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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社會和世界的多變、資訊科技的發展，都促使教育不斷求變，讓學生有充分的裝備，以適應未來的發展。本港
課程發展議會中的藝術教育委員會便於 2001 年通過，將小學的「美勞科」及中學的「美術與設計科」的科目
名稱統一為「視覺藝術科」（簡稱視藝科），強調本科學習涵蓋範圍的廣泛性及多樣性。近年，不少學校亦推
行 STEAM 教育，以配合世界各地藝術教育及藝術發展的趨勢。

香港的視藝教育具彈性，學校和教師可根據《課程發展指引》發展出校本的視藝課程。本期期刊關於非主流學
校及學校以外的藝術教育，就是想讓大家發掘更多可能性。這些學校或機構對視藝教育的取向、態度和教學方
法，相信能助我們取長補短，擇善而從。有趣的是，所有受訪者均強調視藝科不是「畫畫叻」的學生的專利科
目，而是一項全人學科。本期轉載了關於台灣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的文章，這個計畫便連結了
生活和學習，以培育全體公民的美感素養為目標。

編者也深信藝術的力量不止於欣賞藝術品的美。培養具藝術素養、創意和變通力的公民，是有助社會和世界變
得更美好的。希望本期期刊能啟發同工們思考學生於大時代下所需要的藝術教育，讓藝術成為他們豐沃的泥土
和養份，惠及整個社會和未來。

葉煥鈴

新年伊始，祝讀者平安，健康。

世界多變，時局變化得太快，有獨立思考的人，面對大環境既有的框架和制度，難免會不安於現狀，轉而尋找
多元出路的可能。

談到藝術教育，眾所周知，它絕非只向學生教授知識和技巧，也包括培養學生具備完整人格和其他人文素養。
從事藝術教育工作的人總會思考過，除了在傳統學校制度的正規課程中教授藝術外，是否也有其他途徑，可有
效地推展藝術教育。今期期刊的主題正是非主流藝術教育。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一間在本港的華德福學校，看看該校怎樣結合靈性、自然和藝術元素，將藝術融合在所有課
程裡。我們也訪問了本身為創作室創辦人、實戰經驗非常豐富的徐羅國彥博士；有別於坊間的畫室偏重技巧和
臨摹，她開辦的課程著重啟發兒童的創意，其對兒童藝術教育的觀點和心得甚具參考價值。至於長期於香港藝
術館任職的司徒元傑館長原來曾是教師，他喜歡講故事，記性又特別好，聽他分享任職藝術館期間推動藝術教
育的小故事，實在引人入勝。

最後有來自台灣的文章，曾成德教授分享了台灣「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的理念和實踐例子，可讀
性極高。該計畫建基在三個理論上，分別為「多元智能理論」、「社會參與藝術」及「美就是設計」。曾教授
分享了好幾位老師的教學案例，當中的課程設計都有連繫社區文化、物材、景觀的特色，讓學生認識藝術就是
生活 。

春天快到了，少不免風雨，帶傘。保重。

梁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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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焦 點 # 1

在非主流教育中，華德福 (Waldorf) 無疑佔一重要席位。這個學派建基於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史代納 (Rudolf 
Steiner) 的學說，並從此引申出一套著重身心靈均衡發展的全人教學法，在偏重智性發展的教育潮流下，逆流而上。
1919 年，全球第一所華德福學校於德國斯圖加特成立，至今以華德福為辦學理念的幼稚園及中小學校已逾千間，遍
佈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華德福教學法以其豐富的靈性、自然和藝術元素而聞名。本期請來位於港島的香島華德福學
校 (Island Waldorf School，以下簡稱 IWS) 的校監兼創辦人之一徐瑩 (Sharon) 和來自英國、現於該校任職的資深華
德福教師 Philip Beaven，為我們集中講解華德福的美術教育。IWS 成立於 2017 年，現提供幼稚園及一至八年班的
基礎教育，是本港少數華德福學校之一。

以藝術主導基本教學

在進入正題前，必須先說明藝術 (arts) 本身在華德福的意義。
誠如 Philip 所言：「我們教的每樣東西，都滲透著藝術，學
生在這裡並不只是在藝術課堂上才會接觸藝術。」他以繪畫
為例，「我們的學生幾乎每天都會在『主課堂』(Main Les-
son) 上畫畫。」主課堂是華德福基礎教育的特色之一，通常
長個半至兩小時，為每周一至五早上的恆常課；學生會在主
班老師 (class teacher) 的指導下，連續三至四周集中探討一
個課題，過程中不會用上教科書或電腦簡報（華德福不鼓勵
讓孩子過早接觸電子產品），取而代之的是由老師親手繪畫
並配以文字解說的黑板畫 (blackboard drawing) 以及學生
用以把這些課堂內容記錄下來的「主課堂冊」(Main Lesson 
book)。Philip 現為五年班的主班老師，他隨手打開其中一本，
裡面便盡是學生在堂上的筆記及插圖。「藝術有一種美的特
質，比起單靠腦袋吸收知識，學生更易投入帶有藝術元素的
學習。」Sharon 補充：「主班老師在每次開新課題前，還會
『靜靜雞』畫好幅黑板畫，令小朋友入課室發現時，會『嘩』
一聲，有種好有趣、好想學的感覺。」

天天藝術 
華德福的身心靈美術教育

五年級學生的「主課堂冊」，這個單元的主題為「植物學」。

IWS 老師的黑板畫：五年級的主題為古文明，左為祆教智慧之神 Ahura Mazda，右為古巴比倫故事，勇敢的 Marduk 與 Tiamat。

訪問：王湧鑫、黎日新
文：王湧鑫

圖 : 受訪者提供、HKSEA

一年班的學生在上數學堂，原來學數也能這樣多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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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WS，學生不論男女，自小就學習編織。

循序漸進的美術學習

藝術科目在華德福學校裡所佔的比例相當高，而且種類多元（如手作、唱歌、直笛等），以下我們集中介紹美
術部分，並根據 IWS 的基礎教育課程，分為水彩 (painting)、繪畫 (drawing) 和形線畫 (form drawing) 三科。

相比水彩，繪畫比較著重線條表達，但與學習水彩一樣，也是層層遞進。考慮到兒童手部運動技能 (motor 
skills) 的發展，一年級用塊狀和條狀蠟筆，二、三年級用木顏色筆，到五、六年級改為粉彩和石墨筆。

這裡泛指濕水彩 (wet-on-wet)。Sharon 解釋，華德福之所以特
別推崇濕水彩，是因為濕水彩那股夢幻流動特質，尤契合小朋友
的心靈，而且在畫濕水彩時，色彩的流動效果十分明顯，很能吸
引小朋友觀察和感受色彩的變化。在 IWS 的水彩堂上，幼兒使用
一至兩種顏色，一年級用三原色，到三年級增至六種顏色，以逐
步建立學生對色彩的認知和判斷力。小學部的水彩堂一般是連堂，
每周一次，共八十分鐘，並以互相評賞上一堂的習作來開始課堂。

在形線畫課堂上，學生會徒手繪畫各類線條、圖案和結構。一年級從直線和曲
線入手，較高年級則是對稱和幾何圖案。Philip 說，華德福的學生在一年級約
七歲左右才正式學習寫字，直線和曲線練習將有助小朋友掌握線條的規律，令
他們在習字時更得心應手，而對稱和幾何圖案不單反映了自然世界裡所蘊含的
和諧美，亦可作為之後主課堂裡關於幾何學課題的熱身。

學童在畫濕水彩，藉此觀察和感受色彩的變化。

一年級要學習的形線畫 © Michael Seifert at Waldorf Teacher Resources

水彩

繪畫

形線畫

另一方面，學生在華德福的藝術科堂上亦不只在學藝術。
Sharon 說：「史代納深信，藝術能幫助小朋友體察自己，
從雙手 (hands)，到心靈 (heart)，再到腦袋 (head)。」訪問
當日，我們第一站參觀了學校的手作室，她便隨手以編織為
例作說明。原來在 IWS，學生不論男女，自小就學習編織：

幼兒用手指，一年級起用織針，並逐步學習鈎
針、十字繡等技法，到七、八年級更會用到衣
車。「過程中可以訓練小朋友的感官（手眼、
左右手協調）和專注力，也有助培養他們的數
感，而當使用工具由織針轉為衣車，相信可以
令學生體驗到科技所帶來的鉅變，從而更深
刻地理解高年班主課堂中關於工業革命的課
題。」Sharon 續道：「五年級起的學生還會
學習木工；硬的物料，很適合用來鍛鍊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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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科普遍見於所有提供基礎教育的華德福學校，內容大同小異。Philip 直言，華德福的美術教育課程頗為
規範化 (prescriptive)，由於重點在於打好基本功，因此會有明確的指示，低年級大多是跟著老師的模範 (ex-
emplar) 畫，到高年級才會有較多自由發揮 (free draw) 的空間。對於創意，Sharon 認為：「給小朋友太多選
擇，他們會很沒有安全感，況且有自由並不就表示有創意，如果連筆也未握穩，何談發揮創意呢？當然愈大會
愈多自由，因為到時他們已有一定的技巧和能力去實現自己的想法。」

