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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近年來台灣「少子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但童裝市場不減反增，信譽良好

的童裝品牌營業額逐年增加，可見兒童在穿著服飾上有逐年受重視的情況。但

是台灣的兒童多半無法擁有選擇個人服飾的主導權，童裝的設計仍由成人世界

主導，若童裝可以依據兒童的視覺偏好來設計，並適度的讓他們來參與，不但

可以突顯兒童的個人特色、增加親子之間的互動，並藉以提高童裝的銷售量。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上分為三個部份，一是兒童認知發展與偏好的研究，針

對兒童在色彩、形狀以及插畫風格偏好作出整理；二是分析當今童裝及童裝設

計的趨勢；三是分析插畫的特性及表現手法等。經由文獻的探討，在兒童的視

覺偏好，也就是色彩、形狀以及插畫風格作出一個歸納，以期與接下來的童裝

案例分析進行比較與分析。

第三章的研究方法採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根據文獻資料調查結果，消費者

購買童裝時較喜歡國內知名品牌製造商、習慣在連鎖性專賣店購買，消費金額

約在 1000-3000元左右。針對消費者的習慣，本研究選擇 WHY AND 1/2 為案例

分析對象，挑選 2009 年春夏服飾目錄中，具有插畫風格的 24 件男女上衣作視

覺圖像的分析，並與前一章的兒童視覺偏好作出差異分析。

在最後創作的部份，根據兒童視覺分析與案例分析的結果，歸納出色彩、

形狀及風格的操作手法，並設定二個主題，每個主題以系列方式各設計出三件

T-shirt，總共六件，並利用設計出的圖像再延伸應用於海報的設計。

關鍵詞：童裝、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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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th-rate of Taiwan is decreasing in the last few years. But the

consumption market of children's clothing does not reduce. The amount of sales for

superior children's clothing brand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 he form of children’s

clothes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But mostly they are unable to have individual

opinion in clothes choosing. Children's clothing's design is still led by adult. If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ing can reflect their opinion and choice, not only represent

each child's individual underline d characteristic, but also enh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 and child.

This research contains three parts; the first one is the child cognition

development of color, shape preference and the illustration style. The second is the

analysis of the children's clothing and the design tendency. The third one is to

analyze the illustr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expression mea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hild’s preference study, this study makes the analysis comparison with the

chosen children's clothing case.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cas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survey, the

consumer purchases the domestic well -known brand manufacturer, the expense is

approximately about 1000-3000 NT dollars. According to consumer's tendency, this

research chooses WHY AND 1/2 for case analysis, selects 24 boys and girls’ T-shirt.

And then makes the varia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nal part, with the child’s opinion analysis and the result of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sets up two topics, each designs three T-shirts with images retained by case

study. Extended poster designs are made by images.

Key words: Children's clothing,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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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節將包含了研究背景和研究動機，再依主題提出研究目的、研究範圍

與限制以及研究架構，茲將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 80年代時，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發生一些變遷，這些變遷包括父母生育

的子女愈來愈少、延後生育子女以及雙薪家庭的增加，這些變遷造就了兒童的

經濟力大增（Furnham，2000）。而且根據麥克尼爾（1992）發現 4-12歲的兒童

在眾多的食品及玩具、衣服的選擇上，具有驚人的品牌意識，他們在購買上有

相當主觀的意識且具有自主權。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台灣的總生育率在2007年，已經降到1.10人，少子化造

就了每一位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也願意花大筆的金錢在他們身上。而根據

童裝業者統計，雖然過去十年來，台灣地區嬰兒出生率逐年降低，相較於十年

前約減少十三萬人，但是這期間信譽良好的童裝品牌營業額卻反而上揚。目前

業界保守估計國人對嬰童物品市場消費額每年約有兩百億（全球華文行銷知識

庫，2006）。這當中的原因除了少子化的影響，還有國民所得的提高與品牌追

求的慾望。

目前國內市場品牌童裝佔有率約為 50%（140 億），其中國際性品牌（包

括國際授權品牌與代理進口兩種）約佔了其中的 90%，其餘是國內製造商品牌

（曾昭茂，2002）。由於童裝市場已逐漸受到國人的重視，在童裝的款式及圖

像設計上也開始投入較多的人力與物力，並積極拓展市場增加競爭力，現在的

童裝除了在品質及質料上要求更高外，在視覺上也積極增加主題及色彩的多樣

性，企圖在視覺設計上吸引消費者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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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由於兒童多半沒有選擇童裝的主導權，也很少為自己所穿的衣服提出意見

