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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與板書書寫

余 崇 生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我們知道課堂教學藝術是從老師的備課、講解、板書及組織等匯集而成

的，於是我們也可以說老師在課堂上講解時應該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活動，這
種綜合性的課堂教學活動，其重心目標鮮明、層次清楚、重點突出及結構完

整，且在教學的內容、方法、手段及形式等各要素均能有機地互為聯繫，讓學
生能得到一個條理明晰的理解與認識，而就板書的功能上來說，應該是最基礎

的。然而在現階段科技技術十分的發達，教學媒體工具也日漸變化，那麼傳統
媒體──板書的書寫應用是否會隨之被替代呢？其實不然，因為高質量的板書

對於提示教學內容，引導學生思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等方面都有極重要的效
果，於是對一般準備投入教學行列的同學來說，板書的認識與書寫都應該要有

一定程度的基本能力！

關鍵詞：板書、藝術、毛筆、硬筆、線條、文字、黑板、粉筆、視覺。

壹、板書的定義與功能

板書是老師在課堂講課時，在黑板上

寫的文字，同時它也是老師在講解課文時
主要的輔助，而這應該就是板書的最基本

定義。當然現在由於科技發達，在教學的
輔助或說明多被電器媒體器材所替代，雖

然如此，但是如果要讓重點在課堂教學上
得到即時表達或強調，以收疏解與雙向互

動的話，板書就是一種最具方便的教學工

具了。再而若我們從廣義面而言，板書除
了作為老師課堂上的輔助工具外，它更是

老師在講課構思中的藝術結晶，也是學習
感知信息的視覺指引。

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好的板書，再構
思設計時，它必須具有啟發性，在書寫時

的每個字、詞、句都要能有啟發及聯想
性，如此方能引起學生對課文或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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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更深遠的推理及想像！