至於成果，在華德福的教育體制裡，中學前並不存在分數或等級，學生的美術習作當然亦不會被打分。Philip
說，他並不反對競爭，甚至認為競爭好極了，但這種競爭不應是與他人，而是與自己比較，因為前者易令當事
人產生驕傲或自卑感，後者則是在問：「我有沒有比上個星期的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他補充，第一名的孩子
通常很孤單，小朋友其實更享受群體生活，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成長。「每個人的甦醒時間都不同，班上有些
孩子較醒目，有些則不是，但三年後，可能一切都不同了；孩子需要的是時間。」

Sharon 十分同意，她說培訓中最重要的，是學習如何與小朋友相處，「因為
小朋友如果喜歡你，無論你教甚麼，他們都會願意學，相反如果不喜歡你，
你教甚麼也好，他們都聽不入耳。」課程中因此還包括講故事的技巧，「故事
是小朋友的靈魂食糧，能令小朋友感到所要學的東西和自己的關係。」至於狹
義上針對幼小階段的藝術技能，Sharon 相信：「只要你是個有活力的人，自
能慢慢逐一掌握，而且自己先經歷一次學習，很可能會更明白學生將遇到的困
難，並想出對應方法，令他們也能受惠於你的學習成果。」最後，回到美術教
育，她以黑板畫為例，「固然有些老師畫能好些，有些相對沒有那麼好，但對
於審美觀與我們不同的小孩而言，有沒有努力過比漂不漂亮還要重要；他們看
到的，是老師努力的痕跡。

成為華德福教師

華德福非常重視老師的藝術素養，作為主班老師，更會
兼教部分甚至全部藝術科目，並跟著學生一同升班，直
至學生畢業為止。2020 年，Philip 開展了一個為期三年
的華德福教師培訓課程，首兩年便包括學習各種藝術才
能（如演講、話劇、唱歌、直笛、繪畫等），不過 Phil-
ip 強調，正如華德福致力栽培的不是專業藝術家，而是
經藝術薰陶而健全成長的人，「你也不需要是藝術家才
能教藝術，藝術家反而很可能是糟透了的老師。」他更
看重的，是作為老師的藝術能耐 (artistic capacities)，
「教小朋友其實和創作很相似，兩者都要經歷一個過程，
所以最好的老師都必定對藝術非常敏感 (artistically sen-
sitive)。」 

受訪者：IWS 的校監 Sharon

受訪者：IWS 的老師 Philip

延伸閱讀

濕水彩示範： 形線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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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創意的迷思

「你有天分，所以你做到；我無㗎，所以我做不到。」類似的比較，或宣之於口，或暗藏心裡，每天都在大人
世界裡發生。Angie 說，聽上來遙不可及的「創意」因此經常被精英化，影響所及，當大人面對自己的小孩，
看到他們的畫作並不特別出色時，很易便會得出以下結論：自己的小孩可能真的不具備創意天賦，「那不要再
畫了，還是學其他較為實用的東西吧！」Angie 認為這種想法往往失之武斷，沒有考慮其他也可能導致小朋友
畫不「好」的因素。她深信每個孩子都有創意潛能，只不過表達方式各有不同，「家長首先要相信小朋友是
creative 的，如果整天和人家比較，說他做不到，久而久之，連小朋友也會相信自己做不到。」

另一個大人經常有的想法是，以「美不美」、「似不似」、「有沒有出界」等準則來衡量創意。Angie 理解這
種企圖將創意具體化的心態，但希望大家明白，在畫得似以外，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注意。她以繪畫為例，「有
學者形容 drawing 是個靜態的 container，又是場動態的 journey，如果以後者的目光來看小朋友的創作，那
麼畫中現在所呈現的東西便不過是小朋友的原意，是小朋友從腦海中倒出來的 idea，而 idea 有待去搓去攪、
會變，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那樣，無關乎似與不似；但假使我們大人在這個階段只顧效果而不計內容，整天
說小朋友畫得不似，那麼他們很快便不會再喜歡畫畫。」

藝 術 焦 點 # 2

隨便進入任何一間大型書店，不難發現一整列關於創意的書籍。如果說手持刀劍弓箭、驍勇善戰的將軍是古時
的英雄，那麼說手持最新科技產品、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的創意大師是今天的英雄，應該絕不為過吧？是的，今
天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創意很重要，不單如此，我們還大力宣傳各種相信有助促進創意的活動和習慣，例如著名
的「起床後的黃金一小時」。然而，當促進創意的對象是小朋友，又是否會有同樣效果呢？徐羅國彥 (Angie)
是奇極創作室 (CreativeKids) 的創辦人，由 1991 年成立創作室至今，陪伴過無數小朋友成長，對出名不按章
出牌的小朋友因此有深刻的認識，2020 年她還集多年教學經驗，在香港理工大學的設計學院完成其博士學位，
而畢業論文的題目正是“How Children Desig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s Design Process”。本期
請她來與我們分享心得。

出奇不意  徐羅國彥談兒童創意

創作也可以是一場群體學習，兒童在過程中建立自信心和人格。

訪問 / 文：王湧鑫、何毅盈
圖 :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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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創意往往在大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發  
給孩子一堆物料，就算大人說明得多麼清晰，期望他們循著指引進發，也無阻小朋友自尋樂趣，以
直覺、跳躍、即興的手法來把玩物料，創作一些滿足他們即時需要或純粹覺得好玩的東西，Angie
稱之為「即興設計」(improvised designs)。

孩子傾向在動手過程中思考 
在大人世界，大多以設計草圖 (design sketch) 為起點，之所以如此，除了有許多現實因素外，還因
為大人有能力用筆把想法表達於平面媒介，然而在小孩世界，未必個個都有這份能力，他們更傾向
「邊諗邊整」(think-while-tinker)，以立體模型來逐少逐少地塑造和完善其意念，換言之如果小朋
友畫不出意念，並不表示他們不會思考、不會設計。

孩子在設計過程中不時會喃喃自語地思想 (think aloud) 
小朋友在組織意念時，很多時會想和身邊的人（無論是同學或家長）互動、交流，有時亦會自言自語，
和手頭上的物料展開對話，藉此釐清自己的想法。

較近期的例子有與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公共設計研究室合作、於 2019 年展開的「玩樂公共設計」項目。參
與的孩子以城門郊野公園為研究對象，在漁護署職員、設計系學生等人的協助下，為公園構思共融設計，過程
中發揮創意之餘，亦反思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KIDesign 大受孩子歡迎，也令 Angie 觀察到孩子在設計過程中獨特的一面。根據她的博士畢業論文，她有以
下幾個發現：

設計思維與兒童創意

有 研 究 指 八 至 十 一 歲 的 小 朋 友 會 經 歷 一 段 創 意 低 迷 期
(creative slump)，Angie 所 見 略 同，「 小 朋 友 年 紀 愈
大， 就 愈 畫 愈 細， 而 且 會 掩 蓋 住 畫 作， 慎 防 別 人 看 到，
又 經 常 用 間 尺、 擦 子 膠， 好 self-conscious 自 己 畫 得
似 與 不 似、 美 不 美， 並 會 害 怕 別 人 的 批 評， 給 自 己 低
分。」 她 續 道：「 很 多 大 人 的 畫 功 就 停 留 在 八 至 十 一 歲
這 個 階 段， 因 為 他 們 當 時 沒 有 跨 過 這 個 關 口。」 有 見 及
此，Angie 在 1996 年 左 右 開 始 將 設 計 思 維 引 入 奇 極 創 作
室， 在 繪 畫 課 程 以 外 開 辦 了 名 為 KIDesign 的 設 計 教 育
課 程，「 讓 小 朋 友 不 再 淒 涼， 我 們 不 用 畫， 我 們 砌！」

孩子的設計側重提供可能性多於解決問題 
設計對小朋友而言，是種想像未來成果的方式，他們偏向讓想像力馳騁，並滿足於實驗式 (experi-
mental) 的探索過程，這有別於大人重分析、以目標為本 (intentional) 的思維模式。

1 

3

2

4

Angie 與理大設計學院邵健偉教授
合 著 的 新 書 Playful Public Design 
by Children，內容以 2019 年奇極創
作室與理大公共設計研究室合辦的
玩樂公共設計為背景，紀錄參與項
目的兒童如何運用設計思維，為城
門郊野公園設計出如樹屋、涼亭、
甚至專為猴子而設的指示牌等可以
令人、動物和大自然的關係更為融
洽的設施。

