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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意產學中心所出版的「生態藝術學程」的教

學研究成果。計畫主持人楊恩生教授是生態藝術學家，長年耕耘此一領域，是

藝術與科學跨域整合的優質代表。楊教授表示：「生態旅遊的定義雖然各家不

同，但至少反應三個要素：一、比較原始的旅遊地點，二、提供環境教育機會

以增強環境認知進而推動保育生態的行動力，三、關懷當地社區並將旅遊行為

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降至最低。」

全書共分「序言」「咖啡溪 (Coffee Creek)」「海岸山脈 (Coast Range)」

「喀斯開山 (Cascade Range)」「洛磯山脈 (Rocky Mountains)」，以及「生態旅

遊地圖」。「序言」由張國恩校長談「生態」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能啟發人們

的想像與作為；「咖啡溪 (Coffee Creek)」介紹老森中的山居歲月；「海岸山脈

(Coast Range)」介紹紅木國家公園、奧勒岡海獅洞、奧林匹克國家公園；「喀

斯開山 (Cascade Range)」介紹雷尼爾山國家公園、北喀斯開山國家公園、盛海

倫斯火山國家紀念公園、克雷特湖國家公園、拉森國家公園；「洛磯山脈 (Rocky 

Mountains)」介紹加拿大冰和國家公園、悠鶴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賈斯

伯國家公園、皇家泰瑞爾博物館、沃特頓湖國家公園、美國冰河國家公園、野

花與果實附錄。

楊教授在赴美 15 年後返臺任教，計畫性的帶領學生暢遊環宇，在 5 個星期

的旅行結束後，將所見所聞，以圖冊方式呈現，忠實的記錄老森林、冰河、火

山等不同地形、地貌及生物多樣性，以生態攝影、生態報導方式，增加讀者對

該區域生態結構的認識、理解與關懷，是結合閱讀與創作的綜合性探索表現。

   生態旅遊：遙遠的地平線
出版單位：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楊恩生、王俊凱、林佳宏、王輝鄰 著 , 

               金振寧、金振玄、宋敏 譯

出版日期：2010/02 再版

I  S  B  N：9789577525338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陳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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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只要談到「美學」，往往讓人聯結到西方歷代美學大師論點，如：柏

拉圖、黑格爾、康德、克羅齊等；提到華夏美學時，免不了從《論語》《老子》

《莊子》等論述中說起。深奧的文句以及哲學思維，常令一般人裹足不前。有

名的建築學者漢寶德所撰《漢寶德談美》，幾乎完全擺脫學術性的美學教條以

及深奧的邏輯思維，稱得上是一本徹底生活化、口語化的美學專書。

書中他舉挑選茶杯為例，談審美習慣之養成：「如果你注意到茶杯，就會

感到選一個茶杯並不輕鬆。你會發現在百貨店的家用部有各種各樣的茶杯，使

你眼花撩亂，有不知如何下手之苦。這正是鍛鍊你審美判斷能力的好機會。…

過一陣，你會發現原先選的並不理想。如果有你喜歡的樣子，不妨再買一只。

經過若干次的探訪，看了不下數百只杯子，你應該已經在不知不覺間養成敏銳

的審美眼光了。」

作者認為，也許在杯子上繳了學費，但這過程中所鍛鍊而出的審美眼光，

卻可以發揮在其他器物上。此外，作者也提到，如果讀讀設計美學的相關書籍，

也可以幫你的審美素養更加快速的成長。其次，他也舉女孩子往往花很多時間

在衣物店裡挑衣服，而遲遲不肯出手為例，認為也和挑選杯子一樣，有著訓練

審美判斷能力的相近道理。

顯然審美判斷的訓練無所不在地潛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環節當中，只

是大家沒有意會到。換言之，只要用心，人人在日常生活當中，時時刻刻都可

以有審美經驗。原來美學跟一般人的距離竟會是如此的貼近。在該書封面上特

別標著作者是「朱光潛之後『談美』第一人」，實際上，這本書比朱光潛更少

運用典故，有如一般人聊天的口吻，更加淺顯易懂而令人感到親切，也更契合

時代脈動，是本雅俗共賞的好書。

   漢寶德談美
出版單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      者：漢寶德

出版日期：2004/04/27

I  S  B  N：9789570827033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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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國內已故建築師暨藝術教育家，漢寶德教授所著述的美感教育相關

