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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0 年以來，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在探

索中國書法主題推廣活動的過程中，改變一般

藝文展覽策畫單向輸出的設計思路，嘗試引入

資源本位學習模式，針對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需

要，設計了由三個階段構成的循序漸進的課堂

外學習活動，以書法學習為紐帶，運用多媒體

等學習工具和小組學習的方式，拉近了經典古

籍文獻與現代讀者的距離，使書法的靜態展示

轉向動態的學習體驗。本文分析和歸納了該活

動的設計理念和實務經驗，藉此為圖書館策畫

推廣活動提供更多元的設計思路。 

緒言 
全人教育已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它鼓勵學生

廣泛涉獵專業知識之外的多學科知識，以人的全面

發展為根本宗旨。為此，學生不但要“會讀書”，而

且要“愛讀書”，主動學習廣泛的學科知識，以滿足

個體全面發展的需要。大學圖書館承擔著培養學生

閱讀興趣的重要職責，通過縮短優秀的作者與讀者

之間的距離，讓學生盡可能多地了解各種學科知

識，尤其是接受人文藝術知識的熏陶和滋養。西方

藝術教育學者 Eisner（1972/1998）認為，“鑒賞”是

一種“感知”（appreciation）的藝術。所謂“感知”，

即是藉由個人的經驗，對事物質量的覺醒、認識或

理解，從而提供判斷的基礎。圖書館作為一個學習

的場域，讓學生在此接觸和感知各種主題的人文藝

術知識，不僅可以培養閱讀興趣、提升人文素養，

還對啟迪現代思維、激發知識創新，具有積極意義。 

2010 年至 2012 年間，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以

下為“城大圖書館”）舉辦了一系列以中國書法為主

題的推廣活動。與傳統的藝文展覽單向輸出的設計

思路不同，城大圖書館在策畫中國書法推廣活動的過

程中，嘗試引入“資源本位學習模式”（Resource-based 

Learning），設計循序漸進的課堂活動，並輔以多媒

體的學習工具和小組學習的方式，使學習者對書法

的認知方式從一般的靜態展示轉向為動態的學習體

驗。本文以此為例，分析和總結了城大圖書館藝文

推廣活動的設計理念和實踐經驗，藉此為更多圖書

館策畫推廣活動提供多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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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開展課堂外學習活動的背
景分析 