與看法，多由父母親的主觀意見去選擇，加上台灣的教育仍多屬權威的管教方

式，在購買及選擇童裝的決策上，仍需依照父母親的喜好來決定。根據陳素琳

（2002）的研究可發現：童裝的設計、形象、品質，包含了成人對兒童形象的

理想與喜好，也就是成人試圖塑造出的兒童樣貌。

但是服裝就像是一種非言語信息傳遞的符號，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有一定

的作用，兒童也是獨立的個體，他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審美觀，且有能力與權

力去決定自己想要表現的方式。

在購買童裝的選擇上，往往是根據成人的價值觀來決定，而童裝也往往是

在成人框架下的設計產物，並非經由兒童原生想像的創作，當童裝是由一群未

受社會結構影響過深的兒童來設計時，在外形定會產生出一些獨特且內在性的

色彩及圖像，而這些視覺元素是否可為童裝的未來帶來一股新氣象是值得去探

討的。

雖然服裝技術不斷的進步發展，但在服裝的視覺上往往仍經由成人的理性

與思維去設計與考量，忽略了兒童自然天性的內在慾望和期望，這些孩子對於

穿著在身上的衣物有何許見解與需求，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Frostig，M（1987）提到兒童基礎的發展階段分為四期：「感覺運動期」、「語

言發展期」、「知覺發展期」及「高層次認知機能發展期」；其中 3-11歲半為「知

覺發展期」，在「知覺發展期」中，配合各種方式培養他們的各項能力發展，是

兒童成長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知覺發展期」又稱為「頑固期」，兒童開始肯定自己的個性。這對於他未

來的發展非常重要，尤其可以培養他長大成人後的獨立個性（林春暉，1987）。

學者 Frostig，M（1987）提出此階段的兒童，應該著重於知覺的提高能力，而

知覺包括視覺、聽覺、觸覺與嗅覺幾個部分，其中視覺的部分又包括了色彩與

形狀的認知等課題。

因此，配合兒童的發展階段，3-11 歲的兒童已經具備基本的知覺能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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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感也有相當的追求與偏好，本研究希望正視兒童的視覺偏好，就童裝的設

計上，分成二個部分探討：

(1)從兒童偏愛的色彩、形狀及風格之文獻資料，作出歸納與整理，並和現

存市場上之童裝設計方向作出比較與分析，以釐清在不同年齡層的兒童在視覺

上的偏好與實際童裝設計上的差異。

(2)將兩者的分析結果作出整理，並從中找出一個平衡點，利用插畫的表現

手法及特性，運用在童裝的設計上，期望研究結果可以為童裝後續的設計上有

所助益，也可以提供童裝設計師一個未來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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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針對兒童的視覺偏好與市場上的

童裝作出分析與研究，因此將本研究的目的設定如下：

(1) 分析出兒童偏愛的色彩、形狀及風格。

(2) 分析插畫的種類及應用手法。

(3) 研究童裝市場在視覺設計的運用手法與操作。

(4) 設計出由兒童所偏愛的色彩、形狀及風格等視覺元素的童裝。

(5)重視兒童的美感偏好，提供童裝設計師在設計童裝時的方向，也提供成

人幫兒童選擇童裝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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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鑑於國內外童裝品牌眾多，在童裝視覺分析的部分難免有其困難之處，

例如品牌領導性及代表性的問題，該選擇那些品牌作為分析的目標實需更專業

性的行銷調查來決定。而且童裝的樣式種類繁多，有些童裝的設計圖像並非以

插畫手法表現，在此研究中則需先被摒除。

另外，在服裝的選擇樣式上只以＜上衣類＞為主要挑選對象，捨棄上衣以

外的服飾，例如裙子及褲子的分析，在樣本的選擇上會較狹窄。此外，針對論

文的研究方向，在分析童裝時，僅以視覺美感的角度出發，忽略掉有些消費者

在服裝的選擇上有其他結構及材質上的考量，若單純站在銷售量上來看，不見

得一定和特定的插畫偏好成正比，因此在分析上較欠缺完整性。

實際上在進行創作時，在印製上衣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技術上無法克

服的問題，這些不論是材質或印刷上的限制，同時也會限制某些創意的表現。

此外，在兒童的色彩及風格偏好部分，有些研究指出兒童會受到平時愛看

的卡通而影響判斷，因為某些兒童的圖像偏好在潛移默化中已受到大眾傳播影

像或是當時流行的話題或元素影響，具有流行性和時代性，當時代變遷時，所

得到的結果也會跟著改變，這些問題導致本研究在社會背景的分析上較薄弱，

故本研究若能結合行銷通路分析或歷史層面分析來配合，將對童裝的設計有更

長遠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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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童裝及童裝設計

■童裝的發展

■童裝的市場

■童裝的設計

研究主題確定

文獻探討

兒童認知發展與偏好

■兒童的視覺認知發展

■兒童的形狀認知發展

■兒童的色彩偏好

■兒童的插畫風格偏好

插畫

■插畫的定義

■插畫的發展

■插畫的風格分類

■插畫的應用與機能

兒童視覺偏好歸納與分析

研究計畫與進行

研究題目與內容訂定

市場童裝案例分析

分析比較兒童與實際童裝視覺偏好上差異

根據上述結果歸納設計方針

應用於童裝的設計

結論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歸納出市場童裝的視覺設計

應用於海報的設計

第
三
階
段



插畫應用於兒童服飾之創作與研究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7 -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插畫

