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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慈心

學校層性

慈心華德幅為宜蘭縣崗位辦民營學校之一，由宜蘭縣政

府依據「宜蘭縣屬國民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 J 據特許

模式委託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辦理「宜蘭縣惡心華德福

教育實驗國民小學」校務，雙方簽訂契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九十一年七月于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f一日止，並於

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一日，簽訂委辦契約書補充條款，獲准辦理

國中部，至六年契約期滿之時，慈心將延展為一至九年級的學

校。此外，原宜蘭縣政府已認定學校為公立層性之賞，直至

九十五年中央教育部才正式認定慈心為企立學校，慈心做為公

辦民營學校已進入第五年，於94年通過第一次校務評鑑'至

契約期滿的第六年期間，將持續接受宜蘭縣政府及教審會對於

辦學績效之評鑑，其評鑑結果將做為慈心能否延續吾吾辦民營契

約之依據。

現有規模

宜蘭縣公辦民營特許委辦的惡心華德福中小學，台灣第

一所公部門支持的體制外學校，現有14班355名學生，教職

員34人。

學校校地約2.44公頃，現有活動中心新建案正在規劃設

計中。班級規模數逐年擴充，預計未來三年內將擴增3-4班，

聶需事取興建新校舍。是在等同吾吾立學校的戰費標準下，一種

教育選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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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況略覽

慈心華德福學校位於宜蘭縣冬山鄉，在羅東往蘇澳的省道

附近，緊鄰著冬瓜山，有著淡淡田野的氣昧與色彩。從1996托

兒園的教學轉型開始，慢慢聚集了一群對Anthroposophy (人

智學)感興趣追求的教師及家長們。數餘年來，在國際華德福

教育組織內師資培育工作者的跨國扶持下，共同追求能開展台

灣兒童生命本質發展的教育實踐工作。

2000年《教育基本法》的通過，使慈心畢業孩子的家長與

創校教師們有機會可以尋求政府的支援，並以「華德福教育教

學實驗」申請非學校型態教育模式，耕耘三年後，在宜蘭普遍

關懷教育議題伙伴的鼓舞、教育審議委員會的支持，促使宜蘭

縣教育局，突破萬難於2000年 1 月 9 日頒布之「宜蘭縣屬國民

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 J 使得孕育自慈心托兒所的華德

福教育小學得以機構化，並於2001年 1月正式成立人智學教育

基金會，以承接國內第一批公設民營的小學。

期間歷經兩年多尋覓校地、規劃建校方案的多重困難，終

於2002年4月正式獲得宜蘭縣公辦民營政府委辦學校模式的機

會，簽訂六年的契約，並於同年8月底在宜蘭縣冬山鄉冬山國小

香南分校設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 J 展開小學階

段教育實驗工作。

慈，己、華德福學校

每年四季的節慶活動，

充滿藝術與戲劇的慶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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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不間斷的中學籌備工作，在不

變的堅持下，終於開花結果，宜蘭縣政府

與94年7月 21 日來文，同意自 94學年度起

委託人智學教育基金會辦理慈心華德福教育

實驗國民小學延伸國中部一案。一直以來，

慈心華德福秉持委辦契約中立下的精神，期

待所創建的「實驗學校」能在台灣教育改革

浪潮中帶來教育場域中一種另類的範例。教

師團隊中的成員多數皆已其有多年的教學經

驗，在進入面對接受華德福教育模式之運用

及轉化重新扎根的歷程中，才逐漸建構起現

行學校運作的行政組織與課程教學機制。

建校五年多來，它的開展除了班級數從

原來非學校形態教學實驗計畫時的三個班，

擴充至今已十四班355位學童，學校新生的

過程，當然也包括校園環境及設備的從無到

逐漸充填。

學校於2002年團隊初初成型，在緊湊

的日常課程之餘，各種例行事務的纏繞，備

課、學生問題處理、家長的疑問，在與縣府

的互動、華德福教育文獻讀書討論，行政

會議、教師會議、教師研訓、課程計畫教學

報告書撰寫及學生質性評量撰寫等種種壓力

下，教師團隊成員仍排除個體經驗條件上的

限制，集體在多次協商調適的歷程中達成了

以解決建設問題導向，持續探索反思教育行

動的共識。在這樣的意念支撐下，我們獲選

連續三年的教育部顧問創意教師行動研究

案、亦連續五年獲得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

善計畫。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短短兩年期

間，也因有這些研究案、計畫案的進行更彰

顯出新興學校組織求生存的意涵。

具體而言，慈心華德福在各種客觀條件

通138在 中，教育伍拾捌春軍事期

不足，師資培訓困難、規模急劇擴張、委辦

模式無前例可循、監督式頻繁的評鑑制度以

及創建的社會責任，皆促使慈心工作團隊必

須以快速的凝聚力量來整合內部，並在專業

的追尋下，加速工作成員的自我成長。



慈，t，\華德福學校

學校發展樟神圖像

華德福教育實踐主要植基於關懷生命本質與意識演化的「人智哲學」理論基

礎上。它是從現代批判意識經驗及客觀科技自然傾向內化經驗出發，提供人與世界

精神層面上的內涵，並經由不同的範疇:藝術、宗教和科學、教育、醫學、農業、

社會工作、商業或其他來認知它。 1894年Steiner <自由哲學> (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一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其人智哲學發展的基石。對人頭意識的了解

