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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長城及美國機場的震訝

「喔！好臭喔！」，在我登萬里長城居庸關段

的敵樓時，一股刺噁的尿騷味撲鼻而來，令人作噁

且無法久留。萬里長城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遺

產，壯闊的山巒、固碩綿長的城牆，令人讚嘆！但

參觀的民眾所留下的歷「屎」記憶，卻令人不敢恭

維，內心覺得這國民素養也太差了吧！當時還為國

人的人文素養感到慶幸呢！

但在前一陣子，我聽到國內某文教基金會的

執行長告訴我一件事，卻讓我感到震訝：有次她在

美國機場遇到一群來自台灣私立名校的中學生，一

起在候機室等著返台的班機，或許太興奮了，學生

玩成了一片，還在機場追鬧了起來，很多外國人都

為之側目。這時機場響起了「中文」廣播：「請旅

客勿在機場嬉鬧，以免影響其他旅客」，「當時我覺

得很丟臉，不敢讓人知道我是台灣人」執行長很感

慨的說。確實，這讓我們省思：我們的學生怎麼這

樣？怎可不顧他人，「失禮」於美國機場，也讓我

非常的憂心，我們國人的人文素養降低了嗎？

藝術天團在那裏？

人文素養是國家進步及人民的生活素質水平

的總體表徵，台灣有很多好山好水，我們也有很多

鄉鎮都具有文化特色；台灣也常被稱是最有人情

味、最熱情的國度，台灣也被讚說最美麗的風景是

「人」。但齊柏林的一部《看見台灣》紀錄片，讓我

們看到國人把台灣的土地、美景恣意破壞，柔腸寸

斷、怵目驚心。來台旅遊的外國觀光客，也屢傳被

坑，甚至計程車司機還迷昏性侵韓客，只見到台灣

人的貪婪、唯利是圖，怎麼台灣的人心不美了呢？

台灣近年來，很多社區的有識之士，努力推

動社區的總體營造，同時台灣也出現了很多很棒

的文創基地，也創造出很多讓人激賞的成果，看

起來台灣文化素養還不錯。但另一現象則是看見

台灣的 copy文化，如台灣竟出現多達 77個彩繪

村（增加中），而多數彩繪主題並未和當地的文化

特色結合，只見龍貓、海綿寶寶、魯夫們到處跑；

而在台灣更多的城市，到處可見雜亂無章的廣告

招牌、隨意搭建的違章、四處可見的垃圾，如何

東方與西方的美感相遇
從主題學習找回消失的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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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都不覺得台灣美。很多國內外演藝的天王、天

