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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I COMPLETE WORKS

被世人稱為 I. M. PEI 的貝聿銘先生，出生於廣州的他，是蘇州望族之後，於

美國求學、定居。為世界知名建築師中少數的華人。其名言「用光線來做設計」，

這樣的思維，貫穿在他的所有作品裡。晚期的作品，常會特別挑選、種下一棵

樹，並利用此樹的造形與影子，賦予建築立面上東方元素的光影變化。

本書完整介紹他退休前所完成的作品，從 1952 年紐約州紐約「貝氏私邸」、

1952~56 年科羅拉多州丹佛「哩高中心」、1953~62 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華

盛頓西南區城市重建項目」、1954~56 年紐約州紐約「中央車站雙曲面大樓」、

1957~62 年紐約州紐約「基普斯灣廣場」、1956~63 年臺灣臺中「路思義紀念

教堂」、1957~64 年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社會山項目」、1959~64 年麻薩諸塞

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地球科學中心的綠樓和 1964~70 年化學樓以及 1972~76

年化工樓」……、1968~78 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家美術館的東館」、

1968~73 年康乃狄克州瓦陵福「保羅．梅隆藝術中心」、1970~76 年新加坡「華

僑銀行中心」、1969~86 年新加坡「來福士廣場」、1971~73 年紐澤西州普林

斯頓「蘿拉．斯佩爾曼．洛克斐勒學生宿舍」、1977~ 81 年麻薩諸塞州波士

頓「波士頓美術館的西翼及翻修專案」、1977~84 年紐約州帕切斯「IBM 辦公

樓」、1978~82 年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德克薩斯商業銀行大廈」、1978~84 年

麻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威斯納館與媒體實驗室」、1979~82 年中國北

京「香山飯店」、1981~89 年德克薩斯州達拉斯「莫頓．梅爾森交響樂中心」、

1982~89 年中國香港「中銀大廈」、1985~89 年康乃狄克州瓦陵福「喬特羅斯

瑪麗科學中心大廳」、1986~89年加利福尼亞州比佛利山「創新藝人經紀公司」、

   貝聿銘全集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積木文化事業部

作      者：菲利浦．裘蒂狄歐 Philip Jodidio、珍妮．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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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2/09/06

I  S  B  N：9789866595875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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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第一和第二期的「大羅浮宮」、1989–93 年紐約州紐約「四季飯

店」、1988~90 年日本信樂町「天使之樂」鐘樓、1991~97 年日本信樂町「美

秀美術館」、1994~2001 年中國北京「中國銀行總部大樓」、1995~2006 年「盧

森堡現代美術館」、1996~2003 年德國柏林「德國歷史博物館（軍火庫）」、

1999~2003 年英國威爾特郡「奧爾亭」、2000~06 年中國蘇州「蘇州博物館」、

2000~08 年卡達杜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案例依前後創作、建造時間羅列、

介紹，十分完整，可供有志往建築相關科系的年輕朋友或想了解此行業特性與

美學思維之社會大眾參考。

1987~95 年俄亥俄州克里夫蘭「搖滾名人堂和博物館」、1983~89 與 1989~93 年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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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 2015 年夏天展出義大利「真相達文西．天才之作特展」時，因 12

歲男童跌跤將畫作撞出一個拳頭大的洞時，那位負責在 18 小時內將畫作修復

到肉眼看不出瑕疵的蔡舜任先生嗎？作者將夢想、友情與熱情集結於此書，在

書中，你可以看到他當學徒時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對於臺灣和義大利兩地西畫

修復教育的介紹與反思。他認為臺灣的修復教育可以學習義大利或其他歐洲國

家的體制，採取「學徒制」，這樣學得較為精實，更可累積實務經驗。接下來，

就讓我們隨著作者生花妙筆的帶領，一窺這項令人陌生但讀起來生動有趣的油

畫修復工作吧！

受到恩師蔣勳老師的鼓勵，負笈前往義大利北方城市「翡冷翠」學習西畫

修復。他先到義大利席耶納的語言學校學習義大利語。之後，作者申請到翡冷

翠知名的 S 宮修復學院學習，但無法滿足他想學習完整的修復技藝的渴望，於

是他與校內執行長和指導教授說明並獲得他們的諒解和支持，除重要的課程和

所有的考試必需返回學院參加，他可以離開學院尋找願意收留他、指導他的工

坊與師父。

修復光影記憶的旅者：油畫  
修復師蔡舜任義大利旅居隨筆

推薦人│蕭文文

出版單位：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      者：蔡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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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當時所會的義大利文寫下履歷，像發傳單般發給進出各家工坊的人。

兩個星期後，透過朋友 Giovanni 建議，拜訪了油畫修復師 Andrea 並幸運成為他

的助手，Andrea 曾告訴他：「修復師的第三隻眼睛就是『手』」。用手去感覺

畫作上肌理重建的成功與否？也就是說，你要融入畫家當時畫這幅畫的心境，

才能模擬出完美的肌理重建。過了兩年半，因緣際會到美國修畫，認識了修復

大師 Stefano，從中學習了更多觀念，對於修畫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Stefano

曾闡釋修復畫作的真諦：「最少的修復，才是最好的修復」。

由於作者特別喜愛卡拉瓦喬的畫作，於是用很少的預算和他的旅伴－暱稱

小豬的學弟來趟克難的旅行，追隨卡拉瓦喬的足跡展開環繞「西西里島」的旅

程！「旅程的終點，記憶同視線停駐在這片永恆的海面－一片能望向遠方，同

時也看見自己的、西西里島的海。」彷彿藉著這句話訴說他對自己的修復工作，

懷抱很大的願景與理想，希望有朝一日一旦成功，仍能不忘初衷！事實證明，

他現在已是國內知名的修復師，最著名的就是 2011 年以後在臺南八吉境關帝

廳陸續進行的「潘麗水門神」修復計畫。「文化是生活一部分」他認為這是義

大利的學習教給他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這樣的態度帶回自己的家鄉：「重視

生活就會重視文化、文物；了解、理解生活與土地的關係，才會思考修復藝術

品的重要性」。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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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作者自幼觀察故鄉蘭陽地區各鄉鎮村里的戲種：擇吉「迎媽祖」時輪番

