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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104 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桃園市 104 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桃園市迴龍國中小學書道教育實施辦法。 

二、目的： 

（一）傳承固有中國文化書法藝術。 

（二）提供豐富的書藝知識，使學生領略中國書法精粹。 

（三）為達到書法藝術的生活化，豐富的教學課程。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三）協辦單位：桃園市銘傳大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一）迴龍國中小：書道社學生 3 年級~8 年級共約 30 人，行政團隊 5 人。 

 （二）銘傳大學：授課教授 2 人，助教團隊應用中文系學會 4 人。 

五、活動性質： 

 （一）計畫摘要 

     書法為中國文化核心精神之表現，乃中國特有之傳統，淵遠流長；而毛筆成為中國

書法的主要書寫工具，除了歷史發明之機緣和日常便利性外，亦在於其筆觸可隨書寫者

作各種自由微妙的變化，創造出無窮的變化意象。也因而使書法超越了文字的實用功

能，進入藝術領域，開展出歷代書法藝術燦爛輝煌的篇章，成為緊繫中華民族精神心靈

的媒介。（蘇子敬，台灣書法欣賞與專題研究）所以書法是心靈的藝術，是人的精神美

的表現。因此學習書法除了講求書寫的技法之外，更要懂得欣賞，所以相關的書法史、

書法美學、書理書論等皆須加以探討。 

本課程的理念及所欲傳遞的訊息：「書法」既是傳統，是藝術，雖然其在日常生活

中的實用性已式微，卻更凸顯其藝術性，其亦是書寫者內在美具體呈現的氣質；更重要

的是只要願意、用心，一定能把字寫好且懂得欣賞中國書法這塊藝術瑰寶，更可以藉書

法藝術欣賞鍛練心性，磨練耐性，增益德行。 

本課程分為二部分，再細分為小單元，說明如下： 

（一）歷代及現代重要書家作品欣賞與品評：分為文房四寶介紹、篆書、隸書、楷書、

行書、草書六個單元，將書家作品以書體分類詳加介紹。 



（二）書體練習及作品書寫：本課程以較易辨識、技法較為單純之隸書（鄧石如隸書）

為練習書體，分為隸書筆法、隸書結構、隸書章法及隸書作品書寫五個單元。因每位

學生的基礎不同，所以採用共同講解、個別指導的方式教學。 

    每個單元依其特性，分別透過講解、賞析並示範或指導學生臨摹，且適時與中國其

他藝術及西方繪畫藝術的發展相互印證，期能提供學生全方位的認識、欣賞中國書法。 

    本課程的目標：期使學生一方面可以具體了解中國文字形體的演變過程，另一方面

透過這些文字可以觀察記錄文字的載體，如金石、竹簡、縑素等，一窺歷史上重要書家

作品及其時代書法的風貌；並從認識書法的不同美感，培養對書法藝術的興趣，進而朝

「敢寫」、「勤寫」、「愛寫」、「能寫」的方向發展。 

 （二）活動性質－課程大綱 

課程特色與教育核心精神之關聯性 

當一個社會過度倚重科技理性時，思考模式便傾向「唯用」、「唯利」，連帶著便形

成「短視」、追求「急功近利」而「不擇手段」之弊；此影響所及，種種社會弊端一一

浮現，在台灣社會中已是事實的經驗，不遑多論；科技本是無所謂「好壞」、無所謂「善

惡」，單視操控科技的人類如何使用；以之行善則造福人類，以之遂行個人一己之私欲

則導致惡果。因此科技之運用若有問題，問題乃出在人。C. P. Snow 在《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中，指出當今社會弊病叢生乃起因於「文化分裂」；他所

