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
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佳作．林祈助】

壹、前言
「美」是什麼？襌家言「平常心是道」
，美亦是如此。一
滴垂露、一片彎曲枝葉，在心懷美感的人看來，都是大自然
創造的極致之美。
「美」存在我們生活週遭，只要用心，處處
都會有美的驚嘆，即使是最不經意的一片牆，也隱蔽著美感
因子。受雨水滲入的一片牆，若仔細品味，即能看出牆面水
痕，在歲月滄桑中，轉化成漫漶古樸、拙趣橫生優雅線條，
大自然以神奇之筆繪製「屋漏痕」
，是大書法家顏真卿的書法
神髓，是造物者無盡藏之美，賜給懂美的人賞識和運用。1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
1

參見蔣勳《漢字書法之美》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16 日初版
臺北市 頁 198 另據說在唐朝時，大書法家顏真卿在與善寫草書的張旭學
書法，有一次顏真卿和張旭談論書寫技巧，顏真卿求問書法心得時，言談
中將其師的筆法比喻「屋漏痕」以相比喻，在旁的懷素和尚馬上起立，握
著顏真卿的手說：「啊，你得了老師書法的神髓了」。這是人稱「屋漏痕」
的 由 來。 參 見：http://homepage18.seed.net.tw/web@1/k_garden/03_ways/
specialskill/02/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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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此為宋朝理學家程顥之詩
〈秋日偶成〉
。現代人生活步調太快，有時該放慢腳步，找回
愛美、愛藝術、愛自然的天性，回歸自然、重尋人文關懷。
當放下物慾追求心情放鬆，或去郊外走走，仰觀朗朗青天，
會有「雲淡風清」的閑適從容；或去公園池塘旁休憩，俯視
矯矯游魚，自生「知魚之樂」的靜觀自得。
工商業社會「重效率輕人性」
、
「重科技輕人文」的文化
導向，致使人們在名與利的漩渦中打轉、迷失，身心靈常處
於緊張的狀態，極需文化藝術的陶冶，以藝術純真和人文關
懷，緩衝與舒解「急功近利」的速食文化。生活周遭許多現
象，常常比藝術更能反映文化的本質；美感的培養，不限常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至博物館與美術館欣賞藝品。在食衣住行育樂中，自可培養
一個人文化與美感素養。藝術與人文皆傳遞一份真感情、一
種真關懷，正如托爾斯泰所言，好的藝術不在高深費解，而
在淺顯易明，
「藝術家」是靠真感情感動人。2
美感體驗來自人們生活經驗的體悟，所謂「萬物靜觀皆
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路邊
孤挺的小花，自有遺世獨立的幽靜之美；校園溝渠中，腐爛
得只剩纖維的心形圓弧菩提樹葉，即是學生美麗絕倫的書籤。
「美」是心靈的覺醒、
「美」是心靈的愉悅，是人們對外在環
境與自身經驗的體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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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的小說，很多的人都讀過，但是，讀過他的小說的人未必知道，
這位舉世聞名的大文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長達 15 年之久的時間去鑽
研「甚是藝術？」的這個老問題，而鑽研出來的結果，卻是出人意料的卑
之無甚高論：所謂藝術，在他看來，只不過是「某人藉著一種活動，將他
自己體驗到的某種感情，有意地傳達給別人」，如是而已！依照這種看法，
好的藝術不在高深費解，而在淺顯易明。凡是挾持著一套高人一等的技巧，
而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在托爾斯泰的眼裡，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個跳樑
小丑：「藝術家」必須保留給那些靠真感情感動人的人。參見劉文潭《藝術
品味》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二版一刷 頁 82。

我們公務人員，是政府給民眾的第一印象，我們不但要
具備職務上的法律素養，在與民眾接觸上，更應展現公僕誠
信為本，貼心服務的真誠人文美。進步的社會，政府部門不

參

但要在公務職場，運用美感因子，營造舒適、優雅的公務環
境，令洽公民眾身心愉悅，消弭對立於無形；與服務對象的
應對中，公務人員尤應展現人文素養，呈現人文關懷公僕精
本文係以培養美感，提昇公務人員人文素養的新思維，
以作者漢寶德教授理論為基礎，上溯古典美學理論，知悉其
梗概，再論述自然美學，藉文學闡述人融入自然情境，體悟
天地萬物和諧之美。進而將美感落實到建築、家居擺設及品
茗等生活美學，最後結論以提昇公務人員人文素養內涵，並
實踐在公務處理過程，進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建構良好政
府形象。

貳、如何培養美感
本章係《如何培養美感》一書之意旨詮釋，並延續闡述
美感理念、實踐、培養美感的方式及美感與人文素養之依存
關係。

一、美是漫長生存經驗累積的成果
美感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但美感需要培養，才
能廣泛運用在生活裡，進而提高情神生活品質，豐富人
生。要「多看美的東西」才能培養美感。3「德智體群
美」五育並重的教育政策，亦將「美育」視為教育下一
代，全人人格發展之教育目標。依「國民教育法」第 1

3

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
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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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培養美感能圓融心靈、減少衝突，提高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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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美育的價值就在於它能視覺化、活
化與意義化生活經驗，能使自我意識到人之為人的意義
與價值。4
美感是「品味」的一部份，美感原是要經過培育，
也就是經過教育養成，與他知識並沒有兩樣。5美其實並
沒有那麼神秘，
「美」是漫長生存經驗累積的成果。審美
觀來自後天培育。6