上演的酬神戲，端午競渡的龍船戲，迎親嫁娶的新娘戲，以及蔥農為慶豐收賺

大錢演蔥戲等，顯示蘭陽民眾對於戲曲之熱愛程度。成長於充滿純樸民俗氛圍

中，作者描述童年時期與姐弟在家中八腳床唱戲情景：蚊帳當帷幕，被單毛毯

充戲袍等，過足戲癮。

以至住家附近公園空地的形形色色：走江湖打拳賣藥的王祿仔仙，赤裸上

身躺臥在碎玻璃堆上同時承受千金石墩輾壓的新竹師，西洋傳教士宣教，榕

樹下賣粉圓湯講古老人，彈月琴唱「江湖調」的盲眼歌者等。透過鮮活的人

物形象刻劃，將臺灣地方民俗與戲曲文化，躍然紙上。可貴的是，民國 71 年

(1982)7、8 月間，作者在員山鄉頭份村巧遇當地筍農羅聰錫老先生，又再訪問

黃阿和、林趖、葉讚生、陳旺欉等老歌仔戲藝人，挖掘到臺灣歌仔戲發展源頭

「歌仔助」之身世，解開文獻資料對此發源者以「傳者忘其姓名」之謎團。

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農閒學戲純民風 • 廟庭演劇表虔敬，包括：

從「行歌互答」到「本地歌仔」，傳統歌仔戲的蛻變─從宜蘭壯三涼樂團的組

班過程談起，笑看車鼓弄─典藏《新刊番婆弄歌》鈔詞新探，「都馬調」是怎

麼跑出來的？錦歌過海成歌仔─解開有沒有「錦歌」之謎，傳統歌仔戲腳本整

理─呂蒙正 ( 又名：千金小姐拋繡球 ) 等。第二部分：歲時節令舊習俗 • 薪火

相傳道掌故，包括：年俗版畫欣賞，搶旗求順風─歷史悠久的頭城搶孤舊習，

臺灣法事戲中的特技表演─弄鐃，土地公的枴杖，趁熱來碗冬節圓─臺灣民間

關於冬至的俗信與傳說，蘭陽手路菜─糕嗲和芋泥等。

文中，處處蘊涵富於生命力的民間生活寫照，以及作者本人智性看法的描

述，屢屢呈現臺灣民間生活中，戲曲、民歌、民俗信仰交織且互為表裏的情況。

   野台鑼鼓
出版單位：稻鄉出版社

作      者：陳健銘

出版日期：2003/05 再版二刷

I  S  B  N：957940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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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圖文並茂、中英對照方式，述說臺灣地區以自己語言、方式來說、演

的故事。這些來自民間的能量，隨時代變遷而創新變化的能力，正是臺灣傳統戲

曲的特色和優勢：「河洛歌子戲團」融合各種新舊曲調，改編東、西方劇本，實

驗性的表演形式，賦予歌仔戲新時代的生命；「霹靂布袋戲」成功運用衛星電視

頻道、電影等新媒體，塑造新時代人物，吸引年輕觀眾，並克服配音、布景等多

重挑戰，登上國家戲劇院大型舞臺表演，體現臺灣勇於創新的充沛活力；「漢唐

樂府」承受反對聲浪，以改革南管，復興傳統音樂為使命，結合梨園科步，創立

舞坊，開拓南管表演嶄新的面貌。大膽創新之外，也不乏執著於傳統，講究精緻

「古路」演出的各種戲曲團體，如：歌仔戲中的「薪傳歌仔戲團」「蘭陽戲劇團」，

布袋戲中的「小西園」等，同樣精采。

內容包括：〈老歌仔獨向黃昏？〉〈「在野」戲團生命力〉〈唱歌來講古 •

小小歌仔冊〉〈從廟口走上學術案頭〉〈歌仔戲，鹹魚翻身？〉〈與新加坡文化

連線─歌仔戲街邊鬧〉〈美酒加咖啡─星式薌劇〉〈歌仔戲，迷到最高點！〉〈似

曾相識彼岸花：歌仔戲兩岸尋親〉〈一聲歌仔，一世飄零─滯留大陸的臺灣歌仔

老藝人〉〈婉轉九腔十八調─客家採茶戲盼薪傳〉〈南洋「鄉」思吟：菲律賓的

郎君子弟〉〈音樂活化石：南管小傳〉〈古調新聲─東南亞的南管改革〉〈掌中

出洋招〉〈新新人類舊「偶」像〉〈掌上風雲一世紀─布袋戲通天教主黃海岱〉

〈弄影一甲子─皮影戲藝師張德成〉〈懸絲牽起，傀儡出煞〉〈大大不同款─南

北魁儡戲〉〈真做戲，假出煞？〉等，均是反映庶民生活，傳承臺灣歷史與文化，

蘊含民間美學精粹。傳統戲曲擁有豐富寶貴的文化資產，經由詳實紀錄，不但能

廣泛流傳，更能將藝術美學保存下來。

   絃歌不輟：台灣戲曲故事
出版單位：光華畫報雜誌社

作      者：蔡文婷等

出版日期：2004/01

I  S  B  N：9579188467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野台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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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山是排灣族的聖山，既是生命的起源也是祖靈的歸宿。山坡上的子民

以「詩」來頌讚生命、以「歌」來禮讚祖靈，在吟誦間流露出排灣族人細膩的

情感，在對唱中唱出人間的愛，豐沛生命的情感讓人動容。對祖先的懷思，總

在 vuvu( 長輩 ) 的生命中吟詠、在山林間迴盪，對蒼天、對大地、對祖先、對

植物、對動物、對山、對涓滴小河，甚至裊裊炊煙、冉冉而起的山嵐，無一不

用心唱出細膩地情絲與感念，人間有情，生命可貴，這正是細讀本書令人著迷

之處。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客氣的以 vuvu 的口傳文學之名，將祖先傳頌數千年來

的口傳歌謠轉化成一篇篇動人的詩篇。書的內容應是祖先代代口傳的精華，拉

夫琅斯精確和詳盡的描述、注釋和解讀。就文中遍布範圍：屏東縣境大武山腳

下的平和、萬安、安平、筏灣、古樓、文樂、力里、望嘉、七佳、來義、大社、

北葉、佳義和瑪家等 14 個部落的神話傳說、史詩、頌歌、諺語、童謠、歌謠、

情歌、追思祭歌、家號與傳統領域山川地名的口訣，逐一分類解說每一類別的

精神，詳盡註明採集時間、部落、口述者和整理人。故事內容則用拼音方式記

載，加上詳細註解、漢語翻譯以及歷史背景。

排灣族的長者總是讓人感覺平靜的像詩人，卻是人人出口吟誦成章。他們

歌頌時輕聲細語、頌讚時內斂自持、貴氣閃耀，用淡淡的情絲頌讚造物者的偉

大，用悠悠的話語表達心中的情愫：

   大武山宇宙的詩與頌
出版單位：屏東縣政府

作      者：拉夫琅斯．卡拉雲漾 Ljavuras a kadrangian

出版日期：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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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唱者：每當你們的影子出現在對面山，我們的心就相對豁然安穩。回

