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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 感受  / 連結》 視覺思考力練習  | 楊范艾克的〈阿諾非尼的婚禮〉 

 

 

 

目標賞識思維 比較與連結 

視覺思考力練習: SEE/FEEL/CONNECTED (觀察/感受/連結) 

藝術作品 楊范艾克 Jan van Eyck的〈 阿諾非尼的婚禮〉 (Portrait of Giovanni 
Arnolfini and his Wife  ) ， 1434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AF%BA%E8%8F%B2%
5%B0%BC%E7%9A%84%E5%A9%9A%E7%A4%BC 

學科領域 藝術（文藝復興時期） 

課程主題 法蘭德斯畫派、鏡面繪畫 

品格教育 溫柔　信守承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AF%BA%E8%8F%B2%E5%B0%BC%E7%9A%84%E5%A9%9A%E7%A4%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AF%BA%E8%8F%B2%E5%B0%BC%E7%9A%84%E5%A9%9A%E7%A4%BC


年級/年齡 國小3-4年級 (通過調整可適用於年齡更大或更小的學生)  

總時長 80鐘(建議使用2或3堂生活課程) 

 

一、學習目標　 

 
透過欣賞〈阿諾非尼的婚禮〉，讓學生賞析文藝復興時期的經典畫作，經由比較與連結
，深刻解讀此作品，進而引導他們對作品提出問題， 並透過畫作中的物件，重新審思對
自己重要的人事物。 
 

二、學習評量 
1. 認知發展  

(1)透過SEE/FEEL/CONNECTED (觀察/感受/連結)學會認識作品。 

(2)認識《阿諾非尼的婚禮》這幅名畫的細節，並透過和自己生活情境的認
知連結，去思考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人事物。 

2. 情意發展  

(1)從欣賞西洋名畫中培養賞析藝術作品的樂趣。 
(2)透過畫作認識尊重他人的態度與品格 
(3)藉由畫作中的物件，聯想思索對自己人生重要的人事物。 

3.  技能發展  
(1)學生學會用SEE/FEEL/CONNECTED (觀察/感受/連結)視覺思考練習來
觀察藝術作品。 

(2)依據美學與相關學門之原理，欣賞本件作品的材料美、形式美與內容
美。 

(3)藉著鏡子繪畫，去標記所觀察所感受到的重要人事物。 

對應的108課綱學習表現: 

主題 生活課程學習表現 生活課程學校表現說明 

悅納自己 1-I-1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
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1.  探索並分享自己的外在特徵
和興趣喜好。 

2. 探索並分享自己的成長會受
到家庭、學校及社區文化的
影響。 

3. 探索並分享自己的生活會受
到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的影
響。 



探究事理 2-I-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
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1. 觀察生物現象，覺察生物
的生存會相互影響。 

2.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
，覺察彼此之間是有關連
性的。 

3. 覺察生活周遭人、事、物
間會形成相互影響的關
係。 

美的感知與
欣賞 

5-I-3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
同。 
 

1. 理解並接納每個人對美的看
法有所不同。 

2. 了解美的表現方式可以很多
元。 

3. 欣賞生活周遭不同族群、文
化、國家對於美的表現形式
有所差異。 

4. 透過體驗活動，感知藝術的
特性。 

 

 

主題 次主題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鑑賞 

審美感
知 

音A-Ⅱ-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獨奏曲、臺灣歌謠、藝術歌曲，
以及樂曲之創作背景或歌詞內
涵。 

音A-Ⅱ-2 相關音樂語彙，如節 
奏、力度、速度等描述音樂元素
之音樂術語，或相關之一般性用
語。 

音A-Ⅱ-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 
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視A-Ⅱ-1 視覺元素、生活之美、 
視覺聯想。 

視A-Ⅱ-2 自然物與人造物、藝術 
作品與藝術家。 

視A-Ⅱ-3 民俗活動。 

表A-Ⅱ-1 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 
本元素。 

表A-Ⅱ-2 國內表演藝術團體與代 

2-Ⅱ-1 能使用音樂語彙、肢體 
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
受。 

2-Ⅱ-2 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 
素，並表達自己的情感。 

2-Ⅱ-3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 
動的感知，以表達情感。 

審美理
解 

2-Ⅱ-4 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 
背景，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
聯。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 
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
作。 

2-Ⅱ-6 能認識國內不同型態的 
表演藝術。 

2-Ⅱ-7 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 
的特徵。 



表人物。 

表A-Ⅱ-3 生活事件與動作歷程。 

 

 