指的「文化分裂」乃在於學術文化形成「人文的」與「科學的」兩個壁壘森嚴的世界。

以致於人文學者對科學發展相當陌生，而科學學者則忽視人文素養的重要。這種現象已

使西方人失去了一共同的整體的文化觀。人類無法在沒有自由、選擇、愛情、倫理、關

懷、宗教、藝術的環境中而活。教育的本義包含文化、歷史、哲學、藝術之發展與內涵，

陶冶學生人文素養，孕育人文器識，使學生適應多元化之社會，成為通達而有識見之知

識人。否則高度科技化的社會，若普遍缺乏人文素養，那便形成一個「率科技而食人」

的社會了。 

台灣前輩書法家陳丁奇先生所言：「書法是（文字）＋（X）；X 是筆者的用心，

書是蘊藏著筆者的用心，不是單為符號之機能，書是形而上之道。」也就在這裡，書法

超越了文字的實用功能，而進入藝術領域，甚至契應於哲理道境，然此「道」既由書以

表現，自離不開藝、法，故書法、書藝、與書道實不可分，而可通貫為一也；並與通識

教育的理想一致。 

本課程期許學生能欣賞中國書法並了解書法與中國文化藝術的關係；能分辨書法

中篆、隸、楷、行、草各書體，對歷代書家、書風及代表作亦有基本認識；了解書法

美學的基本原理及各種書體的書寫特點，激發學生書法藝術欣賞及創造的能力；甚而

能在校內推廣書法藝術活動，展示美藝人生，成為「帶得走的能力」，且增進個人心

靈之充實感，豐富人文素養，把學習書法同人格修養、文化品位密切聯繫起來。漢代

揚雄說：「書爲心畫」，書法正是心靈的藝術，是人的精神美的表現。 



每週教學進度及內容與指定閱讀教材、建議延伸閱讀資料 

書法藝術欣賞的方法： 

1、觀神采：所謂神采，指作品整體顯現的一種精神氣韻，是點畫線條及其空間組合的

總體和諧。觀神采即從整體上領悟作品的精神內涵。追求神采、抒寫性靈始

終是書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2、審法度：所謂法度，指書法中布白、結構、用筆、用墨等形式規律。書法中的神采

是憑藉布白、結構、用筆、用墨等來表現的，神采寓於形質之中。而這種表

現都是按照美的規律、遵循一定的形式法則來進行的。因此，神采的表現離

不開一定的法度。 

3、識獨創：所謂獨創，指藝術家獨特的創作個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徵。然而對書法的欣

賞，須從布白、結構、用筆、用墨諸方面入手，以便更深刻地瞭解書法家的

創造。 

4、欣賞者的再創造 

書法的魅力，在於文字本身所賴以形成的點畫、線條、用筆、結體、章法等藝術

語言，利用毛筆和宣紙的獨特性，表現出豐富細膩、變化無窮的情感傳達功能。

因此本課程注重將傳統文化精髓引入課堂，將理論學習與書寫實踐有機結合，對

學生進行審美教育，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 

六、辦理方式： 

以下敘述每週教學進度： 

1、歷代及現代重要書家作品欣賞與品評：分為文房四寶介紹、篆書、隸書、楷

書、行書、草書六個單元。 

◆ 第一週： 文房四寶介紹（欣賞影片及實物）及示範使用方式 

中國文字發源繼起了五千年的文明，流傳至今，「筆、墨、紙、硯」一直稱之為「文

房四寶」。因為這是中國讀書人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具。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從事書畫藝術的工作者，對工具的選擇，當然是非常重視的。歷

史上的唐、宋兩代，文風鼎盛，當時的名家所製造的「文房四寶」精品，如唐

代的諸葛筆、端溪硯；五代的李廷珪墨、澄心堂紙等，在歷史上都聲譽卓著，

被後世的文人稱道不已。因此由於「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四種物件的品

質精良，對書畫藝術皆有直接的貢獻。  

在古代的文房書齋中，除筆、墨、紙、硯這四種主要文具外，還有一些與之配套的

其他器具，它們也是組成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一員；明代屠隆在《文具雅編》中記述

了四十多種文房用品，通常較為常見的有：筆架、筆筒、筆洗、墨床、墨匣、鎮紙、水

注、硯滴、印章、印盒等。  

參考教材：《文具的故事》，袁旃，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 第二、三週：篆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篆書是大篆、小篆之總稱。廣義而言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及春秋戰國時通行