應者：每當山風吹拂在野林樹叢間，我常誤以為那是你來到的訊息。」這是多

麼含蓄的情愫啊！

「我要如何做，要怎麼對您們表示。您們的掛念、您們的哭泣疼惜，我要

如何說呢！我的尊貴身份，我的身影和身段，我要如何說呢！……」

「我彷彿是被遮護封域的大武聖山，我彷彿是被尊畫為禁地的靈界地域，

是如此的嚴謹維護名節，我要如何說呢！我的尊貴身分，我的身影和身段，我

要如何說呢！……」

「讓我哭泣，讓我的傷感紓解一番吧！我要如何說呢！請你們走在前頭並

先哭銀吧！我要如何說呢？我要到部落舞場，我要到部落鞦韆場…(哭泣 )…」

這樣的守貞少女，在出嫁當下啜泣的歌聲中，既讓人驕傲他的守貞又多麼

令人疼惜她的潔淨名節。

這本「大武山宇宙的詩與頌」令人在吟詠其詩文中，深切體會到排灣族詩

人的本色，人人都是詩歌的能手。即使中文翻譯很困難，我們也能夠從歌詩中

體會那種純樸的詩意。

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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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集結 12 位臺灣傑出作曲家的故事，描寫其成長的過程、遭遇、轉折，走向

音樂創作的因緣，以堅持與毅力克服困難，最終獲得成就，在音樂創作園地留下美

好的成果。由 12 位專業作者撰述，以體例一致，筆調彷彿的方式，輕鬆流暢的敘

述，使讀者易於進入作曲家的內心世界，共享心靈成長之愉悅。12 位臺灣傑出作

曲家傳記，把他們的輝煌事蹟與作品連串起來，似乎是濃縮版臺灣樂壇重要的一個

切面。

文中對每位作曲家的個人創作風格、作品特色、表現方式，均有詳細介紹與解

說。一般讀者可從中獲得重點知識和印象；對於專業人士或音樂科系學生，則可按

圖索驥，掌握作曲者創作脈絡，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尤其「作品賞析」，顯示專

家看門道的巧思，而對音樂外行人，也提示走馬看花，看熱鬧之趣；體會抽象的樂

曲思維，如何鋪陳具象的情思，使生命可以隨音符飛揚跳躍起來。

12 位作曲家及其撰述者與撰寫主題，分別為：1. 江文也，〈以《臺灣舞曲》登

上國際樂壇〉，劉美蓮撰；2.陳泗治，〈用《上帝的羔羊》歌頌上帝〉，徐玫玲撰；3.郭

芝苑，〈《唐山過臺灣》的音樂拓荒者〉，顏綠芬撰；4. 史惟亮，〈從《吳鳳》到《琵

琶行》〉，吳嘉瑜撰；5.許常惠，〈《昨自海上來》永遠的巴黎風情〉，徐麗紗撰；6.顱

炎，〈《浪淘紗》與《撫劍吟》的現代冷豔〉，車炎江撰；7. 蕭泰然，〈《愛與希望》

的浪漫詩情〉，顏綠芬撰；8. 馬水龍，〈徜徉於《雨港素描》與《霞海城隍廟會》〉，

陳漢金撰；9. 李泰祥，〈來自《吉拉雅山的傳說》〉，邱媛撰；10. 賴德和，〈《鄉

音》的呼喚〉，盧佳培撰；11. 潘皇龍，〈《迷宮 • 逍遙遊》的音響意境〉，李秀

琴撰；12. 錢南章，〈《飛翔》至《那魯灣》的交響曲〉，許宜雯撰。

以上臺灣當代作曲家，不約而同的以傳統民族音樂為基音，經過現代作曲技巧

的磨練，終能完成充分展現臺灣民族風格特色的音樂作品。藝術創作看似都在單打

獨鬥，但整體的成績，更看得出臺灣音樂創作的美好成果。

   台灣當代作曲家
出版單位：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顏綠芬等

出版日期：2006/12/01

I  S  B  N：9867375904

適讀階段：高中職 / 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游素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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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餘年來「文化創意產業」( 簡稱：文創 ) 已然成為國家未來競爭力的一

個重要指標，更是當前國內藝術教育界極熱門的重要課題。文創著重於「文化」

與「產業」之間的聯結，就藝術領域之層面而論，是活用藝術之創造與方法，

甚至透過跨領域的整合，以促進產業升級，產品創新和優質化，進而大幅度提

高產值收益。當然，發展文創又與全民美育素養的提升和普及有著極密切的關

連。正如文化總會劉兆玄會長在推薦序中所說：「文創產業要發展，很重要的

一環是大眾對文創的欣賞與品味，要有足夠的欣賞人口，產業才有持續向前的

能量，這部分該如何提升，是美育層次的問題。」因而也可視為美感教育之延

伸及活用。近幾年來，國內也陸續出現不少探討文創領域之專書，其中，黃光

男的《詠物成金：文化 • 創意 • 產業析論》尤具代表性。

黃光男是水墨畫家，也是美學家、文學家、文化行政學者，由於其廣泛涉

獵的相輔相成，與行政要職的歷練，以及長久來對國際潮流和時代脈動的掌握，

讓他有著一般學者難及的視野高度，因而常有發人之所未發的前瞻性見解。

本書對於文創理念之闡析，文創政策形成以及擬訂之來龍去脈，各國文創

政策之排比借鑑，邇來臺灣對於文創概念之實施成效之檢視，以至於對於未來

發展之展望等，都有頗為宏觀而深入之探討。尤其作者更以其擔任國立歷史博

物館館長任內所實施的博物館商店文創產成效經驗，以及擔任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校長任內，所建置的「臺藝大文創產學園區」的心得，親自現身說法，提出

分享，顯得格外具體而深刻。

   詠物成金：
  文化創意產業析論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黃光男

出版日期：2011/07

I  S  B  N：9789866049002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冬富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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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心理學主要是針對美術作品的內容，進一步析探潛藏於作品深處的心