叢書之一。共分為四輯：輯一，談「美與生命的體悟」，輯二，談「美育出了

什麼問題？」，輯三，談「尋找美的途徑」，輯四，談「美與人文內涵」。整

體內容所述，有助理解「公民美學」的意涵，以及「美」學普及化的方法與策略。

輯一「美與生命的體悟」，包括美感的育成、美與生命的體悟、美與創造力、

美不是階級的產物、外在美與內在美、科學與美感之間、美是科學、美可以代

替宗教？輯二「美育出了什麼問題？」主要談公民美學的落實、美感與快感、

美是多元的嗎、美的多元觀、美為什麼與藝術分家、解構之美。輯三「尋找美

的途徑」，闡述美的文化觀、窮人才需要培養美感？、美的範疇之辨、自極簡

中尋找美、形式美與內容美、自藝術中找美、欣賞質感之美、宗教藝術之美。

輯四「美與人文內涵」，談美與人文內涵、真有人文之美嗎？複雜與矛盾中有

美嗎？人文素養的階梯、感官與心靈之間、跋。

全書內容是漢教授為「明道文藝」所寫的專欄，彙集而成，他認為：我們

的社會對美的誤解太多了，為使美育有效的邁出成功的步伐，因此論述的重點，

乃在「什麼不是？」「什麼是？」的激盪中討論與辯解，是為「美」解惑所作

的努力。

   談美感
出版單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      者：漢寶德

出版日期：2007/11/23

I  S  B  N：9789570831948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陳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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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藝術教育自推動九年一貫課程後，就合併了音樂與美術，再加上表

演藝術成為「藝術與人文」領域，因有人文兩字，漢寶德教授即特別語重心長

的指出：「以為把各種藝術讓孩子們沾點邊，就可以提高人文素養，這把藝術

當成科學知識了」，要推動人文談何容易，若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兒童的人

文素養，就必須將藝術與歷史、科學、哲學等合起來教，才能稱為藝術與人文。

漢教授更指出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學生的美感素養，因此本書中，

他從美與生命的體悟，從愛出發，感受生命再去發展美的創造力，發揚內在美

與外在美，並提到在科技發達的今日，科學如何與美感結合，美如何在自然與

科學中去發現。

其次他談到臺灣的美感教育面臨與發生的問題，如：課程、教師教學、民

眾對美的認知等問題，也點出美與多元的矛盾，後現代的現象，建構主義的影

響，每一個觀點都切中臺灣目前藝術教育的問題核心。

「如何尋找美的途徑」就成為本書的重點，其中他點出「窮人才需要培養

美感，美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審美從空白開始，從日常生活開始，提到庶民的

生活，撿石頭、玩枯木、回收物再利用都是生活美學」，更舉出諸多生活之中

探索，體驗美感的例子，尤其是人們信仰的宗教處處都可以發現美感的存在。

最後他用美與人文內涵，提到感官與人文素養的關係，做為全書的總結。

這是一本深入淺出舉出許多美感例子的精采好書，細細品味不但可以深刻感受

到美感素養在生活之中，更帶有哲學，令人深思反省，我們藝術教育出了什麼

樣的問題，值得推薦，以饗宴大眾。

推薦人│吳望如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66

《圖解美學》是一本將深奧難懂的哲理，以「美」「美感」和「藝術」三

項概念為經，以西方與中國相互驗證為緯，組構成九大淺顯易讀的篇章。內容

包括：美學是什麼、「美」的奧秘、美感的探索、西方美學的重要範疇、中國

美學的重要範疇、美學視野中的藝術思考、藝術品、藝術創作、藝術接受……。

全書內容中，作者把閱讀的主要概念，用簡潔的文字置於章首，並列出「學

習重點」，以問題式來引導閱讀篇章，內容適宜且掌握之思考要旨。《圖解美

學》全篇採以文圖並列，相互對照，有利於文字描述之閱讀，把美學的哲學論

述，簡化成條理分明的圖示，也呈現圖文編排的美感，是一本值得推薦作為進

入美學捷徑的書。

   圖解美學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易博士出版事業部

作      者：李佩璇

出版日期：2014/07/03

I  S  B  N ：9789866434631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丘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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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建築的 100 個觀念》和一般建築理論的書大異其趣，它從建築的務

