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領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武陵高中 

貳、 團隊成員：美術科姜昌明老師 

參、 跨領域科目：美術、歷史、博物學、日治時期漢詩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力：無需先備能力 

伍、 跨領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概念與實作並重 

陸、 跨領域美感課程應用策略：利用社群平台推廣、增能研習。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桃園如此多嬌，引無數英雄折腰。 

二、 設計理念：為多元課程，回到美術本位、桃園地方學本位的立足點。 

三、 藝術概念與美感元素：台灣美術史、寫生、台灣八景。 

四、 教學方法：講述、實作與文化走讀。 

五、 教學目標（含核心素養）：探索在地與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未來 

六、 課程架構圖：美術史、桃園學本位特色、日治時期文化史、如藝術家博

物學家走讀桃園境內之台灣八景。 

七、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台灣八景、日日新報中，石川欽一郎的桃園寫

生旅行。用先賢之眼閱讀大崁嵙與角板山名勝。參觀博物館，走讀角板山

英雄步道。桃園大圳水池寫生。 

八、 教學評量：筆記 

捌、 教學省思與建議：為實驗課程發展 sop、情操如何融入課程。 

玖、 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錄表、評分規準等）：如附件 

壹拾、未來推廣計畫：發展跨領域課程操作 sop 

壹拾壹、 課程實施紀錄：如附件 

壹拾貳、 參考資料：如附件 

※請先以文字進行論述，再輔以表格等說明。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武陵高中 

團隊成員 姜昌明、美術教師跨校社群、武陵高中全人講堂社群 

跨領域學科 歷史、國文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學生無需先備能力：高一生較佳，因課程體驗，可以提供學生認識校園、銜

接國高中教育體系的帶狀連結。經典藝術史之賞析，則是可應用一生的能力。

台灣美術史，更是基本情操。 

教師需先備能力：藝術史的專業力、台灣美術史的研究力、回到田野的火熱

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教師的自我訓練，究極美術史的原貌。 

課程內容講授：學生概念到位 

田野課程：重回先驅前輩的田野。 

成果評量：明信片寄發之回饋 

跨領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略 

【應用策略】(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略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路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類數位典藏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論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量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量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錄 

▓其他 



課程架構與

跨領域課程

設計概念 

跨領域美感實驗課程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 

 

桃園如此多嬌，引無數英雄折腰 
 

課程架構 

關鍵字：石川欽一郎、台灣八景、角板山、大崁嵙、溪口台、寫生、三

井合名會社、台灣美術展覽會 

 

壹、理念、意義與價值 

一、走讀課程有助於人與土地情懷的培養。 

二、緣溪行，是尋根溯源的象徵。106 學年度上學期，踏查是緣茄苳溪。

課程的節奏，進而回到美術史本位，論台灣美術史中的大師故事，用

雙腳用行動體驗世界，與昂首闊步的情操相呼應。 

三、延續第一年的踏查計畫。讓區域性文化探索計畫成為課程。再從區

城鏈結世界的視野。這學期是以石川欽一郎的 1926 年角板山輕便道

寫生、川上瀧彌的 1915 年科學繪圖與斯文豪的 1858 年泰雅族寫生事

件為例。然後，重回田野。 

四、系統性課程，學生由家鄉出發，認識學校、住家附近的史地環境及

變遷，進而更紮實地鏈結台灣美術史。 

八、鏈結桃園、大師的關連性。

用大師之眼回到田野更看懂

過去的故事。 

貳、課程內涵 

一、武陵學課程結構：情操(昂

首闊步)行動(腳踏實地)，實

踐(邁向夢想) 

