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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法類作品

書法類在學生美展的發展

分分合合，尤其在前十年；但之

後的發展卻是成為設組最多的一

類。在臺灣，公辦的學生書法比

賽，一年有兩項，其一是全國學

生美術比賽，其二是全國語文五

項競賽，由於這兩項比賽皆是全

國性，加上政府早年對書法教育

相當重視，並將書法教育含括在

國語文課程中，學生除了上書法

課外，週記、作文也必須用書法

小楷來書寫，筆者記得就讀師專

時每週用小楷寫週記與作文，可

說是求學時代最令人頭疼的一件

事，用一支小楷毛筆書寫小字，

難度相當高，但也正是這項要

求，讓書法教育成為當時的重點

項目，因此自然而然書法作品從

一開始展現就相當精采。

從學生美展專輯與得獎作

品風格分析，書法作品風格有其

發展脈絡，民國 40 年至 60 年

度，應是柳公權體最吃香的年

代，大家學習的範本，大多是玄

秘塔與金剛經（練小楷時的重要

範本），民國 50 年度，顏真卿

風格崛起，顏體較豐腴，與柳公

權體差異相當大，這兩種字體在

民國 50 到 60 年間形成「顏筋柳

骨」現象，從民國 65 年專輯看

來，書法作品不是柳體即顏體，

坊間販售的字帖也大多是這兩位

大師的字體；民國 70 年後，歐陽

詢與褚逐良的字體開始興起，這

時由於施春茂等人成立了「中華

民國兒童書法教育學會」，他們

以推展歐體為主，並運用歐體書

寫成唐詩詞句，一時之間，歐體

逐漸取代了顏體與柳體，因此從

民國 75 年後，歐體得獎的次數

便大為增加；之後從80年度到90

年度，智永字體大為流行（據傳

智永和尚是書法大師王羲之的七

世孫），與歐體並駕齊驅，90 年

代後，因電腦功能越來越強，運

用電腦軟體教授書法亦成為一大

趨勢，加上電腦字體變化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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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魏碑、瘦金體也紛紛出現，

書法的風格變得五花八門，雖然

90 年代課程改革將書法從國語

課中移除，但因全國學生美展及

國語文五項競賽兩項重要的全國

競賽持續辦理書法比賽，所以書

法仍相當受師生重視，尤其是坊

間私人教授書法的教室一直未曾

衰退過，近幾年許多縣市也重新

運用社團形式推動書法教育，讓

書法又有重新復甦的現象。103

年度起書法類在全國決賽時採現

場比賽模式，這個議題討論多

年，終於在 103 年度執行，現場

比賽讓參賽者無法造假或代筆；

事實上每一類的比賽都應採這樣

的模式才對。觀看 103 學年度

的學生美展書法作品，我們可以

看到評審委員 陳維德教授在總

評文中提到：「在正規的教育體

制中，由於課程間的相互排擠，

使這門看似對升學乃至於未來就

業少有直接助益的學科遭受冷

落，且極少有人關注，導致當年

各級學校學習書法的盛況，今非

昔比。」他更對參賽者的作品提

出基礎不確實，如何提升書法水

準呢？事實上點出的就是近十幾

年來臺灣書法教育的現況，反觀

中國大陸近幾年則大力推展書法

教育，每個學校都得設置書法教

室推展書法，一消一長之間我們

不禁要為我們的書法教育遠景憂

心。民國 103 年，這一年的作品

不乏非常優秀之作，這些優秀的

作品，不論筆法、結構、章法佈

局乃至於落款之書法與文采都令

人讚嘆。陳維德教授還自嘲有些

地方讓他這位已力學 50 個學年

的書法工作者自歎不如。

參加競賽的作品不論顏、

柳、歐、褚各體，直指南北朝、二

王、智永、甚至上溯秦漢之前的

各種字體，參賽者都能掌握其神

韻、體態與字體造型的美感。以

這一屆作品中來自雲林縣正心高

中魏劭亘的作品「半山亭」來看

（如圖五十）這麼年輕的孩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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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寫出渾樸古拙、行氣連貫的行

書作品，在疏密中，對比中又見

和諧、行氣、韻味十足，頗得王

覺斯之氣勢與張力，真是難能可

貴，假以時日必成書法界大師。

◆（圖五十）半山亭 魏劭亘作（民國103
學年度書法類國中美術班組特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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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省立新竹師專出版
的美術特殊才能兒童美術展覽會專
輯（吳望如收藏）

五、平面設計作品

設計始終來自於文化，1919

年，格羅佩斯以「藝術與技術的

新統一」的理念，在德國成立第

一所設計學校包浩斯，「包浩

斯」的理念，開啟了「理論結合

實務」的設計教育，確立以人性

本位的設計哲學，1960年代王建

柱教授出版「包浩斯」一書，讓

包浩斯的設計理念開始在臺灣蓬

勃發展（如圖五十一），但學生

美展競賽項目中，長期以來卻一

直沒有「設計類」的競賽項目，

其中的因素應是當時社會經濟以

出口為導向，家庭即工廠，所有

設計人才的培育多在高職（如廣

告科、設計科、美工科）、五專

（1964年明志工專首先成立工業

設計科）或大專院校（1957 年，

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設立美術

工藝科，開始了臺灣的設計教

育）中，小學的藝術教育還看不

到它的身影。一直到民國 59 年

（1970 年），省立新竹師專（現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設立美術

科，該校在學習中安排不少設計

課程，教授亦將包浩斯理念帶進

校園，這些學生畢業進入校園任

教後，剛好趕上民國 64 年推動

的美勞課程。這時的美勞課程以

材質作為分類，學生可探索、體

驗到繪畫、設計、工藝、雕塑四

種不同類型的創作；加上臺北縣

（現新北市）在民國 73 年到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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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辦理了一連串美勞實驗計