三、需要的材料 與 設備 
1. 投影機、電腦、音響、小蜜蜂麥克風、簡報筆。 
2. 楊范艾克的《阿諾非尼夫婦》 彩色影印共40份，寫字夾板40個、或是ipad。 
3. 標籤貼紙，一幅藝術作品的彩印兩張。 
4. ㄧ首深思熟慮觀賞音檔。 
5. 教學指揮棒一支。 
6. 三張大海報:  「看一看（人、事、時、地、物）」 海報、「我感受到」海報、
「連結」海報，方便記下學生的思考。 

7. 75 x 75公釐的便利貼，每人四張、每人攜帶一支筆。 
8. 延伸活動應用使用的A4的圖畫紙40張、膠水、剪刀、色鉛筆、彩色筆 。 
9. 請學生帶與家人的照片。 
10.看一看/我感受到/連結 手牌(可選) 
11.湯瑪斯·蓋恩斯伯勒〈安德魯斯夫婦〉彩色影印(可選) 
12.鏡子裡的小孩/大塊文化出版/向陽著/幾米繪(可選) 

  

四、視覺思考力練習   SEE/FEEL/CONNECTED (觀察/感受/連結)              30分鐘 

老師在介紹藝術作品，可以向學生說明這是一幅記錄婚禮的畫作。他們將運用自己的
觀察力來描述這幅藝術作品。老師可以引導學生用「人、事、時、地、物」作為主軸
，可以選擇以下引導為範例，例如： 

❏ 「畫面上的新郎新娘在哪裡？」 
❏ 畫面中最明顯、主要的兩人（新郎新娘）在做什麼？屋子裡還有其他人嗎？」
（提示：鏡中人像） 

❏ 「這幅畫作描寫的時間可能是？早晨、中午還是晚上？你怎麼知道是這個時
間？」（給老師的提示: 窗外的光線顯示是白天） 

❏ 「這幅畫描寫的地方可能是哪裡？為什麼你這樣覺得？」（給老師的提示: 新郎
新娘的家中室內，因為有床） 

❏ 「房間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呢？」（給老師的提示: 床、吊燈、鏡子、新郎新娘的
鞋子、狗、桌上、窗台上的水果等等） 

❏ 「吊燈上有幾支蠟燭呢？」（給老師的提示:  只有一支燃燒的蠟燭) 
❏ 「新娘的鞋子在哪裡？」（給老師的提問:　鏡子下桌櫃前）「 
❏ 還有哪些你注意到的細節？」 

 

1. 步驟一: 「看一看」教學細部流程:    總共8分鐘 

1) 展開深思熟慮的「看一看」:  大約1分鐘（請搭配音樂欣賞） 

將藝術作品投射在投影布幕上，並向學童說明他們將運用自己的觀察力



來描述這件藝術作品。請學生觀藝術作品上，他們第一個注意到的地方
，並想一想要怎麼形容的這個地方。音樂結束後請老師邀請２－３位學
生分享他們在藝術作品上第一個注意到的地方，以及他們如何形容它，
作為其他同學的示範。 

 

2) 展開深思熟慮第二次的「看一看」:  大約1分鐘（請搭配音樂欣賞） 

若校內有硬體設備的資源，例如平板電腦，或可以提供彩色影印。讓學童各
自觀察在寫字夾板上的藝術作品的彩色影本。他們可以一邊用眼觀察，一邊
用手指描出圖片的輪廓邊緣，幫助自己進行更細緻的觀察。請學生用箭頭標
籤紙上標示出在藝術作品上，他們第二個注意到的地方，並想一想要怎麼形
容的這個地方。 

注意事項，若中間有學生想分享自己的「看一看」，請他們先把觀察記住在
腦袋裡面，留在下一個階段和搭檔同學分享。 

 

寫在便利貼上面。 

3) 和搭檔學童分享自己的「看一看」觀點，大約2分鐘(可選) 

接下來，兩人一組，讓學生轉向自己的搭檔同學分享自己剛才的觀察。每位
學生覆述搭檔同學的觀察與描述, 例如，A、B同學分別分享各自的觀察，例
如「我第一個注意到的地方是.....第二個注意的地方是.........，它們引起我注
意的原因是........」。以此鍛鍊他們的探索、接納多元觀點的包容力。 

 

4) 老師邀請同學上台分享他們「看一看」觀點，大約5分鐘。 

現在請老師舉起「看一看」手牌（可選），邀請學生到前面來，用起始句
「我注意到的地方是……….它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以及教學指揮棒在
投影的藝術作品上，指出且描述自己的觀察結果。 

時間若允許可以邀請每一位學生分享，若時間不夠的話，可以邀請有不同觀
察的學生分享。 

建議老師可以將所有學生的觀察採用「人、事、時、地、物」來歸納並記錄
下來，作為全班共創的成果與下一階段的討論基礎。 

 

注意事項: 
❏ 將鑑賞遊戲化，尊重每位學生在藝術作品中所注意到的第一個地方，並

讓他們自由發表自己的感受與想法，老師傾聽、覆述，中立且不下定

論。 
 

 



