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藝術學思考  

 
 

【開始/中間/結束 】( Begin/Middle/End) 視覺思考力練習  |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的〈爬
行動物〉 

  

賞識思維 觀察與描述　 
證據與推理 

視覺思考力練習: 【開始/中間/結束 】( Begin/Middle/End) 
【甚麼理由支持你的說法】What make you say that? 

藝術作品 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爬行動物〉1943年 
參考連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tiles_(M._C._Escher)#/media/File
scher's_Reptiles.jpg 

學科領域 藝術、數學應用 

課程主題 
超現實主義、密鋪或鑲嵌(Tessellation)、平面與空間的圖像藝
術、數學的幾何應用概念 

品格教育 嘗試與突破 

年級/年齡 國小1-4年級  

總時長 80鐘(建議使用2或3堂生活課程)  

  

一、學習目標　 
 

此練習是激發學生想像力探索的跳板。學生將使用自己在藝術作品中觀察到的各項元
素，嘗試用突破性的想像力來闡述和構思他們對此幅藝術作品故事的想法。在過程中
，將會找到與超現實主義的連結、形式和意義。 

數學和藝術的連結隨處可見，例如在音樂、舞蹈、繪畫、建築、雕塑和紡織品等藝術
中，皆可以分辨出來。透過延伸應用活動，學生學習用形狀、平面與空間的圖像藝
術、數學的幾何應用概念，加上自己突破性的想像力，創作一幅超現實主義的密鋪/鑲
嵌作品(Telleslation)。 

二、學習評量  
 

1. 認知發展  
(1)辨別藝術作品中形狀、平面與空間的圖像藝術、數學的幾何應用概念。 
(2)認識荷蘭圖像藝術家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Maurits Cornelis Escher）
，喜歡納入數學幾何元素。 

2. 情意發展  
(1)體驗數學概念應用在藝術上的無限可能，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孩子親近數
學。 

(2)體驗在趣味手作中，嘗試形狀、空間與維度的無限可能性，在視覺上可
以產生的真實感。 

 
3. 技能發展  

(1)學生透過【開始/中間/結束 】的視覺思考練習，知道可以用敘事和想像
力來觀察、解讀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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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分享與詢問“你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讓學生學習用舉例來支持自
己的想法。 

(3)用形狀和空間的數學元素，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製作一幅密鋪
(Tessellation)作品。 

 
(1)對古典音樂的豐富的想像力。 

對應課綱的能力指標 

一、二年級的【生活課程】 

1.【探究事理】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 

2.【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進行創 
作、分享及實踐。 

3.【美的感知與欣賞】: 感受生活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 
，體會生活的美好。 

三、四年級的【藝術教育】 

1.『Artful視覺』實踐「溝通互動」中的「藝術涵養與美感溝通」項目，從「鑑
賞」的學習構面切入，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2.『Thinking思考』實踐「自主學習」中的「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項目，問題
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

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三、需要的材料  
 

1. 投影機、電腦、音響、小蜜蜂麥克風、簡報筆。 
2. 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的〈爬行動物〉(The Reptiles) 彩色影印共20份，寫字夾
板40個、或是ipad。 

3. 【開始/中間/結束 】模板、筆記本或紙和鋼筆/鉛筆（每位學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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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中間、結束三張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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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中間/結束 手牌(可選) 
10.〈黃與粉紅〉繪本 
11.　A4紙每人一張，7x7公分白色方形紙一人張、鉛筆、細的彩色筆、剪刀、口
紅膠。 

 

四、視覺思考力練習   【開始/中間/結束 】( Begin/Middle/End)                 35分鐘 



 

此練習是激發學生想像力探索的跳板。學生將使用自己在藝術作品中觀察到的各項元
素，嘗試用突破性的想像力來闡述和構思他們對此幅藝術作品故事的想法。 

藝術作品:  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的〈爬行動物〉1943年 

1. 深思熟慮的觀看： 大約 1分鐘 

在學生細心觀察藝術作品一分鐘後，可以讓學生自由發揮，或是使用下列問題
協助引導:  

(1)「從幅畫作觀察到了甚麼顏色、形狀和線條?」  

舉例，學童可能會回答的方向為黑白色、灰色、六角形、三角形、圓
形、長方形、錐形、蜥蜴、鱷魚形狀等 

(2)除了顏色、形狀和線條之外，可以利用先前課程使用過的視覺思考練習
來觀察，請問你還看到甚麼物品? 