與體驗是邁向自由之道 r 自由」也成為了人類創造性精神生活的基本條件，它是

華德福教育中人的意識、情感、思想三層面的核心，亦是華德福教育關懷的主軸。

而此，呈現在教育場域中所依循的法則是「要認識體驗孩子需教導本質性的內

涵，及提供孩子示範性的圖像。教學的本身需是具藝術性，而非理論性的內容」。

於是在教育課程的規劃上，基於人與世界的「整全性關係」及以人的發展歷程為核

心概念的思維下，每個課程主題都融合了自然、人文與藝術。生命潛能是被論述為

生命個體自我創化的泉源，它透過整全一貫藝術化課程、學校自然環境的規劃，與

教師專業自由的條件(無領導者的學習型態組織)及內化的藝術能力編織出可以孕育

創化該生命潛能的法土。所以，在華德福教育中教學與課程安排的本身就已是一種

全然的藝術活動( Carlgren, l 998 )。豐富的藝術課程本身即可激發兒童的創造能

力與對美好事物的體會，而教師們全然內化的藝術能力的重要性，是為了能藉此了

解人的本質、孩子的生命與發展的層次，進而將藝術的精神貫穿整合課程。

面對潛藏於每一個孩子生命裡頭的人類本具之靈性力量與獨特性。擁有良好

的物質環境和制度規範對學校是重要的芋，但是學校經營需更柱上提昇到精神性的層

次和力量，努力維護整個生活的節奏與呼吸，所有的參與者努力以純淨的精神意

識把和諧、溫暖和自由的生命力共同注入這所新校園，清楚覺知學校周遭環境的元

素，吸收並加以改造，盡可能地觀照到整體並擴展到社區。這將包含社群的服務、

學校活動的分享、華德福教育理念和藝術活動的展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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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總覽

