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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圍棋具有文、史、哲、藝等豐富的文化內涵，重視和發揮圍棋文化獨特的

教育功能，對學生素質教育的培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教育部已將圍棋

列入運動項目之一，並將圍棋列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入學」項目。

學校發展圍棋活動是可行的，並可以為社會培養更多的全方位人才。本研究以

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為研究調查對象，對其作深入的調查和訪談，並對其教學效

果加以分析研究。因此大安國中發展圍棋運動之經驗調查與教學效果分析，可

以做為其他學校推行圍棋運動時之參考與建議。此外大安國中承擔圍棋教育的

「中繼者」角色，並積極接觸建國中學、師大附中等學校，希望有更多學校加入

推廣圍棋運動的行列。特別是希望高中和大學能開設圍棋相關課程或科系，支

持這些圍棋專長的學生走下去！ 

關鍵字：圍棋；圍棋運動；圍棋教學；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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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1.1 研究背景 

世界圍棋運動正蓬勃發展，已有明顯事例。運動競賽方面，圍棋運動已列入

2010年廣州亞運會正式運動競賽項目；教育方面，韓國首爾的明知大學設有圍棋

系，並讓熱愛圍棋的學生可進修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中國大陸武漢體育學院

亦設有圍棋系；我國教育當局已將圍棋列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入

學」項目；臺北市大安國中於2010年開始招收圍棋專長體育班，培育圍棋人才；

新北市南山中學也在國中部及高中部開設圍棋專班多年；臺北市東方工商多媒體

應用科亦設圍棋班，足以證明國內圍棋教學己受高度重視。目前國內各級學校推

廣圍棋運動教育屬於初期，若能從國中教育之圍棋運動相關教學效果來瞭解其發

展狀況，進而推展到各國、高中甚至大學，則對於推廣圍棋運動有相當大的助益。 

1.2 研究目的 

圍棋具有文、史、哲、藝等豐富的文化內涵，重視和發揮圍棋文化獨特的

教育功能，對學生素質教育的培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圍棋文化是中華傳統

文化，圍棋可以愉悅身心，也與政治、軍事、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繫。圍棋文化

蘊涵豐富的哲理[1]。學習圍棋不但可以提升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還可提升情緒商數(Emotion Quotient, EQ)和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人類在下棋時會思考棋局的變化，此時便不知不覺間左右腦並用，同時訓練左

腦的邏輯思維、記憶力及右腦的創意思維和圖像記憶，進而提升智商。另外還

會因下棋而提升專注力及耐性，並變得定性起來；並且在輸棋中學懂接受失敗，

從而培訓出越挫越勇的能力。因此情緒商數與逆境商數也有所提高！經研究，

圍棋運動參與者邏輯數學智慧、空間智慧、肢體動覺智慧、內省智慧與人際智

慧之發展顯著高於常模[2]。所以學校教育若能發展圍棋運動，則有助於學生學

習能力與學習效果之提升。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探討目前國內國中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現況。 

 探討學校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可行性。 

 整理出國中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教學效果，並做為其他學校推行圍棋運動時之參

考與建議。 

2. 文獻探討 

圍棋作為我國古代體育發展史上的一塊瑰寶，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發展

於兩晉南北朝，盛行於唐宋時代，是我國較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運動項目，

其發展充分體現了博大精深、奧妙無窮的文化魅力[3]。圍棋包涵的知識非常廣

博，既融合了軍事思想，更廣泛地吸收了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元素，既可以

開發人們的智慧，更可以影響人們的道德、行為、審美和思維方式，是五千年

中華民族哲理智慧與思辨意識的完美結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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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學家研究發現：一個人能否成功，起決定作用的不僅僅是智力商

數，更重要的是情緒商數。情緒商數教育是1995年哈佛大學提出的一個震撼世

界的教育概念[5]。相關科學研究表明，圍棋教育可以大幅提高青少年的情商水

準[6]，從而塑造出獨特的人格魅力，成功之路變得多彩多姿。因此、圍棋的情

商素質教育優勢包含了：一、圍棋教育有利於中小學生辯證思維和全局觀念的

形成。圍棋的辯證思維和大局觀念可以提高中小學生快速抓住問題的重點、獨

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做任何事情都存在著快與慢對立統一的矛盾，一定要三思

而後行，全局考慮，快慢有度，不可以輕率和急功近利。二、圍棋教育有利於

中小學生自控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中小學生如果沒有一定的意志力和創新

能力是不可能有成功的未來的。而圍棋在抗壓力的培養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學圍棋可以潛移默化地培養孩子在逆境、挫折面前永不放棄、快速調整好心境

