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第六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議程

第一天 108 年 3 月 29 日（五）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 室 

時  間 議    程 

09：00 
10：00 

工作人員報到 

10：00 
12：00 

優秀論文評選會議 

12：00 
12：40 

午    餐 

12：40 

13：15 
一般與會貴賓報到 

13：15 
13：30 

開 幕 式 

13：30 

15：30 

美 
育 
論 
壇 

（一） 

主 題：美感教育@臺灣 

主持人：黃琡雅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 

引言人：洪詠善 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主任） 

黃祺惠 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 

討論人：馮朝霖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李  崗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萬煜瑤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教授） 

15：30 
16：00 

茶    敘 

16：00 

17：00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A308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一） 
品 
味 
之 
美 

山本兼一的茶道美學：欲求他者的欲望 
劉秋固 

（大葉大學）
何佳瑞 

（輔仁大學）

何佳瑞 
（輔仁大學）

休謨論品味 
陳重佑 
但昭偉 

（臺北市大）

17：00 
19：00 

晚  宴 

19：00 

22：00 
新書發表會 



19：00 

20：00 

專題 

演講 

(一) 

•主  題：千江有水千江月 -- 坎伯神話理論的教育蘊意 

 發表人：馮朝霖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20：00 

21：00 

專題 

演講 

(二) 

•主  題：Education between speech and writing：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Dao and deconstruction 

 發表人：洪如玉 教授（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21：00 

22：00 

專題 

演講 

(三) 

•主  題：繪本美感教學 

 發表人：張美鈴 教授（婕諾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 

 

 

第二天 108 年 3 月 30 日（六）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 室 

 

時  間 議    程 

08：30 
09：00 報    到 

09：00 

11：00 

美 

育 
論 
壇 

（二） 

主 題：實驗教育與美感教育--道禾學校教師所面臨的挑戰 

主持人：李  崗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引言人：蔡佩伶 老師（道禾實驗教育學校學術長） 

        紀碧雲 主任（道禾美學課程發展中心主任） 

        陳建宏 老師（道禾實驗教育學校校務長） 

討論人：林美玲 博士（教育曠野自共學團創辦人） 

        徐永康 博士（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執行長） 

11：00 

12：00 

場次 A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A308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二） 
教 
學 

信 
念 

泛愛主義教育思想探析 
劉蔚之 

（臺灣師大） 
洪如玉 

（嘉義大學） 
洪如玉 

（嘉義大學） 
臺灣教育工作者靈性教育觀的探究 

林忠蔚 
（政治大學） 

場次 B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B313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三） 
文 
學 
之 
美 

中國古典小說接受與審美之課程實

踐：以北藝大舞蹈系七年一貫二年級

「古典文學」課程為例 

何儒育 
（臺北藝大） 

方志華 
（臺北市大） 

方志華 
（臺北市大） 

興於詩：孔子詩教的美學詮釋與課堂教

學實踐 

吳昌政 
（建國中學） 

場次 C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D217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四） 
師 
資 
培 
育 

說畫繪本融入華語師培課程教學模式
行動研究：以四冊哲學繪本為例 

邱凡芸 
（金門大學） 

王俊斌 
（國北教大） 

王俊斌 
（國北教大） 

MOOCs 繪本導讀師美感教學培育課程 
張美鈴 

（婕諾雅公司） 

12：10 
13：00 午    餐 

13：00 

14：00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A308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五） 

文 
本 
之 
美 

八大山人繪畫文本之解構 
黃意琳 

（南華大學） 簡成熙 
（屏東大學） 

簡成熙 
（屏東大學） 電影教育教材研究—以《戀戀風塵》為

例 

宋咏玲 

（政治大學） 

14：00 

15：00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A308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六） 
生 
活 
之 
美 