教與學之本質 

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教者：上所施，下所

效也”（王宏源，2005），故“教”的本身包括教師的

上施與學生的下效，是一種互動的過程；而“學”的

古體字則作“斅”，從教，主覺於人，因此以“學”為

主體的教學方法，必須讓學生受到啟發，自覺而後

覺悟，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才能真正達到

教學的效果（彭宗平， 2008）。而 Derek Bok

（2006/2008）指出，大學教育不僅在於傳授專業知

識，更應培養學生溝通、思辨、道德推理、公民責

任等能力，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發展需要。 

教育是為了培育和拓展學生的才能，使其適應不

斷變化的社會發展需要。為此，城大提出了“Discover 

and Innovate”的教育口號，在加強學生學習專業知

識之外，還鼓勵學生廣泛涉獵歷史、文化、文學、

哲學、藝術、音樂等跨學科、多學科知識，以開闊

學習視野、提升人文素養、培養創新能力。圖書館

應是教與學之重要支持體系，可依託豐富的學習資

源，設計開展課堂外學習活動，引導和鼓勵學生學

習跨學科知識，以達到“激發學生在追求創新、發

現、企業家精神、學術成就方面的興趣”之教育目

的[1]。 

圖書館開展課堂外學習活動的挑戰 

與院系開設的專業學習活動不同，圖書館課堂外

學習活動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學習活動，主張活動形

式的自由活潑，藉助提供不同形式的學習資源，吸

引並幫助學習者了解和學習專業外的文化知識。這

種學習活動是一個由淺入深、潛移默化的過程，沒

有嚴格的學習成果考核，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提供一

種開放式的課堂外教育環境，啟發學生對新的知識

領域逐漸產生興趣，從而開始自主學習。 

與參加課堂學習活動相比，學生在參加課堂外學

習活動時具有以下幾個顯著區別： 

1. 參與者無論在心理上，還是時間上，對於課堂

外學習活動的準備程度遠不及課堂學習活動。

學生往往通過圖書館主頁新聞、海報，或者同

儕間分享，甚至途經活動現場時，獲悉活動資

訊，然後直接參與（walk-in）圖書館組織的課

堂外學習活動；而對於課堂學習活動，多數學

生在上課前已經預知教學安排，並預留了學習

時間。 

2. 課堂外學習活動對於參與者的知識背景和基礎

通常不作要求，故此，參與者的知識水準參差

不齊。而課堂學習往往經過考試選拔，或者對

知識基礎有一定的門檻，以確保參與者的知識

水準與授課對象的要求相符。 

3. 興趣往往是決定學生參加課堂外學習活動的重

要因素。而對於是否參加課堂學習，興趣只是

一個因素，培養方案和學分則在更大程度上影

響著參與者的選擇。 

由於沒有強制性，學生是否參加課堂外學習活

動，還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利

用經濟學中的“選擇理論＂來解釋：每個人的時間和

精力都是有限的，假設學生的選擇都是理性的，而

所有的行為都是出於自利（self interest）因素的考

慮。不難發現，學生在課堂外的有限時間裡，需要

衡量各種選擇的益處和效用，從而做出取捨或優先

排序，比如：先去圖書館還是先去逛商場？即便來

到圖書館，也有各種資源、設施和服務供其選擇，

如：借還書、自修、上網、使用媒體資源、複印列

印、借用小組討論間等。 

因此，如何讓學生主動選擇參加圖書館課堂外學

習活動，而犧牲其他的活動安排？這是圖書館開展

課堂外學習活動時面臨的首要挑戰。而就課堂外學

習活動的參與者而言，由於其知識水準參差不齊，

且很多來自不同的國度和文化背景，如何使活動能

夠滿足這些背景各異的學習者的課堂外學習需求，

幫助其開展跨學科學習，是圖書館所要面臨的第二

大挑戰。  

綜上，推廣活動歷來是圖書館推介館藏資源和服

務的重要方式，如何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資源優勢，

使推廣活動在盡可能滿足不同參與者學習需求的前

提下，既彰顯活動的教育價值，同時又能寓教於樂，

吸引更多人的參加，是圖書館在設計開展推廣活動

時需要權衡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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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開展課堂外學習活動的價值觀 

近年來，城大圖書館在推廣館藏資源和服務方面，

一直致力於尋求多方合作，將人文藝術類館藏的推

廣活動與通識教育相結合，培養學生對人文藝術知

識的學習興趣。目前，已開展的課堂外學習活動涉

及中國繪畫、中國書法、古典音樂、粵劇等多個主

題。之所以選擇經典或傳統的人文藝術作品作為課

堂外學習活動的學習資源，是出於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經典作品值得推介。經典的文化藝術作品

之所以具有恆久的魅力，是因為在其中蘊含並體現

了人類知識與文化的結晶，歷久彌新，值得後世汲

取養分，並從中獲得新的啟發。 

其次，圖書館希望搭建閱讀傳統經典作品的“橋

樑”。相較于流行文化作品的淺白易懂，如今的學生在

對中國傳統藝術作品的欣賞和解讀方面，往往存在著

不同程度的“鴻溝”，以至於不能真正理解中華傳統文

化的精粹，甚至產生認識偏差。圖書館希望通過設計

開展人文藝術課堂外學習活動，在學生中推介經典藝

術作品，並輔以相關主題的圖書、電子資料庫、多媒

體、專題網站等學習資源，幫助其搭建理解藝術作品

的“橋樑”，進而接近經典、理解經典及欣賞經典。 

與此同時，大學生在學科交叉的環境中，更容易

獲得思考和創新的靈感。多接觸人文藝術類的知

識，學會欣賞各種文藝形式，不僅可以提升個人的

人文修養，更重要的是，從藝術欣賞中獲得的靈感，

對於啟發創造、發明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史蒂夫．

賈伯斯之所以顛覆性地發明了蘋果電腦，很重要的

一個原因是受到了早年旁聽過的一門書法課的啟發

[2]。儘管中文和英文的書寫方式和表現力各不相

同，對於創造靈感的啟發卻有相同的效果。前臺灣

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2011）教授在提到大學

提供通才教育的必要性時，也曾指出：「學生除了個

人的專業領域外，應多涉獵其他領域讓視野提升，

同時也要對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有深刻的

理解，才能培養出多元的理念與看法」。由此可見，

圖書館課堂外學習活動的定位就是為學生搭建接觸

和了解不同學科知識的課外學習平臺。 

與學校開設的各類通識教育科目相比，圖書館課

堂外學習活動是對課堂學習的輔助支持，前者則通

過開設專門科目的課堂學習活動，推動跨學科教

育。後者更強調對於圖書館不同類型學習資源的整

合推介，在開展形式和參與方式上亦更為靈活。此

外，與具有明確考核要求的通識課程學習相比，圖

書館課堂外學習活動在評價方式上，更側重學生學

習興趣和積極性的培養和激發。 

綜上，為更有效地支持課堂外學習活動的設計開

展，城大圖書館引入了 “資源本位學習模式 ”