2. 步驟二:  「我感受到….」:教學細部流程:  大約5分鐘 
在老師剛才整理全班級的觀察與描述的結果之後，這個步驟著重在引導學生發

揮對藝術作品的感受力，試圖讓自己與此藝術作品建立情感上的連結。 

1) 浮現更多感覺的「看一看」:  大約1分鐘（請搭配音樂欣賞） 

讓學生發揮同理心、感受力與想像力觀察此藝術作品，容許更多感覺浮

現，老師可以選擇開放式引導，若需要可以採提示式引導，例如， 

❏ 「從人物的身體姿勢和表情，例如新郎新娘的表情，顯示他們的

心情如何？」（當時代的畫作特色人物的表情通常比較平淡一

致） 
❏ 「結婚事件的時間為何? 這樣的時間點給你甚麼感受? 」 
❏ 「這個婚的場所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 「結婚場所裡面的物品陳設，給你甚麼樣的感受?」 
❏ 其他問題:  「屋子裡是否會有氣味，它給你甚麼感受？」、「藝
術作品的顏色給你甚麼感受? 」（櫃子、床罩、衣服或是精心打
扮的香味），舉例可以是人物的心情、空氣中的氣味、光線的明

亮或陰暗等） 

2) 老師邀請同學上台分享他們的「我感受到......」觀點，大約5分鐘。 

現在請老師舉起「我感受到」手牌（可選），邀請學生到前面來，用起始句
「這個人/事/時/地/物 讓我感受到……….......」以及教學指揮棒在投影的藝
術作品上，溝通分享自己感受的結果。 

時間若允許可以邀請每一位學生分享，若時間不夠的話，可以邀請有不同觀
點的學生分享。最後請他們將感受撰寫下來，黏貼到海報上面。 

 
3. 步驟三:  「連結」教學細部流程:  大約5分鐘 

 

分享第二幅作品，湯瑪斯·蓋恩斯伯勒的《安德魯斯夫婦》，詢問學生，一樣是
夫妻的肖像畫，這兩幅畫作有沒有什麼地方相似？有沒有什麼地方不同？聆聽

他們的回應並記錄下來。（例如：人物動作？人物表情？ 地點和景色是否不
同？ 等等。） 



 

4. 第一堂視覺思考力小結：大約5分鐘 

老師可以詢問學生這樣透過這樣的視覺思考路經欣賞畫作，是否察覺到和以

往有何不同。這個【觀察／感受／連結】的視覺思考路徑，還可以用在哪

裡？ 

五、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故事                                                               10分鐘 

揚‧范‧艾克是荷蘭畫家，法蘭德斯﹝Flemish﹞畫派的創始人，曾任菲力蒲·盧·蓬公爵的宮廷
畫師，也曾充任使節到過葡萄牙等地。他以寫實的精細描寫和微妙的光影表現，使作品
聞名於世。他把神聖的內容拉入現實世界中，著力描繪現實生活、現世人生的豐富多
彩。 
 揚‧范‧艾克是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畫家，他透過對光線投射的深刻研究，使畫面具有真
實感，進而使景色能夠統一。他所創造的空間，能夠令人完全信服，主要是靠他的視覺
經驗，以及對於物體本身質地的觀察、對花、石頭、珠寶、布料和金屬的觸感的細膩描
繪，他甚至研究出一種完善的油彩溶劑，能更完美的呈現他希望表達的光影與色澤（所
以也有人稱他為油畫之父）。 
 這幅畫作舉世聞名的原因，首先是由於畫作本身的傑出；其次由於艾克使用油彩的方法
獨特；最後，是基於此畫的布局和結構：阿諾菲尼夫婦倆人一塊兒站在臥室中央，含情
脈脈地執手相依偎，似乎是一種終生相托的情感流露，也是忠貞不渝和患難與共的象徵
，有人說是將「結婚證書」視覺化了。艾克對事物細節有不同尋常的精心處理：從修飾
衣著的皮毛、家俱的細部到房間的裝飾和最小的物件，無不刻劃入微；最後，我們還會
注意到，有一面映照著豐富影像的鏡子，那是一面凸鏡，這一面凸鏡的意義非凡，它外
圍一圈裝飾以極纖細的筆觸將耶穌受難故事分別置入， 不只是當時中產階級家中的一個
裝飾物，鏡子表面映照了室內的窗、吊燈、床和夫婦倆的背影；還可看出房內還有另外
兩個人（一個是證婚人，一個就是記錄現場的畫家艾克自己）。 鏡子在繪畫中所扮演的
角色，通常是強調畫面中的三度空間感；因為凝縮在鏡中的遠近法圖像，可以彌補箱狀
的室內空間之不足。此外，還可以記錄觀賞者所看不到的前景狀態，是一種很獨特的技
巧。 
從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的腳旁有一隻長毛狗，這隻狗是忠貞的象徵；丈夫和妻子
都光著腳，表明了他們信仰的虔誠─在聖潔的上帝面前要脫去鞋子；床邊的木雕象徵夫妻
共同繁衍後代；窗台上，放著一只橘子，表達聖潔，窗下靠背長椅上放著三只蘋果，這



