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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運用「學習型組織-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

的方法，策畫班級校園彩繪活動，透過集體藝術創作的歷程，型塑並強化班級集體情感，藉

由彩繪校園的藝術裝置，建立學生與校園的情感連結，這份情感不因畢業後教室內擺設的異

動而消失，因為除了抽象的記憶，還存在著具體的藝術創作。101 年夏天，筆者帶領 29 位國

中畢業生，一起在校園裡彩繪一道牆，從無到有，一道名為「啟航」的牆正矗立在校園中，

11 個月來，這道牆持續延續班級的集體情感。希望此經驗分享能提供導師在班級經營上不一

樣的思考，多一點創意經營，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有美好的學習，昇華班級經營的教育目的。 

 

 

關鍵字：學習型組織、集體情感、校園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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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們一起在百齡高中畫的牆─以集體創作型塑班級延續性的集體情感 

 

翁憲章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教師 

 

壹、緒論 

多年的教學經驗裡，許多孩子們在畢業後經常會回來這曾經熟悉的校園，為了看看陪伴

他成長的老師們，跟老師訴說他的近況，或是想在校園裡尋找曾經擁有的記憶，然一千多個

日子由師生攜手費心經營的教室樣貌已不在，心想「如果有一天，孩子們回到百齡，找不到

熟識的老師，而教室已不是當年的教室，諾大的校園竟連一絲熟悉感都沒有，此時，孩子們

的心一定是落寞的。」這不只是想像，而是真實發生在校園的故事。 

99 年 8 月接任國七新生班導師再次展開為期三年的導師生活，對於這個令人感傷的問

題，我必須有所作為，但能做甚麼?當下我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想法。終於，在畢業前半年產生

具體的構念，歷經 1 個半約月的籌畫與實作，完成了一道我們一起畫的牆「啟航」。 

貳、 活動架構 

 一、 活動名稱：「美畫齡園，記憶永遠」校園彩繪活動 

 二、 活動目標：透過集體藝術創作展現美術班學生專長，挑戰與超越自我，並型塑班級

具延續性的集體情感，讓孩子們真誠的情誼以及對學校的情感不因畢業

而停止。 

 三、 學生背景：百齡國中部美術班，筆者導師班，學生數 29 人，男學生 9 人、女學生 20

人，25 人於 101 年 4 月經多元升學管道錄取各高中職，4 人於 101 年 8

月亦順利升學，總體升學表現為—高中美術班 21 人(公立 17 人、私立 4

人)、公立高中普通班 5 人、公立高職 3 人(其中 1 人為美術相關)，就讀

美術班或相關科別學生 22 人，超過全班學生四分之三，顯見本班學生不

僅具有美術專長更熱愛美術。 

 四、 問題類型：國中三年已辦理校慶鬼屋、校外寫生、校外班遊……等班級共同活動，

然這些煙火式的活動多隨著活動結束而漸漸被遺忘，學生畢業在即，尚

缺乏具情感延續性的班級活動。 

 五、 情境說明：101 年 2 月農曆年期間，帶著妻小回到故鄉-雲林縣虎尾鎮，在友人的介

紹下來到虎尾鎮北溪里彩繪剪紙意象村(虎尾彩虹村) 見圖（一），簡單

的線條與顏色就可以創造出豐富的意涵，讓這小村子有了濃濃的年味、

人情味與強勁的生命力，這應該可以移植到美術班的班級經營活動上，

一個巨型創作的圖像在腦海中浮現，我想我知道該做甚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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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虎尾鎮北溪里彩繪剪紙意象村 

 六、 採行策略：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認為學習型組織有五項修練「自我超越、改善