面對潛藏於每一個孩子生命裡頭的人類本具之靈性力量與獨特性。擁有良好的物質環境

和制度規範對學校是重要的，但是學校鱷營需更往上提昇到精神性的層次和力量，努力維護

整個生活的節奏輿呼吸，所有的參與者努力以純淨的精神意識把和諧、溫暖和自由的生命力

共同注入這所新校園，清楚覺知學校周遭環境的元素，職皈並加以改造，盡可能地關照到整

體並擴展到社區。這將包含社區的服務、學校活動的分享、華德福教育理念租藝術活動的展

演等。

教育哲學、美學

華德福教育以人智學對宇宙人類生命之

本質與演化發展的整體知識視野為經，以歐

迪生命意識之愛的藝術心靈為緯﹒做為教師

創造教學藝術的依歸，並成為全體工作人員

及家長共同成長的合作基礎與遠景。此為本

校教師從事教學實踐之基石。

班級導師

在完整的華德福教育中，導師必須帶領

同一個班級達六八年之久，並負責所有主

要課程，其意義極為深遠。小學階段是「感

受」與「心靈」能力的顯露，班導師的任務

即是運用想像力、創造力與活潑的方式來帶

頭孩子。華德福教育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

在這個階段應該儘可能讓老師有足夠的自由

來呈現有趣又有創造性的教學教材教法，不

過老師必須在不違背其指導方針的前提，並

且跟隨原來設計的教學課程原則下，讓孩子

生活在一個富有藝術圖像想像的世界裡。

超期課程

主要課程又稱週期課程，每天早上以

2個小時時間進行一個完整主題的教學(語

文、自然、數學、社會) ，連續長達三-四

週左右，然後再進行另一個主題，由於一段

時間中完全貫注精神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工

作，孩子的生命力就會不斷增強。這些主題

的範圍包含所有的知識領域，每個主題之

間，不論水平或垂直的關係，都是有一貫性

的，相同的主題每年都會再度重複出現，遺

忘之後，記憶再度被喚醒，老師必須以鮮明

的想像力故事傳達知識內涵，並透過各種有

節奏性和藝術性的全身活動讓與記憶有關的

部份深入運作於身體。當主題結束之後，孩

子會漸漸的遺忘了課程的內容，但是它仍會

繼續在孩子的內在工作。經由記憶與遺忘，

吸入與呼出，動與靜，清醒與睡眠，這樣的

學習節奏才能深入生命。



敘說與王作紀錄本

本校的教師須透徹準備其教學內容，並

以生動活潑的口語敘述方式直接面對學生講

課，不透過任何課本，老師和學生之間完全

的過見，老師的能量和生命力完全流動穿透

每一個孩子身上。老師再以精美準確的圖把

故事主題親手繪製於黑板上，同時學生必須

自己把課程內容繪製於工作本中，並記錄內

容。這就是華德福學生的「課本」

藝術課程

多樣性的藝術課程包含音樂合奏與合

唱、律動遊戲、體育活動、形線畫 (Form

Drawing) 、水彩畫、蠟筆畫、捏塑(蜜

蠟、油士、陶土等)、手工藝術等。透過藝

術性的活動，見童被允許表現他們心靈中的

情感，並且透露出他們最深的內在需求與訊

息。

請量方式

本校不採取任何鼓勵競爭比較的考試

方式或量化的評量表述，教師採用『個別評

量記錄』的方式，盡可能詳細地描述學生上

課的表現及學習的成果，包括進步的幅度、

過程、學生的能力狀態、努力程度、社交行

為、身心特質和發展等，讓家長能夠明確地

瞭解學生學習的狀態。以做為持續協助個體

拓展個人潛能與生命視野之基礎。

慈，已、華德褔學校

見童研討

以歌德式觀察法為基礎，觀照與協助特

定對象，每週一次，對一學童連續進行三週

的集中研討，並成為研討者冥想的主題和功

課，此個案研討方式為包含家長及全體教師

對教育愛的高度精神展現，成為華德福教育

者(包括家長)提昇精神層次與教育實踐之

過程中的高潮和核心。

間學期制

為符合學生學習之韻律節奏的需求，本

校採用一學年四學期制。總上課日數與時數

依據教育部頒定之授課總時數標準'配合本

校授課模式之節數與時數計算，原則上以上

課十週休假三週為基準。其細部規畫與行事

曆每年報府核備。

班級情境與校園生態環境

華德福教育非常重視學校建築規畫與每

一個角落空間的佈置，環境與人際之間散發

出無形的整體氣氛和力量，會深刻地影響著

孩子內在的感官。在教室中，導師運用季節

性的自然植物布置環境:季節桌、遊戲角落

都是孩子感受自然與自身融合之處。校園景

觀工程中，目前積極進行布置出一個生機循

環、豐富、溫暖、柔軟與安全的校園環境。

台灣華德、蘭教育師資酬謝中心

本校與世界資深的華德福教師有長期的

合作關係，每年定期舉辦獨特而嚴謹的師訓

課程與家長成長諮商課程，與國際教育的接

軌和密切互動，是本校維持教育活力的重要



藝術貫穿融入的週期主課程

在華德繭教育中教學與課程安擠的本身
就已是一種全然的藝備活動

教育的藝術與生命開展

慈心面臨獨特的處境有二，其一是華

德福教育整全性的教育觀，它需面對生命的

真實性詮釋，以藝術作為生命開展與自我實

現的媒介，需要社群彼此交流學習、展示與

回饋。其二則是在課程中貫穿流動的核心，

「故事敘說」與「藝術活動」都需面對文化

轉化的創造性，因此經驗的追求瓶頸就顯現

邊各142~ 中，教育伍拾捌巷軍事期

在教師自我生命追求的困境、教學經驗的困

境、學科內容知識、教育環境知識及藝術性

與文化性的匿乏中。

當然從模仿開始、嘗試實習、創造、應

用、回饋與傳遞的歷程中，我們也漸漸修正

積累屬於我們的課程。



過期課程

華德福教育的內在特色是、主課程，

的連貫系統，主課程是一個完整的主題，每

個主題課程每次連續進行四週，依四季節慶

韻律，每學期週而復始地規律進行。內容統

整了語言、數學、自然科學、人文社會(歷

史、地理)等，物質的、藝術的和知性的廣

大範間，都在每天的早上8 : 30-10:30時

段進行，又可稱為週期課程，理想上由同一

班級導師負責七年至九年級所有主題課程的

統籌。

主課程被認為是個「世界之窗」 是連

結外在的感官世界以及內在的觀念和情感世

界。主課程的總體目的是在於讓孩子深化、

豐富與統整其學習經驗。在任何年級中，主

要核心範圍(語言、數學、科學、社會和環

境及創造藝術)的學習目標是在得到身心的

平衡。

每一年，整個主課程的進展，主題與

主題之間，不論是水平的或垂直的關係都是

有一貫性的。在不同年級有不同的學習領域

的進展:語言、數學、科學、歷史、地理等

相關的人額發展架構中，持續在主課程中傳

授。而必須經常練習和額外的主題則在主課

程之外的時間教授。

三步序學習節奏

主課程進行，不為學生準備預定選本

或選文，課程準備即是教師重新詮釋或再創

作的進行。以語文主課程為例，故事敘說之

教學內化三步序節奏:教師備課→自我詮釋

理解(滲透理解語文教學的源生意義)→節

慈，己、華德福學校

選作為課程的部分(將長篇的故事濃縮在約

三-四週內)

語文課程教學的三步序循環進行:單節

課程中以下三件工作輪替進行一一 (088

分別表示第一、二、三天針對此故事的工

作)

@教師透過敘說呈現故事圖像。

@引導學生自發性重述故事，教師協助擷

取故事意向以圖畫呈現(教師使用版

畫，學生用色鉛筆或蠟筆呈現於工作本

中)

@教師將故事再創作，以自己的文字語句

勾勒故事的要義，提供學生完成工作本

的文字素材(自四年級開始，學生慢慢

脫離完全抄寫教師字句的模式，漸漸形

成獨立以文字重述故事)

字詞句習得取自故事文本，教師必須掌

握不同學齡發展，而逐漸調整複雜度與困難

度如字彙、字詞、成語、語法，而學習成效

則在口語重述及書寫重述反映，教師修改並

觀察學生工作本，在每週一次的語文練習課

(副課程)中調整練習。

整體主課程上課時間由8:20-10:

20(中間不休息) ，語文主課程為例大致流程

如下:

歌唱、迎接學生→晨圈(歌唱、誦詩、

肢體韻律)→工作詩、笛子演奏→學生口語

重述故事→文字、繪圖(工作本)→老師說

故事→歌唱、點心及遊戲時間

外顯基本學習活動包含歌唱、感官協調

平衡、創造性肢體活動，口語表達、發聲練

習，節奏掌握、語調流暢度、字彙、字詞、

成語、語法讀寫聽，繪畫色彩、構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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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型態、線條韻律掌握練習等。語言學習則會進而延展至閱讀、表演、口頭報

告、問答、辯論、會議、戲劇和角色扮演、即興創作和傳記等。

而關注內在的部分，華德福教育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想在孩子的心靈中喚醒對世

界上偉大的、富敢示性的文學作品的熱愛。從最早期的幼稚園階段開始，孩子被鼓

勵去發展寧靜而又虔敬的聆聽方式，這會幫助他們心領神會地回應帶給他們的內容

之中所傳達的心境與美感，不論這內容是有歐發性的故事、有激勵性的詩歌或富挑

戰性的戲劇。就一個邏輯性的進展而言，靈敏地傾聽最好的文學作品將會提供給孩

子必備的語言建構鷹架，這不僅是在使用合適而有禮的方式運用語言，而且要讓孩

子能以有效而又愉悅的方式熟悉語意和文法上的工具來運用書面語言。

其餘的數學、社會、自然課程也大略如同這樣三天的節奏進行著，透過吸入與

呼出的節奏，經過睡眠與遺忘後，再憶的過程即是一種創造性的學習過程，透過藝

術性的媒介將學習與課程貫穿在一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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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J心華德福學校

