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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2009春天降臨萬物萌發之際，本會也跨入第四屆會期，展開新的一頁。

　　在過去三年裡，感謝全體會員代表及理監事的支持指導，協會才能順利推展各項

會務及業務。此次蒙各位厚愛推舉本人連任第四屆理事長，在未來的任期裡，將秉持

著同樣的熱忱帶領協會前行，當然也需要更多專業人士和學校的參與、支持與鼓勵，

共同朝目標前進！

　　《大學藝文簡訊》每期由不同的會員學校主編，藉著每個學校不同的構想，讓會

刊呈現多元面貌，本次感謝張家宜副理事長、李奇茂理事及張炳煌常務理事帶領淡江

大學的同仁編輯第二期期刊。淡江大學自81年開始將全面品質管理(TQM)引進管理體

系，其「文錙藝術中心」更獲得首屆淡江大學品質獎，成效卓著，在本期期刊中對此

有做一詳盡報導，讓大家對於全面品質管理(TQM)應用在教學及管理上能認識了解。

　　本會成員逐年增加活動日益豐富，願「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能為臺灣的藝術

教育提供一個新的視野。

理事長的話：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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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

　　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在成立多年後，

終於在現任理事長黃光男校長的銳意經營

下，發行一份屬於會員共有的通訊雜誌，謹

以至誠謝謝協會明智的決定。

　　大學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場所，儘管每個

學校在不同領域各有發展的方向，但是各個

學校的教育方針，都希望學生在專業的學習

中，必須接受良善的人文教育，而在人文教

育中，藝術與文化的吸收學習，是相當重要

的課程，有的學校放在通識教育，有的直接

設有藝術人文系所，但是不管有無相關的系

所和課程，學校都希望能有個屬於這項領域

的機構和特定的場所，於是大學院校設立藝

文中心蔚為風尚。這應該也是高等教育水準

的提升，更是朝向重視學生人文學習的正確

方向。

　　就在大家重視資源整合和交流的需求

下，藝文中心協會的確發揮了促進各校交

流，共謀發展的效用。許多相互間的合作計

畫，多在協會的活動中進行。淡江大學在千

禧年創校50周年時，設立了文錙藝術中心，

並隨即加入協會，成為支持協會的一員。

　　文錙藝術中心在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指

導和校長全力支持下，八年來在校內外進行

了相當多的活動，中心的組織也從最初的展

覽廳，逐步擴大組織，設立書法研究室、增

加文錙音樂廳及將已富聲譽的海事博物館併

入中心。目前的中心業務從策辦美術展覽、

舉行音樂活動，進行書畫研究，到深耕既有

的海事博物館，可說是業務繁多。而中心全

部的組織業務，在學校全面品質管理(TQM)

的實施政策下，進行了堪稱全國唯一將全品

管導入藝術機構的單位。

　　由於中心已全面在TQM中進行 PDCA的

管理模式，並在2006年獲得首屆淡江大學品

質獎，所以在有限的人力下，得以順利完成

中心的優質管理，並提升營運的水準，更希

望以質化和量化的表現，接受檢驗和指導，

期能往上提升，繼續進步。

　　在高等教育品質提升的需求下，大學也

多逐步進行全面品質管理，而將藝術中心的

管理導入這項源自產業管理的概念和做法，

或許是未來將走的道路。文錙藝術中心目前

仍在努力學習這項看似陌生卻很有成效的管

理方式。將來除了能與各大學藝術中心密切

進行藝術文化活動的交流外，也樂意提供我

們的粗淺經驗，與大家共勉。

　　在協會的指示下，第二期的通訊由本中

心負責，原訂在元月出版的時間，由於考慮

學校多在此時放寒假，乃經協會同意延至二

月各校開學後再發行。如有內容編輯不週之

處，尚請不吝指教。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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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會務訊息

 
一、第三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四屆理事及監事選舉

　　「第三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四屆理事及監事選舉」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承辦，

正修科技大學協辦已於97年11月7日至11月8日，在正修科技大學舉行。選舉出第四屆理事

21位、候補監事7位；監事7位、候補監事2位。另還參訪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及高雄文化

名勝，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二、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於97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4點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舉行「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會中選出7位常務理事及1位常務監事，並推選出黃光男校長續任第四屆理事

長，龔瑞璋校長及張家宜校長榮任 副理事長。

第四屆理事名冊：

序  號 職  稱 姓  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1 理事長 黃光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2 副理事長 龔瑞璋 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3 副理事長 張家宜 淡江大學校長

4 常務理事 洪惠冠 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5 常務理事 黃英忠 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6 常務理事 程海東 東海大學校長

7 常務理事 張炳煌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

8 理     事 吳守哲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9 理     事 曹筱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10 理     事 黃冬富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副校長

11 理     事 袁金塔 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文中心主任

12 理     事 劉瑞華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13 理     事 王以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14 理     事 陳欽忠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15 理     事 彭宇薰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16 理     事 張正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17 理     事 李奇茂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18 理     事 伍鴻沂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19 理     事 葉忠達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院長

20 理     事 簡瑞榮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21 理     事 熊宜中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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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職  稱 姓  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22 候補理事 林聰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23 候補理事 邱慈觀 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24 候補理事 林昌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25 候補理事 廖敦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26 候補理事 李祖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27 候補理事 方俊雄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28 候補理事 許自貴 臺南科技大學美術藝術學院院長