實「觀念」出發，由「磚」「柱梁」「門」「牆」等基本建築營造的元素，再

漸次擴展至「比較像觀念的觀念」的 100 個實例，是提供欣賞建築及有助理解

建築美感的專書。

作者挑選的 100 個觀念，係依照年代順序編排，包括：營造元素 ( 如：磚、

柱梁、門、窗、牆、拱頂等 ) 、社會觀念和創新 ( 著名建築師提出的觀念，到

晚近發展的觀念等) 、空間類型和組織方式 (如：教堂基本形制以及「廊道」等)、

設計和繪圖技巧 ( 包括實用性和觀念性的技術等 )、比較像觀念的觀念 ( 具有指

引建築發展的主張，如：國際樣式、形隨機能等 )。

認識了這 100 個圖文並舉的觀念，即可了解建築的過去、現在，並有助於

提升對建築的美感層次。

   改變建築的 100 個觀念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臉譜出版事業部

作      者：理查．魏斯頓 Richard Weston, 吳莉君 譯

出版日期：2012/09/04

I  S  B  N：9789862352052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丘永福

100 Ideas that Changed Architecture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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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感」一詞無論是名家或一般百姓，都有自己的觀點，這一本《美

感探索》是作者不直接告訴你美的定義，而是要讓你自己發現專屬於你的美。

作者藉由多年的書畫創作體悟和藝術行政經驗，細密而扎實的論述美的各個面

向，全書從具體生活中的造型、視覺、型態等出發，體驗美感及建構審美經驗，

進而觸及身心抽象的感動與共鳴。

《美感探索》一書內容鋪陳深入淺出，在「美的遇合」篇章中，特以「美

的孤絕」「美的風格」「美的感動」「美的觸覺」「美的遇合」「藝術之美」「生

命之美」等實踐體悟呈現。如「美的風格」作者以臺灣四位前輩畫家 楊三郎、

李澤藩、藍蔭鼎、洪瑞麟為例，闡述他們的繪畫風格。了解藝術家創造美的風

格，不全在視覺，也不全在知覺，它還有情感與哲思的投射。美的風格，亦是

人格的轉化，在生活中，能用心觀察，「美」隨時都存在其中，美學的密碼將

為您開啟。

   美感探索
出版單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      者：黃光男

出版日期：2013/12/24

I  S  B  N：9789570843200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丘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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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故事》在一開始的序言中提到：「世上只有『藝術家』而沒有『藝

術』……『藝術』這個字，因時間與地點的不同，可能代表各種不同的事物」。

本書可說是討論藝術的著作中最知名也最暢銷的一本。55 年來，其地位依舊無

可取代，並成為世界藝術史的最佳入門書。涵蓋的範圍，始自史前的洞穴繪畫

以至當代的實驗藝術。

恩斯特．宮布利希(Sir.ErnstGombrich,1909-2001)於維也納大學攻讀美術史，

曾任牛津大學斯萊德美術講座教授，哈佛、康奈爾等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從

1959 年開始，擔任倫敦大學古典傳統史的教授，直到 1976 年退休為止。全世

界不分年齡與背景的讀者都會發現，宮布利希教授是一位真正的大師，他結合

了知識、智慧與特殊天分，將讀者直接帶入他所描繪的藝術世界之中。

《藝術的故事》之備受推崇，在於其直接、簡潔的語言與明確的敘述。宮

布利希教授清晰的闡釋了藝術潮流與藝術概念，他讓我們看到藝術史是在傳統

中不斷重組與變化的過程，每一件作品都與過去相關，又涉及未來，這一個生

生不息的傳承，仍然連結著當代世界與金字塔。

   藝術的故事

出版單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      者：宮布利希 E. H. Gombrich 著 , 雨云譯

出版日期：2015/04/27 第十六版第七刷

I  S  B  N：9789570845129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溫慧玟

The Story of Art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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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現任執行長庫克這麼說：「外界並不了解他這一面。我覺得華特 •