導師每天的版畫創作

作為課程重要圖像的焦點，學生模仿製作於工作本中，中高年級後，自我創作的能力逐漸增強，版畫僅作摘要，課程內

容轉由學生自行記錄或創作。

二年級語文主課程。 四年級自然主課程(人與動物)。 年級的語文課程，直接由故事圖像進入文字。

五年級自然主課程(植物觀察)。



關於正作本的篇畫練習

繪畫是一種強化意志力的行為，並且在每日的主課程中出現，它不是單調的練習，透過故

事，每一天給孩子帶來新的刺激。

由於我們以一種藝術性的表達方式來滿足知性的需求，孩子進而在他們的工作中發現了騙

傲和滿足的深深之情。

在孩子不同的階段所引入的不同技巧提供他們表達自己的各種方式。透過孩子的線畫作

品，老師能夠對每個孩子發展的階段獲得較好的理解。線畫進行於學習寫字之前，因此，就某

種意義來說寫字是從線畫中延伸出來的。

﹒發展兒童的能力以發現他們自己的獨特性和世界

.學會欣賞自己和別人的藝術

﹒學會使用蠟筆和鉛筆(塊狀和棒狀蠟筆一一年級)

.以描影而非輪廓線的方式創造圖形一擦拭、上升、

下滑、輕彈等技法

﹒以線畫方式再現主課程中口述的故事內容

.增強線條租細控制的動作技巧

﹒發展空間的經驗

﹒鼓舞兒童以更具藝術性的方式美化他們的主課程工

作記錄本

﹒讓兒童有更多機會去經驗色彩與形式

.去經驗和發展對幾何學造型的感覺

﹒藉著使用不同的工具學會不同的技巧

.以色鉛筆學會描影的技巧

﹒學會畫出簡單的地圖(四年級)

﹒介紹快速的草圖(速寫) (五年級)

.介紹炭筆和粉彩筆的用法(六年級)

.三度空間造型與不同形狀投擲的陰影

的線畫(六年級)

﹒樹木的寫生畫(六年級)

每本工作木都是每個孩子獨一無二的成長記錄 o 主課程中段時間，製作「工作本」作為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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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也、華德播學校

學生自聽的語文主課程正作本 遠迪藝術喚醒內心望向世界

解構過往習中國文字的僵硬經驗，非以抽象的注音符號教學作為起始，而是讓孩子由聆聽老師敘說故事開始，第二天經過

重述，再將個別經驗記憶畫成圖像，漸次演變成現在使用的文字，是一種由故事畫面到晝字再到寫字的歷程。(慈心至二

年級下學期才開始教注音符號)

除了像低年級的孩子一樣享受為故事畫圖這件事，三、四年級的孩子更長大7些，能有意識地加入逼些裝飾，收畫龍點睛
之感。導師此階段的任務在於提供抄寫的故事文末，並鼓勵孩子開始自己嘗試節錄故事。

高年級的孩子長出足夠的能力，使整篇篇幅的構圖安排、色彩使用以及內文書寫，全在自我的自由意志下完成。追求美感
的動能，讓閱讀自己書繪的文本這一件事，變得更加美好。

June. 2007 做研制 EdJ叫on 學147毫



學生自製的數學主課程正作本﹒將規律與美感注入意志

讓孩子帶著整個人的感受來認識數學，其學習興趣與效果遠勝於只用理解的方式學習。有

節奏的肢體動作，如走路、拍手、踏步、跳舞、歌曲、遊戲，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用

在數字和九九乘法表的背誦上。在透過想像物和實物介紹數學概念之後，孩子藉由廣泛的書寫

工作、計算練習、問題解決、分析和綜合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九九乘法中蘊含的規律美感，透過教師自製的教具，讓不同的倍數顯現所屬的獨特正多邊形與多角星形，數學最美，也是

最有趣的的「型」與「規律 J '在此相遇。測量與重量是三、四年級的另一項重頭戲，實際的操作之外，圖像式的記錄，

讓數字不再只是數字。

華德福教育中介紹之幾何圖形，其複雜之對稱相應而出的美感，讓萬年級的孩子驚歎不已!當孩子著手繪圖峙，其深被那
藝術性所吸引，筒中領略的感受，遠超過背會幾何公式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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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4、華德福學校

學生自製的自然主課程正作本﹒基於情感興體驗的探索

自然主課程，關注著自然的人文主義思想。突破分科課程的嚴謹劃分，在敘說語文課程

中揉合了廣泛的歷史地理學、文化經典中的童話故事、神話故事與傳說。源自感官經驗探索與

四季變遷中為科學觀察與學習準備(見下圖)一年級的孩子散步課時穿梭於林圖草場之間、

三年級的孩子在教室周邊開墾屬於自己班級的花園、三年級的孩子開始進行農耕、建築活動、

四、五六年級的課程再推演向鄉土人文及地理景觀的探索。縱貫性的自然主課程，在孩子親身

經驗、實際工作的歷程中，隨著成長發展的進程，累積學習的準備，並豐富學習的內涵。

為低年級孩子述說的自然故事，如童話故事般充滿幸福與圓滿，並巧妙地將自然景物之變化以鮮活的想像圖像呈現。

九歲的孩子開始醒覺意識到自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緊張的不安全感伴隨而生。透過建築課

程，動手為自己建造一處可遮蔽亦可穿透的小屋，讓九歲的孩子長出了多一些的自信與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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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年級時的自然觀察與親身工作，作為一種累積的準備。進入高年級的自然科學學習，孩子更具有敏感度，能享受科

學獨真的從現象觀察到質量轉變之歷程。



視覺藝術課程設計略覽

慈心華德蘭實驗小學藝術課程的實踐經驗

目前慈心小學的一、二、三年級由導師帶領各班的藝術課程，包括渲染的水彩

畫、形線畫、蜜蠟捏塑、短笛吹奏等。四年級以上則由取得華德福藝術教師資格及

藝術治療背景的專業美術老師授課，並與導師在主課程的發展上及孩子的個別學習

與心理輔導工作上密切合作。

慈心小學公辦民營後，每一

年級都有許多由體制內學校轉學

過來的孩子，為了銜接與轉化為

華德福的教育方式，藝術課程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四年級以上的班級，每星期各有兩節的泥塑與水彩課，美術老