第四屆監事名冊：

序  號 職  稱 姓  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1 常務監事 俞明德 靜宜大學校長

2 監   事 郭義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3 監   事 李肇修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長

4 監   事 吳冠宏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5 監   事 侯友宜 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6 監   事 顏維謀 華梵大學校長

7 監   事 張瑞芳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8 候補監事 楊弘敦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9 候補監事 曾成德 東海大學創藝藝術學院院長

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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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走在上海「田子坊」~ 

         分享一個文創產經營的成功案例
　　　　　　　　　　　文/ 曹筱玥

一、上海蘇荷

　　灰牆、石庫門的老上海建築，盧灣區泰

康路上的「田子坊」，原本是位於上海市中

心聚集弄堂工廠的一條小弄，全長僅是420
米的一條老街上(總面積約1500坪)，兩旁盡

是中西合璧的建築；然而就在上海進行城市

改造的計畫之後，這原本看似略顯破敗的巷

弄內，開始駐進時尚餐廳、設計師、藝術家

等，現今更逐漸聚集了諸多商鋪，成為新興

的觀光景點。根據統計，迄今以快速擴展至

162家商鋪(目前正持續增加中)，其中包括有

藝術設計工作室占了29家，工藝品、畫廊等

共58家，古玩商鋪65家，風格迥異的酒吧與

咖啡館等10餘家，一條小巷弄內的就業人數

就高達了780餘人，更匯集了有17個國家和

地方的人士。

　　總工程共計花了3年的時間改造，現在

的田子坊不僅是唯一擁有70年歷史的老上海

弄堂，更成功的發展成一條特色街，如同美

國的蘇荷區一般，它被媒體稱為視覺產業的

“矽谷”，是一個文化創意發源的基地，更

是一個兼具歷史和現代、人文與實用、經濟

發展和社會發育、多元文化共處的國際化社

區。這裏保留了老建築、老街區，藝術家對

它們進行了再創造，使它們具有濃郁的地域

特徵，又突顯了鮮活的時代特點，展現了上

海市民的真實生活，共同交織出濃厚的人文

氣息與無可取代的獨特魅力。

二、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老建築．新表情

　　跟北京四合院一樣，上海的代表性傳統

建築「石庫門」，也面臨如何保護的問題；

10年前上海進行城市改造，一條滿是70年
歷史的石庫門建築小弄，在藝術家進駐後，

成了有名的觀光藝術街，許多當地居民把老

房子租給設計師，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負

責設計的台灣設計師李湘玄表示：「在上海

這個地方，尤其是這種老房子，對我們來說

特別有上海的感覺，我們想做一個新舊，跟

我們現代跟過去的一個連結。」此外，還有

老外遠道來開工藝品商店和異國料理店。紐

西蘭店家孔志明：「我姊姊的朋友帶她來這

裡，她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地方，所以這裡很

有上海氣息，非常懷舊的感覺 。」

　　目前的老石庫門不僅聚集了大師級的工

作室，也有年輕人的設計室，有住了幾個世

代的居民，也有老外遊客，新舊文化生活的

反差，在這條藝術街成功交錯，現在上海也

打算從田子坊向其它巷弄發展，在城市改造

時也能保留歷史風貌。以下就為您介紹幾個

特殊景點，如果有機會前來，一定要一瞧究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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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尚．藝術: 最美麗的風景

       1. Miguel villarino現代畫廊

　　這個藝術空間具有國際邀展能力，尤其

是偏好西班牙藝術家的引介，提供了東西縱

橫與交流的平台，它的經營目標是希望對於

上海的藝術氛圍與拓展當代國際視野提出一

己之貢獻。

       2. jamartspace塗鴉空間

　　提供一個可以自由創作的空間與材料，

讓遊客留下珍貴紀錄，JamArtSpace給予顧

客一個展現創造力中，也能享受畫畫過程的

一個空間。只要事先預約，就能擁有自我即

興創作時間。我們會提供個人畫架、工具、

高品質及多彩的顏料。在這麼特別的環境

中，敞開你的心，然後用豐富的顏色及靈感

來填滿整張畫布。我們沒有任何教學繪畫

課，不會指定畫作主題，也不要求繪畫技

術。只要你是：有實驗、創作的欲望，歡笑

的能力。歡迎各位來加入我們，創作出屬於

你自己的藝術風格。

       3. ev 當代藝術畫廊 (espacio versatil)

　　Espacio Versatil在2007年7月設立於上

海。提供國際化的領域和媒介的多功能性，

這個畫廊主要是為了使東西方文化交流，且

藉著世界各地那些新興的當代藝術家，來提

升上海藝術舞台。我們活動範圍包括，每年

舉行個人展和團體展，來介紹藝術家及提升

中國當代藝術，也會整年為個人、公司，提

供藝術諮詢服務。

       4. 畫家陳逸飛的畫室與爾冬強藝術中心

　　地點約在泰康路210弄中，堪稱上海市

最大的私人藝術館，其實直接就設在一座大

倉庫裏，這原是一座加工鐵件的車間，粗大

的木梁架上還留著吊車葫蘆和鋼絲繩。附近

還有「上海自在工藝品公司」在此經營獨樹

一幟的鏤青竹刻，此外，還有香港人的「樂

天陶社」等等。

　　裡面的巷弄之中，還曾經住過畫家張大

千與徐悲鴻，而在上海市進行文化改造後，

名畫家陳逸飛、爾冬強等藝術家先進駐，原

本默默無名的小弄，開始吹起藝術風，多了

陽傘咖啡座和棕櫚樹，設計師也跑來把老房

子改建成工作室。泰康路自然而然地，現已

成為人們旅遊觀光的新去處。

ev當代藝術畫廊

上海／登琨豔設計工作室

本篇作者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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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2年起，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將

