‧課程設計說明

 本課程是依據本研究建議之課程設計原則，所設計的教學方案範例。課程

以臺灣國中七至八年級學生為對象，採納之文化主題為臺灣客家文化，屬於文

化探索的第一和第二層次：學生個人的文化和學生周遭旁人的文化。課程根據

Walker 和 Chaplin (1997)視覺文化四大範疇所選取的藝術視覺圖像分別為：

1. 大眾與電子媒體部分：公共電視出品客家民間故事「虎姑婆」動畫短片。

2. 精緻美術部分：以客家為主題之藝術品和客家傳統建築。

3. 工藝 設計部分：客家傳統服飾設計。

課程計畫以主題式統整課程為架構分別訂定主要概念和教學目標，根據

「以藝術經驗為主軸，引導跨文化的共同價值」之原則，藝術經驗部分包括藝

術鑑賞和創作；共同價值則為族群間的認識和溝通。校外資源的利用則為邀請

客籍藝術家（藝術品「客家人」等的作者）與學生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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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與課程目標

圖4-18、4-19  〈虎姑婆〉動畫中的客家佛堂         
圖4-21  〈虎姑婆〉的人物穿著是客

家大襟衫

圖4-17  袁金塔╱北埔農家╱2001╱水墨綜合媒材╱66×109cm 

圖4-20 〈虎姑婆〉的廚房設定稿

主要概念 課程目標

1.客家文化是臺灣整體文化的一部分。
2.認識與溝通，是族群和諧相處的第一步。
3. 藉由影像和藝術創作，我們能更深入了解
客家和其他文化。

1. 認識臺灣客家人的歷史來由以及在臺灣文
化中的角色。

2. 認識基本的客家傳統服飾、建築與相關背
景習俗。

3. 文化間的和諧相處，可以從彼此的溝通與
認識開始。

4. 能藉由藝術創作表現對於客家傳統服飾、
建築與習俗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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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城藝術再造：以東門美術館為例

　　文化、藝術、古蹟和小吃是府城四大生活元素，除了古蹟與小吃名聞中

外、遠近皆知，在這個老城市裡，還有一群執著於藝術推動的人士，他們出錢

出力籌設藝文展覽空間，不以經營藝廊生存，而是單純的出借讓藝術創作者舉

辦展覽，以「藝」會友，這一些非官方設置經營的藝術空間，座落在府城的角

落裡，有的臨近車水馬龍的街道，有的隱身於蜿蜒巷弄中，他們沒有豪華炫麗

的外觀，卻充滿創意，置身其中，才知藝術原來可以這麼的融入生活裡。

　　一棟百年的日式建築，精美的巴洛克藻飾外觀和內部細緻的雕刻，是現今

難得一見的古建築，擁有人免租金借予使用，唯一的條件是，不得更動房子的

結構，且要善加維護。是故東門美術館的成立宗旨，即在利用古建築的空間，

將藝術與生活結合，讓藝術流通來美化社會，豐富生命的每一天。此外在這幢

充滿古味的建築中，展出當代性的藝術作品。

　　在結合畫廊與餐廳的複合式經營下，藉由古蹟餐館所帶來的客源，讓許多

不曾想過要接觸藝術的一般民眾，得以在生活的事件中，獲得親近藝術的機

會，並舉辦無底價義賣活動，目的在廣結善緣，希望更多民眾走入美術館。

圖4-22~4-24  東門美術館╱巴洛克藻飾外觀和內部細緻的雕刻，座落在繁華的府城鬧區內，更顯得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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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者必須了解藝術作品的意義主要得自其背景，才可能接受以下兩個觀

