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裝置藝術作品 –有膽就不要吃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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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教學專業課程，我們總認為是美感教育

的唯一內容，然則僅透過媒材與技法表現，是否就可

理解藝術與形式的義蘊？當那一場教學的課程脈絡與

激發的學習動機發生，其實就已經悄悄地播下美感的

種子！

在台中，發現社區的巷弄美學

那一場教學在台中，由於對社區公共空間的好

奇，帶著學生離開校園，放下課本的制式教材，來到

離學校不遠的老舊社區重新翻修的排水溝上，尋找建

構社區的生活美學，過去我們孩提年代之美感經驗與

探索，與新世代的網路虛擬世界有隔閡與差異的。依

據以前的經驗，在學校附近容易挖取溪流山脈下的黏

土、回收廢棄物利用、手作節慶的燈籠，且擁有遊走

社區的探險經歷。因此才發現經常捨近求遠，遺漏了

社區裡許多美好的故事，比如看到長者過著寧靜、平

淡生活的幸福，以及少了認識社區與環境的連結機

會。因為安排前往社區大排步道的空間遊走，學生拜

會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里長，我們還巧遇某個住

宅大樓的百歲人瑞，一起合影留念，這些都觸動了學

生在社區最直接的心靈感受。而透過裝置藝術的欣

賞、學習，學生們從而「發想創作主題的思考與對

話」才是此行最大的收穫。

前往九九峰平林社區的巷弄美學參訪學習，

獲得藝術家創作與社區互動對話的啟發，也安排

曾仰賢 Yang-Hsien TSENG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美感教育計畫主持人

我的那一場教學，美感在哪裡？
What’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at Class of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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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里長暢談社區的歷史、