二、昂首闊步的武陵人，是武陵

校訓。但沒有左腳的腳踏實

地，就沒有右腳的闊步邁開。 

三、昂首，是為了望遠，最終是

要想見未來的光景。即使如

此，實踐夢想，必然是要從腳踏實地開始。 

四，所以“武陵學＂課程，已從 103 學年度開始實施特色領航計畫經費

的挹注開始課程的實驗。目前從校定選修進開始進行，已經四年。這

學期，更加入美術史元素。課程結束後，每班遴選出代表，回到田野

一起走讀大溪、角板山、溪口台。 

參、課程設計 

一、校本認同-美術課：桃園美術史 

二、跨域延伸-國文賴和大嵙崁詩、魏清德大溪角板山詩九首。 

三、地方認同-台灣八景之桃園亮點。 

四、飲水思源-從茄苳河域，進而延伸到大漢溪。 

四、腳踏實地-石川欽一郎的寫生作品。寫生課程。 

五、實踐體驗-台灣八景之走讀。 

六、跨域延伸-歷史、國文與環境土地與水文。 



肆、課程實施 

一、 講解桃園多嬌英雄折腰的典故，介紹曾經來到桃園的先賢。認識

桃園之美，就會更愛桃園之美。 

二、 以石川欽一郎的寫生旅行，一件一件回到用日文去破解石川伯圖

說裏的時空特徵。 

三、 藝術本位出發，再以博物學家在桃園的採集，留下精彩的科學繪

圖為例。 

四、 以台灣日日新報的台灣八景票選活動為例，講旅行、風景與在地

認同的關係。再佐証當時石川欽一郎火力全開配合行銷角板山風景

的典故。讓台灣美術史，在桃園，有大師很火熱參與的一面被揭開。

三、選出代表，參觀台灣博物館，發現原本陌生的日籍博物學家在桃園

的關係與科學繪圖作品。 

四、選出代表，走讀大溪角板山溪口台的英雄步道。用賴和與魏清詩品

味步道。讓詩回到風景。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破解美術史   桃園如此多嬌，引無數英雄折腰 

教學時數 
課堂二小時 

周六參觀，共兩次 
實施班級 筆記書寫 

實施情形 

1，有石川欽一郎的桃園美術史：5月第一周 

2，有川上瀧彌與斯文豪美術的桃園博物學史。5 月第二周。 

3，周六參觀台灣博物館博物學長設展。 

4，周六走讀英雄步道。 

設計理念 
多元跨領域課程，如何回歸美術本位。 

美感教育如何成為情操教育的示範。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台灣美術史、環境美學 

教學方法 講述、實作與環境走讀 

教學資源 論文教學材料，實驗經驗與數據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探索在地與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未來 

具體目標 能力指標／核心素養 



1，從日日新報圖版認識台灣美術史的體驗。 

2，台灣美術史背後的台灣八景故事。 

3，石川欽一郎的角色。 

 

1，台灣藝術史：藝 V-U-C3 體察在地藝文特質及

全球藝文的多元與未來。 

2，走讀角板山/台灣博物館：藝 V-U-B3 善用多

元感官體驗與鑑賞藝術文化與生活。 

3，藝 V-U-A1 參與藝術活動陶冶身心以提升生活

美感及生命價值。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一 有石川欽一郎的桃園美

術史 

從日日新報圖版認識台灣美術史的體驗-

破解日文 

校本課程資源 

一 有川上瀧彌與斯文豪美

術的桃園博物學史 

跨領域延伸“美術＂的視界-觸類旁通 校本課程資源 

二 桃園大圳 1之四號池寫

生 

像石川欽一郎用寫生紀錄1926年7月底在

大溪角板山的旅行，我們用寫生模擬博物

學家川上瀧彌在桃園辨天池的桃園草採集

與植物科學繪圖。 

多元選修課 

桃園之美實施 

水墨鉛筆 

自來水筆 

二 周四參觀台灣博物館博

物學長設展 

應用博物館資源，激活展覽品的意義-發現

關係。 

多元選修課 

桃園之美實施 

八 周六走讀英雄步道 重回先輩遊歷實境-刻苦銘心 校本課程資源 

教學流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念

美感元素

跨領域 

策略 
評量模式 備註 

 訪視會議發表

桃園多嬌計畫 

3 月 23 日 美感計畫

補助 

美術史 歷史考証 

漢詩賞析 

發表會  

一 台灣美術史講

授 

5 月第一周 校本課程

資源 

 跨領域論文 學習單  

二 破解美術史的

研究方法 

5 月第二周 研究方法 藝術史 文化分析理

論 

學習單  

多元選

修課 

桃園大圳一之

四號池寫生 

5 月第三周 臨摹 

寫生工具

寫生  作品分析  

多元選

修課 

校外教學 

參觀博物館 

5 月 10 日 

 

