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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美展辦理 66 年，為臺

灣學生們展現視覺藝術創作，提

供了一甲子的舞臺，同時也提升

學生創作水準，但在辦理過程

中，必定也存在許多問題，亟待

探討並解決，筆者參與學生美展

活動已有二十幾年經驗，雖非年

年擔任評審，但也幾乎每年都代

表縣市政府參與檢討會與籌備

會，對於多年來的變革及面臨的

問題，也多有涉獵及了解，茲就

其各面向提出探討：

一、比賽類別與制度的再改進

學生美展從早期三類 3 組

演變成為七大類 55 組，不僅項

目逐漸增加，也曾試辦立體類作

品競賽，比賽的辦法雖然一再改

變，但目的都是在提供各級學校

學生能有一個展現舞臺，但它的

參賽年紀從小學一年級到研究

生，範圍實在很廣，因此若單就

兒童繪畫心理發展與表現來看，

「視覺型」與「觸覺型」的孩子，

對素材運用與表現是截然不同，

再從時代的進步與脈動來看，科

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與新創作素材

持續出現，後現代的思潮影響了

創作手法與表現；加上跨學科、

跨領域、生活化的口號喊得震天

響，學生美展更應去注意時代的

藝術創作走向，因此在類別及制

度上，或許可朝下列方式做思考

並去改變它：

（一）增設「攝影類」比賽或電

腦繪圖類比賽

現代科技進步，傳統相機

幾乎被數位相機或手機取代，就

「攝影」這項複數藝術而言，學

生創作起來可說相當方便、容

易，國內攝影比賽雖然相當多，

但讓各級學校學生參與的競賽卻

尚未普及，尤其針對國中、小學

生辦理的比賽，可說少之又少，

肆、學生美展面臨的困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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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校園內與各家出版社編輯的藝

術與人文教材，卻早已編入攝影

課程，例如新北市成福國小謝基

煌主任，便長期在校園中推廣攝

影課程，也因此吸引許多學校起

而效尤，透過學生的觀察，將生

活中的美感留在霎時之間，不僅

可培養學生觀察周遭環境的能

力，也可藉此培養學生專注力及

構圖、設計能力，所以在今日科

技發達的時代，學生美展宜討論

增設「攝影類」或電腦繪圖類加

入比賽的可能性，當然電腦繪圖

類亦可和繪畫類與西畫類結合。

電腦早已融入生活之中，

國小兒童也都在一年級就接觸電

腦，近幾年甚至流行教兒童電腦

程式設計，各類的繪圖軟體又不

斷推成出新，要讓藝術與科技結

合，培養未來的設計師，不妨讓

攝影、電腦繪圖融合在一起，或

許這一類的比賽規劃出來亦能成

為臺灣學生美展的新特色也說不

一定。

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黃光

男教授就曾說：「應辦一個兒童

使用手機的攝影比賽，因為現代

的孩子幾乎每個人都有手機，用

手機來拍照，可以訓練隨時取景

構圖的能力，以及對環境的感受

能力，而手機是隨手可得」。就

如同黃光男教授所言，限定只能

用手機來辦一個這樣多比賽，或

許就是一個創舉，因此來年的籌

備委員或許可以針對這個議題去

做深入的討論。

（二）增設立體類或工藝類競賽

立體類或工藝類作品因形

狀、大小不一，材質多元，因此

試辦幾年後，此類便改為平面設

計類作品，但藝術創作原本就應

該多元化，若能增設此類競賽，

對傾向「機能表現」的學生而

言，無疑是重要的展現舞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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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類作品在當時辦理的年代或許

在運送及布置上還未找到有效方

法，以至於作品容易損壞，但在

科技進步的今日，這些當年的困

擾應已有解決方法，例如採照

片、影片或電子檔案送件方式，

甚至採 3D 攝影或短片拍攝方式

都非難事，亦可思考縣市初賽時

送影像圖檔，但全國決賽時，採

原件送件方式評審，以解決作品

運送不便等困擾。我們可以看到

全國美展、臺陽美展、臺北市美

展、高雄市美展 ... 等比賽也都

有立體類作品。新北市鶯歌陶博

館也辦理了十幾年的陶藝創作比

賽，不也都能解決立體送件之困

境，因此立體類設類或併入設計

類允許送立體作品是應再考慮。

除此之外，還要思索設計類

比賽的競賽方式，設計和國家外

貿有很大的依存度，全世界先進

的國家都很重視設計比賽，目前

全世界的最重要四大設計比賽分

別是德國紅點（Red Dot）設計

大賽，他們參賽的作品大多造型

洗鍊，展現包浩斯現代主義以機

能為改良的「形隨機能」設計觀

點，其次是 iF 設計比賽，相當

重視設計物的機能性，第三是美

國的Idea設計比賽，重視設計帶

來改變環境的可能以及是否為國

際間共同的價值呈現重視，包容

的美國式觀點，最後則是日本的

G-Mark 設計比賽，他們則會邀

請設計者到審查現場就設計理念

和評審對話，這樣的方式頗值得

我們在學生美展中承辦看看，近

幾年臺灣大專院校的畢業展，很

多採聯合方式，名為「新一代設

計展」規模都很大，參觀人潮洶

湧，也是採現場評獎方式，評審

能和設計者對話，因此公辦美展

更應朝此方向改變才對。

（三）各類「國小美術班組宜取

消或併入非美術班」

綜觀多年來，國小美術班組

學生作品表現和普通班學生有明

顯落差，在比賽中，普通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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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優於美術班之上，實際上這樣