團、藝人的演唱會一票難求，追星粉絲熬夜等

候，但更多的劇團、舞團、樂團，高格調的演出

卻乏人問津，經營得更是苦哈哈，難以維繫，這

表示國人容易接受流行文化，但對古典、精緻的

展演卻又興趣缺缺，難道是一般國人的人文素

養、美感素養不足嗎？

找回消失的美感素養

台灣長期以來，將政經的發展列為首位，國人

也以追求經濟民生列為首要的生活目標，但也因如

此，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物被我們忽略了。其實很

多美好的事物就在我們身邊：規劃整齊的街道，有

著秩序之美；台北青田街上的日式建築、綠蔭蓊鬱

的老樹，有著說不出的慢活及舒適美感；走在金瓜

石的祈堂老街，則有說不出的寧靜美感；路邊的野

花、掉落地上的一片葉子，都值得我們細細的觀察

它的紋理，觀看每棵樹都有它的不同面貌，及它要

訴說的故事。一沙一世界，並不是一定要在藝術殿

堂上的創作才叫美，「美」就存在我們的生活中。

所以美感絕對不是束之高閣，而是融入生活中，只

是我們的心是否準備好去感受、觀想「美」。把自

己家庭整理得乾乾淨淨的，就是一種美感，穿著打

扮符合場所，整齊美觀也是一種美；高雅的舉止也

會令人產生心曠神怡的美感！

當然，如能將美感運用在產業上，將為產品增

值，也會增加競爭力。賈伯斯崇尚美學至上，將簡

捷美感運用到 iphone手機上，吸引了一大票果粉，

也為企業賺取龐大商機。而他創辦的皮克斯動畫公

司，更創作了玩具總動員、海底總動員等無數叫好

又叫座的動畫，可見將美感融入產業的重要性。在

台灣很多商品也意會到此一趨勢，而重視產品的美

感元素，如「法藍瓷」的瓷器，將東方的美感元素

融入後，產品的價值、價格大為提昇，由器物提昇

為藝術品。而「琉璃工坊」的琉璃作品，融入了

佛、禪的意象和美感後，更大大提昇其藝術的層次

及產品的價值。

美感除了可以提高產品的產值外，因美而帶

給人的感動更是重要。當我們真能體會出美感的重

要與內涵時，會因此而懂得文化、認知、面向上的

差異，大家也有更多的理解、尊重、關懷，社會也

會更祥和，這其實是台灣現在最欠缺的，所以我們

應透過課程，讓學生奠下深厚美感的素養及美感存

摺，我們的社會、國家才能更進步。

學校的美感教育最重要的是能反映於學生的

身、心、習慣、態度上，故學生的美感教育不能只

在藝文領域上進行，而是應跨領域的整合課程。

2016年 8月，芬蘭全面推出新的中小學課綱，課程

除了數學、語文、歷史、藝術、音樂與其他傳統科

目之外，還導入「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新課程並由學校自主發展，讓學生探索

真實世界的各種現象，思考因應社會挑戰的可行辦

法，從當中學到從容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能力。

所以我們欲提昇學生的美感素養及建立學生統整性

的審美能力，應可參考芬蘭的主題式學習，將美感

教育融入其他領域，並以跨領域整合的概念，讓學

生不只是學習到單一的藝文或審美課程，而是一整

體性的融合式課程，如此才是有意義的審美課程。

本文提出本校推動的二個藝術課程方案，一

則是以東方板橋林家花園建築藝術為主的課程，另

一則是以西方義大利西耶納教堂雕刻藝術為主的課

程，二者所發展出的主題學習課程，讓我們學生從

跨領域的學習，真正能學習及提昇美感素養。



林家花園
-----------
主題學習

教師

協同

學生

學習

跨領域

學習

主題

學習

‧專題研習六步法

‧心智繪圖

‧社會

‧資訊

‧語文

‧綜合 

‧國語

‧共讀課 

‧行政

‧圖推教師

‧科任教師

‧級任教師 

‧課程領導

‧提供資源

‧ 搜尋資料
‧ 指導策略

‧統整學習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主題研究
‧ 7節

‧體驗學習
‧ 3節

‧寫作教學及反思
‧ 3節

表 1 〈林家花園主題學習〉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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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美學，延續城市的共同記憶 —「林家花