 舉例，學童可能會回答他看到3-4本書、包含畫家的畫畫本、杯子、酒瓶
等。 

 

2. 想一想怎麼說藝術作品的故事： 大約 5 分鐘 

在深思熟慮的觀看藝術作品之後，學生可以選擇畫中的一個元素開始想一想可
能的故事。舉例，畫中的爬行動物好似正在繞一個圓圈，請問學生覺得從哪個
位置是開始、中間或結尾？又或是整幅創作作品和畫家之間的故事。接下來，
學生使用“開頭/中間/結尾”範本，請想一想下列三個可能的故事發展： 

(1.)如果此件藝術作品描繪的是故事的開頭，那麼這個故事的開頭可能是怎

樣的？ 

(2.)如果此件藝術作品描繪的是故事的中間情節，那麼之前可能發生了什

麼？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 

(3.)如果此件藝術作品描繪的是故事的結尾，那麼這個故事的開頭可能是怎

樣的？ 

3. 構思故事 大約 5 分鐘 

接下來學生將隨機配對以三個人為一小組。根據組員的想法進一步構思藝術作
品的故事。讓每個學生分享自己的想法，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一起選出每組中
大家認為特別有趣、新奇或重要的一個想法開始說故事。 

當學生在彼此分享時，可以詢問“你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讓他們用從藝術作
品中的元素來支持自己的想法。 



4. 完成故事 大約 20 分鐘　 

每組開始完成這個藝術作品的故事。他們可以使用故事板默默地寫下或畫出故
事。 最後，讓學生大聲分享每組的故事。 

針對學童上面的描述，老師可使用【你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的問句，更深
入了解學童的想法來源。例如:  

❏ 為什麼你覺得這是故事的中間情節?  
❏ 為什麼你覺得主人快要回來了 
❏ 為什麼你覺得那個不是蜥蜴? 
❏ 為什麼你覺得動物像活的?  
❏ 你覺得故事已經結束了嗎？　 

小結: 

此幅藝術作品的名稱為＜爬行動物＞，因此畫中的動物是重要的元素。請學生

想一想畫家是怎麼創造出這個動物來的呢?步驟為何？是否先要有設計？為何選
擇這樣類型的動物? 要如何設計這樣的動物結構呢？開始創作後，畫家要該怎
麼讓這個動物在圖畫紙上面看起來像真的呢？當動物慢慢的從平面變成立體，

畫家又做了甚麼看它起來除了像真的之外，還感覺能動?甚至噴出了煙?真實到
桌子上好似有這樣的動物出現! 這個爬行動物從被創造出來後，每一個步驟慢慢
的演化，一步一步地越來越接近真實，最後走一圈又回到了畫裡。  

老師最後用〈黃與粉紅〉繪本為學生總結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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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的介紹： 

莫里茨·科內利斯·艾雪（Maurits Cornelis Escher）是荷蘭的雷歐瓦登市人，生於1898
年6月17日。中學時美術課由梵得哈根（F.W. Van der Haagen）教導，奠立了版畫方
面的技巧。21歲時進入哈爾倫建築裝飾藝術專科學校讀三年，在該校受到一位老師的
木刻技術訓練，這位老師的強烈風格，對艾爾後來的創作影響很大。 

從1923年到1940年，艾雪到南歐旅行作畫。首先到義大利住在羅馬，後來到義、法、
西三國沿地中海地區遊覽，一直到1934年才離開義大利到瑞士住兩年。之後在布魯塞
爾住五年。1941年回到祖國荷蘭黑弗森市定居。1972年3月27日逝世，享年73歲。 

當他活躍於義大利、瑞士、比利時與荷蘭地區的60年間，正好是歐洲混亂與革命的時
代。艾雪的作品反映出他幽微的內心世界、對當時歷史事件的反思，也反應了他探求

宇宙秩序的渴望，他以自己的作品呈現出一個獨特的世界。 

在早年的職業生涯中，他的創作靈感來自大自然，他對昆蟲、景觀和植物，像是地衣

的研究，全都展現在作品的細節中。他到義大利和西班牙旅行期間，素描了建築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ure


城市景觀，以及伊斯蘭建築裡的瓷磚，並且對它們的數學結構越來越感興趣。 

艾雪喜歡無限的探索，儘管他認為自己沒有數學能力，但他與數學家喬治·波利亞（
George Pólya）、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哈羅德·科克塞特（Harold 
Coxeter）和晶體學家弗里德里希·哈格（Friedrich Haag）有很多聯繫與互動，並進行
了鑲嵌細分研究。 