於六國的文字和小篆。 

學術界公認我國最早的古漢字資料，是商代中後期（約西元前 14 至前 11 世紀）的

甲骨文和金文。從書法的角度審察，這些最早的漢字已經具有了書法形式美的衆多因

素，如線條美，單字造形的對稱美、變化美、章法美及風格美等。西周晚期金文趨向線

條化，戰國時代民間草篆向古隸的發展，從商代後期到秦統一中國（西元前 221 年），

漢字演變的總體趨勢是由繁到簡，這種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之中，大大消

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書法的藝術性卻隨著書體的演變而愈加豐富起來。此二週欣賞

自商代至現代的書家篆書作品，尤以清代書家為重點，如鄧石如、楊沂孫、趙之謙、吳

昌碩等，並對其篆刻作品加以賞評。 

參考教材：《中國書法發展史》，羅厚禮、江壽田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  第四、五週：隸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隸書是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的一種字體，隸書的出現是漢字書寫的一大進步，是書

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漢字趨於方正，而且在筆法上也突破了單一的中鋒運筆，把

篆書圓轉的筆畫變成方折，在結構上，把象形筆畫化，以便書寫。隸書始于秦代，普遍

使用于漢、魏。程邈將當時這種書寫體加以搜集整理，後世遂有程邈創隸書的傳說。隨

後在使用中加工發展，成爲用筆、結構與小篆不同的兩種字體，它打破了六書的傳統，

奠定了楷書基礎，標誌著中國漢字演進上的一個轉捩點，爲以後各種書體流派奠定了基

礎。 

魏晉時，也稱楷書爲隸書，為避免混淆，因此特別稱有波磔的隸書爲“八分”，以

示區別。東漢後隸書家較少，直到清朝碑學、樸學興起後，又產生眾多以篆、隸書聞

名的書家。 

 第六、七週：楷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楷書是由隸書演變來的，爲糾正草書的漫無標準和減省漢隸的波磔而形成。其形體

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書，也叫“正楷”、“正書”、“真書”。始于漢末，盛

行于魏晉南北朝，通行至今。真書、行書、草書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它們的定型、

美化無疑是漢字書法史上的又一巨大變革。 

魏晉這一書法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造就了兩個承前啓後，巍然綽立的大書法革新

家—鍾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新的一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

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乃至東鄰的日本，學書者莫不宗法“鍾王”，甚至尊王羲之

爲“書聖”。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謂“書至初唐而

極盛”。 楷書、行書、草書發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個新的境地，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對

後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時代。 

 第八週：行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介於草書、正楷之間的一種字體。不像草書那樣潦草，也沒有正楷那樣端正。楷法

多於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於楷法的叫“行草”。相傳始於漢末，流行至今。行書作品

中，《蘭亭序》是王羲之於東晉永和九年（西元 353 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舉行“修契”

宴會上，爲他們的詩寫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都

很完美，是王羲之三十三歲時的得意之作；歷代書家都推《蘭亭序》爲“行書第一”。 而

《祭侄文稿》墨迹則是唐代顔真卿書所書，寫得神采飛動，筆勢雄奇，姿態橫生，得自

然之妙，元代鮮于樞評此帖爲“天下第二行書”；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筆和牽帶的地

方都歷歷可見，能讓人看出行筆的過程和筆鋒變換之妙，對於學習行草書有很大的益處。 

至於宋代爲後世所推崇的行書大家有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縱觀元代書法，

趙孟頫亦以行書名於世。明末清初的黃道周、張瑞圖、倪元璐、王鐸及傅山等皆以行草

著稱，影響現代行草書的發展甚多。 

參考教材： 《歷代書法欣賞》，陳振濂，蕙風堂，1991。 

◆ 第九週：行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本週延續第八週的行書課程，並與每週上課方式相似，於欣賞幻燈片後，再拿重

要書家字帖給學生觀賞，並現場示範書寫技巧且寫成作品；接著就本週上課內容提出

問題，由學生舉手搶答，答對的學生可獲得作品一幅。 

◆ 第十、十一週：草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草書是爲了書寫便捷而産生的一種字體。始于漢初，當時通行的是草隸，即