園主題學習課程」

一個有深度的國家及公民，應清楚自己生長地

方的文化且能對其深愛、認同。所以透過在地美感教

育的培育及美感素養的提昇，建立學生及公民對自己

文化的認同及傳承，如此才不會失去自己的根，才不

會只是一味的追逐、崇尚外國的文化、商品。

本校位於板橋區浮洲地區，而板橋的開發和林

本源家族息息相關，林家花園則是板橋最具代表性的

古蹟了，更列為國定古蹟。學校認為學生應對板橋林

家花園的美感及其歷史文化有所認識，故將林家花園

的課程，發展成為學校的校本課程。

爰此，學校推動以「板橋林家花園」為主題，

藉「主題學習」課程串起學生的美感經驗；藉「共同

備課」搭起教師跨領域合作的橋梁；藉「學習策略」

幫助學生掌握學習方法，以了解及認同板橋在地文

化，從親土到愛土、愛鄉，甚至能更進一步進行文化

傳承。

「林家花園」融合了文學、歷史、林園、造景、

自然、藝術之美，是美感教育最佳的藝術學習場域。

學校首先開成立本校「林家花園小小導覽員」，讓有

興趣且學習力強的學生，開始學習認識及導覽林家花

園。接下來進一步，以五年級學生實施林家花園校本

課程，並規劃三個重點：

1.  以「專題研習六步法（BIG SIX SKILLS）」融合了

語文、社會、資訊、綜合等學習領域，進行林家

花園跨領域主題學習探索林園之美；並以「心智

繪圖」為工具，指導學生歸納統整重點、想法，

建構學生主題研究的能力。

2.  透過「移地學習」的體驗，幫助學生對林家花園

各項特色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在地美學，提高學

習興趣。

3.  以「學習共同體」的模式，從小組互相討論中激

起對林園進一步認識的熱情，且以小組合作的方

式，完成〈林家花園主題學習報告〉，達成美感學

習的目標。課程架構如表 1。

滿園春色發現林園的美

編寫教學計畫前，老師們（包括了教務主任、

圖書推動教師、級任、資訊及社會老師）共同備課，

討論學生專題研究方向並擬定課程計畫。另外，整合

校本課程「書香校園」中 — 五年級「剪剪風情」的

語文創意活動。

課程進行時，首先由校長逐一到各班向學生介

紹林家花園課程的意義及相關歷史，讓學生對林園有

所認識。接著由教務主任對全學年師生介紹心智圖及

專題研習六步法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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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程內涵分為林家花園的發展史、植物、建

築、雕刻、對聯、漏窗等六個研究子題，由級任老

師將學生分成六組，每組 4人，各選擇一個子題進

行探討。

然後資訊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有意義的線上學

習，指導學生如何聚焦提供的線上資源，如子題是

「漏窗」，在搜尋瀏覽資料時，只要談到「漏窗」

的文章，都要瀏覽一下，並將需要的資訊，複製

貼在 A4紙上。級任老師帶領學生於共讀課，詳細

閱讀自己蒐集到的林家花園資料，並從蒐集到的資

料中，篩選、分析、歸納整理資料，利用摘取的關

鍵字繪製個人的心智圖筆記。接著學生進行小組對

話、討論，完成小組的心智圖。最後各組依據心智

圖，輪流口頭報告及分享。

在學生完成第一階段的課程任務後，接著至林

家花園進行林園美感的實地踏查體驗。這是最重要

的課程，很多學生住在板橋，卻沒去過林家花園，

縱使有去過，往往也只是走馬看花，並未真正深層

的認識林家花園的歷史、建築及美感。現在由小小

導覽員對全體五年級分組講解林家花園的建築及藝

術，以學生的角度來介紹給學生，更貼近學生的視

野。也因為有教室的主題學習課程當基礎，學生踩

踏林園，一一應證所學，對林園的文化、歷史、藝

術也就特別有感。

1　小小導覽員為來賓導覽林家花園。
2　王健旺校長向學生介紹研究主題之背景。
3　教務主務林秀雲介紹專題研習六步法。
4　繪製小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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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第二階段的移地學習，加深學生對林園

的印象，第三階段則進行寫作報告，將主題報告

組合成一本獨一無二的手工書 —〈林家花園主題

學習報告〉。

本主題學習最大的意義，就在於以在地的文化

遺產為主題學習內涵，透過跨領域的學習，讓學生

發現林園之美，讓學生發現美就在身邊，同時也藉

由課程的學習，讓學生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One Piece Museum —「敲‧復古 — 天堂