（Resource-based Learning Approach），期望藉此構

建開放式、跨學科的課堂外教育環境，使其幫助學

生提升學習視野、激發學習興趣、啟發知識創新的

靈感，進而為通識教育提供更好的支持。 

關於資源本位學習 
資源本位學習（Resource-based learning, RBL）作

為建構主義教育理論的一種方法論，於 20 世紀 70

年代被提出，是指在跨情境的環境中，運用可獲得的

資源，支援不同的學習需求（Beswick, 1977; Hannafin 

& Hill, 2008）。從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

的角度來理解“資源本位學習”，即：幫助學生與各

類廣泛的印刷型、非印刷型以及人力資源進行互

動，並在此過程中建構意義。在“教”與“學”的這對

基本關係中，“資源本位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教學範式，運用各種教育資源促進不同需要的學

習活動的開展，學習的成果體現為學生利用資源進

行自主學習能力的獲得。 

作為教學設計方法，資源本位學習環境（Resource- 

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RBLEs）是指利用資

源、支援性的工具和支持性的策略／方法建立具有

意義建構的環境（Hill & Hannafin, 2001）。構成資源

本位學習環境的要素主要包括：資源、情境、工具

和鷹架（Scaffold）（Hannafin, Land, & Oliver, 1999）。

要素之間通過不同的方式組合起來以滿足特定的學

習需要。每個構成要素的內涵、類型及主要功能如

歸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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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源本位學習構成要素的內涵、類型及功能簡表 
要素 含義 類型 功能 

情境 
學習者所在的真實或

虛擬的環境 

外部指導式（externally imposed）情境

外部協商式（externally induced）情境

學習者生成式（individually generated）
情境 

幫助學習者在具體的情境中

理解事物 

資源 
對學習有支持作用的

媒體、人員、場所或

者觀念 

靜態資源 
動態資源 

支持學習活動的設計和實施 

工具 
協助學習者參與使用

和操作資源和想法的

設備 

搜索工具、處理工具、操作工具和交

流工具 
幫助學習者查找、獲取、處

理、解釋以及評價資源 

鷹架 
在開放式學習環境中

幫助開展學習過程 

概念鷹架（Conceptual Scaffolding） 
元認知鷹架（Matacognitive Scaffolding）
過程鷹架（Procedual Scaffolding） 
策略鷹架（Strategic Scaffolding） 

關於思考內容的指南（Guide 
in what to consider） 
關於思考方式的指南（Guide 
in ways to think） 
關於資源使用的指南（Guide 
in use of affordance） 
關於方法的指南（Guide in 
approaches） 

整理自參考文獻（Hannafin et al., 1999） 

 

由於資源本位學習不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學習或學

習過程，因而，資源本位學習環境作為一種設計方

法，在教學上是中性的，即：既可用於有明確教學

目的的學習活動中，也可用於開放式的學習活動

中；它為教學實踐提供基礎，將教學活動的設計與

相關原則及其所支持的認識論取向相關聯。（Hill & 

Hannafin, 2001）在這種學習環境中，學習活動常以

探究和問題為基礎，學生可利用不同的學習資源進

行主動學習，進而培養和獲得批判性思維、探究學

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在數位化的教育環境中，由於“資源”的屬性發生

了巨大改變，資源本位學習環境更加強調多媒體資

源的利用，以及圖書館員作為媒體專家的作用，相

關的討論常見於有關學校圖書館館員與教師合作開

展信息素養教育的文獻（Snider & New Hampshire 

State Dept. of Education, 1992; Bleakley & Carrigan, 

1994; So & Kong, 2010）當中。 

而在高等教育實踐中，從有關“課程設計”的一些

文獻和教學支持網站中不難發現，資源本位學習模

式已在多個學科門類的課程設計當中得到運用。 

（Management Accounting, 1996; Sutcliffe, Cogdell, 

Hansell & McAteer, 1999; Scase & Scott, 2001; Armatas, 

Holt & Rice, 2003; Fry, Pearce, & Bright, 2007; Chang, 

2007） 

在以上的實踐探討當中，圖書館發揮的主要作用

是與教師建立合作關係，提供相應的教學資源，支

持和促進正式的課堂教學活動的開展。但是，目前

較少有文獻討論資源本位學習模式在非正式、跨學

科的學習活動中的運用情況，對圖書館在其中所承

擔的活動設計者和推動者的角色的探討，亦鮮有文

獻涉及。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案例分析的方式，介

紹並比較城大圖書館探索利用資源本位學習模式設

計開展課堂外學習活動所獲得的實務經驗。 

實務設計經驗分析 
2010 至 2012 年間，城大圖書館以中國書畫藝術

為主題，探索開展了一系列課堂外學習活動。本文

將以此為例，從活動設計的核心概念、方法論及具

體的教案設計方面，剖析城大圖書館以資源本位學

習模式構建開放式課堂外教育環境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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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的核心概念─“鷹架” 