放下的美學：探究《莊子》思想實義的
生活突現之美 

吳鈺崧 
（仁德醫專） 許宏儒 

（中央大學） 
許宏儒 

（中央大學） 
純粹生活與美感體驗 

林泰石 
（臺灣師大） 

15：00 

16：00 

壁報論文發表/茶敘時間 

 圖畫創意手冊課程活動對科技大學學生-學習漢字會意結構狀態之分析（吳憶蘭/

亞東技術學院） 

 大自然的幼兒化妝舞會（嚴嘉吟、蘇育代/東華大學） 

 美的和諧觀之應用-以幼兒園情境為例（吳雅玲/臺南大學） 

 在環境教育中啟發美感之課程設計（鍾育玫/東華大學） 

 杜威從經驗與自然的觀點，對 art的再詮釋（黃春嫺/臺北市大） 

 樂齡教育之藝術師資培訓-以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銀髮藝術師資培訓」為例 

（何妍儀、林宜蒨/臺北市大） 

 美學教學實踐與實驗：烘焙藝術的色香味觸（廖雅淑/嘉義大學） 

 天人合一：冬至「九九消寒圖」之美學意蘊（林玉惠/東華大學） 

 《林泉高致》的山水內涵與教育應用（鄒沛芬/東華大學） 

16：00 

17：00 

論文發表   地點：教院三樓 A308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七） 
環 
境 

之 

美 

中國園林的美感教育之研究——以園
林景觀設計專業學生為例 

高西美 
王玉華 

（東華大學） 王嘉陵 
（海洋大學） 

王嘉陵 
（海洋大學） 

高雄錫安山的環境教育美學 
李佳穗 

洪如玉 
（嘉義大學） 

17：00 
18：30 頒獎／綜合座談/合影 



新書發表會 
第一天 108 年 3 月 29 日（五） 

地點：花蓮市五權街 1-5 號（遺忘事務所） 

時  間 新 書 發 表 會 

19：00 

22：00 

•書  名：千江有水千江月 -- 坎伯神話理論的教育蘊意

發表人：馮朝霖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林美玲 博士（教育曠野自共學團創辦人） 

  許宏儒 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教學與學習研究所助理教授） 

•書  名：Education between speech and writing：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Dao and

deconstruction 

發表人：洪如玉 教授（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書  名：繪本教學理論與實務-原來繪本的「美」在「這裡」

發表人：張美鈴 教授（美國索非亞大學超個人精神心理研究所教授）

•書  名：倫理學與教育

發表人：簡成熙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

•書  名：哲學與教育—基督教觀點

發表人：簡成熙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

美育工作坊議程
第二天 108 年 3 月 30 日（六） 

時  間 議   程 

13：00 

17：00 

美 
育 
工 
作 
坊 

（一） 

•主 題：在「慢」中，看見身體聲音之美

•講  師：張中煖 教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退休教授／亞太地區
美感教育研究室聲音與身體課程實驗方案主持人） 

•地  點：花師教育學院 A212 室

美 
育 
工 
作 
坊 

（二） 

•主 題：心靈繪畫

•講  師：郭淑玲 教授（新人文藝術中心執行長／自由藝術工作者）

•地  點：花師教育學院 B129 室

美 
育 
工 
作 
坊 

（三） 

•主 題：意象美感敘事—走進圖畫．敘事自我心靈的世界

•講  師：張美鈴 教授（婕諾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

•地  點：花師教育學院 B108 室

17：30 
19：00 

人員會議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合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二、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一)辦理情形 

研討會第一日   108 年 3月 29日   星期五 

1. 開幕式   13：15 - 13：30 

第六屆教育美學研討會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東華大學盛大舉行，邀請諸

位貴賓蒞臨開幕式，包括：東華大學副校長林信鋒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

究中心洪詠善主任、東華大學主任秘書古智雄教授、…等。 

國立東華大學林信鋒副校長首先致詞，表示熱烈歡迎各位教育先進後學蒞臨東華大

學，希望透過美學研討會的舉行，創造一個對話的空間，讓教育美學的迴響愈加熱烈。

本屆主辦人─李崗教授亦說明舉辦教育美學研討會的目的，其實是希望透過校園，能夠

開啟跨領域的對話平台。藉由會議當中的演講與議題逐步建構教育的美學基礎，進而具

體評析我國美育的相關議題。而後接續國教院洪詠善主任、東華大學教育系主任劉明洲

教授…等接連致詞。最後拍攝大合照。 

2. 美育論壇(一)：美感教育@臺灣   13：30–15：30 

主持人：黃琡雅 教授 

引言人：洪詠善 教授 

   黃祺惠 教授 

討論人：馮朝霖 教授 

李  崗 教授 

萬煜瑤 教授 

103 年，教育部推動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從幼兒到成人，從學校到社區，美

感意識已逐漸被喚醒，「美感」成為國人普遍關心的議題。當我們談論美感教育時，多

視為未來趨勢與國家軟性競爭力，一如趨勢學者 Daniel H. Pink 於《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這本書中也提到，新經濟時代中，人們必須： 