兒童在奇極創作室砌出想像中的模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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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修正了 Angie 從前的一些做法，例如不再堅持小朋友動手砌東西前一定要先畫草圖。她也因此嘗試引
入一種更個人化、並會優先考慮孩子自主性 (autonomy) 的教學策略。「基本原則是『問』(inquire)、『想』
(ideate)、『試』(improvise)，即引導小朋友自己問問題（而非大人出題，小朋友作答）、諗計仔（擴散思維），
以及 make happy mistakes，及早失敗——此路不通，彼路不通，但他們終會找到一條通的路。」她續道：「這
些原則的目標是令小朋友接受自己，有種 self-efficacy，明白原來這樣畫或那樣設計都可以被接受、被考慮。
我覺得如果小朋友長大後缺乏這份有力感，會有好大問題；人的希望，很大程度取決於他是否感到有力。」近
年，Angie 和其教學團隊更進一步，提倡建設性創意 (constructive creativity)，「因為創意是把雙刃劍，可建
設亦可破壞，我希望小朋友的 creative character 是有品，對別人有益的。」

大人角色的轉換

為培養小朋友的自主性，使他們最終邁向自主式學習，Angie 建議大人不要每每以示範為先，「示範得多，每
次都 follow me，小朋友會慣於依賴，變得沒有示範，就不懂得探索。」她說大人要做的，更應該是盡可能確
保所選的題材既適齡又具挑戰性，使小朋友能樂在其中，創意湧現，並給他們突如其來的即興預留空間。她亦
建議大人不妨花點心思，營造一個有利小朋友發揮創意的環境，例如將視藝室或家中一角佈置成動態十足的設
計工作室 (design studio)，以方便小朋友走動，從開放式的物料櫃中自行挑選創作物料。

Lo, Kwok Yin Angelina. “How Children 
Desig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s 
Design Process.”PhD Dis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20. 

玩樂公共設計展覽： 

Angie 深明改變不易，「說到底是價值觀之戰。」不過，「There'll never be a 
perfect time, and you'll never have all the resources you wish you had. 很多
的創意並非來自有無窮無盡的資源，而是源於限制。」

延伸閱讀：

受訪者：Angie (Dr Angelina Lo)

在奇極創作室，兒童可以用全身感官來體驗藝術。在奇極創作室，兒童運用水拓法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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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

司徒館長以一場專為教師而設的分享會來總結其職業
生涯，絕非偶然。原來他是師範出身，教過中小學差
不多五年，對於當年和一班志同道合的老師在北角美
工教育資源中心切磋交流的美好歲月，他仍念念不
忘。及後他負笈英國修讀藝術教育，回港後在機緣巧
合下進入了藝術館工作。「投考助理館長時，他們覺
得我的學位好特別；我是藝術館第一個請來有藝術教
育學位的人。」館長笑言。其後，他取得了香港大學
的中國藝術史碩士學位及澳州悉尼大學的博物館學文
憑。

館長說他因此對教師工作有份很深的感情。在應付繁
重的館務之餘，他亦不忘抽空到大專院校和中學推廣
藝術。「雖然自己已很久沒有教書，但那種面對學生

時的感覺是不會變的。」如何將文化精華介紹出去，
令學生可以開心地接收到這些看似和一己無關的東
西，是館長一直思考的問題。「大部分喜歡藝術的人，
或多或少都是因為在成長期間很早便接觸到一些相關
事物，受其影響，雖然可能連自己也忘記了。」他曾
受邀到英華書院介紹吳冠中，後來經籌辦活動的劉瑩
老師得知，當年台下其中一個學生自此迷上吳冠中，
便使他深受感動。2012 年，藝術館舉辦了回響甚大
的豐子愷藝術展覽「人間情味」，屯門天主教中學受
到啟發，隨即推出橫跨語文、歷史和藝術學科的「豐
子愷學習計劃」，不單有不同的教學和展覽活動，還
有追尋豐氏足跡的旅行團和學生自己搞的書展，亦令
館長驚喜萬分，大呼「好正面、有意義」。類似的經
歷成了他多年來為藝術教育不遺餘力的動力。

訪問：王湧鑫、孔銘茵 
文：王湧鑫

圖 : 香港藝術館、HKSEA

司徒館長帶領教師欣賞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的藏品。
香港藝術館主辦的中國繪畫賞析教材套分享會。

引人入勝  司徒元傑談藝術館教育

2021 年 10 月 28 日，香港藝術館主辦了一場專為教
師而設的分享會，參與者聚精會神，聽著台上講者娓
娓道出一個又一個藝術的故事⋯⋯不覺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這個功力十足又充滿熱情的講者為司徒元
傑先生——香港藝術館首席研究員（至樂樓及吳冠中
藏品）——由於之前長期擔任虛白齋書畫藏品的館長，
很多人仍改不了口，習慣稱他為「館長」。館長於

1986 年入職藝術館，悠悠超過三十五載，2021 年 10
月下旬的這場講座是其任內最後一講，我們趕及在他
退休前跟他進行了一場訪談。



     

藝 術 焦 點 # 3

帶觀眾搭升降機

藝術館面對的是普羅大眾，沒法子像學校一樣可以集中照顧某個年齡層。「我們只好取一個平衡點。」而對司
徒館長而言，中學生就是最好的代表，「因為這個年齡層的學習認知在所有年齡層中最為平均，如果他們接收
到，那麼成年人也應該沒有問題。」館長補充：「認識藝術好有趣，年紀大，不等於就可以拋出一句：『我食
鹽多過你食米！』」

藝術本身自有其門檻，特別是中國傳統書畫，「它必然是 high art，而不是 popular art。」館長說，如果一
開口就講藝術史，學生必然會昏昏欲睡，但又不可以不講，因為了解歷史能助我們視覺上欣賞作品。他認為視
覺與歷史並非「有一就無二」，而是可以共存，但若需排次序，就一定視覺先行，「先把你吸引住，然後才引
導你去了解和進入歷史、文化精神層面，過程就像搭升降機，先降低，讓大家進來，然後升回高樓層，這是我
們的目標，亦是藝術教育的工作——引領大家看一些精緻的東西。」

教師出身的背景，令司徒館長在策展時自然而然會從教師角度出發。「選甚麼畫、怎
樣擺放，其實就像寫教案一樣，而方法萬變不離其宗，還是好好用的五段教學法。」
至於實際操作，他說由於每個展覽的性質均有所不同，很難一概而論，「有些東西確
實很深奧，就算我有三頭六臂，怎樣解釋也很難做到，所以只好放棄。」不過，仍有
不少展覽還是很適合用於發揮教育功能。總的而言，他有以下幾個策略：

1/    以展場佈置和展品陳列方式來凸顯主題，並且不貪心，每次集中講一項內容
        (one item at a time)

例子有 2001 年李可染藝術展覽「氣宇軒宏」。館長說，中國畫比較少用水墨來表現
光暗，李可染則反其道而行，成就了一己特色。為此，館長特別在展廳中劃出一間黑
房，展出李氏的七、八張山水畫作，並用舞台燈集中照射作品，以加強當中黑白分明
的效果。「觀眾由窄門進入，十居其九會『嘩』 一聲，定神細看之下，自會明白原
來藝術是可以這樣玩味，玩誇張、玩扭曲、玩變形、玩一個令你產生錯覺的效果（在
真實世界不可能如此黑白分明），從而了解藝術家是如何將現實昇華。」黑房中還有
全場唯一供休息的方凳，館長解釋：「觀眾在前面行了一段路，看過大量畫作，可能
已出現視覺和體力疲勞，於是抵達黑房時很自然會坐低，而人一放鬆，感到舒適，精
神便可再次集中，細賞眼前的展品。」

另一例子有 1999 年的虛白齋仿古山水畫展「意與古會」。館長坦言，「仿」這個概
念在中國非常複雜，類似的概念還有「臨」、「模」、「法」、「摹」、「擬」、「師」
等等，而其中以「摹」、「臨」、「仿」的分別最為明顯。「『摹』是照抄，『臨』
是抄襲部分或其大略，『仿』則是精神上的仰慕，將經典作品消化、吸收後，變奏出
自己的樂章，所以作品既有前人影子，又有個人特色。傑出的仿作在中國藝術史上絕
對佔一席位，這個展覽就是想說明『仿』是怎樣一回事，它不是抄那麼簡單。」為使
觀眾有所感悟，館長特意在其中一個展區將唐寅、石濤等大師之作和後人仿他們的畫
作一對一對並列，「無需長篇大論去解釋，適可而止即可，讓觀眾看到後者在學習前
者的脈絡關係，達到從發現中得出結論的學習目的。」

藍瑛  僊居樓閣 ( 仿荊浩 )  1650 年  ( 香港藝術館藏品 )

董其昌  為許翰公仿黃公望山水圖  明朝   ( 香港藝術館藏品 )

司徒館長帶領教師欣賞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的藏品。
香港藝術館主辦的中國繪畫賞析教材套分享會。