二、美的判斷力來自本能與直感 
美由天授、人類有愛美的天性。討論美，總讓人覺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得抽象不具體 8，但美卻真實存在人類生活中。在安徽
蒙城出土一件黑陶尊，推測是西元前 4300 至 2500 年的
文物，器表上刻了一個符號「 」
，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
漢字，比商朝甲骨文還早，專家推斷這是表達「黎明」
、
「日出」的「旦」字。上古初民的文字符號，像極了今天
青少年玩的火星文、簡訊，9美感亦可跨越時空，對美的
感觸古今相同。
行草是書法中最具抽象美的藝術，林懷民的「雲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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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9 年度《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徵選活動冊計畫主
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陳瓊花教授序言。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2-3。
參見蔣勳《美的曙光》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版臺北
市頁 48-49。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5。
參見蔣勳《美的曙光》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版臺北
市頁 14。
參見蔣勳《漢字書法之美》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5 日
初版三刷臺北市頁 8-10。

門舞集」其「行草三部曲」是以書法為根源的作品，嶄
新舞蹈語言，臻於極境的舞臺裝置，風靡亞歐美澳各大
洲。西方人不識漢字，不懂書法，卻因行草系列舞作凝

參

斂的線條抽象美、視覺美而感動，而歡呼。南德日報讚
嘆「一秒鐘也捨不得把頭轉開」
，國際劇場大師羅伯．勒
帕吉稱它是「令人震撼的 21 世紀之舞！」歐洲重要舞評
大獎透露，
「行草三部曲」令所有評審讚服，實至名歸把
「終身成就獎」頒給林懷民。10
陶器是初民重要工藝品，人類燒陶原為儲物，初民
也隨興將愛美的天性、直感，表現在陶器裝飾紋飾上。
距今 5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器上的紋飾，從現今的角
度欣賞，己達美不可言的境界。11

三、簡單幾何秩序是美的泉源

12

雕刻大師朱銘曾說：
「世界上沒有一朵花是抄襲另一
朵花的美麗」
。上帝為了美化世界，創造了萬紫千紅、姿
態嬌美的花朵，用視覺秩序，呈現美感。對稱、圓形、
幅射，簡單的幾何結構，是造物者創造生命之美的奧
秘。其實「美」就是「秩序」
。在紙上隨便畫一根線、二
根線、三根線，不會覺得美，但如是畫了一根線，然後
用尺量，等矩在 2 公分之外畫十幾根線，就覺得這些線
好美。為什麼會覺得美？因為中間有秩序。所以，美並
不難，
「美」其實是秩序的尋找。13
10
11

12

13

參見網站 http://magz.roodo.com/event_view/583。
參見漢寶德《收藏雅趣》臺北市：九歌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8 年 5 月初版
頁 73。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8。
參見蔣勳《美的曙光》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版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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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票選為「歐洲年度最佳舞作」
。Movimentos 國際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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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例之美是建築美感精髓

14

「黃金比例」是古希臘人發現的神秘數字，所呈現
的是一種完美比例。具有美感素養的人，大多是從對比
例的敏感度開始。為了追求美的奧秘，自古希臘以來，
西方人用各種方法尋求細緻的美感原則。16 世紀時，德
國大畫家兼理論家杜勒，認定美的規律就是物體的完美
比例。
建築美感的精髓來自簡單的比例。在藝術中，音樂
與建築最相似，沒有故事性，只呈現抽象的、幸福的美
感，建築則為最簡的藝術形式。源自羅馬帝國產物「凱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旋門」
，外觀上雖只是「ㄇ」字形，它的美，只在簡單的
比例良好的矩形，營造「素樸」美感。

五、愉悅的理性之美
理性的美感，實際上是內心理性的判斷與眼睛愉
快的感受，相互交融產生的。使人產生美感有二項要件
「順眼」與「順心」
，即「愉悅的感覺」
、
「順適的心情」
。
例如：形容美女的身材，常以「多一份則太肥、少一份
則太瘦」
，肥瘦合度的美，就是一種理性判斷，以理性評
論「美」
。15
尼羅河理性的文化，讓埃及在數學與幾何學創造偉
大成就，因而發展出嚴肅理性的雕像，表現靜止而永恆
的雄偉；恆河讓印度的傳統文化充滿感性，著重視覺、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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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頁 185-188。
漢參見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42-55。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56-67。

嗅覺及觸覺上的感受，展現流動、嫵媚的柔軟之美。所
以「美存在於平衡之間」
。平衡的美達到一種舒適的和
諧，埃及與印度的人像，各具極端的美，但極端中兼具

參

平衡，仍令人感受到「平衡之美」
。16

六、璀璨的色彩之美

都有美感痕跡。人的天性喜歡色彩，因為色彩是生命現
象之一，人類喜歡萬紫千紅的花，就是喜愛花的色彩亮
麗，展現生命喜悅 17。今年臺北的花博，吸引許多民眾
購票前往觀賞，可見大眾對花喜愛程度。

七、溫潤的質感之美
在視覺美感中，質感與色彩並重。質感，藝術家
稱為肌理，質感來源是觸覺，即手指接觸物質表面得到
的感覺，觸覺是一種經驗，經由視覺向大腦註冊，變成
視覺經驗。質感是一種理性引申的美感，古人以玉象徵
君子，因為玉有溫潤的質感，與儒家稱讚君子「即之也
溫」感覺相同；18 另外，玉的美感清淡不艷麗，不致情
緒激動逾越「禮」
，故「君子比德於玉」
。

八、和諧排比構成之美
構成之美自對稱開始，關係排得好，就是美的組
合，主從關係是構成美感重要手法之一。對稱的原則是
16

17

18

參見蔣勳《美的曙光》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版臺北
市頁 225-233。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68-79。
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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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色的平淡世界，到人工染色的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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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只要呈現平衡感，就合乎美感原則。對稱與平衡
產生協調，居家生活傢俱擺設美感，應以簡單為上，東
西越少，類別越少，室內越容易美化。19
中國萬里長城、埃及金字塔，以其和諧排比展現雄
偉氣魄，
「美」的令人感到震撼，更具體而言，美是因
為人用他的手，完成一個高難度工作，包括了幾何、天
文、曆法等，各種科技的結合。長城、金字塔是人類在
地球留下之文化記憶、集合千年的文明發展，凝成永恒
之美。20