草率的隸書。後逐漸發展成爲章草。至漢末，相傳張芝脫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隸書

筆畫形迹，上下字之間的筆勢，往往牽連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爲今草，即一

般所稱的草書。到唐代，張旭、懷素將今草寫得更加放縱，筆勢連綿回繞，字形

變化繁多，成爲狂草。宋、元、明、清各代皆有傑出的草書書家，如宋代的黃庭

堅、明代的徐渭及明末清初諸家等。 

第十二週除欣賞草書作品外，將利用一節課的時間，請裱褙店的師父現場作裱褙

的示範，使學生了解作品裱褙的方式與流程。 

   本單元延伸閱讀： 

（1）、《中國書法欣賞》，馮振凱，藝術圖書公司，1992。                                      

（2）、《中國書法史》，馮振凱，藝術圖書公司，1991。                        

（3）、《書法》，周鳳五，幼獅出版社，1990。                                 

（4）、《中國書法史》，張光賓，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2、書體練習及作品書寫：本課程以較易辨識、技法較為單純之隸書為練習書體，

分為隸書筆法、隸書結構、隸書章法及隸書作品書寫五個單元，期能使學生寫出完整的

隸書作品。 

◆  第十二、十三週：鄧石如隸書筆法解析、示範與練習 



鄧石如生於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卒於仁宗嘉慶十年（一八 0 五），以一位書法改

革者的姿態，致力於秦漢六朝金石碑版的鑽研，衝出了館閣體的羈絆，在中國書法的領

域裏起了救弊振衰的積極作用，孕育形成了後來的嘉、道時期的新風尚，是一位傑出的

書法家、篆刻家。包世臣曾在所著的《國朝書品》中，將清朝書法分為：「神、妙、能、

逸、佳」五品，把鄧石如的篆書列為「神品」，分書和真書列為「妙品上」，草書列為「能

品上」，行書列為「逸品上」。 

鄧石如的隸書，是從用筆和結字兩方面著手的，其融合各種漢碑之長，取資廣泛。

書寫時運用逆筆、側鋒，線條使轉蒼厚，縱橫馳騁；他往往運用篆、草的筆勢融之於隸，

做到「篆從隸入，隸從篆出」。陽湖書家方履籛在《鄧石如隸書贊》一文中，盛讚他的

隸書：「寓奇於平，囿巧於樸，因之以起意，信筆以賦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終不能

改其步。體方而神圓，毫剛而墨柔。枯潤相生，精微莫測。」對鄧石如的隸書作了十分

公正的評價。 

本課程在習作練習的範本選擇上，即以鄧石如的隸書為主。鄧石如創新的用筆法，

書寫線條時，以逆鋒起筆，並在行進中，將筆管朝運動的相反方向傾斜，使筆頭頂著紙

面逆行，使線條的兩邊起伏毛糙，充滿蒼茫渾厚的金石之氣。 

參考教材：《隸書》，陳震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第十四、十五週：鄧石如隸書結構解析、示範與練習 

    隸書結構與其他書體既有相通之處，亦有其獨特之處，鄧石如的隸書亦是如此，其

結構的主要表現有下列三方面： 

（1）縱向緊收，橫向舒展：橫長豎短，撇、捺也朝橫向展開，這使大部分的隸書

寫成扁方形；鄧石如的隸書更將橫畫寫粗，橫畫與橫畫間寫得緊密，留下白色細縫，達

到「計白當黑」的效果。 

（2）勻稱中有錯落，錯落中見勻稱：隸書的勻稱不同於美術字、圖案的勻稱，是

錯落中呈現的整體勻稱，展現字的靈動韻味。 

（3）伸縮相間，主次分明：隸書筆畫在組合上要講究主次，主要筆畫應該伸展、

誇張，其他的筆畫則收縮、避讓，這樣才能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  第十六週：鄧石如隸書章法解析、示範與練習 