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郭進隆譯，2007)( 原

著出版於 1990)
 1
。班級也應是學習型組織，為了讓班級經營活動更具永

續的教育意義，即依學習型組織思維擬定五個策略。 

(一) 再現畫畫熱忱 

    孩子們擁抱著一股對美術的熱忱與夢想進入美術班，在系統化的美術教育下養

成具備美術專長的美術人，卻也在升學制度下磨去了一些單純的繪畫動機，唯有在

純粹畫而畫才能找出回那分最真的畫畫熱忱，再次超越自我。「美畫齡園，記憶永遠」

活動就在這個理念下發想，美術班的孩子們，畫出百齡校園的美，這美麗的集體繪

畫創作將長存於百齡校園甚至孩子們的心中。 

(二) 做不一樣的事 

    多數人的一生多習慣重複在做熟悉與理解的事，重複同一條路上下班、經常到

同一家餐廳用餐，太多的事一直重複發生，這種保守的模式會讓一個人永遠只做熟

悉的事，相對的永遠無法做到另一部分，更遑論創新的學習與產出。教師班級經營

應該試著做不一樣的事，不能只是重複以前做過的，繪畫這件事也可以不一樣，

希望這大膽的嚐試能帶給孩子最好的學習，也能影響更多教師以不同的思維摸式來

面對班級經營。 

(三) 凝聚共識願景 

    面臨全球性的挑戰，我們的孩子應該具備未來所需的能力，創造力與團隊合作

能力即為其二，唯有凝聚共識整合願景，擁有全班學生的力量才能夠迎接挑戰，以

最大的團隊力量形成強大的創造力，進而完成這國中生活最後階段的重要學習。在

期初班級親師座談會宣告這個計畫，企求家長的認同與指導，班親會一致認同本活

動，並允諾負擔相關經費支出。利用班會時間跟孩子們訴說導師的活動目標，聆聽

孩子們的想法，畢竟對任教數學的導師而言，畫畫這件外行事需要借重孩子們的美

術專業才能確保目標的達成，全班共同的願景就在幾次對話後悄然形成，實踐步驟

也有了較清晰的輪廓。 

                                                      
1
彼得．聖吉(2007)。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訪全紀念版) (郭進隆譯)。出版地點：台北：天下文

化。(原著出版於 1990） 



 

3 

(四) 建置分享平台 

    行動展開後不久孩子們就要畢業了，為了讓孩子、家長與其他師生了解我們的

進度，即建置一專屬臉書平台分享每日工作規劃與進度，也可以為本活動寫日記。

孩子們可依公布的資訊決定參與的工作部份，家長們掌握工作實況就能放心讓孩子

回來學校，其他師生也能知悉我們努力的過程，寶貴經驗得以記錄與傳承，事後得

知已有老師開始規劃另一次校園裝置藝術計畫。 

(五) 整體化的思考 

    學校是一個完整且縝密的組織，牽一髮而動全身，班級經營為其重要一環，活

動的規劃亦需從學校整體來思考。本校以培育學生具備「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

隊合作、藝術涵養、國際視野」等 5 大關鍵能力，實踐「多元百齡，培育群英；優

質百齡，永續精進」的願景。這次活動即將 5 大關鍵能力作為設計圖稿的重要元素，

並以培育學生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與藝術涵養為目標，希望班級的集體創作不僅榮

耀班級更能讓學校增添亮點。 

參、 活動流程 

 一、 活動發想：透過正式的班級親師座談會、班級會議(師生)與非正式的對話，並徵詢具

裝置藝術相關背景家長的建議後，選定學校操場一道長 10 公尺、高 3 公

尺的牆作為彩繪標的物，並確定活動方針。 

 二、 行政報備：因施作範圍已超出班級教室，且彩繪後將改變現狀，所以需先與行政溝

通報備，以免因考量不週讓活動被迫暫停。提出我們的構想，說明設計

元素將融入校本 5 大關鍵能力且兼顧國、高兩部，會負責相關善後復原

工作等，我們的想法不僅被行政認可，校長還答應材料費應由學校相關

費用支應。 

 三、 活動計畫：101 年 4 月，班上多數的孩子都已順利錄取高中職之際，正式提出「美畫

齡園，記憶永遠」計畫(如下)，讓全班學生與家長清楚未來的活動期程，

並公開徵求設計圖稿。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國中部 913 美術班 101 學年度 

「美畫齡園，記憶永遠」計畫 2013/04/29 

 一、 參加對象：9913 美術班學生(99 年入學 102 年畢業) 