TQM之理念引進管理體系，以期有效帶動

同僚、官僚、政治、企業之管理模式，提升

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品質，確保本校

「學術優異、品質保證」之目標。

一、何謂「全面品質管理」（TQM）

　　「全面」意指品質牽涉單位每一個成員

和單位內所有的活動。「品質」的概念與涉

及範疇包含：1. 人的品質；2. 系統及流程的

品質；3. 產品及服務的品質。「品質」需滿

足需求，符合顧客需求，顧客對大學所屬藝

術中心而言，以本校教職員生為主，擴大至

展演者、全國各級學校師生、社區居民、社

會大眾、家長及校友。「管理」意謂品質可

以且必須被管理，管理品質的過程，必須是

持續性的方式，在我們所做的每件事上，永

久不斷的改善理念。

　　所以「全面品質管理」可以說是以人

（組織成員與組織顧客）為本之全方位的系

統管理模式，以清晰之組織目標與顧客之需

求為前提，主張組織文化的轉型，強調以系

統化評量與事先預防來達成品質的要求，並

利用組織內外各階層成員廣泛參與組織的管

理來達成組織的目的。

二、透過PDCA循環，以執行TQM
　　「PDCA」就是由P計畫(Plan)、D執行

(Do)、C查核(Check)及A處置(Action)四大步

驟過程所構成的一連串追求改善的行動。其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經過及成效　　　　

　　　　         文/ 楊靜宜

始於現況研究，透過事實資料的收集，擬定

一個改善的行動(P)，隨之執行該計畫(D)，
此時，依據計畫實施且為了能夠確實落成計

畫，此階段應進行一個小型的PDCA循環。

然後檢討績效(C)，依據先前擬定的評估基

準查核實際績效，查核預定的目標是否已經

達成(A)。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進一步將

整個方法標準化，以防止錯誤再度發生，同

時確保爾後都能運用新方法，維持改善後的

成果；否則另行改試其他對策。如此一來，

PDCA不斷循環，改善後帶來新的作業標

準，新的作業標準不久後又成為下一階段的

改善目標，達到「止於至善」之境界。

三、文錙藝術中心推行TQM之歷程

　　為此，文錙藝術中心於2000年成立後，

由主任李奇茂教授、副主任張炳煌教授督

導，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並改進藝術行政之

全面品質管理工作內容及計畫執行成效，使

持續推動之TQM 工作更為強化、落實。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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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錙藝術中心成立迄今，各項評鑑資料皆顯示藝術行政成效受教育部及社會各界極度

肯定，其中TQM之推動實發揮極大的作用。整體而言，文錙藝術中心依據TQM精神，制訂

「經營理念架構圖」以推行TQM，其歷程如下表：

階段別 工作重點 具體成果

導入紮根期

（89-90學年）

展覽廳

書研室

建立策展制度

【美術館概念】

規範借展品質• 
制定策展程序• 
建立策展品質• 
台灣書法史研究• 
書法教學研究• 
建立工讀生守則、招募志工• 

50週年校慶開幕展，創立本校• 
首批藝術典藏品，出版文錙藝
萃，倡起藝術環境
北美館典藏品展• 
史博館典藏品展• 
主辦書法教師暑期研習營• 
主辦全民寫春聯活動• 
主辦全民新春開筆活動• 

整合期

（91-93學年）

展覽廳

書研室

音樂廳

強化策展制度

【美術、音樂並重】

落實典藏藝術品計畫• 
建立藝術家資料庫• 
規劃執行展演活動• 
培養專業導覽人才• 
推廣校內外藝術教育• 
建立優質藝術形象• 
塑造本校特有藝術文化氣息• 

主辦2002、2004「淡水藝術• 
節」大型活動，獲高度肯定
邀請知名音樂家如陳瑞斌、陳• 
冠宇等演出
規劃執行午間音樂聆賞活動，• 
獲社區肯定
募得藝術作品數百幅• 
持續應教育部之邀，前往海外• 
僑校舉辦書畫義賣展覽

強化期

（94～學年）

展覽廳

書研室

音樂廳

海博館

全方位發展

【美術、音樂、博物館】

持續推動美術、音樂與海事教• 
育

海博館建置完備館藏系統資料• 
並數位化

整合本中心各廳館參觀動線及• 
對外宣傳

透過館際合作交流，達到宣傳• 
行銷目的

持續強化關鍵作業流程• 

前後辦理「淡江之美」、「蘭• 
陽之美」展覽，持續進行校園
美術館化工程
藝術品典藏已達千件• 
擴大演出類型，邀請雷恩寇• 
伯、民歌手胡德夫、聲動劇場
等演出
獲旅遊業者遴選為藍色公路旅• 
遊重要景點
透過館際交流，協助臺灣博物• 
館舉辦「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
西班牙」特展
e筆書法研究成功，進行商品•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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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經營理念架構圖