1.1插畫的定義

Illustration一字，中文譯為插圖、圖解，國內的設計界習慣上稱之為插畫。

本來的插畫是指在小說或書本裡廣泛被應用於文章的補助圖解或裝飾文章的圖

畫，它只是說明故事內容，是一種幫助了解或體會主題的圖畫。這些插畫在書

籍裡具有補充、強調、裝飾等功效，且多半是徒手描繪的圖畫（何耀宗，1974）。

插畫是指狹義的插圖。插圖可分為廣義及狹義二部份，廣義的插圖是指文

字以外的圖的部份，包括攝影的照片、繪畫的圖表或是插圖、以及版畫作品，

統稱為插圖；而插畫，則是指狹義的插圖，只限於畫的圖。插畫是利用各種手

法表現人物、景象及事物的形態或機能的圖畫。

根據林品章（1986）提到插畫從傳統的意義來看，是指安插於文章之中，

做為輔助文章的敍述，或是把文章所不能表達的東西給予視覺化之圖畫。廣義

的插畫是指利用繪畫或照片，具有文字以外的傳達任務者；而狹義的插畫，則

以用手繪製的圖畫來限定。

自古以來，插畫在宗教、文學、書籍中扮演了說明文字以及圖解文意的重

要角色（何耀宗，1974）。近半世紀以來，由於攝影技術的發明，使得大眾傳播

媒體選擇以照片代替手繪插畫，但因繪畫在表現的手法上具有自由的構想、獨

立的筆觸，而且可以發揮幻想與創造力，甚至強調特點表現等特色，一些脫離

現實世界的圖像，具有天馬行空的幻想空間表現，在表現媒材的使用也多樣性，

這些是攝影照片所無法達成的效果。

此外，每位插畫家的個性及獨創性，讓插畫的存在已不再單純只表達文字

的說明，甚至可以從文章配角轉而成為吸引視覺焦點的主角，因此插畫仍在現

今社會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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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插畫的定義

學者 插畫的定義 資料出處

何耀宗

情報與傳達時代的今天，設計領域的 Illustration含義，已從

圖案時代的插畫地位（只限於畫的圖）轉變為廣義的插圖領

域（包括畫以外的照片以及版畫），尤其是在商業設計中插

圖是平面設計、廣告設計的重要視覺要素。插圖是廣義的

Illustration，插畫是狹義的圖畫。

商業設計入

門，1974

p.196

林品章

插畫從傳統的意義來看，指安插於文章之中，做為輔助文章

的敍述，或是把文章所不能表達的東西給予視覺化之圖畫。

廣義的插畫是指利用繪畫或照片，具有文字以外的傳達任

務，當廣義的插畫被使用於印刷傳播媒體上時，又稱之為插

圖；狹義的插畫，在我國則以用手繪製的圖畫來限定。

商業設計，

1986, p.259

宇野亞喜

Illustration是指解釋故事情節的繪畫。它的存在是一方面有

文章，另一方面將文章內容作視覺化的解說，或補充文章、

裝飾文章的圖畫之稱謂。

現代設計事

典（引註於林

磐聳 羅東

釗，1983 p.6）

拉福．梅雅

Illustration是指特別伴隨文章、廣告的圖畫，目的在強調文

章的意義或增加原稿的效果。若是圖畫適合於原稿的內容，

即使是為它種目的的獨創性之藝術作品，也可應用為插畫。

插畫是在追求與原文的內容相互連緊的對立關係，而並非僅

是裝飾性大於圖解性的附屬地位。

藝術術語與

技術辭典（引

註於林磐聳

羅東釗，1983

p.7）

蘇茂生

為了強調宣傳的效果，把文字內容視覺化的造形表現，即謂

插畫。狹義的插畫是指廣告中的繪畫部分及圖片；廣義的插

畫則可包括廣告中的照片、圖片及文字的處理。

商業美術設

計／現代插

畫篇（引註於

林磐聳 羅東

釗，1983 p.7）

林磐聳

羅東釗

將文章的內容、故事的情節或產品的重點以繪畫的形式加以

表現，其目的在於圖解內文、強調原稿，且具有完整獨立性

的視覺化造形符號均謂之插畫。

現代插畫，

1983,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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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宏