的結果存在著兩個問題：

1. 美術班乃經甄選而成班，依常

理而言，作品應有相當程度之

水準，但也因此比賽時，老師

指導及介入相對較少，作品大

多是學生自行創作、發揮且獨

自完成居多，和普通班過度指

導的作品，相較之下反而遜色

不少。加上美術班的設立，當

年稱為「美術實驗班」帶有去

嘗試、體驗、探索各類創作素

材，培養孩子發揮自己的興

趣、專長之意，但今日美術班

已全面改為「育才班」以非當

年設美術實驗班之目標，因此

應可以考慮併組，讓國小的孩

子一起競賽。

2.全國國小設有美術班的學校僅

50 所左右，相對於全國二千

多所國小來說，比例尚不及

3%，因此相對缺乏競爭，在

這樣的條件下，作品水準自然

下降許多，且就多年來看國小

階段參賽的作品，美術班與非

美術班作品水準差異並不大，

因此若合併成為一組，相信應

可提高競爭力，美術班作品不

如非美術班作品，這種假象也

可消除。

二、採現場比賽的可行性研議

多年來，學生美展書法類

評審一再建議，該類在全國賽時

應實施現場比賽，事實上，學生

美展曾規定縣市初賽時，必須辦

理書法現場比賽，但終因部分縣

市未確切遵守，失去公平性而取

消。去年度開始將書法類全國決

賽以現場比賽方式實施，比賽無

法造假。除書法類外，其餘各類

也有評審不斷建議，應採現場比

賽方式辦理，這樣雖然公平，但

其中卻也存在不少待探討的問

題。因此是否要馬上實施，應再

充分討論之後，擬定確實可行的

辦法後再實施。國內目前有許多

兒童繪畫比賽採初賽送件、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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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賽者再到現場比賽的方式，主

因乃是國內許多老師對於學生作

品往往過度指導，以至於作品呈

現，往往並非學生的真實表現，

和國外許多同年齡的學童作品比

較，不禁懷疑臺灣的孩子美術創

作能力真有這麼強的疑慮產生。

另外現場比賽又牽涉到「比賽時

間」、「材質」等因素，下列幾

個問題值得深思：

（一）西畫類作品若選擇水彩為

創作媒材，或許半天、一

天可以完成，但若使用油

畫表現，創作時間沒有

三、四天甚至半個月，是

無法完成的，如此漫長的

創作時間，現場比賽是很

難進行。

（二）水墨畫類作品完成後，若

沒有拓底或裝裱，部分墨

色將無法顯現，影響作品

水準，且高中職以上作品

畫幅相當大，上墨時若要

做出層次，需要等第一層

乾後才能再上第二層，若

採用的是工筆畫法，創作

時間將更長，恐非一天可

以完成。

（三）版畫類作品從構圖、製版

再到印刷、套版，所用時

間也非一天可以完成，加

上凹、凸、平、孔各版種

使用的壓印機及工具、油

墨也有所差異，現場比賽

除時間外，也將面臨無法

完整提供工具的窘境。

（四）設計類使用材質多元且複

雜，現場比賽若準備統一

材質，恐無法讓學生充分

發揮，若由參賽者自行準

備又大費周章，且部分作

品可能需要黏貼、組合，

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五）漫畫類作品雖是平面作

品，其表現方式看似簡

單，但部分精細創作可能

須用到燈箱或其他相關

工具，是否可能在現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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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所有創作者一起使用，

有待商榷。

（六）要辦理現場比賽需要大量

的人力、物力、財力，以

目前辦理的全國音樂比

賽、舞蹈比賽、創意戲劇

比賽都是動用大量人力

的比賽，若學生美展也要

全面改成現場比賽，恐怕

也是一件大工程。

（七）參加決賽之學生將來自全

國各地，其往來交通費、

住宿費、膳食費，所花費

的時間，因公而無法上到

的課程原本通通都是問

題。

綜觀上述探討之困境，也

許只是冰山一角，現場比賽需要

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可以克

服？財力能否支應？都是相當現

實且棘手的問題，因此辦理現場

比賽，必須有更周詳的計畫及考

量，才能執行。

三、比賽時程、日期的探討

一年一度的學生美展，由於

送件數相當多，評審時間更長達

一周之久，因此無論是主辦國賽

的臺灣藝術教育館或縣市政府及

承辦學校，往往是辦理完上一屆

就必須開始籌備下一屆比賽，消

耗的人力、時間相當多。或許可

考量採依類別隔年辦理的方式，

節省曠日廢時的送件、收件、評

審、退件時間，當然也可考慮原

本規定縣市選送前三名，共計

6 件參加全國賽的件數，改為選

送前三名三件參賽的方式（第一

名一件，第二名一件，第三名一

件）即可，如此或許可以讓時間

可有效應用，其次則是每年都在

11 月初即辦理全國決賽，因此

縣市的初賽都在 10 月中旬即辦

理，每年 9 月學校剛開學，美術

老師們就忙著指導學生準備作品

參賽，若能將決賽日期延至 1 月

或許孩子們就有更充裕的時間來

準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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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決賽的場地的永續性