不只有功能，還重設計；不只有論點，還說故事；不只談專業，還須整合；不只講

邏輯，還給關懷；不能只正經，還會玩樂；不只顧賺錢，還重意義。」（查修傑譯，

2008） 

人才培育的想像具體落實於台灣全人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目標。隨著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自願景理念、課程目標、核心素養皆體現台灣美感教育的育人圖

像。從教育美學的立論，美感教育包含人的學習圖像、教育想像、課程美學、美感經驗、

教師/藝術家/研究者的實踐等文本的開展。希冀梳理美感教育研究脈絡、勾勒圖像、回

顧與展望美感教育的實踐與落地生根與綻放國際。 

與會貴賓各自表述對與美的認定與感知經驗，並探討美感教育在台灣的推動情形、

困境與建言，產生了諸多共鳴與展望。 



3. 論文發表：品味之美   16：00–17：00 

山本兼一的茶道美學：欲求他者的欲望 

主持人：何佳瑞 教授 

發表人：劉秋固 教授 

評論人：何佳瑞 教授 

以「差異」的美感經驗，探討山本兼一《利休之死》的侘寂茶道美學。而侘寂(わ

び さび／Wabi-Sabi)被認為是日本茶道美學最基本的觀念。傅偉勳以久松真一的主張認

為，侘寂具有茶道文化獨特的七大性格，彼此和而不可分，即不均齊（asymmetry）、簡

素（simplicity）、枯高（lofty dryness）、自然（naturalness）、幽玄（profound subtlety）、脫

俗（non-vulgarity）以及寂靜（tranquillity）。但是，當我們反省藝術表象(形式風格)如果

脫離實在界，將導致美感經驗的疏離與封閉，使美感意識喪失理解自我與揭示真理的創

造力量，造成美感經驗與生活世界的斷裂。美感經驗既已淪為空洞疏離的幻覺，則將再

也無能為力面對生活世界的僵化與貧乏。就像海德格所指出的一樣，他在其《同一與差

異》中，指出西方文化對「存有學差異」的忽略。傳統西方哲學由於只注意到存有者與

存有者之間的差異，而忽略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差異，乃至於遺忘存有、遺忘差異，因