「插圖」包括攝影、藝術性較高之圖表與新聞圖片等，涵蓋

較廣之表現媒材。「插畫」則偏重於以手繪製而成的繪畫作

品，和一些適於再拍製成平面媒材的半立體作品（如浮雕）

等。「插畫」的範圍可界定於：其第一目的具有大眾傳播意

圖。透過造形的手段，建立在美學基礎上，以手繪製之平面

作品（包含手工拼貼及電腦手繪）和一些適於再拍製成平面

媒材的半立體作品（如浮雕）等。可以單獨表現或者配合文

字表現，將模糊的概念具體視覺化，傳達具有特殊目的之訊

息及意念的平面視覺應用藝術作品。

信誼基金會

兒童圖畫書

插畫風格分

析，2002

詹楊彬

廣義的插畫指的是含有繪畫，照片的圖形圖表中，文字以外

所有被視覺化的東西；狹義的插畫則是只由手來繪製的插

畫，經由報章雜誌、電視電影傳播媒體所複製的圖片。

插畫新技，

1990（引註於

林慧雅，

2005，p.6）

陳俊宏

楊東民

廣義來說，插畫可以包括繪畫（含版畫）、照片、圖表等文

字以外之視覺化造形符號；狹義來說，則是專指用手描繪，

能被報紙、廣告物、書本雜誌、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體

所複製，且限定在「傳達」之意義內的圖畫。

視覺傳達設

計概論，1998

（引註於林

慧雅，2005，

p.6）

徐素霞

插畫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插畫指凡是帶有濃厚

「敘述」思想感受成分的藝術作品，包含平面製作，如描寫

味濃的純繪畫、無字圖畫書等。狹義的插畫指一切出現在印

刷物中與文字結合的平面藝術作品，如各類圖表、照片、繪

畫、版畫等。

插畫是綜合

所有藝術表

現方式的藝

術（1996b）

（引註於林

慧雅，2005，

p.6）

鄭明進

廣義的插畫是指只要與文字同時出現，穿插在印刷媒體上的

繪畫形態均可稱之，因此插畫本身就包括了攝影作品、新聞

圖片、圖表及抽象的符號等等；狹義的插畫是指針對文字需

要而產生，是經由插畫者蓄意架構的形象所組成，且多半是

用手描繪，因此不包括攝影作品、圖表及新聞圖片。

談兒童讀物

的插畫研究

－認識兒童

文學，1985

（引註於廖

惠英，2006，

p.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廖惠英（2006）；林慧雅（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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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學者對插畫的定義，插畫具有廣義及狹義二種定義，歸納後的廣義

和狹義插畫如下：

（一）廣義的插畫：包括繪畫（含版畫）、照片、圖表攝影作品、新聞、

圖片、圖表及抽象的符號等文字以外之視覺化造形符號，通常與文字同時出

現，可以統稱為「插圖」。

（二）狹義的插畫：偏重以手繪方式製作，是一種將文字視覺化的造形

表現，具有特殊要傳達的意義之圖畫，能被報紙、廣告物、書本雜誌、電視、

電影等大眾傳播媒體所複製。

1.2插畫的發展

1.2.1中國的插畫發展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從二千四、五百年前戰國楚墓出土的帛畫「任女圖」

就可窺之一二。早期的先民繪畫非為審美裝飾趣味，而是以宣揚政教、歌功頌

德為機能，或以圖解符號來說明事件，例如晉朝顧愷之所繪製的圖畫「女史箴

圖」。

早在唐朝就有木刻版畫作品「金剛經」，而插畫技巧中－噴畫的運用則在秦

始皇時代就已出現，漢代則以石刻版畫著稱，直到宋、元二朝雕版技術發達，

木刻版印的涵蓋範圍更廣，直至明代，印刷技術更加成熟，套版彩色印刷更為

普遍，木刻版印的世界顯得更為活潑生動，插畫的內容種類也更加豐富（林磐

聳、羅東釗，1983）。整體而言中國插畫的發展詳見表 2-2。

表 2-2 中國插畫創作發展的記事年表

年代 發展記事 插畫創作的應用領域

中國傳統

‧「插畫」早在中國古時候就以有插畫

表現出現，只是在當初不以插畫為名，

故版畫多為插畫。

‧不同的時期分別以「出相」、「繡像」、

「全圖」為插畫名稱。

‧清末，因石印法盛行，以石印法的

印製的畫報有二十多種，較著名的有

點石齋畫報、警鐘畫報等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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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

‧當時台灣的農產品產量豐富，皆是民

間日常生活中之重要飲食產品。

‧農產品包裝利用紙袋或紙張包裝印

製各種食品圖案或標貼，透過圖形設

計，傳達了商品的種類特色。

‧產品通常以紙張、紙袋或紙盒包

裝，插畫圖案風格表現出濃厚的中國

傳統吉祥色彩，亦有受日本或西方設

計影響著。

‧台灣早期許多本土特產的包裝，如

蜜餞、糕餅、魚乾等產品，在圖形、

文字、色彩、構圖，仍依照傳統的形

式作設計。

政府遷台

初期

─

民國四○

年代末期

‧政府遷台初期，插畫形式大致承襲了

抗戰時的表現，變化不大，印行了一些

附有詩詞解說的木刻畫集，幾乎全是木

刻插畫的天下。

‧因此此一時期的發展概況，可以說還

談不上什麼「設計」概念，而此時與「設

計」相關的文獻也自然少之又少。

‧設計的表現，除了配合政府政策實

施的宣傳畫，以及美術家代筆的書

籍、雜誌、報刊的插圖、封面外，由

民間商業的促銷動機而完成的設計。

‧此時期不同的插畫表現可分類成

以下幾種：1. 報紙 2. 書籍封面 3.