念：(1)藝術反映其文化；(2)藝術影響其文化 (Erickson, 1995)。逐漸熟悉作品

的文化背景之後，才會慢慢了解藝術如何反應各文化的差異。Currier & Ives公

司的版畫，與美國地方派的繪畫，例如�omas Hart Benton與Grant Woods，所

反映的是農村環境，而不是我們今天熟悉的社會。同樣的，從阿茲特克印地安

人的手抄本、西非慶典用的面具、十八世紀的英國肖像或現代雕塑中，都可以

看出作品背後的許多文化訊息。

 許多人對藝術與文化的了解，僅止於藝術反映文化，卻不知道藝術也會

影響文化。只要注意到古今不同文化的藝術作品所發揮的功能，就可以了解藝

術深遠的影響力；除了「藝術表達什麼」之外，若能再問「藝術有何作用」 

(Tagg，1988)，也就開啟了一扇新的理解之門。

 多元文化的包容與接納，正是宏觀視野和開闊心胸的基礎，也是藝術應該

體現的價值，藝術的多樣性讓我們知道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只有一種，換言之

就是多元的嘗試和各種可能，視覺文化和多元文化也只是藝術教育的許多教育

方式之一，絕不是唯一，能夠體認此一意涵，也就能夠體認藝術教育的本質。

 肆、未來的方向：
     藝術世界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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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案設計

課程名稱
佛烈達‧卡蘿：魔幻炙熱的情感表現

Frida Kahlo：�e Fantastic Ways of Expression

教案設計 傅斌暉老師

簡介

在這單元中學生將欣賞許多佛烈達‧卡蘿呈現心情、愛情和鄉土感情的自畫

像，學生將分析和解釋卡蘿的幾張作品，討論和描述卡蘿作品中用來表達自我

的各種形式和手法，並從中選擇一種表現方式，創造一張表達自我情感的自畫

像。

課程目標

(1)藝術史：學生將透過藝術史的研究，認識卡蘿的生平以及簡短的墨西哥近代 
            史。
(2)藝術批評：學生將練習描述卡蘿作品中傳達的心情、愛情和鄉土感情並解釋 
                    其意義。
(3)美學：學生將討論、分辨並評價卡蘿作品中表現情感的象徵手法。
(4)藝術創作：學生將運用卡蘿的表現方式，創作一張表達心情或愛情、鄉土情 
                    感的自畫像。

課程時間 8節課（360分鐘）

上課用具

(1)筆記本和素描本
(2)鉛筆、彩色鉛筆、蠟筆、粉彩筆。
(3)八開畫紙

教學資源
(1)有關卡蘿的書籍、圖片和網路資料。
(2)教師選定圖片製成的電腦簡報。

評量項目

(1)有關卡蘿生平與創作的文字報告。
(2)有關卡蘿自畫像的文字回應。
(3)討論和分析卡蘿作品的象徵手法後，所撰寫的文字回應（學習單）。
(4)創作作品的品質和情感表現程度。

●單元一：卡蘿的生平

‧單元重點

卡蘿的一生充滿各種不平凡的境遇，其生命旅途中所激盪的痛苦、悲

傷、憤怒、期待、情感與愛戀，都是她繪畫時的最大泉源，也造就她令後人

驚嘆不已的藝術生命。

‧單元目標

 學生將會：

 1. 欣賞一些卡蘿的作品和照片。

 2. 認識卡蘿的生平（家庭與童年、健康、愛情、信仰等）。

 3. 列出卡蘿生平中可能影響其情緒，並刺激其創作的重 大事件教學資源。

‧教學時間：2節課（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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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材料和事前準備

學生將使用筆記本作筆

記，並列出卡蘿生平中的重大

事件。

‧單元說明

卡蘿的自畫像大多反應

她的人生境遇與強烈的心情

感受，並且運用獨特的形式與

風格表現在畫面之上，除此之

外，我們也能從卡蘿的作品中

發現她和墨西哥這塊土地的深

刻連結。學生將從欣賞幾幅卡

蘿的作品開始，閱讀、討論並

報告有關卡蘿生平與墨西哥近

代史的資料，進而了解一個藝術家的生活與歷史背景，會如何深深地影響其

藝術創作。

‧教學步驟

1. 播放卡蘿自畫像與照片的簡報，簡單介紹卡蘿的作品背後都有獨特的故事

與 心情，但告訴學生有關卡蘿的更多故事要讓他們自己去探索。

2. 將學生分成四組，發放閱讀材料給各組，每組各負責研讀與整理一項有關

卡 蘿的主題，這些主題包括：家庭與童年、健康、愛情、信仰等四項，並

Powerpoint: My Grandparents, My Parents and I  1936

The Wounded Deer  1946

Frida and Diego Rivera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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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組進行簡短的口頭報告。

