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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以學生學習經驗出發，架構從做中學之實踐學習內容，歷程

中引發學子內在學習與創作動機，也透過非正式課程之實際場域做義賣

的經驗學習，豐富學子藝術實踐經驗與增強愛的實踐力，建構現代公民

之美學涵養。 
課程藉由 1.藝術創作實踐，2.藝術商品包裝，3.藝術商品義賣行銷與

捐贈等活動，使學子瞭解藝術商品實踐設計體驗的各個環節，及藝術手

創商品行銷的多元性與困難突破之學習，培育非藝術設計類學子具備藝

術手創行銷之完整經驗，並建構生活實踐力與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美學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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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Life in “Art Design & Lif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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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was to arous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create, using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experiences as a starting point. 
Through nontraditional classroom settings such as charity events, students 
were able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had learned from the class, enrich 
their experience i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build up an appreciation of art, 
as modern citizens.  

The course was designed around the practice and creation of art and art 
product packaging. By donating and marketing art products through charity 
events, non-art students wer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whole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design, and underst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art marketing and 
difficulties commonly encountered. In doing so, students gained a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 of marketing art products and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art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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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根據文化部（2012）對「生活美學」的定義，指的是一種面對生活

環境的態度和美感能力，也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與尊重環境的展現。

這樣的美學培育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習慣的養成才能成就，此觀點促使本

人對於自身課程-「藝術設計與生活」進行反思，思考如何使學子提升生

活美學能力，並且從名詞變為動詞，使之成為「生活實踐美學」，應用在

習於以做中學的技職體系的學子，透過通識藝術實踐課程，習得在生活

中實踐生活美學的能力。 

2004 年 5 月，時任文建會主委的陳其南（2004：18），提出具理想

性、層次更高的「公民美學運動」，希望將台灣的文化內涵，拓深拓廣。

他解釋公民美學的意義就是：將「美」的實踐視為每一位公民應有的權

利與義務，並藉著公民的美感責任，讓台灣成為一個具備美感與倫理的

社會。台灣過去的文化政策比較偏重在藝術家身上，如今的公民美學運

動，將美感的權利與義務交付在全體公民的手上，這也是我強調文化公

民權的意義所在。陳主委企圖營造一個具美感的公民社會，及提升國民

對所處環境或對人具備美感的「覺察」能力，他所提倡的公民美學運動

的兩大著力一為提升視覺環境的美學品味，二是健全的藝文生態。顯見

前段所提的「公民美學」與通識教育中綱計畫中現代公民核心的「美學

素養」的培育內涵不謀而合，後者強調美感應自幼培養，在高等教育中，

應再輔以美學素養，增加「體認」的層次，以豐富美感之領受力。前者

針對美感「體察」能力，後者強調美感的「體認」能力，顯見是政策性

的連貫推動計畫；另外，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則強調以公共性、

自主性及多樣性為精神，即現代公民須具備營造美感社會的能力，體驗

的對象不限於藝文，亦對於生活世界中公共領域之事物，具統整性價值

之體會，提昇到體認的層次，豐富美感之領受與實踐（林秀娟，2012）。 



106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12 
 
 

綜上所述，如何讓美學能力深植於學子心中，使其不是只關注自己

的生活，而是拉到公共環境美的覺察層次裡？本文認為必須從個人對美

的覺察開始培育起，台灣美學教育大師蔣勳（2014）在「少年台灣網誌」

中提出：美是回來做自己。學子需要從能覺知美開始，進而能賞析美、

學習創造美，再透過有利於社會的美學行動，使其體會人與環境間人性

美善的流動來建構其公共性、自主性的多元美學觀點。事實上，蔣勳（2005：

66-78）在較早已提出其對於美感教育的看法：「美感教育不是考試，不

是學分，而是呼喚美的衝動與感覺；用功於不在於追求技巧，而是用功

於生命本身」，換言之，欲提升學子的美感與美學能力，需要抦棄著重考

試與僅只知識傳遞的教導層次，而是需著墨於美與生命經驗之連結，進

一步引發學子從內在去覺知美，亦即將美學拉到生活的經驗層次裡。 

德國藝術家波伊斯（Joseph Beuys）認為「生活就是一種藝術創作的

過程，人們都應該用藝術家般的意識去生活，並在自我覺醒下有意識地

去改變社會這個大軀體」（周雅菁、陳寬育，2011）。而人類學家賈克﹒

馬奎（2003）認為：「一個好的研究程序，應該先從日常生活現實來考慮

藝術，而不是使用哲學學者、藝評工作者、或藝術工作者所建構的特殊

現實。」前述的蔣勳則強調，美的本質就是創造力，是自我超越、突破

的動力（蔣勳，2001：80-87）。以上多位專家皆認為藝術或美感應該從

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建構，其具備有突破性的動力；雖然藝術與美感常常

緊緊相繫，內涵卻不盡相同，在此我們期待的並不是「藝術水準的提昇」，

而是「全民美感的升級」。但台灣美學教育發展的實境是什麼？美常常是

要能慢活或在生活場境中細細品味間培育，但台灣父母常在重智輕美的

環境下，對美的培育要求是速效的，許多孩子在非良性的教育循環中，

導致在幼年即陷入父母與教師雙重奇怪而扭曲的教育生態下失去美感能

力的追求，在幼年應該被建構的美學敏感度及美的沉思能力被剝奪了，

因此到了大學美感能力的建構也更加困難。 

因此我們自問要給學子什麼樣的通識美學課程？如何在教學過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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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剝奪人類原本具備的審美初心，加強其感受力與創造實踐力的發展，

使藝術或美感教育得以成為發現新視野，引出舊經驗融合應用於新的場

域經驗當中，並進一步能整合為有意義的學習整體。植基於以上觀點，

本文從學生學習經驗出發，架構一個從做中學之行動導向學習方案，歷

程中引發學子內在學習與創作動機，也透過非正式課程之實際場域做「為

愛趴趴皂義賣」的經驗學習，豐富學子藝術創作經驗與增強愛的實踐力，

建構現代公民之美學涵養。 

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從有利社會意念出發的藝術創作實踐學習模式，

進一步使教師與學子共同凝聚出「築夢目標」，使社區成為學子美感實踐

學習的場域母胎；願能在通識藝術教育實施中能如池中漣漪一般啟動新

的教育能量與效應。 

貳、行動學習與通識課程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洪詠善（2012：55-60）的跨域 SAS 美感教育的

