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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正名：臺灣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主題特展」宣傳圖

　　從 1984年開始推動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歷經長達十年的努力，

終於在 1994年 8月 1日，在各界的支持下，國民大會將沿用 40餘年

的「山胞」稱呼正式正名為「原住民」，1997年再正名為具有集體屬

性的「原住民族」。正名的意義，不只是去除了長期以來帶有歧視的

稱呼，更突顯出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

　　自 1994年正名迄今已 25年，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日」亦已逾

10年，展覽中提供民眾、機關團體及原住民族人，了解原住民族日的

由來及意義。

康樂本館．Main Museum

還原正名—臺灣原住民族正名 25 週年主題特展

■  2019/11/29 ( 五 ) ～ 2020/2/2 ( 日 )
■  康樂本館館史室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8 年 11 月 -109 年 2月特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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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與在地知識，有什麼樣的可能？

　　當代的博物館被賦予不同的期待與想像，位居東部的史前館過去

持續透過不同的層面持續與不同社群與地方鏈結。

　　2017 年到 2019 年，史前館透過執行文化部委託博物館系統與在

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從展覽、工作坊與教育推廣作為途徑，

與屏東、花蓮及臺東的夥伴以及地方文物館，透過三年的合作，陸續

有崁頂百年展、歸途 - 七腳川戰役 110 周年特展以及戶口名簿工作坊

等，本次展覽透過系統性地整理過程並進一步提出方法學，在共同實

踐在地知識的道路上，逐步建構博物館與地方的網絡與夥伴關係。

卑南遺址公園 ． Peinan Site Park

「練習，一起走一段」MLA 計畫成果特展

■  2019/10/5 ( 六 ) ～ 2020/3/1 ( 日 )
■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

2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特展資訊  



　　動物與人共存在地球

上，彼此關係緊密且相互影

響。藉由考古出土遺留展示

主題：「動物與環境」、「人

與動物」、「消逝的動物」

及「動物遺留研究」，雖然

主題有別，卻又環環相扣、

相互輝映，如同一首交響曲

般，形成和諧的組合，願與

您一同體驗，過往這片土地

上，人與動物譜出之樂曲。

南科考古館．Museum of Archaeology, Tainan Branch of NMP

《動物交響曲》史前動物特展

■  2019/10/19 ( 六 ) ～ 2020/5/31 ( 日 )
■   南科考古館特展聽

※	因應建築景觀再造與展示廳更新工程，史前館康樂本館

民國109至 110年將針對展示營運服務時間及票價進

行調整，詳情請至史前館官方網站查詢，或電話洽詢：

089-38116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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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調

查 15各世界主要經濟體，涵蓋全球 65％的

勞動力，發現已開發國家將因精簡人力及自

動化，有 710萬種工作被淘汰，新的領域將

創造 210萬個新機會，這些工作以新的科技、

專業服務為主。相抵之後，未來五年將有 500

萬個工作機會消失。

究竟圖像式程式設計好，還是傳統程式碼教學好？

HT
ML JAV

A

文  愛樂教育顧問有限公司程式設計教師 陳玄揚  

國家教育研究院專員 高嘉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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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新月異，傳統以知識為主，為將來工作做準備的學校教

育方式已經不再符合社會需要。學校需要培養學生一種以發現和解

決問題為核心，自主學習、跨領域整合等可以帶著走的能力。無論

將來社會在怎樣的變動，學生都有辦法自己克服。2018年發佈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資訊科技」課程主軸「運算

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就是在培養學生擁有電腦科學家

面對問題時的思維模式。

　　運算思維應包含問題解析、資料抽象化及解法設計三部分。「問

題解析」指將一個大問題，依照流程或結構解析為幾個小問題，透

過先解決小問題，遞迴式解決原來的大問題。「資料抽象化」指將

各式資料利用適合格式或有效演算法進行表徵，以利後續的運算。

「解法設計」指運用演算法思維找到明確的問題解決步驟對電腦來

說十分重要。因為在撰寫程式時，指令執行的先後順序將很明確地

影響結果。

　　學生透過問題解析、資料抽象化、解法

設計等問題解決所需的程序與策略來解決各

式問題。建立願意探索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的正向態度，對應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