師有充分的時間與孩子共同工作，不僅在教學上協助孩子透過藝術的活動理解主課

程，也在創作的過程中觀察到個別孩子的身心狀態與團體互動的關係，在藉由與其

他相關教師針對個案的研討，設計個別與團體需要的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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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聲德播學校

概括性的原理

視覺藝術(塑形、形線畫和繪畫、手工藝)的主題、故事與構想大部份是來

自主課程的科目之中。透過薔術性活動，兒童被允許表現他們心靈中的情感，並且

透露出他們最深的內在需求與訊息。藝術性的活動在教育租治療上的效果是深遠而

持久的。藝術是一條去領會與分享世界觀的途徑。這些學習進極的經驗，在一個平

衡的課程內容之中是必須的。兒童直覺地創造出意象與客體的同時，意義也一起在

心中產生，藉此活動，兒童逐漸瞭解了自己和世界。因此，每個孩子都是藝術家。

藝備課程的設計原則 察物質世界的成分，如岩石的形成方

華德福學校的課程，無論任何科 式，不須對孩子詳細描述，孩子會從中

目，甚至生活中的作息、四季的節慶 慢慢發現物質世界的精神性背景、漸漸

等，都非常強調以藝術的方式來引導， 掌握宇宙間的共同法則，而人額文明發

一氣呵成。華德福教育課程是以人類 展史對應到的是羅馬時代律法分明有競

身、心、靈發展每一個階段的特色為基

本結構，設計出適合的課程內容，然而

老師又必須辨識出每一個孩子的氣質、

時代與文化背景、個別的發展狀況等

等，來理解孩子的需要。

與主課程同樣其備著配合發展特

質的考量，三年級的孩子學習認識人的

世界，以雙手工作開墾出生命與生活所

需，四年級時以人與動物為核心，學習

認識動物和人一樣有感覺，而每一個人

身上也具備了不同動物的特質;五年級

時自然課程以植物為核心，同時對應到

希臘時代優雅和諧的美好姿態;到了六

年級則先以人與礦物為核心。帶孩子認

識地球的礦物界、天文學等，讓孩子觀

技企圖的入世面向。

不同年級的藝術課程配合主課程的

自然與人文主課程依循的脈絡:

三年級建築與農耕鄉土探究中國創

世紀的故事創世紀的故事

四年級動物界中國神話(加上西遊記

與鏡花緣)北歐神話

五年級植物界中國夏商周至春秋戰國

諸子百家的故事印度波斯埃及

希臘神話

六年級礦物界羅馬歷史秦漢時代

七年級光學電學天文學中古世紀文

藝復興唐宋元明

八年級地理學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

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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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的濕水診

兒童必須被允許生活在色彩的經驗中。故事經常先於繪畫之前進行。故事鼓舞孩子使其對

生命和色彩的情緒變得覺醒起來。每一種顏色都有它自己的特質。這個進路幫助兒童逐漸能與

他自己的氣質達成要協。在較低的年級中，對色彩的感覺是清醒的。織形"會從色彩中產生。

『如果色彰變得像物體一樣具體，它們將會對心靈的發展有所幫助。』第二階段必須促使兒

童事先知道在產生純色和混色的同時也要考慮空間和影式。第三個階段由一個被給予的主題組

成，由於孩子已經完全翊道如何從色彩的要素去構圖，現在這個取自外在世界的主題已經能被

描繪出來。

慈心華德福與其他地區的華德福學校一

樣，一年級至六年級，每週有固定的一天，

各有一節水彩畫、蜜蠟工或泥塑〈四年級以

上〉、形線畫與手工。這樣的重覆節奏，這

樣持續多年的藝術活動，對孩子的影響會非

常深遠。尤其是渲染的水彩畫(或濕的水彩

畫) .它的目的不在於繪畫技巧，或任何理

性美學的訓練，而是單純卻十分重要的強調

以色彩來滋養豐富孩子的心靈世界。

濕水彩的課程五六年級以前由導師來教，之後由藝術教
師進行，逐漸加深技巧筆法。下圖為美術教室中，學生
作品臨時性的展示便於分享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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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至三年級給予孩子們的通常是非

常簡單的色彩練習，目的在於感官敏銳度的

訓練，使孩子對自然環境有更豐富的感受，

也同時滋養了孩子的心靈。在濕的紙上作

畫，色彩可以不受形的限制而流動渲染，當

孩子投入色彩渲染的世界時，讓我們從孩子

眼光閃爍中看見了真誠悸動的靈魂，孩子的

心靈世界受到了滋養，也窺見不同的氣質與

個別性。

較小的孩子由導師在教室中進行濕水彩課

程，練習利用三原色在濕紙上渲染，感受

色彩與形的變化。



三年級至五年級的孩子看世界的眼光變

得愈來愈有自覺了，這也是孩子開始將自己

與週遭世界區分開的時刻。過去許多視為當

然的現象，到了這個時候變成令人驚異讚嘆

的大事。原本活在自己的心靈世界的孩子，

驚呼出「哇塞! J 這個口頭禪時，他們需求

慈心、華德福學校

的是對環繞他們周圍世界的各種現象，能夠

有更醒覺的領悟。這時候教育的藝術就要善

用這股好奇與嚮往的力量，來一步一步引導

孩子進入大自然的世界與人類的生活中。不

只是侷限在僵化固著的物質外貌上，而是要

讓孩子認識創造物質形象的力量。

『如果色彩變得像物體一樣具體，它們將會對心靈的發展有所幫助。』

草本原理

兒童必須被允許生活在色彩的經驗中。

故事經常先於繪畫之前進行。故事鼓舞孩子

使其對生命和色彩的情緒變得覺醒起來。每

一種顏色都有它自己的特質。這個進路幫

助兒童逐漸能與他自己的氣質達成妥協。

在較低的年級中，對色彩的感覺是清醒

的。 、形，會從色彩中產生。『如果色彩變

得像物體一樣其體，它們將會對心靈的發展

有所幫助。』

第二階段必須促使見童事先知道在產生

純色和混色的同時也要考慮空間和形式。

第三個階段由一個被給予的主題組成，

由於孩子已經完全知道如何從色彩的要素去

構圖，現在這個取自外在世界的主題已經能

被描繪出來。

教學目標

﹒逐漸介紹初級顏色(三原色) (從一種顏

色開始，然後兩種顏色、三種顏色)。

.在濕的水彩畫中讓形狀在不同色塊之間盟

釀產生。

﹒透過不同色調情境的故事讓孩子發現不同

色彩的微妙特質。

﹒逐步介紹次級顏色 (secondary colors) 