參、瞭解及培養美感的各種途徑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人類生存於自然之中，擁抱自然、欣賞自然無所不在之
美，美感經驗為我們謳歌且永不匱乏的題材。正如王安石在
（遊襃禪山記）所言「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
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從描寫、
記敘自然到讚嘆、啟迪，領悟性靈與自然的冥合，文人以隨
興之筆，將領悟、感觸，以文字留下記憶，訴說動人的美感
情懷。
要培養美感，應先瞭解美感理念原由，知悉理論基礎，
方能深入瞭解美的極致。本章先就美學思想源頭，探尋形而
上的美學思想。以傳統儒家、道家及禪宗美學理念為軸，次
而析論文學領域中之唐詩、宋詞及現代詩的自然美學，最後
落實於城市建築、居家空間及茶禪一味的生活美學。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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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初版頁 92-102。
參見蔣勳《美的曙光》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版臺北
市頁 146-148。

一、美學思想探源
古典美學範疇多半帶有社會現實或文以載道的性

參

質。尤其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文化，讓古典美學蘊
藏豐富人文色彩。

(一) 儒家美學理念
德於玉」
，說出儒家對人格美的詮釋。儒家的美學
思想，分有孔子的「人文之美」
、孟子的「人格之
美」
。21

1. 孔子的人文之美：
《論語》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即是孔子
主張的人文之美。質是天生的本質，文是後天教
化，使質有適當的表現方式，文質配合孕生文質
彬彬的君子人文美，表現在行為及言語上。
孔子人文之美有以下 3 點：
(1) 點化困境
儒家認為詩教和樂教可幫我們點化當前的
困境，教育讓我們學得人文素養，使我們能化
解憂慮，平息內心激昂的情緒，撫平委屈。
(2) 開創新意
生命存有的現在，以傳統為立足點，提供
必要的資源，幫助我們承受壓力、超越挑戰，
繼而開創新意，有修養的人，生命每一個步
驟、每一階段都不至於陷入絕境。
(3) 和諧快樂

21

參見傅佩榮《孔子的生活智慧》財團法人洪建全育基金會 2005 年 7 月初版
臺北市頁 256-292。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儒家主張道德的精髓在「仁」
、
「恕」
，
「君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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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本質就在於透過感官，靠視覺、聽覺
去感受一切的美。儒家講究進退有節、中規中
矩、舉止優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恰到好處
是為美。

2. 孟子的人格之美
孟子強調人格之美，因為人文之美需要特
定條件，不是每個人都能達成。沒機會受教育的
人，無法達成人文之美，只能追求人格之美。
人格之美可從 3 方向追求：
(1) 身心合一
孟子曰：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廋哉？」
，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合一的，心性正
不正，可以透過眼珠表達出來。
(2) 充實之美
孟子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
，充實而有光
輝的人，是大家學習的對象。
(3) 自由無待
孟 子 曰：
「 富 貴 不 能 淫， 貧 賤 不 能 移，
威武不能屈」
，人格培養須由內而發，自為主
宰。富貴、貧賤、威武，都不受影響。
「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是一種真正自由
的境界，不為外物所限的人格之美。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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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傅佩榮《孔子的生活智慧》財團法人洪建全育基金會 2005 年 7 月初版
臺北市頁 256-292。

(二) 道家的美感思想：
「道」是宇宙生成的法則、是老、莊思想的核心
概念，是一切萬物存有的根源。道生萬物，支配萬

參

物，因此道在老莊思想中，具有存有論的意涵。此
與今日西方美學觀念，即海德格之「存有論美學」
，
以存有論探究「美」
，有相同之處。
「道」
，藉著萬物及人存在展現「真理」與「自然
之性」
，此一存在活動便是「美」
，而藝術是美的
表現方式。東晉大畫家顧愷之說，繪畫手段和目
的是「遷想妙得」23，這妙得的對象即那深遂的生
命「道」
、山水畫的創作自始具「澄懷觀道」意趣，
係以老莊哲學的宇宙觀為基礎，而發展出「超然
絕俗」之美。老莊以「道」呈現「美」，以「美」
的存在方式說明「道」。人的生命合於「道」，知
「道」始能展現為「美」，而「美感」即是遊於道的
愉悅感。

1.老子美感論
老子認為因個人主觀喜好，對美、醜有不
同的判定，一切價值判定均成相對，以個人為中
心，相對性的價值判斷，不宜成為「美」的依
據。老子曰：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
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
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24 美
醜、善惡、有無、難易等觀念皆相互伴隨產生，
有道之人不得以有為標榜「美」
、
「善」做為價值

23
24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7 版頁 86。
參見余培林《老子》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2 年 1 月出版頁 19。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老 莊 美 學 思 想 與「 道 」 息 息 相 關。 老 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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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因為知「美之為美」
、
「美即成為惡」
；知
「善之為善」
、
「善即成為不善」
，因有了美之價值
判斷，便會導致「凡成美，惡器也」美反成惡之
源由。

2.莊子美感論：
莊子美學思想，乃在超脫老子所言「主觀價
值相對論」及「存有者的形器差異」
，一切可由
「道」貫通。莊子以老子「正言若反」概念，採有
德之人對「美」的評價，闡述「道」的義理。莊
子於天下篇中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
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莊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子的美學觀主要源自於〈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莊子肯定的美，是一種天地之大美，以讚嘆
天地之大而稱許其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聖
人本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此大美與至理，在
無為不作中顯示，因此，天地之大美，乃在體現
「道自然無為」的根本特性，大美是對道（自然）
的評價，以大美指涉道、說明道。