運算思維的教學可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問題

解決、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等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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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信學習是可以遷移的，那麼運算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養

成後，並非僅能運用在資訊科技領域，而是能將現實世界各類型的

問題與資料作有效的整理，並使用有效的策略解決問題。也就是說

運算領域習得的問題解決策略與方法，可以應用在其他領域。也許

有人會說運算思維，不只有資訊科技可以培養。但細究「運算思維」

一詞，本質上仍是立基於運算工具的一種思維模式。

　　運算思維並不等同於程式設計，但實踐運算思維的有效工具是

程式設計；運算思維也不等同於資訊科學，而運算思維的知識基礎

則是資訊科學。程式設計是資訊科學中的重要主題，隨著資訊科技

的發展，程式設計逐漸成為人人必備的技能。如同學習讀、寫、算

並非為了成為專業的作家或數學家，而是讀、寫、算是公民必須具

備的基本能力。

　　我們可以將程式設計可視為更廣義的寫作，它所使用的是一種

以與機器溝通的語言我們可以寫出新型態的作品：動畫、遊戲、模

擬等。創作程式作品，培養創意思考、系統化推論、團隊合作等高

階能力都是在生活中或將來職場上不可或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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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就課綱角度來說，程式設計學習的目的並不是將所有學生培

養成專業程式設計師，教學重點就不應放在程式語法與結構等以知

識為主的內容，而應聚焦在提供學生利用運算思維進行問題解決的

機會。針對不同的學習階段，程式設計教學的工具與策略可有所不

同。以程式碼為主的教學方式，學習者需依照語法輸入文字指令，

學習者會耗費太多時間在程式語法與結構的學習，而無法專注在問

題解決歷程。

　　所以說視覺化（visualized）或圖像式（iconic）的程式設計工

具可能比傳統的文字式程式設計學習門檻較低，透過拖曳指令圖像

的方式安排與組合指令，不必撰寫複雜的文字指令，較適合國小、

國中年齡階段的學習者。對高中階段而言，應以程式設計為工具，

實作資訊科學原理，整合資訊科學原理與程式設計的學習內容發展

專題研究，學生能進一步培養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解決問題之能

力。

　　但傳統文字程式設計也是有支持者，有些人強調在專業程式

設計師職場上，程式設計者以編寫程式碼為主，沒有人使用圖像式

的程式設計工具。況且有些小學生將程式碼的學習視作遊戲的一部

分，學習起來沒有困難，也能夠理解並應用。那麼如果他們可以直

接學習程式碼而非圖像式的程式設計也許更貼近現實。

　　因此，究竟圖像式程式設計好，還是傳統程式碼教學好？並無

定見，應端看學習者與教學者目的為何，再進行進一步的規劃，下

一期將分享運算思維的案例，瞭解如何在課堂上實際操作程式設

計，並讓學生培養發現問題，並練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待續 ) 

翰林文教會訊 

▲

NO.327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塊介於現實與夢幻的園地，

可能是存在回憶裡，也可能是寄放在未來中；或許

現實生活裡也正在經營著 ...，至少這個秘密花園的

存在，可以讓我們在如此繁忙現實生活中暫時得到

一點點解放。

　　101年 10月的第一天，我用了《祕密花園》這個主題，

開啟了插畫科的創作之路！

文  翰林出版設計部插畫組長 鄭琇文

從教材插圖繪製到自由創作的活動

【 繪本教室 】創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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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插畫創作上也是從新人半生不熟中一步步地學習，從手繪到