博物館

地方調查

文獻 

 結合校內各

種補助計畫

與方案 

  

周六跨

校選修

課 

回到英雄造訪

的田野 

6 月 2 日 

 

博物館

地方調查

文獻 

 結合校內各

種補助計畫

與方案 

  



教學省思與建議 

一， 美感教育，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之後，各說各話。除此之外，充斥著為了附和計畫而計畫

的種種華麗的花招。當政策可以輕易決定美感教育的下一步走向，如往下鏈結國小端時，

每個美感教育計畫，就想辦法與小學連結，然後方便驗收。 

二， 跨領域的課程，回到美術本位的樣態，可以好好被討論，然後形成願景，努力之。到最後，

這才會是跨領域美感教育計畫最紮心的境界。也許計畫結束了，但美術本位的核心還在。

經過三學期的成果展現，筆者一直在強調這點。 

三， 每件教案的基礎，應該就是一件夠理性完整的論文，所謂的教學內容。然後才是搭配操作

實務與行動。美學是哲學的冠冕，一直是如此。 

四， 當觀光局不斷投資硬體建設為直轄市蓋上一條又一條的天空步道、天梯時，去研究過去的

曾經中誰到過當地，可以數算誰與誰、甚至是藝術大師的足跡…的種種是需要跨領域的研

究能力，這步道才會長遠，天空的視野才會無限。 

教學研發成果 

參考文件如附件 

未來推廣計畫 

一， 破解美術史系列--台灣美術史的桃園風景。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台灣博物館參觀 瞻仰川上瀧彌 ■台灣博物館參觀 瞻仰川上瀧彌 

■台灣博物館參觀 回到田野 ■台灣博物館 斯文豪熊就是台灣黑熊 



如川上瀧彌桃園辨天池的採集科學繪圖 桃園大圳１之４號池的寫生 

石川欽一郎的桃園之旅筆記 石川欽一郎的桃園之旅筆記 



 

 桃園多嬌英雄造訪報告 桃園多嬌英雄造訪報告 

 
 

附件 

台灣八景初探 

 
姜昌明 

 

    無論是地景藝術，或大地藝術(英文: Land art, Earthworks 或 Earth art)，它

是一種始發於美國, 在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的一種藝術運動。根據從事這類

運動的藝術家們，其表現的形態，可以發現它們與大地景觀不可分割的聯繫。甚

至也可以包含在自然界創作的藝術形式。創作材料也會有直接取自自然環境之泥

土、岩石、有機的以及水元素等。以上是對地景藝術的通用定義。它的結果，就

是由無生有創造出一個代表此地的新符碼 code。就像黃色小鴨 rubber duck，在

香港維多利亞港創造的一個符碼--後殖民情結的療癒。 

    但以台灣為例，包含公共藝術，這類的藝術創作的準備過程，就是策展過程

其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創作行為。畢竟包含土地的取得、自然環境材料的取用以

及經費的掖助，它有太多的行銷、企畫、公關與各種解決問題的智慧與手段。它

們，地景藝術與公共藝術，已然離開單純的藝術創作愈來愈遠。 



    就藝術定義的浮動性歷史來看，的確藝術不再只是單純的創作行為或成果。

同理，地景與公共藝術的定義，其實已不再是課堂老師或是研究者所能置喙。該

定義，是由獲得標案的策展團體所決定。甚至大者恒大的理論，最後這類藝術的

定義，勢將淪為在供需鏈中的強勢者--得標者所把持。 

    跳脫目前地景藝術的定義問題，就定義的成形過程而言，在沒有地景藝術與

專業藝術家的時代與地區，大地的景緻挑起觀賞者的讚嘆時，他們的反應有什麼

模式? 筆者於此就舉中華文化圈中的八景現象為例，說明這類大地景緻在過去，

不知不覺中就成為該地方記憶的符碼。不時啟動著人們的想像，左右對該地的評

價。 

 