 二、 經費來源：9913 美術班學生班級費，不足部分擬由班親會或學校支應。 

 三、 期程規畫： 

 4 月 5/1~5/10 5/11~5/20 5/21~5/31 6/1~6/10 6/11~6/20 

徵稿 ~5/10     

經費估算 ~5/20    

行政評選/修稿   ~5/20    

用具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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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工程    除舊漆、上底漆、草稿  

第二階段工程     
著色、上保

護漆 

 四、 設計方針：主題設計需符合本校學生學習架構(如下)，並需經校長或行政會議議

決。學生 2~4 人一組設計，並需附上 100 字以內之理念說明。(長 1002 寬 20 高 300cm)  

 

 四、 彩繪行動： 

 (一)、 工安第一：班級活動除了教育意義外，安全第一這件事是不可忽略的聖經，為

此擬定如下之施工須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且人員皆平安。 

施工須知：施工前講習與施工中注意須知 

1. 上午施工集合時間 0830、下午施工集合時間 1300，建議著輕便衣服(衣服可能會

髒喔)；建議自備，帽子、毛巾、飲水器具、乾淨替換衣物、健保卡、午餐費。 

2. 施工前，請注意身體狀況，做好工具準備後始得開工。 

3. 施工中，請注意安全隨時補充水分，嚴禁恣意離開現場；若遇突發性下雨，請依

施工後之需之應變。 

4. 施工後，需確實做好環境整理，現場嚴禁棄置任何廢棄物；帆布需收下並將巨石

靠近牆面；工具須確實清潔並收納妥適，部分工具請集中於二樓九導辦公室。 

午餐事宜，擬於二樓九導辦公室用餐休息，原則上午餐自費，另由班費支應飲品費用。 

 (二)、 臉書平台：臉書是學生畢業後師生、親師間即時互動平台，每天將參與當日工

程的學生名單與照片上網公布於「美畫齡園，記憶永遠」專屬臉書平台

如圖(二)，讓家長知悉孩子在校的情況，平台上亦有天氣預報與翌日施

工須知等公告，讓因故未返校的學生能掌握相關進度。 

 

圖(二) 「美畫齡園，記憶永遠」專屬臉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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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材料採購：當設計圖稿(圖三)完成並經行政認可後，隨即針對圖稿各顏色所佔面

積，依孩子美術調色專業，徵詢家長工程專業後，估算出白色、藍色、

紅色、綠色、咖啡、黃色與黑色共七種顏色所需油漆量，另家長還熱心

介紹物美價廉的良心店家，讓我們將油漆與其他刮刀、砂紙、手套等用

具一併採購完成。 

 

圖(三)彩色設計圖原稿 

 (四)、 清除、批土與上底漆：牆面上留有原有斑駁的舊漆，且局部凹凸不平，須予以

清除舊漆、批土磨平與重上底漆後才能作畫，如圖(四)的這些事對這群國中生而言是

全然陌生的事，先親自示範後孩子們才能依序上工。 

  
清除舊漆 批土磨平 

   
上底漆 

圖(四) 清除、批土與上底漆 

 (五)、 意外狀況一：這道牆與操場後方圍牆間因有樹蔭等原由，附近蚊蟲甚多，第二

個工作天筆者與多位學生皆遭受蚊蟲無情攻擊，為此，緊急準備防蚊液並建議易遭

受蚊蟲叮咬的學生盡量著長袖衣物(天氣炎熱頗為不適)。 

 (六)、 意外狀況二：戶外施工受限於天氣因素甚大，對此除隨時透過網路氣象預報掌

握最新天氣資訊外，亦架設藍白帆布遮陽避雨，初期僅利用學校現有帆布請工友協

助架設一部份，但一陣午後西北雨，讓打好的白色底漆遭受損害，為避免類似情事

再發生，即再採購一藍白帆布擴大遮蔽範圍，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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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協助架設帆布 初期帆布覆蓋情形 調整後帆布覆蓋情形 

圖(五) 架設藍白帆布 

 (七)、 底圖打稿：將圖稿畫在紙張上是件容易的事，但將圖稿畫在長 10 公尺、高 3 公

尺的牆上難度頗高，曾經想過用單槍投影，然施工處沒有電源，且校內活動式單槍

無法投影出如此巨大畫面。最後採取如圖(六)分區域打稿方式施作，將原圖稿與牆面

各平分成 16 個區域，再分工將各區域圖稿線條畫出來。 

 