3. 將四項主題寫在黑板上，由學生討論各主題中的哪些事件會衝擊卡蘿的心

境 並影響其藝術創作，教師再將這些事件都列在各個標題之下。

4. 告訴學生教師會再放一次簡報，並請學生思考並討論這幾件作品，呈現了

那 些剛討論過的卡蘿生平事件與心情。教師需引導一個主要的觀念：「一

個藝術家的生活與歷史背景，常常會對其藝術創作帶來深刻地影響。」

‧評量方式

1. 再播放一次簡報，並請學生寫下卡蘿這幾張作品表達的背景或心境。

2. 學生是否能夠正確對應出作品的背景脈絡？ 

‧背景資料

    簡述卡蘿的生平簡介、重大事件時間表以及墨西哥革命簡史（配合影片介

紹）

●單元二：卡蘿作品中的情感與表現方式

‧單元重點

卡蘿的自畫像中運用許多方式傳達了豐富的心情轉折、生命的激盪、炙

熱的愛情和濃厚的鄉土感情。藝術家藉由自畫像以及各種形式的象徵手法，

可強烈地表現自我的情緒、感受與想法，使自畫像成為獨具個人風格的藝術

形式。

‧單元目標

學生將會：

1. 賞析更多卡蘿呈現不同心境與遭遇的自畫像。

2. 思考和描述卡蘿作品中表達的心情和想法。

3. 討論和分析卡蘿用來傳達這些心情與想法的象徵手法與表現方式。

‧教學資源

 Powerpoint: Frida and Diego Rivera 1931

  Self-portrait with Itzcuintli Dog 1938

  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 1940

  Self-portrait with Braid 1941

  Me and My Parrots 1941

  Self- portrait as a Tehuana 1943

  Diego and I 1949

  Powerpoint:�inking about Death 1943

  �e Wounded Deer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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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Self-portrait with monkey 1929

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Mexico and United States 1932

Photo (Kahlo and Diego)taken by Nickolas Muray 1928

Photo (Kahlo, Diego and Itcuintli Dog) 1938

Photo (Kahlo and Diego) 1954

Photo (Kahlo painting on the bed) 1936 

‧教學時間：2 節課（90分鐘）

‧材料和事前準備

   學生將使用學習單分析並比較卡蘿傳達心情與想法的表現形式。

‧單元說明

卡蘿運用了許多象徵手法與畫面形式來表達她的想法和情感，學生將觀

賞許多卡蘿的自畫像，並嘗試描述自畫像中所傳達的心情。學生也將練習分

析、分類作品中的象徵手法與形式，並對不同的表現方式給予評價。

‧教學步驟

1. 先將學生分成四組，接下來的發問和討論都以小組模式進行。

2. 播放卡蘿作品之簡報，選擇的作品主題包含：家庭與童年、健康、愛情、 

信仰，也包含各種象徵手法與形式。

3. 請學生一邊觀看，一邊注意卡蘿自畫像中所要傳遞的訊息，並詢問以下問

題：

My Nurse and I 1937

Tree of Hope, Keep Firm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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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你覺得畫面中的卡蘿是高興？悲傷？還是憤怒⋯⋯？