北台八景 

 

    台灣八景變化最大的階段，是乾隆時期。因為這與台灣土地的開發程度有關，隨著

開墾的普及，大陸來台的文士增加，能從不同角度觀覽台灣山水。而提出了不同的八景

命名1。 

    最早的八景概念源自於八景圖。宋畫家宋迪的八幅山水畫，號稱的瀟湘八景。後來

成為宋徽宗與米芾等人的創作模式，然後不斷為後世畫家所模倣。 

    度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落，遠浦帆歸，

山市晴嵐，江天暮雪，洞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魚村落照，謂之八

景，好事者多傳之2。 

就從北宋之後，“八景”便成為地區的組景題名風氣。之後組景的數目也不見得只有八

個。清代歷經康雍乾三朝興建的避暑山莊，就有七十二景。然而被稱為中國園林藝術典

範的萬園之園的圓明圓，也有四十景。這些八景的話題，並沒有只停留在畫作的層次，

還包含八景詩文的的烘托3。 

    風景的組景題名與歌詠，是建立在拓荒階段完成的文教起飛、人文活動頻繁的基礎

上。康熙 60 年的朱一貴事件，清廷為便於兼顧地方，乃於雍正元年 1723 年於虎尾溪之

北，大甲溪之南另設彰化縣，取顯彰教化之義，又於大甲溪之北，置淡水廳。雍正五年

以澎湖為台灣門戶，再增設澎湖廳。台灣因此是一府四縣二廳。至此，八景風氣，才會

從北台展開。 

    雍正時雖設淡水廳，但廳志卻在半線。乾隆 20 年 1755 年才到竹塹。府級的八景，

在 1875 年台北建府之前，台灣只有一府。府級八景中只有雞籠積雪屬於北台灣。澄台

觀海與斐亭聽濤甚至是府城中的道署建築。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也不出台灣

府的一日生活圈。4這就是典型的府城觀點，並沒有包含其他地區的視野。 

    接著因為文人來台甚眾，八景詠嘆成為一種風氣，淡水廳四景則開始由淡水廳同知

                                                 
1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 
2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 
3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4。 
4  另外二景是西嶼落霞、東冥曉日。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
版社。頁 53。 



陶紹景於乾隆 29 年 1764 就有訂定的紀錄：坌嶺吐霧，戌台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
5。不過，這四景，多是海岸風景。這意味著海上通路相對安全頗多。乾隆年間的淡水

廳山區仍屬於未開化之地。所以視野多為由海往路望去的視野。 

    以淡水廳志與新竹縣采訪冊裏的紀錄為憑，同治 10 年有“塹南八景”。在楊浚《淡

水廳志》裏有八組題名：鳳崎遠眺、金門晚渡、北線聽濤、船港漁燈、衢嶺曉煙、香山

夕照、隙溪墨水，五指連雲。同年還有另一組全淡八景：鳳崎晚霞，滬口飛輪，劍潭

幻影，關渡劃流，香山觀海，雞嶼晴雪、隙溪吐墨，指峰陵霄6。 

   接著有光緒 20 年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指峰凌霄，隙溪吐墨，香山觀海，合水信

潮，鳳崎晚霞，北郭煙雨，靈泉試茗，潛園探梅。 

   光緒 24 年鄭鵬雲《新竹縣志初稿》指峰凌霄，隙溪吐墨，香山觀海，東河飛沫，北

郭納涼，鳳崎晚霞，靈泉試茗，潛園探梅 

   《淡水廳治》淡北內八景：坌嶺吐霧，戍台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屯山積雪，

蘆洲泛月，劍潭夜光，峰峙灘音。 

   《淡水廳治》淡北外八景：羅漢朝佛，半月沉江，龍目井泉，馬鍊番房，峰溪石壁，

海岸石門，石屏錦鱗，燭台雙峙 

    