畫，不僅大量調訓縣內教師，同

時也辦理立體雕塑、設計、版畫

等各類比賽，這樣有別於以往的

比賽方式，對學生美展造成相當

大衝擊。同時隨著學生美展每年

籌備會及檢討會的辦理，各縣市

代表總會提出競賽類別改革的需

求，再加上當時由呂桂生老師主

導課程研究的板橋研習會，引進

許多日本美術課程教材教法與理

念，他主張國小美勞教材絕不是

專家或畫家的繪畫、雕塑或工藝

品的簡易化、基礎化；它的教學

也不是只由上（老師）向下（兒

童）的傳統教學方式，而是要能

把兒童與生俱來的各種能力透過

造型活動誘導出來，使之情意都

能發展出來，而且美勞科要與各

科連結、培養能生活在 21 世紀

的兒童應具備的能力。因此教學

不在於訓練後腦背了多少，而是

在大腦的前頭葉裡應用了多少，

要讓兒童頭腦靈活會運用，在美

勞課中就少不了造型活動，培養

兒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創造獨

特的表現方式，能自己思考、判

斷、手腦合一、愛創作的兒童。

同時他聘請的講師也都是一時之

選，如指導雕塑的臺灣藝術大學

何恆雄教授、立體結構來自日本

的高山正喜久教授（高山老師於

民國 106 年 2 月仙逝）及水墨

畫吳長鵬教授等，使得每年調訓

到此的各縣市美勞科輔導員提出

改變學生美展競賽內容的想法，

也益發強化了改革學生美展的聲

音。

民國 77 年，學生美展終於

增設「應用美術類」，其目的是

改革學生美展長期以來只辦理平

面作品的競賽項目，因此初期只

有高中和大專兩組試辦，之後在

民國 78 年改為「立體藝術類」，

並在國中、小設組，民國 79 年

後，又改為「設計造型類」，連

續三年的辦理，發現作品損壞嚴

重，加上創作材質太多元，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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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又不易黏貼或容易損壞，比

賽過程困擾、紛爭不斷，最後在

民國 80 年，確定只收平面類的

設計造型作品，但因立體與平面

的規範又十分模糊，因此還是產

生許多爭議。

民國 81 年度，又將設計與

造型類更名為「平面設計類」，

並規定裝框後，作品高度不得超

過 10 公分，為避免作品損壞，

產生爭議，因此這類作品送件一

律要裝裱。這也是平面設計類相

當特別的規定，平面設計類從此

以後就定型，除了連作（四幅連

作）作品在之後取消外，這類作

品的組別及相關規定均未再改

變。平面設計類作品從國小到大

專，表現均相當有水準，  尤其

在內容上，也都能結合時事議題

發揮，近幾年更扣緊環保、生態

概念或以臺灣文化作為主題表

現，這或許就是臺灣 DESIGN 能

持續進步的重要原因。綜觀 103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作品，國小

中年級來自臺中市清水國小楊藝

瑜的作品：「與螢火蟲共舞」（如

圖五十二），主題恰巧是這幾年

最夯的題目，螢火蟲的復育在臺

灣如火如荼展開，讓都市也見得

到螢火蟲彷彿成了顯學，他應用

相當簡易的紙材，創作出生態佈

景，做成一幅宣傳性的海報，讓

人耳目一新。高年級組來自臺北

市靜心中小學的孫源昌作品「文

創展海報設計」初看是由許多燈

泡排出的陰影，但深入感受，卻

是由「問號」、「驚嘆號」組成

（如圖五十三），也等同宣示此

幅作品是由「新點子」所組成具

有宣示意涵的創作作品，他宣示

了作者具有文創點子，尤其「I 

have a grest idea!」這一行字像

是嘴角上揚，已傳達了作者眾多

的思維，這樣的作品就算擺在高

中組也都深具水準。國中美術班

組，桃園市八德國中王于萍的作

品：「羽畫成鮮－鵝毛筆，便條紙

文創設計」（如圖五十四），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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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當下文創設計的趨勢，以臺

灣特有鳥類的羽毛發想成為鵝毛

筆，同時也設計鳥型便利貼互相

呼應，作品簡潔有力更富創意。

高中職普通組臺中一中的謝維鴻

作品：「食安墓場」，掌握社會

議題，去反省 GMP 是否安全把

關了民眾食的安全，發人深省。

黃黑的大膽對比色系加上焦點的

紅點水滴，構成了作品的張力，

頗具水準。高中組的作品相當突

出，甚至比起大專組來，一點都

不遜色。

◆（圖五十二）與螢火蟲共舞 楊芝瑜作（民國103學年
度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組特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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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文創展海報設計 孫源昌（民國103學年度平面設計類國小
高年級組特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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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四）羽「畫」成「鮮」－鵝毛筆、便條紙文創設計 王于
萍作（民國103學年度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特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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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五）食安墓場 謝維鴻作（民國103學年度平面設計類高中職普
通班組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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