(二年級)

.在逐步增加的色彩和色彩之間的變化移動

中發展內在的體驗。

﹒學習運用所有的彩虹顏色(三年級)。

﹒發展更多的想像形狀一如何從色彩變化出

形狀。

﹒介紹乾的水彩畫(四年級)

﹒透過色彩帶入遠近透視畫法(五年級)。

.把注意力集中在光和影。

﹒探索與嘗試明暗對比(六年級)

June, 2007 secor由yE恥ation 海 153苟安



塑形(雕塑)

自然的蜜蠟和麵團在幼稚園階段被用來當作塑形工具，一

年級到六年級則使用彩色的蜜蠟、麵團和黏土。由於蜜蠟能被

手的溫暖軟化而運用在較年幼的孩子上，黏土則因為較冷只在

大一點的孩子才使用。

通常塑形都從球形開始，而後形狀向外生長，例如動物的

四肢和耳朵是從租具的身體形狀中捏塑出來的，而非後來才黏

上去的。

在慈心華德福學校及托兒所的孩子們，從幼稚圍開始，

就有每週固定的蜜蠟捏塑及渲染的水彩畫課程，蜜蠟與陶土的

捏塑同樣是幫助孩子手掌的力量與靈巧，但兩種材質不同的特

性，分別適合不同發展階段孩子的感官特質。陶土濕潤時是深

褐色，當濕度恰當時，可隨意捏塑造型，由於陶士被動的特

質，更需要創作者主動的力量才能塑造成形，陶土乾燥後堅硬

呈淺土黃色，可以上柚及窯燒，不但可保存也能做為實用的容

器。在華德福教育中，更善用泥塑造型過程中可以孩子的意志

力，並可觀察到孩子身心平衡的狀態。

我們的泥塑課要求孩子以不同的方式工作，要孩子從雙手

合握的土塊大小開始，協助孩子鼓足內在的力量，用雙手捏造

出一個球體，用眼睛與手「測量」與感覺完美的圓、蛋形，一

個一個進化過程不同階段的小動物，到站起來的人形。它的原

則和華德福教育由「一」開始，再一分為二、到三、到四是一

樣的道理。

原理

兒童向內地模仿著動作，這股成形力量的運動流入他們的

雙手。這一種使得他們去觀察而後繼之以創造的力量並不是一

個知性的力量，而是感官觀察與意志活動交互作用的結果。塑

形是一個構造性的活動，透過動作把血液正確地帶入指尖。



聽毛、發德播學校

﹒發展團體的工作和合作。

﹒透過塑形來表現故事中的主要人像和動物

.觀察動物並且塑造出來 o

﹒經驗並塑造幾何學的形狀(例如金字塔

形、正立方體)

.班級成員共同在一個擬好的計畫中工作並

完成它(例如諾亞方舟的建築物)

教學目標

﹒發展良好的動作技巧。

﹒發展簡單三度空間形式的感覺。

﹒從球形塊體(蜜蠟、麵團或黏土)經驗

、形H ( 例如動物或人形)的出現。

﹒經驗雙手使蜜蠟變成柔軟的溫暖感。

.透過捏塑學習字母和數字的形體。

﹒在想像性的遊戲中刺激他們自己靈活形塑

物體或人形。

書畫課程

孩子從四年級開始學習書法課程，對孩子而言「書法」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在學習的內容

與形式上，書法課是一至三年級形線畫的延伸。藉由手的提壓的力量去體驗直線和曲線，再從

現到空間視覺去體驗垂直、水平、左右對稱與不規則的對稱。

四年級從小筆入手，小筆是秦始皇時代統一文字後的字型，其字型工整且有可依循的樣

式，長方縱勢，空間留白整齊而均句，呈上虛下實狀，左右對稱而均衡。起筆時藏鋒做逆勢，

收筆時採意固，不必刻意做迴旋的動作，運筆沈靜而緩慢。延續形線畫的經驗加上軟硬筆的調

整。而此時對應的主課程是北歐神話的以神為中心、左右制衡的力量，亦是一種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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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隸主奇主題，對應孩子的感覺心漸漸形成，適合讓孩子開始體驗有粗細變化的筆畫，漢