    從台灣八景、發展成聚落八景然後是私人園林八景的發展脈絡來看，八景出現在文

學中代表了當地的相對平安，因為教化程度較高。私人園林的出現，就更有指標性。有

教養的文人，變成可信賴的象徵。由他們所題詠的八景漸漸變成一種符碼。代表當地! 也

加值了該地。 

    台灣北部的開發，最早在竹塹。台灣北部的文學重鎮。文人結社風氣大感。當時有

名的內公館“潛園”，外公館“北郭園”。私人園林出現在竹塹，本身就是加值了這個

城市。林占梅築潛園，鄭用錫築北郭園。連雅堂台灣通史稱新竹文學為北地之冠的原因。

潛園，興建於道光 29 年興建開始，有 20 年。光緒年間被選為新竹縣八景。北郭園咸豐

元年興建 1851 年。三年後完成：北郭園八景，小樓聽雨，曉亭春望，蓮池泛舟，石橋

垂釣，小山叢竹，曲檻看花，深院讀書，陌田觀稼。7整個鄭家，與鄭家北郭園就都成

了竹塹的象徵也加值了這個地區的質感。 

      

地景的符碼與加值 

    有了八景，就像有了旅遊上作者力推的人情景點。它們就變成為文人墨客流寓各地

時的“打卡點”。寫八景詩，是到此一遊的心得。但八景詩卻不見得與八景有關係。頗

多是想像而來，即使八景景觀已改，仍有詩作。word 與 image 之間的距離，是要靠想像。

純想像的狀況也有，如雞籠積雪出現在高拱乾修的台灣府志。他不僅未曾親臨雞籠，積

雪的說法更是招來紛紛議論8。這想像，大致有兩種成分： 

1，投射作者心態 

                                                 
5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35。 
6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44。 
7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14。 
8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64。 



    以林逢原這位艋舺生員為例，他寫有淡北八景詩<戍台夕陽>。中法戰爭的慘烈只剩

傳說的揣想。一首可以加值硝煙想像的八景詩，在版印流傳後。鶴唳孤壘的景象是深深

烙印在讀者心中。高台矗立水雲邊，有客登臨夕照天。書字一行斜去雁，有帆六幅認歸

船，戰爭遺跡留孤壘。錯落新村下晚煙。山海於今烽火靖，白頭重話荷戈年9。 

2，偏鄉宦遊心情 

    朱仕玠<雞籠積雪>。朱氏未必見過雞籠積雪，但他肯定被強烈的東北季風刮過。積

雪的符碼，加值了他對雞籠嚴寒的認定。試上高樓倚畫欄，半空積素布晴巒。誰知海島

三秋雪，絕勝峨嵋六月寒。自有清光搖棨戟，翻疑餘冷沁冰紈。北來羈客鄉思切，時向

炎天矯首看10。 

   八景詩的出現說明了台灣好景觀被推銷。它們像是寓台的必流景點。由於它是土地

開發下的產物，會隨行政區的調整而改變。曾經風光的景點因氣候變異而消失，八景詩

卻根深蒂固在官吏士子的聯想中。即使未必親臨其地，詩作在半追憶半幻想中完成。但

至少八景詩山川草木之奇，非中土可循。詩的出現，就是認同感的開始。所以，在不知

不覺中，八景詩的創作，至今不衰。它們成為文化在地化，加值在地文化的表徵。 

 

真實的台灣 

    清朝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時，福州還珠氏鑒於台灣瘴氣重，衛生設施不佳，

勸導遊人應該「戒色慾，慎飲食」。以免客死異鄉。立了一塊客路需知碑。原本立於臺

北府署前，後移到台灣博物館碑林。. 