艾薩克森寫的那本《賈伯斯傳》實在對他不公平。書裡只是把其他人寫過的報

導老瓶新裝，重點擺在他個性的一點缺陷，根本沒捕捉到他的真性情。如果他

真的是書中描述的那個人，我絕對不會跟他共事那麼多年。人生苦短，我何必

糟蹋自己呢？」庫克這席話也道出了賈伯斯幾位好友的共同心聲。在本書作者

史蘭德和特茲利一次又一次的訪談中，提及員工們心甘情願在他旗下拼命那麼

久，一定有他個性成功的地方。這些前任同事還有另一個類似的心聲：這輩子

工作表現的顛峰，正是與賈伯斯共事的時候。 

當然，賈伯斯有足夠的理由可以傲慢自負，甚至近乎唐突無禮。然而，這

種態度或可成就一時，但不可能成功一世。賈伯斯 2005 年在史丹佛大學畢業

典禮發表的那場演講中，曾說過：「被蘋果電腦開除，是我所經歷過最好的事」，

以及「有時候，人生會用磚塊砸你的頭」。這是人生給賈伯斯的當頭棒喝！所

以，他才說：「成功的沈重被從頭來過的輕鬆所取代，每件事情都不再那麼確

定。我得到釋放……。」此時，豁然開朗的他，烏雲自心中散盡。此刻的他已

非昔日的他，跟隨直覺一路前行的賈伯斯，進入這輩子「最具創意的階段」，

而且無往不利。他立業成家，與蘿琳共組的家庭生活美滿。他重掌蘋果公司，

創造無限價值。他組成的團隊陣容堅強，相互信賴。他授權負責，同仁之間合

作無間。他管頭理尾，一體成形，一氣呵成。從 iMac、iPod、iTunes、iStore、

iPhone、iPad、iCloud，各個產品表現皆不同凡響。

   成為賈伯斯：
   天才巨星的挫敗與孕成

出版單位：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 : 史蘭德Brent Schlender、特茲利Rick Tetzeli 著 , 

               廖月娟、沈維君、蕭美惠、連育德 譯

出版日期：2015/05/29

I  S  B  N：9789863207184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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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伯斯擔任蘋果公司與皮克斯執行長期間，在 2005 年 6 月 12 日對全體史

丹佛大學畢業生演講的最後一段提到：「最重要的，要有聽從內心與直覺的

勇氣。你的內心與直覺早已知道你真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

是次要的。……我年輕時，有本很精采的刊物叫做《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被我們那一代奉為圭臬。當時是 1970 年代中期，我正是你們現在

這個年齡的時候。在他們停刊號的封底，有張早晨鄉間小路的照片，那種你去

爬山時會經過的鄉間小路。在照片下有行小字：求知若飢，虛心若愚。我總是

以此自許。當你們畢業，展開新生活，我也以此期許你們。」在寫推薦文的此

時，因為這句話「求知若飢，虛心若愚」，故而推薦大家藉由此書，重新認識

賈伯斯的成長、改變，和他如何堅持致力於影響現代通訊科技產品的設計美學

所產生的不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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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注重美感的年代，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美感」是無形卻極其

有勁的競爭力。美感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不分年齡性別，透過用心培養，方

能應用於日常。未來最重要的競爭力，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美」會是這把

希望之鑰。它與國家、企業及個人能否遨遊未來息息相關；雖然難以捉摸，卻

必須掌握，那會是新世紀最重要的競爭力。

歐美國家用藝術解決失業、犯罪問題，重建社區，企業也視其為競逐未來

的祕密武器。在產業價值鏈上，誰掌握最能創造價值的技術、品牌與服務，誰

就能笑傲未來。而掌握技術、品牌與服務的關鍵，則在於感受、創造的能力，

以及品味與自信。

放眼世界，正大步向美走；臺灣，可以怎麼做？本書從美與競爭力、美的

沈思、美的學習、美與空間，以及實用資訊五大面向，解讀這個看不見的競爭

力；並以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為鏡，看他們如何打造城市新面

貌，用藝術開創教育新機，以及做為企業制勝的祕密武器。

立下決心，做一個具備敏銳感知能力的人，在美的學習過程，擁有一顆充

滿愛的心。美感學習，應該放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親身體驗，自然潛移默化。

   美的學習：捕捉看不見的競爭力

出版單位：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天下雜誌編輯部 編

出版日期：2001/11/15

I  S  B  N：9570395664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溫慧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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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生活成長於臺灣的我們這一代以降，對於這塊土地文化藝術特質，以