課程發展文章中提及 Krug&Cohen-Evron 所提出的藝術與科學的四種課

程模式，加上 SAS 美感教育的課程統整模式，其整合出（一）美感知覺：

藝術作為學習資源、（二）美感探究：以藝術組織課程，擴展學科意義、

（三）美感理解：透過藝術詮釋學科論點或主題、（四）美感行動：以議

題為中心的藝術、（五）美感行動探究：以藝術為探究之方法等五種不同

層次之跨域美感教育的課程模式。 

本課程之設計與執行為上列之第三項與第四項之綜合課程模式，我

們透過一個藝術創作的媒介，去理解藝術美學之詮釋面向，使通識學生

體驗與覺知藝術創作之完整歷程，透過美感行動，去經歷藝術創作與為

了助人而行動的校園義賣行銷實踐活動，嘗試以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

教學模式融入通識教育藝術課程中，即在生活中實踐美學思維，去體驗

服務學習中實踐美善意念的生命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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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學習模式，預期除能習得藝術創作中之美學涵養，亦可以習

得憑藉雙手能為社會帶來溫暖的實質效益，例如：透過創作學習為家扶

中心兒童增加補助金，也為社會儲備有能力為人服務的潛在群體。就學

校課程而言，學校課程包含了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非正式課

程（informal curriculum）及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黃政傑，1990a）。

我們將相關之實施面向說明如下： 

 

一、正式課程說明 

學校課程可分為「實有課程」和「空無課程」兩部分，在實有課程

之下又包含「外顯課程」和「潛在課程」。外顯課程可再進一步分成「正

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正式課程內分成各類教學科目，每個科目之

下又有單元、章節或課；非正式課程則包含學校有意安排正課之外的各

種學習活動，例如週會、慶典活動之類。（黃政傑，1991） 

依據上述，本課程將藝術之實踐分為兩段，前半段的藝術創作階段

與藝術商品設計包裝納於正式課程期程中，屬於在教師具規劃及目的性

的操作與學習範圍，由於學子普遍為工科生，課程需於藝術創作執行前

加強其視覺美感賞析能力，與商品美感之敏覺度提升後，再進入藝術創

作實踐階段，課程學子對藝術創作較為陌生，因此在教學上加強藝術創

作體驗及設計創意的引發，使工科學子也能從做中學習藝術創作之完整

歷程，期冀未來能擴展應用於生活。 

 

二、非正式課程說明 

「非正式課程」是相對於正式課程而言，與正式課程合稱為外顯課

程。非正式課程偏活動性且這些活動也不似正式課程般固定，而是可以

比較靈活調整，因此課外活動亦可歸屬於非正式課程。雖然非正式課程

活動化且易於調整，但我們仍可發現非正式課程仍有其目標。（黃光雄、

楊龍立，2001）。依據黃政傑在課程設計一書提出四個課程種類，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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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是「課程為經驗」：重視學生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經驗及其中產生的學習，

可指潛在課程的部分，由回溯的觀點來看是易於把握實際的課程現象，

但卻最為抽象、複雜（黃政傑，1991）。 

本課程綜合以上的論述，將課程藝術創作作品包裝設計成商品後的

各式義賣活動定義為非正式課程，因為此階段的學習非在教室進行，而

是與環境交互作用的校園定點、街道兜售、網路行銷、商家協調之設置

展覽與販售等活動形式進行，過程透過具目的性的計畫執行與可能因天

候引起的非計畫性因素而形成的需應變力的學習，構成多元而豐富的行

動導向學習模式。 

 

三、以行動導向實踐生活美學為學習的通識課程 

依據教育部顧問室（2007：11）中程綱要計畫之定義，行動導向學

習係闡揚「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並強調以下幾點：（1）處

理真實存在而非虛擬之問題，（2）與他人共同學習並向他人學習，（3）

將問題視為己任，並提出可施行之解決方案或計畫。其學習面向上包含

「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 AL）及「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 SL）

的概念。植基於以上著重經驗學習的兩個教學模式面向，本課程試圖架

構出一個具備有主動學習、經驗學習及重視反思的生活實踐美學意涵，

也能達成學習者本身藉經驗自我覺知及自我反思之目標，亦以此方法檢

視教師教學方向的正確性。 

透過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學子能在小組互動情況中反思探

索，甚至在活動中與同儕、服務對象及教師進行彼此回饋與激勵，能因

過往經驗加上新刺激經驗，進而在當下適性發展及建構出自主性的知識

能力。本文依據國立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4）對行動學習課程提

出的 4 大特性為參考，與課程實施後所得到的問卷施測結果互為檢視是

否達到行動課程目標特色，作為本課程日後進行與修正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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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調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藉由團隊所提供的批判性問題中，形成

其他的想法、其他的行動方案。並展開新的行動學習的流程，累

積新的學習能量。從中也能強化人際關係的技能。 

2.行動計畫是與學習者個人的真實生活經驗有關的：學習的議題必須

屬於親身經歷問題情境，透過實際參與真實、複雜且有壓力的問

題情境中，達成改變他們觀察到的問題情境的一種學習行為。 

3.行動的計畫及評估是由學習者個人建構的：學習者透過自我觀察、

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整個反思的過程中，學習者將會累積對學習

議題的思考能力，並重複累積一個循環式解決問題的方法，反思

實踐的學習模式將形成一種思維及研究的流程，引導學習者自發

性的學習能力。 

4.行動學習團隊的目的是支持個人的學習及行動，但此團隊也挑戰個

人從事行動計畫，並促成行動。 

透過結合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模式，預期可創造三贏的教學

成效，主因為服務學習可豐富學子的學習經驗、增進社會對教育與學校

的良善觀感，並能提升對教師教學熱忱的支持與回饋；本課程將服務關

懷、場域實習與課程學習內涵結合，可補正式課堂中實務教學面向的不

足，在學習中建構實際且可操作的經驗，促使學子反省自我對社區與校

園間的互動關係，並從行動中找出預想中或從中體驗產生的問題與答案，

相信此學習模式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寬廣度與視野。 

課程在運作上，透過行動學習導向中的行動學習與服務學習為概念，

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創作發想與討論，使學子能瞭解手創藝術的價值，

也透過集體共思包裝設計的巧思，去體驗生活美學實踐的價值與意義，

使學子瞭解藝術商品實踐設計體驗的各個環節，及藝術手創商品行銷的

多元性與困難突破之學習，才能瞭解盡一己之力能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之

心念，培育非藝術設計類學子具備藝術手創行銷之完整經驗，期望此課

程所建構的從體驗中創作學習的操作模式，可以成為學子未來創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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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基石，也匯聚幫助社會弱勢族群的能量，建構不僅肯、也能為社