與地獄」主題學習

國際級的作品就在你眼前

審美課程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能進行有感的課

程，讓學生能有真實的感受，有鑑於此，學校尋

求外部資源，與北師美術館合作辦理「One Piece 

Museum百聞‧不如一件」館校合作計畫。義大利

「西耶納」教堂講經壇上「天堂與地獄」雕刻曾於

1889年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覽過，學校則引

進其模製品來校展覽，讓學生近距離的欣賞及感受

世界級的藝術品。同時也以這組作品為主題，由老

師發展出不同形式、跨領域的課程，讓各年級學生

都能真實的進行美感教育課程。

在 1870年代，甫成立的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與

擁有最高翻模技術的家族合作，進行大型的石膏模

製計畫，從古羅馬希臘神殿建築構件，到當時最前

衛的雕刻作品，並於 1889年在大都會博物館首展。

這些石膏模製品在展示多年後，逐漸退隱美術

館庫房。千禧年後，大都會美術館與世界各學術研

究機構、大學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將此批石膏模

製品送至他館展示。在 2006年有百餘件百年石膏

模製品，來到了北師美術館。

北師美術館林曼麗館長，希望以各級學校為基

地，將「一件」修復後的石膏模製品移地展示，透過

美術館策展專業的支持，發展教育、展示、推廣等相

關活動，推動了 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畫。

此次展覽雖然只展示一件作品，但卻更能聚焦

學生學習深度，師生透過深度賞析，培養敏銳且深

究的美學素養。從美術館的策展和展示專業、文物

的保存修護美術史的文化內涵與美學探討，到學生

的多元想像與詮釋，豐富藝術教育的內涵，落實藝

術教育課程的品質。

課程從老師先出發

本校為推動此課程，首先以藝文社群老師為

班底，利用教師專業社群時間，請北師美術館館員

先介紹此計畫，讓老師了解。藝文社群老師再到北

師美術館實地參觀這些珍貴模製品修復的情形及狀

況，並由本校和北師美術館共同挑選展示作品。

經學校和北師美術館的討論，最後選定了由 13

世紀的義大利藝術家皮薩諾在西耶納主教堂敲鑿出6　校長導覽林家花園移地學習。

5　各組輪流口頭報告小組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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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經壇上「最後的審判 ─ 上天堂」、「最後的審