及對其歷來演變和發展的了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晚近本土意識興起，

各級學校的美術 ( 視覺藝術 ) 教科書，都有一定程度觸及臺灣美術之相關介紹。

然又往往受限於比例和篇幅，通常僅作蜻蜓點水式的片段介紹，探討之深度和

廣度極為有限。邇來由蕭瓊瑞等四人合作撰寫的《台灣美術史綱》，是本涵蓋

面甚廣且具探討深度的臺灣美術史專書。

這本書基本上以藝術史學者蕭瓊瑞有關臺灣藝術史之研究為主軸，並結合

建築學者傅朝卿關於各時期臺灣建築的發展脈絡之梳理，以及人類學者劉益昌

對於臺灣史前造形藝術，和原住民文化藝術學者高業榮對於原住民藝術之系統

性介紹。書中所探討之時間範圍，最早追溯至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近萬年前的

網形文化出土的打製石刮器、砍砸器；最晚則討論到解嚴以來的本土意識論爭、

兩性議題之反思，以至當代的都市美學和公共藝術等課題。就藝術之類別和性

質之層面而言，除了涵蓋繪畫、雕刻、建築等領域之外，也包含史前、原住民

的器用、裝飾、編織藝術，甚至明清漢人的家具、服飾以及廟宇的交趾陶等常

民藝術也都有所觸及，堪稱包羅萬象，但卻仍然不影響全書脈絡之清晰，加上

幾位參與撰述之學者，均有流暢之文筆，以及各自發揮專長，且彼此相輔相成，

因而可讀性很高。整本書超過 500 頁，附圖數以千計，全以彩色精印。是目前

要了解由古迄今，整個臺灣美術發展之來龍去脈，最具代表性的鉅著。

   台灣美術史綱
出版單位：藝術家出版社

作      者：劉益昌、高業榮、傅朝卿、蕭瓊瑞

出版日期：2009/04/24

I  S  B  N：9789867034724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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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美學是一個文化的結果，不同文化產生不同的身體。」蔣勳在這本

《身體美學》書中拋出一個大哉問：「臺灣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身體美學？」

談論生活美學，就要先回歸身體美學。蔣勳的身體美學不是講表面形象，

而是身體內外用呼吸、運動、走路、勞動、擁抱、握手，從生活品味中達到從

容優美平衡的狀態。他認為身體需要跟自然環境跟文化學習，希望身體如盛開

之花，需要時常觀察週遭美好事物，身體才能呈現美好狀態。這也是蔣勳對品

味的重新詮釋。「身體美學是啟發每個人去發現自己美的部分，失去了自己的

特點，去模仿不是你的部份，這時就是不美，」蔣勳說，「如果沒有品味，品

牌就會很醜。」

本書提醒讀者學習做身體功課，在靜動收放間找到自在平衡，從設計觀點來

說，身體美學也是一個深刻的思考角度。了解身體需求，傾聽肢體細微聲音，才

能找到設計著力點。北歐設計之所以成為當代顯學，就在於 1960 年代，瑞典設

計師開始關注日常生活細節，重視「功能性」的需求，發展協助殘障者與老年人

能自立生活的「人體工學設計」。例如：設計可以單手使用的切麵包刀，如磚塊

外型的牛奶盒不易傾倒打翻，單手就能打開，也方便疊放，節省冰箱空間。

臺灣的身體美學在哪裡？蔣勳說，這是回到對人內心世界的探測。臺灣的

設計美學在哪裡？也許不只在設計師心中，更在每個人的生活之中，需要學習，

需要感受。( 本篇引用自「身體美學，靜動自得」文／洪震宇 )

   身體美學：
   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

出版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蔣勳

出版日期：2008/06/01

I  S  B  N：9789573263135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溫慧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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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是「呼吸」和「走路」而已，本書適合每個人閱讀，也適合戲劇的身