會建築新夢想的能力，構築兼具生活美學實踐力與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

美學素養。 

參、課程實施規劃 

曾任台北藝術大學校長及知名打擊樂家朱宗慶曾經提出：「學校教育

不只為考試和升學，是要協助學生找到人生方向，並且具備體驗生活的

能力。」（朱宗慶，2012：52-65）此外，知名生活美學節目主持人兼藝

術家龎銚也認為：「我覺得真的要多看、多觀察，大家可能要先把自己的

審美觀提高，之後才知道從何挑剔。當你還看不懂的時候，很難去選擇。」

（龎銚，2011），因此，本課程在設計上，期待透過分階段性的引領，能

將藝術設計的優質商品介紹給學子，讓學子在購買商品時不再以「價格」

或「名牌」為選擇考量，而是以商品的藝術性、設計性、實用性為綜合

考量；再進一步理解及認識藝術設計商品存在的價值意義；透過實際動

手創作，學子能從過程中了解材料的創意應用與掌握，如何將心中的構

思轉化成實際作品，及如何將物品透過包裝巧思成為商品，進而理解如

何將自己創造的商品透過有組織的規劃做有效的義賣，成就學生與教師

的共同目標—捐助家扶中心兒童，為社會盡一份心的美意。 

本課程透過欣賞、閱讀、理解、創作等歷程，除美感實踐體驗能深

植於學子心中，也將關懷社會之議題與實踐植入學習思維的內在，使其

開始存放提升自我生命價值的「美感存摺」，本文撰述以課程後半段的思

辨建構期與經驗融合實踐期為軸心，並以問卷施測結果檢視本通識藝術

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以下相關規劃茲說明如下： 

一、課程規劃 

本課程以工科學子修課居多，為考量普遍學子不具備藝術創作及規

劃義賣經驗，課程從藝術創作相關主題引發，到藝術創作及義賣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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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以漸次堆疊方式累積美學概念，進一步彙整與實踐，課程將整個

學習歷程劃分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概念培植期：大量閱讀及賞析藝

術相關創作活動與商品，引入國內外藝術家與設計師作品，提高其思維

與眼界，正如藝術家龐銚所提的要多看、多觀察以提昇自己的審美觀；

第二階段為敏覺期：藉由多元的閱讀與解讀力的建構討論，我們帶學子

走出學校開拓眼界，透過討論以明白面對藝術作品或設計作品時的喜歡

與不喜歡的理由，從感覺出發去建構，建構挑剔商品的能力；第三階段

為思辨建構期：將所學之美感經驗與生活經驗做整合，去實踐與創造藝

術作品，此歷程需要與小組伙伴合作，更需彼此經驗的協調與合作能力

的建構；第四階段為經驗融合實踐期：將小組合作創作之藝術作品做包

裝及義賣，需有高度小組合作及規劃意識，此過程的小組合作討論非常

重要，課程規劃之四個學習時期規劃如圖 1，其中闡明了主要學習內容

面向及各學習活動。 

 

 

 圖 1  課程四階段學習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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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行動導向規劃課程學習活動說明 

本課程活動依行動導向經驗理論之學習為參考依據，規劃完整的藝

術創作脈絡的學習歷程，此理論內含主動學習、經驗學習及重視反思三

個面向的意涵，是一種透過實際操作經驗而銘印於大腦，經過內化反思

學習而達到永續循環式之學習模式；此課程之行動學習規劃從藝術手作

皂創作為起始，到構思與實踐包裝設計使皂成為商品，再到投入各式經

驗場域作義賣及社福機構捐款等，課程力求增加學子生命經驗的行動學

習歷程；透過如圖 2 的行動經驗學習，學子或許不能立刻成為藝術創作

家，但相信經驗的記憶已經銘印。 

 

 

 

 

 

 

 

 

 

 

 

 

 圖 2  增強生命經驗的創作行動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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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成為生命經驗中具正面驅動性的源頭，使非藝術設計類學子能在

未來生活或工作之餘，也能應用此模式做創作或投入自己成為社會的幫

助。 

 

三、以行動實踐生活美學之學習活動 

下文以課程中的行動實踐面向為主軸，約佔課程的二分之一比例，

為了使學子經歷藝術設計與展覽、義賣的實際操作，從實做中發現問題

癥結、解決問題等歷程，課程認為過程中所經歷的創作品展覽及義賣的

規劃與執行，是通識教育課程中非常重要且難得的經驗學習，但卻也是

目前教學現場中最缺乏的，因此課程將此視為培育的重要經驗，因為此

歷程可提供實際實踐且多元、活潑化的學習型態，以提昇通識課程學習

效能；整個行動學習面向之活動內涵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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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課程行動學習活動之內涵 

 

（一）課程實踐討論：此歷程含括藝術製皂實作、皂品包裝及行銷規劃

與展覽，除了皂的實踐創作與包裝討論外，因修課學子來自不同

班級，在課程小組討論學習中必須明確引導各階段討論與週間執

行目標，以免於下一課堂仍停留在原點，造成時效上的折扣，如

網路行銷對學子普遍無相關經驗，若無設定討論目標，學子普遍

無法產出小組的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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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實習活動：在事前小組分工與選擇後，有許多準備事項如文