隸的筆劃在橫平豎直中帶入左右流動的速度與情感，孩子可以很快的進入狀況，此時對應的五

年級主課程是希臘時代，此時的藝術風格開始將神注入人的情感興生命力，健碩的希臘雕像給

了孩子想像與釋放情感的空間，並為接下來要進入的魏碑預留伏筆。

六年級的主題是魏碑，此時的孩子正值進入青春期階段，開始懂得思考並且務實，呼應的

羅馬藝術主課程，藝術風格完脫離神的束縛進入人性思維，重視寫實細膩的風格，象徵孩子開

始對內探索與學習思考;在六年級學習魏碑的同時，老師會視孩子的發展狀況帶入唐楷。

慈心華德福的書法課程是以孩子的發展階段對照華德福教育發展而成的藝術課程，是形線

畫與語文課程的延伸與創作，在書法課程的引導與書寫裡，孩子得到對人類生命史與自我生命

源流的探索與觸發。

形線畫

形線畫就像數學的運用一樣。形狀繪

圖是一個主題，特別是在華德福教育。徒手

繪的幾何圖形，在主要課程中是每週被教導

的。形線畫是活性化的，在人與物之靜態與

動態中，皆能產生多變化的形狀，如彩帶的

飛舞、跑步的動作、沙丘的形成，都是形狀

繪圖的主題，所以在不同的知識領域裡，繪

圖的形狀是自然不受束縛的;通常從故事內

容中的圖案和移動中所產生的形態，如:簡

單的直線到連續的彎曲線，或者鏡子成像、

天上星星形成的圖案，以致於以後的編結工

藝、曼陀羅類型等等......。

形線畫不同於一個有主題的繪圖，它

是經常被教導的課程，在華德福教育裡是一

個公共教學的實踐。形狀繪圖如同是一種特

殊診斷治療的課程:心理、精神性、運動技

巧、空間定位、自信心、自尊心等的平衡，

促使孩子有組織架構的技巧，並能集中注意

力，富邏輯的思考;透過顏色的選擇，可美

化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及情感的發揮，創

造一份內在的和諧。



手正藝術
手工在我們的課程扮演極重要的部分

(角色)，手工課提供知性活動一個平衡的元

素，對孩子而言是帶引到一個平衡發展，動手

工作也是刺激思考的發展，手工課有益於生

命實務部分的開放胸襟，以及將會幫助去理

解不同領域的人及工作.對孩子而言，學習做

些有益他人的事物也是手工課重要的層面。

家長的參與創造了一個社交性、愉快的

工作環境.每個孩子可在其能力之下有所進

展，于工課的教學由班導或科任老師決定。

手工藝的主要範圍(領域)是經過年級的修正，

慈心華德福學校

延伸擴大，附加的活動，例如:節慶(特別的節

日)，冬至，其他活動，包括:編織、于工紙製作，

折紙，陶器，畫蛋，蠟燭製作，染布，中國傳統節

日、聖誕節的手工藝製作等。

各年級的課程安排如下:

一年級徒手編織、手上型編織器、棒針

二年級棒針加上刺繡

三年級勾針編織

四年級交叉縫、長針

五年級拼布、十字鏽、木雕刻

六年級手工不織布玩具、布偶、木工

七年級木工、編織、機器縫初

J帥. 2007 S配耐的 E缸枷至157在



校園場域的生活美育

藝備與教育:從空間的眼睛所見，
關於人、環境地景與生命成長的具體理論。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格言 r永恆將是衣服上的一個皺槽，而不是一

個理念。」這話的應用，教育環境的美感的體現，不是接受一個抽象觀念的指導，

而是由下而上的，在生活空間實踐而得的「衣服皺裙」具體。美不一定是對稱、整

齊的;美可以是傾斜的，充滿皺梧的具體，重要的是搭配、配置( constellation ) 

的功夫。一個欠缺美學教育基礎的環境景觀的形塑與構成，是形式主義的短視

與理性設計至上思維的後果;教育所處的空間除了命名為環境外，情境、意境

的納入思維，端賴一種揉合感性的「曲線視野 J (curlinear vision) 與理性的

「直線視野 J (linear vision) 的當代空間感;這是必須經由對外在的、為商品

化意識型態所主導的「物理空間的」新奇理解，與人內在的美學涵養。如史代納

(Steiner) 所言的，為生命身心靈整體所藝術經驗的「內面空間」相疊合，展現

「美是可以傾斜的，充滿皺裙的具體」其搭配的功夫來自人的足下經驗的行走，

與自然、教育環境景觀、室內空間、人際流動品質和教育理想的反覆作用與交感

( correspondances )。

~158逗笑 中，教育伍拾捌毒草書期



慈，心華德攝學校

跨國環境藝備與環境教育的實踐

面對潛藏於每一個孩子生命裡頭的人類本具之靈性力量與獨特性。擁有良好的物質環境和

制度規範對學校是重要的，但是學校經營需更往上提昇到精神性的層次和力量，努力維護整個

生活的節奏與呼吸，所有的參與者努力以純淨的精神意識把和諧、溫暖和自由的生命力共同注

入這所新校園，清楚覺知學校周遭環境的元素，吸收並加以改造，盡可能地觀照到整體並擴展

到社群。這將包含社群的服務、學校活動的分享、華德福教育理念和藝術活動的展演等。

麗旦當的結頭

灣民遺書鞋-山費臣表

(寮雅小屋) 一{
精軍屋(建築蓋章程) I 一向

社會 L

三文化 j

f 生活

\農圈

大輯麓的文化 E落葉與廚餘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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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於學習與環境的互動連結申﹒教學與環境