在設計課堂外學習活動時，城大圖書館主要著眼

於“鷹架”的設計。所謂“鷹架”，原意是指“建築物及

結構物建造進行中，為便於施工人員通行、搬運、

立足的架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2）。

在開放式、跨學科的課堂外學習活動中，“鷹架”引

申為支持自主學習活動開展的一系列策略和方法。

其作用類似學步初期所使用的“柺杖”，即：在新舊

知識之間建立起易於理解的關聯關係，降低學習新

知識的門檻或難度，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同時，

作為幫助鞏固和掌握新知識的方法，支持學習者開

展後續的自主學習。 

“鷹架”為解釋城大圖書館課堂外學習活動的設計

和實施提供了依據。它使活動環節彼此銜接、有機

關聯；同時，力求體現學習者的認知發展規律，使

活動實現預期的教育功能，具體表現為： 

在教育目的上，提倡學習興趣和積極性的激發，

這是進行終身學習的前提。同時，學習了解不同學

科的知識和各種文化，也有助於培養更加開放的胸

懷和謙虛的學習態度，進而縮小認知鴻溝，啟發創

新思維。 

在學習對象上，關注並區分學習者的文化和知識

背景，強調因材施教。設計鷹架時，需要從學習者

最熟悉的角度切入，幫助其聯繫既有的知識結構，

盡快進入學習情境。 

在教學設計上，提倡設計由基礎級和若干個進階

級別構成的“階梯式”課程。學習者可以根據自身的

學習需求，選擇學習難度適當的課程，或在培養了

興趣和自信心之後，進一步了解和學習較難的內容。 

在教學資源和教學工具的選擇上，提倡盡可能通

過各種方式，不斷地刺激學習需求，以達到潛移默

化的教育作用。為此，圖書館須盡可能組織文本、

影像、聲音等多種形式的學習資源，從不同角度闡

釋和呈現學習主題。 

在學習進度的安排上，提倡學習者的自我掌控

（self-paced）。學習者完全可以根據自身意願，藉助

圖書館設計的“鷹架”開展自主學習。這種活動一旦

開始，就有可能相伴終身。 

藉助“資源本位學習模式”，圖書館的書法推廣活

動立足於書法學習情境，運用館藏、空間和人力資

源，將“鷹架”的實施歸納為以下三個主要階段，並

靈活運用在後續開展的課堂外學習活動中。 

階段 1：組織資源，設計學習工具，刺激學習需

求。圍繞主題，依託館藏及各種校內外資源，組織

多種形式的學習資源，編制自主學習工具，幫助學

習者了解與主題相關的基礎知識。 

除了體現主題之外，學習資源的選擇還遵循由淺

及深、由易至難、原典與指南相結合、支持通識教

育的原則，使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習者能夠從熟悉的

內容中找到興趣點，激發學習興趣，原典與指南互

相參照，進而進一步參與後續的學習。 

考慮到學習者接收資訊刺激的方式各不相同

（如：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圖書館也盡可

能滿足不同的學習需求，組織和提供不同形式的學

習資源，設計自主學習工具，幫助學習者形成對學

習主題的初步了解，如：館內實物展覽、多媒體展

映、可遠端存取的主題網站（subject web）、紙質的

學科知識導航（subject guide）等。 

階段 2：互動學習，激發學習興趣，鼓勵深入探

究。營造具體的學習情境和學習氛圍，提供多種互

動學習方式，通過領域專家（院系教師、圖書館員

等）的講解、現場演示、同儕學習等方式，幫助學

習者深入了解學習主題，加深對於主題的理解與領

悟，激發進一步學習的興趣和熱情。 

設計活動時，注重結合學習者的文化和專業背

景、知識掌握程度等因素，因材施教，幫助學習者

從熟悉的領域切入，在參與學習活動的過程中，進

一步建立與既有知識的聯繫，激發學習興趣和學習

熱情。 

互動學習環節，發揮了專家、同儕等角色的作用，

引導和鼓勵學習者深入探究學習主題，並通過互

動，加深對活動主題的理解。 

階段 3：評估及鞏固學習成果，開展自主學習。

在掌握基礎知識並通過學習活動進一步了解學習主

題後，提供學習評估自測題，幫助學習者評估學習

現狀，鞏固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從而建立學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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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用已經編制好的自主學習工具，自主開展進

階學習。 

綜上，在圖書館設計開放式、跨學科的課堂外學

習環境時，鷹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具有鬆散

性、靈活性等特點。 

活動整體設計方法之比較 

自 2010 年至 2012 年初，圖書館將“鷹架”的概念

作為指導活動設計的框架，推出了中國書畫藝術等

主題的系列學習活動，並且根據活動的實施情況，

不斷完善與改進，使其能夠更好地輔助學習者開展

自主學習。 

在利用“資源本位學習模式”開展中國書畫藝術課

堂外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圖書館一直在不斷反思和

完善活動設計的方法。表 2 從構成“資源本位學習”