(三) 禪宗的美學思想

25

禪宗重視人性昇華、生命無礙。禪宗美學本
質，是以生命解脫與心靈自由的美學。
《六祖壇經》
以般若思想相應佛性論的立論，闡述眾生法性自在
無礙的道理。眾生不能自己領悟，應以般若智慧觀
照自己身心，般若智慧有如太陽的光亮，照滅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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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參見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經的禪宗美學思想及其學術意義〉論文頁 1-15。

的黑暗，認識本心從而解脫。
禪宗在六祖惠能的倡導下，自中唐開始風靡天
下，文人受到惠能頓悟思想啟發，引起文壇思想革

參

命，
《六祖壇經》闡釋之思想，自此帶動文人在人生
哲學、藝術思維及審美情趣，獲得一種禪思想的浸
潤與啟發，從中煥發璀璨的美學光彩，提昇後代美
脫，成為主導詩學評論、小說戲曲、藝術創作、哲
學思維的美學文化主流。
以「頓悟」
、
「自性」
、
「三無」為中心的禪悟思
想，已具備美學邏輯與系統，莊子美學，經由魏晉
玄學再轉化到禪宗美學，提供精簡而微妙心靈審美
經驗。禪宗的般若實相真如自性，是人性之美的
根源，如春花盛開、秋月自圓般自在無礙，透過
頓悟的美境，藉由美的實踐與體驗，終能成就生
命的大美。

二、以文學描述的自然美感分析
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反映客觀現
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是文化的
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內心情感、社會生活
及舒發心靈感觸。我國向稱「詩」的國度，自詩經、楚
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乃至現代詩，許多動人的
作品，豐富闡述詩人對美的感受。
什麼是美呢？詩人認為，美存在於全心全意的信仰
中，這信仰不必是宗教的，但必須超越宗教；美存在於
自然的沈默中，存在於人間的溫暖，也存在於痛苦中。26
26

參見謝旺霖〈論楊牧的浪漫與臺灣性〉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26。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學思想的發展，深化美學內涵，強化心靈體驗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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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讀完一篇小說、一首詩，聆聽完一首詩歌朗讀，我們
可能內心激動，情不自禁的熱淚盈眶，彷彿被文字，某
一種深刻情懷，觸動生命底層的情愫、美的悸動。
文學是「人的自我回想」
，而「詩起於沉靜中回味得
來的情緒」
、
「詩，就是一種對生命與宇宙無限的感悟」
，
詩即是個人心靈的呈現，也是大千世界的縮影。以「萬
物皆備與我」的禪思，去感受事物，並與大自然交融。
本段將以廣受喜愛的唐詩、宋詞及現代詩，闡述文
學對自然美感呈現。

(一) 以季節詠嘆自然美學的唐詩
絢爛的唐詩，以季節詠嘆自然美學，從季節變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化階段來象徵，即春夏秋冬，各有有令人心動自然
之美。27
春—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道
出春天蓬勃的生氣、活潑的生機、和海闊天空
的逍遙自在。
夏 — 如 李 白「 清 水 初 芙 蓉， 天 然 去 雕 琢 」。
杜甫「風清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
酌，題詩好細論。」表現出夏的風清水清，心
境放逸。
秋—如白居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
無絕期。」
、
「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
聲。
」，秋有無限的感傷。
冬—如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
始乾。」
、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冬季令
人憊懶，悲愴由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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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唐詩以四季象徵分類的論點參見吳經雄著．徐誠斌譯《唐詩四季》洪範
書店有限公司 2003 年 7 月 2 版頁 1-8。

王維是最會傳達自然之美的詩人，以田園山水
詩著稱於世。其詩淡柔恬靜，正是屬於春季的
詩人。蘇東坡稱讚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

參

詩」
。本段賞析他的山水名作〈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時鳴春澗中。
人，悠閑在山中，一陣微風吹過，桂花紛紛飄
落。夜，十分幽靜，更顯出春天山境空寂。月亮一
出，照亮幽暗的山谷，被月色驚起的鳥兒，鳴叫聲
迴盪在溪谷中。
本詩呈現人在夜晚寧靜、心境祥和，觀見大自
然細微的「花落」
，幽靜的夜，使得春山萬物同享
「靜謐」感覺，春山靜謐非空，山中的一切行動，與
詩人的心境契合，空寂而陶醉。詩中又是花落、月
出、鳥鳴，詩人「以動喻靜」
，描述動的景物反而
取得靜的效果，此乃因事物矛盾中又互相依存，動
之發生，正以靜為前提，此一矛盾美學正是藝術的
「對比法」
。詩中風景，不著重在人與人關係，而是
著重在自然本身，在山空與寂靜，詩人體察生命，
心靈得以開放，與自然建立真實的親密關係，詩中
表現出人與自然「親密和諧」
、
「情景交融」
、
「天人
合一」的和諧美。

(二)以禽鳥擬音吟詠思鄉情懷的宋詞
古典詩歌常見詩人真情流露的吟詠鳥類，宋詞
喜採禽鳥謳歌，印證人與自然的永恆纏綿之美。詩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月出驚山鳥

經的首篇〈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即詩人感物興懷，以雎鳩的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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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愛慕的心情。大千世界無物不美，小則一花一
草、一聲一音，具體而微觸動詩人敏感心靈，以詩
詞傳遞抒情美學，這種真情流露的方式，人人都會
有同感。
在詩詞領域中，
「禽言」是很動人旳比擬描寫，
多數採優美文字對鳥類作擬音吟詠。最耳熟能詳的
是以杜鵑類似「不如歸去」啼聲，敘寫遊子思鄉情
懷。宋代大詞人周邦彥（浣溪沙）詞：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
最高梯。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
忍聽林表杜鵑啼。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我登上樓來，只見清朗的藍空，像天幕一樣，
高高的垂掛在四周。樓的前方，一片碧綠草
原，綿綿無盡，彷彿要蔓延到天邊。離鄉的人
啊，勸你別登上樓的最高層；美麗的風光最容
易叫人觸景生情！新春生發的嫩筍，幾時已長
成屋前濃密高大的竹林？昨日盛放的花兒，幾
時又已凋落滿地？那片片的花瓣都叫燕兒和著
泥土啣上屋樑，搭築他們的窩巢了。時光飛
逝，仍作客異鄉的我，如何再忍心去聽那林梢
杜鵑「不如歸去」的哀啼？
一聲聲杜鵑的哀啼，喚起離鄉人「望鄉情卻」
惆悵心情，今日讀來仍令人覺得傷懷。