台灣內山外海，疊障重洋，地產煤礦，火燥之毒熾。時衝潮汐，風濕之氣，○舶縱橫。

征人輻輳，情關難越，爭趨翠陌之遊。旅館無聊誰醒黃梁之○，於是縱情花柳，恣啖肥

甘，豈知禍已伏於床幃，患即生於醉飽○○，既○身命隨之，口實過求，疾病繼之，客

於斯者往往內傷則喀血為災。外感○染疴莫挽飄泊，淪亡不知凡幾，揣其病源，近女色

風山為蟲，欲火煽○，津液易枯嗜炙，故噬嗑為○熱毒，內攻肝腸貽患，欲求保生之術，

惟○色慾節飲食為最要，苦口良口言，勒石布告信者從之獲福無量 

計開 

戒色慾  精洩則陽氣虛，陽氣虛則○○易入，或瘴疫或吐瀉挽救無從○，洩則陰火熾，

陰火熾則腎水內虧或喀血或失音，消磨殆盡，法○保固腎經為要，腎陽不虛無慮外感。

腎陰不損無慮內傷。 

慎飲食 燔炙食物最爍肺，金最動肝，木肺金貴潰肅金受爍必迫血，以○行肝木貴滋養，

木內煽必挾濕以化熱○地所以多喀血失音○痿諸病者皆血多食賜炙之欺也，可不慎哉 

光緒乙酉嘉平 福州還珠氏勒 

  碑文苦口婆心地一棒敲醒對台灣島抱浪漫想法的詩人騷客。稱這兒是火燥毒熾、縱

情花柳之處。福州還珠氏，無名。也許是位女士。對藥學醫理知之甚詳，尤其洞悉台灣

島上男盛女衰的歷史背景。火燥之島外，還瘴疫霍亂叢生。真不是一個適宜人居之處，

而且還勒石在府衙門口。這等於是個正式公文書，宣告且打擊這地的風評。出自還珠氏

                                                 
9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213。 
10  劉麗卿(2002)《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215。 



之筆，更顯母親之苦口婆心。相對於八景，這須知碑是重重打擊台灣的行銷成績。 

 

 

結論 

   代表性的地景，籍由組景題名的作法，一方面加值了地方的質感，同時也創造了一

個代表景點的符碼。符碼是明確的，才能進而去行銷它。黃色小鴨地景藝術，其最後操

作的價值也是行銷與加值。land art 的意義，會因為其浮動性而不斷被豐富化。這個單

元結束，更加確定地景會被修改、被遺忘、會不合時宜。但行銷、深化認同與加值的效

果會留下。去評論地景藝術時，不要忘了那符碼的明確是否足夠、是否有行銷的效果、

是否共鳴、如此才能評價它的加值效果。有了這番認識，我們更可以評斷到處可見的八

景風氣，是否有效。 

 

附錄： 

一，民國 95，110 周年紀念的北教大八景：百年鐘樓，懷舊禮堂，三水藝谷，羅馬廣場，

櫻花之林，香榭大道，魚戲蓮間，原民廣場 

二，從民國 58 年開始的壢中八景傳統： 

壢中八景 

民國 58 年 

重擬八景 

民國90 年 

票選十二景 

民國 95 年 

 

 椰坪迎旭 椰坪迎旭 校門廣場 

  巨屏相望 行政大樓與教學大樓 

銅馬嘶風 銅馬嘶風  銅馬嘶風 銅馬 

  紅瓦映碧 莊敬老樓 

 紅樓眺遠 憑欄眺遠 教學大樓五樓西側走廊 

  清園曉色 清靜園 

  大道林陰 成功大道(原油加利大道) 

 雨賢聽籟 松風聽籟 松風館 

 曲徑通幽 曲徑通幽 進思園 

亭畔聞鶯 亭畔聞鶯 亭畔聞鶯 壢中亭 

松花滴露 松濤觀鵲 松濤觀鵲 黑松林(松園) 

  丹塢白帆 大操場 

圓環朝旭   噴水池(龜池) 

古樹秋煙 古柏秋煙  莊敬老樓前老柏樹 

小塘夜月   圖書館前高台上舊有小池塘 

平疇曉霧   環西路、高速公路未建之前為無盡

稻田 

湖濱挹翠   小湖在高速公路外側，目前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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