體、舞蹈的身體、運動的身體、武術的身體、生命教育裡對身體和生命等領域

進行探索的人細讀。在蔣勳老師筆下，這些身體的本能，再細微不過的本能，

竟透露出一個人行走、呼吸當下許多訊息，這些訊息背後透露的意義變得十分

重要！就從開始學習愛惜、觀察自己的身體，作為每天的功課。體會自己如何

呼吸、如何心跳，體會自己的身體是上天賜予最美好的禮物。

蔣勳老師這次聚焦在對現代人的身體細微的觀察，從「身體美學」的觀點

切入，帶領讀者們整理出對於自己身體循序漸進、脈絡清楚的反思、探索和實

踐。從嘗試尋找、傾聽、觀察自己的呼吸與呼吸的特性入手。書中舉了一例「從

行走猜測個性」讓人十分受用：「我的行走中有焦慮、也有從容；行走的節奏

速度正是我生命的節拍與調性。」這段文字在舞者眼中看來，就是行走的「動

作質地」，可看出一個人的特質。蔣勳老師提到很多大企業徵選員工時，會刻

意安排在一個大房間內，應徵者必須走過一條長長的步道，方能走到面試官所

坐的桌子前方。在他曾經服務的大學進行每年入學甄試時，也會安排考生一個

個走進考試空間裡。面談前，由主試者觀察受試者走路的樣子，有趣的是從受

試者眼神慌張或鎮定，腳擺動呈現手足無措或協調，答題草率敷衍或思路清楚

且從容，主試者可從他的身體訓練與動作反應，判斷此人是否有自信、有能力

沈著應付問題帶來的壓力。

諸如此類有趣且令人不捨掩卷的例子，在書中還有許多。另一個談到人的

身體之所以能夠直立行走，乃是整個動物世界的奇蹟，也是身為人類表現自己

尊嚴的表徵。蔣勳老師提到：「站立，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剖析，可以說是我們

非常心酸、艱難、而自負的一個記憶。」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與人類同樣有四

肢的其他動物，都無法像人類一樣直立行走。因為直立行走非常困難，當站起

來時，上半身全部的重量都由下半身的兩條腿來負擔。而且，人的脊椎在站立

之後不再保持水平，所以除了第一節頸椎外，每一節脊椎都要承受上方帶來的

壓迫。也因此，人類才會有「坐骨神經痛」之類動物界沒有的病痛。但一個人

一旦站的直、站的挺，站立就不再只是一種姿勢，而是成為「人」某種尊嚴的

表徵。這時是表示此人在天地間「頂天立地」，而非「屈辱壓迫」般跪在地上。

更可以這麼說：人權，就是對這個擁有站立姿態的人一種尊嚴性地描述，尊重

每一位站立起來、獨立的這個人、這個個體。這也是這本書傳達最有價值的地

方，是主要推薦的原因。

推薦人│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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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告訴身邊的人說，未來的世代是一個「跨領域」的世代時，還有很

多的年輕人徬徨於不知道自己以後想做什麼？可以做什麼？中學的孩子每天面

對沉重的課業，時間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的過去，生活毫無創新與樂趣可言。但

是書中的主人翁，既是臺大醫學系以最佳實習醫師成績畢業的高材生、又是宗

教傳道者、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老師，他是怎麼辦到的？作者分享以前的讀書

與求學經驗，讓年輕學子知道該怎麼讀書會比較有效率，也讓讀者了解到：學

生生涯的最終是在學習為自己負責，而學習並非止於學生時代。

他的思維總是和別人不同，總是去做別人最不想做的，挑戰自己的極限，

跳離自己的舒適圈。他勇敢「作夢」「逐夢」「築夢」，讓他遇到很多跨足各

個領域的貴人。他臺大醫學系的恩師之一，就是現任臺北市長的柯文哲先生，

曾勉勵他們：「你們當中如果有一半去讀別的系，在別的領域發光發熱，或許

臺灣會發展的更好。」

大學時他談了一場戀愛，提到「美好的事物」值得等待，剛開始大家都不

看好，促使他們奮力想要打破大家的歧見，於是刻意在大家面前表現得十分恩

愛，發展到最後似乎應該步入禮堂，所以就向對方求婚。前面這一段似乎在實

踐世人的共同價值，但這一對上完了婚姻輔導課程之後，驚覺彼此並不適合。

大家都說大學這個階段「談戀愛」是必修學分之一，但從未有人教我們如何做，

才能成為那個對方等待的人，那個對的人。所以，大家往往也都是從失敗中嘗

試、學習如何去愛人。

   在白天做夢的人：
  從臺大醫師到網路教師，
  敢夢敢為的翻轉人生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商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呂冠緯

出版日期：2014/12/25

I  S  B  N：9789862726990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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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天做夢的人：
  從臺大醫師到網路教師，
  敢夢敢為的翻轉人生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商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呂冠緯

出版日期：2014/12/25

I  S  B  N：9789862726990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作者夢想能透過建立某種平臺和建置免費課程，讓更多無法一對一學習或