宣、海報、場地設備及現場布置、顧展輪替與銷售細節討論與規

劃、雨天備案等，需有明確時程對應表格，使小組學子能夠依循

目標項目執行。 

（三）延展活動一柚花製皂服務：課程徵召有意願至社區做藝術手做皂

教學服務的學子數人，行前須接受製皂特別訓練，此活動是利用

課餘時間到斗六市做手作皂服務教學，分別有斗六柚子班及社區

媽媽兩班共30人，此活動也在做皂前協助斗六柚子產銷班擴大應

用農作物殘餘價值，將結果實過程中因為疏花而摘除之多餘柚子

花，利用蒸餾設備萃取出柚花花水，利用柚子花水入皂，成功提

升皂的品質價值與柚花利用率。另有延伸活動二：母親節贈皂感

恩活動，主要透過卡片中的愛之語，及親手製作的天然手作皂，

透過學子精心包裝設計，使學子與母親度過一個充滿驚喜與特別

感的母親節，活動也拉近了家長與學校間的距離，也體現親情間

愛的流動。 

肆、課程實施結果與分析 

[美感經驗擴展我們的想法，敞開我們的心靈，引導我們進入新的和

未知的領域。]（Diffey,1986:3-12），課程透過藝術實作經驗、場域實習

經驗（義賣）等，增強學子在藝術美感經驗、活動規劃整合、臨機應變

及人際關係場域之多元經驗建構，即為了將來可能進入的新的未知領域

之應變力做預備。 

 

一、課程實施之學習特色： 

（一）以討論的互動模式進行課程：單元進行前先與學子討論課程進行

方式，並在課程中安排討論時間，由於學生背景的關係，我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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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著重在設計創作前的討論，讓學子能夠充分理解自我創作的脈

絡，協助其克服創作技法上的障礙、及提升對作皂過程中色彩層

次應用的創作感知，在包裝設計中材質的應用、色彩搭配，及現

成點綴飾品的整合應用等，時時透過討論使學子內在的感受與藝

術設計之美做連結。 

（二）建立「從做中學習」，打破通識課程偏向靜態課程的迷思：彭宗平

校長提出：「最有效的學習是做中學，是一起學，是同儕間的互相

學。」（彭宗平，2007，35）國內通識藝術課程，目前多偏向理論

與賞析兩大面向，無法全力推展「從做中學習」的藝術通識課程，

可能與目前學校提供之有限的環境資源有關，例如通識沒有專業

教室、沒有創作設備、創作材料不易取得、更甚的是學校並無多

元教學鼓勵風氣等有關聯；課程希望能建立學子從做中學習、克

服無藝術創作經驗的心理恐懼，規劃適合之創作媒材並從每人都

具備的「玩性」中出發，將自己腦海所想的畫面進一步轉換設計

出圖像，創作出具獨特性的藝術作品。 

（三）開啟學子的展覽與場域連結的豐富生命經驗：學子對於展覽是充

滿期待的，將自己所創作的作品，以具實驗性的心態在校園與社

區連結街道邊作藝術展覽及義賣，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經驗，許

多學子在行動前表達需要先做心理自我建設，否則無法放開心胸

執行義賣，並原本抱持懷疑自己作品是否會有人買，到自己小組

作品一一賣出的不可置信，甚至能藉此款項捐款做公益，對許多

學子來說內心底層從未被攪動的悸動感已被活潑的挑起；由此次

的經驗，他們知道靠自己與集眾人之力可以成就美事、甚至大事

的意念建構，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課程經驗，希望建構學子未來

實踐手創或自許成為公益的種子之心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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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活動實施情況 

本次學子選擇創作的媒材，是與「阿原肥皂」相同製造工法的天然

手工皂，其必須歷時1.5個月皂化時間才得以作包裝，在皂化過程中我們

同步構思包裝設計及學習網路平台的應用與規劃，待皂包裝好之後，後

續規劃展場及推演討論義賣時可能發生之情況，但由於教師執行多次未

曾遇雨，因此忽略了雨天備案，過程雖義賣第二天下雨，學子卻因為第

一天好業績的激勵，及為了家扶兒童謀福利的心志而主動集思廣益，規

劃出有效率的兜售路線且全面開砲進行，因此，義賣時間雖連續兩天下

雨，卻也讓學子學習了不向逆境低頭、永不放棄的學習經驗。 

以下我們依據前章節中的圖3之各項活動，將部分活動實施情況紀錄

如下： 

（一）藝術手工皂的製作實況：事實上對第一次作皂經驗者，不免感覺

作皂過程繁複，但透過事前說明及過程中教師與助教的教學引導，

雖然過程中需要長時間喇皂的體力與急迫時間中色彩香氛的思考，

卻也在小組團隊合作中一步一步完成第一次做皂的精采體驗。 

 

 

 

 

 

 

（二）皂的包裝設計製作實況：歷經小組的規畫、與教師的多次討論，

終於決定出如何包裝自己的皂，但對工程類科的大男生來說，想

像的與能實踐出來的通常仍有極大距離，因此課程特別安排具包

裝美感能力的達人學姊協助學子實踐想法，使教與學的學子都能

從中獲得寶貴經驗。  

  

     

圖 4 小組同心合力輪流喇皂 圖 5 調入香氛精油時間    圖 6 驚喜的切皂與晾皂 



陳鳳雀  王文仁   以生活美學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以藝術設計與生活課程為例   119 
 
 

 

 

 

 

 

 

 

（三）手作皂的展覽與義賣實況：事前的展覽規劃，需先思考展覽風格

的呈現，可應用的資源及媒材，再進一步整合出展場風格及執行

步驟以節省佈展時間，提升工作效能。此外，為了使義賣的成效

可以提升，也為了考量學子的多元學習，共同討論規劃出校園定

點義賣、社區街道兜售義賣、網路平台義賣、商店展示義賣等，

寬廣學子的行銷學習經驗，過程雖歷經下大雨、也因剛開始推銷

經驗不足造成的滯銷狀態，卻都在學子不放棄與轉念再出發的意

志下化解，完成了生命中為了社會公益而做的珍貴初體驗。 

  

   

圖 7 忙碌的討論構思與包裝 圖 8 包裝達人學姊的指導  圖 9「實踐愛」的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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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校園義賣精彩實況         圖 11 臨時遇大雨-改變義賣地點（大樓廊下） 

 

   

圖 12 鼓掌感謝購買者       圖 13.14 為愛趴趴「皂」街頭兜售與商店兜售 

 

 

（四）網路規劃與義賣兜售：透過小組討論單，各組按照時程提早規劃

網路銷售平台，待皂包裝完成即上網義賣，過程需要撰寫文案、

畫面編排經營使網路客能看見與被吸引購買，為達成此目標，學

子絞盡腦汁祭出動容人心的文案設計，老師也提出獎賞方案，最

後由銷售額最高的小組得到最有能力銷售之優勝獎勵。 

  



陳鳳雀  王文仁   以生活美學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以藝術設計與生活課程為例   121 
 
 