黑白打稿用設計圖 分工說明 分區打稿 

圖(六)底圖打稿施作 

 (八)、 分部上色：如圖(七)上色時不再採取打底圖的區域分工，因同一物體顏色有其完

整不易分割之特性，所以採取依物件部位作為上色分工之依據，將學生分成數個小

組，每個小組按部位大小、難易度分配工作人數。 

 

圖(七)調色與分部位分工上色 

 (九)、 滿是歡樂：從開始清除、批土與上底漆，一直到 6 月 17 日完工日，如圖(八)這

十幾天我們一起在風吹、雨淋、日曬與蚊子叮咬下度過，我們沒有埋怨，因為我們

擁有共同的願景與集體情感。過程中歡樂一籮筐如圖(九)，人生中第一次刷油漆值得

一笑，油漆指甲彩繪真好笑，辛苦工作後一杯清涼飲料歡樂無限……，總之一切都

是歡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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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就是艷陽天 午後大雨將至 

圖(八) 風吹、雨淋又日曬 

 

 

 
圖(九)歡樂一籮筐 

 (十)、 大功告成：從 101 年 5 月 31 日開工後，歷經 6 月 4 日的畢業典禮、6 月 10 日的

6 小時歡唱 KTV 及謝師宴，終於到了 6 月 17 日完工日，隨然期待出自 9913 美術班

的集體創作儘快完成，但卻又不希望這個活動結束，施工期間許多孩子每個工作日

都來報到，一點畢業的感覺都沒有，隨著活動結束畢業將成為事實。歷經兩周的風

吹雨打日曬蚊叮，我們 9913 的夢想實現了，這片寬 10 公尺、高 3 公尺的牆，或許

多年後牆上的畫會剝落，但將會長存在我們的記憶中，9913 的孩子們，這就是，那

一年我們一起畫的牆「啟航」! 如圖(十)，圖畫中兼顧本校高國中學生校服的顏色，

2 位高中生分別駕駛飛機與船、2 位國中生一位演奏樂器一位在游泳，另一位坐在火

車上正在閱讀的則兼容國高中的元素，「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藝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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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國際視野」等 5 大校本關鍵能力一一呈現在畫中，這幅創作將引領齡園學子踏

出校園航向世界! 

 
圖(十) 5 大校本關鍵能力的「啟航」彩繪創作屹立於齡園操場邊 

 (十一)、 情感聯繫：完成後的這道牆，我們寫下 9913-百齡第 18 屆美術班每個人的

名子如圖(十一)，拍一張歡樂大合照告訴大家，這是「那一年，我們一起在百齡高中

畫的牆」，從此留在這裡的一切將成為我們最美的集體記憶，也將聯繫著彼此的情

感，延續 3 年來共同經營的美好。 

 

 
圖(十一)簽名後拍張歡樂大團照(校長主任秘書都來見證，旁邊有幾位家長未入境) 

肆、學生與家長的回饋 

我問孩子說：「你非常認同且喜歡"美畫齡園 記憶永遠"這個活動嗎？」全班同學都回答：

「非常喜歡」。孩子們與家長也在臉書寫下他們的想法： 

萬 O 筠(學生) 

能夠在畢業後跟這群人一起合作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國中畢業後最值得回憶的一

件事覺得可以說是為國中的自己畫下完美的句點 

Belinda Chou (家長) 201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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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老師好棒又帶領孩子完成壯舉! 海陸空全出動了! 涵義很好! 祝百齡畢業學子前

途遠大, 無論在哪個領域都出類拔萃! 

李 O 雄(家長) 2013 年 6 月 17 日  

太厲害了! 