判 ─ 下地獄」石膏模製品作為這次展覽的主題，

並以「敲‧復古」為這次展覽的主題名稱。

為讓全校老師對本展覽有深度的了解，也期待

本課程學校老師能自主發展出多元課程，甚至進行

跨領域的整合，成為多點的課程，引導學生能從不

同的視野學習美感素養，所以邀請倪明萃助理教授

進行此次展覽的深度賞析。

本次展出作品，原位於義大利西耶納（Siena）

的主教堂，由雕刻家Nicola Pisano（尼古拉‧皮薩

諾）及他的兒子Giovanni Pisano（喬凡尼‧皮薩諾）

所打造。西耶納主教堂的講經壇為八邊形，講經壇

上半部計有七面浮雕，講述耶穌生平故事雕刻。

Pisano在表現其中「最後的審判」雕刻時，採

用中軸對稱（嚴肅的審判官耶穌），耶穌的手勢一

手指上，一手指下，站在耶穌右邊的人是要上天堂

的，左邊則是要下地獄的。「天堂」的畫面構成為

一排人物上還有一排人物，看起來非常整齊；更特

別的是每個人物的面貌都獨具個性毫無重複。被救

贖的人們，冷靜地坐在耶穌的右手邊，有些則看向

左邊被推入地獄的人們。「地獄」則不同於天堂般

寧靜，地獄的樣貌，呈現急促與緊張的氛圍。下方

死者以恐懼顫抖的姿態從墳墓中爬出來，有的被蛇

纏繞，有的被魔鬼像爪一樣的雙手撈起來，獰笑的

鬼把人推到地獄中，魔鬼將人拉入地獄，最右方半

人半獸的地獄之王正準備吞噬一個裸體的靈魂。構

圖非常急促，每個人物肢體都非常戲劇化，心中的

恐懼藉由扭曲身體與激動的表情和姿態呈現出來，

為典型哥德晚期表現主義（倪明萃，2012）。

教堂般的展場及絢麗的天頂壁畫

北師美術館走勘學校幾處場地後，最後選定

了本校仁愛樓地下室的地板教室空間為展覽空

間，因其空間有光線從頂上的透氣窗照入，宛如

教堂般。而其壁面色調則重漆成仿羅浮宮的暗紅

及靛青色，讓展場呈現出典雅、穩定的色彩。並

將地板的兩側裝修成拱門形式的壁面，讓展場氛

圍宛如在中世紀的教堂上。而樓梯入口處，則請

藝術家詹昱筑（Juju）（為板橋 435藝文特區駐村

藝術家）創作融入聖經、西耶納城市的故事，並

加入天堂和地獄畫面元素的天頂壁畫，成為一主

題性的展覽。

7　西耶納主教堂講經壇上〈最後的審判 ─ 上天堂〉（左）、〈最後的審判 ─ 下地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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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展覽空間，除了「天堂」與「地獄」兩件

石膏模製品外，在地下室也有完整的展覽說明，讓

學生或老師可以自主在展覽板上學習。另因是地板

教室，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在地板上做各種的表演藝

術或相關的課程，更棒的是學生不受空間影響，可

在此展覽空間，或坐或趴或臥或躺，盡情感受藝術

美感所帶來的氛圍。

我是小小修護師

學生美感的養成，最重要的是能親身體驗，

本次展覽，除了有實體的展示外，學校和北師美

術館還在學校設置了一「敲‧復古修復教室」，由

館員定時指導學生實地體驗石膏的修復歷程及注

意事項。為讓學生在體驗修復課程時，老師也能從

旁協助，故也特別安排了全體老師進行實地體驗石

膏的修復研習（講師：阮炯港老師）。研習重點如

下：了解文物保存的意義、文物劣化因子（典藏環

境、生物危害，如蠹蟲、白蟻、黴菌等）、人為因

素（包括不當使用與搬運、人為破壞等）、文物保

存方式（維護 preservation、修復 conservation、重建

restoration）、修復倫理（真實性 — 修復程度、可逆

性 — 修復材料）等。

為讓學生能真實操作，「敲‧復古修復教室」搬

來了兩座北師美術館正在修護的作品，而復護教室

內宛如真實的工作室般，各種的修護工具、藥劑一

應俱全，而黑板上也揭示了的修復規則、步驟、注

意事項、修復倫理等，讓學生有置身工作室的感覺。

而各班可登記想要體驗的時間，由北師美術

館的工作人員，現場帶著學生來體驗及學習，透過

學生穿戴手套、口罩，使用毛刷、微吸塵器、棉花

棒、藥劑等修護作法的真實體驗，讓同學對歷史文

物有更深層的尊重，也培養學生細膩、精巧的技藝。

守護文化遺產的小種子

為了增加展覽深度，也希望同學能對同儕或來

賓進行導覽，更希望能培育守護文化資產的小小種

子，特進行「敲‧復古小小導覽員」培訓。首先徵選

對此導覽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在培訓過程，由北師美

術館及本人、主任親自培訓，從皮薩諾藝術談到西耶

納主教堂建築，及聖經故事、 末日審判故事，尤其

8　敲‧復古特展入口意象的天頂壁畫。 9　林明德教授在指導學生修復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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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作品中的人物造形、表情、構圖形式、氛圍營