鄧石如隸書在章法的安排上，大致上仍是上下字距大於左右的行距，形成上下疏

朗，左右較緊密的風韻，這也是傳統隸書章法上的特點。因此指導學生初寫作品時，

可提示學生將宣紙的格子，折成長方形，使字的上下留白較多，整幅字才會顯得疏密

得當，賞心悅目。 

◆ 第十七、十八週：隸書作品書寫 

    綜合前三週的練習成果，指導學生書寫隸書作品，以鄧石如的隸書為範本，使學

生書寫時有所依據。提供少數字及唐詩等範本，並變化書寫的形式，如扇面、斗方、



對聯、條幅等，使學生能依其需要書寫自己的作品，並滿意自己的作品表現，能將作

品裝裱，美化自己的生活環境，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  第十九週：隸書作品書寫及賞評 

    延續上週的作品書寫，並在作品完成後，選擇一件繳交，分別張貼於黑板，供全

班同學欣賞並加以評析，所提出之作品亦作為打成績的依據。而心得報告也請學生與

本週上課時提交。 

本單元延伸閱讀： 

（1）、《大學書法》，祝敏申，丹青圖書公司，1983。                                      

（2）、《藝術欣賞與人生》，李霖燦，雄獅圖書公司，2000。                               

（3）、《書法－心靈的藝術》，張以國，淑馨出版社，1992。                                           

（4）、《隸書章法》，張又棟，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5。 

◆  第二十週：作品賞評 

3.作業或研究報告設計 

本課程著重在書家作品賞析及隸書作品書寫，依其重點將學習評量方式與評分標

準分為： 

▓平常分數 20% ：上課書寫認真程度。 

▓綜合考評 20% ：上課出席次數、上課發言次數與品質 

▓作品評分 60%  

4.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共計八組，至少 3 至 5 人，人員自由組成，選出組長一人，討論

時間由組員商定後再報告老師，並由組長帶領做討論，原則上利用每週其中

一天（確定時間於第一次上課時討論）與課外時間皆可進行討論，地點可在

教室，或小組討論室；討論內容以中國書法史、書法欣賞或書法創作的相關

問題為主，將討論結果納入書面報告中呈現。 

5.創意及特殊規劃 

        （1）運用協同教學：為達成本課程多元面向的特色，乃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採取

協同教學，透過具有專長的裱褙師父現場示範、解說書法的裱褙方式，使學生

更了解書法作品的呈現形式。  

        （2）跨領域整合課程：本課程之教學內容，涉及人文、社會、歷史、政治、藝術等

層面，呈現多元面向、跨領域的特色，達成通識教育之目標。 

（3）教學方式多元化：授課方式除傳統的講授之外，並欣賞影片、現場示範書寫技

巧及邀請裱褙專家示範、表演，以有效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資料來源：劉家華，建國科技大學 99 學年「書法藝術欣賞與習作」通識教育開課表，

民國 98 年 8 月。 



七、活動流程：  

週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備註欄 

1 3/5 14:00-16:00 文房四寶介紹及示範使用方式  

2 3/12 14:00-16:00 篆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3 3/19 14:00-16:00 篆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4 3/26 14:00-16:00 隸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5 4/9 14:00-16:00 隸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6 4/16 14:00-16:00 楷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7 4/23 14:00-16:00 楷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8 4/30 14:00-16:00 行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9 5/7 14:00-16:00 行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10 5/21 14:00-16:00 草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11 5/28 14:00-16:00 草書作品賞析與示範  

12 6/4 14:00-16:00 隸書筆法解析、示範與練習  

13 6/18 14:00-16:00 隸書筆法解析、示範與練習  

14 6/25 14:00-16:00 隸書結構解析、示範與練習  

15 9/3 14:00-16:00 隸書結構解析、示範與練習  

16 9/10 14:00-16:00 隸書章法解析、示範與練習  

17 9/17 14:00-16:00 隸書作品書寫  

18 9/24 14:00-16:00 隸書作品書寫  

19 10/1 14:00-16:00 隸書作品書寫及賞評  

20 10/8 14:00-16:00 作品賞評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活動時間：104 年 2 月 24 日至 10 月 16 日。 