電繪，幫不同領域產品繪製一段時間後，也比較能掌握自己的風格及特

色，同時也帶了幾位新人，在指導的過程中發現同仁在這工作裡同樣對

插畫有更多的期許，因此產生了「想要和同仁一起創作別於工作內容的

插畫」這想法，是完全屬於個人創作；同時也藉由這個創作賽，啟發插

畫人員的創意與熱誠，增強新進同仁在插畫工作上的自信，也能使得同

仁更明確清楚了解插畫這份工作的目標及對公司的認同感，減少流動率

進而留住人才。

　　為了讓這活動更有專業價值，特別邀請公司外部的插畫家或大學教

授當評審，希望能由更多不同角度來欣賞同仁作品，也同時能學習如何

欣賞一幅創作來提昇自己的美學素養。

　　像這件作品 (圖一 )想展

現閱讀是自己的秘密花園。

想像放個悠閒的假，當隻書

蟲好好啃食它們，然後窩在

自己內心的小宇宙，作起白

日夢。

　　評審給的評語◎閱讀白

日夢的完整度很好，主題也

很單純，色彩與構圖給人一

種很舒服的感覺，會讓人覺

得閱讀就是這麼簡單而美好

的事啊，透過閱讀而延伸的

各種想法與畫面充滿童心，

是很可愛的一個作品。

▲ 圖1 閱讀白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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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每年創作賽時作者均有參與，想藉這活動摸索出不同於工作而最

接近自己想法的創作。一般繪製教育類產品有較多要考量的地方，像是情

境合理性、物件正確性、還有色彩運用要明亮⋯等，而創作賽就不受這些

條件限制；一開始想要將創作賽當成一系列風格作品來創作，但隨著每年

的想法不同，還是有些改變；自己在第一屆的作品《秘密花園》(圖二 )

就運用了變形，創作了雨天的異想世界， 第二屆的《夢遊》(圖三 )是最

貼近自己潛意識想表達的，用了有點不同以往的元素及冷色調，帶點想叛

逆的意味。

　　第三屆的童話狂想曲，將許多童話故事重新組合在同一畫面，形成同

一時空的故事，讓觀者能在圖中讀到一些趣味；在第四到第六屆期間的作

品，有經過一些表達技法較混亂的時期，直到第七屆才又確認了自己想表

達的方向。

▲ 圖2 秘密花園 ▲ 圖3 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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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賽題目設定的心思

　　在創作賽主題的設定，最初

是以建立插畫活動氛圍為主去設

定；第二屆開始會想讓插畫同仁

在這活動裡有較實際的收穫，便

開始針對場景構圖、元素造形及

色彩，甚至是故事想像力的延伸

去設定主題來引導大家，例如第

三屆童話狂想曲：從中思考怎麼

去巔覆原本童話，再創造一個新

的故事；同時也要注意到童話裡

人物造型、服裝特徵的考究，這

些都希望能潛移默化成個人的插

畫能量。從這屆開始希望能讓創

作賽兼具工作效益，從作品裡有

更多元素可運用在產品上，因此

也朝正面活潑方向去設定題目；

其中第五屆甜Mix在一起，設

定將完全不同類型元素組合在一

起，希望能在情境或造型上激發

出更跳脫的想像 (圖四 )，像是 

(圖五 )作品融合不同性質物件

如菇菇雞、小喇叭、小燈泡、狗

狗車、小音符⋯等，拼湊成一個

趣味的故事。

▲ 圖5 神蛙保衛隊

▲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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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3211



如何讓創作賽的成果能貼近

美感教育

　　近年來「美感教育」開始

被重視，為了能讓創作賽的作

品能傳達出「美感教育」的內

涵，讓美學培養融入學習教材

的插畫工作裡；我們除了有將

文意和想法轉化成圖像的練習

外，也有舉辦能從日常生活裡

去找尋創作素材小技巧，引導

大家創作出不同風格的分享課

桯；還有針對視覺構圖、色彩

運用、表現技法及媒材等相關

主題來做教育訓練。像是以大

家常用的 Photoshop為主，舉辦

筆刷運用與情境營造的教育訓

練，教大家如何運用數位媒材

能快速有效地繪出情境滿分的

插畫。

 ▲ 2016技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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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筆刷運用(可依個人需求再做細