四、文錙藝術中心執行PDCA案例

說明

　　文錙藝術中心訂有各種標準作

業手冊以為各單位行事之依據，對

於同仁也有考績辦法，對於業務單

位有業績要求可供評量，每學年度

開始前，各單位都訂有年度工作計

畫，詳列工作計畫項目及要求目標

(P)，單位成員依據目標執行(D)，
定期檢討工作實施情形(C)，提出

檢討及改進意見(A)，再根據改進

結果繼續執行PDCA循環達到目標

要求，此即標準PDCA循環模式。

只要能貫徹用P D C A拆解每一件

事，就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達成工作與生活的終極目標。

　　現以《展覽多元活化：平面視覺藝術到立體雕塑藝術展覽的轉變PDCA流程》案

例說明：

流   程 佐 證 資 料

P

展現優質藝術、提升藝術休閒文1. 
化。

在有限預算分配、固定的空間設計2. 
及展場設備下、舉辦活動特色多元

的平面視覺藝術展覽。

確立展覽策劃模式，強化策展主控3. 
權及同業聯盟。

展覽廳93-96學年度藝文活動一覽表1. 
覽廳參展作品收件、退件單樣張2. 
各檔藝術展覽文宣品3. 

D

每學期推出兩檔不同媒材之平面專1. 
題展。 
執行維護行政及營運品質。2. 
建立策展特色。3. 

文錙藝術中心剪報1. 
展覽廳工作手冊2. 
展覽廳工讀生、志工作業守則3. 
展覽廳工讀生與志工會議規則及請4. 
假辦法

展覽廳導覽資料彙整5. 
展覽廳控制室操作流程6. 
展覽廳服務台作業資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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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檢討展覽媒材形式。1. 
分析立體雕塑展需求、風險。2. 
確認立體雕塑展的整體效益。3. 

展覽廳問卷調查表樣張1. 
展覽廳問卷調查分析檔案卷宗2. 

A

97(1)規劃為立體雕塑期。1. 
具體作法：2008當代木雕之美、冬2. 
雕春泥造形展。

追蹤立體雕塑展之風評。3. 
兼顧喜愛平面創作媒材觀眾需求。4. 

文錙藝術中心97學年度藝文活動計1. 
畫書

2008當代木雕之美文宣資料2. 
冬雕春泥造形展請柬文宣資料3. 
2008當代木雕之美問卷調查分析4. 

五、結語

　　鑑於全球化教育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各界對高等教育的關注已從「數量」轉移到

「品質」之課題。文錙藝術中心配合本校之全面品質管理（TQM）政策，均以實際

的作為來具體呈現對品質之重視，「品質」已成為本中心同仁重要的價值觀之一，經

營團隊對追求品質之決心與毅力更加堅定。

本篇作者為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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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與日本都是非常重視品質管理與提升的國家，早在1946年日本科技聯盟即

成立了所謂SQC(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統計品質管制)，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

美國品管先驅戴明博士來到日本指導品質管理的理念，之後品質觀念被大舉應用，

包括施行品管圈來進行品質提升的一些措施。歷經將近四十年，美國在1985年開始

提出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理，隨後從歐洲共同市場推動所謂

ISO9000的品質檢測，而使TQM全面品質管理得以在全世界的廠商發揮力量。台灣也

在產業界積極推動這項有助於品質的提升，並於1988年開始設立國家品質獎，宣告台

灣重視品質管理的概念和做法，已成為產業界的顯學。

　　

　　而在全面品質管理的領域中，必須有八個構面來執行及檢視，這八個構面包括領

導與經營理念、策略管理、研發與創新、顧客與市場發展、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流

程管理、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經營績效等。這是產業界在達到精益求精，進行完整

的品質管理所應有的各個面向。而就管理的做法上，則須以PDCA的循環(Cycle)來改

善流程和獲取最高的績效而能遂行產業預期的目標。

　　

　　雖然這是產業界的管理模式和藉以進步的方法，但在其他的行業或是藝術學習領

域上也一樣適用。以書法學習的過程和目標來說，雖然用不著完整的TQM全面品質

管理的各個構面，但在達成最終成就的書法高境，則完全可以在PDCA的循環上進行

流程管理和學習進步，進而達到最高的績效和成為書法家的境界。

　　書法學習起步在於基礎的建立，所謂基礎包括了書法的相關知識、基本運筆方法

等，有了這些基礎後，接著就是進入書法學習的過程，而最終的目的是能夠善用學習

所吸收而能創作。

　　學習的過程自來即以臨摹吸收、融合各方，創作成家三個階段循序進行，但也得

相輔相成的從橫、縱面逐步加強學習經驗而累積成功力，許多學習者遵循這些方法，

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竟功。

　　然而在企業管理逐漸開明，一切講求效率和績效的時代，如何透過品質的管理和

進步，來達到書法學習的績效，似乎也是學習者所期待的目標。於是在參與淡江大

試論TQM全面品質管理 在書法學習PDCA精進方法　　　　　　　

　         文/ 張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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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錙藝術中心的TQM品質管理，進行藝術管理的PDCA模式的經驗，試圖將書法的