2/   用故事打動人心

每次策展，司徒館長定必會做大量準備功夫，深入研究文獻，如果展出對象是當代畫家，更有機會親身拜訪藝
術家本人或其後人，因而發掘出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他尤記得當年到北京拜會李可染的後人時，赫然發現一
疊全黑、佈滿筆觸的紙張，上面猶可隱約看到許多字。詢問之下，原來李可染在文革期間被下放至農村時，為
了練習書法，對於在極艱難條件下所找到的少量紙張都珍而重之，寫完一遍，待乾後再寫，如是者終於把整張
紙填滿至烏黑。這份對藝術的不懈堅持，令館長大為震撼，於是懇請李氏後人借出這些黑紙，並與其他畫作一
併在香港展出。「你說它是書法藝術作品嘛，又不是，但以當代藝術來定義的話，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行為藝
術品，又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獻。而更為重要的是，你可以從中欣賞到人性堅毅和擇善固執的美好一面；我覺
得我們做展覽，除了要讓觀眾欣賞到視覺上的美，德育教化也很重要。」館長說他幾年前在一當代藝展看過有
新派藝術家同樣把紙張填黑、填滿，但和李可染相比，不禁顯得矯情造作，「雖然效果一樣，但因為李可染的
黑紙背後有深刻感人的故事，觀眾自會有不同的理解。」

他又舉吳冠中為例。館長和吳老結識於九十年代中，愈是深入了解其人，愈是為其獨立風骨所折服。由就讀杭
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時遇上抗日戰爭，被迫穿州過省艱苦地完成學業，到以全國繪畫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公
費留學法國，然後在五十年代初毅然回國，隨即捲入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風波，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時，還一
度以糞筐為畫架作畫⋯⋯談起吳冠中，館長可以滔滔不絕。「他的故事太精采、太豐富了，雖然我們作為藝術
館的最主要目標是介紹吳冠中的藝術，但包含藝術與及人性的『真』、『善』、『美』，這才是更高的教育層次。」

3/   以熟悉的東西來介紹未知 (use the familiar to introduce the unfamiliar)

「這是為了拉近畫作和觀眾之間的距離，雖然未必和藝術直接有關，但至少可令觀眾在欣賞作品時加多幾分投
入和親切感。」2006 年，藝術館展出由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齊白石精品，司徒館長在梳爬文獻時，發現這位
北方大師原來在 1909 年到過香港，並在日記裡記下所見所聞。他見機不可失，於是在展覽中特設一展板，圖
文並茂詳細介紹齊白石當日的香港八天遊。又例如 2007 年從北京故宮借來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館
長像偵探般發現畫中的搬貨工人以竹籤來計算工錢，這和香港上世紀中的碼頭搬運工人計算工錢的方法竟如出
一轍，他更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找到了相片和實物佐證。「這種用竹籤計算工錢的做法在中國其他地方消失已久，
會不會是當年宋人遷徙南方時遺留下來的痕跡呢？」答案有待考證，但已足夠使人浮想聯翩。

吳冠中  維港寫生  2002 年  ( 香港藝術館藏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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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一層樓

訪問當日，司徒館長從辦公室帶來一疊他有份
撰文及編輯的教育小冊子（大部分均已絕版）
贈予本會，如果你是藝術館的常客，相信總看
過其中一二。館長亦不時接受傳媒採訪，甚至
會參與藝術教育節目的製作，近期便有與香港
電台合作的六集《走進吳冠中的江南》(2019-
20) 以及一連十五集、介紹中國古畫的《呼吸美
學》(2021)。

而在云云教育計劃中，他對 2016 年藝術館閉館
期間所推出的「竹都好有趣」最為滿意。展覽
中用上了由趙廣超先生主持的設計及文化研究

工作室所繪製的圖像和動畫，既平易近人，又令人耳目一新。這已不是司徒館長第一次和趙老師合作，工作室
早於 2009 年便為藝術館就《姑蘇繁華圖》等手卷展覽創作過動畫，並大獲好評。雙方最新的合作成果是 2021
年完成的《至樂拾趣》，共十個單元，借助動畫深入淺出地介紹中國書畫藝術的不同面向。館長說，這份非賣
品的製作過程比寫學術論文還要辛苦，內容精簡得來要學術嚴謹，既要生動有趣又不可喧賓奪主。「如果小朋
友的注意力只去了動畫，那我們便是失職、失責、做錯事，因為我們製作動畫的目的是吸引你進來看真跡、欣
賞藝術；若非這樣，倒不如將藝術館變成一間大戲院，一齊看卡通片，相信還要過癮。」這過程雖然艱辛，但
館長說，為了藝術教育，一切都值得。

另眼相看

司徒館長感嘆，中國書畫藝術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裡從來都很遙遠，「不少老師不懂，自己也不教，形成一個惡
性循環。」他聽過一個在師訓院校發生的個案，有講師第一日上堂叫學生分別列出十個西方畫家和十個中國畫
家的名字，結果大部分人能完成前者，但輪到中國畫家時，很多人數出齊白石、張大千後，便無以為繼。「認
識中國書畫確是艱深，但愈是難，就愈有使命去做好。」他補充：「不論是學校或藝術館，目標都是培育欣賞
者多於訓練一個藝術家，若以此為目標，藝術教育便不是那麼艱難的工作。加上現在科技先進，按兩下手機即
可知道黃公望、陳洪綬的畫風大致如何，以前是不可能這樣方便的。」

館長曾於 2019 年應「香港博物館節」帶領一班公眾人士到大澳尋找吳冠中。「我只是用吳冠中的美學眼睛去
重新發現大澳，例如那裡也有一堵民居白牆，想像如果吳冠中在現場，他很可能會畫出一幅香港版的《雙燕》。
如果你也可以從平常生活中看見這些美的東西，你便很幸福，因為你已戴上藝術家的眼鏡，即使是一堵爛牆，
也能發現當中的美感和詩意。至於怎樣才可以戴上這幅眼鏡？這就是老師的責任，也是藝術館的責任。」

香港人喜歡旅行，司徒館長亦不例外。2009 年在準備「繁華都市——遼寧省博物館藏畫展」時，他專程前往蘇
杭考察，根據將要展出的其中兩幅清朝長卷（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圖》和徐揚的《姑蘇繁華圖》）拍下大量實
景，回來後製成對照圖。「明明兩座山相隔很遠，但為何在畫中可以相距這麼近？因為中國畫家認為畫就是畫，
無需跟足現實，可以為了構圖需要或視覺效果，大可移山倒海；這便是中國式寫實，非常有意思。」館長絞盡
腦汁，以不同手法來吸引大眾搭乘他的升降機，著眼點始終是藝術教育。

司徒館長有份撰文及編輯的教育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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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改變 台灣的美感與設計教育課程
——韌力、培力與美力

文：曾成德
台灣「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總主持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所終身講座教授 

編按：原文刊登於《美感練習誌》第七期，經作者修改後，轉載於此。「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由台灣
教育部發起，主持人為大專院校的學者，他們與當地中小學教師緊密合作，從小朋友和青年的教育入手，務求為
台灣培育出具備美感素養的國民。計畫第一期由 2016 年開始，至 2019 年完結，第二期（更名為「教育部美感
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由 2019 至 2021 年進行。本文主要講解該計畫的理念，讀者另可參看本期「網上資源
分享站」，裡頭會介紹該計畫網上平台的一些開放資源。

關於美育，社會上流傳著一句話：「學琴的孩子不會
變壞。」仔細思考，這句話背後的價值觀在認可美育
重要的同時，也將「美」設定為自我修為，並把「美」
限定在個人的技能裡。然而美育的源頭在於「感知
力」，而一旦起動「感知力」，也就必然牽動「同理
心」。我們相信美感的力量強大，美感教育可以培育
更高尚的情操、更廣闊的視野，培育孩子使世界變得
更美好。

「美」也必然牽連「價值觀」與「世界觀」，既來自
自己，亦關乎他人。學習美感的孩子們正巧處於希望
了解自己、了解他人、理解世界的青春期階段。況且，
學習既在解惑（「我是誰？世界為什麼這樣？」），
也在尋答（「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要做什麼？我
可以做什麼？我可以為世界做什麼？我可以做什麼使
世界更好？」）於是，我們在計畫第二期引入「設
計」，因為設計正在於解決問題、思索問題，甚至重
新定義問題。

設計是關於處理複雜問題的多重循環嘗試，在尋求解
決方案時難免會遇上挫折與障礙，而在追索個人創意

時還必須理解他人的需求，也常常需要團體腦力激盪，
彼此接納合作。因此，過程中除了鍛鍊「智商」外，更
是在磨練「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社
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 與「逆境智能」(adversity 
intelligence)。是故，近年有強調「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 之說，推崇同時整合四種智商的「美感智
能」(aesthetic intelligence)，亦即美感與設計的學習。