的良好習慣。三、圍棋教育有利於中小學生道德品質和心理健康的培養。圍棋

是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長的妙藥良方。學圍棋可以逐漸養成知書達理、溫文

爾雅、謙虛沉著、勤儉節約、尊重別人、檢討自己的美德；同時提高了他們的

心理抗壓能力，變得更加樂觀向上[7]。 

在教育功能部份，圍棋運動具有提昇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

人際與內省共六項智慧之教育功能[8]。學習圍棋對學生邏輯推理能力和創造思

考能力有正面影響，可運用圍棋教學來提升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和創造思考能

力[9]。圍棋教學的過程，就是一個讓孩子主動發展的過程。圍棋集知識性、趣

味性、競爭性於一體，吸引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圍棋每一局都是新的，每一次

選點的不唯一性、不確定性、不可測性都能充分的發揮學生的想像力，充分體

現學生的個體能力和思維優點，主動地、創造性地進行構思。這對培養思維的

前後、左右、上下、正反、遠近、宏微、虛實、異同等等多種能力是極有裨益

的[10]。 

學習圍棋對於國中生心理健康發展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啟迪心

智：通過學習圍棋，可以極大地發散學生的思維，鍛鍊學生的計算能力以及邏

輯推理能力。下好一盤棋，需要盡可能算清楚後面未知的變化，算得越遠，棋

力也就越強。高度抽象化的黑白二子，也對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提出了很高要

求。可以說，圍棋是幫助學生啟迪心智的極佳選擇。二、提高學生的心理承受

能力。圍棋是具有競爭色彩的桌面智力遊戲。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下圍棋有

贏就會有輸，這就要求棋手們具備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通過學習圍棋，不僅

能教會學生要以平常心來看待輸贏，還能使學生學會為人處世之道。下一盤圍

棋，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我們並非要置對手於死地，而是在交替落子中實現

雙贏。三、培養大局觀意識。區別於象棋等棋類運動，圍棋的走法沒有限制，

棋子間也沒有等級觀念，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局者的想像力。一盤棋的前幾

十回合稱為佈局階段，以最高的子效佔領棋盤上最大的地方。下棋需要佈局，

人生同樣需要規劃。合理的佈局能為一整局棋確立優勢，有規劃的未來則會成

為精彩人生的保障。通過學習圍棋，從小培養大局觀意識，以高瞻遠矚的姿態

去做事，對於人的一生是十分有益的。四、養成「三思而後行」的好習慣。一著

不慎，滿盤皆輸。這是棋手們時常發出的感慨。一旦棋子落在棋盤上，就再也

無法移動，直到被吃掉或棋局終了那一刻。人們常喜歡用圍棋比喻人生，正是

因為兩者有著極大的相似性。人的一生中無時無刻不在面臨選擇，做一件事之

前會有無數種可能，一旦付諸行動，結果便無法改變了。下棋亦是如此，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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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通過學習圍棋，學生們不斷調整了自己急躁、草率的心理狀態，學會了

冷靜、慎重地作決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問題都會三思而後行，不讓人生少留

下遺憾[11]。 

圍棋的教育價值是值得教育工作者關注的課題，圍棋奇蹟般的教育功能，

使它能對人的心理素質產生積極的影響，產生這些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圍棋對人

腦功能的開發具有良好效果。因此，讓圍棋進入課堂，無疑是發揮圍棋教育功

能的重大舉措[12]。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其原因有兩點：第一是本研究主題是圍棋運

動，目前國內提供圍棋專長名額的國中和高中並不多；第二是透過與訪談者做

深入溝通與互動可得到其他方法無法呈現的資料。 

探索性研究通常有三種方式：文獻調查、經驗調查、個案分析；而本研究

採用此三種方式進行研究探討。文獻調查範圍及來源︰圍棋的歷史與文化、圍

棋教育研究和學校推廣圍棋活動等相關文獻等。經驗調查對象：訪問大安國中

負責推廣圍棋運動之行政人員或教師，以及就讀國中之圍棋專班學生，瞭解圍

棋專班特性以及未來展望。個案分析：探討學校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可行性、

分析大安國中發展圍棋專班之教學效果。此分析結果可做為其他學校推行圍棋

運動時之參考與建議。 

4. 研究成果 

4.1 經驗調查 

我國教育部已將圍棋列入運動項目之一，並將圍棋列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績優甄選甄試入學」項目。所以行教育制度下，圍棋跟棒球、籃球、排球、體操…