 

  

 

                  圖 15 網路銷售實況 1 

 

                 圖 16 網路銷售冠軍組，共行銷五塊手作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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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實施結果與分析 

本文以行動導向學習方法去規劃生活美學實踐系列活動，其後進行

問卷施測與心得撰述回饋，再以行動學習方法的四個特性去檢視本課程

實施的適切性，最終將三方分析比較後相應探討所得到的結果記錄分析

於文後。 

（一）問卷實施結果與分析 

本次問卷施測（如附件1）採用李克特（Likert-type）五點量表，填

答者由「非常同意」（5分）、「部分同意」（4分）、「無意見」（3分）、「部

分不同意」（2分）、「不同意」（1分）的五個選項中做勾選，結果採用百

分比做統計分析，共有13題，施測對象以選讀本課程學生為主，共由兩

班修課程學生95人參與施測，從我的學院及性別題可看出修課學子以工

程學院的學子居多，而男生為主要修課對象佔有85%，其結果亦呈現問

卷的主要施測對象為非藝術設計科系學子。問卷設計主要為了測出1.針

對以行動學習法實踐藝術、體驗美學的活動是否得到預期效果，2.教師

教學是否達到引發學子藝術創作上的興趣與成效，及3.以利他的服務引

動學習，是否能增進學子在公民美學上的認知，甚至延展成為未來社會

服務能量？本文所進行的施測問卷結果紀錄與分析於下： 

 

  

 

  

97% 

3% 

施測者學院歸屬與百分比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85% 

15% 

施測者性別歸屬與百分比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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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卷施測共有 13 題，結果呈列於下： 

  

  

  

  

61% 
26% 

10% 
3% 

0% 

1.個人對活動的學習與教學目標清

楚且明確。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64% 

28% 

8% 
0% 0% 

2.能認同藝術創作可以成為個人與

社區居民間的橋樑。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9% 20% 

21% 0% 0% 

3.透過進入社區服務使我更加明白

藝術創作的意義。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8% 21% 

18% 
3% 0% 

4.此創作活動已提昇我對生活、美

學感知與應用藝術的敏感度。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45% 

40% 

12% 

3% 
0% 

5.此活動提升我看見社區居民的需

要的敏感度。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9% 26% 

15% 

0% 0% 

6.修習這個課程，使我能體驗及了

解與他人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

力。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1% 41% 

8% 0% 0% 

7.此活動在藝術創意與設計上具有

引導性。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9% 26% 

15% 0% 0% 

8.此活動提升了我對手工設計創作的基

礎，增加我對手工創作的興趣與想像

力。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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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施測結果的第 1.3.4 題的結果可以看出，學子若對活動學習與教

師教學目標清楚且明確時（87%），在進行行動學習時能夠提升學

子進入社區服務的目的與創作意義（79%），透過行動學習普遍能

夠提升學子對生活、美學感知與應用藝術的敏感度（79%）。 

(2)由第 11 題可看出學生對於教師在教學與帶領表達方式，具有 87%

的滿意度，且完全同意者 64％之高比例，可顯見此行動學習的課

46% 

36% 

18% 

0% 0% 

9.此活動增加了我對社區或跨領域的

溝通與了解。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0% 

32% 

18% 

0% 0% 

10.課程中的藝術手創活動可加速

我對藝術創意表現的理解。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64% 

23% 

13% 

0% 0% 

11.整體而言，老師的教學及表達方

式適切。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56% 31% 

13% 

0% 0% 

12.本課程能提升我在藝術與文化

拓展或應用上的涵養。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64% 

21% 

15% 

0% 0% 

13.透進入社區服務使我發覺出個人

為人服務的潛能。 

同意 

部分同意 

無意見 

部分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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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持正面態度。 

(3)由施測結果的第 8.10 題的結果可以看出，課程的藝術手創活動可

以加速學生對藝術創意表現的理解，並且對於提升學子手工設計

創作的基礎，增進學子對於手工創作的興趣與想像能力。另在第

2 題中呈現出學子極為認同藉由藝術創作可以成為個人與社區居

民間的橋樑。 

(4)由第13題可以看出在利他的行動服務學習學生與社區的關係中，

對於利他服務是能夠使學生感覺被提升潛能且具有自我展現能量

的，具有 85%的普遍同意，重要的是有高達 64%的完全認同度。

但從 5.9 題對於社區居民需要的敏感度與對社區的溝通跨域瞭解

的程度似較薄弱。 

(5)在行動學習中的與人合作能力上，我們由第 6 題可以看出有高達

85%學生認同於課程活動的安排能夠使學生體驗及瞭解到與他人

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依據問卷施測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學子在學習歷程中因實際的經歷，

得到許多新的正面生命經驗與意義，綜整歸納後包含以下幾個面向：（1）

習得藝術創作的經驗模式，（2）生命意義的再思考，（3）個人生命品質

可以透過參與做公益而變豐盛，（4）愛的傳遞經驗可以豐潤人生，（5）

值得將時間花費在為他人創造幸福、感受愛的面向上。以上的綜整激勵

著學子，更激勵著教師，在教學歷程上要準備與思考的層面非常寬廣，

因此需花費相當多的心思應對學生的討論與在活動規畫執行上花費時間

預備，但所有的辛勞都在學子的問卷施測與心得報告回饋中，獲得安慰

與新的能量注入，顯然教與學是一種互相加乘的良善循環效果。 

（二）學子期末心得回饋 

本文為了檢視課程實踐活動的學習果效，做了問卷施測與學生心得摘錄

及與行動學習應有之特性三方互為檢視，從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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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組在團隊合作討論上呈現出對藝術創作活動與包裝設計的自我

檢討，進一步產生創新方案，不僅累積了新的學習能量，也強化

了人際關係的技能。 

本文從問卷第4.8題所呈現的結果看出，學子體認藝術創作行動能提

升自我對手工設計創作的基礎學習，也增加了創作的興趣與想像力，更

提升了學子對生活、美學感知與應用藝術的敏感度。而從學子心得也發

現對此部分的提升： 

 