環境、社區居住人口年齡分布結構、大排水溝的美化

建築工程施作，這些訊息觸動了學生想要效法平林社

區的社區美感再造，以及藝術家進行的巷弄美學裝置

藝術活動，正是這個課程發展的源頭 — 開始計劃在

這個公共空間進行，藉以表達一分心靈美感中的關懷

與感恩，在徵得社區與里長同意後，對在地文化具體

的認識後有了回饋裝置美感情境構想！

進行我的那一場教學 — 發現社區巷弄美學。這

堂裝置藝術的教學活動，自參訪之後，學生們迫不

及待，在考試前一個星期假期，各小組就自行約聚出

發；學習如何踏查社區並作紀錄，逐一拜訪大排步道

住戶或作路過訪談、與里長有約。採分組進行，是為

了讓每一個孩子，懂得學習在社會成長歷程上的分工

與合作，過程上的衝突與磨合都是必然的，老師每一

個階段的課程設計，更是從連結分段美感歷程與經驗

的累積中獲得。

每一個星期的小組報告，帶來的是分享成就喜

悅與規劃思考，都是社區的探索與踏查的實作經驗，

我想此時種子就已經開始萌芽．因為如同是一個縮小

的社會型態，孩子們得真實面對，如何分析社區環境

裝置設計的困難與解決，從各組討論對話中，表達如

何將他們想要在社區公共空間的美感情境裝置呈現之

際，發現創作議題的脈絡，都是來自他們在這段期間

的細心觀察與認真訪談得來的領悟。造型與設計表現

的材料並沒有限制，所以各組成員必須就搜集的內容

作分析，同時也要思考造型的美感與材料的選擇，透

過老師的指導與協助，學習如何運用紙類媒材、搜集

的回收物品，嘗試不同媒材的表現，如玻璃製作就得

再規劃尋求家長協助，另外安排時間前往玻璃藝術家

工作室學習。

創作內涵包括對於社區環境周邊生態關懷的紀

錄，由於發現社區祖孫人口比例高，以設計互動裝置

人形立牌繪製、涼亭的玻璃貓與風車製作，增添異材

質的美感元素都在考慮之中。訪談時得知社區民眾喜

歡貓，而貓也就成為他們創作主題的首選。踏查過程

中，發現在步道打球，造成其他人行走的不便，引發

他們的正義觀點，使用回收桶創作的裝置『藝樹』作

品，放置書籍箱，提供書籍交換與觀賞的想法，雖然

天真卻也是真性情的表達。每一件作品，都以靜態的

美感形式設置在步道的不同地點，還給每一個使用空

間的原有寧靜，而這些作品的主題表現脈絡，是來自

學生們的踏查與訪談思考分析，而運用各種不同媒材

與操作的工具，只是學習歷程而已，如何落實美感經

1　 貓與你同在
  這件作品是學生在社區訪談住戶與民眾過程中，獲知民眾對於貓的喜
愛，他們透過紙漿與玻璃材質分別製作，供民眾在這個空間隨時可以有
貓的陪伴！

2　 關懷
  在一次的拜訪社區發展協會與里長的介紹中，認識與了解居民的人
口結構分布，大抵集中於老人與幼兒的生活型態，為了增添他們在
這個空間的樂趣，繪製人形立牌，提供拍照或是角色扮演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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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行動實踐，是他們在社區表達的參與性、關懷

心，學生們還曾經由家長陪伴，利用假日，為社區銀

髮族導覽 ，讓他們更真實領略美感體驗過程，也落

實從藝術創作表現於對人際關懷與協助的德養．

澎湖的那一場教學～關注環境、關懷生態

那一場教學在澎湖，只為了讓這群孩子更關注

自己的家鄉 — 澎湖，課程中運用平板或手機的科技

媒體與網路浩瀚的知識分類、統整系統，引導他們小

組討論，搜尋澎湖的大小事，哪些大事是我們熟知的

歷史文化、自然美景？哪些是我們隱憂擔心於家鄉澎

湖面臨觀光旅遊過度消耗而造成環境與生態的破壞問

題？在這個科技文明與網路資訊大躍進的時代裡，教

師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來自網路、社群

平台所建構的龐大知識庫，提供討論澎湖三兩事的議

題，並進行課程引導，藉由網路大拼盤的搜索途徑，

學習資訊判斷與分析。唯有老師扮演引導思考分析的

超級美感教學任務，才能夠從問題討論與大家的觀點

交換意見的過程中，帶來更具美感脈絡與意義的藝術

表現想像及創意作品。

雖然成員中有少數幾個來自於不同學校，但是

分組與給予每一位同學明確的任務，似乎成為課程後

續發展很重要的策略。小組必須在相見歡後，針對討

論議題的蒐集作彙整分析，由分配任務工作代表，報

告分享第一個議題 — 澎湖三兩事的內容，針對澎湖

的歷史發展、人文社會習俗與景點、自然環境美景

等，找出我們澎湖引以為豪的優勢。各組孩子的報告

內容，有從歷史層面提出施琅將軍開拓澎湖之發展與

信仰，有對澎湖的美麗海洋與自然景觀之讚賞，也有

從澎湖在地生態環境中來認識並喜愛的面向報告。這

些是我們帶領孩子學習關懷與關注，對在地文化資源

與設施的美感探索與覺知，在課程實施與教學中，我

在每一個教學的環節上，運用各種不同的教學策略，

藉由資訊網絡媒體，激發學習的動機，規劃小組報

告，增進分享與認識，深化我們家鄉澎湖文化與自然

美感的體認，甚至教師扮演主持人角色，讓各組的同

學也能夠參與討論或提問。

這場教學的歷程，實施時間比較集中，因此教

學課程的節奏與安排，必須將每一個階段的進度掌

握，孩子在這個過程，必須開始思索哪些材料是可以

自行蒐集運用？需要如何操作工具？實作也是美感經

3　 二手物品交流樹
  這組學生每次前往這個公共空間踏查與記錄，總是遇到打球的小孩，
造成其他人的困擾，認為應該給予民眾空間的安全需求，所以利用廢
棄桶子架構一個樹書屋的概念，提供可以自由交換書籍，且可以透過
閱讀營造安全的場所。