等一樣，屬於一門體育競技。目前提供圍棋生名額的國中，包括臺北市大安國中、

桃園市大崗國中、高雄市壽山國中、彰化縣陽明國中、台中市梧棲國中；高中職

則包括南山高中、東方工商、萬芳高中、麗山高中等等，多數學校不是專班性質，

不同專長的學生必須併班上課，課程安排則以不干擾專長技能學習為主，情況類

似南韓等其他國家。為了讓特殊生擁有較大學習空間，前述學校對於課程安排，

多採取配合立場，由校外專業師資主導，僅有大安國中，是當中唯一例外[13]。

大安國中於2010年成立圍棋專長體育班，始終堅持學校教育的主體性，主導三年

課程安排，目標讓圍棋專班班學生在學業、棋藝、品格三方面均衡發展。故本研

究以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為調查對象，訪談大安國中圍棋專班老師與學生，並整理

提供其經驗調查與教學效果分析，做為其他學校推行圍棋運動時之參考與建議。 

大安國中成立圍棋專班至今已有5年，採專班制度，而非併班上課，也就是

全班皆是圍棋專長學生。其每年6月公開招生：男生業餘5段以上，女生業餘2段

以上；另外需參加圍棋術科測驗，最終擇優錄取30名。而沒被錄取的學生也可選

擇就讀大安國中的圍棋重點運動項目培訓，也就是平時就讀於普通班，但可參加

圍棋專班的所有圍棋活動，包括圍棋課程、圍棋比賽、職業棋士指導棋等，目前

http://goo.gl/zxxH3c
https://www.facebook.com/DaAnGoGoGo/timeline
http://www.pgs2.net/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44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SJHGo/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ion=1&espv=2&es_th=1&ie=UTF-8
https://www.tc.edu.tw/news/show/id/70692/print-mode/1
http://goo.gl/US5aMj
http://goo.gl/i5r3Iu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CC8QFjAD&url=http%3A%2F%2Fwww.wfsh.tp.edu.tw%2Fpublish%2Fget_file.asp%3Fpub_no%3D0A0A648C7DF2040F010A%26file_no%3D1&ei=XAFkVe-kDc-48gXb6IDoDQ&usg=AFQjCNFvi91IHzT4wZ2Y3brOiZ32B2CCbA&sig2=A_uI-0bRUIHRQsR-_6JNrg
http://file/C:/Users/User/Downloads/%E9%BA%97%E5%B1%B1%E9%AB%98%E4%B8%AD104%E5%AD%B8%E5%B9%B4%E5%BA%A6%E9%87%8D%E9%BB%9E%E9%81%8B%E5%8B%95%E9%A0%85%E7%9B%AE%E5%AD%B8%E7%94%9F%E5%96%AE%E7%8D%A8%E6%8B%9B%E7%94%9F%E5%AF%A6%E6%96%BD%E7%B4%B0%E5%89%87(%E5%85%AC%E5%91%8A%E7%94%A8).pdf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69#沖岩中學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69#沖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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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運動項目培訓學生有12人。而在學學生有來自臺北、新北、基隆、桃園、新

竹、高雄等縣市。 

負責大安國中圍棋專班行政事務推動之鄭健華主任認為，讀書跟下棋並不衝

突，他表示：「圍棋班若規劃得好，孩子的課業跟圍棋是可以均衡發展，圍棋或

是其他專長發展，其實都是讓更多孩子適性發展，找到自己、發掘自己的價值，

有機會被別人看見。而圍棋班就是讓孩子，找到自己、發展自己的機會！」關於

圍棋專班課程安排則有兩個原則：一是升學指定科目全部保留，跟普通班一模一

樣，不做任何刪減，教學進度也和普通班一樣。二是自綜合、健體、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域課程，適度調整降低時數，每週則可挪出6小時上圍棋課；