而造成西方文化的存在意義的危機。山本兼一的《利休之死》所描述的不均齊的花器、

簡樸的草庵茶室、自然契合手掌的茶碗、枯高的山茶花裝置等等，因為真實的愛情差異

之故，就像後現代哲學對差異思想的探討一樣，所謂藝術差異，乃是指藝術作為重立差

異的語言，以及藝術作為尋求差異的欲望而言，用以呈現藝術作品之所以成為藝術作品

的差異之處。日本的茶道在吸取中國的茶、禪思想之後，發展出特有「侘寂」思想及美

學。現在，山本兼一《利休之死》這一部文學小說，以後現代哲學的觀點，描述侘寂茶

道的「差異」美感經驗。 

休謨論品味 

主持人：何佳瑞 教授 

發表人：陳重佑 同學 

但昭偉 教授 

評論人：何佳瑞 教授 

講者認為休謨（David Hume）在某些論述上並不完善，不過他對品味標準的觀點並

沒有出現太大的錯誤。雖然如何分出藝術作品的高下，休謨並沒有完全的交代清楚。但

整體來說我們都能承認，透過練習便能提升自己的品味能力。而這樣的能力在發展同

時，我們也就漸漸的能夠判斷出，一件藝術作品究竟是好是壞了，因此講者相信品味的

標準是確實存在。 

最後將休謨的論點稍作整理： 

（一） 人們在具體描述上總有差異，因此需要品味的標準才能準確給藝術作品立

下評價。 

（二） 敏銳的品味是一位評論者所需的重要能力。 

（三） 有資格品味的人，必須是時常練習、經驗、比較不同藝術作品形式，並且

免除個人偏見之人。 

（四） 我們無法進入那些對我們來說是不正確或不適當的情感，但是我們可以原

諒某些矛盾、荒謬的行為，是由於各地的風俗民情不同而導致的。 

（五） 品味的標準是由有敏銳品味的人們所制定，並且橫跨國家與時間，流傳下

來的。 



講者認為即便休謨在某些論述上並不完善，卻也同意他對品味標準的觀點。雖然分

出藝術作品的高下仍有疑慮，但大體而言，把一件藝術作品判斷為好或壞的標準，講者

相信是確實存在的。我們不會將小學生的作文拿來和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來做比

較，也不會把幼稚園孩童隨意的敲敲打打認為是一段流暢的打擊樂。但從更細微的方向

而言，一位 NBA 的職業籃球選手大致上可以看出哪位小朋友具有打籃球的潛力；一位

音樂家大致上也能看出哪位學生擁有不錯的音樂造詣。雖然我們不能為麥可‧喬丹

（Michael Jeffrey）和科比‧布萊恩（Kobe Bean Bryant）誰是最棒的得分後衛做下結論（即

便麥可‧喬丹被認為是籃球之神，但仍會因為一些因素，而難以做比較，如年齡、環境、

戰術等），但是我們卻可以認為兩者都是頂尖的籃球選手。同理，講者認為雖然我們目

前無法表明哪件藝術作品是最完美的，但是卻也都能判斷哪些作品有達到美的程度。 



 

研討會第二日   108 年 3月 30日   星期六 

1. 美育論壇(二)：實驗教育與美感教育-道禾學校教師所面臨的挑戰 09：00–11：30 

主持人：李  崗 教授 

引言人：蔡佩伶 老師 

        紀碧雲 主任 

        陳建宏 老師 

討論人：林美玲 博士 

        徐永康 博士 

道禾美學中，老師一年學一事，透過認識自己的日常，肯定自己的文化，當老師認

識了文化的厚度，教學就會是美的!讓孩子上學是從 16 小時的家走到 8 小時的家，邀請

家長成為教育伙伴，親身學習孩子所學的，與孩子共同成長，設計課程讓孩子學習以己

之力，為己所學的美學精神。 

教學設計採課程共備的方式，所有的課程都有個共構的核心，在學科的教學中融入

生活的教學，讓老師不僅是教師也是生活導師。 

這次的演講從未來的圖像到美學的打開，最後是如何實踐，但三位演講者沒有談論

到青少年的這塊，青少年是人生一個最大的轉變，經過道禾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眼神

是溫柔的，但是這也出自於良師的教導，因為道禾的永恆良師的觀念下，我看到許多新

生的道禾老師是疲於奔命的，也會讓這些老師們陷入許多困境，我認為這是道禾需要面

對的一個挑戰。另外我認為道禾的另一個挑戰是在地化的課程有實作而沒理論，較無法

與中國的貴族文化結合。 

在各種實驗教育中，都較沒有高度認同的感覺，這是我們需要面臨的一個問題，而

道禾的教育裡改善了系統性教學裡的一些毛病，在道禾的課程中讓孩子能夠結合在地的

生活學習。也希望道禾能夠分享自己的精神給社會。 

提問討論 

1. 在做這些實驗課程時，想請問學生是否有成效，道禾如何檢核學生有否達成成

效？ 

2. 人文經典的學習在道禾課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3. 道禾的核心思想是儒家還是佛家?還是三教分流? 

4. 針對一開始分享的影片，覺得影片的轉換節奏非常快，如果用這種方式教學生，

學生也會無法吸收。 

 

2. 論文發表：教學信念   11：00–12：00 場次 A 

泛愛主義教育思想探析 

主持人：洪如玉 教授 

發表人：劉蔚之 教授 

評論人：洪如玉 教授 

泛愛主義打破了不同階級的小孩的學習模式，家境清寒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為了



平衡階級制度的心態，於是發明了制服，在學校裡創造地位日、公雞日、財富日，讓家

境富裕跟清寒家境的學生都能有鼓勵，還有個隨遇而安日，來學生習得在逆境中求安穩。 

對於蔚之教授的報告覺得非常有趣，教授提到學生都過得很快樂，但泛愛主義中也

提到競爭，這中間如何協調呢？學生在個人、公民、國民需做培養，但應該如何實踐? 

提問討論 

1. 當學校的教育資源有限，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出現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

窮困的孩子無法透過學校來獲取成功，那泛愛主義該如何實踐呢？ 

2. 蔚之教授提到的時代背景與現在時代背景不同，所以可能會無法以相同的想法

看待泛愛主義。 

臺灣教育工作者靈性教育觀的探究 

主持人：洪如玉 教授 

發表人：林忠蔚 教授 

評論人：洪如玉 教授 

教育即是提升靈性的作為，全台灣所推廣的全人教育本質其實是靈性教育但卻缺少

靈性。探究介紹：1.全人教育的模糊性。2.整理論的世界觀。3.靈性之於教育的意義。4.