由於板書的書寫是要靠文字、圖表、
線條等的嚴密安排，充分利用黑板的有限

版面，當然在這過程中，有一項不可忽視
的就是老師在寫字時必須穩而準，快又

好，關於這點說來甚為簡單，但是實踐起
來並非容易。就簡單來說，在黑板上寫字

時最起碼要注意的是清晰、勻稱、完整、
美觀及大方，這樣對學生來講才方便劄記

理解老師所要說明的內容重點所在。所以
在這裡就很清楚地說明了板書的書寫在教

學活動中是件重要的事情了。然而在此或
許有人會問說，板書在〈語文科教學研

究〉裏卻未曾提及板書方面的問題，大部
分都是在〈寫字教學〉及〈了解字義〉方

面的知識，其實在寫字教學目標中，對國
字的字體結構方面，多少作了概括性的介

紹，只是其中所介紹的是用硬筆書寫，而
不是以粉筆在黑板上書寫的不同而已。

然而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板書書寫
時所用的相關材料，簡單的就是黑板、粉

筆及板擦。它和使用鋼筆〈硬筆〉和毛筆
〈軟筆〉是大不相同的。粉筆它較短，容

易折斷，筆鋒隨筆身的磨損不斷的變化，
所以，當我們書寫時就應該注意依照其特

性去靈活運用，手指捏緊粉筆，手臂移動
平穩，用力均衡，同時還必須不斷轉動筆

身，這樣寫起字來才會自然流暢，工整秀
麗，否則就會呈現線條不一致，更嚴重的

還會影響到整個字在結構上的勻稱美感！

貳、板書與毛筆書寫原理同源

在前文已提及板書、硬筆及毛筆的書

寫，其實都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這三者
的書寫原理則可說都來自同一個源頭，若

說得明白一點，板書的書法藝術應該是源
自書法的理論基礎而來。關於這個概念書

家施隆民教授有很清楚的分析說：「板書
的字，在筆畫效果上，當然不能如毛筆

字，但是筆畫的概念，都是可以和毛筆字
一致的。」（參見市師輔導中心出版《語文

之鑰》一書中「如何提昇能力」一文）的
確是如此。除此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舉

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以上這個同源的概
念，比如說，毛筆書法講線條的組合、造

型、行氣、協調、均衡、章法、呼應、對
比及點畫形態等，然在板書的書寫技巧原

理方面同樣要講到這些原理。當然在這裏
還有一點，不可忽略的，那就是不論板書

或毛筆書法的書寫對象都是漢字，那麼板
書的書寫方法技巧自然也脫離不開書法的

書寫基本概念與原理了。
不論如何，平時我們在練習板書時，

最好能夠瞭解書法的基本字體的點畫形態
以及字體的結構，比如點、橫、豎、撇、

捺、鉤、挑、折及一些「病勢」，如：點
如牛頭、橫如柴擔、豎如竹節、蜂腰、捺

如散尾等。如果學者能清楚認識軟筆字的
一些基本筆法技巧，那樣再互為揣摩而融

會貫通地表達在板書的書寫上的話，相信
那樣學習起來會收到更圓熟的效果的！

參、板書的執筆及書寫技巧

我們知道平時在用毛筆寫字時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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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是筆、墨、硯及紙。然而板書的書寫

則主要是黑板和粉筆，在書寫工具方面可
以說是最簡單的，但是在教學活動上則是

最為普遍且靈活的。雖然如此，如果在書
寫時沒有掌握書寫要領及基礎的訓練的

話，那是很難達到自然流暢，勻稱整齊的
境地的。至於如何訓練和理解其中的竅門

呢？首先須要理解國字筆畫〈參考附錄
一〉規矩，更要熟悉我國國字的字形結構

〈參考附錄二〉。可是在這裏必須說明的
是，在國字的形體結構方面，因各書法字

的筆性不同，各有其獨特的風格及筆法，
由於這樣而往往自創新體。書家所寫的字

多偏於個性藝術作品，這主要在欣賞其書
寫的工力及神韻，比如梁武帝在評論王右

軍的書法時就說：
右軍書法，點畫之工，裁成之妙，姻

霞霧結，狀若斷而後連，鳳鸞翥翔，勢若
斜而反而，觀之不覺倦，覽之莫識其端。

又、蘇東坡對王右軍也有這樣的評論
說：

鍾〈鍾繇〉、王之跡、蕭散簡遠，妙
在筆墨之外。

就以上所引的書法評語中的所謂「姻
霞霧結，狀若斷而後連」及「蕭散簡遠，

妙在筆墨之外」等均可說是靈妙性，若虛
若實方面書法評語，而至於板書基礎上雖

然與書道的概念相近，但在評量與賞析上
則重在字型架構及正誤的偏差方面，我們

知板書畢竟是屬於教學輔助的一環，所以
老師所要表達的就是力求正確、工整與俊

秀的書寫技巧！
板書既然是在講求確實性，不像書法

的書寫可以講省略或蕭散，這又是兩者間

雖原理相同而實務又相異的地方。為此有
關板書的認識和理解，以下擬列出相關書

寫原則與要領以資參考：
大拇指、食指與中指做成一圓形，用

其上指端相對地按穩粉筆。
因為粉筆較短，不像硬筆，所以粉筆

的前端朝上，後段朝下深入手掌心中。
在書寫時，無名指與時只要相互支

持，互相靈活移動，力量要注意均衡，這
樣粉筆才不會折斷。（見附圖一）

瞭解了粉筆的執法後，其次要注意在
黑板書寫的情形，當在舉手書寫時，身體

最好微側在黑板前距離約五十或六十公
分，而右腳在前，左腳在後，這樣當在書

寫時比較站得穩，同時就是手臂上下移動
時也來得靈活便捷！

板書的作用是輔助授課，突顯所要講
解的主題及內容，這樣可以集中學生的注

意力，激發學習興趣，以及增加記憶的效
果。於是在書寫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它的一

附圖一、粉筆的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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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設計技巧。現大致略舉如下：