 (2)為什麼畫中的卡蘿看起來都那麼嚴肅？

 (3)看完之後你自己的心情如何？跟卡蘿一樣嗎？還是有別的感觸？

4. 發下作品的圖卡與學習單給各組，請學生討論並列出作品中的象徵手法，

詢問下列問題：

 (1)卡蘿用哪些象徵手法傳達心情？請描述並條列之。

 (2)這些象徵手法傳遞了哪些心情？如何傳遞？

 (3)你覺得何種象徵手法最為成功？為什麼？請說明理由。

 (4)若讓你選擇，你會選擇哪種方式來傳達自己的心情？為什麼？

5. 教師需引導一個主要的觀念：「藝術家可以藉由各種形式的象徵手法，表

現自我的多元情感，使你的自畫像成為獨具個人風格的藝術形式。」

‧評量方式

1. 學生對問題的口頭回答，以及小組學習單的填寫。

2. 學生是否能觀察並敘述作品中的象徵手法？

3. 學生是否能分析象徵手法的優劣並說明其理由？

‧背景資料

 卡蘿有關愛情和悲傷的詩詞與心情（取自卡蘿的圖文日記）

   迪亞哥和卡蘿這對艾蕊拉喻為「大象與白鴿」（Herrera 1983:93-100）

的組合是如何看待彼此呢？在卡蘿的心目中，這位墨西哥「最知名也最聲

名狼藉的壁畫家」（Herrera 1983:80）的魅力何在？一九四四年開始，卡蘿

身體狀態惡化，關於對迪亞哥夾雜思念與回憶，試圖尋找心靈與精神狀態

的避風港。寫於一九四四年的《日記》，連續八頁寫給迪亞哥的情書（後

續兩頁依判斷應也是書寫迪亞哥），深沉的文字和隱喻，將繪畫藝術與情

愛結合，反映卡蘿對迪亞哥的往日情懷與當下的愛欲。

●單元三：運用卡蘿的方式來表達你自己的情感

‧單元重點

   自畫像可以傳達個人的情感和思緒。用藝術家的象徵手法來表達自己的

心情，不但可以體驗藝術家的表達方式，也可創作表現自我的藝術品。

‧單元目標

學生將會：

1. 從卡蘿的象徵手法中，選擇適合用來表現自己的想法或感情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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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這種象徵手法創作一張表達心情或愛情、鄉土情感的自畫像。

3. 練習描述和說明自己的作品。

‧教學資源：卡蘿自畫像的圖卡

‧教學時間：4節課（200分鐘）

‧教學材料和事前準備：鉛筆、彩色鉛筆、蠟筆、粉彩筆、八開畫紙

‧單元說明

   卡蘿的自畫像由於其獨特的表現方式和傳達的強烈情感，深深印刻在

人們心中，並在藝術史留名。學生使用卡蘿的象徵手法來創作自己的自畫

像，並且也要表達一種心情，儘量使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並練習說明自己

的作品。

‧教學步驟

1. 教師準備好創作所需的媒材。

2. 向學生說明創作的方式：

 (1)從卡蘿的象徵手法中，至少選擇一種用來表現自己的想法，越多越好。

 (2)決定自畫像所要表達的心情或感覺，必須是有關生命、愛情或鄉土情感。

 (3)必須畫出正面的表情。

 (4)作品以讓人印象深刻為目標

3. 作品完成後，教師依照象徵手法分類，將學生作品展示在黑板上。

4. 請學生上台發表，解釋自己的象徵方式和傳達的心情。

‧評量方式

1. 自畫像至少要用到一種以上卡蘿的象徵手法。

2. 自畫像至少要表達一種自己對於生命、愛情、鄉土情感的心情或感覺。

3. 自畫像要以能讓人留下強烈印象為目標。

4. 要能解釋自己的象徵方式。

5. 要能說明自己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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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讓藝術創作成為可能：行動美術館——現代水墨到我家

（一）藝術「出走」

　　美術館設置的區塊多位於都會區，偏遠地區的學童可能至今仍未曾有機會

參觀其中的精采展演。「國際現代水墨大展」策劃「現代水墨到我家」活動至

桃園、馬祖、金門等偏遠小學，以多樣化的學習設計，讓藝術作品得以生動的

呈現在大眾的面前；相信藉由「走出去」的概念，來吸引更多的民眾與師生，

共同投注於藝術文化事業，將藝術氛圍融入隨手可觸的生活中。

（二）藝術大眾化，重塑東方生活美學

　　選定「現代水墨」的目的，是為了因應全球的東方熱風潮，就媒材本身說

來，水墨較油彩更具有東方風味的呈現，讓學生廣泛地接觸這項藝術；此次

的展覽企劃便是希望透過藝術形式的移動進行曲，讓藝術文化的體驗，在潛移

默化中落入生活，藉由自由的水墨視覺藝術表現，來引發對於現代水墨產生興

趣與參與感，內容設計上除了有作品展覽之外，並將水墨精神寓於遊戲之中，

讓大家實際去欣賞、玩墨、彩繪，直到作品完成，真正體會現代水墨的可親近

性。

推廣現代水墨到馬祖，地點為北竿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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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創作成為可能—現代水墨變變變