在秘密基地的童年圖像中，泛起的是過去曾有一個遠比現在還要小的我，置身在一個遠比

我還要大的世界，無限悠遠廣大的土地，有著許多我的小小行動，穿梭跳躍、俯轍拋擲流動在

淺霍枝頭石塊堆砌的田野間，嬉戲打鬥採集的種種回憶都可能變成童年冒險旅程的故事。生命

伴隨著青草、泥巴的氣味，混雜著雨水和汗水，從光禿禿的腳丫子到那貼著臉頰拔不開黏搭搭

的頭髮，無一不捲進生命的漩渦中。

~16。在 中，教育伍持捌卷軍事期

「我們要能在孩子就學的第一年，使他的心靈有所覺醒，一

種對環境的覺醒，好讓他學習讓自己與所生存的環境遷結起

來。」

93年秋天，碧后、東岳的泰雅長長老們帶領我們，蓋了兩間泰雅小屋。從

計點開始，挖洞、努士、樑柱結構、桂竹編節、黃藤編綁。



校園環境藝術
與環境教育的實踐

孩子是真正的空間使用者，為了有機會去創

造更好的人與環境關係。透過參與，也凝聚社群

之間的情感與共識，深化地方感與場所感。而華

德福教育透過自然環境提供孩子學習的場域、並

強調「建築」存在每個孩子心中，透過遊戲、透

過課程讓建築的種子生根、發芽，每個孩子都是

建築師。

前年夏天，三年級小種子、小雨滴班自立完成的精靈屋。

精靈犀建築課程經過的照片與工作紀錄。

f 吟了|

慈心華德福學校

2006年五月，慈心所舉辦的有機體建築參與式規劃設計
研討會。

• 



將教育場域誼入藝術氛圍

每一個角落空間的佈置，環境與人際之間散發出無形的整體的氣氛和力量，會深刻地影響

著孩子內在的感官。在教室中，導師運用季節性的自然植物布置環境:季節桌、遊戲角落都是

孩子感受自然與自身融合之處。校園景觀工程中，目前積極進行布置出一個生機循環、豐富、

溫暖、柔軟與安全的校園環境。對教育中關照的內在質地，建築、色彩、材質、氛圍以呼應的

姿態襯托著。

細緻可見的點滴美感

在環境工作中細細添加進去

創造教育空間的美學

教師家長一起彩繪廊道與牆壁

于
單
間γ


I
…
嘴
一
一教室內環境、情境、意境，透過親手染的棉紗，季節桌布置，工作作品展示，為不農年齡的學生創造安定與韻律的學習

感。

鑫&&Jii

教師將這樣的經驗與感受 z 透過製作布偶、玩具的過程，傳遞給家長，帶進家庭生活中。社群的意象成為學校核心的基

石。

中，教育伍拾捌卷軍事期~162軍



慈，心攀德福學校

延伸國中的期望與挑戰

慈心華德福自 94年八月申請獲宜蘭縣政府教審會、縣議會通過延伸國中成為

九年一貫學校，至今近二年的時間，目前七、八年級各一班。這是華德福教育在華

語世界首次進入國中階段的突破。中學階段仍延伸以人智學的生命觀點及華德福教

育理念設計，課程設計以「成長需求」為主軸，並力求呼應九年一貫課程。目標在

培養獨立思辨探究、合作學習、具當代競爭力及具愛與道德意識，能引領社會轉化

之實踐力之社會公民。

透過過往近十年來的華德福教育推動經驗，國中的延伸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此教

育中延展了對於青少年身心靈發展的樣貌認識;並能有意識地與其工作。這個進入

青春期的時機，孩子的確進入到一種「與世界的全新關係」之中。他們正經歷著身

體上第二次的巨大形體變化;但同時內在世界也有明顯的改變。到此階段，習性與

教養對他們的行為的影響，已經超過他們自身的選擇與意向。此時他們的靈魂正自

體內噴湧而出，朝向世界。「要如何陪伴孩子度過此種個體化與獨立的內在思考、

情感與意志的解放的誕生或開傲，既不壓抑之，亦不使之淹沒在情緒之中;並認知

到危機的狀態，其實是發展歷程的一個部分? J 是家長與教師巨大的挑戰。在這個

年級的最後階段，孩子將會取得全新的權威來源與角色模範。孩子應該要能將其過

去所學整合在一起，帶入全新的有意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類是努力奮戰的

有道德的個體，在世上具有中心的意義。

課程設計架構以孩子的生命發展歷程(對應人類意識演化歷程)為縱軸，規劃

年度主題軸。七年級為「發現屯發現自我與世界」、八年級為「變革-內外在的劇烈

變革」、九年級為「理性"獨立思考與理想性」。以人與世界的「整體關係」為橫

軸，依人智學從「先整體後部份」原則，從宏觀而微觀、從共同而差異、從全球而

在地順序設計。符合華德福教育四季韻律，在年度主題軸中將藝術性融入語文、數

學、自然、人文社會四領域，從整體而部份，規劃一年四學期之教學，作為主課

程，引導孩子擴展，進入人類經驗世界。需喚醒的能力有以下幾方面。科學:學習

、、1. 



獨立思考、學習集中注意力(感官) ，從觀察、實驗、親身體驗中獲得理解事物的

能力。藝術:培養人對事物整體以及「美」的過程的理解和變化與我們親身體驗的

能力。人天生所存的靈性:一種與事物的關係、與人的聯繫，能努力被找尋;安

定、成長。維護這份靈性而不使其枯萎是教育的使命之一。

可以獨立進展的科目，由專業的老師來教學的是副課程。副課程的科目包括

副課程包括外語(英、日、德語)、烘倍、音樂、塑形、形線畫、水彩畫、于工、

優律詩美、體操、遊戲、體育活動、游泳、柔道、書法、露營、節慶、參觀旅行等

課程，有些是排在固定的課表中，有些則視主課程和學校活動之需要彈性地安排。

其中某些課程必須視師資狀況進行調整:塑形、水彩、形線畫、等盡量由導師自己

上，音樂、繪畫、工藝、游泳、書法、手工、體育等則盡可能安排專任課程。優律

詩美和體操為獨特的肢體藝術'對孩子的生命力發展有重大幫助，但必須由受過專

業訓練之師資授課。外語、音樂、繪畫等課排在主課程之後的中午時段上課。手工

藝、園藝、體育、戶外遊戲等以肢體為主的課程，安排在下午的時段，也就是說，

在需要重覆練習的課程之後接下來的就會是藝術、實用性的活動。這樣的課程安排

是以自然的韻律節奏來考慮學校的每日作息。

整體課程設計除上課時數略增及提高會議討論、社團活動頻率外，大致上延續

1-6年級小學階段架構，在基測的社會性氛圍下，我們儘量去保護理想課程的完整

性，一直到九年級，再開始計畫性地協助學生準備升學考試。這開頭二年的課程實

驗摸索，不斷地模擬課程發展，高密度地協同統整教學，邀約家長參與認識，不停

地撥開主流競爭性的負荷，重新解構課程內涵與學習意義。這樣教育改革的道路其

實也才正起步摸索著，關於追尋個體生命成長的教育方式，能愛與專業，將是繼續

前進的重要關鍵。不斷需要蛻變的還包括教師團隊協力治校、社群總體營造、課程

轉化的研究等。

關於教育改革，我們還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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