字體大小適中，筆畫線條要明顯，避
免潦草零亂。

書寫內容層次分明，重點突出，直寫
則由上而下，由右而左，若橫寫則由左而

右，由上而下，排列整齊，井然清楚。
同學初為人師者往往沒寫幾行字就顯

疲憊不堪，這並非體力衰弱，而主要是在
執筆上的問題。傳統書法由於是懸腕或枕

腕，全取決於字體之大小。而板書在書寫
時手腕，前臂的移動幅度較大，於是容易

疲勞，力不及持，而導致字體筆畫軟弱，
行氣歪斜不齊的現象，所以執筆與書寫姿

勢要正確。
其實一個好的板書，在書寫時字體須

端正清楚，能夠把所要表達、補充的課本
內〈外〉之簡明地舉例，突出教學重點，

老師在課堂上若能掌握這些原則與板書書
寫的技巧，那麼除了在口頭的講授外，更

能讓學者從另一個視點得到深刻的效果與
印象！

肆、板書──多樣化的視覺
藝術

就一般的認識而言，藝術的魅力就是
形象的魅力，若從廣義來講，其實板書的

書寫應該算是屬於這範疇中的一環，也就
是說在某些實用性方面，板書所呈現的是

教學藝術與觀念的傳遞和表達，它是屬於
有機且多樣化的。

當然在目前的類別與功用極為繁多，
在功用方面，用於語文科字音、詞意的疏

解，字體結構的正誤書寫與認識等，而至

於其他如數理、史地、美術、音樂等課

程，更有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與運用了。然
而在教學用具不斷變革的今天，前面所提

及的傳統板書的樣式已有所新變，多為輕
巧方便，所以「板」的概念，在今天應不

專指「黑板」一個簡稱了，其形狀有大有
小，質地色澤則有黑色有藍色，而教室裏

所用的教學板，除了固定設置的大板外，
由於方便教室布置的方便，更有所謂「掛

板」、「磁性板」或「屏幕板」的配置了！
當然板書主要的是為老師講課時的輔

助教具，所以它是要隨著講課進度而適時
書寫，不可提前或過遲，其實最好是邊講

邊寫，這樣可以讓學生思考，記憶，甚或
聯想而達到啟發的學習效果。除外倘若站

在教學的實用與經濟面來講，板書雖屬傳
統媒體，但是它的功能，普遍及經濟等方

面，自有其不可忽視之處。當瞭解板書的
特殊性後，接下來讓我們來探討板書的相

關藝術美學問題。
板書具體而言，它是老師在課堂教學

中，為了要達到某種教學目的的一種書面
語言，所以在過程中老師需要生動地將個

人的思想與意見表達出來，於是其中或許
就要富含著深淺不一的情感或技巧。這情

感與技巧的融會後所呈現的，在聆聽者看
來就是一種綜合藝術，而這樣單純性的綜

合類藝術，若將它列為視覺藝術的範疇
中，其實也應該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然而不論哪一類藝術在表達與呈現的
時候，總要有它的基本素材，而這些準備

由老師表達在黑板的內容或板書書寫自然
就是一種傳媒藝術活動了。所以我們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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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藝術，它並非單面而應是多元的，然

至於這樣多元的板書藝術的內涵又是什麼
呢？概括來說，可歸納以下幾項：

一、照應與線條美

在寫板書時要注意字大小，左右，上
下的距離，其次就是線條用筆的輕重，間

架與行氣。

二、勻稱與和諧美

一個架構完整的板書，看起來明晰疏

暢，其最主要的是在形式和秩序，也就是
說板書書寫時的對稱，穩重，以及整體的

和諧，這樣才不會給人一種不規則感。

三、文字與布局美

板書離不開文字，文字美首先要注意

端正、整齊，其次是板書布局的合理性，
整齊中見變化，合理中見穩重，呈現整體

美。

四、色彩與整體美

板書中常用彩色粉筆，以區別，或強
調和突顯教材內容的重點即歸類作用，當

然使用色筆時要注意到黑板上書寫內容的

整體配合，這樣才較易收到藝術效果。

五、造型與圖示美

造型在板書書寫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因為板書是憑藉、線條的組合排列而成的
一種獨立的整體造型，前面提過板書在設