學生美展在各縣市輪辦時

就已出現「場地問題」，高雄市

及臺北市均有美術館，可提供較

大型場所，其他縣市辦理時，則

藉由多所學校共同辦理來解決場

地問題，但目前主辦的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並無場地可陳列參賽

的上萬件作品，因此評審時均須

借用臺北市立科學教育館或郵政

博物館。學生美展是持續辦理的

藝術競賽，政府就應協助主辦單

位（國立藝術教育館）尋找或興

建一大型比賽、評審、展出的場

地，供全國各縣市送件、評審及

展出，以延續這項歷史悠久的重

要競賽，並維護參賽作品的安

全。當然國立藝術教育館作為全

國最高的藝術教育場館，更應建

立起收集、收藏、研究學生美

展，甚至對臺灣大大小小的各類

美術比賽、音樂比賽、戲劇比

賽、繪本比賽做深入研究，並收

集藝術教育學者的著作、論述，

使臺灣藝術教育館展現其推動藝

術教育的多元功能。

五、抄襲作品問題探討

每年在競賽結束後，主辦單

位總會收到檢舉作品抄襲的控訴

案件，究其原因，可能是指導老

師不夠用心，以畫冊代替指導，

讓學生依樣畫葫蘆就送出作品，

或者一稿多投，尤其版畫類作品

特別嚴重，另外也有構圖相同但

稍加修改後送不同單位參賽，這

些作品無疑是做假，且對自己的

創作不負責任，因此主辦單位宜

採下列防弊措施：

（一）將每年得獎作品拍照且上

網公告，甚至可以的話將

全國公私立單位，歷年來

所辦的各類繪畫比賽作

品全部掃描上網，讓所有

人均可檢視作品是否抄

襲。

（二）公布抄襲作品之作者、學

校及指導老師，責成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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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懲處或懲罰，至於作

者則規定 2 年內不准參

賽。

（三）評審時加強提醒評審注意

作品是否抄襲，由評審經

驗豐富的委員們在第一

線把關，避免評出有抄襲

之嫌的作品。

六、作品專輯風格探討

學生美展專輯是得獎者永

恆的回憶，既然這是美術比賽，

專輯就更應具備美感才對，因此

編輯時若能在美編部分增加內頁

的設計美感，並在版面構成、裝

禎方式、開數變化上融入更多美

感，讓獲獎者愛不釋手，才是一

本值得永久珍藏的專輯；其次是

甲等以上作品，應由評審加註評

語，讓這本專輯兼具導賞功能，

目前多數評語都是讚賞語居多，

缺乏色彩、造型、空間、質感等

的批判與分析角度，探究其原因

如下：

（一）書寫評語時間過於短暫，

讓許多評審只能簡單帶

過而無深入分析，更無法

培養美感欣賞。建議評語

應帶入審美的導賞語。

（二）編輯廠商為求版面統一而

自行刪除評審評語，但因

編輯人員不夠專業而產

生斷章取義的現象。

（三）部分評審擅長藝術創作而

非書寫評語或分析作品，

因此無法彰顯鑑賞作品

的功能。

（四）美展專輯若只是畫冊，大

多只流於欣賞功能，一本

全國性的學生美展專輯，

更重要的是教育，因此若

能讓專輯也具學習功能，

如技法探討、欣賞美感指

導、構圖分析、材質體驗

探索等，則此專輯就更加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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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賽方式的另類思考

學生美展已開辦 66 年，每

年看著各縣市選送前三名作品 6

件到全國來參賽，但錄取率卻不

到 1/4，大多數的作品來到國賽

卻是鎩羽而歸，對孩子而言又是

一個打擊，是否可以考慮各縣市

只選送各類各組第一名即可，而

這一件第一名的作品到國賽就不

再分名次，通通授以年度特優作

品，老師學生要的是全國巡迴時

的現場觀摩或仿效，讓各縣市的

第一名作品到各縣市去展出（全

國決賽時只評審大專組以上之作

品），廣達遊於藝主動將作品送

到學校去展出，這樣的模式是否

也可以試行呢？

八、增設幼稚園組的可行性研

議

臺灣公私立幼稚園相當多，

而原本的學生美展是有設幼稚園

組的，但不知何緣故，幼稚園組

被取消了，對幼兒而言比賽分出

一、二、三名，是不好的方式，

但卻因此讓他們少了一個舞臺，

也是值得思考的。

綜觀以上問題，學生美展

因其規模龐大、比賽時程長久，

因此在辦理時尚有許多改進空

間，未來這項展覽是否能更具時

代性、未來性、本土化、藝術教

育之特色，端賴所有藝術教育工

作者共同努力。提出更多具體建

議，方能讓它持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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