我們希望美感與設計的學習可以讓正處於這個敏感時期
的孩子能在摸索問題、嘗試錯誤、尋求答案、重新提問
的過程中習得「軟技能」(soft skill)。「軟技能」又稱
「生活技能」(life skill)，包括決策能力、解決問題、批
判思考、群體溝通、團隊合作、數位素養、文化跨域力
(intercultural fluency) 等。我們相信新世紀的學習必
然是「軟技能」與「學習能力」(study skill) 並重，因
為唯有這樣，才能培養出真正的未來人才。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的動能，就在為當代教育
體制創造改變，並為今日的台灣教育與未來世界的公民
注入「美感智能」。我們期望台灣的孩子能養成「韌
力」(resilience)、「培力」(empowerment) 與「美力」
(brilliance)。

許涵宣老師主持的安妮新聞親子工作坊「在科教館遇見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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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焦 點 # 4

I. 「美感同志」 + 「設計研發」 + 「樹立價值」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的執行意味著幾件事：
一）傳習授課上我們需要「美感同志」
二）課程內容上我們需要「設計研發」
三）社會認知上我們需要「樹立價值」

「美感智能」和「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建基在
三個理論上。一是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嘉德納 (Howard 
Gardner) 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論」：每個人都有自己
獨特而多向的學習能力，教育即在啟發特別突出的某
項特質，進而藉強項發展出多項學習能力。

其次是紐約現代美術館 MoMA 前學術課程與終身學
習部門主任保羅．埃爾格拉 (Pablo Helguera) 教授的
「社會參與藝術」：周遭的事物不僅是啟動創作、開
啟學習的要角，也是建構知識與世界觀的要素，更是
塑造美感環境與公民社會的基石。

最後一個鼎足為三的立基點，來自創立蘋果公司與皮
克斯動畫公司的執行長賈伯斯 (Steve Jobs) 的格言：
「設計不是外表美或感覺好，設計就是硬道理。」賈
伯斯說美就是設計，是理解事物運作的道理，當然也
就是求知過程中的一環。正因如此，我們篤信美與設
計是跨域整合、求知學習的利器。

美、美感或美麗的感受，是最適合也最容易啟發個人
智能開竅的觸媒。「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先是
藉個人觀察體驗，進而發現豐富的周遭現象與多元的
世界景象，以連結生活與學習，開拓出超越各種框架
的求知興趣。

II. 「 人 」 與「 群 」 (People & Partnership) 
  
三位一體的「任務」之首，在於有一群「同志」，也
就是本計畫的第一組“P+P”：「人」與「群」(People 
& Partnership)。計畫自始每學期大約有 200 名「種
子老師」參與由台北教育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高雄
師範大學以及東華大學等「基地學校」與總計畫團隊
陽明交大聯席輪流推動的「增能工作坊」，一起穩健
地推動學程。

然而「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始終是在教學現場
發生，要實證總計畫端所研發的課程與方法論，就得
視乎學生對課程設計的回應。因此我們的另外一個
「三位一體」，便是學生、老師與計畫團隊三方。學
生們的投入與創造是計畫關鍵，以設計觀點而言，學
生們是「研發課程」的使用者；我們相信只要課程設
計得宜，並不會有「不美的」甚至「失敗的」創作。

「不會有『不美的』甚至『失敗的』創作」，源自我
們的另一個信念：「美感與設計課程」的內容必須經
由「設計研發」，從而建立一個能夠觸動學生的框架，
以激發他們的共感與回應。

我們的信念建立在傳統教育理論的改革與當代變革
上。 芬 蘭 近 年 推 動「 現 象 為 本 學 習 」(phenome-
non-based learning)，美國創新企業體與教育部也
聯手提出「21 世紀學習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其核心內容便有「問題導
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專題研究學
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與「設計思考學習」
(design-based learning)。這些理念或許與我們的想
法有異曲同工之趣。

一言以蔽之，「美感與設計課程創
新計畫」是一種「美感有感 / 設計
設定」的教與學方式，在於直搗核
心，直接就從「整合式學習」開始，
以期能橫跨智能科與藝能科，達成
師生共創、跨域整合的目標。計畫
追求知識、工具與世界觀的整合，
知行與心性合一；這就是我們所謂
的「美感智能」。

呂郁芬老師的「美感比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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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安妮新聞 The ANNE Times》：

III. 「過程」與「方法」(Process & Pathway)

課程內容的「設計研發」關乎第二組“P+P”：「過程」
與「方法」(Process & Pathway)。「素養導向的課程
設計」在於引起探究、啟發思考、激發討論，並提出
解決方案的想像。以下以教師增能工作坊的「台灣城
市風貌」為例作說明。

課程內容研發首重「設計思考」。由吸引式提問 / 標
題式答案起始——問：「台灣城市景觀如何？」答：「好
醜，CNN 報導最醜城市景觀，台灣名列其中。」到誘
導式提問 / 典型類答案——問：「造成街景醜陋的原
因 / 因子為何？」答：「鐵窗、廣告招牌、鐵皮加建。」
再到引導式提問 / 引導思考複雜問題——問：「有無
對照案例？請以 Google Map 搜尋日本金澤東茶屋街
或瑞士巴塞爾聖彼得廣場街區，並進入街道實景進行
觀察。」並反問：「鐵窗、招牌等便一定是街景亂源？」
最後進入核心問題，進行腦力激盪：「帶來台灣街景
醜陋的鐵窗、招牌等因子，我們有無適當處理，符合
民風的解決方案或美感設計？」

第二堂則進行田野實作，並以學校鄰近的社區為教學
場所。若以台北為例，可以文化街區便為基地，例如：

「康青龍」、「溫羅汀」、「天母」、「艋舺」、「中
山雙連」、「民生富錦」等等。重點不在哪一個區域，
而是讓同學們在走讀時關注及觀察特定對象的某些元
素，每次一條街。全班可以五人為一組，四位專注於
單一元素，例如街屋（材料、顏色）、植栽（路樹、
花卉）、商家招牌、公共設施（電箱，電桿、紅綠燈
桿或照明燈桿、街道傢俱等），餘下的一人則為組頭，
注意交通與街頭安全，並在回到教室後負責收集、整
合組員的照片紀錄。

我們希望同學觀察到：不同時代的房屋會因為經濟與
材料的轉變而有不同的顏色，街道路樹與景觀花草也
會因應季節變化而有所不同，商家和訴求亦如是。例
如，康青龍由於日式宿舍、永康公園與金華公園、咖
啡店、茶坊和獨立書店的招牌，所呈現的質感與顏色
就會與有著宗教建築龍山寺、文化資產剝皮寮的艋舺
街區相當不同。

接下來的課程有諸多想像的可能。藉著「路上觀察學」
或「都市考現學」的引導，鼓勵彼此比對，與各組交

流。初階的，可從屋宇年代與構造材料（木造、磚造、
貼磁磚、掛石材）、街區鄰里與綠地公園、季節變化
或者民俗節慶、文化地景等因素的差異入手。進階的，
則可上傳影像到色彩分析網站，運用軟體的演算法，
得出各條街道或街廓的色彩，集合而成各個文化街區
的「城市色彩」。

甚或進入更深層的分析討論，鼓勵學生思量合宜的
「城市色彩」應該如何掌握拿捏：是儘量以永久結構
的屋舍、路樹為主，先捨棄招牌、櫥窗等變化大、彩
度高的暫時性因子？還是反過來？究竟何者作為主要
色彩較為恰當？亦可分組以「模擬聯合國」方式，討
論追求城市色彩是否應以永久性結構因子為主色：是
低調服眾，顯而不彰，而得以支起百花齊放、眾聲喧
嘩的招牌與櫥窗？還是直接慶賀城市百家爭鳴、各顯
神通的多元萬象、各得其樂的特質？

在此得避免流於辯論，而更應以「做中學」練習來擔
當主導角色。同學們可利用圖像處理軟體把照片裡街
頭隨處可見的台電電箱拿來換色，例如以數位運算過
的永久性結構因子主色為底色作測試，並與原照比
對，討論何者較美。高深一點的，更可將所有招牌底
色換色，統一為以前述方法得出的主色為底，而店家
名稱、主訴求則維持原樣，再來討論一次何者較美。

最後畫龍點睛臨門一腳，可以追問：如果台電電箱必
須有警語，它該是什麼顏色？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
色彩學對比色；它該是多大才恰當？在這裡，我們可
以討論視覺比例議題；它該以什麼字型顯現？為什
麼？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視覺傳達的字型學討論；
也就是說，在這裡，我們已經將學生準備好銜接進入
更高階、銜接大學「基本設計」的加深加廣課程。

課程最後部分可以回到 CNN 的問題：台灣城市風貌
為什麼醜？這時我們不僅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還
知道解決方法。我們討論了「城市色彩」、「都市景
觀」、「招牌廣告」、「街道家具」等議題，並結合
了攝影技法、數位演算、手腦眼睛的工具運用創作技
能及分析判斷的思索批判能力，甚至引申討論像「城
市景觀」等複雜問題。這就是「美感與設計課程實驗
計畫」的多點延展性。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主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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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議題」與「作品」(Project & Production)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執行的工具與方法論如
前述「台灣城市風貌」的案例，建基於「議題」與「作
品」(Project & Production)。以下以兩位種子老師的
教案及極具學生個人與地方特色的作品為例，以更清
楚地呈現計畫成果。