4　 善用工具與指導使用材料的方法
  太多教學因為擔心受傷，而不敢使用工具。所以
須透過適當的保護措施，以及指導安全操作範
圍，讓學生能夠在實作中，獲得使用材料與工具
的安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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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非常重要的課題，教師在工具屬性的運用指導是必

要的，尤其指導使用工具操作時候的安全範圍設定，

可以減少因為不熟諳而造成別人傷害的意外。

「施琅將軍想喝水」這件裝置藝術作品，是從澎

湖發展的歷史故事上，提到施琅將軍在天后宮旁的萬

軍井插下寶劍，而獲得彌足珍貴的水源，探討的議題

與表現創作，就是從這個觀點引發孩子們對於水資源

的珍惜。也許我們很難想像，孩子如何從課程上導引

出思考的源頭，但他們表達對於家鄉擁有傳承下來美

好的文化與經驗之認同，對澎湖觀光發展的未來，可

能面臨水資源耗損與浪費的憂思。用孩子的眼光看成

人的世界，即使作品有些揶揄性，但對文化性的關聯

意涵，相當有創意與思考，深具意義。「有膽就不要

吃海膽」也是孩子對於澎湖海域環境，關注生態復育

休養的概念下，利用廢棄的浮標球，裝置設計製作海

膽的造型，在表達意念上非常清楚，傳遞對於海洋生

態復育的環境關懷，在戶外展出的場域，巧遇當地里

長，得到由衷讚賞，希望我們能夠將作品放置時間久

一點，可以讓更多民眾觀看與了解。

那兩場裝置藝術創作與教學，美感關鍵內涵在

關注生態環境、關懷與愛我們居住的社區，正是透過

藝術表達心靈美感內涵中愛與關懷的概念，實踐在自

己家鄉與社區的探討，激發思考，促進學生在作品

中，材料創意與想像的造型設計，也在呈現主題概念

中，隱含一份傳遞人文美感的意涵，已不只是重視形

式表現或藝術內容美感表徵而已，這樣的美感教學趨

勢，似乎也是值得教師關注的面向。尤其十二年課綱

在跨領域的學習發展，有必要在藝術課程核心系統

下，更能夠統整其他領域並將美感形式與內涵陶融在

其中。 

那一場教學～走讀美術館，台中市館校日的

發想

我的那一場教學在國立台灣美術館 — 自然魔法

師教育展，媒合美術館與學校的館校合作機制，早年

就有許多熱心藝術教育的美術館行政人員推動實施，

但沒看到持續性的合作，或許合作的對象，僅僅是少

數學校受益。為了讓學生有走讀美術館經驗並建立美

感素養，以及我個人帶領參觀美術館的三十年教學經

驗，學生參觀美術館的展覽與體驗藝術活動課程，發

掘如何讓美術館扮演更積極友善平台很重要，與各級

學校師生樂於參與有極高的關聯性，台灣從過去到現

在，運用美術館以發展學生美感經驗，有非常直接且

豐富多元的資源，但是主動參與的學校，實在有限。

美術館或博物館，是足以讓人悠閒、社交、優雅，以

及體驗文化並探索藝術的場域，如果依舊屬於少數人

活動的空間與觀賞美感的範疇，是十分可惜的！

希望建置一個持續性的合作平台，教育局與美

術館的行政夥伴結盟 ，長期推動常設展、特展與典

5　 施琅想喝水
  學生透過分組分享，提出傳
說施琅將軍當年在澎湖萬軍
井，插下寶劍為澎湖帶來水
源，民眾得以維生的故事。
如今澎湖因觀光客多，水資
源的愛惜與保護更顯得重
要，也引發他們對於自己家
鄉水資源議題的關注，詼諧
地以作品呈現「施琅將軍想
喝水」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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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展或是教育展，都是我們期盼與各級學校課程或是