(三) 以悠然灑脫訴說生命美學的現代詩
詩本身就是一種不滅的哲學之美。美是一種舒
服的感覺，是一種心靈上的享受。如詩歌，閱者從
詩韻中找到和諧、秩序，感到情緒上的安靜、和暢
及舒服，讓人情緒平靜，進入美的情境。現代詩人
300

周夢蝶以「出世精神」
、
「婉約柔美」詩風，上接古

典詩人山水詩情志，以淵深樸茂的隱逸情趣，訴說
動人的生命美學。
周夢蝶的〈兩個紅胸鳥〉詩作，展現一個天寬

參

地闊、不需時間的靜默天地，令人放心、歡喜聆聽
如雷靜寂的「寧靜之聲」
，感受空靈之美：
兩個紅胸鳥
這兩個紅胸鳥
多半聊一些昨日雨今日晴的舊事
一些與治亂，與形而上學無關的—
並坐在隱隱只有一線天的
柳枝兒上
不期而遇的
這兩個紅胸鳥
一漁一樵
久違了 !
山高？天高？船高？
一個說：且煙波萬里的
揚一揚眉，撲了撲風中
不勝寒的羽翼
山還是山
天空還是誰也奈何他不得的天空
賞心豈在多，一個說
拈得一莖野菊
所有的秋色都全在這裡了
許或由於生怕自己的蹤跡被識破
許或負傷的弓月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飛過去了

猶殘存著昨日的餘悸，要不，就是為樹樹愈唱
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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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唱愈不知所云的
蟬聲所誤，說什麼多不如少 , 少不如無
無不如無無……
終於，飛過去了
搖曳復搖曳
只賸得，只賸得這一線天
不能自己的柳枝兒
守著晨暉，守著
卻是舊時相識，這
自遠方來的細爪帶給他的寒溫
真箇，和不可說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詩人以悠然灑脫之心，去感受結伴飛翔的兩隻
紅胸鳥。那鳥兒亦同樣平平常常，僅「聊」一些與
治亂，與形而上學無關的陰雨晴明的舊事；儘管猶
如一漁一樵的「不期而遇」
，但除了期冀著「守著晨
暉」而外，也就別無它求了。悠閒如隱士，高深似
禪師，此與陶淵明「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欣
慰寧靜之樂，若合一契。即有「白髮漁樵江堵上，
慣看秋月春風」古典情懷 28，亦有羽化升仙的浩淼
之氣，更蘊藏著生命智慧的至高之理。當然，這也
是一種生命的悟達。只是這種悟達，以清朗意象出
之，亦另有一番風味。29

三、生活之美
當我們瞭解美學思想淵源、美學在文學領域呈現的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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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羅任玲《臺灣現代詩自然美學》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10 月 20
日初版頁 368-370。
參見陶保璽《臺灣新詩十家論》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3 年 8 月初版頁
280。

生命美感之後，接著應該了解美學落實於生活品味。本
段將從建築、空間佈置及茶的禪味，闡述美學生活。
建築就像一本打開的書，從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

參

抱負；家是一個能讓人放鬆，安心休憩的場所，值得我
們以生命的感動，用一生打造一個與自己對話的空間；
每個人都生存於城市，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品茗禪

(一) 城市建築美學
建築的首要任務為環境美學的締造。建築不
是無機物，不只反映技術與材料的演進，更是文化
的縮影、人類思考下的產物。它受到特定社會發展
的影響，反映人的需求與時代精神，進而成為表現
各時代美學概念的重要媒介。了解建築就是了解
人類。30 建築首要任務是環境美學的締造，是一門
「創造」為導向的工作。普金曾言：美麗來自整體的
形式與和諧。31
貝聿銘曾言：
「建築有生命，它雖是凝固的，
可是其上卻薀含著人文思想。
」美國建築大師萊特：
「建築是用結構來表達思想的科學性藝術」32。臺灣
的建築從早期的「土埆厝」發展到現在世界第二
高樓 101 大樓，是一段展現臺灣建築「時尚」
、
「品
味」
、
「美學」的歷史。建築美學是生活美學具體化
呈現，舒暢又生動的生活空間品質，是建築美學追
求的價值。
30

31

32

參見傑瑞米．梅爾文《世界建築流派事典》果實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5 日初
版封面詞。
參見強納森．葛蘭西，譯者張正諭《建築的故事》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1 月出版頁 77。
參見黃南淵《建築美學春天》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 日
初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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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現代人安頓心靈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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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臺灣在建築的發展重點，應是將生活美
學的理想落實，一如繪畫、音樂、雕塑及文學等各
種藝術，有更高層次的文化意涵，建築講求更人性
化，更優雅的人文關照。在臺灣有愈來愈多的人認
知：未來的建築不只是建築業，同時也是文化創意
產業，在臺灣，講求美感與品質的美學經濟時代已
經來臨，城鄉建築趨勢即「生動空間品質美學」
的營造，形成具優美人文特色，愉快幸福的生活社
區，成就「城市美學」
。