部調整)

▲ 自製筆刷運用

▲ 利用紙材營造有層次的背景

分享 Photoshop
使用訣竅

創作賽的效益與影響

　　最初開辦繪本教室創作賽的目的，在於

激勵同仁對自我的插畫能力再更加提昇，以

期更能活化公司產品內容及品質，以往工作

是單方向接受客製化的插畫委託，現在也能

以主動方去提供平時不同於工作的想法而

運用在產品上，讓產品更多元。

　　在工作中大家主動相互交流生活經驗

和專業知識，也從互動中激發創意；分享工

作上有效率完成的技巧，讓個人專業與美感

素養提昇，讓這份插畫工作意義更不同。

　　創作賽活動到今年第八年，己經達到一

個成熟階段，對於美感教育的經營會想再跨

出不同的方向，目前有計畫籌備對外展覽，

想讓繪本教室創作賽這活動更立體，也想藉

此分享給大家翰林出版的工作團隊，在秉持

教育優先的理念中，對美感教育投入的心力

除了教材產品外更是紮紮實實地落在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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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105及106創作賽作品元素元素組成107封面

▲ 107繪本教室創作賽作品-閱讀女孩直接運用在108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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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繪本教室創作賽作品-繪夢2018運用108封面

▲ 107繪本教室創作賽-閱讀女孩運用108封面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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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在工作上∕108高中國文課文內頁插圖 L6

▲ 透過創作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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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翰林印前組 蔡勝忠主任

翰林生產事業處 吳柏村經理

　　翰林出版集團於民國 58年成立，至今已有一甲子的歲月，在民

國 57年之前台灣的教科書為統編制 1和審定制 2並行制，之後統一

交由國立編譯館編輯印行。往後由於民間不斷要求，加上教改會也建

議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教育局於是宣佈教科書改用「審定制」，民

國 78年起首先開放國中藝能和活動科目審定制的教科書，到了民國

91年「部編本」正式走入歷史。

　　教科書開放的構想是可增加一綱多本的特色，減少單一版本教科

書情形下一元化思想，並可藉由市場自由競爭，提升教科書品質。也

可以活化學生思考和增加教師專業能力發展。九年一貫課程就是教改

的一個嶄新的階段；其目的是提升教育的品質，培養具備終身學習能

力的國民，以適應新世紀的知識爆炸的社會。於是乎一綱多本的教科

書開放形成，是社會多元化發展之需求。

　　生產事業部門伴隨翰林近 50個年頭，這段期間從落版到出版，

爾後再由印刷到裝訂均一手包辦 (圖一 )，早期的勞力密集演變到高度

自動化，色彩單調轉變成豐富兼具美感，從環保意識薄弱，到積極投

入原物料以及環境改善，再者工作環境的刻苦整頓為明亮舒適的現場

等等，在顯示出經營者對於員工的照顧以及對於環境保護不遺餘力。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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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幾個面向說明翰林在

教科書印刷上的演進過程：

一、豐富的色彩

早期的色彩單調幾乎是單一

個顏色，主因於過往設備的

限制，要將彩色圖片進行分

色、翻片以及覆片，一個顏

色就需跑一次流程，這些僅

僅是一本書其中一個頁次的

作業，過程繁瑣、耗時，且

全是純手工；拜科技之賜，

以上的製程皆可以在電腦上

完成，且不用出底片而直接

出版。再輔以造紙技術的進

步，使色彩從單色、雙色、

彩色、多色進行變化，單調

的圖文變成了色彩豐富且有

層次的內容。

二、從打字排版到電腦拼版

民國 78年購入日本寫研電腦

打字排版系統，以替代用大

量人力手工打字的方式。打

字稿完成送製版後，圖片以

電子分色機分色，文字、線

條以黑白相機拍照，並將文

字、網點 (圖二 )、插圖等按

照完稿上之指示拼版，然後

進行晒版作業 (圖三 )，最後

再送印刷。

▲ 圖1 裝訂製本生產線

 圖2 網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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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設備可說是純粹的人