艾雪的藝術在科學家和數學家中以及在大眾文化中廣為人知，尤其是在馬丁·加德納（
Martin Gardner）在1966年4月的《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數學遊
戲〉專欄中進行介紹之後。他的作品除了用於各種技術論文外，還出現在許多書籍和

專輯的封面上。 

 

藝術作品的故事： 

鑲嵌 

艾雪對大自然的熱愛和旅行的經驗，引起了他對鑲嵌的興趣，他稱鑲嵌為「有規律的

平面分割 」。 

有規律的平面分割(regulation division of a plane) 是他一系列的圖像作品，始於
1936年。這些圖像的設計基於「密鋪」的原理，在其中，不規則的形狀或形狀的組合
，交錯覆蓋在平面上，展現了他對數學設計的興趣。 
 

 

動物的六邊形細分：爬行動物有規律劃的平面分割研究（1939年）。艾雪（Escher
）1943年的版畫〈爬行動物〉再次運用了這種設計。 

1936年他去西班牙學習觀摩磁磚藝術之後，艾雪開始使用幾何網格畫草圖，以此為基
礎，探索鑲嵌的屬性和可能性。然後，他將其擴展為複雜的連鎖設計，例如鳥類、魚

類和爬蟲等動物。他第一次嘗試鑲嵌細分的方法是用鉛筆，印度墨水和水彩畫，研究

〈爬行動物有規律劃的平面分割研究〉（1939年），採用六角形網格。紅色、綠色和
白色爬行動物的頭在一個頂點相交；動物的尾巴、腿和側面完全密合。它是1943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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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爬行動物》的基礎。 

從1926年開始，艾雪有一系列筆記本，記載著包含有規律的平面分割研究。這幅〈爬
行動物〉中，爬行動物從二度空間平面中解放出來，進入現實生活。具體來說，作品

中的爬行動物是從兩度空間的平面出現，進入到立體的三度空間，構成一個生生不息

的循還週期。藉著這個封閉的週期艾雪試圖要說明，在有限的空間內的無限延展。 

作品中的爬行動物走過的書是一本是關於動物學的教科書，右上方的可能是艾雪自己

的筆記本，記錄著對平面分割的觀察。另外，左下角的小書上面標記為"工作/JOB"，
常讓人誤以為是聖經的約伯記，事實上，艾雪曾經說明，「小冊子上的Job與聖經無關
，它是包菸草的比利時香煙紙的品牌。」 

 

六、延伸應用                                                                                                   35  分鐘 
 

鑲嵌/密鋪是一種有趣的數學應用，可以用在數學課程中形狀和空間的作用。 
 
1. 自由創作一個「平面分割的密鋪」： 
首先拿一張正方型的紙，建議7x7公分，每人12張。先選擇一邊，然後隨意用
小點描出一條線，剪下後，黏貼到任何一邊。之後，再選擇一邊，是沒有剪裁
過的，也沒有黏貼過的，隨意用小點描成一條線後剪下，黏貼到另一個直線
邊。將此創造出的形狀做為基礎模型，重複描繪、密鋪在一張A4紙上。 
 

2. 依照形狀，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製作一幅密鋪(Tessellation)作品。 
 

七、總結:   5分鐘 

為學生總結本次活動，著重強提問和調查的視覺思考練習與藝術作品創造過程中的連
結。可以詢問學生透過這樣的練習，改變了甚麼舊有的想法？或是有甚麼新的學習。 

 
 

八、教學資源  

書籍資源: 

1. 相關繪本書籍 

項目 書名 作者 譯者 繪者 出版社 

1 黃與粉紅 威廉‧史塔克  劉清彥 威廉‧史塔 道聲出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tiles_(M._C._Escher)


克  

2 逛了一圈 安・瓊納斯   安・瓊納斯 維京出版 

3 豬頭三兄弟 大衛．威斯納   黃筱茵 
 

大衛．威斯

納 
格林文化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E%89%E3%83%BB%E7%93%8A%E7%B4%8D%E6%96%AF%28Ann+Jonas%2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E%89%E3%83%BB%E7%93%8A%E7%B4%8D%E6%96%AF%28Ann+Jonas%29/adv_autho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