(二) 家的空間美學
溫馨、精緻、優雅、成長與生命力，是家空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間美學的目標，生活風格應以此為基調。優雅的空
間與外觀，是一種細細品味生活；自然和諧人文素
養，潛移默化形成生活文化。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室內設計是空靈的詩」33，現代主義強調減法美學，
在空間的架構上，空間是隨時變動，可任意自由調
整，隨時都可加一點什麼，減一點什麼，以增減美
學浪漫生活痕跡。
人的身體是自己的家，空間結構本身蘊藏的
力量，是一種還原純粹、不多餘、不造做、涵藏思
想。傢俱在比例、長度、度量衡，都可展現線條簡
潔力量。
「生活可以很簡單，藝術可以很貼近」
、
「優
雅，是有學問、有品味，不需刻意做作」
。
「窗明几
淨」是家最好的美覺，一個明亮、簡單的家，能讓
人在舒適的空間中，享受最佳的作息品質。

(三) 閑靜雅茶禪美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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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三采文化編著《我的自宅夢》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 20 日初版頁 18。

臺灣茶藝重視優雅意象的表達，精緻的茶具、
典雅的佈置，營造優雅的品茗氛圍。品茗在臺灣是
一種生活美學的享受，是視覺、味覺與性靈兼有的

參

愉悅經驗。
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事。茶藝涵養一方
面要具備對茶具、花器的鑑賞能力，另一方面也追
相同。喝茶的愉悅，早蘊釀於準備茶具、煮水過程
中，感受心情平穩後，衍生的寧靜思緒，
「望梅止
渴」般期待著品嚐，略有澀味、帶著苦感，再緩慢
回甘，這不只是茶的滋味，也是人生的滋味。所謂
「美」往往由實際生活中洐生。
日本相國寺留存一批室町時代茶碗精品，不管
其表現的是樸拙、自然、簡單，服膺的仍是「美」
，
即使信手拈來，也是以高妙手段做後盾；樸拙是為
脫去俗氣、自然仍巧奪天工、簡單並不簡單，創作
來源仍是美學精神 34。
日本「茶禪一味」茶道文化，講究「和、敬、
清、寂」
，有「日本茶聖」美譽的千利休曾言：簡
樸、自然、枯高、靜寂的茶道精神，正是禪之美
學。但茶道是否高深不可親近，千利休曾言：
「所謂
喫茶，只是將水煮開，沖泡茶葉，然後喝下而已」
。
唐代禪僧趙州和尚有段有趣的故事。趙州和尚
見到來訪的僧人，便問他：
「來過這裡嗎？」僧人
回說：
「沒來過」
，趙州說：
「喫茶去」如果僧人回
說：
「來過」趙州也說：
「喫茶去」
。僧院住持問說：
「沒來過的喫茶去，來過的為什麼也喫茶去？」趙州
34

參見王盛弘《十三座城市》馬可波羅文化出版 2010 年月初版一刷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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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幽玄」
「脫俗」情境，這些要件正與禪宗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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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住持說：
「喫茶去」
。佛法講究眾生平等，即便職
位不同，應該吃茶時就去吃茶，這其實是椿平淡的
事，沒什麼奧妙，這則公案的真正意義是：
「茶」代
表道、禪、自性的清淨心。
「佛法不只存在高遠的事
物，就連一杯茶湯中也有佛法」
，這是趙州和尚叫人
「喫茶去」所要傳達的意義。35
現代詩人岩上先生有一首〈茶詩〉
，在品茗中看
待世事，給人哲理的啟示：
用滾燙的水泡出
溪澗的音籟和山野的滋味
你我啜一口，傳流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葉葉手拈的溫香
乾縮之後的膨脹
全在笑談中，轉瞬了浮沉
有的苦有的甘
都是提醒
36
《岩上八行詩．茶》

臺灣的高山烏龍茶，舉世聞名。
「用滾燙的水，
泡出溪澗的音籟和山野的滋味」
，確是愛茶人樂此不
彼的享受。品茗飽餐、優遊山水、讀書寫作、閒賞
美景，是北宋文人閒適逸樂的生活方式，37 表現在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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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去」的意義在哪裡？「茶」代表道、禪、自性的清淨心，或明心的
「心」和見性的「性」。來我這兒的人只有一個目的，而在此住下的人也只
有一件事可做，就是以平常心過平常的生活。在什麼時候就做什麼事，在
什麼場合就講什麼話，在什麼職位就擔當什麼樣的責任，這些就是在我這
兒修行的本分事。你們即使有先到的、後來的，有擔任職務的，有不擔任
職務的，甚至包括我趙州自己在內，都只有這個目的，沒有其他的事。然
而連心中也不要有目的存在，到我這地方來，就跟大家一起如常生活吧！
以上參見聖嚴法師《聖嚴說禪》遠流出版公司 1996 年 8 月初版頁 96。
36
岩上《岩上八行詩》派色文化出版社 1997 年 8 月初版頁 75。
37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

泡茶品茗的日常活動中，經營美感與詩情，在日長
如小年、山靜似太古的時空氛圍中，倘佯在「水流
任意景常靜、花落雖頻心自閒」的山野歲月，過著

參

寧靜和諧，休閒品茗的無爭生活，將文化、藝術、
自然融入生活之中。現代人品茗是難以有此佳境
美景，但在品嚐山野蘊育而出的澄清茶湯中，亦
生命滋味。
「你我啜一口，傳流∕葉葉手拈的溫香∕乾縮之
後的膨脹∕全在笑談中，轉瞬了浮沉∕有的苦有的
甘∕都是提醒。
」親朋好友可在一杯杯的茶水中，傾
吐彼此生活的點滴。以茶喻載沉載浮、有苦有甜的
人生，是此詩的題旨，由茶本身或苦或甘的特色，
轉出「提醒」的意涵，人生或苦或甘，也都是一種
提醒，提醒我們不要忘了細細品嚐生活的真味；如
果是苦的，就努力體會苦澀的味道，並深刻記取，
做為人生旅程的歷練，如果是甘的，就盡情啜飲歡
愉的滋味，為人生的值得留戀，記下美麗的一筆。
如果有這樣的心胸，則人生的順境與逆境都將是值
得回味的生命風景。泡茶助佐談興，
「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
、每個人生活上、工作上難免有挫折，雖
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
麂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興到則吟小詩，或
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粳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
陽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雨兩來歸，而月印前溪
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
參見羅中峯《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初版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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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心領而神會，那來自雲霧飄渺「餘韻甘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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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千古興亡事，都付笑談中」感慨，但知心好
友間，在一杯茶的傳遞中，無限的關心就在其中，
不滿的情緒就在一杯茶中，如一陣輕煙就散掉了。