靈性包含哪些向度及內涵。5.靈性的二維探析。6.探究教師對靈性及靈性教育的態度與

看法。7.分析結果。8.結語與建議。 

對於忠渭教授的論文也覺得非常有趣，看完文中提到靈性的四個向度，但是我還是

對靈性感到模糊，究竟靈性該如何定義？那換成生命教育有什麼差別？如何避免教育淪

為自我催眠當中？ 

提問討論 

1. 對於忠蔚教授看待靈性的想法可能太狹隘了，靈性不該被二維的概念限制住，

教授若用這樣的方式探討靈性，或許最後會追求不到什麼結果。 

 

3. 論文發表：文學之美   11：00–12：00 場次 B 

中國古典小說接受與審美之課程實踐： 

以北藝大舞蹈系七年一貫二年級「古典文學」課程為例 

主持人：方志華 教授 

發表人：何儒育 教授 

評論人：方志華 教授 

中國古典小說作者常化用經典作品、史傳文學或其他文類的精髓，進行藝術性的重

構再造。Jauss 所論作者與讀者互為主體的論點，引導教師深思古典小說接受與審美的教

學實踐方式。首先，互為主體提示教師，學生為一具有主體性的閱讀者；在文學課堂上，

「主體性」可透過對課程中的知識概念，以及作品脈絡之發現探究鋪陳開來，因此，這

堂課鼓勵學生透過自覺而自主的思考、討論與辯證，開顯並豐富「我」所以為「我」的

生命經驗，循此，評量亦採用作品分析與跨域創作的形成性評量。 

期待透過師生的對話，引發作為讀者的學生自然地與作者、作品對話，雙向開顯、

豐富彼此的內蘊，興發獨特而又能與課堂對話的美感。這種精神可統整為下圖。 

在課程實踐中，呈現三種面向，其一為感同身受作者的生命史，以作者的經驗，豐



富自身的生命史；其次則為挖掘、體驗小說藝術技巧，並能自由運用於自身創作中；其

三則為小說人物生命處境與哲思的體驗與思索，期能拓展自身德行修為與實踐的多元可

能。 

興於詩：孔子詩教的美學詮釋與課堂教學實踐 

主持人：方志華 教授 

發表人：吳昌政 老師 

評論人：方志華 教授 

孔子思想的情感向度，其間對於個體生命情感的深刻洞察、體認與尊重，毫無疑問

地能提供二十一世紀的美學教育重大啟發。嘗試從美學的角度切入，透過《論語》及相

關典籍文獻的文本分析，詮釋孔子詩教的美學內涵。進一步，以高中國文課程中詩歌文

本的教學為例，呈現孔子詩教的精神如何可能在現代課堂中演繹與實踐。 

孔子詩教的美學詮釋：以「志」、「仁」、「興於詩」為脈絡，志：個體生命的主動性

與價值取向；仁：人內心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興於詩：通往美善交融的和諧人格。 

針對孔子詩教進行分析、詮釋，所舉的課堂實踐也以詩歌作品教學為主，然而「詩

教」所本，重視生命情感的喚醒，最終走向美感與道德合一的境界，這樣的精神卻不必

受到文本類型的限制，而可以浸滲到不同的教學情境當中。 

 

4. 論文發表：師資培育   11：00–12：00 場次 C 

說畫繪本融入華語師培課程教學模式行動研究：以四冊哲學繪本為例 

主持人：王俊斌 教授 

發表人：邱凡芸 教授 

評論人：王俊斌 教授 

繪本作為一種通俗文體，對於學生學習掌握各種類型的知識都很有幫助，在各國的

研究中都證實了這點，所以將繪本元素加入到日常教學中去，可以幫助學生理解文本內

容其背後所蘊藏的思想內涵。我們不應該做一個按部就班、碌碌無為的老師，而是做一

個活老師，讓課堂充滿變化，富有生機。 

教授展示了自己在課堂上向同學們展示的自己編寫的繪本故事，同時也展示了自己

在實際教學中自己所採用的方法和實際產生的問題。 

MOOCs繪本導讀師美感教學培育課程 

主持人：王俊斌 教授 

發表人：張美鈴 教授 

評論人：王俊斌 教授 

磨課師是一個新興職業，這幾年磨課師有了突飛猛進地增長。其中家庭教育師資培

育就是磨課關注的一環，通過磨課，老師教你如何講故事，當代很多家庭都需要進行被

救教學，很多家長不懂得如何教孩子寫作，父母親對於孩子教育的往往是比較難以把

握。磨課師提倡覺智教育，運用繪本，針對寫作心療翻轉家庭語文教育常出現的問題，

解決父母本身家庭教育存在問題，努力讓孩子在寫作過程中將文章思想層次逐步提升。

社會需要加大對繪本導讀師的培養，從事此類型的職業的很大一部分自己也是母親，這

種教育也有助於她們成為優秀的母親。在這種教育中師生的關係是非常平等的，我們在



閱讀繪本的時候需要將繪本的美感教育出來，同時在美感教學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

體會這種美感的切入口，需要把繪本里的圖案清楚的表現出來 

 