活動連結的機制。在美術館外，常常看到的，多半是

幼兒階段手牽手地前往美術館活動，也許可能因為課

程結構體系。但如何讓不同屬性與規模的學校，也都

能夠前往美術館，在館內優雅學習與參觀，在館內熱

情觀賞與喜愛，在館內分享體驗與互動的美感經驗。

如同自然魔法師教育展在推廣組積極規劃下，開啟了

與學校更密切的連結，學校在教育局平台申請參觀美

術館與獲得經費支援，除了在美術館藝術導覽小尖兵

的培訓，我與一些資深藝術教師共同設計，藝術體驗

與互動的學習單、闖關站。孩子滿足與開心的友善經

驗，從這裡出發，讓我們看到孩子們喜歡美術館，美

術館不是陌生的，不必畏懼的，每一個老師與家長都

會十分樂於前往！

那一場藝術導覽小尖兵的教學，給予學生提

示，引導他們在服務態度上思考：為什麼要擔任小尖

兵的導覽服務 ?服務的內容與態度如何建立 ?如何練

習與分享給與我同組的成員 ?過程中給予更大自信建

立，同時也希望在這場導覽過程中，培養小尖兵需要

懂得先表達在不同藝術家創作作品中，傳遞出自己的

感受與體驗，這是很重要的指標。因為小尖兵從服務

他人中，也讓美感的體驗在自己身上發生，所以能夠

如實分享，引導觀眾融入作品中而有所發現與感受。

美術館是展覽與活動相當多元且有助於提升美

感層次的場域，學校與教師如何規劃運用美術館的資

源，使美感經驗的累積與發展，可以長期融入藝術教

學資源中。小尖兵的導覽與參與美術館展覽，就是建

立最基本、最基層的服務人口，使得導覽小尖兵與他

的家庭一樣，在這個美感群組中，樂於參與美術館的

活動。本次導覽小尖兵教學，我運用了分組觀摩與分

享的策略，在每一個人的試導過程中，從導覽人員的

儀態、口吻、表情與肢體動作的實際體悟，都是帶領

觀眾很重要的技巧。學習分享與觀摩學習，也是嘗試

擔任這個服務的最先考驗，我在這場教學中，除了親

自示範如何導覽之外，也扮演著鼓勵與肯定的角色，

希望透過給予信心建立，激發榮譽感與對於藝術展覽

有更高度興趣，在美感內涵與經驗的態度上，渲染更

多樂於到美術館的朋友。

那一場教學為美感生活帶來「心」感動

豐富的美感經驗，不只是創造力的根基、想像

力的激發，更是思考力的分析、規劃及培養，思考批

判會建立個人素養、知識與能力。重視美感文化與品

味，提升生活美感的內涵與層次，就有永續美好品

質的人生；樂於關懷人事物，就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

與尊重，心靈美感就得以關注，友善這個世界的氛圍

就能促成；發現認同自己文化的意義與價值，就會多

一點尊重、包容多元文化的察覺，也更能融合新世代

的文化美感。

一場教學為學生帶來無限機會，也累積豐富美

感探索與經驗；一場教學提升美學的感受、體驗與實

踐，因為學校、社區、美術館，都是滋養美感的沃

土。跨領域課程發展將是新世代美感教育的契機，運

用資訊網路與科技媒體的策略，帶領更寬廣、深化的

美感資源連結與賞析。期待更多活絡藝術教學融入多

元面向的美感經驗，在你我的場域發生！

（本文圖片提供：曾仰賢）

6　 自然魔法師教育展　小尖兵導覽
  美術館的展覽主題不斷發生，教學融入或是館校合作的機制，總是在一
個參觀展覽的主客關係建立下發展。國立台灣美術館自然魔法師展，透
過一個教育展的形式，學生成為導覽的小尖兵，藉由服務的契機，學習
的主體性在於學生，他們因此更用心與理解藝術家的創作表現，美術館
此一推廣教育活動備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