電影海報 4. 郵票設計5. 漫畫 6.包

裝設計，不同的媒介，有著不同的表

現方式。

民國五○年

代

‧ 民國五○年代之後的十年期間，可以

說是台灣光復以來政治情勢及物價平

穩的的時期。配合政府各期的經濟建設

計劃，工商業活動也大幅成長，人民生

活水準也大為改善。

民國五十一年正式成立了中國美術

協會，象徵著「應用美術」在工商業社

會的重要性，也顯示出商業美術不同於

純美術，更說明了「美術設計」和大眾

生活不可分的關係。

由於西方現代藝術創作理念的輸

入，說明了「美術設計」和大眾生活不

可分的關係。

而由於西方現代藝術創作理念的輸

入，使得美術設計家們富有創意的表

在設計的表現上，由於美術設計相

關活動普遍展開，「設計」理念逐漸

建立，不論是海報、插畫、商標、包

裝、廣告等等，都與前期有明顯的不

同。

由於西方現代藝術思潮的影響以

及新派藝術潮流不斷的入侵，在此之

前的木刻插畫，由於製作費時，無法

配合印刷品的快速成長，已漸為沾水

筆、毛筆、鋼筆、簽字筆、原子筆、

奇異筆、麥克筆、針筆、竹筆等工具

畫出的插畫所取代，純供欣賞的木刻

作品已近乎絕跡。

民國五○年代，國內插畫的積極發

展，許多當時的雜誌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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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也被認為是一項前衛的藝術創作，

為此一時期最大的特色。

其中以《皇冠》、《幼獅文藝》、《小

說創作》為著，至於報紙上，《聯合

報》、《中華日報》、《新生報》等

等也是提供了不少發表的園地。

民國六○

年代初期

─

民國七○

年代末期

民國六○年代，是台灣在各方面變化

最大的年代，尤其自民國六十年我國退

出聯合國之後，在政治上便面臨了許多

困境與挑戰。

民國六十年代初期，由於經濟快速成

長，使得社會上大量美術設計人才的需

要迫切，學校因而積極的培養人才，各

級學校除了美工科之外，也接二連三的

成立廣告設計科。

六十年代可說是美術設計過渡至

商業設計的時期。此外，由於電視廣

告快速成長，商業設計也從原本的美

術設計，擴大到「影像」的領域。

此段時期的插畫創作者，隨著解嚴

的開放，插畫風格的表現與題材漸漸

的與以往的插畫作品有著不一樣的

感受，再加上印刷術的進步快速，將

插畫作品呈現出最好的一面。

民國八○年

代

直到八十年代，插畫創作者人才輩

出，又隨著每年每間學校的畢業人潮，

加入插畫創作的工作者陸續增加，表現

的技法隨著不同的時代變遷，有後浪推

前浪的現象，卻也顯現出早期的插畫創

作者與當代插畫創作者不同的時代表

現特色。

創作者的增加，表現的風格也就愈

來愈多，表現的舞台也就愈來愈多

元，不僅是於報章雜誌、書籍封面、

包裝設計、廣告設計等等的應用，插

畫也愈顯個性化、娛樂化、個人化、

偶像化，表達出自己個人的情感特

色，是這個時期的特點。

目前

隨著科技的發達，插畫不只以手繪方

式呈現，運用電腦創作自己的風格也成

為這個時期的趨勢，接續的還產生出電

腦動畫的表現方向。

出現「Fashion illustrator」─時尚插畫

一詞，許多商品的外包裝及廣告，也逐

漸傾向與時尚插畫相結合。

當代新生代的插畫家往往具有「手繪

插畫」與「電腦插畫」創作的能力，也

符合現今時代多元化發展的市場需求。

商品插畫成為插畫應用的多元方

向之一，表現風格也愈來愈豐富，市

場的接收度也愈高，使成了時代趨勢

下的產物。

插畫的風氣漸漸由平面（二度空

間）轉換成立體（三度空間）的表現，

市場上應用插畫於各種媒介的創作

愈來愈多。

生活中的食、衣、住、行、育、樂

以及生活環境都可舉出與插畫相關

的商品多元化應用。

資料來源：顏淑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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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西洋的插畫發展