學習導入PDCA的過程，從企業管理的概念和方法，來檢視書法學習過程和精進，使

得書法不易掌握的傳統學習，進而透明化，不僅是『質』的掌控，更能從『量』的表

現，來了解進行的績效，這樣老師得以掌握學習的進步和內容，學生更能從量化表和

質的績效，來檢視自己的學習進步和成績。

　　欲從PDCA的學習過程達到一定的績效時，必須設定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而要成就更高的境界則須有標竿學習(Benchmark)的對象，期達到學習的

最終和最佳成果。

　　所謂PDCA為品管大師戴明所提倡，又名戴明環

　　從一個計畫的訂定、執行、檢視到持續改善，這是一個學習的循環，到了檢視及

持續改善時，則要進行下一個計畫(P)、執行(D)、檢視(C)乃至持續改善(A)，運用這

樣的循環(CYCLE)，一環一環的學習、進步，再逐漸進入成為書法家的境界，即使到

了書法家的境界，也仍然需要持續改善，臻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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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程中重要的是關鍵績效指標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r)的設計和掌握，而

且也要設定標竿學習(Benchmark)的目標。這樣就能掌握進度的實際成績及學習的方向。

　　依照這些原則，那麼不妨以一個實際的學習案例來闡述所謂PDCA的學習方法。如

果用在書法的學習過程，其意思和內容，或許就是

　　P－PLAN(計畫－學習內容)
　　D－DO(執行－確實吸收)
　　C－CHECK(檢視－觀察成績)
　　A－ACTION(行動－持續改進)

　　就書法的學習過程來論，現代人學習書法的目標，或許會有：

　　A、寫好書法練字，能成為書法家的境界。

　　B、消磨時間，在習字中修心養性，促進個人的藝術修為。

　　C、強烈的傳承中華文化的信念，立志練好書法。

　　這些不同的學習因素，或許在學習的過程中，由於了解書法的內涵和相關知識的提

升，將會改變自己學習的方向或目標，但是不管內心想的是什麼，總得先將基礎學好，

然後才能進一步討論到學習的方向和進階的步驟。

　　就以個人為例，我在讀小學到初中的時候，因為當時書法並不盛行，在經濟條件不

好的時候，大家都咬緊牙根拼命為生活的時候，從來不會想到書法學習的這種額外課

程，所以我也在幼小的心靈中，想到將來必須改善生活，從商或從事其他可以拼經濟的

行業，壓根兒不會想到學習書法。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級的時候，由於國文老師重視書

法，在同學間的衝突和激勵下，使我為著個人的面子和不服輸的習性，發願一定學好書

法，因此而步入書法的學習途徑。

　　由於初學時的目的很單純，只是不服輸的想要扳回面子的想法，所以根本沒有學習

的目標和跟隨老師按部就班學習的念頭。就此，完全依照自己有限的認知，胡亂尋找字

帖開始學習，而在開始學習不久後，卻由於栽入書法學習的領域，而逐漸產生興趣，進

而改變初衷，逐漸成為書法的愛好者。而在進一步以興趣為出發點學習後，又再度改變

想法，尤其是服完兵役開始創業後，再次轉折，以書法成為開創一生志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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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年少時的書法學習過程，的確應驗所謂PDCA的各個學習環節。任何人只

要設定好學習的初步方向後，首先要學習的是基本的技法，並隨時加強書法的知識。

基本技法可以從執筆、運用十二個字的筆畫學習運筆，充分掌握運筆的方法後，隨即

可以進入PDCA的品質管理學習。

一、設定學習內容成為計畫(P)。
　　試從學習者是希望成為專業書法家的方向(學習目標)來擬定，那麼學習的起步是

楷書的領域，計畫內容及學習時間就必須包括選定字帖。

　　在基本筆法練習前，先書寫「學前習作」  在練習基本筆法後，重寫一次「學前

習作」，再就前後相同的字跡的習作，連同基本筆法練習的經過，找出適合個人書寫

習性的楷書字體。

　　附圖是淡江大學學生在進行書法學習過程，由老師所選定的字帖依據，可作為參

考。選定的是顏真卿楷書帖:麻姑仙壇記。

1、學前習作(尚未進行練習前之習作)--

2、基本運筆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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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練習基本筆法後，再次書寫「學前習作」

　　依據前3項過程，合理選擇。

4、字帖-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計畫臨摹－臨摹是吸收，選定字帖後必須臨摹，臨摹要有好的方法。

　　設定學習程序－依照臨摹字帖的內容、字數、難易度和個人的能力，由老師或個人來

設定學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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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了計畫的內容，就必須執行(D)
　　臨摹吸收是學習進步唯一的途徑和方法，學習者從形、

神去吸收，形是筆畫組成字形的架構，必須有正確的筆法運

用，才能寫好筆畫，加上運用如九宮格的對應學習方法，才

方便字形架構的正確學習。必須依照學習所訂下的計畫時程

和內容，確實執行，並逐步填入質化及量化表，以資考核。

三、在執行臨摹學習的過程中，要同步進行考核檢查(C)
　　這個階段可以設計一個學習績效的質化和量化的考核

表。(如附表：臨摹字帖的成績考核，從質化表及量化表和獲

得的級、段進步情況做為考核。)