造，都是導覽隊學生學習的重點，希望透過小小導覽

員的引導，讓參觀者能更了解作品的美感。

展覽期間，也有多所學校及來賓來訪，多由小

小導覽員擔綱導覽，如姐妹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永

定分校、新北市自強國中美術班、台北市建安國小

等。各班也可登記由小小導覽員來導覽，由學生的

眼光及口語介紹給學生，是最真實又有意義的美感

素養學習。

穿梭時空的多元課程

本次「敲‧復古特展」在老師引導及設計下，

發展出不同的課程，甚至發展出跨領域的課程，讓

學生學習到多面向的美感素養。且「敲‧復古」為

單一展覽題材，讓學生能深度的學習此一課程。以

下為本校不同年級發展出的多元的課程：

一、  導覽課程：由藝文老師、導師或小小導覽員進

行的導賞課程，從入口意象、展覽源由、主題

牆解說、西耶納主教堂建築及講經壇、天堂與

地獄作品，提昇學生的美學素養，這也是所有

發展出來課程的基礎及先備課程。

二、  陶土捏塑：以「天堂與地獄」為主題，低、中

年級學生利用陶土或紙黏土，捏塑「天使」與

「魔鬼」臉譜造型。（視覺藝文老師）

三、  素描或彩繪：觀察「天堂與地獄」模製品上人

物的動作後，進行相關素描、速寫或彩繪。

（視覺藝文老師、導師）

四、  認識古典藝術史：讓學生認識哥德式藝術、

文藝復興等西洋藝術發展的審美課程。（藝文

老師）

五、  地理世界觀：從義大利西耶納的地理位置出

發，也了解歐洲重要的藝術發展及模製品藝術

品所在地的重要城市，如義大利的佛羅倫斯、

羅馬、法國巴黎、維也納等國家或城市，再到

展出地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最後到台

灣，發展出世界地理觀。（社會科老師、導師）

六、  表演藝術課程：以「天堂與地獄」發展出來的

戲劇課程，可以模仿模製品的動作，或自行編

劇。（表演藝術老師、導師）

七、  生命教育課程：讓學生討論善、惡的品德教

育，同時以「天堂與地獄」發展出來的生命教

育課程。（綜合課程老師、導師）

八、  語文寫作：參觀完主題展後，所發展出相關的

語文寫作（導師），如：

10　 自強國中美術班學生現場
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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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校就是美術館　　三年四班　陳柏翰

「原來藝術品跟我們的距離那麼近」，因為我的

學校就是美術館！北師美術館將義大利雕刻家皮薩

諾的浮雕作品「天堂與地獄」在學校展出，讓我們

可以近距離欣賞偉大的藝術品，一飽眼福。

走進展覽的地下室，讓我驚訝的是原本老舊的

牆面，已經搖身一變，變成配合展覽主題而彩繪的

壁畫，而展出空間紅與綠的對比色調，更突顯了白

色浮雕作品的立體感，吸引著我走向天堂與地獄的

展品前。看著栩栩如生的人物浮雕，彷彿我就是天

堂與地獄的審判者。

由於學校和北師美術館的合作，再加上藝術家

詹昱筑的巧手，讓我的學校也有美術館，你也想親

眼欣賞這些作品嗎 ?歡迎走一趟中山國小，和我們

一同感受藝術之美。

美術館參觀記　　三年四班　林映岑

今天上午，老師帶著我們去參觀利用學校地下

室裝修而成的美術館。一進去時的天頂壁畫，讓我印

象非常深刻，它有天堂、人間和地獄的差別，走在畫

著壁畫的階梯上，就像即將要進入幻想之國一樣。

美術館裡展示著皮薩諾的「天堂和地獄」，天堂

有很多天使，看起來很溫和；地獄有三頭妖怪，一頭

像閻羅王一樣管著其他兩隻妖怪，兩隻妖怪處罰著人

們，人們露出苦苦哀求的表情。除此之外，裡頭還展

示了全班利用美術課完成的陶土作品，不論是天使還

是惡魔，都好可愛，作品能掛在美術館中，讓我覺得

很有成就感。

這次的參觀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學校裡也有美

術館，真好！

美．生活．發現

法國的大雕塑家羅丹（Frnagois Auguste Rene 

Rodin, 1840-1917）說過：「美是到處可尋的。對於我

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所以培養

學生對美的感受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不管是東方或西

方藝術，透過主題式的美感課程，讓學生能統整性、

跨領域的學習學習美感，不只能更深層的感受到美，

也學習到美就在生活中，美可融於所有事物中，更重

要的是，美就等著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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