但關係學生人格與行為發展、生涯規劃、兩性教育的輔導活動課則完整保留。 

課後安排方面，每週二、三、四放學後讓學生相互對弈進行循環賽，對弈結

束後並要求學生記錄棋譜。另外，每週五開設選修課程至晚間9點半，則由學生

採自由參加方式進行。另外每個月還會安排二次由職業棋士與學生下指導棋的機

會（圖1）；所以學生每週在校內學棋與下棋的時間可達21小時。除此之外，校方

還會要求學生每個月代表學校參加一次校外圍棋比賽（圖2），稱指定月賽，學生

們也屢獲佳績，為校爭光！國三則因課業繁重，並考慮到升學因素，圍棋活動則

縮減到6小時，而指定月賽則採自由參加。 

大安國中圍棋課程同時也開放給外校實力相當的學生陪讀，而且年齡不限國

小、國中或高中，除了共用教育資源外，讓更多棋手相互切磋，有助於棋藝精進，

因此校方也樂觀其成。 

週二至週四放學後學生集中到會議室下循環賽（圖3），依棋力高低分成9組，

每組8人，循環賽規則類似台灣棋院的院生排名賽，每一循環完成後，每組前二

名的學生可以晉升到上一組，同時學校給予記嘉獎兩次，以茲鼓勵；而每組成績

最差的二名學生則調降到下一組。藉由循環賽可以激發學生榮譽心和進步的動力。

此外圍棋專班學生裡有多位是臺灣棋院院生，他們在週末要到臺灣棋院接受院生

培訓，包括上圍棋課和下循環賽。圍棋專班開辦至今，已經有4人在國中畢業前

便已晉升職業棋士。 

 

圖1.  職業棋士與圍棋專班學生下指導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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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大安國中圍棋專班參加圍棋比賽 

 

 

 

圖3.  大安國中圍棋專班循環賽 

 

在品格教育方面，下棋的孩子通常比較以自我為中心，沒有團隊觀念，因此

學校會安排圍棋專班學生參加圍棋團體比賽，讓他們自然而然產生團隊榮譽感與

互助合作的精神。經由此訓練，圍棋專班在各項班際活動比賽之表現也愈發活

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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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課程的繁重訓練，並不會影響學生的課業成績，反而使圍棋專班學生之

表現優於一般水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下圍棋的女生比較少，棋力也落後男生一

些，因此學校會集中加強訓練；但課業表現卻正好相反，班上前幾名以女生居多。 

此外鄭主任表示：圍棋專班的學生在國一、國二階段表現較為吵鬧，但經過

圍棋的訓練，陶冶其性情，提高品德修養，加強定力，一旦進入國三階段，他們

自然會表現出超越同齡之成熟與穩重。 

圍棋專班活動經費來源主要有四項：家長自費、教育局補助、企業合作贊助

及學校自籌。由於經費支出龐大，每個月每位學生家長負擔台幣3,000元。而主

要開支除了聘僱圍棋老師（包括幾位職業棋士）之外，還有每個月指定月賽的報

名費用…等；故此四項經費來源恰能支付所有基本的開銷。 

除此之外，大安國中也會要求圍棋專班學生在參加圍棋比賽得獎時將獎金

10%捐給家長後援會，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懂得飲水思源，對於學生的

教育意義遠大於其經濟效益。 

目前大安國中正積極接觸建國中學、師大附中及有意參與圍棋運動推廣之國

小學校，希望有更多學校支持這些圍棋專長的學生，加入推廣圍棋活動的行列。 

4.2  個案分析 

4.2.1 學校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可行性 

圍棋活動在中國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它是一門具有科學和藝術價值的傳統

體育項目，其博大精深，歷來受到人們的尊崇。在亞洲中國、韓國、日本的某些

學校已將圍棋教育列入在校學生的必修課程，而中國、韓國的大學已設有圍棋系。

在歐美許多國家的學校裡也都開設圍棋課程。在學校開設圍棋課，甚至是圍棋系

是可行的，也是很有意義。 

圍棋教學可提高學生的思維與創造力，使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後可以較快的適

應社會的發展和融入到現實社會中。通過學校的圍棋教學，可以豐富學生的課餘

生活，增加學生的興趣和愛好。其次，因為圍棋活動是我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因

此通過學校的圍棋教學，可以促進學生更瞭解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良好的美德，使

學生在傳統文化之薰陶下，提高自身的品德修養，進而為社會的發展打下良好之

基礎。 

學校通過圍棋教學，可為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並同時促使學生積

極健康的發展，進而提高學生本身綜合能力。因此，在學校開設圍棋教學是社會

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可以為社會培養更多全方位的人才[14]。圍棋具有文、史、