的四個元素（情境、資源、工具、鷹架）的角度，

對比列出了活動設計方法在三次主要的實踐嘗試中

的改進情況。 
 

表 2 中國書畫藝術課堂外學習活動整體設計方法之比較 
 第一次（2010 年 5 月至 8 月） 第二次（2011 年 2 月至 6 月） 新的嘗試（2012 年 1 月） 

活動 
主題 

課堂外學習活動：“畫中蘭

亭：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暨

『丹青尋珍國畫賞』” 

課堂外學習活動：“中國書法與

經典文學” 
課堂外學習活動：“墨痕‧心

印－中國書畫篆刻展” 

目的 幫助學生了解和欣賞中國國

畫藝術。 
推介和普及中國傳統書法藝

術，並激發學生對書法的學習興

趣。 

將中國傳統的書法、繪畫以

及篆刻藝術相結合，幫助學

生進一步接觸和了解中國

傳統藝術。 
合作夥伴 中國文化中心，中文、翻譯及

語言學系 
學校發展處、中國文化中心  

對象 全體城大師生 
情境 學習了解中國畫藝術 學習了解中國書法藝術與經典

文學之間的淵源 
深入學習和領會中國書

法、繪畫及篆刻藝術的融合

之美，並與專業學習相結

合，領會專業傳統中的中華

文化精髓 
資源 館藏 

資源 
文學、藝術類圖書（PL、ND
類）、藝術類資料庫（如：故

宮線上） 

藝術類多媒體資源、書法作品範

本實體 
由中美大學數位圖書館合

作（CADAL）專案提供的北

宋書法家米芾的字帖、各類

傳統文化典籍。 
人力 
資源 

領域專家 指導教師 學科館員、領域專家 

場所 多功能大廳 
讀者指導室 

多功能大廳 
讀者指導室 
迷你劇院 

多功能大廳 
讀者指導室 

工具 （1） 電子展示－館內各處分

佈的電子顯示幕 
（2） 專題網站 
（3） 自測題目 
（4） 補充學習資源－即學習

小冊子，簡要介紹國畫

類別、基本技法，不同

朝代的國畫精品（中、

日、英對照），及主題館

藏等。 
（5） 講座－邀請領域專家深

度解讀“富春山居圖”。 

改進： 
（1） 現場展覽－展出精選書法

範本實體、圖書館學習資

源及中日書法工具等 
（2） 專題網站 
（3） 補充學習資源－學習小冊

子內容更為詳實，由專業

導師參與撰寫，增加了更

多背景知識的說明。 
（4） 講座－邀請專家深度解讀

書法與文學的關係 
 

（1） 現場展覽 
（2） 專題網站 
（3） 電子學習資源 
（4） 書法臨摹工作坊 
改進： 
（5） 學習小工具（learning 

toolkit）：深度揭示藝術

作品資訊，包含詩文、

白話釋文、多語種釋

文、作品詳細資料、

創作背景介紹、作品

完成情況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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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國書畫藝術課堂外學習活動整體設計方法之比較（續） 
 第一次（2010 年 5 月至 8 月） 第二次（2011 年 2 月至 6 月） 新的嘗試（2012 年 1 月） 

工具 （6） 現場展覽－“富春山居

圖”複製品展覽及作品

導賞系列展板。 

新增： 
（5） 電子學習資源－臺北故宮

博物院線上課程 
（6） 電影放映－在迷你影院播

放多媒體館藏 
（7） 書法臨摹工作坊 
（8） 分階自測題目 

新增： 
（6） 實物展：現場展示書

法、繪畫、篆刻所需要

的文房四寶、篆刻工具

等實物。 
（7） 結業證書：鼓勵學習者

學習書法的熱情。 
鷹架 階段 1 組織並提供多媒體學習資源，

提供學習工具（1）至（4）。 
組織並提供多媒體學習資源，提

供學習工具（1）至（3），以及

（5）和（6）。 

組織並提供學習工具（1）至

（3），以及（5）和（6）。 
在書法臨摹工作坊上，由學

科館員及領域專家共同為學

習者講解學習情境，介紹與

專業相關的傳統經典文句。 
階段 2 舉辦“富春山居圖”專題講座。 舉辦書法臨摹工作坊及書法與

文學專題。 
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挑選習

字字帖（如：法學專業的學

習者臨摹古體的“法”字），讓

學習者通過個人學習和同儕

學習的方式，臨摹書法作

品，體會書法藝術的要點，

並將書法學習與領悟專業精

髓相結合。 
階段 3 舉辦“富春山居圖”展覽，展出

作品導賞系列展板，並迴圈播

放講座錄影。 

利用分階自測題目評估學習成

果。 
學習者互相分享學習心得； 
圖書館頒發書法學習證書，

鼓勵學習者的學習熱情； 
學習者可通過學習小工具，

利用圖書館資源，開展自主

學習。 

整理自活動網站[3] 