以下舉遊戲為例：

‧玩．遊戲水墨魔術盒

 ㄟ！你試過在小水盆裡滴上個幾滴顏料嗎？攪一攪，哇！這不是我最愛喝

的果汁顏色嗎？如果說：有些水墨畫家的祕密武器就是運用滴墨、油性顏料，

再攪拌一下，放入紙之後，就完成一張作品，是不是很神奇呢？如果說你認為

他們只有這種祕密武器的話，那你就跟不上水墨的變身腳步喔！

魔術盒裡的四件寶物

　　首先我們要說說水墨的四寶：第一件是可以畫出獨一無二，擁有個人特

色線條的「毛筆」。第二件是濃淡變化萬千，烏黑亮麗的「墨汁」。第三

件是潔白怡人，有肚量的「碟子」。第四件是溫柔婉約，柔情似水的「水

盆」，那麼您就畫遍天下無敵手，可以無往不利囉！

 還記得水墨畫課上最有趣的事就是不小心打翻梅花盤，那墨水所造成的情

景，還是塗色、渲染時不聽話的宣紙又破了，如果說，有些畫家專門用補補貼

貼的方式作畫，甚至於把玩紙張和墨水流動的話，又會是什麼樣子的呢？他們

為什麼會這麼大膽呢？又有什麼話想對大家說的呢？以下您可得要擦亮眼睛，

才能發現他的奧妙喔！

‧美的想念

　　您多久沒旅行了呢？是否還記得那山林間的自然景緻，連呼吸都是一種享

受的滋味？我們總是喜歡高談闊論自己的旅遊經驗，但是如果說能夠用照片記

錄或畫下來，那鐵定更有說服力喔！現在請仔細看看劉國松爺爺的〈九寨溝〉

系列作品，那陽光灑在湖面上，波光交會出動人的樂章，墨色中泛著微光，帶

來幾許的生機。　

　　每當寒流來襲，好不容易高海拔的山區降下了瑞雪，總是讓人咋舌而趨之

若鶩，若氣溫回暖後的雪景可能是什麼樣子的呢？畫家陳君立的〈雪旅〉則告

訴我們那雪融時節，皚皚白雪，逐漸褪去衣裳的情節。不過畫家段秀蒼的〈雪

天之羊〉則表達了一片銀白色世界的美，那大雪紛飛時往來其間的羊兒，就快

沒去了他的身影。如果要和明亮的雪景相比，梁藍波叔叔卻發現了暗沉的美

麗，作品中一處漆黑的環境裡，閃出火光，吸引住眾人的目光，好像有著一股

能量要迸出似的，令人期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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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魔術大風吹