5. 論文發表：文本之美   13：00–14：00 

八大山人繪畫文本之解構 

主持人：簡成熙 教授 

發表人：黃意琳 教授 

評論人：簡成熙 教授 

根據作者對於八大山人繪畫文本之解構，主要提出下列三點結論： 

一、八大山人之繪畫文本體現創造性思維 

八大山人的創新風格，對後世許多畫家產生深遠的影響。八大山人處在一個歷史變

動激烈的世代，變異風格產生以大寫意花鳥畫創作，表現文人畫風格。八大山人歷經大

時代環境的變動，生存與生命價值的取捨上，人生經歷之變化，充滿強烈的「符號」創

造新意。從叛逆到晚年的回歸。八大山人的繪畫文本創造是來自對自己和環境的體認。

八大山人花鳥畫表現出時代性，以託物傳情達到暢神、言志的目的。 

二、八大山人之繪畫文本傳達生命存有價值 

八大山人簡潔之繪畫文本，因文人意識而展現跨時代「自我」的批判與多重想像。

八大山人因為遺民情結，內在的情緒出現不同時期的變化。八大山人的隱喻自我「存

有」，東西方哲學思想互相指涉， 海德格主張人生之「詩意」的存在，重新找回「天人

合一」的和諧的自我，終於能在作品回歸自我的存有。八大山人的「凝視」圖像，蘊含

多重的「自我」孤獨思維，是一種最寂寞的孤獨。藉由「翻白眼」背後隱藏的內心，體

現文人寂寞蒼涼的一面，如何在困境中生存，啟發「自我」與「存在」之間的想像。 

三、八大山人之繪畫文本蘊含象徵性語言 

八大山人繪畫文本有其象徵性語言創造性。八大山人的繪畫文本在中國傳統的審美

範疇中，得到了「象徵」最充分的體現。八大山人創造出繪畫文本虛實相生的逸趣，使

得觀看空間具有多重的意義。八大山人透過象徵，表達自我內心的批判思想，其詩、書、

畫隱含許多的象徵意義，如同存在主義哲學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充滿了後現代之批判

精神。 

八大山人同樣以超越時代傳統的限制創作，如同尼采所強調之超人主張，每個人都

應當不斷的超越自我，展現生命力及意志力，創造自我的人生。中國文人的核心精神在，

在淡泊而圓融的人生觀中得到應證。 

電影教育教材研究—以《戀戀風塵》為例 

主持人：簡成熙 教授 

發表人：宋咏玲 老師 

評論人：簡成熙 教授 

因應時代的需求，12 年國教的素養導向言明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在各界的推廣下電影

教育開啟了新的可能。 

從台灣相關出版品及教育現場觀察可知，運用影片或多媒體融入教學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或配合劇情展開議題討論等並不少見。但電影語言、音像分析、電影美學探討等

面向卻相當的不足。所以向看重電影教育的法國教材借鏡，成為我們開發本土電影教育

教材的一條路。作者從「戲院在學校」系列的編排方式與教育功能分析和《戀戀風塵》

的文本分析著手，探討其作為電影教育教材的適切與可行性。 

電影教育的功能，在於使學生具有判讀音像符號的能力，在影音資訊的洪流中不被

洗腦、能獨立思考。不只能感知還能進一步詮釋說明音像美學，使學生具有深入欣賞電

影藝術的素養，增添生活情趣及人文內涵。而本土優秀電影藝術也值得被新生代重新認

識，豐富的歷史記憶、土地情感、及文化經驗等礦藏深埋在這些影像中等待教師引領學

生共同挖掘。好的電影教材應當呈現電影做為豐富多元的意義載體，是如何提供學習者

(觀眾)豐富的感知經驗，同時也應提供教學者具體而多面相的切入管道，使學生、教師、

電影之間形成深入的美學對話與思辯過程，達成有意義的學習互動。 

 