理(精神)層面。當然在探討的過程中，也與美術作品的形式面有著密切的關連。

基本上，藝術作品往往是藝術家生活體驗、感情、思想以及人格的投影，而且

也反映出藝術家的學習背景。是以對於藝術家本人以及其民族、時代進行心理

層面的研究，有助於對於藝術作品的形成，有更為深層的理解。除此之外，藝

術作品的外在形式美，究竟如何從藝術家的視覺心理下所產生？對於觀賞者又

會產生如何的視覺效果？對於這種造形共同的知覺原理的探討，更有助於藝術

家的創作以及觀賞者之鑑賞深度。

王秀雄教授是國內研究美術心理學的先驅，其《美術心理學》一書，一方

面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切入，析探藝術家的創作動機以及人格如何影響其作品

之內容和風格，並舉達文西的〈蒙娜麗莎〉〈聖安娜與聖母子〉，米開蘭基羅

的〈慟泣聖母像〉〈大衛像〉〈瀕死的奴隸〉〈最後的審判〉，杜拉克洛瓦的〈薩

丹那巴爾王的末日〉〈主教暗殺〉，孟克的〈吶喊〉，以及塞尚自虐傾向的贖

罪式苦修創作活動等，進行心理層面之解析。另一方面，書中對於造形心理及

原則也有相當細膩的析探。如「圖」與「地」( 描繪主題和背景的原理 ) ，視

覺簡化原理和群化原則在美術上之應用，以及造形動勢、繪畫空間等，都有深

入分析。全書兼顧精神面和物質面，脈絡清晰而深入淺出，因此雖然成書之年

代甚早，但迄今仍是國內相關領域中最適合於大專生及一般大眾閱讀的美感教

育經典名著。

   美術心理學

出版單位：臺北市立美術館

作      者：王秀雄

出版日期：1991/11

I  S  B  N：9570003316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冬富

THE PSYCHOLOGY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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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鑽研美學四十餘年，著譯有《現代美學》《西洋六大美學理念史》

等論著的劉文潭教授，有別於美學理論枯燥乏味、艱澀難懂，而以輕鬆諧趣的

筆調暢談美學，讓讀者容易體會，讀來令人如沐春風，豁然開朗，談藝文字品

質筆調雅致、精純，令人深入淺出之感。

文中以探討的方式引領讀者了解藝術、認識藝術品、學習藝術評論，以博

學多聞的討論形態，分享、敘述，如人身歷其境，如同剝繭抽絲一般，提出對

藝術與美的見解，闡述藝術、人生，美感與現實的關係。

   美學新鑰
出版單位：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劉文潭

出版日期：2004/01/01

I  S  B  N：9570518332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王志誠

THE PSYCHOLOGY OF ART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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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溫和的文字敘述，內容淺顯易懂，字裡行間如行雲流水般娓娓道出生活

間充滿著耐人尋味的生活美學，透過心靈的空間的寬容與感受，將「美」容納

於生活之中，顯現於食、衣、住、行而品嘗其中。

美學大師蔣勳首部生活美學力作，書中鼓勵大眾從生活細微面出發，將美

拉近到食、衣、住、行的層次，過一個有質感、有品味的生活。以自身體驗、

敘述，引領讀者從最平易的生活面尋得心靈釋放和寧靜，放緩生活步調，舒緩

生活壓力。

透過本書的引導，「美」從生活中感受，從生命裡尋找到這條路的美妙風景，

以轉換的心境感受人生。

   天地有大美：
  蔣勳和你談生活美學

出版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蔣勳

出版日期：2009/02/16 二版

I  S  B  N：9789573264019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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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是人和人的一種溝通。作者從心理學和科技工業的研究出發，在設

計界中自成一家。推究其思想：設計是為使用者作的，而好設計是對使用者的

良好溝通。溝通的方式，就是書中討論的種種原則：好的溝通，不只是把話講

明白，還要引人入勝，令人回味。設計得不好，就是溝通不良。

這也是設計的困難，因為設計的溝通不比交談。與人談話，如果說不清楚，

有許多機會可以澄清。設計的溝通是單向的，是設計者透過產品，對心中理解

的使用者所發出的訴求。你我心中的使用者並不見得相同，但是做一項產品又

須彙集所有部門的合作，雖然設計的發端應該是對「為誰設計」建立共識，設

計的過程依然充滿衝突。很少有一條設計原則，在所有情況下都適用；而每個

設計的決定，都要有所取捨。

本書中的原則是所有設計的基礎，只要是為了別人所作的設計，便不能不

考慮。好的設計，是來自對使用者的真誠。這是譯者陳宜秀的體驗與認知。

的確，觀諸本書內容，從第一章「日常事務的精神病理學」，第二章「日

常行動的心理學」，第三章「腦中的知識和外界的知識」，第四章「知道該做

什麼：局限、可發現性和回饋」，第五章「人為過失？錯了，是設計不良」，

第六章「設計思維」，直到第七章「商業世界裡的設計」，由美感的呈現，到

強調使用者的易用性。

誠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人的心理保持不變，世界上的工具、事務和

文化會持續改變。科技會繼續前進。雖然設計的原則不會變，但應用這些原則

的方法，必須因新的人類活動、新的科技，和新的溝通互動方式而改變。就如

作者所說，這是一本為 21 世紀所寫的書。

   設計的心理學：人性化的
  產品如何改變世界

出版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唐納．諾曼 Donald A Norman 著 , 陳宜秀 譯

出版日期：2014/08/01

I  S  B  N：9789573274582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游素凰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 
(Revised & expanded edition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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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是個記憶體，蘊藏先人的經驗與智慧，那些無法言說的本能，期待每