（二）活動地點：迴龍國中小書法教室。 



九、組織與職掌：  

組織職稱 姓名 原單位職稱 工作執掌 

迴龍國中小 

召集人 許菀玲 
迴龍國中小 

校長 
統籌迴龍國中小書道課程。 

執行祕書 游章圳 
迴龍國中小 

教務主任 
執行迴龍國中小書道課程。 

銘傳大學 

召集人 游秀雲 
銘傳大學應用

中文系主任 
統籌協助支援迴龍國中小書道課程。 

專任講師 吳啟禎 
銘傳大學應用

中文系教授 
授課迴龍國中小書道課程。 

課

程

組 

組長 林建瑋 
迴龍國中小 

課發組長 
1.迴龍國中小書道課程規劃。 

2.協調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學會。 

3.人力資源安排。 
組員 林柏棟 

迴龍國中小 

教學組長 

組員 劉韋成 
迴龍國中小 

設備組長 

助

教

組 

組長 陳亦嘉 
銘傳大學應用

中文系學會長 
擔任助教協助支援迴龍國中小書道課

程進行。 
組員 吳承儒 

銘傳大學應用中

文系學會副會長 

組員 馬子荃 
銘傳大學應用中

文系學會美宣組 

組員 林孟蓉 
銘傳大學應用中

文系學會美宣組 

十、其他：  

 （一）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師資介紹： 

 

  游秀雲 主任 

職稱：教授兼應用中國文學所所長、應用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專長：【古典小說研讀】【歷代小說專題研究】【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電話：(03)350-7001 轉 3255 

信箱：syyu@mail.mcu.edu.tw 

 

  吳啟禎  助理教授 

 職稱：應用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新北市柑林國小校長、新北市大埔國小校長、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致理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 

 專長：詩學、王維詩意象研究 書法理論、書法創作 

 電話：(03)350-7001 轉 3217 

 信箱：Wucj47@yahoo.com.tw 

    

http://www2.mcu.edu.tw/ePortfolio/Teacher/html/indexAny.asp?tno=8600291
http://www2.mcu.edu.tw/ePortfolio/Teacher/html/indexAny.asp?tno=8600291
http://www2.mcu.edu.tw/ePortfolio/Teacher/html/indexAny.asp?tno=8600291
mailto:syyu@mail.mcu.edu.tw
http://www2.mcu.edu.tw/ePortfolio/Teacher/html/indexAny.asp?tno=1010802


    

 （二）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學會團隊介紹： 

會 長 副 會 長 美 宣 長 美 宣 長 

    

班級：應中三甲 

姓名：陳亦嘉(維維) 

班級：應中三甲 

姓名： 吳承儒(ruru) 

班級：應中二乙 

姓名：馬子荃(mama) 

班級：應中二乙 

姓名：林孟蓉(檸檬) 

 （三）補充字帖印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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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集序.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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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刻石.jpg 

(泰山刻石) 

 

智永真草千字文.jpg 

(智永真草千字文)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0.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0.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2.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2.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3.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3.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4.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4.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1237.jpg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1237.jpg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4471.jpg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4471.jpg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8158.jpg
http://ctdr.nsysu.edu.tw/CTDR2008/a_activity/a_act_photo/1091_123373028158.jpg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教務處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2月 24日~10月 16日（星期四） 

活動名稱：迴龍游於藝，書道展新意 

  

吳啟禎教授於黑板上以九宮格示範教學 吳啟禎教授將要練習的字型於黑板上說明 

  

學生書寫時吳啓禎教授及助教適時個別指導 學生作品展示 



你喜歡寫書法嗎？書法問卷心得 

（佘曼綺老師和 6 年 1 班的小朋友們，謝謝你們！） 

    就忘了自己是如何「撐過」書法的初學期，不禁對現在小朋友們學書法的心情十分

好奇，因此特別拜託佘曼綺老師幫忙，在她現在小學 6 年級班上讓小朋友做了一個小問

卷。這個問卷的結果雖然不具有代表性，但希望能藉此初步了解一下小朋友們喜歡或不

喜歡寫書法，還有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共有 21 位小朋友，回收了 21 份，有男生 9 人和女生 12 人（這班女生比男生