 

在資源的選取方面，強調將分散在圖書館各處的

資源通過主題活動加以推廣，包括藝術類書架上的

圖書、期刊，藝術類電子資料庫，以及藝術類多媒

體資源等。同時，這些館藏資源也為學習者獲取資

訊提供了多種方式的刺激。比如：在第二次書法學

習活動中，學生不僅可以通過學習小冊子（booklet）

了解學習內容，還可在迷你劇院（mini theater）觀賞

館藏多媒體資源：人文電影《經過》和雲門舞集表演

的《行草》，從不同角度加深對書法藝術的理解，進

而啟發將書法藝術的知識在不同學科領域間遷移。 

在學習工具的提供上，圖書館為滿足不同的學習

需要，綜合採用了隨時訪問的專題網站（電子學習

工具）、隨手翻閱的學習手冊（紙本學習工具）、不

同電子媒介的展示，以及專題講座等手段。在組織

學習內容編制紙本／電子學習工具時，突出其作為

“學科導航”（subject guide）的定位，既有相關背景

知識的綜合介紹，也有專門資訊的深度揭示。在 2012

年的實驗嘗試中，專門針對書法作品製作的學習小

工具（learning toolkit），增加了對作品背景資訊的深

度揭示，包括：作品正文、作品中詩作的白話及英

語釋文，以及作品的創作時間、尺寸、印款、創作

背景等資訊。 

此外，作為學習成果的精神獎勵，圖書館專門為

個人學習和小組學習定做的學習證書（certificate），

亦是鼓勵和激發書法學習興趣的重要工具。 

在鷹架設計的改進過程中，圖書館還面向學習者

增設了書法臨摹工作坊，專門邀請中國文化中心的

兩位導師前來指導書法學習活動，幫助學習者學會

讀帖、臨帖，從而豐富學習體驗，激發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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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書法臨摹工作坊特邀導師洪娟（2011）博士所

言，“學寫字未必耗時經年，所謂’字無百日功’，重

要門徑是臨帖習字，從工楷入手”。 

中國書法學習課程之教案設計 

為激發不同學科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對書法的學

習興趣，圖書館推出了“書法 101”和“書法 102”進階

學習課程，並獲得了來自學習者的積極回饋。其中，

“書法 101”側重不了解漢字和書法藝術的人士，課程

重在教授中國漢字的結構、基本寫法，例如，通過

比較中文“山”字和英文“mountain”的寫法，幫助來自

不同國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能夠直觀地

理解漢字作為一種象形文字的書寫特點，並親身感

受用毛筆書寫漢字的學習體驗。 

學習者在參加了“書法 101”課程之後，還可繼續參

加“書法 102”進階課程，進一步了解書法與中國文化

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該課程中，學習者首先進行讀

帖、臨帖等個人學習活動；進而在練習多次的基礎

上，與同儕合作完成一幅書法作品。“書法 102”不僅

要求學習者通過讀帖、臨帖，訓練專注力，掌握漢

字的結構、筆劃和書寫順序；而且要求他們在發揮

團隊精神、共同創作書法作品的過程中，通過同儕

間的觀察、效仿以及經驗交流，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各種筆劃的書寫技巧。此外，學習者還能從書法學

習活動中了解和領會書法藝術作品所承載的人文內

涵，如：文人情誼、文學典故、金石文化、禮儀文

化、書寫風格與文脈承襲等。 

在課程最後，圖書館還要專門安排學習者與學習

成果合影留念，並將照片印在圖書館頒發的“書法學

習證書”上作為鼓勵。至此，學習者在城大圖書館參

加中國書法課堂外學習之旅告一段落。 

表 3 簡要列出了“書法 101”、“書法 102”進階教學

的整體設計方案。 

 

表 3 中國書法進階教學設計表 
 書法 101 書法 102 

教學對象 
不了解漢字，但願意學習中國書法的人

士。 

具備一定的書法練習經驗（如：自幼練習、或參加

過“書法 101”課程等），願意深入學習了解中國書法

的人士。 

學習目標 
初步了解中國漢字的起源（表意書寫系

統與字母書寫系統）和書寫特點。 

（1） 掌握學習書法的關鍵，即：臨摹範本。 
（2） 學習書法的筆劃和筆劃順序。 
（3） 培養觀察力和專注力。 

教材 

臨帖： 
利用 CADAL 平臺檢索的米芾的字帖，

（1） “山”和“Mountain” 
（2） 個人姓氏 
（3） “法”、“商道”、“工橋” 

利用 CADAL 平臺檢索的米芾的字帖，臨帖： 
近代書法家于右任的詩句：“萬里江山酒一杯” 