是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象徵（這一段的根據是？）。 
但是，真正支配空間的則是此畫的主人翁。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鏡中反射的形象，我們可
以看到阿諾菲尼夫婦上半身的形象，和在凸鏡映照下顯得稍微變形的房中全部物品，就
像魔術似的，將觀畫者未及看見的事物，都放在畫中，絕妙無比。 
其他名畫 

 
湯瑪斯·蓋恩斯伯勒Thomas Gainsborough "Mr. and Mrs. Robert Andrews" 1750年 
托馬斯·蓋恩斯伯勒 （Thomas Gainsborough）是英國肖像和風景畫家，被認為是18世紀
下半葉的英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雖然他以一位多產的肖像畫家聞名，但蓋恩斯伯勒
（Gainsborough）從風景畫中獲得了更大的滿足感。當代流行肖像畫，也是蓋恩斯伯勒
賴以為生的工具，但是他晚期卻致力於發展風景畫，並在肖像畫中融入風景畫的背景，
作為過渡時期極佳的宣傳。他與理查德·威爾遜（Richard Wilson）一起被譽為18世紀英
國風景畫學校的創始人。蓋恩斯伯勒這種風景肖像畫，延伸水平格式中人物並排的驚人
組合是很少見的。有人物的作品通常被記錄為從事某些活動或室內活動，而不是以無人
的風景佔大量的畫作主面積。 雖然都是以夫婦為主要繪製對象為主的肖像畫，卻展現出
完全不同的風格。1953年巴黎慶祝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加冕典禮的展覽中，就選中此畫作
為為代表英國藝術的四幅畫之一。 
 

 六、延伸應用                                                                           35分鐘 
 
A活動體驗：最重要的事 
 
楊范艾克和蓋恩斯伯勒在他們所繪製的夫妻肖像畫中，置入了對他們而言認為「最重
要的事」。第一幅畫中最重要的事是信仰，第二幅畫中是土地與家園。詢問學生： 
1、你是否看過你父母的結婚照？ 
2、在那張結婚照中，有沒有什麼物件或是顏色展現出他們的愛好或看重的事？ 
3、如果是你的結婚照，你會放什麼物品或是背景顯示出你認為這是重要的？ 



 
展示〈阿諾非尼夫婦〉這作品中的鏡子放大圖檔，和孩子們討論鏡中看到的景象，並
說明楊范艾克在這個鏡子的外圍的裝飾圈中，畫下了他認為重要的耶穌受難連環故
事。讓小朋友拿一張畫紙試著畫下一面他們自己設計的鏡子，外圍可以有裝飾，把他
們認為「最重要的事物」畫在上面，鏡子的正中央，可以畫他們自己的自畫像或貼上
上與家人的照片。 
 
 
B活動體驗：鏡子裡的自己（35分鐘） 
老師讀《鏡子裡的小孩》中的幾則童詩， 並展示阿諾非尼夫婦作品中的鏡子放大圖檔
，和孩子們討論鏡子中看到的影像。 
 

 
  
詢問孩子： 

1. 鏡子中的自己和現實生活中的自己一樣嗎？ 
2. 鏡子裡看到的東西就是視野裡全部的東西嗎？ 
3. 如果有可能不一樣，是不是需要在「還沒看見全部的事實以前」不隨意評論它
呢？ 

 
動手作：拿一張畫紙，將鏡子中自己的臉畫下來。記得，鏡中左右是反過來的。也可
為自己的鏡子設計一個美麗的造型和裝飾。 

  

  七、總結                                                                                             5分鐘 



為學生總結本次活動,著重強調思考練習(觀察/感受/連結)、關鍵傾向(比較和連結)及任何
相關課程 。 

內容之間的聯繫。如果時間允許，讓學生寫下或討論以下問題的答案，以共同回顧課程:  

1. 通過今天的課程，你會記住哪一個重要概念? 

2. 在今天的活動中，哪些環節讓你感到新奇(或覺得困難)? 
 
 

 八、教學資源 

書籍資源: 
 

項目 書名 作者 繪者 譯者 出版社 

 1 鏡子裡的小孩  向陽  幾米    大塊文化出
版社 

2  誰是第一名   蕭湄義 蕭湄義    信誼基金出
版社 

3  最重要的事  依芙邦婷  羅奈德．
希姆勒 

 劉清彥 道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