Ａ君：在製造香皂的過程中，我們透過分工合作，…充分討論要調成甚

麼顏色、花樣與造形，…手工香皂的成果令人相當滿意…整體來

說這項活動可以充分玩藝術、非常的有趣且很有意義。 

Ｃ君：此課程教導我們如何培養藝術眼光及去觀賞美，且將藝術融入生

活中，……，豐富了自己的美感存摺內容，也讓生活更充實更富

有，讓我們獲益良多。 

Ｄ君：…我對包裝設計似乎開始有了興趣，手工皂應該搭配何種包裝，

好的包裝能夠提升皂的附加價值、吸引消費者的眼光，使買的人

認為這是經濟又實惠的，所以這次的包裝設計過程，對我來說是

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 

Ｆ君：包裝實在是一門學問，老師在課堂上讓我們參考了幾種包裝範例，

並不時地給我們許多建議，…在實際包裝的過程中才發現，要包

出一個漂亮且完整的包裝真的有難度，…幸好有安排善於包裝技

巧的學姐指導，我們能順利的將香皂包得美美的，超有成就感。 

 

2.在整體藝術創作行動實踐與情境義賣學習的經驗中，過程雖有許多

因為初次體驗而衍生的相關問題，卻能在活動過程透過小組同心

齊力的合作而產生出全新的行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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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君：期末手工皂的製作、團隊的分組，讓大家都能參與其中學藝術，

感覺到自己是需要幫助也幫助別人的，做起事情來更加同心協力，

我也很高興能跟這些組員們合作無間的創作……。 

Ｇ君：做香皂的過程真的很好玩，尤其是包裝外觀的討論，每個人的意

見與想法都不一樣，…很難做出滿意的包裝，多次討論後，採納

老師的建議…，果然效果一級棒，外觀也變更漂亮。 

Ｌ君：…，能有這樣的學習機會應該不多，不管是製作過程、包裝、義

賣，這一整套的流程都是一種分工合作與學習的好機會，…，勝

過那些專業學科以考試為主的課程太多。 

Ｍ君：這門通識一開始一直很怕會很難懂（因為有藝術），可是進來之後

才發現有趣的事可多了，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激

發了彼此的無限藝術創意想像力，以及對事務的處理態度，更促

進了大家的團結力以及向心力。 

Ｒ君：這門課的上課內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沒想到還要做手工

皂，做完竟然還要包裝、要賣！…對於「100%純工科男生」的我

來說…選了自己喜歡的課，就算要做許多的報告、做創作，有了

興趣，再多也不怕做不完。…這堂課，讓我認識了管理學院的同

學，深深的體會到工科學生與文科、商科學生思維模式的差異性。 

 

3.由學子的回應中看出，其透過實際行動的重複自我覺察、反思的歷

程，已形成對學習議題的新思考能力，形成新的思維及探究的流

程，並引導出自發性的學習能力。 

經由問卷第3題學子因為進入社區得以更加了解藝術創作行動的意

義，並在第13題發覺出自我對他人服務的潛能，顯見透過進入情境的行

動學習，學子已對自我能力做了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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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君：手工皂除了贈送給親友外，也能義賣做愛心，很開心自己有這個

機會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親手做手工皂然後送給媽媽的

感覺非常特別，很不一樣的感觸與感動……，覺得先前的辛苦已經

值得。 

Ｊ君：……我們體驗到許多平常很少接觸的事物，讓我吸收到額外非我

所學領域的經驗。…..學到許多藝術製作的技巧，可以完全地將上

課內容納入我的腦海中，更珍貴的是這門課學到了知識，又能幫助

他人…。 

K君：……我才發現原來這個社會其實也有溫暖的一面，幫助別人不需

要多有財富，只要懷有顆幫助別人的心，大家都可以隨時隨地的幫

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Ｑ君：就手工皂創作活動來說，…當大家理解到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愛心

活動，大部分的人都會發揮自身的愛與關懷，盡可能的來幫助這些

需要幫助的人，這表現出人間的溫情。過程中認識了幾位可以積極

合作的夥伴，從…切皂、設計、包裝，大家能互助合作並相處融洽，

讓我覺得非常難得!!...這堂課讓我們都學習到非常多有意義的事物、

知識，不只是想輕鬆的蒙混，當大家都樂觀積極時，就能夠帶動比

較慵懶的人努力向上，這是一種感染力，很棒的一種感觸。 

 

4.團隊在創作與義賣執行過程所遭遇的問題，已能夠在團隊裡形成策

略討論與鼓勵產生新的行動計劃，使個人得到行動目標並依計畫

去突破與執行。 

由問卷6可看出課程的小組合作，有高達85%的學子認同能體驗及瞭

解與他人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顯見從小組的合作創作到義賣各階

段所呈現的問題，具有促進引發正向思索問題、挑戰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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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君：…我們這組竟然選到最複雜也最麻煩的手工皂包裝，組員討論一

度沒有結果，我心裡想能不能換個包裝；但是看著組員們不顧著可

行性與否，就是想努力完成的神情上，我們討論出了方法，並且約

定好時間分工找材料，且額外約時間討論LOGO設計圖樣與包裝方

式。最後包裝起來真的很漂亮!!!完成後感覺事實上似沒想像中困

難。 

Ｏ君：…竟然在我們義賣香皂的那天下起大雨，使得我們活動範圍受到

限制，不過我們沒有放棄，把攤位移到室內，並且帶著我們的香皂

到校內各個地點販賣。…一開始要推銷香皂的時候，不知道要怎麼

去介紹和推銷我們的香皂，但當我們成功的賣出第一個香皂之後，

我們就開始放膽的介紹自己純手工製作的香皂，…，能夠將大家認

真製作的香皂賣出，真的是非常開心，且賣出香皂的錢，全部都要

捐給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們，讓他們能過好一點，讓我感覺到我們不

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而已，我們也能擁有幫助別人的能力! 