6. 論文發表：生活之美   14：00–15：00 

放下的美學：探究《莊子》思想實義的生活突現之美 

主持人：許宏儒 教授 

發表人：吳鈺崧 教授 

評論人：許宏儒 教授 

「放下的美學」，強調的就是一種多元、開放與創意自由的各種可能，它旨在喚起

人類的環境意識覺醒與自我在環境中不斷的重新定位與安頓，同時，從實踐的體驗突現

來說，它更避免讓自身淪為一種思想文化封閉僵化的宰制霸權，因此，它亦可開放自身

並且展示與其他領域交互參照、彼此互補接納和包容並蓄的特性；換言之，「放下的美

學」之所以能夠向種種不同見解的「X 美學觀」或「X 理論」保持敞開，正是因為「放

下的美學觀」其實涵融了以《莊子》思想提示「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要領而能與眾家

思想相互接應。 

發表人主張透過「《莊子》思想實義的生活突現之美」所涵蘊的美學觀，可以提高

人類環境意識與生活自覺的敏感度，這種經由體現自然之道的實踐過程可以形成美好祈

嚮的適切生活態度，其實可以與諸「X 觀點」兼容並蓄並且有以合作地發展出體現優位

∕最優價值的實踐活動；此容或即是一種透過「放下再放下」突現創意性自主自由而進

以凸顯並開展生命∕生活美學向度的突現之美，因此，「《莊子》『非人』實義的生活突

現之美所涵蘊的美學觀」可以成為環境美學未來發展的一種主要∕更佳視點。 

純粹生活與美感體驗 

主持人：許宏儒 教授 

發表人：林泰石 老師 

評論人：許宏儒 教授 

簡單樸素的純粹生活可以讓人自在地獲得豐富的美感體驗。純粹生活亦即以覺醒的

生活本身為其目的，讓呼吸只是呼吸，煮飯只是煮飯，吃飯只是吃飯，工作只是工作，

休息只是休息，坐只是坐，走只是走。這一簡樸生活的關鍵在於隨時保有覺醒的正念，

當人們投入全部的身心，對生活細節完全專注，並持續清淨地觀照，以確實活在整個環

境的當下裡面，於是純粹生活裡沒有額外的其他目的，只是全心地體驗生活中的美麗。 



美感生活不在於廣度和長度，而在於深度、密度和溫度，這需要我們在生活中的每

個當下都能與生命有所接觸，並因而感動自己和周遭的人們。我們為了能夠領略到美的

本身，生活美學不僅是純文字的敍述，因為美感經驗得透過在生活中的實踐才能感受和

體會。我們得在生活的形式和內容兼顧的情況下享受自己，讓自己感動，然後也及於他

人，用來相互美好各自的人生。 

7. 論文發表：環境之美   16：00–17：00 

中國園林的美感教育之研究——以園林景觀設計專業學生為例 

主持人：王嘉陵 教授 

發表人：高西美 教授 

王玉華 老師 

評論人：王嘉陵 教授 

在園林景觀設計專業的教育教學過程中，離不開美的薰陶，亦離不開對園林美的認

知，學生的設計能力的提升，需通過對中國古典園林美的感知、認知的基礎上來加以實

現。 

發表人從人文、空間、意境分析中國園林之美，從中找出園林美感教育之價值，透

過課程為載體進行美感之培育，最終以設計實踐為手段的中國園林美感之體驗與提升。 

對中國園林優秀的文化內涵的繼承與發揚，既不能完全照搬傳統園林造園手法和形

式，也不能無條件的遵循其造園思想，是以當下生活需求為出發點，發揮中國園林的中

和之美、人文之美、形態之美、意境之美的功效，美化人的心靈，促進園林景觀設計專

業人才的培養，寄望于人才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營造體現民族特色

的園林景觀，傳統的文脈得以可持續性的發展和延續，創造新時代的中國園林景觀。 

應當指出的是“園林景觀設計專業學生的中國園林美感教育之評價”亦是極為重

要的內容。它作為該專業學生對中國園林之美的知識性掌握、體驗性感受和初步的綜合

性之實際應用的一種評價，及時對學生相關學習情況的一種檢測，也是對中國園林美感

教育加以改進與提升的重要一環。當然，這一環節需要結合相關課程和專業實踐活動，

將相應的知識性考核考察與發揮學生的自主創新內容結合起來，以全面評價園林景觀設

計專業學生的中國園林美感教育之得失。 

高雄錫安山的環境教育美學 

主持人：王嘉陵 教授 

發表人：李佳穗 同學 

洪如玉 教授 

評論人：王嘉陵 教授 

隨著環境的變遷，我國小學將環境教育融入於課程中，期望提升學生對國內外環境

保護議題的關注與重視，但難免會使學生淪為紙上談兵，無法真正將概念實踐於生活

中，因此課程效果有限。 

發表人透過高雄錫安山的例子，去探討他們對於環境教育和環境美學的實踐，來了

解他們是如何實踐「回歸自然」。 

在情義層面：對錫安山來說，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上帝的恩賜，因此他們以神本



教育，作為其精神核心價值。他們對大自然充滿著敬畏之心，對自然的一切抱持著感恩