肆、心得啟示
公務人員若能培養美感認知能力，在家庭教養方面：可
適時教育子女，補充學校美育教育不足，並從公務家庭做起，
以公務團隊帶動整個社會美感提昇。另在公務職場方面：藉
著職務執行推動「公共藝術」之機會，設置優質藝術品，增
加大眾多看美的事物，發揚公共藝術感染力，帶動全國民眾
美感素養的提昇。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一、培養公務人員的美感能力
所謂的「人文素養」
，簡言之，是一種融會文、史、
哲，體驗與尊重的胸懷，藝術美感經驗是其中重要的轉
化媒介。公務人員除具備專業知識之基本素養外，在重
視人文關懷的廿一世紀，更應具有美感素養。

(一) 建立公務職場良好的公眾關係
公務人員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者，是推動國家建
設的實踐者，公務團隊的形象，即民眾對國家整體
的形象。所以，具有美感素養的公務人員，是現代
政府滿足民眾需求必備條件之一。
辨公場所呆板的佈置動線，毫無美感的辦公環
境，讓洽公民眾心情緊繃，若再加上公務員嚴謹的
態度，一板一眼的行事風格，難免會有「衙門」的
負面印象，給予民眾公務員服務「態度不佳」
、
「迂
腐傲慢」
、
「官僚氣息」的厭惡評語。事實上這些負
面評價並非不易改善，只要我們公務人員內化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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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提供具美感的公務環境，自可建立和諧公眾

關係。

(二) 公務人員應具備人文素養
政府要推展良好的公眾關係，第一要務即是

參

從內部做起，先要求做好辦公環境的美化，提供一
個雅致舒適洽公環境，再要求執行政策同仁要有人
文素養，充實公務人員本身內涵，自己做得對、做
的過程中，是一個充滿善意的互動，給洽公的民眾
一個正面的感受。公務人員如能誠懇對待民眾，本
著人文關懷精神，處處為民眾設想，則政府機關公
眾關係必然良好，從而建立個人、團體及社會間信
任、合作的和諧關係。

(三) 提昇公務人員美感素養的方法
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云：
「斟酌乎質文之
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
，我們從日常生活中，不論
雅俗，均在孕育藝術的直覺審美觀。文化藝術與現
實生活結合一起，落實在生活當中。童真的塗鴉、
簡單的音調、一朵百合花，令人產生視覺、聽覺、
嗅覺等美感經驗，這種美感不僅可被眾人分享，更
會因眾人分享而益形增強，美感經驗因之具有公共
性，多數人的喜愛，是一切文化形成的特質，藉由
提昇公務人員美感素養，帶動民眾，形成「人文關
懷」的文化風潮。

1. 內在人文素養提昇
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莊子以「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訴說造物者無盡藏之美。
「好鳥枝頭亦朋
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又是一種對自然之美的

培養美感圓融心靈，提昇人文素養暨公共服務品質
《如何培養美感》 專
—書閱讀心得讀後感／佳作．林祈助

的好，給民眾良好的第一印象，相信在與民眾互動

體悟。可見美麗的事物存在於我們周遭，只要用
心體會則俯拾皆是。古人云：
「凡物之美者，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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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現」
。現代人
對美則另有一種覺醒、品味到生命的美好。38 事實
上公務人員對美的覺醒，比一般眾人的覺醒更重
要，更具意義，因為公務人員是公共藝術設置的
執行者，如公園、圖書館、車站、各縣市政府文
化中心的藝術品設置，皆是民眾日常生活中常接
觸到公共藝術，直接影響到民眾的藝術觀感。

2. 以公務執行提升公務美學境界
我們必須自己先感受到美，才能把美與眾人
分享，公務員本身具有美學素養、才能用美的角
度處理公務，當平凡枯燥的公務加入美的元素，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將變得有生命力，將變得更易執行、因為人人都
有審美的細胞，芸芸眾生對美均有體悟，公務美
學的推動者與執行者，都在擁有公權力的公務員
身上，只要推動政策或執行業務的公務人員、將
公務執行當成是完成一件藝術品，自能達到實現
公務美學的境界。

3. 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
高價值、昂貴的東西不一定具有美的元素，
美本身不需要太昂貴，
「用心體會、用心去做」就
是一種美，
「認真做事的人最美麗、簡易單純的生
活就是美麗人生」
。生活當然可以很簡單，藝術當
然能與生活結合。
「一缸盡覽山間趣、幽室能觀室
世外天」
，一盆花草即是一個美麗世界，窗外景致
即使看似不起眼，其實只要用心也能趣味盎然，
相信我們常有這種感覺，到美術館或是到朋友家

38

310

參見蔣勳《美的覺醒》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12 月 1 日初版
頁 5、6。

做客，有時會有不期然的「驚艷」
，在一個不起眼
的角落、桌上、牆邊，隨意的擺放枯枝、竹藍、
石頭，卻創造出帶有藝術感的自然意向，這些並

參

不需要花大錢，更不需編列公務預算採購，只要
公務人員有心即可辦到，極平常乾燥的植物，就
能展現出滄桑的美感，乾燥的花草只要擺設得
一成不變的辦公環境，營造出靜謐的氛圍。

二、審美觀—推動公務美學
臺灣各城市的建築，大約有二大特色，其一：住
宅區家家戶戶安裝鐵窗，其二：商店區大大小小招牌林
立，各式霓虹燈閃爍招搖，整體的都市景觀顯得雜亂無
章，當然談不上美感。主要是國人普遍對環境美感的漠
視，在國內大家也習慣如此的生活環境，但只要一出
國，見到國外都市整齊的市容、規劃得宜的生活空間，
不免心生感概，不免想要督促政府，設法改善我們生息
的地方。