新竹高中吳安芩老師的「走在新竹——空間地圖設計」
是關於資訊視覺化的掌握與創作。相對於鉅細靡遺、
扁平全面的 Google Map，課程將自然水文、文化場
域、通學步道與個人打卡熱點（早餐店、籃球鬥牛場
等）結合生活習慣與心智路徑，描繪出學生個人上下
學路徑，並在整合後，成為由全班所有同學拼成的《我
們的慢速城市生活地圖》。這張充滿青春活力與民主
多元的多視角地圖由每個人不同喜好與個別觀點組織
而成，不單結合了智能科如社會與自然等而成為新竹
高中校本特色課程，還將他們的想望疊合了新竹市正
全力發展的「步行城市」與「生活博物館」理想，鼓
舞了不到 18 歲的高中生參與公民社會，實踐理念。

「如果記憶有顏色」則是服務於偏鄉學校澎湖西嶼國
中的林雪倩老師，在年年面對上完中學就得離開家鄉
求學謀生的同學的情況下，所特別發展出來的實作課
程。孩子們天天面對海洋，開展出敏銳觀察與色彩實

驗，林老師因此就讓孩子們手做了一份由生活與環境
所幻化而成的記憶拼圖，希望遠行的遊子不要忘了家
鄉。這個課程設計與學生作品具有無比動人的力量，
它提醒我們回想自己小時候深愛的風景，甚至回想，
自己離家長大後，是否還能記得家鄉美麗的特色？也
可以延伸推想，什麼是可以讓澎湖或台灣更美的特
色？是顏色？或者氣味？或是環境？我們能不能為外
國的朋友介紹心中記得的家鄉之美？最後甚至灌注一
個理想：將來我們如何可以使台灣的特色、台灣的幸
福感的來源建基於「美」？

這些案例來自學生、種子教師與總計畫團隊所設計研
發的「美感與設計創新課程」。透過觀察、理解與創
作，對於家鄉的顏色、植物的形態、制服的材料、教
室的收納、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等主題，開展發現、
探索與創造的美感學習，整合「概念」、「教學法」
與「課程設計」，以跨越藝能科與智能科的分野。在
教育理念、學習工具、採集影像、製作資訊圖像以及
生師實作與專業實踐的課程實驗下，集「現象為本學
習」、「問題導向學習」、「專題研究學習」與「設
計思考學習」於一身，直搗核心，直接就從布魯姆理
論三個範疇所疊合的「整合式學習」處開始。

「走在新竹——空間地圖設計」： 「如果記憶有顏色」：案
例

陳怡如老師的「美感構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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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拼圖」： 案
例

「質感採集」： 

V. 「 鷹 架 」 與「 平 台 」(Paradigm & Platform) 
 
倡議「整合式學習」的呼聲近年來在世界各國興起，
先前提及的芬蘭新課綱計畫就最為人所熟知。該計劃
的目標是朝向全人教育與整合學習，在基礎教育裡培
養七種橫向跨界核心能力。由於這七種橫向核心能力
涵蓋知識、技能、價值、意志與認知，因此啟發孩子
們的感知力就成為首要的觸發點，也正是「美感與設
計課程」的起點。凌天老師所發展的「自拍拼圖」課
程以「現象為本的教學」為依據，觸發孩子們的感知
力，開發「多元識讀」(multi-literacy) 能力，正是跨
領域整合專題導向教學的最佳典範。
 
「自拍拼圖」的課程設計不僅貫串了體驗、創作與表
述，更在觸身觀察、認識自然與文化環境、抽象思考
與師生互動之間，巧妙地結合了「數位母語」與創作
能力，將它們傳遞給我們的數位原住民。而其中最有
價值的，是在消弭背景差距的同時，也讓孩子們的「多
元智能」得以發揮。淺白的說，就是一般的家庭無需
特別準備鋼琴、大提琴或才藝課程，孩子們亦無須害
怕「我畫得不像」、「我唱得不好」，就得以藉著自
己擅長的感知力來觸發創作力，從而為未來學習建立
成就感。更由於精準的課程設計成為優異的「學習鷹
架」(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使「美感與設計課
程」能夠推展到國小，引導和啟發更年輕的世代。

《安妮新聞 The ANNE Times》美感智能閱讀計畫的
理念，在於提供孩子們一個窺看世界萬物的窗口，展

現豐富的周遭現象，串接多元的事物景象，連結生活
與學習，開拓出超越各種學科框架的求知興趣。我們
也希望孩子們在看到世界、風景、人群、自己之外，
還感覺到美。我們特別努力希望這份報紙無處不美，
這些知識無一不美，無論是關於哪個主題：宇宙、演
化、地球、生態、語言、文化、科學、藝術、電影、
小說、朋友、情緒、平權、寵物、妖怪……它的選題、
它的插畫、它的編排、它的印刷、它的顏色、它的視
野、它的世界，以及正在閱讀它的孩子們都很美麗。
期待它能帶來美感能感、美感有感、美感共感 (aes-
thetic empathy) 的美感體驗。
 
藉著《安妮新聞》我們希望能夠以「美感智能」的啟
發開始，形塑一個可以直接體驗、反覆感受與再三閱
讀的媒材與環境。希望它是可以讓孩子們認識世界、
面對世界、理解世界，也是理解自己的探尋過程；亦
期望它可以提供親子共讀，成為家長帶領孩子學習串
連思考、文化識讀、互動表述、參與世界的媒介；更
冀望它可以成為老師們設計特色課程的基石，引領學
子們發現差異性、建立關聯性。

《安妮新聞》將「美感智能」的理念放大，伸展成最
寬廣的身影、最深遠的觸角。它不僅是一份具有美感
的紙本讀物，承載著有觸感的周遭事物，是建置社會
工程的要角，還是建構教育工程的觸媒，更是建立美
感工程的平台。

在「自拍拼圖」課程中，學童利用 iPad 拍攝功能觀察與蒐集文化素材。

16



VI. DHA 與 STEAM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的任務夥伴有一個基本信念。此一信念近年來在台灣教育界獲得相當關注並取得
相當動能。

首先是哈佛大學校長 Drew Faust 揭櫫的課程改革白皮書“Mapping the Future”，她呼籲在目前科學、科技、
工程與數理 (STEM) 的教育走向必須強化整合藝術與人文內涵。無獨有偶，羅德島設計學院校長 John Maeda
也發表著名的論文宣“STEM + Art = STEAM”。至於Ａ所代表的意義，「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則結合
兩位校長的說法，希望跳脫智學與藝能學科的狹窄分類，帶入腦力發展關鍵的“DHA”，即設計、人文與藝術 
(Design, Humanity & Art)。

哈 佛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與 其「 社 會 感 知 生 態 性 學 習 法 實 驗 室 」(Ecolog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Laboratory) 攜手推行「21 世紀學習夥伴計畫」，所描繪的學習框架除了前述的「21 當代議題及其
知識內容」與「學習與創新」外，還有兩大項目特別值得一提。其一為「資訊工具及溝通技能」，另一則為「生
活學習與生涯成長」。簡單的說，就是兩大素養：「數位工具力」與「適應變通力」(adaptability)。

不謀而合地，「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在計畫初始即已納入「數位工具力」的學習，無論是作品創作的運
用或因為交流討論的需要，在課程設計中為身為數位原住民的學子們所納入的母語，便包括數位工具、設計思
考等多種美感語言。此外，由於嘗試錯誤本來就是設計的本質，所以接納變通與折衷、學習彈性與適應也是「美
感與設計課程」中自然習得的必要能力。對我們而言，STEAM 裡面的 A 也意味著適應變通力，也正是「美感
與設計課程」所希望涵蓋的特質。

如此一來，「美感與設計課程」學習中因為面對各種棘手或複雜問題所獲得的適應變通力造就了「韌力」；其
次，由於處理或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激起的創造力與批判力傾注了價值觀與世界觀，因而賦予了「培力」；最
後，因為觀察瞭解「硬道理」或開悟取得「軟實力」而感受了踏實感或滿足感，也就是幸福與「美力」。「美
感與設計課程實驗計畫」將三者合一，稱之為「美感智能」，冀能成為學生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另一種 AI 能力。

VII. 創造改變 Create Change
 
面對著時代變遷與教育變革，「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推動的動能在於「創造改變」，期待培養學子們「韌
力、培力與美力」的超能力；希望結合「包浩斯」(Bauhaus) 教育理念與「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方法
論，發展與當代議題息息相關的設計學程，並且攜手與純藝術背景的種子老師成為「美感同志」，一起增能、
一起「設計研發」新型態課程；希望藝能學科能整合智能學科，成就素養教育、培養未來人才，也期許為學子、
家長與社會「樹立價值」。隨著新課綱改革，「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在推動中所面對的挑戰是：一切都
得在「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動態下滾動進行。投入美感教育的「我們」，包括總計畫的擘畫者與計畫內的參與
者，包括種子老師的研發與課堂同學的投入，無論個人或群體都處在隨時行動的常動狀態。我們在活的體制中
找到改革的方法，在一次次學習與累積中，於一堂堂課程的設計裡，注入啟發創造性之引導因子。期許這一群
熱情投入美感教育的我們所共同散發的光芒，能夠照亮台灣的未來，散發台灣未來的美。