　　看到三角形你有什麼感覺呢？是內角和180度、埃及金字塔或者是御飯團 

還是交通標誌呢？現在啊！金秀吉伯伯告訴你，當黑色三角形靠在一起時，就

形成一道強而有力的黑色山坡又像新口味飯團上的海苔似的讓人口水直流呢！

同樣是排位置，畫家袁金塔叔叔排的是琳瑯滿目的椅子，有沙發椅、木頭椅、

鐵椅子⋯⋯等，如果不同的椅子要給不同身分的人坐，那麼找好您的位置，現

在開始：大風吹，吹什麼？吹⋯⋯。

生活記事本

　　您有屬於自己的塗鴉本嗎？你想用什麼圖案來表示今天的心情呢？是一個

笑臉、哭臉，還是沒有表情的臉呢？畫家張羽叔叔的〈指印36小時〉則是用手

指沾顏料來蓋印章，一遍一遍的蓋下他的私人心情記錄。可是畫家梁銓叔叔則

是大費周章的準備了好幾塊的宣紙，貼好之後，再以鉛筆畫出格子，乍看之下

好像百葉窗一樣，又好似一行行的個人筆記紙，你知道他要寫些什麼嗎？

 印象當中，能夠刻在石碑上的事，通常都是一件不得了的故事。於是畫家

魏青吉留意到石碑特別的意義可是聰明的他讓原本大大小小的字全都放假，只

剩下石碑卻留下了更多的想像空間呢！哇！現在出現一件更酷的作品囉！山水

畫裡浮現了密密麻麻的字，這就是李君毅哥哥所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

作品了！您看出是哪一首了嗎？

 變！我變！這回畫家仇德樹叔叔可把人的臉給了樹枝，或者說給了閃電一

樣，啪擦一聲地裂開了！你還找得出哪一塊的感覺最深？讓我們就用這個機會

重新認識自己吧！

　　魚兒魚兒水中游，游來游去樂悠遊有人說：溪流裡的魚兒最快樂，然而畫

家袁金塔叔叔覺得「臺灣魚」一直不大快樂。因為他們有著漂泊的命運呀！那

裡的魚兒外形像臺灣島，身上有著臺灣、美國、日本⋯⋯的國徽，各種品種都

有，你喜歡哪一條呢？

星空下的對話

　　在春天的夜晚，抬頭仰望天空，數著那點點的繁星，一股喜悅的心情不

禁湧上心頭，啊！那是北斗七星，這是北極星，還有⋯⋯找一找您又發現到

什麼星座了呢？可是呢！喜歡畫星星的畫家劉子健說：那是「用劉子健命名的

星」。哇！他的夢想真偉大呢！那麼哪一顆是屬於您的星星呢？

　　對於天空有著不一樣想法的畫家梁棟材先生覺得，日月和中國人的陰陽想

法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陰陽系列（四）〉作品中，以日月交替，浮光掠影

的畫面，彷彿時光流逝一般的景象，表現出動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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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氣氛，如果是夜色昏沉、迷濛的都市裡，人們

總是容易顯得孤獨和寂寞，畫家洪根深伯伯的〈都會男女—4〉作品中那有著

壯碩身體的人兒，在夜裡奔跑著，匆忙卻沒什麼方向感，加上畫家以厚實又簡

潔的線條勾畫出人群聚集的疏離感覺，讓那股空虛的感覺慢慢地一次又一次的

加深。

　　在我們蓋上魔術盒之前，您應該感受到裡頭的水墨畫作品的威力了吧！因

為在「美的想念」中，我們見識到原來線條可以栩栩如生；「幾何大風吹」

裡，形狀疊疊樂和換位子是這麼的好玩；那「生活記事簿」不知記下了多少的

祕密；最後也發現「星空下的對話」又是如此的感人。您還在等什麼！一起來

畫張水墨畫吧！

寶物盒裡的名片盒

主角／畫家 歲月／年代 出現的地方 圖片／作品 特殊技術

劉國松 1932 臺灣 九寨溝 浮墨＋壓印

陳君立 1947 香港 雪旅 浮墨

段秀蒼 1953 河北 雪天之羊 噴墨＋刷子

梁藍波 1961 美國 能量 壓克力＋厚塗

金秀吉 1943 韓國 作品2000─11 平塗

袁金塔 1949 臺灣 換人坐(做) 裱貼

張    羽 1964 天津 指印38小時 手指印畫

梁    銓 1948 深圳 無題 浮墨＋貼畫

魏青吉 1971 青島 非情節性敘述 擦印＋裱貼

李君毅 1965 香港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印刷

袁金塔 1949 臺灣 臺灣魚─漂泊的命運 浮墨＋轉印

劉子建 1956 深圳 用劉子健命名的星 噴墨＋實物版畫

梁棟材 2000 香港 陰陽系列 絹印

洪根深 1946 臺灣 都會男女─4 噴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