工操作，效率的展現端賴師

傅經驗的累積；然而拜科技

進步之賜，電腦的普及以及

可控制程式的結合，再輔以

機械結構的改進。民國 84

年，翰林引進愛克發電腦拼

版系統，將一切完稿文字、

線條、網點、圖片分色等直

接由電腦來完成。編輯校對

無誤後拼版輸出底片，再進

行晒版工作。因此，減少了

用人工拼版的時間，進而提

升了製版效率。

三、提升品質，降低瑕疵

民國 94、96年，翰林先後

購 買 CTP（Computer To 

Plate）電腦直接製版機 (圖

四 )，其製版技術就是指版面

圖文信息經數字化處理後，

不經過製作底片流程而直接

輸出到印版上去的技術；它

的優點：省略製底片工序、

節省了底片與化學藥劑成

本、縮減生產工時等。

與傳統 PS版相比：

(1) 網點表現能力優異，能還

原出 1%~99%的網點，

能很好的再現印刷的細

節。而傳統 PS版對如此

細微的網點望塵莫及了。

(2) CTP的水墨平衡性能比

傳統 PS版要好得多，只

需要極短少的潤版液就能

▲ 圖2 網點

▲ 圖3 平面晒版台 (歷史圖照)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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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很好的水墨平衡，印

刷出的產品墨色厚實而鮮

艷。

(3) CTP是直接製版，所以

準度比傳統 PS版要高出

很多，在印刷時可節省耗

損紙張，對出版業而言，

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

(4) 由於 CTP改變了版材的

生產過程，版面幾乎沒有

髒點。而傳統 PS版由於

用人工曬版有不少髒點。

印刷費時又影響品質。

綜合言之，CTP版由於水墨

平衡性佳，油墨乳化很輕微，

所以印刷出的產品就非常精

美，網點呈現很銳利。

四、環保意識

印刷製程的演變，亦伴隨著

環保意識抬頭的變遷；印前

的底片輸出，伴隨著顯影、

定影的廢水排出，底片中的

溴化銀融出以及底片的塑膠

材質廢棄物；產出的廢棄物

與重金屬廢液雖有集中且交

付專業處理廠處理，然而處

理過程對於環境仍有影響。

因此近年來，翰林在印刷時，

在表現色彩的油墨使用上，

從最早的含有機溶劑的油

墨，到全面的環保大豆油墨，

對於最終使用者學生與老師

的接觸危害提供了最大的保

護；同時更採用免沖洗 CTP

▲ 圖4 直接製版機(CTP) ▲ CTP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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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真正免去了沖洗過程，

印版在曝光後無需顯影，直

接進行上機印刷，是目前最

為節能環保的版材，減少廢

液且不含有毒物質。

另一方面，在廢氣處理方面，

全廠採用中央統一供氣系統

與部分換氣、抽氣系統，對

於電力的節能與噪音的降低

都有顯著改善，更採用循環

利用的二次燃燒，將油墨以

及少部分的有機物因受熱所

產生的揮發物燃燒殆盡，對

於空汙的改善更進一步的改

善。

翰林在邁向新未來的道路上

從未遜色，於去年也成立數

位印刷部門，而所謂數位印

刷（無版印刷）是指不用製

版，而將電腦存儲上的圖文

數據直接轉移到印刷機上，

直接印刷成產品。無版印刷

具有少量、多樣、立即性的

印刷特性，然而目前暫不適

合長版高速印刷。

教育出版是百年良心事業，

翰林秉此原則，除了在核心

價值的教材研發精進之外，

生產製造更是投入新型設

備，堅持採用高成本的環保

原物料，減少廢棄物的產出，

未來持續推動「印刷環保、

高效節能」的理念，對環境

大地做出最佳的保護。 

註

1.	統編制：教育部委託國立

編譯館負責編輯，在此制

度下所編輯而成的教科

書，稱為部編本。

2. 審定制：由民間編輯，教

育部審定，通過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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