在「質感採集」課程中，學童利用複寫紙將粗糙的質感壓印
到紙張上。

以「策展地方誌」為題的教師增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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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源分享站

台灣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承接上文「台灣的美感與設計教育課程——韌力、培力與美力」，該計畫設有網站，當
中包含大量美感教育資源，非常具參考價值。以下精選其中幾項：

美感教育紀錄短片
這套紀錄短片共 11 集，每集介紹一個
與生活相關的教學例子，如「植物的
秘密顏色」，觸動你的教學靈感之餘，
同時讓你了解美感教育的核心概念。 

《美感練習誌》
《美感練習誌》是計畫團隊由 2016 年
起出版的刊物，至今已發行八期，收錄
與美感教育相關的文章、報導和專訪。
如果想跟蹤美感教育在台灣的發展，這
本《美感練習誌》就絕不容錯過。

美感學習工具手冊 KIT Lessons 
美感教育著重「動手做、做中學」的精
神，並利用美感學習工具，將難以言喻
的觀念具體化。這本手冊鼓勵師生用手
思考，從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結
構和構造六大構面出發，設計出引導發
現美感的學習工具。

美感課程
美感課程包括發現、探索和應用三個階
段，題材媒介均為生活中常見的事物。
課程由種子教師和計畫團隊共同開發，
至今已累積逾千個教案，並開放給公眾
參考。用戶可按類型、學程、區域和構
面來查閱課程。

美感細胞團隊「教科書再造計畫」   
台灣美感細胞團隊自 2014 年開始推行「教科書再造計畫」，希望藉此一步
步提升台灣的美感。團隊認為美感該從小培養，並從小朋友每天都會接觸到
的讀物──教科書入手，促成出版社與設計師合作，重新設計教科書。與傳
統教科書相比，美感細胞的教科書可謂知性與美感兼備，令閱讀本身已成一
種視覺享受，也因而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動機。如欲了解更多背後
巧思，請到訪團隊的 YouTube 頻道。

1

2

日目 247 設計師團隊把體育課本設計成熱血漫畫風格的讀
物，配合擴增實境應用程式更可補充課堂未必有的知識。

Bito 設計師團隊結合傳說中的「神獸」形象和語文元素來設計
封面，令國文課本兼具美感與實用性。

文：鄭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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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故宮 NPM Online
線上故宮是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設立的網上平台，公眾
可透過「3D 文物賞析專區」、故宮文物的 VR 360°影片、
「古畫動漫」影片等互動形式體驗館藏，還可收聽相關
的 Podcast 和短片來加深對館藏的認識。

Trillium Montessori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蒙特梭利教育法以及和其他志同道合
的家長或教師交流，這個平台會是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3
Montessori Art Mentor
網站由資深蒙特梭利教師 Georgie Ann Daub-Grosse
建立，除了分享了她多年的教學心得外，還有她為同
工悉心設計的免費蒙氏藝術課程。課程提供過百個以
五至十二歲學生為對象的藝術課，內容涵括實踐蒙氏
藝術教育的方法、教室設計、蒙氏教具和相關的藝術
活動。 

5
Waldorf Teacher Resources 
這個網頁由美國人資深華德福教師 Michael Seifert 一
手建立。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年級至八年級的教案，
概括地了解華德福獨特的跨科藝術教育。

6

8

4

The Ar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這個平台有不少外國視覺藝術科教師供稿，分享教學
心得，你亦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免費的教學資源。有
需要的話，還可以報讀其網上課程。

7
啊 ! 設計 （デザインあ）
「啊！設計」是日本 NHK 的美育節目，節目以中小學生
為對象，透過日常生活用品，引領觀眾走進設計的世界。
每集節目雖然只有十五分鐘， 卻包含了「設計的觀察」、
「素描」、「拆解」、「訪問名設計師」等不同的單元。
如欲觀看，可在網上搜索「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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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教育中，教室的配色和美感也很重要。 ©  valilouve

「帶插座圓柱體」的設計鼓勵小朋友自我修正。 ©  valilouve

蒙特梭利教育法源自義大利一位醫師瑪利亞 · 蒙特
梭利 (Maria Montessori) 的教育理論，目標是培養幼
兒成為獨立、自律、富有責任心和同理心的人。在蒙
氏教育裡，老師為學生預備環境，然後讓學生自行選
擇想做的工作，所以課室內可能會有好幾種不同活動
在同時進行，而老師亦會按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和進
度，以個別、小組或團體形式來指導。如果學生不知
道想做什麼，老師則會根據平時對學生的觀察而為他
們介紹合適的工作，以鞏固和發展其能力。簡單地說，
實踐蒙特梭利教育法的老師是學生與環境之間的一道
橋樑。

在蒙氏教室裡，通常會有十幾個櫃子整齊地陳列著教
具，以方便學生自由取用。其他設備的設置亦會遷就
孩子，如適合孩子高度的桌子和就算是孩子提起來也
不會感到吃力的水盆，令他們可以在不依賴大人的情
況下，獨立工作並學習各種生活技能。另外，教室裡
的物件在顏色、材質和形狀方面亦要具備美感，以吸
引孩子觸碰和使用。蒙氏相信美感源自日常生活，學
生長期浸淫在美的環境中，便會在潛意識裡築起美感
基礎，繼而把美感應用於生活各處。

根據蒙氏理論，幼童的心智為「吸收性心智」，不能
只靠老師講授知識，而要透過多感官探索和反覆的手
部操作，才能真正吸收知識。故此，在蒙氏教育中，
教師的講解和示範會儘量簡短，以讓學生之後有充足
的時間去實踐課堂內容。比起「教」，蒙氏認為老師
更重要的角色是觀察和不斷的反思——衡量是否需要
進一步指導，還是因為環境設定問題而令孩子未能自
我完成工作；是的話，就要在環境方面再下點功夫。
蒙氏有一句著名格言：「幫我自己做 (Help me to do 
it myself)。」即使孩子未能自我完成，老師也會使用
正向語言，加以鼓勵並指導，或者問孩子是否想繼續
工作，始終都尊重孩子的意願。

在蒙氏教育中，老師鼓勵學生在與教具的互動中自行
尋找答案。這些教具為蒙氏教育所獨有，其設計不單
著重感官訓練，還蘊含「錯誤控制」(control of er-
ror) 的設計心思。以上圖的「帶插座圓柱體」教具為
例，圓柱體的形狀大小和圓孔互相對應，幼童需要把
圓柱體放進相應的圓孔中，藉此訓練視覺的敏銳度和
學習序列的概念；使用這件教具時學生基本上只要自
己不斷嘗試和修正錯誤即可完成，而無需大人從旁幫
忙。

所有課室都只有一套教具，所以當某個學生在使用某
件教具時，其他也想使用這件教具的同學便要等待；
這是有意為之的，因為在蒙氏教育中，課室就仿如一
個小社會，小朋友要和不同的人相處，共享有限的資
源，從中學會取捨、體諒、與他人溝通和合作。用完
教具後，還要妥善地放回櫃子，以方便下一位同學使
用，藉此培養孩子的責任心。所以即使在自由的課室，
卻不代表孩子可以任意妄為，所有人都要學習尊重課
室內的常規。

另一與主流學校最大的分別是，蒙氏學校採取混齡分
班制，一個班別內的學生年齡差距可達兩至三年。這
種分班方式除了使學習內容變得多元化外，也促使學
生互相幫忙——年紀較小的可以向年紀較大的請教，
年紀較大的則在解答或示範過程中加深對所學的印
象——令教師不再是學生唯一的學習對象。值得一提
的是，蒙氏學校既沒有固定課表也不採用分節式上課
模式，一堂課一般在三小時內持續進行，好讓學生可
以長時間專注地學習以及對學習內容培養深度興趣。

甚麼是蒙特梭利教育法 ?
延伸閱讀

文：鄭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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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欄

M+ 對藝術教育的啟示
作者：劉瑩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和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講師

本期期刊探討「非主流藝術教育」，但其實要界定「非主流藝術教育」並非易事。業內被特別稱許的同工往往
都非一般，而兩年前的非主流教學法或已成為今天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有既定標準、代表主流的考試制度下，
學生的作品集仍可保留多少非主流的主觀意志呢？ M+ 最近終於開館，這間被譽為「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
文化博物館」藏有不少「前衛」和「非主流」（至少就創作時代而言）的藝術作品，它可以為藝術教育帶來甚
麼樣的啟示？