西洋插畫典型的代表形式，可見於聖經手抄本中的插畫，或有關宗教儀式

的祈禱文及聖詩中所配置的插圖，若以廣義的「插畫」（Illustration）定義，泛

指「圖解、說明、解釋或例證」（林磐聳、羅東釗，1983）。

至今所知，有史以來最早的書籍插圖，就是古埃及人畫在「死者書」（Book

of Dead）中的圖畫。在一些論述的藝術著作中，「裝飾畫」被泛指為中世紀手

抄本的插圖和裝飾。裝飾畫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15世紀下半葉，歐洲印

刷術發展之後，手抄本裝飾畫才被版畫印刷的插圖所取代（余鳳高，2005）。

為了避免插圖和插畫的混淆，僅摘取西洋藝術發展史中典型的插畫表現形式，

簡要的介紹歷史沿革。

表2-3 西洋插畫發展簡史

時期 插畫發展內容

埃及時期

埃及人發現書寫材料－蘆葦紙（Papyrus），可編成卷軸式的圖畫。

因蘆葦紙經不起開、合、捲、折，顏料易剝落，故插圖只限於線

條的素描。

希臘時期

希臘時代晚期開始使用獸皮（Parchment 或 Vellum），比蘆葦紙

草堅固，可以折疊，也不易破裂。以獸皮裝釘的書在技術上稱為畫

冊。

獸皮書（Vellum Codes）因面積寛廣、質料表面平整，可塗上豐

富的顏色，甚至貼上金箔。

此種插畫被稱為 Illummination 。

西元五、六世紀

西元五世紀早期完成了目前留傳下來最早的插畫手抄本－希臘

Vergil 史詩插圖，目前收藏在梵蒂岡。

西元六世紀早期的作品「創世紀」，目前收藏在維也納國立博物

館。

「創世紀」是連環圖畫故事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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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世界

西元八到十三世紀

插圖的運用是在科學文獻資料中，有些是抽象的圖表或是象徵性

的符號。也是目前最早的伊斯蘭教插圖手抄本。

插畫中的形體已趨向平面化和裝飾化。

仿羅馬式之風盛行，手抄本插畫藝術是本時期重要的造形表現。

手抄本的插畫工作大半集中在修道院的抄寫工廠中。

西元十四到十五世紀

巴黎的瓊．布賽爾（Tean Pucelle ）所畫的法國皇后珍妮．德賀

私人祈禱書「時間之書」（Book of Hours ）的插畫。在主題之外，

充滿了幻想性的裝飾花邊。

北歐和義大利融合成一種新穎的領導性風格稱之為國際風格。

金屬雕版如銅版畫的出現，印刷的表現更加細膩。

文藝復興時期

西元十五到十六世紀

達文西是第一位畫出具有現代科學性的插畫家。

德國畫家杜勒（Albrecht  Diurer ）透過木刻版畫和銅版畫留下許

多偉大的作品，代表作有「四騎士」、「亞當與夏娃」等。

浪漫時期

西元十七到十八世紀

文學風氣影響了插畫的題材，例如詩人畫家威廉．布雷克（Willian

Blake ）的作品「歐洲的預言」書中配置的插圖。

亞歷桑大．科桑（Alexander Cozens ）獨創「墨漬風景畫法」。

並利用風景素描作為編書圖解的插畫。

西元十九世紀

法國的杜米埃為巴黎數個週刊繪製插圖和漫畫，是位政治諷刺插

畫家。

英國的前拉斐爾畫派華特．克雷（Walter Crane ），透過木刻版

畫作為嘲政治的插畫。

威廉．莫里斯（Willeam Morris ）是「美術工藝運動」的發起人，

為壁紙設計所繪製的插畫具有流動性。

美國著名畫家荷馬（Winslow Homer ）曾擔任報社和雜誌的插畫

工作。

後期印象派中的大師羅德列克（Toulouse-lautrec ）繪製無數精彩

的海報作品，所繪製的插畫具有獨特的人物造形和流暢的線條。

現代
現代繪畫大師畢卡索（Pablo Picasso ）、米羅（Joan Miro ）、達

利（Salvador Dali ）等人，為商業美術繪製許多珍貴的插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林磐聳、羅東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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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插畫的風格分類

插畫具有自由表現的個性，在表現手法裡可分為幻想的、情緒的、誇張的、

幽默的、以及象徵化五種。而根據調查，一般人比較喜歡漫畫式的插畫多於寫

實性的插畫（何耀宗，1974）。

插畫依性質傾向可分為非常寫實的、純粹抽象的、新具象的、漫畫式的、

圖解式的、或是版畫式等數種（何耀宗，1974）。

在視覺藝術中，「風格」是組成藝術作品的一種特別的方式，插畫的風格

會因作品表現的形式和效果而有所不同。美術大辭典中所謂風格，英文稱為

style，德文為stil，皆起源於拉丁文的stilus。如今解釋成風格之意，逐漸應用於

多種藝術領域。風格意味著一種作品或作品群的特殊形式或技法，特殊的作風

（形式、技法）是指由作品全體在表現上所看到的特性，亦即整體統一的表現

形式，就形成了所謂的風格（何政廣，1981）。

而根據陳朝平（2000）所謂風格是藝術品可辨識的整體感覺表現。藝術品

因媒材、時代、主題、技法、藝術家個性和審美觀的不同而有各種表現特徵。

同一風格的藝術品具有相似的形貌、表徵或共同的基本理念，即藝術思潮。所

以風格能引導欣賞者去尋找主題及主題之下的潛在意義，瞭解藝術家對於環境

的反應及其社會文化背景。因此，風格可以說是一種隱藏的語言。

風格的分類並非是對形式中片段元素的分類（Winner，1982，p131）。也

就是說風格的形成是對象物與各視覺元素整體復雜的互動結果，具備難以拆解

的持性，風格的判斷與分類因此必須以整體直觀的方式進行（伊彬、鄧逸平、

黃永宏，2004）。風格的分類無法像分類形狀、大小、顏色等客觀與絕對。不同

的分類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同一批作品可能產生不同的分類結果（伊彬，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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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插畫風格之分類