(一) 培養全民美感從你我做起
對科技發達、經濟水平達一定發展程度的臺灣
而言，已是推動公務美學的最佳時機，並且應從政
府機關開始做起，因為公務人員是國家的菁英，如
果公務人員好整個國家就會好，公務人員具備美學
素養及質能，培育其對於整體生活之美學要求及責
任義務感，改善公共空間環境及提昇機關之整體形
象，進而促使全民提升人文素養，當有助於共同建
立一個屬於文化和審美的公民共同體社會。39
39

人事月刊第 48 卷第 2 期人事月刊雜誌社 2009 年 2 月 16 日出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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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傳達出訊息是蕭瑟、具禪意的美感，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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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務美學當然要由政府帶領，從公務機關
做起，從政府出版品、各機關網站的設計、辦公室
的各項用品等，除應具備的實際功能外，亦要注重
質感及藝術性，進而促進全民提昇人文素養，建立
文化品味的公民社會。

(二) 推動公共藝術讓全民參與
自 20 世紀以來，藝術不再是為特權階級的專利
品，是人人皆可擁有與欣賞的必需品。公共藝術是
一個國家整體文化美學，是全民美學涵養的展現，
民眾的參與和關懷是公共藝術的主要精神。一個社
會對藝術的涵養與品味，很容易從這個社會的公共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藝術得到答案，公務人員正是參與公共藝術涵養與
品味的重要推手，因此，如何展現雅緻的公共藝
術，承辦人員本身的素養就顯得很重要。
都市空間為每一個市民可使用的公共空間，是
市民每天的生活舞台，公共藝術實際上與大眾習習
相關，是被大眾所共同接受的文化精神，有如日常
生活中精神信仰的寺廟建築，以歷史故事呈現教化
意義，撫慰了人們心靈，也造就了公共藝術的生活
景觀。公共藝術也可以是一幅畫、一個雕塑、一棟
建築物、一種裝置藝術的形式，它代表了高度社會
性和創作者自主自律的原則性特質。

(三) 美感的涵養就在街燈、公園座椅發揚
街上路燈、公園座椅、圖書館的窗戶、車站的
柱子，都可能是具藝術性或公共藝術的作品，不僅
妝點美化公共設備，還提供一個需民眾欣賞藝術家
創意的領域，公共藝術並非一定昂貴才能達美化空
間目的，民眾最切身的街燈、公園座椅亦可發揮公
312

共藝術美感目的。

(四) 營造自然美的旅遊景點
國民旅遊已成風尚，每每興高采烈出遊，卻屢
屢敗興而歸。突兀的人造工程，充斥各大風景區、

參

國家公園，雖原意為美化環境，卻難與自然景觀融
為一體，遂成破壞生態原凶，殊不知自然界一石一
木，自有其角色、功能，皆是構成自然景觀的重要
位於北歐的挪威，常常獲得聯合國評價為：最
令人嚮往居住的世外桃源。40 挪威向有「綠色城市」
的美稱，挪威人生活美學崇尚極簡、融入自然，境
內美麗的山林、峽灣、湖泊等，都以保有原貌為
原則，不增加一道柵欄、一堵圍牆，因為挪威人認
為：
「一片自然風景就是一種心境」
，全民共有的公
共景點，就應展現造物者之自然美。此一尊重自然
理念，正是國內風景勝地應效法、落實的觀念。

伍、結語
文質彬彬的君子風度，是我們從小教育的目標，是孔子
「人格之美」的精神，一個有人文素養的國民，溫良恭儉讓的
君子，比一個沒有品德但有能力的人更受尊重。美感的培養，
是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重要媒介，公務人員身為
人民表率，更應具有這些基本教養，體現生活美感，在處理
公務與民眾應對的禮節中，禮貌而誠懇的展現彬彬君子風度。
美感使我們身心圓融，並讓我們性靈愉悅；禮貌則讓我
們精神奕奕，揮灑與生俱來的生命韻律，而在人我交往之間，
40

位於北歐的挪威，屢屢獲得聯合國評價為：最令人嚮往居住的世外桃源。
挪威首都奧斯陸於 2009 年，歐洲綠色城市指標排名第三名，僅次於丹麥的
哥本哈根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參見李濠仲《娜威，綠色驚嘆號》新自然主義 2011 年 6 月初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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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必須有教養，教養讓我們的美感不會橫遭摧折，教養
讓我們真正成為一個「文化人」
，我們是當用從容的態度，來
開發生活的美感，來修習禮節、禮貌，以謙卑而懇切地對待
自己。
公務人員除具備專業知識外，更應重視心靈修養，以關
懷鄉土、尊重生命的修為與情操，淡化專業化社會所產生之
冷漠的人際關係。將執行公務視為一種「修行」
、是一種「對
自我的肯定」
，除了把事做好，還要樂在工作「人在公門好修
行」
，幫民眾解決問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找回我
們的熱情，日復一日的工作，將帶給我們天天喜樂。
「追求快樂本身沒有什樂趣，做有意義的事才有」而這就
專．書．閱．讀．心．得．作．品．集

是公共服務的精神與靈魂所在。公共服務靈魂或精神的確很
重要，對當今的臺灣社會更是如此，就公共管理而言，要把
事情「做完」很容易，但把事情「做好」才是工作真諦。依
規定、按程序把公務處理好，只是個勉強及格的公務人員，
我們需要的公務人員是，不但把事情「做完」、「做好」，更
以感悟美麗事物的柔軟意念、曠達胸襟、圓融的心靈，用
「熱誠」、「擔當」服務民眾 41，以豐美的人文素養，實踐公
務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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