準備知識 

（1） 中國漢字是一種表意書寫系統，

其圖形結構與意義直接相關。 
（2） 中國漢字由“六書”構成，包括：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

和假借六種構成形式。 
（3） 書法，即用毛筆和墨汁書寫中國

漢字，不僅僅用於表達漢字意

義，或是一種交流方式，也被認

為是一門藝術（在日本稱為“書
藝”）。運用不同軟度的毛筆，可

以展示出不同的書寫風格。 

中國書法以一定的筆劃書寫而成，某種筆劃順序可

以保證書寫速度、準確性，以及字體構成易於辨認。

例如：永字八法。臨摹範本時，要遵循一定的書寫

筆劃。 
以宋朝書法家米芾的行草作品作為臨摹範本，訓練

學習者。 
書由心畫：書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書寫者的心理

寫照，漢字本身以及書法家個人情感。 
中國文化濃縮于中國書法：中國書法與中國文學、

歷史、哲學以及君子之交密切相關。 
練習模式：以米芾的字，書寫于右任的“萬里江山酒

一杯”詩句。 
臨摹的字體從 CADAL 中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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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國書法進階教學設計表（續） 
 書法 101 書法 102 

學習活動 

以學習寫“山”字為例， 
第一步：教師（由館員擔任）讓學習者

在腦海中畫一座山； 
第二步：教師畫一幅帶有三個山峰的山

的圖畫，展示給學習者。 
第三步：教師在山的圖畫旁邊，寫漢字

中的“山”字。 
讓 學 習 者 比 較 之 前 寫 英 文 單 詞

“mountain”的經驗與現在寫漢字“山”字
的經驗。 
讓學習者練習在九宮格紙上，用毛筆寫

“山”字。 

以米芾的字，書寫于右任的“萬里江山酒一杯”詩句。 
個人學習：每個學習者練習其中一個漢字三遍，選

擇最好的一個作為其個人作品。 
同儕學習：每個學習者書寫自己練過的一個漢字，

按順序，輪流寫成“萬里江山酒一杯”的詩句。 

學習成果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問學習者是否記得

如何寫“山”字。 
小組學習成果展示 

學習獎勵 
為每個學習者贈送一份書法學習證

書，附上學習者與其書法作品的合影。

頒發學習證書 
提供學習手冊 
 

 

在“書法 102”中，圖書館還會針對學習者的所學專

業和文化背景，增加特定的學習環節。例如：在針

對法學院的學習者，臨摹的字就是“法”字的古體寫

法“灋”，並邀請學科專家為學習者深入淺出地講解

“灋”字的構成和淵源，同時，結合圖書館法學資源，

講解古代法律的相關知識，如“祥刑”、“幕友”與“訟

師”等歷史概念。這一做法，不僅提升了學習者學習

書法的積極性，也將相關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典

籍推介給學生，幫助學習者擴大所學專業的知識視

野，提升學習興趣。 

總結與建議 
大學圖書館的主要任務是為師生提供典藏和服

務，支援教學活動。而啟發學習者探索和追尋學問，

亦是支持學習活動的應有之義。城大圖書館開展的

一系列中國書法推廣活動運用“資源本位學習模

式”，嘗試為不同類型的學習者搭建適當的“鷹架”，

使活動超越了一般的藝文展覽，在設計和實施上具

有更強的開放性、參與性和啟發性，從而為自主學

習活動的開展提供切實的幫助。 

在城大圖書館，推廣中國書法已成為圖書館開展

課堂外學習活動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在實踐探索

中，作為活動設計核心的“鷹架”的內涵得到了不斷

的豐富，力求盡可能滿足不同基礎的學習者的需

要：從最初的單個漢字的臨摹，到後來發展至鼓勵

學生合作完成書法作品。這種體驗式、開放式的學

習環境，使學習者能夠進一步融入學習情境中，不

僅訓練了書法的運筆技巧，還通過書法學習，磨練

了意志和專注力、培養了審美情趣。更重要的是，

通過書法，學習者還獲得了豐富的學科文史知識、

提升了信息素養。學習者在練習書寫漢字時，與工

具書（如：《四庫全書》）中的經典相聯繫，啟發現

代讀者探索古代諸子百家的經典文籍。 

為深入推動書法工作坊等課堂外學習活動，圖書

館邀請了書法研習導師、學科專家及學科館員共同

參與到書法藝術的教學和推廣之中。書法研習導師

輔導學生讀帖、臨帖，通過言傳身教，推廣傳統的

書法藝術；學科專家則引導學習者從熟悉的學科領

域，領會書寫內容的深層涵義，了解相關的古代典

籍，拉近現代讀者與傳統文化的距離；學科館員則

要輔導學生有效利用圖書館獲取相關的古籍文獻。 

需知，在 1920 年代推廣普及白話文之前，中國的

文字與語言並不一致。而現代讀者在科研探索中往

往局限自己熟悉或慣用的現代白話文文獻，少有機

會接觸和辨識傳統典籍中的文字與辭語。在圖書館

裡，依據館藏分類，一般藝術類文獻、書法藝術圖

書與其他畫冊、圖冊多半歸放於書庫中擺放大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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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Large size collection），而字帖的內文所涉