個孩子在被社會制約前，能從盡情舞動中喚起本能。長大後，即使受到壓制，

仍記得用深呼吸來調整心裡的景觀，仍可以大方抱人，也自在接受擁抱。

美學大師蔣勳說：「人不愛自己的身體，很難快樂；不愛自己的身體，很

難愛這個世界。愛自己的身體，是一切的起點！」一直以來，我們強調智性的

發展，卻忽略身體的重要性；總是要求孩子向外追求成績，卻忘了教孩子往內

探求靜定的力量，以及人與人之間溫暖接觸的感覺。這不僅是人生中重要的技

能，這個學習過程也是父母與孩子最美好的互動。

本書 8 堂親子與身體律動課，從自己與身體的關係出發，談擁抱、呼吸、

重心、安靜、專注、跌倒，再擴及孩子與父母、玩伴間的關係，談親密、陪伴。

8 堂課各蘊含一種能力的培養：讓愛流動、調和身心、端正自己、靜定沉著、

好好生活、跨越關卡、快樂互動、溫潤心靈。並從身體記憶、遊戲示範、醫學

與文化等各種角度切入，廣納各界專家建議，如：專研過敏的蕭瑞麟醫師談「呼

吸」；專攻人體工學的白淳升醫師談「重心」；鋼琴家李明蒨談「安靜」；專

精神經科學領域的洪蘭教授談「專注」；作家張大春、朱天心談「親子互動」；

兒童身心發展醫師陳達德談「孩子抒壓的玩伴需求」……

期待每個人都可以認識並覺察自己的身體，喜歡並善待自己的身體，尊重

並關懷別人的身體。學習，就從身體開始吧！

  親子玩身體：打造孩子幸福
  成長的八堂課

出版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企劃 , 楊孟瑜 採訪撰稿

出版日期：2011/05/01

I  S  B  N：9789573267812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溫慧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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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要的事，越難說清楚，作者用可口動人的兒童文學，讓我們都看得懂

「重要的事」，並且變得如此迷人又具深度。

小的時候，我們背三字經、讀論語、拚命寫功課，只跟標準答案做朋友；

現在，我們有繽紛的繪本，還有作者教你選，教你讀，教你深深討論，教我們

和孩子一起守護家園的幸福與希望；同時，透過閱讀繪本，感受美感，讓我們

與孩子一起重新找回獨立思考的眼界與格局，在世界的舞臺閃耀屬於臺灣的光

書裡的畫與故事，都充滿了創意與啟發，透過拆解超過 200 本國內外兒童

創意繪本，深入議題的核心，其中內容包括孩子們該知道的，課本裡卻不教的

6 大議題引導：1. 保護我們住的地方；2. 動物，是最好的朋友；3. 守護你的家園；

4. 女生和男生到底有什麼不同？ 5. 為什麼我們不一樣？ 6. 什麼叫做生而平等

呢？

書裡的畫與故事，都充滿了創意與啟發，大人世界這些重要的事，就請繪

本教教我們吧！特別收錄「幸佳慧繪本書單」，超過 200 本必讀繪本，幫你教

好重要的大小事，大人們可以一起帶領孩子細細理解故事，認識大人的世界、

聽懂多元的聲音。

   用繪本跟孩子談重要的事
出版單位：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      者：幸佳慧

出版日期：2014/09/30

I  S  B  N：9789861364025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溫慧玟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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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 7 月 4 日，梭羅開始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他移居到離家鄉康科

特城 Concord 不遠且優美的瓦爾登湖畔再生林，嘗試過簡單的隱居生活；並於

1847 年 9 月 6 日離開瓦爾登湖，重新和住在康科特城的朋友兼導師拉爾夫．

沃爾多．愛默生一家人生活。1854 年，梭羅出版散文集《湖濱散記》，書中詳

盡描述了他在瓦爾登湖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過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活以及期間的

許多思考。華爾登湖地處美國麻薩諸塞州東部的康科特城。梭羅把這次經歷稱

為簡樸隱居生活的一次嘗試。

梭羅曾提出這樣疑問：「現代人是真的進步嗎？物質生活突飛猛進，卻反而

越來越不知足，還比不上一個一無所有的野人。」和梭羅身處的時代相比，富

足的我們在心靈上是否不進反退？物質的縱欲，是不是某個程度也造成心靈的

墮落？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與自然的作息脫節了，也忘記體會大自然帶來的美好？

即使相隔近 170 年，梭羅在書中所闡述的每一個觀點對現代人來說仍是受

用無比。在逐漸疏離的現代，我們需要從閱讀《湖濱散記》中，體會那份簡約

的感動，享受生活單純的原味。

「你欣賞著大地，但不是占有大地。」梭羅隱居瓦爾登湖畔，輕輕的告訴

我們：「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之平日之音噪」。東、西方的「君

子」竟然都從體會大自然所帶來的美好中提升了自己精神生活。我們循著他的

腳步，把自己放進自然中，尋覓湖畔的那片次生林，審視大自然的美，再把自

然放在心中，自然的大美就深植心中了。

   湖濱散記
出版單位：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作      者：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 著 , 

               許崇信、林本椿 譯

出版日期：2013/04/17

I  S  B  N：9789861858401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生

Wa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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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en

一場驚心動魄的亞馬遜河暴風雨，揭開了探尋繽紛生命的序曲。蘊藏無比

豐沛生命力的雨林，對科學家發出蠱惑人心的魔力：未知的物種、珍奇的動植

物、特殊的地理環境，衝擊著人們思考……

《繽紛的生命》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成是達爾文《物種原始》的續集。若

說達爾文是第一位蒐集所有資料，綜論出「物種是如何而生」的科學家，那麼

威爾森便是網羅所有資料，綜論出「物種如何死亡」的第一人。

書中所傳達的中心思想是：人類已經迫使生命族群陷入演化史上前所未有

的慘劇。其中禮讚著生命的豐富，也預警著它們的急速逝去，由此綜觀生命演

化的過程。在最後一章中，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宗教觀─「環境倫理」，指出

人們應了解我們正身處於眾多物種之中，唯有負起尊重、保育生物豐富度之責，

我們人類才能繁衍下去。

一位研究螞蟻和蜘蛛的人，憂心這世界上的野地消失，物種滅絕，苦口婆

心的引領世人尊重生命，尊重大自然，把大美擁在心中。想想我們的島，還有

多少野地？多少自然？多少大美？

   繽紛的生命：
   造訪基因庫的燦爛國度

出版單位：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著 , 金恆鑣 譯

出版日期：1997/06/10

I  S  B  N：9576213819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生

THE DIVERSITY OF LIFE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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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郡年紀》是李奧帕德依季節、月分編寫的自然觀察筆記。在位於威斯

康辛州的沙郡 Sand County，一個因過度機械耕作而被破壞遺棄的農場上，作者

一家人重新以鏟子、斧頭、雙手尋求自然所賜的美糧而不掠奪多取，每年種植

上千棵樹以恢復附近森林的生態完整性；樸實的木屋生活，幫助他形成了對待

土地與自然的倫理觀念。從多年在森林、荒野對野生動植物的生態考察，他體

認到，人類並非萬物的主宰，而只是生態體系的一員。

透過如詩歌般極優美的敘述，讓我們彷彿看見大自然安靜流動的細緻之美，

聽見季節隨風唱頌的歌聲：

「在十一月的玉米田裡製造音樂的風是匆忙的。雁群從低垂的雲朵間出現，

隨風上下移動，聚集又分開。當雁群在遠方天空變模糊時，我聽到最後的鳴叫，

那是夏天的熄燈號。現在，在浮木後面是溫暖的，因為風已隨雁群遠去，而我

也願意隨雁群遠去──但願我是那風。」 ( 但願我是風 )