王 O 彤(學生) 

 9913 最棒了！d(^_^o) 

9913 的孩子們回到百齡總會不自主地到操場走走看看，101 年 12 月 31 日，發生了一件

神奇的事，相約去跨年的孩子們一起回到這道牆前面，拍下 101 年最後一張合照如圖(十二)，

這就是我要的，一道有情感的牆！ 

 
圖(十二) 101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11 點孩子們於彩繪牆前合照 

伍、結語 

或許你我都一樣，但是，人生可以不一樣，只要願意，一個夢想，一點行動，一些

堅持，一股傻勁，真的就不一樣了，或許一切就是這樣。我在 101 年 6 月 17 日寫下這段

話，為這件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傻事作註解，我們一直要孩子有創意，要勇於嘗試，但是

往往老師就是最沒創意、最保守的，班級是師生共同教學、學習、生活和成長的環境，

導師是班級的主導人物和靈魂人物，期許每一位兼任導師的教育工作者，都能用更具開

創性的作為，帶給孩子們最棒的體驗與學習，讓辛苦經營 3 年的集體情感得以延續，這

個價值是無限大的。 

陸、參考文獻 

1. 彼得．聖吉(2007)。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訪全紀念版) (郭進隆譯)。出版

地點：台北：天下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0） 


	多年的教學經驗裡，許多孩子們在畢業後經常會回來這曾經熟悉的校園，為了看看陪伴他成長的老師們，跟老師訴說他的近況，或是想在校園裡尋找曾經擁有的記憶，然一千多個日子由師生攜手費心經營的教室樣貌已不在，心想「如果有一天，孩子們回到百齡，找不到熟識的老師，而教室已不是當年的教室，諾大的校園竟連一絲熟悉感都沒有，此時，孩子們的心一定是落寞的。」這不只是想像，而是真實發生在校園的故事。
	99年8月接任國七新生班導師再次展開為期三年的導師生活，對於這個令人感傷的問題，我必須有所作為，但能做甚麼?當下我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想法。終於，在畢業前半年產生具體的構念，歷經1個半約月的籌畫與實作，完成了一道我們一起畫的牆「啟航」。
	一、 活動名稱：「美畫齡園，記憶永遠」校園彩繪活動
	二、 活動目標：透過集體藝術創作展現美術班學生專長，挑戰與超越自我，並型塑班級具延續性的集體情感，讓孩子們真誠的情誼以及對學校的情感不因畢業而停止。
	三、 學生背景：百齡國中部美術班，筆者導師班，學生數29人，男學生9人、女學生20人，25人於101年4月經多元升學管道錄取各高中職，4人於101年8月亦順利升學，總體升學表現為—高中美術班21人(公立17人、私立4人)、公立高中普通班5人、公立高職3人(其中1人為美術相關)，就讀美術班或相關科別學生22人，超過全班學生四分之三，顯見本班學生不僅具有美術專長更熱愛美術。
	四、 問題類型：國中三年已辦理校慶鬼屋、校外寫生、校外班遊……等班級共同活動，然這些煙火式的活動多隨著活動結束而漸漸被遺忘，學生畢業在即，尚缺乏具情感延續性的班級活動。
	五、 情境說明：101年2月農曆年期間，帶著妻小回到故鄉-雲林縣虎尾鎮，在友人的介紹下來到虎尾鎮北溪里彩繪剪紙意象村(虎尾彩虹村) 見圖（一），簡單的線條與顏色就可以創造出豐富的意涵，讓這小村子有了濃濃的年味、人情味與強勁的生命力，這應該可以移植到美術班的班級經營活動上，一個巨型創作的圖像在腦海中浮現，我想我知道該做甚麼了!
	六、 採行策略：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認為學習型組織有五項修練「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郭進隆譯，2007)( 原著出版於1990) 0F 。班級也應是學習型組織，為了讓班級經營活動更具永續的教育意義，即依學習型組織思維擬定五個策略。