 

許多學子都認為通識課程根本不需要花太多心思上課就可以得學分，

這是已成事實的普遍認知，但課程綜整以上學子的問卷及心得發現，課

程若能為學子找到或架設一個想學習與努力的動機，能共同擁有想要成

就的目標或夢想，雖學習歷程較為辛苦或困難，參與課程的小組成員們

也會自己透過反覆的討論找到新方法去突破與完成，就如同Q君所說的: 

當大家都樂觀積極時，就能夠帶動比較慵懶的人努力向上，這是一種感

染力…。因此，或許並非學子不願意努力學習，也許是課程欠缺了使學

生想行動學習的理由，因此教師需要檢視自己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是

否能符合學子學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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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吳文桂（2007:16-20）說：「傳道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激發學生自

我學習的態度。」當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能夠貼近學生學習的需要，即

使課程目標具有相當難度，學子也能夠產生新的學習與解決的行動方案，

例如科大學子的學習是習於從做中學的行動學習模式，透過適度且具挑

戰性的藝術創作學習歷程，能激發出學子新的合作學習能量，透過各個

實踐設計體驗的環節，不僅能將生活美學實踐於通識課程當中，也能激

發出面對困難情境時產生挑戰與突破的新能力，此方法對科大學子較具

有學習認同感，也較能收取教學果效。 

李丁讚（2007:16-20）也曾指出：「教學，並不只是客觀知識的傳授，

更是知識、價值和熱情的整合。」如何激發學子的學習興趣應是教育者

的教學目標，更是本通識課程教學的目標，如同Ｎ君所說：我不得不承

認這是一門很有趣的課程，這一學期下來真的學到很多東西。Ｑ君也說：

當大家理解到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愛心活動，大部分的人都會發揮自身的

愛與關懷，盡可能的來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因此，課程在教學引

導的過程中，將著重傳授知識內容為主的教學方式，轉換成使學子注重

行動歷程經驗的學習，透過興趣引發使學子去接觸體驗藝術創作歷程、

並由小組合作經驗中去反芻思考行動意義，此模式可以提升學子自我對

藝術創作的感知與覺察能力。課程也發現，透過小組討論式學習歷程可

以彼此激發內在潛能，如Ｑ君說：課程讓我們都學習到非常多有意義的

事物、知識，…，當大家都樂觀積極時，就能夠帶動比較慵懶的人努力

向上，這是一種感染力，很棒的一種感觸。透過同儕間彼此的激勵與互

助合作，能幫助他們積極找回想玩、想接觸藝術的熱情與習慣。 

透過問卷第 4 與第 8 題呈現出學子已體認課程之藝術創作行動，能

提升自我對手工設計創作的基礎學習，也增加其創作之興趣與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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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提升了學子對生活、美學感知與應用藝術的敏感度，又如第 11 題已顯

示出多數學子能自我發覺為人服務的美善潛能；如同Ｃ君的心得相證：

此課程教導我們如何培養藝術眼光及去觀賞美，且將藝術融入生活中…

豐富自己的美感存摺內容，讓生活更充實更富有，讓我們獲益良多。由

以上相證得知，透過行動學習的歷程，學子已經建構出生活美學實踐力

與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美學素養。 

從問卷 5 及問卷 9 可以觀察出，學子對於看見社區需要的敏感度及

對社區的跨域溝通與了解的能力似乎較為薄弱，此點應該是與課程的時

間安排及與社區接觸的深入程度有關，致使學子在學習歷程中從社區學

習的成效顯得略有限制，是課程需要檢討的部分。 

希冀此課程經驗能提供通識藝術相關教師在規劃行動導向實踐學習

課程時的有利參考，使通識教師與學子在教與學之間有一個更具聚焦性

的學習目標－即規劃一個敢為自己、為社會作夢的可能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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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1：課程「為愛趴趴皂」實踐活動問卷設計 

藝術創作漫入社區 課程問卷調查表 

課程名稱：藝術設計與生活—「為愛趴趴皂」實踐活動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為了更加了解您對課程活動進行的意義，因此進行關於課程實施的成效調

查，身為實際參予本課程的您的意見相當重要，請您用心協助填答。本問卷

資料僅提供課程分析使用，個別填答資料將不公開，敬請您放心填答。由衷

感謝您的合作，您的意見對教學政策改進的貢獻是無價的。 

我的學院 □工程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文理學院 
科系  □男   □女 

請在你覺得最符合你想法部分打勾 
非常 

同意 

部份 

同意 
無意見 

部份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問卷內容針對 1.課程中藝術手創的學習，2.到社區藝術教學相關服務學習活動的體驗 

1.個人對活動的學習與教學目標清楚且明確。 □ □ □ □ □ 

2.能認同藝術創作可以成為個人與社區居民間

的橋樑。 
□ □ □ □ □ 

3.透過進入社區服務使我更加明白藝術創作的

意義。 
□ □ □ □ □ 

4.此創作活動已提昇我對生活、美學感知與應

用藝術的敏感度。 
□ □ □ □ □ 

5.此活動提升我看見社區居民的需要的敏感

度。 
□ □ □ □ □ 

6.修習這個課程，使我能體驗及了解與他人共

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 

7.此活動在藝術創意與設計上具有引導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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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活動提升了我對手工設計創作的基礎，增

加我對手工創作的興趣與想像力。  
□ □ □ □ □ 

9.此活動增加了我對社區或跨領域的溝通與了

解。 
□ □ □ □ □ 

10.課程中的藝術手創活動可加速我對藝術創

意表現的理解。 
□ □ □ □ □ 

11.整體而言，老師的教學及表達方式適切。 □ □ □ □ □ 

12.本課程能提升我在藝術與文化拓展或應用

上的涵養。 
□ □ □ □ □ 

13.透進入社區服務使我發覺出個人為人服務

的潛能。 
□ □ □ □ □ 

14.其他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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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學生期末心得摘錄 

A君：在製造香皂的過程中，我們透過分工合作，……組員輪流攪拌液

態狀的皂液，大家充分討論要調成甚麼顏色、花樣與造形，雖整個

過程手忙腳亂…但手工香皂的成果令人相當滿意。因為這是第一次

體驗香皂的製造，雖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沒注意到，……也得到了

教訓，下次一定會記得戴手套了。整體來說這項活動可以充分玩藝

術、非常的有趣且很有意義。 

Ｂ君：期末手工皂的製作、團隊的分組，讓大家都能參與其中學藝術，

感覺到自己是需要幫助也幫助別人的，做起事情來更加同心協力，

我也很高興能跟這些組員們合作無間的創作，從陌生到熟悉，也認

識了這些值得交往的朋友。 

Ｃ君：此課程教導我們如何培養藝術眼光及去觀賞美，且將藝術融入生

活中，包含蔣勳大師對藝術、對美的定義跟想法，豐富了自己的美

感存摺內容，也讓生活更充實更富有，讓我們獲益良多。 

Ｄ君：經由這次的手工皂包裝過程，我發現了一件事，我對包裝設計似

乎開始有了興趣，手工皂的大小應該搭配何種包裝，好的包裝能夠

提升皂的附加價值、吸引消費者的眼光，使買的人認為這是經濟又

實惠的；而不好的包裝卻不但不能夠增加他的價值也吸引不了消費

者的目光，所以這次的包裝設計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

驗，不但可以為小朋友增加一些福利，還可以學到手工創作與「如

何包裝」，一舉數得。 

Ｅ君：手工皂的製作步驟最後就是要美化並包裝，一項物品看似簡單平

凡，但經過一些裝飾品來點綴，它會變得很不一樣。包裝後所看到

的成品是很令人感動的。除了擁有那份成就感外，那也是組員間共

同努力後的果實。 

Ｆ君：包裝實在是一門學問，老師在課堂上讓我們參考了幾種包裝範例，

並不時地給我們許多建議，像是和之前去參觀的造型毛巾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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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使用地方特色的東西作為包裝的材料，這些都是很好的建議。