著作者 年代 插畫風格與表現效果之分類 出處

鄭明進 1980

卡通式、反應時光季節的、表現色彩變幻

的、猜謎式的、抽象意味的、夢幻意境的、

幽默趣味的民族風。

雄獅美術110 期，

p.34-43。

許珮玫 1992

寫實性的、象徵性的、誇張性的、幻想性

的與抽象性的風格。

兒童讀物插畫表

現技法之創作研

究，p.62-66。

徐素霞 1996

漫畫式、速寫式、寫實性、裝飾性、幻想

性的、詩情感性的、描繪細膩的、構圖複

雜的、圖像簡明的、色調鮮明的、色調柔

和的、幽默感的、諷刺的與描寫誇張的風

格。

插畫是綜合所有

藝術表現的藝

術，天衛文化，台

北， p.169-170。

伊彬 2000

類西畫表現、類國畫表現、設計概念式繪

畫、抒情寫實、甜美溫馨、童話卡通特質、

裝飾圖案化特質、剪紙版畫、靈巧抽象、

怪趣、漫畫特質。

台灣兒童圖畫書

插畫風格演變

吳亭萱 2001

裝飾性、幻想性、象徵性、幽默趣味性、

諷刺性、寫實記述性、誇張式、抽象意味

性

插畫在平面設計

作品上表現方式

之研究與應用

黃永宏 2002

類國畫表現、類西畫表現、抒情寫實、甜

美溫馨、童話卡通特質、裝飾圖案化特質、

設計概念式繪畫、版畫剪紙、漫畫特質、

童趣、怪趣。

信誼基金會出版

之兒童圖畫書插

畫風格分析

王蕾雅 2003

漫畫特質、設計概念式繪畫、設計概念式

繪畫偏抒情寫實、設計概念式繪畫偏甜美

溫馨、符號式圖像風格、類西畫。

徐秀美插畫風格

分析及其時代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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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惠英 2006

寫實性、裝飾性、樣式性 青少年對當代女

性圖像插畫作品

風格審美趣味之

探討－以台灣與

日本為例， p.28

張東美 2007

幽默性、諷刺性、象徵性、神祕性、想像

性、浪漫、童書性

愛情圖像應用於

插畫之創作與研

究， p.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廖惠英（2006））

表 2-5 各類插畫風格的特徵

風格 風格的特徵

類西畫表現

充份表現傳統學院式的西畫技法，兼具理性與感性之情感描述，並以

較深沉內斂的手法來表現插畫主題。技法講究筆觸、線條、明暗色調、

立體感、或遠近透視等。

抒情寫實

從類西畫的基礎出發，包含了現實、客觀條件，技法細膩寫實，用色

較為清新柔和，以場景氣氛營造烘托情感的方式作為陳述重點。對於

自然的忠實描繪程度介於「類西」與「溫甜」之間。

甜美溫馨

透過畫面元素與整體構圖的控制，以較少層次之明暗調表現。畫面視

角開始採用兒童的角度，人物造型尚維持在真實比例的狀態，但已有

刻意可愛化的傾向。

童話卡通特質

著重在人物造形與情境的描述，移情手法、動物與物件擬人化、或揣

摩兒童本性與喜好為創作之基礎。因此可愛的外形及童稚化之觀念和

行為，是重要的條件。圖案卡通化的人物造形與比例、平塗的色面、

簡化或消失的陰影，封閉清晰的輪廓或厚重的輪廓線等，情緒動作表

達直接。

怪趣

為預設的一種感覺，藉由真實空間對比與想像之主角造形，產生奇幻

的異想空間。怪異奇趣的造型，突兀衝撞的空間安排，或類似以戲劇

手法製造懸疑詭異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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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性
利用深沉的色調、象徵性的表現手法，創作出獨樹一格、詭譎多變的