接受補救教學互動課程的孩子，能透過平臺的免費課程自學。所以，他開始嘗

試自己錄製數學科的教學影片放在平臺上，也就是現在網路上可以看到誠致教

育基金會所推動的「均一教育平臺」，許多學生都很喜歡，因為可以重複觀看

不會的單元、反覆的練習，還具有徽章系統和點數制度、教練功能，連北一女

的老師也用此平臺來教學，達到「無牆的教室，無懼的學習」。

另外，最感人的就是作者談到他對「臨終關懷」的使命感。雖然醫療水準

進步，有時反倒給病患或家屬不切實際的期待，病人原應走一趟比較自然的病

程，但卻因錯以為插管、電擊等急救措施，葉克膜等高階醫療設備能不斷維持

人的生命，反而變成延長病人死亡、受苦的過程。作者在「安寧病房」以吉他

和歌聲陪伴病人，安心接受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並且透過溝通，表現

同理心，說服病人及其家屬同意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DNR）」，以提升末

期的生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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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代，是一個以「符號」建構溝通的世代。如果想要接觸「符號學」，

大多數人的第一本書，作者可能就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或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透過這本有著嚴謹翻譯的書籍，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

所寫就的經典重譯，將羅蘭．巴特擅長的獨特分析，融入當代文化的主流，重

新詮釋「流行」與「時尚」等大眾語言。1970 年，羅蘭．巴特宣稱「日本」這

個國家，將是一個製造新符號產製與藉著符號的傳遞鼓動消費的國家。現在羅

蘭．巴特的預言成真，在今日這個全球經濟體的現象之下，各類商品於全球流

通，會發現他精準地預言了日本操作符號、製造意義、深植人心的當代文化經

濟與其創造的核心意義。

在 1966~1968 年這段期間，羅蘭．巴特前後到訪日本三次。旅行期間，邂

逅最貼近他理念的日本符號系統，並寫成二十六篇短篇散文來敘述其觀察、分

析與詮釋。其中，探索都市、車站、商店、筷子、食物、庭園、房舍、姿態、

禮儀、鞠躬、花束、包裝、庭園、文具、手繪地圖、柏青哥文化、俳句、戲劇

中的木偶劇、身體的獨特性、暴力的行為、語言中「這樣」（日語 So）的用語

和用法，甚至幾道菜、幾首詩、幾個臉孔、人的動作、幾雙眼睛還有畫筆等主

題。其中有一段他是這麼介紹他體驗到的日本菜餚「如此一來，日本菜餚透過

原料的減縮系統（從清澈到可分割）、符徵的搖動而建立，這是書寫的基本特

質，建立在某種語言的搖擺之上，……因為書寫正是這麼一種行為：在同一個

架構之下，結合那些（在單一扁平的表現空間中）無法捕捉在一起的東西。」

   符號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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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物聯網」這個陌生的名詞，你可能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大眾早已受惠「物

聯網」所帶來的便利而不自知。未來你我的世界是構築於雲端平臺上的世界。「物聯網」

將帶來連結一切的智慧時代，並帶來其附帶的便利性。到時候街邊的感應器將能通知駕

駛何處還有停車位，裝載蔬果的容器或箱子可感應蔬果是否已經不新鮮或已腐壞，醫生

可以遠端監控居家照護的病人生理徵象如血壓是否正常等。而且，社會大眾不知道的部

分是：「物聯網」即將帶來一切都是免費的社會？除了現行已知的出版業、通訊業和娛

樂產業，未來的製造業、能源業、教育業及更多產業的商品與服務，也都將步入「免費

提供」的境地。到時候，企業營運、工作機會、市場經濟將會面臨怎樣的變革？我們可

以從此書的內容略窺一二。

本書以專文介紹：從宣告共享經濟時代已經來臨談即將式微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的誕生，資本主義與垂直整合的親密連結，資本主義透鏡下的人性；以一切終將免費的