多？！）。回答喜歡書法的男生 8 人、女生 10 人，不喜歡的男生 1 人、女生 2 人；從

比例上看，無法斷言喜歡不喜歡書法跟性別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喜歡書法？ 

    由中，有許多小朋友希望練了書法能讓自己的字寫得更漂亮，也希望用練習書法來

培養自己的耐性和專注力。有人覺得書法字很有美感（好成熟的意見！），也有人覺得

這是很好的學習—可以學到不同的字體、筆順，以及墨水的運用。 

    為寫書法可以培養耐性，關於這一點我倒是有小小的心得。根據我在書法教室的觀

察，本來就有耐心和專注力的人，比較容易持續學習並寫出成績，反而是有些被媽媽抓

來「練」耐性「學」專心的同學，常常寫一陣子就放棄了。 

    兩位小朋友特別提到喜歡書法與寫春聯的經驗有關（14；24），我自己也覺得寫春

聯是學書法過程中非常有趣的經驗（在我這個部落格之前的文章「寫春聯好好玩」中有

提到），這一點，或許可以提供給學校教書法的老師參考。其實不一定是春聯的形式，

只要具有實用性、可以張貼並展示作品，對小朋友來說都很有成就感，會有鼓勵的效果。 

    人像我一樣，覺得寫書法很有趣（1；17；19）。另外有幾位小朋友的回答很好玩。

8 號說，寫書法「可以比別人寫的字好看，而且假如長大後別人不會書法，我卻會，這

樣我就可以比他還厲害。」3 號說，「寫書法可以讓我的字更漂亮，不過我還是寫的很

醜。」我想告訴同學：慢慢來不要急！書法的功力需要幾年時間累積，只要你持續下去，

一定會越寫越漂亮！ 

願不願意繼續學書法？ 

    的小朋友，都表示希望繼續學習下去。大多數都期待藉著練書法讓自己的字更漂

亮。19 號將來想參加書法比賽得到獎狀。有一位小朋友超有使命感（24），他希望把



書法這種傳統文化傳承下去。8 號有很實際的考量，他覺得需要繼續練書法，因為「長

大後假如我當老師的話，寫黑板的字就比較漂亮！」（不知道他是是否對哪一位老師的

黑板字不大滿意？）26 號長大以後要當書法家；21 號的志向更猛－－她以後要當書法

大師！ 

為什麼不喜歡書法？ 

     有的小朋友不喜歡寫書法。有小朋友覺得墨水會亂噴容易沾到衣服，怕被媽媽唸。

有人覺得國字很難寫、有人覺得書法握筆姿勢很困難，還有人因為自己是左撇子而不喜

歡。這幾點我覺得都很容易克服。墨水弄髒紙張衣服的確很討厭，小朋友在初學期可以

穿畫畫用的圍裙，其實練一段時間後就不會容易弄髒了。其實我有幾位好朋友是左撇

子，他們的書法也寫得很好！ 

    得寫書法「很浪費時間。」想寫好書法，練習的確很花時間，但所有的學習不都得

花時間？！所以應該說就看個人興趣吧。對我來說，寫書法算是相當有趣的休閒，可以

讓我安靜下來、放鬆心情。我小學開始學書法時，由於當時國中基測不考作文沒有手寫

部分，很多家長都覺得寫書法沒用又浪費時間，所以我持續練書法，並沒有實際的目的

或目標，只是以輕鬆的心情當作一項休閒才藝，但沒想到多年之後，卻讓我從中得到了

很大的樂趣，也得到了許多榮譽！ 

    果發現，其實多數的小朋友是喜歡寫書法的！那麼許多人到後來都不寫了，到底是

為什麼呢？ 

    該是因為課業的壓力吧！到了高年級以後，因為課業與時間的分配問題，多數同學

都只能選擇持續一兩樣自己最喜歡或最擅長的休閒才藝，長時間不寫就慢慢生疏了。其

實書法是一種所需工具簡易與相對花費不多的休閒活動，上手又不難，更是中華文化中

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放棄不是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