在實際包裝的過程中才發現，要包出一個漂亮且完整的包裝真的有

難度，…，幸好有安排善於包裝技巧的學姊指導，我們能順利的將

香皂包得美美的，超有成就感。 

Ｇ君：做香皂的過程真的很好玩，尤其是包裝外觀的討論，每個人的意

見與想法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想法，要讓大家票選一

個大家都覺得很不錯的包裝，…，我們

發現膠帶對於油紙的黏著力不是很好，

而且不是很美觀，多次討論後，採納老

師的建議：用雙面膠來黏，果然效果一

級棒，外觀也變更漂亮。 

 

Ｈ君：在做包裝設計表決的時候，我們這組竟然選到最複雜也最麻煩的

手工皂包裝，組員討論一度沒有結果，我心裡想能不能換個包裝；

但是看著組員們不顧著可行性與否，就是想努力完成的神情上，我

們討論出了方法，並且約定好時間分工

找材料，且額外約時間討論LOGO設計

圖樣與包裝方式。最後包裝起來真的很

漂亮!!!（如右圖）完成後感覺事實上似

乎也沒想像中的困難。 

 
  

附圖 1 學生創意吊卡 

附圖 2 小組的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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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君：手工皂除了贈送給親友外，也能義賣做愛心。很開心自己有這個

機會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其中也因為母親節，親手做手工皂

然後送給媽媽的感

覺非常特別，很不

一樣的感觸與感動，

雖然那時候的手工

皂還不能使用，但

是看到媽媽收到禮

物時的開心表情，

覺得先前的辛苦已

經值得。 

 

Ｊ君：在這短短的十幾週內，我們體驗到許多平常很少接觸的事物，讓

我吸收到額外非我所學領域的經驗。在這門課程上，我可以帶著輕

鬆愉悅的心情上課，也學到許多藝術製作的技巧，可以完全地將上

課內容納入我的腦海中。更珍貴的是這門課學到了知識，又能幫助

他人，真的很高興且很幸運地成為這門課的學生。 

Ｋ君：一開始想說義賣手工皂會不會沒什麼人要買，感覺學生不會花這

種錢的，結果我錯了，我發現真的學生也佔了不少比例，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社會其實也有溫暖的一面，幫助別人不需要多有財富，只

要懷有顆幫助別人的心，大家都可以隨時隨地的幫助那些需要幫助

的人。 

Ｌ君：有這樣子的經驗當然很好，人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能有這樣的

學習機會應該不多，不管是製作過程、包裝、義賣，這整套的流程

都是一種分工合作與學習的好機會，比起許多課程的學習考試我倒

覺得這樣的課程能學習到的東西，勝過那些專業學科以考試為主的

課程太多。 

附圖 3 謝贈母親香皂 附圖 4 謝贈師長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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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君：這門通識一開始一直很怕會很難懂（因為有藝術），可是進來之後

才發現有趣的事可多了，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會讓同學

一直都跟同系的人一組，藉此機會可以認識更多的朋友，也激發了

彼此的無限藝術創意想像力，以及對於事務的處理態度，更促進了

大家的團結力以及向心力。 

Ｎ君：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門很有趣的課程，這一學期下來真的學到很

多東西，從………都讓我學到不少，到最後的手工皂製作、包裝以

及義賣，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為我們安排這麼多豐富的課程。 

Ｏ君：完成香皂與包裝設計後，再來就是要將它販售出去，可惜天公不

作美，竟然在我們義賣的那天下起大雨，使得我們活動範圍受到限

制，不過我們沒有放棄，把攤位移到室內，並且帶著我們的香皂到

校內各個地點販賣。…一開始要推銷香皂的時候，很不知道要怎麼

去介紹和推銷我們的香皂，……當我們成功的賣出第一個香皂之後，

我們就開始放膽的介紹自己純手工製作的香皂，…。能夠將我們認

真製作的香皂賣出去，真的是非常開心，再加上這些賣出香皂的錢，

全部都要捐給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們，讓它們能過好一點，讓我感覺

到我們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而已，我們也能擁有幫助別人的能

力! 

Ｐ君：這堂課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我交到了新朋友，不然大家一樣

還是陌生人吧。以後有人問我這門課好不好過，我會告訴他：如果

你想學到東西就來上課，但若只是想混個學分，那你就閃邊去吧!  

Ｑ君：就手工皂創作活動來說，很高興大家能夠這麼踴躍的參與，無論

是我們學生或者是附近的商家，當大家理解到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愛

心活動，大部分的人都會發揮自身的愛與關懷盡可能的來幫助這些

需要幫助的人，這表現出人間的溫情。過程中認識了幾位可以積極

合作的夥伴，從開始的切皂、設計、包裝，大家能互相合作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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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讓我覺得非常難得!!......這堂課讓我們都學習到非常多有意義

的事物、知識，…，當大家都樂觀積極時，就能夠帶動比較慵懶的

人努力向上，這是一種感染力，很棒的一種感觸。 

Ｒ君：老實說，這門課的上課內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本以為上

課只是…，沒想到還要做手工皂，做完竟然還要包裝、義賣！…玩

不一樣的生活，學不一樣的經驗，……對於「100%純工科男生」

的我來說，這真是一門不可多得的好課程！！選了自己喜歡的課，

就算要做許多的報告、做創作，有了興趣，再多也不怕做不完。…

這堂課，讓我認識了管理學院的同學，深深的體會到工科學生與文

科、商科學生思維模式的差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