	(一) 再現畫畫熱忱     孩子們擁抱著一股對美術的熱忱與夢想進入美術班，在系統化的美術教育下養成具備美術專長的美術人，卻也在升學制度下磨去了一些單純的繪畫動機，唯有在純粹畫而畫才能找出回那分最真的畫畫熱忱，再次超越自我。「美畫齡園，記憶永遠」活動就在這個理念下發想，美術班的孩子們，畫出百齡校園的美，這美麗的集體繪畫創作將長存於百齡校園甚至孩子們的心中。
	(二) 做不一樣的事     多數人的一生多習慣重複在做熟悉與理解的事，重複同一條路上下班、經常到同一家餐廳用餐，太多的事一直重複發生，這種保守的模式會讓一個人永遠只做熟悉的事，相對的永遠無法做到另一部分，更遑論創新的學習與產出。教師班級經營應該試著做不一樣的事，不能只是重複以前做過的，繪畫這件事也可以不一樣，希望這大膽的嚐試能帶給孩子最好的學習，也能影響更多教師以不同的思維摸式來面對班級經營。
	(三) 凝聚共識願景     面臨全球性的挑戰，我們的孩子應該具備未來所需的能力，創造力與團隊合作能力即為其二，唯有凝聚共識整合願景，擁有全班學生的力量才能夠迎接挑戰，以最大的團隊力量形成強大的創造力，進而完成這國中生活最後階段的重要學習。在期初班級親師座談會宣告這個計畫，企求家長的認同與指導，班親會一致認同本活動，並允諾負擔相關經費支出。利用班會時間跟孩子們訴說導師的活動目標，聆聽孩子們的想法，畢竟對任教數學的導師而言，畫畫這件外行事需要借重孩子們的美術專業才能確保目標的達成，全班共同的願景就在...
	(四) 建置分享平台     行動展開後不久孩子們就要畢業了，為了讓孩子、家長與其他師生了解我們的進度，即建置一專屬臉書平台分享每日工作規劃與進度，也可以為本活動寫日記。孩子們可依公布的資訊決定參與的工作部份，家長們掌握工作實況就能放心讓孩子回來學校，其他師生也能知悉我們努力的過程，寶貴經驗得以記錄與傳承，事後得知已有老師開始規劃另一次校園裝置藝術計畫。
	(五) 整體化的思考     學校是一個完整且縝密的組織，牽一髮而動全身，班級經營為其重要一環，活動的規劃亦需從學校整體來思考。本校以培育學生具備「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國際視野」等5大關鍵能力，實踐「多元百齡，培育群英；優質百齡，永續精進」的願景。這次活動即將5大關鍵能力作為設計圖稿的重要元素，並以培育學生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與藝術涵養為目標，希望班級的集體創作不僅榮耀班級更能讓學校增添亮點。
	一、 活動發想：透過正式的班級親師座談會、班級會議(師生)與非正式的對話，並徵詢具裝置藝術相關背景家長的建議後，選定學校操場一道長10公尺、高3公尺的牆作為彩繪標的物，並確定活動方針。
	二、 行政報備：因施作範圍已超出班級教室，且彩繪後將改變現狀，所以需先與行政溝通報備，以免因考量不週讓活動被迫暫停。提出我們的構想，說明設計元素將融入校本5大關鍵能力且兼顧國、高兩部，會負責相關善後復原工作等，我們的想法不僅被行政認可，校長還答應材料費應由學校相關費用支應。
	三、 活動計畫：101年4月，班上多數的孩子都已順利錄取高中職之際，正式提出「美畫齡園，記憶永遠」計畫(如下)，讓全班學生與家長清楚未來的活動期程，並公開徵求設計圖稿。
	四、 彩繪行動：
	(一)、 工安第一：班級活動除了教育意義外，安全第一這件事是不可忽略的聖經，為此擬定如下之施工須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且人員皆平安。
	(二)、 臉書平台：臉書是學生畢業後師生、親師間即時互動平台，每天將參與當日工程的學生名單與照片上網公布於「美畫齡園，記憶永遠」專屬臉書平台如圖(二)，讓家長知悉孩子在校的情況，平台上亦有天氣預報與翌日施工須知等公告，讓因故未返校的學生能掌握相關進度。
	(三)、 材料採購：當設計圖稿(圖三)完成並經行政認可後，隨即針對圖稿各顏色所佔面積，依孩子美術調色專業，徵詢家長工程專業後，估算出白色、藍色、紅色、綠色、咖啡、黃色與黑色共七種顏色所需油漆量，另家長還熱心介紹物美價廉的良心店家，讓我們將油漆與其他刮刀、砂紙、手套等用具一併採購完成。