正如作者在初版序中表示：「在文明進程開始擯棄自然環境以前，野生生

物在人們眼中，就像晨風和落日一樣理所當然。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為

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是否值得犧牲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萬物？只有和

我一樣的少數人會認為，看到大雁給我們帶來的快樂要比看電視所得到的快樂

更生動自然，尋找一朵白頭翁花的美妙情趣與言論自由一樣，都是不可剝奪的

權利。」

   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
  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

出版單位：果力文化出版社

作      者：奧爾多．李奧帕德 Aldo Leopold 著 , 李靜瀅 譯

出版日期：2015/03/05

I  S  B  N：9789869141512

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生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Other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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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 ‧ 絕版書
因為是經典，所以值得推薦，

即使已成絕響……

建議您可運用圖書館典藏借閱，

從中體會書中的

種種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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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雖是《未完成的名畫》，但實際上其書名主要取自十九世紀初新古典

主義大師的一幅〈雷卡米夫人〉之著名畫像，由於表現手法較為樸實而被畫

中的女主角挑剔完成度不足之典故 ( 實際上裡面所有的作品，都是完成度十足

的 )。這本書所賞析的西方名畫，主要從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迄於

十九世紀末印象派崛起以前。書中透過一位畫家與兩位孩童輕鬆討論名畫之形

態，自然的介紹不少西方藝術史名作之風格特質、內容意涵、創作背景，以至

於明暗、光影、色彩、構圖等層面，進行相當淺顯而易懂的解析。

就光影表現的部分而言，從十七世紀拉突爾描繪室內暗黑背景中，點燃蠟

燭的光影效果；歷經維梅爾所擅長從窗外射進室內的光影；以至於林布蘭運用

宛如舞臺上凸顯主角的投射燈照明般的明暗，強烈對比光影之發展，將印象派

崛起以前，西方繪畫的光影表現類型之發展，梳理出清晰的系統脈絡來。

值得留意的是，一般藝術史以及藝術概論書籍中鮮少介紹的繪畫常識也有

所觸及。如：「油畫布的尺寸，一般有三種型式，F是人物型，P是風景型，

M是海景型。他們的直和橫的長度比例不同，人物型比較接近正方形，風景型

稍細長，海景型最細長。三種型式都用號數的大小表示尺寸的大小。人物型的

一百號大約是直 1公尺 62公分，橫 1公尺 30公分……」除此之外，也對十五

世紀末以前，西方油畫尚未普及時，所流行的蛋彩之調配原料和過程，有著相

當淺易的介紹。這些生活化的繪畫常識，可能有些受過科班美術訓練的大學生

也未必清楚。基本上，這本書拉近了西洋名畫與國民中、小學學生的距離，很

容易輕鬆的引領他們初窺藝術鑑賞之門徑。

   未完成的名畫
出版單位：紅蕃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      者：黃宣勳

出版日期：1997/03/01

I  S  B  N：9578688326

適讀階段：國小 / 國中

推薦人│黃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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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的視覺藝術教學，基本上，培養其審美的素養和習慣，比起實

際操作的作品品質的要求，更加重要。就整個社會需求面而言，全民美感素養

和審美人口的提升，顯然比起藝術專業人才的天文數量，更加具有意義。通常

美術展覽之導覽解說，往往為了吸引一般較為欠缺審美素養的觀眾，對於藝術

品的注意和留下印象起見，常偏向於相關背景以及故事性的描述，相對於更為

貼近藝術本質的形式、風格等部分，則較少觸及。《聽，畫在說話 !》這本書，

則在這一方面有相當平易近人的展現。

書中以不少古今各式風格的西洋名畫為圖例，作者運用相當口語化的淺顯

筆調，以及巧妙的比喻，逐步分析畫面的主題、構圖、造形、色彩、空間、明

暗、肌理、線條，以至於透視之原理，引導觀賞者掌握欣賞繪畫之初階，在面

對畫作時，能很輕鬆的由「看熱鬧」階段，逐漸進入「看門道」之境地。正如

作者在書的開端提醒讀者：「當你欣賞一幅畫，不必太在意這是誰？這是什麼？

這是哪裡的風景？因為畫家作畫的目的，並不完全是在介紹這個人、東西或地

方，或許是藉此傳達某種想法或感情，也可能是在展現色彩、形狀、構圖的美，

因此應該多留意自己對畫的感受。」

除此之外，書中也將十九世紀末以來，近代西方各種繪畫流派，如印象派、

野獸派、立體派、抽象畫，以至於超現實主義等畫派之風格特質，技巧性的淺

略介紹，很自然的讓讀者能初步分辨近代西方的各種美術流派之特色及發展輪

廓，也能讓一般人初步知道如何欣賞一件畫作。不但適合於國小學生閱讀，對

於國、高中生依然適用。

   聽，畫在說話！
出版單位：紅蕃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      者：黃宣勳

出版日期：1993/03/10

I  S  B  N：9578688067

適讀階段：國小 / 國中 / 高中職

推薦人│黃冬富

國小 / 國中 /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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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從哪裡來的？人類為什麼生成這個模樣？生物是怎麼創造出來的？

世界上的生物又為何如此多樣？千百年來，世人一直想要解開這些謎題。1859

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不僅回答了這些重大而難解的問題，更翻天

覆地的改變了這個世界。

本書由國際知名學者羅柏 • 溫斯頓爵士用幽默詼諧的筆調，為你講述達爾

文揭開生物之謎的故事，並邀請你和達爾文一起搭上小獵犬號，展開一場驚奇

連連的物種起源大冒險。除此之外，達爾文之前的思想家是如何認知生物的起

源？達爾文之後的理論發展又是如何？現代科學如何揭露 DNA 與演化的關係？

本書均詳細探索，讓我們得以推演生物未來可能的趨勢！

透過以圖文書形式，介紹達爾文的一生及其演化論，穿插故事、文學與動

手做，讓我們能一探物種起源與生物演化，其中「動手做做看」單元，可讓小

小讀者藉著實際操作，親自體驗、思考博物學的奧祕。

1870 年美國麻州通過了「圖畫法案」，對成年人和兒童實施強制性圖畫教

育，全面提升國民的美感素養。「圖畫」是徒手寫生，畫自然界美麗的東西，

提高審美能力，同時訓練觀察力，和科學教育的目標一致；二是用器畫，近似

工程圖，像平面設計，變化中有統一的美感，與科技和精密工業發展有關。藝

術和科學方法同是源自觀察，人民的美感和科學素養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指標 

( 參考漢寶德《談美》) 。達爾文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懂得觀察的人了。

   達爾文之演化大革命

出版單位：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羅柏．溫斯頓 Robert Winston 著 , 陳信宏 譯