及的經學、格言的原始出處卻又散佈於廣大的中國

文史哲學的書區。以上種種造成了多數入門讀者在

串聯書法藝術、漢字、辭語與古文之進入障礙。 

城大圖書館在書法工作坊中採用的字帖以及教師

相應的講解，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價值和本專業核

心價值的統一，既提升了學員學習書法的興趣，又

弘揚了中華文化，引起了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教

育作用。 

圖書館對於書法推廣活動的成效主要體現在對學

習者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的激發上。故此，圖書館

十分注重在活動結束後，收集學習手札，並通過出

版學習手冊等印刷品，將學員的感受予以推廣。與

此同時，這些積極的學員反饋，也為圖書館設計改

進書法學習活動提供了動力。以法學院 EMBA 班學

員的學習手札為例：“書法乃中華文化之瑰寶，可以

陶冶學人情操，完善學人人格，砥礪學人意志。感

謝城市大學精心組織的此次活動，使懷抱現代法治

理想的我們在與傳統文化的親密接觸中真正得到了

一次思想的昇華和靈魂的進化。”  

綜上，大學圖書館在支持學習者探索中國書法藝

術時，還應注重以下四個部分的全面發展： 

1. 在設計理念上，藉助資源本位模式策畫書法學

習活動，減少讀者對書法藝術、漢字、辭語、

古文利用上進入的障礙，可藉助導入式檢索

（mediated search）作為聯繫古文與白話文的

橋樑。 

2. 在組織實施上，靈活開展形式多樣的學習活

動，提升書法學習興趣，如：展覽、臨帖工作

坊，依對象（不同學門、院系）、依時節（春節、

清明、寒食、端午等）、依目的（開學禮、結業

禮等）選用經典古文臨字，藉機介紹經典和古

代著名書法家，並幫助學習者區分書法字體。 

3. 在效果評估上，與學術部門不斷反思每次的教

與學過程，產生新的策略，並廣邀社會書畫團

體與有志推廣書畫藝術的大師共同設計活動。 

4. 在文獻的有效利用上，觀察研究讀者在書庫的

使用行為，利用科技提升館藏管理的效率。 

今後，在策畫開展書法學習活動時，圖書館將嘗

試選取一個學位學程，在適當的時間節點（如：開

學式、節氣、畢業禮等特殊日子），設計三至五次學

習活動，並邀請師長及校內外文史哲專家，與圖書

館學科館員共同完成如下工作： 

1. 挑選在內容上側重該學科思想倫理與社會責任

的格言名句，整理其原始出處和時代背景，列

舉後世／歷代的引用或影響情況； 

2. 學科館員依上述產生的文獻與辭藻、及歷代的

作者與相關文獻整理成元數據（metadata），並

連往《四庫全書》的相關內容，準備紙版本書

及名人講座多媒體展示； 

3. 學科館員組織開展面對面書法教學活動，介紹

字義及資源導航、四庫工具示範。安排書法臨

帖，請書法研習導師介紹書寫技巧，每人以傳統

毛筆逐字書寫三至五次。通過臨帖的過程，將古

代經典名句的知識轉譯（Knowledge Transfer）。 

4. 學生完成所有學習單元後，進行學習評量。 

此外，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或改造現有空間，將

其營造成更適合書法學習的場所。例如，城大圖書

館將入口大廳整建為多功能展廳，同時在書架區附

近設立迷你劇場，並在牆壁上安設液晶顯示幕等媒

介。通過舉辦書法學習活動，空間中的各個媒介得

以有關聯。這不僅提高了各類館藏的可見度和利用

率，也使空間中的各種媒介從不同角度刺激學習

者，形成一種開放式的學習場域。 

最後，從知識共建之觀點，圖書館員在策展之過

程中，除了提升書法藝術的知識，亦通過一次次的

活動將文明符號（題跋、內文、題款、篆刻印章）

編制出完整的元數據（metadata），持續累積編目資

料，有助於未來將這些不同類型的文獻聯起，讓東

亞文明符號重現，啟迪現代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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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0, the Library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one-way design 
model of promotion activities by introducing the resource-based learning approach while exploring 
how to promote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t a university library. The library designed three 
phrases to let the beginners to learn Chinese calligraphy step by step by employing multimedia 
and group study, which not only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readers but also converting the static displa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orks into a dynamic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conclud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of the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the Library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hope it would be a 
good reference for other libraries i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similar promotion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