　　依據已經設計的「質」化和「量」化的表格進行檢核，由於書法學習是人文的體現，

並非完全依賴表格數據的檢核，還得以感性的思考和實驗，來參考學習的績效。最好的方

法就是參加比賽、展覽或是進階級、段的評鑑。在這些學習績效的評估後，當可隨時進行

學習內容的加強要求，例如增加學習時間或是針對不足處加強練習。並以改進的方法和績

效進行檢核，以做為持續改善的參考。

臨帖的量化管理表（週進表）

臨摹字帖：
日期 筆法學習 臨摹預期進度 臨摹實際成果 臨摹執行率

臨帖的質化管理表（雙週進表）

字帖名：
檢核日 筆法應用 筆畫學習 字形架構 筆力表現 筆意學習 參與活動

參與活動—展覽/比賽/揮毫活動/研討講座等

附圖是臨摹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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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各種方法進行檢核，求得進步後，修正行動(A)持續改善

　　有了學習的經驗和檢核的結果，加上前

述的學習目標和方向也有可能改變，所以

必須隨時改變和修正，再度設計學習的循

環，再從PDCA的各個要點去學習。也就是

從一個Cycle(循環)再進入另一個學習領域的

Cycle(循環) 
　　綜合考核的結論，做出持續改善的方向

和內容。(週而復始)

　　從這樣不斷施行PDCA的學習，按照自己所制定的標竿學習，並且確實制定KPI
關鍵績效指標(如附表)，隨時努力向希望的目標邁進，是追求自我進步的大動力。

附表:關鍵績效指標ＫＰＩ（月進表）

字帖：

日期
關鍵績效（臨摹作品） 關鍵績效（運帖作品） 關鍵績效（自運作品）

指標 執行 指標 執行 指標 執行

　　KPI乃指所有設定PI中最關鍵者，其內容須具體描述。

　　例如我們設定「標竿學習」(Benchmark )是清朝書家趙之謙，那麼從趙之謙的

書法風格和成就書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趙之謙雖然也是從顏真卿楷書入手，但是

趙之謙最重要的是融合了魏碑，加入魏碑的元素以後，才成就趙之謙的風格。當然

書法學習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只在模仿某一家，重點是如何發揮出個人的風格，也就

是在有了Benchmark ，逐漸進步後，還是得隨時更改標竿，以求更為進步，終究成

為具有個人風格的書法家。也很可能在學習到一定的程度，對於書法的了解更為深

刻後，改變當初設定的學習目的和方向，當然就得將學習的PDCA內容進行調整。

而這一切都能在進展中，很透明的了解進行的情況。

　　這樣的學習方法，或許就傳統的眼光來看過於呆板，但卻是當代企業管理模式

的實踐，使得學習不再是摸黑行進。而且從人文藝術的書法領域學習來看，在流程

管理的模式，也必須有所調整，才能更符合實際的學習成果。

　　如上所述，書法學習的過程與企業的品質管理，其實是異曲同工。以階梯式的

運用PDCA向上循環，提升水準，在主要目的大循環中，在每次的學習過程中，設

定一項項的學習(PDCA)，一圈一圈的進行，如下圖般持續往上提升，最後務求達到

標竿學習的目標，進而成就書法的境界，是為書法家。

本篇作者為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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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藝文中心報導

　　淡江大學為提升藝術學風，增進藝術欣

賞知能及興趣，藉由展覽、表演、教學、推

廣、典藏等方式進行交流，期能達到藝術

與教育、校園與社區相結合之目的，於西元

2000年50週年校慶，以前董事長張姜文錙

女士之名成立「文錙藝術中心」，為一級單

位，隸屬校長室。並於2001年設立書法研究

室，2002年設立文錙音樂廳，2005年8月海

事博物館改隸文錙藝術中心，該中心所屬各

廳館均免費開放觀賞。

展覽廳

　　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為2層挑高展示空

間，面積達240坪，位於淡江大學松濤館及

外語大樓間，前有樹木成蔭，下為美食廣

場，地點景觀絕佳。全廳採結構玻璃牆面，

樓梯及樓板呈現現代感，並與戶外之噴泉藝

術廣場及茂密榕樹林景觀結合，多為各類戲

劇拍攝之景點。

　　展覽廳規劃每學期舉辦兩檔專題展覽，

並於寒、暑假期間辦理特展。已舉辦的展

覽，無論質與量，均有高水準的呈現，在展

期中更策劃與展出主題相關之專題講座，及

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獲得各界肯定。除展覽

外，並開放空間供藝術相關課程作為教學之

用，藉以吸引學校師生熱烈參與，期能從中

得到樂趣，進而達到普遍提升校園藝術風氣

和水準的目標。

書法研究室

　　書法研究室為二級單

位，目前正從事「台灣書

法源流之研究」及辦理

「台灣書法資源調查」工

作，並積極辦理各項書法

推廣、海內外交流活動，

及提升書法教學研究，期

為書法紮根工作盡一份心

力。常年舉辦之活動，包

括「終身學習／全民春聯

揮毫大會」、「新年開筆

大會」，每年並於展覽廳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Carr ie  Chang Fine Arts  Center  of  Tamkang Universi ty

地址：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3-5983  傳真：02-2620-9650
網址：www2.tku.edu.tw/~finearts
展覽廳開館時間：週日至週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週六休館）
海事博物館開館時間：週一至週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週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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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暑期書法教學研究會」有計畫地培訓