出版日期：2009/06/10

I  S  B  N：9789862410141

適讀階段：國中

推薦人│黃生

The Evolut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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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與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息息相關，而全世界的各國捷運系統中都可以

見到捷運的公共藝術，臺灣也不例外，每天搭乘捷運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

在戶外、走道、牆上見到公共藝術。例如：臺北捷運南港線昆陽站，獨特的旋

轉木馬公共藝術作品《旋，Around》會因旅客的靠近而播放音樂；板南線敦化

站外的公共藝術；蘆洲線上的大神偶出現在牆面上，在在都展現捷運公共藝術

之美。

本書從捷運公共藝術的發展談起，讓讀者了解捷運公共藝術的由來，在談

及識別系統的演變，看似不起眼的識別系統除了引導功能之外，亦是充滿了圖

案設計與 logo 設計之美。再者更帶領讀者欣賞捷運車站建築之美，最後引人欣

賞一個個的公共藝術，當然也不忘記一些設施與周邊設備的介紹。全書令人驚

豔，一個每年讓人搭乘的交通系統，我們或許都只是為了趕路，而很少放慢腳

步來欣賞，未曾留意它處處充滿美感。閱讀此書不但了解捷運的歷史，更重要

的是引導大眾去欣賞它的各種美，美就在生活之中，美就在經過的每一個地方，

或許你也經常搭乘捷運，不要忘了，閱讀此書後要好好的欣賞捷運系統中的每

一件公共藝術，體會與建立自我的美感素養。

   捷運公共藝術拼圖
出版單位：城邦文化事業 / 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楊子葆

出版日期：2002/04/15

I  S  B  N：986120072X

適讀階段：國中／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吳望如

國中／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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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文學的角度去探討畫家的創作歷程和內心世界，卻有別於一般傳記

文學的格局，深入畫家創作上的思維與心靈表現，對應著每個時代之創作背景、

精神層面；而繪畫也從服務於宗教、政治，一直到完全的紓發自我意識，不僅

是內容或形式上的轉變，也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及多元化。

作者將這些由視覺而心靈，由客觀而主觀，由承襲摹倣到推翻否定的藝術

發展過程，做完整的介紹與詮釋，對各種年代的名畫有極佳的導論作用，非常

適合高中階段的學子參考閱讀。

   看懂世界名畫
出版單位：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      者：謝明錩

出版日期：2004/07/20

I  S  B  N：9789576393860

適讀階段：高中職

推薦人│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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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自在林中採樣觀察數千小時的期間，大自然傳授知識與力量給我，

令我受用無窮。」

走在 25 呎高的吊橋上觀賞植物，與從地面上昂首仰參天古木，感覺有什麼

不同？你是否嚮往乘著熱氣球，飛越森林頂端，俯視連綿雨林的壯麗景觀嗎？

這本書裡充滿了耐人尋味的問題與答案。

羅曼教授是舉世聞名的樹冠生態學家，也是一位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偉大老

師與母親。她在澳洲用繩索爬樹，懷孕時利用採櫻桃的籃子登上尤加利樹，在

非洲乘熱氣球俯視研究樹頂，又到美國麻州的溫帶林與貝里斯的熱帶雨林搭建

樹冠步道，過著與常迥然不同的生活。

「我仍以榕樹自勉，它的韌性與獨特的生命形式，讓它在熱帶林樹冠爭取

空間之際，獲得絕對的優勢。它從上而下的生長能力迥異於所有樹木的生長習

慣，這等於給我上了珍貴的一課：選擇較少人走的路還是有它的好處。」

作者以生動幽默文筆，讓我們看到一位堅持理想、不屈不撓的科學家，如

何突破身體、生理、自然環境等障礙，走一條人跡稀少的路，完成個人的少年

夢想，也為地球更美好未未做出了貢獻。

樹冠層上有多少未知的蟬，多少未知的甲蟲？它們硬是不下地，我們學著

飛鼠發明滑翔衣，滑翔在樹梢聽風聲，也聽它們的世界裡獨有的蟲咬樹葉的沙

沙聲，讓自己像天使一樣和每一棵大樹打招呼，和每一隻鳥兒蟲兒對話。你會

這樣想嗎？

   爬樹的女人：
  一位科學家的另類生活實錄

出版單位：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瑪格麗特．羅曼 Margaret D. Lowman 著 , 

               朱孟勳 譯

出版日期：2001/01/25

I  S  B  N：9576075734

適讀階段：高中職
推薦人│黃生

高中職

Life in the treetops : adventures of a woman in 
f ield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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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有關於米羅 (Joan Miro) 藝術的專論，系統性的透視米羅藝術的特質

及其藝術成長的相關脈絡。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胡安 • 米羅與地中海氛

圍」、第二章「胡安 • 米羅：女人、小鳥、星星」、第三章「色彩夢境中的

清醒人生：胡安 • 米羅」。

米羅為世界級的大師，生長於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大自然的趨動，在其創

作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第一章為「胡安 • 米羅與地中海氛圍」，收集米羅

成長與創作時的相關圖片，是極為珍貴之處。文中提及米羅熱衷於工作，可以

說是無時無刻不在工作，即使在睡覺時，其潛意識仍持續在工作的狀態。他無

盡的創作能量，來自於土生土長的加泰隆尼亞獨特的人文景象與文化特質。第

二章「胡安 • 米羅：女人、小鳥、星星」分析米羅獨特的繪畫語言，及其對「形

式」的看法。他認為「形式」是生生不息，是由「神奇的片語所組成的神密語言，

一種字彙成形之前便已有的語言，源自於人的想像，以直覺而得的事物，較之

親眼所見更為真實的時代」。「女人、小鳥、星星」不僅是米羅數年來反覆強

調的主題，也是一種有關象徵的隱喻性書寫。第三章又分為四小節，分別為：

1. 童心、詩意、想像力馳騁的少年時光；2. 人文薈萃的巴黎，米羅符號語彙的

初登場；3. 超現實主義與創作素材的多元嘗試；4. 躍上世界舞台的加泰隆尼雅

藝術大師：米羅。最後為年表。

   女人 ‧ 小鳥 ‧ 星星：米羅特展

出版單位：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吳長育 編

出版日期：20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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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階段：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陳瓊花