社會論述帶來全球數十兆商機的物聯網，從大量製造轉為大眾製造的 3D 列印，能容納

20 億學生的教育殿堂，即將失去工作的上億勞工，智慧經濟體系的持續擴張；自共有

資源的崛起觀察共有資源的悲劇，開放共享 vs. 專利保護的世紀大戰，通訊能源物流共

有資源的智慧架構等新興的現象；打從社會資本與共享經濟開始說明從所有權到取用權

的轉變，群眾募資社會資本貨幣民主化與重新定義的工作等可能性；展望未來的富足經

濟，重拾永續價值，打造全新的生物圈社群等新價值的數個章節，說明並列舉正在發生

的實例，闡述一個更公平、更人性、更能永續發展的全球經濟。

在「物聯網」通行的社會，大眾以網路集資取代傳統向銀行貸款以供創業。如：可

汗學院概念的線上課程，在臺灣就有像「均一教育平臺」以此概念成立的線上課程來取

代正規教育。「取用」勝過「擁有」，「合作」凌駕「競爭」，「分享」徹底取代了「交

易」。既有的市場經濟規則與典範，將全面遭到顛覆！面臨如此轉變，本書作者預告：

社會大眾將花較少的精力追求金錢利益，轉而專注於創造高品質的分享價值，人們更在

意互惠與共享，降低剝削地球資源以維持生態永續。除了創造市場經濟的藍海，帶來生

活的便利和另一種選擇，從中創造新的生活可能性與美學感受。

   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
   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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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法則：125 個影響認知、增加美感，讓設計更好的關鍵法則》是

廣泛適用於各設計類門，是跨設計領域的專書。內容包含：「如何影響對設計

的認知？」「如何協助從設計中學習？」「如何增加設計的使用性？」「如何

增加設計的美感？」「如何做出較好的設計決定？」等五大類。全書羅列 125

個影響認知，增加美感，讓設計更好的關鍵法則，是根據英文字母編排，有助

於閱讀翻閱與查考。每項法則都以左頁呈現簡短的定義、法則、範例及使用指

導方針；右頁呈現圖例與相關圖解，以豐富的插畫及簡明易懂的圖表對照解說，

從中理解設計的經驗，更可以啟發新的靈感和創意。

書中針對「如何增加設計的美感？」列舉 38 項，如：對稱 (Symmetry)、

相似性 (Similarity)、黃金比例 (Golden Ratio)、費波納齊數列 (Fibonacci Se-

quence)、色彩 (Color)、對齊 (Alignment ) 等，都是提升美感辨識力的基本原則。

   設計的法則：125 個影響認知、
   增加美感，讓設計更好的關鍵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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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幾何學》是以基礎幾何的學習應用，把幾何學習到的基本原理如：

畢氏定理、費波納齊數列、幾何作圖法等，應用到自然物、人為物的美感辨識

上，凡是具有美的造形物，都可以透過幾何學的方法算出其長、寬的比例之美。

作者在這本書的「導言」曾說明其撰寫初衷，是想藉由設計過程的觀察，

對自然事物比例的了解，也讓所有的藝術家或設計師，能發現自己作品的真正

美感、價值。全書除了「導言」「後記」之外，有「人類與自然的比例關係」「建

築比例」「黃金分割」「根號矩形」「設計上的視覺分析」等五大部分。

「人類與自然的比例關係」是人類與自然的比例關係，除了自然界的例子

之外，也包括了古典希臘雕塑與文藝復興繪畫中的人體以及臉部比例。「建築

比例」引述建築師有關建築比例的主張，如現代建築大師柯比意 (Le Corbusier)

由黃金比所延伸出來的校準線理念。「黃金分割」依序介紹：建立黃金分割矩

形、黃金分割比例、黃金分割與費氏數列、黃金分割三角形與橢圓形，以及黃

金分割動態矩形。「根號矩形」從根號 2 矩形的作圖，以理解根號 2 矩形作為

紙張尺寸系統的基礎規格，是一項有用的資訊。「設計上的視覺分析」以 25

件設計作品做視覺分析。其分析是這本書的主體部份，占了過半篇幅，也讓大

家深入理解一幅作品的比例美。

   設計幾何學：
  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積木文化事業部

作      者：金柏麗．伊蘭姆 Kimberly Elam, 著 吳國慶、

               呂珮鈺 譯

出版日期：2015/01/26 ( 全新修訂版 )

I  S  B  N：9789864590254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丘永福

Geomet r y  o f  De s ign:S tud i e s  i n  P ropo r t i on  and 
Composition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2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3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4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5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6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7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8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9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0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1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2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3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4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5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6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7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8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19
	藝教閱讀，美的可能-L 0314定稿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