推廣書法之種子師資，目前亦結合資訊科

技，開發銷售「ｅ筆書寫系統」。

文錙音樂廳

　　為加強音樂教學及提升校園音樂欣賞風

氣及水準，文錙音樂廳設置專人管理，以校

內非營利使用為原則。自落成以來，每年平

均舉辦近百場之音樂會及教學活動。除音樂

性相關之教學、相關系所成果發表、學生音

樂性社團活動外，每學期更有多場由學校各

單位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及團體前來演出

之高水準音樂會。

　　文錙音樂廳為小型之音樂廳，全廳採原

木裝潢，古典雅致。廳內採高標準室內聲學

材料設計，具有絕佳的現場音效，適合獨

奏、重奏及小型室內樂團之演奏，為提供最

寬大舒適的座位空間，僅設252席觀眾席，

座椅採靜音設計，帶給演奏者和欣賞者極致

的享受，2005年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得獎作

品「林生祥／臨暗」即於該廳錄製完成。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音樂廳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為5層樓的船形建築，於

1990年6月6日正式開幕，是國內首創且唯一

之海事博物館，並為藍色公路之重要景點。

館內蒐集中國、挪威、蘇聯、丹麥、阿根

廷、荷蘭、德國、英國、美國、瑞典、西班

牙、義大利、法國、日本、葡萄牙等15國，

從15世紀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未來用

超導體為動力的船隻模型60餘艘，設專櫃展

出，艘艘具有特色，令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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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詩～2009交大學藝性社團聯展」
時間：2009.03.27~04.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B1

／表演
「飛手舞聾 聾舞手飛」聾劇列車-
拈花微笑聾劇團
時間：2009.03.12(四)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活動中心2樓
「最後的浪漫主義」-范姜毅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03.18(三)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活動中心2樓
《2009交大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
「37 ARTS」演出暨紀錄片-
拉芳．LAFA舞團
時間：2009.03.27(五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2009交大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 
拉芳．LAFA舞團Try-out技術彩排
時間：2009.03.29(日 )14: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工作坊
《體驗A班》線條修飾-LAFA工作坊
時間：2009.03.23(一)、03.25(三)18: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體驗B班》有氧活力-LAFA工作坊
時間：2009.03.24(二)、03.26(四)18: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體驗C班》基礎芭蕾-LAFA工作坊
時間：2009.03.23(一)~03.26(四)18: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體育館舞蹈教室
《體驗D班》現代舞蹈-LAFA工作坊
時間：2009.03.23(一)、03.25(三)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體育館舞蹈教室
《體驗E班》即興創作-LAFA工作坊
時間：2009.03.24(二)、03.26(四)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體育館舞蹈教室
Open Rehearsal
時間：2009.03.25(三)~03.26(四)15: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國立中央大學
／展覽
AKIBO李明道個展(影像與多媒體創作)
時間：2009.03.10～2009.03.29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展覽場

靜宜大學
／展覽  
何以自處---一個自我及其處境的展覽
時間：2009.01.07~03.03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賴易志創作個展
時間：2009.03.09~04.14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
浩然講座：
建築師李祖原-「尋找空間的智慧」
時間：2009.03.18(三 )13: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文化是門好生意~
談張學良故居重建策略
主講人：蔡榮光參議
時間：2009.03.04(三 )13: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血液與生命
主講人：伍焜玉院長
時間：2009.03.11(三 )13: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肯定自我創造快樂
主講人：鄭武俊先生
時間：2009.03.25(三 )13: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展覽
「自然-科技-建築～2009交大建築展」
時間：2009.03.03~03.22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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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大學
／講座
拉卡．巫茂  音樂講座
時間：2009.03.05、03.12 、
　　　03.19、03.26(四 )19: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展覽  
雄渾-盧怡仲主題展
時間 :2009.03.02-03.26
地點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工作坊
劇場藝術專題【玩聲音】：Workshop訓練
時間：2009.03.18（三）19:00~21:00 
　　　2009.03.25（三）19:00~21: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新體育館舞蹈教室

／影展
楚浮影展
時間：
2009.03.03(二 )20:30《騙婚記》
2009.03.07(六 )20:30
《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
2009.03.10(二 )20:30《美女如我》
2009.03.14(六 )20:30《日以作夜》
2009.03.17(二 )20:30《巫山雲》
2009.03.21(六 )20:30《零用錢》
2009.03.24(二 )20:30《消逝的愛》
2009.03.28(六 )20:30《鄰家女》
2009.03.31(二 )20:30《最後地下鐵》
地點：國立清華大蘇格貓底二手書咖
啡屋‧自由入場

華梵大學
／講座
「山居歲月」吳正富遊藝詩書畫展
時間：2009.03.01~03.31
地點：華梵文物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視覺藝術
2009師大藝術節開幕「彩墨風華再現」創
意市集、寫生、服裝走秀、教師集體創作
時間：2009.03.25(三)19:3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校門口左側休閒廣場

國立中正大學
／表演
拈花微笑聾劇團
時間：2009.03.03(二 )19:0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影展
星空電影院  
時間：2009.03.09(一)~03.12(四)19:0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紫荊大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展覽
科技與藝術
女子ID~互動設計創意體驗營成果展覽
時間：2009.02.10~03.10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
／展覽
論色與唯美-陳陽春水彩創作展
時間：2009.03.19~04.14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
／展覽
袁金塔個展
時間：2009.03.06~04.26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表演
黑門山上的劇團-<公園>
時間：2009.03.10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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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展覽
徐方正創作個展
時間：2009.03.02~03.20 
地點：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中華大學
／展覽
李奇茂作品展  
時間：2009.03.03~04.10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2009十三校聯展-開啟旅行的記憶盒  
時間：2009.03.25~04.22(03.30~04.05休展)
地點：中華大學育成展覽廳