以藝術認識社會 以社會認識藝術

M+ 的館藏非常豐富。以當中最有名的希克藏品 (M+ Sigg Collection) 為例，數量便高達 1,510 件，並涵蓋艾
未未、丁乙、方力鈞、耿建翌、谷文達等三百多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國當代藝術由 1972
年至 2012 年的發展。而眾所皆知，藝術與社會文化唇齒相依，這些作品因而也成了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的一面
鏡子。從前我總不明白它們何以會如斯震撼，但近兩年來的經歷，令我恍然大悟，是時代賦予了它們內涵和內
在張力。

當代藝術有別於傳統藝術，不再追求美與和諧，而更多是批判現實，甚至直指傷痛，所圍繞的課題也正是現代
人所要面對的，如身份認同、種族、性別界定、暴力色情、政治權力、環境保護、過度消費等等。我曾提醒學生：
若你走進任何一個當代藝術展，發現看不明白時，不妨以這些課題為背景去嘗試理解作品，相信必有所獲。這
也呼應著教育局於教改後 2003 年所發表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當中就特別提及「認識情境」的重要性。

培養藝術胸襟

當代藝術勇於批判現實，部分作品自然不乏爭議性。M+ 博物館館長華安雅 (Suhanya Raffel) 曾言：「沒問題，
我們會展示這些⋯⋯我們的展覽和藏品都是圍繞著歷史及學術事實而發展，這也是我們較傾向的展覽理念。如
果為藝術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可以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觀點，這個城市才有機會成為全球藝術的中心。」 其實，
當博物館的營運資金是來自納稅人時，就更應把觀賞和學習權利歸還予大眾。在一個尊重歷史和充滿活力的社
會，政府必然會尊重每位公民學習、自由思考和自行詮釋的權利，甚至歡迎公民介入，以豐富藝術品的存在意
義和內涵，因為唯有這樣，社會才可更多元和更具創意。

早前受到爭議的是艾未未在《透視研究》(Study of 
Perspective) 系列中對天安門舉中指的照片。必須補
充的是，他在該系列中也對美國白宮、巴黎艾菲爾鐵
塔，以及香港維多利亞港等地標舉過中指，藉此表
達一種對權威的普遍質疑和不滿。我們實不宜只抽出
《透視研究：天安門》來作斷章取義式的評論。要提
升大眾的當代藝術評賞力，首要便是養成廣闊的胸襟
和多角度的視野。而深思藝術教育本質，不也正是要
突破主流和推陳出新，並培育學生的多角度批判思維
嗎？

1/ 張家馨，< 香港即將開館的 M+ Museum 其中「M+ 希克藏品」是否違反了國安法？ >。取自非池中藝術網：https://artemperor.

1

艾未未  洗白  1995-2000 年  (M+ 希克藏品 )

tw/focus/3904,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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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藝術 3 步驟 
  

香港觀點

多角度視野以外，M+ 也強調「香港觀點」。策劃「香港：此地彼方」的策展人彭綺雲說：「今次展覽聚焦本
港視覺文化的起源，有好多事情都只可在香港背景下發生⋯⋯香港就是，面對限制，仍然可以創新和保持自己
的獨特性。」 博物館策展團隊在如此價值觀模糊的年代，展示了堅守專業的態度，值得讚賞。不過，誠如何慶
基教授很早便提醒：「問題是怎樣培育支援足以面對國際級挑戰的本地藝術，協助建立能具信心、有自我價值
觀的評論、研究和藝術行政的機制。政府構思西九龍時，可曾考慮過那比西九龍還大得多的整體發展問題？沒
有具信心的自我的定位和內涵，匆匆地跳上『國際級』號快車又怎樣？說到底，這個『國際級』只不過是拉著
人家衫尾來自我陶醉的虛榮而已。」 這篇評論寫於 2004 年，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培育支援工作又進展如何
呢？

總結

M+ 的行政總裁馮程淑儀在開幕之際提到：「當代藝術本身會刺激大家對一些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如果預先設
立場去選展品，正違背了當代藝術的原意 (defeating contemporary art)。」 收藏家希克也說過，了解當代藝
術需要一個討論過程，並這樣反問批評者：「你接觸過這類藝術多久？」 

或許「主流」或「非主流」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明白藝術教育的目的和意義，並堅守藝術的有機性、
多元性和人性。願藝術教育者都能持守本分，「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給孩子們一個美好而具創意的未來。

2

3

4

5

安東尼．葛姆雷  亞洲土地   2003 年  (M+ 藏品 )

2/ 陳淑霞，<M+ 博物館開幕在即  微觀都市傳奇  策展人：好多嘢只可在香港發生 >。取自香港 01：https://bit.ly/32zNKAp,                                      
2021 年 11 月 5 日。

3/ 何慶基，< 國際級的迷思 >，信報 2004 年 12 月 14 日，取自香港藝評人資料整存與藝評網上文庫計劃：http://www.artscritics.
hk/?a=doc&id=368。

5/ 眾新聞記者，< 捐藏品給 M+ 收藏家希克發聲明：當代藝術批判現況  須開放才體會新思維 >。取自眾新聞：https://bit.

4/ 陳淑霞，< 西九 M+ 博物館 11.12 開幕  馮程淑儀：冀市民能包容尊重看待展品 >。取自香港 01：https://bit.ly/32zfi8L, 2021 年
11 月 1 日。

.ly/3sygCkB, 2021 年 3 月 29 日。22



感受藝術 3 步驟 
  

觀看藝術作品時，你是否也有過想要理解作品卻無從入手的體驗？其實怎樣看作品，並無對錯之分，即使沒有
深厚的藝術底子，也有方法能好好感受作品。或者下次在藝術館欣賞作品時，先不要急著閱讀和作品有關的說
明文字，而是以觀察力和想像力入手。同一件作品，不同人觀看會有不同的想法。如有親友同行，更可和他們
交流一下對作品的見解，或許會有新發現。

        嘗試從多角度觀賞作品，看看有甚麼人、物或事，然後留意作品的色彩、線條、筆觸、質感等視覺元素。

        你認為作品的主題和意念是甚麼？作品有令你聯想起甚麼嗎？作品中的顏色、線條、形狀代表甚麼或是

        閱讀作品旁的標籤、相關的展板和刊物，有需要還可查看書籍、網站、文章等資料，以加深對作品、創作

簡易 3 步驟  拉近你與藝術的距離

上圖 :  吳冠中  中國城   1993 年   ( 香港藝術館藏品 )

1  看一看
     這些色塊有著哪種形狀？
     你可數出多少種顏色？
     這些形狀和顏色的分佈如何？

2  想一想
     作品給你怎樣的感覺？試用天氣來形容。
     如果這是一張音樂專輯的封面，你猜會是哪類型的音樂？         
     這些色塊和點有令你聯想起甚麼別的東西嗎？ 
  
3  了解更多
     作品標題為「中國城」，你認為這個「中國城」是指甚麼地方？      
     作品和傳統水墨畫有甚麼不同？
     哪些部分有西方現代繪畫的影子？   

如何感受藝術？ 

一起跟著以上步驟試試看！

感受藝術 3 步驟

看一看1 

想一想

了解更多3

2

藝 術 史 一 隅  

在表現甚麼情感？想像力豐富的朋友更可從聽覺、嗅覺和味覺等方向去想像並體驗作品。 

背景和藝術家的認識。了解後回頭再看作品，或許你會對作品產生截然不同的觀感。

延伸閱讀：
《呼吸美學》 第二季 第六集「留法三劍客 – 吳冠中」

文：鄭芷晴
圖 : 香港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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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2 年顧問團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榮譽顧問：
李慧嫻女士（康文署香港藝術館專家顧問 ( 香港藝術 ))
沈慧林先生（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金嘉倫先生（前香港中文大學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前主持）
胡樂士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學系主任）
徐秀菊教授（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高美慶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前院長）
陳育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
楊春棠先生（一新美術館總監） 
 楊懷俸先生（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前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
劉唯邁博士（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總館長）
譚祥安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主任）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2020 至 2022 年執行委員會

會長
黃敏婷（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副會長
葉煥鈴（聖若瑟書院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梁崇任（玫瑰崗中學藝術教育發展總監）

財政
陳齊欣（長沙灣天主教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秘書
嚴穎彤（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執行委員
吳崇傑（社區導師）
李鈺山（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翁綺雯（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陳麗森（漢華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及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梁德賢（社區導師）
潘儷文（民生書院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蔡鎮業（馬鞍山靈糧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鄺啟德（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藝術教育領域統籌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羅小燕（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HKSEA)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HKSEA) 成立於 1992 年，為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本著美術為全人教育不可或缺一環的信
念，本會一直致力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出版相關刊物來提高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的素質，當中尤重視中小幼視
藝科教師的專業培訓和教學支援，以造就美學素養及創造力兼備的新一代；本會曾因此三度獲頒香港藝術發展
局「藝術教育獎」。身為國際藝術教育學會 (InSEA) 的成員，本會亦時與海外的藝術教育工作者交流，務求持
續地為香港的視覺藝術教育注入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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