哲、藝等豐富的人文涵養，在學校重視和發展圍棋的教育功能不僅可以豐富校園

文化生活、陶冶學生情操，並且對於促進學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心理素質的發

展等有重要的作用。在學校中開設圍棋課是必要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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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國中教育發展圍棋運動之教學效果 

本研究以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為調查對象，對其作深入的調查、訪談和研究。

大安國中圍棋專班是以學業和圍棋並重：專班開辦至今，已經有4人在畢業以前

就晉升職業棋士；同時在升學方面表現也相當亮眼。另外每年報考人數也在逐年

增加，可見其辦學績效優良，並廣受家長認同與肯定，是相當成功的圍棋專班案

例。大安國中之圍棋教學讓學生獲益良多，不論在學業或品德各方面都有所進步，

其教學效果如下： 

4.2.2.1 圍棋可陶冶情操、提高品德修養 

圍棋是我國一門傳統的藝術，其要求下棋者在下棋過程中要保持謙恭的態度，

禁止出現不正的棋風。在圍棋比賽中棋風要比棋藝更加重要，因此通過下棋可以

有效提高人的品德修養[14]。另外，下圍棋要講究棋品，一個棋品不佳的棋手，

難為大家所容。優秀的棋品，要求下棋者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作風頑強，意志

堅定，還要求尊重對手，服從裁判。這些良好的棋品對好品德的形成無疑會產生

直接的影響[15]。大安國中對於圍棋專班的學生進行文明禮貎的教育，嚴格要求

學生在下棋時要有良好的禮儀與態度，進而培養了良好的棋品。 

4.2.2.2 圍棋可提高學生的智力 

圍棋是一種引發人思考的活動，因為在下圍棋的過程中，要求人要思考怎樣

去走下一步棋，因此在無形中就鍛錬了人的思維能力。同時由於圍棋的下法比較

靈活．需要人去通過不斷的觀察來總結出自己的棋局。其次，在下圍棋的過程中，

還要觀察對方棋局的佈置，構思如何才能擺脫對方設下的陷阱。因此通過下圍棋

的過程，可以大大提高人的智力之開發和思維的活躍性[14]。大安國中圍棋專班

是以學業和圍棋並重，如前述專班開辦至今，已經有4人在畢業以前就考上職業

棋士；同時在升學方面也有相當優異的表現。以今年（104年）為例，圍棋專班

考取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有5人，前三志願共有10人，此等傲人的成績在公立

中學裡實屬難能可貴。可見圍棋專班的學生不但圍棋成績突出，學業成績也優

異。 

4.2.2.3 圍棋可促進學生身心發展 

圍棋是一種高雅的藝術活動，具有修身養德的良好功效。雖然對弈中毫釐必

爭，著法激烈，勝負為常事，但要求對弈者和諧相處，舉止文明，態度謙和，講

究棋品道德[16]。在圍棋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品德素養，使學生提

高心理素質，促進各方面課程的學習。例如學生在下圍棋時．可能會因為對圍棋

產生了興趣而主動進行自我反思進而再繼續進行圍棋活動，通過不斷的反復，大

大提高了學生心理素質，進而在其他科目的學習過程中，可以增強主動性。因此，

通過圍棋活動對學生心理素質的提高，促進了學生更好的發展[14]。另外通常下

棋的孩子會以自我為中心，比較沒有團隊觀念；但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的學生在經

過圍棋的訓練和薰陶後，不但提高了其心理素質，還增強了其團隊觀念，在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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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各項比賽，例如：排球、跳繩、體操…等皆獲得不錯的成績並得獎。可見圍

棋專班學生的團隊觀念優於一般的水準。 

4.2.2.4 圍棋可鍛鍊學生的意志力和耐力 

下棋者要下完完整的一盤棋需要很長的時問，因此這就要求下棋者一定要具

備較強的意志和耐力，否則當自己在下棋的途中處於下風時，下棋者定會因為意

志力不夠而最終敗下陣來。但是如果不管在下棋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困境，下棋者

都能保持較強的意志，努力突破困境，那麼也許就會反敗為勝[14]。因此圍棋專

班的學生經過長久圍棋活動的鍛錬，會提高自身的意志力和耐力；同時爾後在生

活中遇到困境時，也可保持積極向上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此等特性

也反映在學業成績上，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的班級平均成績從新生入學後，隨著時

間的增加，愈來愈優於全校平均成績，因此班級平均成績的進步也是一種意志力

和耐力的表現。 

4.2.2.5 圍棋可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創新是圍棋的特點之一。圍棋棋盤是 19 經緯，有 361 個交點，所以圍棋的