／表演
奧尼斯爵士四重奏  
時間：2009.03.19(四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樂藝傳奇室內樂集演奏會  
時間：2009.03.25(三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展覽
抱一造化-熊宜中的書畫世界  
時間：2009.02.17~03.12 
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繪彩屐痕-李學富創作展 
時間：2009.03.17~04.16 
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台灣插畫展 
時間：2009.03.17~04.16 
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大廳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
／展覽
誠園藝廊開幕展覽
時間：2009.03.20(五 )10:20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活動中心1樓

淡江大學
／展覽
中文系系友藝術展
時間：2009.02.11~03.2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2009年臺北縣美術家大展  
時間：2009.03.25~04.26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表演
「想起思想起」－絲竹空爵士樂團音樂會 
時間：2009.03.24(二 )19:3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3月17日起於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開放
索票，每人限2張)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展覽
修護揭密:
臺博館暨南藝大修護研究成果特展
時間：97.12.09(二 )~98.06.14(日 )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講座
卓越大講堂-新加坡陳子謙導演  
時間：2009.03(時間另洽電影系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A3001

／展覽
美術系師生美展  
時間：2009.02.23 ~03.1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系館
「大藝獎」成果作品展  
時間：2009.03.02 ~03.1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展覽廳
工藝系系展  
時間：2009.03.02 ~03.1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大漢藝廊、
　　　大觀藝廊、真善美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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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文化大學美術系交流展  
時間：2009.03.02 ~03.1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心香藝廊
兩岸書法交流展  
時間：2009.03.16 ~03.29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展覽廳、
　　大漢藝廊、大觀藝廊、真善美藝廊
教育部展覽  
時間：2009.03.16 ~03.29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心香藝廊
雕塑系-「雙引號」兩校聯合展覽  
時間：2009.03.21 ~04.21
地點：林本源園邸
97學年度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美術節系展 
時間：2009.03.30~04.12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大漢藝廊
筑波菁英展 
時間：2009.03.30 ~04.07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展覽廳
「流-奔放的旋律」李明彥個人創作展 
時間：2009.03.30 ~04.0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大觀藝廊
2009系展暨圖文週 
時間：2009.03.30 ~04.05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真善美藝廊

／表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畢業公演
【殊域】  
時間：2009.03.01(日)19:30、
　　　03.05(四)19:30、03.08(日)19:30
地點：彰化縣員林演藝廳、台南市立文化
　　　中心演藝廳、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2009台藝箏樂展─箏樂萬花筒  
時間：2009.03.14(六 )14:30
地點：中和迴廊咖啡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進學部一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16(一)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部一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17(二)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進學部三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18(三)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部碩
士班一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23(一)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部二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24(二)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進推部二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25(三)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部三
年級學生創作班展  
時間：2009.03.26(四)14：30、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501小劇場

／影展
電影系日二班展  
時間：2009.03.03(二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A3001

銘傳大學
／展覽  
中國名家書畫展  
時間：2009.02.16~04.30
地點：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展覽  
創價學會--自然共生特展  
時間：2009.02.18~03.18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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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科大雕塑6人聯展  
時間：2009.  03.20~04.2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展覽
筆墨行吟-水墨意象展
時間：2009.03.05起
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嘉南藝苑一樓
曲水流殤-徐俊義奇石
時間：2009.03.12起
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嘉南文化藝術館

／表演
靈龍舞蹈團2009校園巡演
【驚艷─傳統與現代】
時間：2009.03.31(二 )19:00
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演藝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講座
舞者肢體－體驗工作坊  
時間：2009.03.04 (三)15:30~17:00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一樓視聽教室

／展覽
海貓工坊的家－楊海茜生活創意飾品  
時間：2009.02.16~06.22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一樓櫥窗
線條樂章－陳星平書法展
時間：2009.02.27~04.17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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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是個跨院校、跨組織的社會團體，致力於積極整

合各校藝文中心，成為我國藝文活動的第二展演管道，使政府的教育與文化單位肯定並支

持校園藝文中心，有效達成藝術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深化。 

　　協會旨在協助各校設立藝文中心，推動社區及校園文化發展，目前共有46所學校加入

本會。擔任藝術傳播者與教育者的角色，本著資源共享與互助的理念，加強校園與社區的

互動連結，祈使藝術枝芽深植社會大眾。 　　

   
誠摯的歡迎您

入會資格：學校各級藝術教育及推廣之相關單位皆可入會。

入會辦法：(1)填妥「入會申請書」後郵寄本會。(申請書可由本會網站下載)
　　　　　(2)提由理事會審查

　　　　　(3)接獲通知後，以匯款方式繳交會費

　　　　　(4)歡迎成為正式會員

聯絡人：洪小琪 02-22722181分機1754
地　址：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E-Mail：shaiochi@ntua.edu.tw
網　站：http://ad6.ntua.edu.tw/ncaa

～歡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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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969-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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