	(四)、 清除、批土與上底漆：牆面上留有原有斑駁的舊漆，且局部凹凸不平，須予以清除舊漆、批土磨平與重上底漆後才能作畫，如圖(四)的這些事對這群國中生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事，先親自示範後孩子們才能依序上工。
	(五)、 意外狀況一：這道牆與操場後方圍牆間因有樹蔭等原由，附近蚊蟲甚多，第二個工作天筆者與多位學生皆遭受蚊蟲無情攻擊，為此，緊急準備防蚊液並建議易遭受蚊蟲叮咬的學生盡量著長袖衣物(天氣炎熱頗為不適)。
	(六)、 意外狀況二：戶外施工受限於天氣因素甚大，對此除隨時透過網路氣象預報掌握最新天氣資訊外，亦架設藍白帆布遮陽避雨，初期僅利用學校現有帆布請工友協助架設一部份，但一陣午後西北雨，讓打好的白色底漆遭受損害，為避免類似情事再發生，即再採購一藍白帆布擴大遮蔽範圍，如圖(五)。
	(七)、 底圖打稿：將圖稿畫在紙張上是件容易的事，但將圖稿畫在長10公尺、高3公尺的牆上難度頗高，曾經想過用單槍投影，然施工處沒有電源，且校內活動式單槍無法投影出如此巨大畫面。最後採取如圖(六)分區域打稿方式施作，將原圖稿與牆面各平分成16個區域，再分工將各區域圖稿線條畫出來。
	(八)、 分部上色：如圖(七)上色時不再採取打底圖的區域分工，因同一物體顏色有其完整不易分割之特性，所以採取依物件部位作為上色分工之依據，將學生分成數個小組，每個小組按部位大小、難易度分配工作人數。
	(九)、 滿是歡樂：從開始清除、批土與上底漆，一直到6月17日完工日，如圖(八)這十幾天我們一起在風吹、雨淋、日曬與蚊子叮咬下度過，我們沒有埋怨，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願景與集體情感。過程中歡樂一籮筐如圖(九)，人生中第一次刷油漆值得一笑，油漆指甲彩繪真好笑，辛苦工作後一杯清涼飲料歡樂無限……，總之一切都是歡樂的。
	(十)、 大功告成：從101年5月31日開工後，歷經6月4日的畢業典禮、6月10日的6小時歡唱KTV及謝師宴，終於到了6月17日完工日，隨然期待出自9913美術班的集體創作儘快完成，但卻又不希望這個活動結束，施工期間許多孩子每個工作日都來報到，一點畢業的感覺都沒有，隨著活動結束畢業將成為事實。歷經兩周的風吹雨打日曬蚊叮，我們9913的夢想實現了，這片寬10公尺、高3公尺的牆，或許多年後牆上的畫會剝落，但將會長存在我們的記憶中，9913的孩子們，這就是，那一年我們一起畫的牆「啟航」! 如圖(十)，...
	(十一)、 情感聯繫：完成後的這道牆，我們寫下9913-百齡第18屆美術班每個人的名子如圖(十一)，拍一張歡樂大合照告訴大家，這是「那一年，我們一起在百齡高中畫的牆」，從此留在這裡的一切將成為我們最美的集體記憶，也將聯繫著彼此的情感，延續3年來共同經營的美好。
	肆、學生與家長的回饋
	我問孩子說：「你非常認同且喜歡"美畫齡園 記憶永遠"這個活動嗎？」全班同學都回答：「非常喜歡」。孩子們與家長也在臉書寫下他們的想法：
	9913的孩子們回到百齡總會不自主地到操場走走看看，101年12月31日，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相約去跨年的孩子們一起回到這道牆前面，拍下101年最後一張合照如圖(十二)，這就是我要的，一道有情感的牆！
	伍、結語
	或許你我都一樣，但是，人生可以不一樣，只要願意，一個夢想，一點行動，一些堅持，一股傻勁，真的就不一樣了，或許一切就是這樣。我在101年6月17日寫下這段話，為這件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傻事作註解，我們一直要孩子有創意，要勇於嘗試，但是往往老師就是最沒創意、最保守的，班級是師生共同教學、學習、生活和成長的環境，導師是班級的主導人物和靈魂人物，期許每一位兼任導師的教育工作者，都能用更具開創性的作為，帶給孩子們最棒的體驗與學習，讓辛苦經營3年的集體情感得以延續，這個價值是無限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