計時是要注意到整體美的，一個優美的造
型必要時可以輔以圖示，讓版面更顯活潑

與趣味性。
雖然板書的藝術看似簡單，但是若深

入地探討研究的話，其內涵與樣式在構思
上並非想像的那麼簡單，因為它涉及到教

室布置管理及教學活動等方面的情緒交
流。總的來說，一面精美工秀的板書，就

如同一幅完美的藝術作品，它是可以愉悅
心情和凝聚大家視覺！

伍、板書的書寫評量舉例

由前面的敘及板書的書寫，不僅要了

解其要領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對國字的形
體結構、執筆、書寫姿勢及要領原則等都

能有所熟悉，然後在按部就班地經常練

檢定評量規則

用筆 30% 結構 40% 布局 30% 扣分

1. 線 條 周

到 清 晰

有力

2. 筆 勢 優

美變化

1.顧 盼應接良

好

2.空隙均勻

3.結 字穩妥挺

正

4.風格明顯

1. 大 小 一 致

行列整齊

2.留白適當

3.板面整齊

得

分

1.書 寫字體以

國 小國語 課

本 字體為 準

每 錯一字 扣

2.5 分

2. 非 標 準

字 扣 一

分

3. 十 分 鐘 內

寫完 40 個

字 ， 少 寫

或 漏 寫 一

個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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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或觀摩，或辨析，或研究，這樣假以
時日就自然熟能生巧。以下擬提出部分有
關板書書寫檢定及評量的標準原則，以供
大家參考。

至於等級分別方面，依市師板書檢定
辦法規定分為：特優等（九十分以上）、
優等（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甲等（八
十分至八十四分）三種。
（一）特優等（九十分以上）
1、筆勢優美
2、線條周到
3、結字穩妥
4、行列整齊
5、沒有錯字
6、大小適中
7、留白得宜
8、行氣流暢
9、風格明顯
10、版面美觀
（二）優等（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
1、筆勢優美
2、線條周到
3、結字穩妥
4、行列整齊
5、沒有錯字
6、大小得宜
7、留白適當
（三）甲等（八十分至八十四分）
1、筆勢優美
2、線條周到
3、結字穩妥
4、行列整齊
5、沒有錯字

板書書寫舉例

上
下
左
右
得
白
適
當
，
並
標
出

四
十
個
字
的
位
置

範 例

作品一

作品二

行列整齊，大小適中，惜筆勢
生澀

筆勢流暢，字體亦佳，惜其中
字稍有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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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板書的歷史悠久，在前面所介紹的為
傳統板書，其主要是屬於文字式板書，雖
然如此，但其在教學功能及方便上則有一
定的價值存在。對於學好板書，這對一位
準備踏上教壇的同學來說是一項首先要面
對的考驗，在學生面前要寫一手完美的板
書，讓大家瞭解所要表達的內容，這對其
所書寫的字體來講，不僅運筆與線條，結
構與間架，行氣與布局，進而如基本書寫
筆畫，點、橫、豎、撇、捺、鉤、挑等都
須細心思考，這樣才能把板書寫的勻稱整
齊，行氣自然，否則就會出現字體大小不
一，前後歪斜的現象。我們知道老師在教
室教學是一種藝術，而板書書寫更是一項
靈活的視覺藝術表現，若在平時老師能正
確地寫好板書的話，相信這不僅可以引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帶動學生對書法藝
術的瞭解，對我國文化內涵同時能更深一
層的認識與體認。

延伸學習參考資料：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教育部研討公佈，
正中書局出版，民國85年。

《板書藝術》 劉顯國著，中國林業出版社，
2003年 12月。

〈只要教室裡還有黑板── I T 時代談板
書〉http://staff.ccss.edu.hk

〈教學板書分類論〉http://www.pep.com.cn
〈如何提升板書能力〉施隆民著，收《語文之

鑰》一書中，台北市立師院學生輔導
中心出版，民國93年 9月。

《粉筆板書與板書》 陳道義著，上海，東
華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

作品三

作品五

行氣整齊，間架不夠勻稱，稍
有不齊

筆劃線條不穩，字型結構不

齊，留白空間不平

作品四 行氣歪斜，留白空間不平，字

又大小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