的心，他們親近大自然，去感受、享受和發現大自然的美。 

在認知層面：錫安山的教育強調與大自然共生，但為了更瞭解自然的脈絡，他們必

須從科學化的角度去欣賞自然，或許對他們來說，沒有制式化的科學課程，但因為他們

生活中需要，所以他們可以從實用性的角度去思考，此時知識對他們來說，不再只是課

本的知識，而是真正可以用於生活當中。 

在技能層面：錫安山有著與大自然近距離接觸的優勢，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處，是

他們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在不破壞大自然之美的前提下，進行種植、農作，使大自然

得以生生不息，因此他們必須先了解自然界的事件，包括：光合作用、食物鏈等，才能

運用自然界的特性去做農作。 

發表人利用研究發現，對環境美學的教育提出建議，包括：增加孩子對大自然所發

生事件的重視，使他們可以透過地層、氣候等分析，來認識自然的變化，過去我們的自

然課本，常常教導孩子哪些地形是怎麼形成的，雖然我們知道原理，但若能透過實際的

觸摸、觀察等，可以使孩子真正感受到自己生活在這大自然環境中。因此，希望透過這

個研究，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要如何創造機會讓孩子接近自然、感受自然、愛護自然，

藉此可以對我國環境美學教育之培育提供一些參考。 



(二)參與狀況 

1. 與會人數

本屆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與會者包括國內知名的教育學者：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

及教學研究中心洪詠善主任、國北教大課傳所─王俊斌副教授、政大教育學系─馮朝霖

教授、臺師大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逢祺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

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黃藿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劉蔚之教授…

等，及關心教育發展的各大學校長、教授、在職教師、學生等貴賓，顯示主辦單位在

教育美學上持續努力、耕耘所獲得的成績和肯定。本次研討會所有與會貴賓共244位。 

2. 研討會回饋單統整與分析

(1) 評分回饋統計-會議內容 

【會議內容】 整體平均分數 4.3 

我覺得論文發表的內容相當嚴謹 我覺得的新書發表的內容令人印象深刻 



本項平均分數 4.1 本項平均分數 4.3 

我覺得本次會議對於美學素養的提升相當有幫助 我覺得本次會議對於教育理念的反思相當有幫助 

本項平均分數 4.4 本項平均分數 4.4 

我覺得此次會議內容值得與他人分享 

本項平均分數 4.4 



三、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貴賓蒞臨開幕式致詞，從左依序為：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李崗教授、國

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洪詠善主任、東華大學副校長林信鋒教授、東華大學主
任秘書古智雄教授、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劉明洲主任。 

美感教育@臺灣-美感意識已被喚醒，

「美感」成為國人普遍關心的議題。 

品味之美-無法表明哪些是最完美的，

但卻都能判斷哪些有達到美的程度。 



  

實驗教育與美感教育-道禾學校教師所

面臨的挑戰：邀請家長成為教育伙伴，

親身學習孩子所學的，與孩子共同成長 

教學信念(左至右)發表人林忠蔚老

師、主持人兼與談人洪如玉教授、發表

人劉蔚之教授 

  

文學之美-吳昌政老師，孔子詩教的美

學詮釋：以「志」、「仁」、「興於詩」為

脈絡。 

師資培育-邱凡芸教授，繪本作為一種

通俗文體，對於學生學習掌握各種類型

的知識都很有幫助。 

  

文本之美(左至右)發表人黃意琳教

授、主持人兼與談人簡成熙教授、發表

人宋咏玲老師。 

生活之美-簡單樸素的純粹生活可以讓

人自在地獲得豐富的美感體驗。 



  

研討會第二日與會盛況 

 

與會全員大合照，一同期待下次盛宴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