Joan Miró: Women, Birds,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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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部從文化的綜合觀點，探討古琴各種特徵與規律的專書。

作者有感於現代古琴音樂專論之貧乏，古代琴書之偏重歷史與音律，而開

闢一些前人較少涉及的新領域，著述而成。內容包括：「琴道：古琴音樂藝術

導言」「古琴音樂的意境」「古琴音樂的靜、遠和澹趣」「古琴藝術的美學反省」

「古琴音樂美學」「古琴音樂中虛實手法的運用」「古琴與書法」「古琴的打

譜藝術」「從環境內涵看古琴的彈奏」「從文化內涵看古琴音樂」「古琴的傳習」

「古琴音律簡介」等 12 篇。彰顯作者之琴學造詣與文哲藝術學養，於古琴音

韻闡微，且於傳統藝術文化富有熱愛與強烈的使命感，能夠喚起青年讀者有所

遵循。

古琴與其他傳統樂器相較之下，它的音樂是被認為「曲高和寡」的。原因

之一，在於琴樂低沉緩慢，乍聽覺得索然無味，昏昏欲睡，不易入耳。原因之

二，是傳統琴人認為古琴是自娛的樂器，只為個人修養而彈，非為表演，琴人

往往僅限於雅集中為知音彈奏，所以一般大眾較難得有機會聆賞古琴音樂，對

琴樂無從認知，更遑論喜愛了。原因之三，傳統琴人認為古琴是高貴與德行的

象徵，不輕易傳授他人，成為不傳之秘。從明代《神奇秘譜》《太古遺音》等

琴書之命名，可知古人對於琴不妄傳的看法，以致造成民眾苦於拜師無門而轉

習其他樂器之憾事。再加上，古琴難學、易忘、不中聽，更易使得這一門藝術，

不受青睞。因此，作者試圖以新的觀點，採深入淺出的描述手法，理出過去較

少觸及的琴樂領域，包含：美學、藝術手法、音律、文化，以及傳承問題等，

從多元方向探索琴樂藝術。

   古琴音樂藝術
出版單位：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葉明媚

出版日期：199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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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階段：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游素凰

Joan Miró: Women, Birds, Stars  

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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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採第一人稱以白話淺顯文字，敘述自己執著於古典音樂創作一輩子，如同芭

蕾電影舊片《紅鞋》，劇中的主角身受紅鞋魅力所吸引，而脫不掉所穿的紅鞋，誓

志舞蹈至死方休。

留學日本的作曲家郭芝苑，在臺灣光復初期，曾被禮聘為新竹師範學校音樂教

師。但他只想一路作曲，便於任教一年後毅然辭職。一心只關心藝術他，對於人情

世故鮮少關心，曾被同事嘲笑：「你好像天上掉下來的人，只曉得天上的事，卻不

曉得地上人間的事情。」這樣一直關在自己象牙塔世界中，逃避現實，內向、木訥，

不善交際應酬的個性，自詡為與美國作曲家柯普蘭自傳著作一樣，而將此書作：「無

名作曲者的手記」；由於表妹認為名稱不妥，便以「當時已廣為傳唱的歌曲作品《紅

薔薇》《楓橋夜泊》，大眾卻不知作者是誰？」的背景，以及其還寫過多首藝術歌曲、

交響管弦樂曲，及鋼琴曲等的音樂才華。便將書名改為「在野的紅薔薇」。

全書分為五部分：一、我的音樂生活，寫作者幼少年時代、日本留學時代、戰後

返臺的音樂經歷，以至流行歌體驗記及與省立交響樂團時期的音樂生活描述。二、

我的音樂作品，敘述《紅薔薇》與《楓橋夜泊》的創作懷想、輕歌劇《許仙與白娘娘》

作曲經緯，當「三首交響練習曲」演出之際、交響樂 A 大調《唐山過臺灣》、管弦

樂組曲《回憶》、交響組曲《天人師》：釋迦傳。三、我懷念的臺灣作曲家，包括：

中國現代民族音樂的先驅者江文也、被遺忘的作曲家高約拿及李如璋、臺灣的貝多

芬邱捷春等。四、我的音樂談論，漫談中國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調性音樂理論的

世界、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的面面觀……音樂評論的功與罪、只欠音樂評論等。五、

附錄，包含：吳玲宜撰述〈世人眼中的作曲家郭芝苑〉等。

   在野的紅薔薇
出版單位：大呂出版社

作      者：郭芝苑

出版日期：1998/02/10

I  S  B  N：9579358427

適讀階段：高中職／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游素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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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爾邁 3 歲即雙目失明，然而對大自然的熱愛、強烈的好奇心與豐富的想像力絲

毫不減。他超越了視覺障礙，學會以靈活的感官取代視覺，更由其中獲得益處。藉

由雙手，他自十幾歲起，便能一摸即精準辨別標本種類，從中發現貝殼之美，於是

矢志研究海洋生物，如今成為世上首屈一指的海洋生物權威。雙手，代替了他的眼

睛來「看」世界，更為他帶來了遠超過眼睛能見之「三度視野」。

指間的敏銳感觸，成了他看世界的工具。透過指尖，為他心靈所呈現的自然萬物，

無一不美好，無一不神奇，且各具獨特意義。手指的溫柔細膩，將這整個世界一點

一滴的描繪在他的心中，為他建構了一個多彩繽紛的天地。若說這雙手是「被上天

賦予著某種特殊意義而出生」，以彌補佛爾邁的失明之憾，成就作者的一生風采，

一點也不為過。 

美是生命，美在心中，美是近情，就像上天關了一扇窗便會再開另一扇窗，即使

身體因為有所殘缺而無法完美，確仍用其他的面向展現出美的意義和表現。

   恩典之手
出版單位：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希拉特．佛爾邁 Geerat J. Vermeij 著 , 莊安祺 譯

出版日期：20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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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階段：大專及一般大眾

推薦人│黃生

Privileged Hands : A scientif ic 

大專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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