變化是 361 的階乘，是一個天文數字。故「千古無同局」就是對圍棋創新功能的

闡明，也因此千百年來圍棋會一直產生新定式。而下圍棋者就必需不斷的創新，

因為圍棋變化莫測，下棋方式也隨著人類思維改變而不斷的變化，所以在下圍棋

的過程中不斷的培養了棋者的創新能力。大安國中圍棋專班學生在圍棋活動中也

提升了他們的創新能力，此能力同時也表現在課堂上。學校老師表示：上圍棋專

班的課，學生與老師的互動較為熱絡，且問同樣的問題時，在圍棋專班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回饋，可見圍棋專班學生的創新能力較強。 

4.2.2.6 圍棋可提高學生之抗壓性 

今天的國中生由於生活中未經歷過什麼挫折與打擊，因此承受挫折的能力較

弱，而藉由圍棋活動可有效提高學生抵抗挫折的能力。因為在圍棋活動中，勝負

乃兵家常事，所以當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失敗時，也可以秉持在圍棋活動中的

態度，積極的面對生活中的失敗，對於挫折能迎刃而解。大安國中圍棋專班學生

除了平日的圍棋比賽面臨抗壓性之外，也將此抗壓性應用到學業方面。學校老師

發現：圍棋專班學生在學業成績表現不如預期時，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可以很

快地調適回原本的狀態。 

4.2.2.7 圍棋可提高學生審美能力 

和琴、書、畫一樣，圍棋是受到文人雅士讚賞的高雅藝術，合稱琴棋書畫，

用來修身養性，裝點美的生活。圍棋所蘊涵的哲理能激發出人們的靈感火花，使

圍棋這一門藝術更具有了智慧之美。下圍棋的過程也講究美感，棋盤上出現愚形

被認為是不美的，如果棋型不美就意味著效率不高，可能會影響勝負[15]。由於

圍棋活動的薰陶，大安國中圍棋專班學生的審美能力也有所提升，在班級教室佈

置與班級網頁製作比賽等皆獲得優異的成績並得獎，如此可見圍棋專班學生的審

美能力優於一般學生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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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8 圍棋可促進學生和諧相處 

即平等思想，在未落子之前，棋子與棋子之間無任何身份、地位、價值上的

差別，只有在不同的人文思想上看，不同的位置才體現出不同的價值，從棋局體

現的人文思想上看，越是高級的，越能體現出平等思想、民主意識[17]。而社會

的和諧發展，則需要有崇高理想信念和較高綜合素質的群體期同來打造。圍棋與

生俱來的特殊教育功底，與圍棋文化「和諧」的思想體系，可以促進人的健康發

展，陶冶人的情操，淨化人的心靈，培養高尚人格魅力和人品，塑造人的道德修

養，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8]。據大安國中老師表示：圍棋專班

學生之間的相處氣氛融洽，也較不易發生爭執。而學生也表示：他們之間有著非

常深厚的情誼，並且能和諧相處。 

5. 結論與建議 

學校發展圍棋活動是可行的，並可以為社會培養更多的全方位人才。本研究

以大安國中圍棋專班為研究調查對象，由於大安國中高度認同圍棋對於學生的益

處，同時也以推廣圍棋運動教育為己任，當其他學校提出活動支援、需要相關規

劃建議或申請參觀時，大安國中都非常樂意予以協助；故本研究對於大安國中發

展圍棋運動之經驗調查與教學效果分析，可做為其他學校推行圍棋運動時之參考

與建議。 

另外根據研究：若我國在大學設立圍棋運動相關科系，則目前我國圍棋運動

選手對此就讀之意願會很高[19]。以台灣教育環境來看，從小學習發展圍棋能力，

如果能夠撐過國中、高中這6年階段，大學以後應該就會繼續下去，圍棋就有機

會昇華，並能相關能力會擴散到其他領域。在此大安國中承擔圍棋教育的「中繼

者」角色，並積極接觸建國中學、師大附中等學校，希望有更多學校加入推廣圍

棋教育的行列。特別是希望高中和大學能開設圍棋相關課程或科系，支持這些圍

棋專長的學生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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