效果。極為強調個人特殊、神祕的感覺。

幽默性 採取輕鬆幽默的表現手法，產生令人愉悅的感覺。

諷刺性
表現上大都以暴露人性為主，這類的插畫多少都會用些誇張的手法，

其性質和漫畫相當接近。

象徵性
間接地以某種事物來代表或隱喻另一種事物，大部分都是非直接性的

敘述，而採用比喻的手法。

神秘性
富有神秘氣氛的插畫容易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大部分都運用在推理小

說或武俠小說。

想像性

想像力是人類的本能，往往借助於幻想來得到安慰。在插畫的表現上，

經常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創造許多傑出的作品，如科幻插畫，來滿足

人類的想像。

浪漫性
報章雜誌時裝、化妝品廣告或愛情小說中的插圖，讓人產生浪漫、甜

美的氣氛。

樣式性
指單純化或變形等具有個性化特徵的表現風格，漫畫亦可屬於此類範

疇，接近寫實的表現，但有時相當簡化而且具有各種不同個性的表現。

寫實記述

寫實的插畫，通常是以寫生、平鋪直述的方式，真實而正確的表達物

體或事件本身的形象，具有寫實的目的，忠實地說明不作任何變化和

誇大。在知識類插畫中常採用此種表現手法，例如昆蟲的精密描寫插

畫、植物學上各科別植物的插畫，透過詳盡描寫的插畫，使我們能充

分明瞭物體的形象與結構。

裝飾性
裝飾性的插畫多半帶有圖案和裝飾的意味，通常是附屬在文章中或編

排上，為了美化版面所作的插畫。

抽象意味性

利用一些原先不具任何意義的幾何圖形，傳達一個人的觀念與思想，

將抽象的觀念視覺化，構圖方式與一般構圖方式不同，給讀者的想像

空間較大。



插畫應用於兒童服飾之創作與研究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19 -

誇張式

將一般正常的形體或事物給予誇張化的表現以加強視覺效果。通常誇

張性的插畫是有意強調或渲染某事物、某主題，使人感到驚訝、趣味、

幽默的感覺。最常見的誇張性插畫是將局部誇大描寫的非常離譜，藉

以增加畫面的張力，以達到訴求的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王孟惠（2005）；張東美（2007）；吳亭萱（2001）；廖惠英（2006））

此外，插畫依其特殊性分類，還可分為漫畫、動畫、流行插畫、科學插

畫及工業插畫，將內容整理如下。

表 2-6 插畫的特殊性分類

特殊分類 內容

漫畫
包括幽默的漫畫，以及表現政治社會狀況的黑色幽默諷刺 (caricature)，

或連環畫，故事漫畫等，在插畫的領域中，是屬於較特殊的一類。

動畫

我們一般所謂的卡通，其正確的名稱應該稱作為「動畫」(animation)，

它是將一個動作和另一個動作間的過程，一張張地連續畫出來，再加以

拍攝而成。傳統的動畫是畫在透明的賽璐璐片上，而現在的動畫，大都

是以電腦繪製、合成而成。

流行插畫

也可說是時裝插畫，包括衣服、帽子、鞋襪、髮型、化妝，還有其他流

行的裝飾品等；此種插畫要求具有變化性和時代感，要有鮮明的風格，

創造新鮮的情緒，並且經常為了美的造形而將人物的比例加以誇張變

形。

科學插畫

醫學、生物、天文、地理、物理、化學，還有其他科學等之特定要求的

插畫或圖解，此種插畫家必須具備豐富的科學專門知識，通常都是和科

學家一起做的協同工作 (team work)。

工業插畫

機械、器具、輸送設備等工業產品外觀圖的描寫，或是構造、機能的斷

面圖和透視圖等；此種插畫家必須具備良好的圖學基礎和優秀的讀圖能

力，方能將其正確地描繪出來。

資料來源：廖惠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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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插畫的機能與應用

1.4.1插畫的機能

依據陳俊宏、楊東民（1998）於「視覺傳達設計概論」一書中提到，假如

說純藝術是人類的文化（culture），而科技是文明（civilization），那麼插畫就

是和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生活文化」，它直接作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能

對我們產生某些程度的影響，而其多樣的表現，更能豐富我們的視覺享受。因

此，插畫除了最基本的圖解、例證的功能之外，尚具有多項的機能（廖惠英，

2006）。

表2-7 插畫的機能

機能 內容

現實的描寫

插畫能反應現實；今日的生活情形和種種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插畫表現

出來，例如：日常家庭生活、休閒活動和現代人的生活情感，還有流

行、運動、娛樂場面等等。插畫能表現生活中的夢想和願望，反映現

代人的慾求，從服飾到食品、從喜愛到苦惱等，一切現實生活中的現

象，均可用插畫來描寫。

肉眼的擴張

使一些原本肉眼看不見而實際存在的東西變成看得見，例如電波、音

波，都可以用插畫來表現，甚至還可將地球、月球畫個剖面圖，因此，

插畫的另一個表現的可能性，可說是擴大了我們的視覺領域。

不存在物的視覺化

插畫的另一個可能性即是將不存在於宇宙中的東西視覺化，創造出新

的世界來。例如：神話中的天堂和地獄等幻想的世界，或者是未來和

過去我們所無法看到的想像世界，甚至於人類內心世界中的心象

(mental image)。

思想 、觀念、理論

的形象化

在「傳達」中，要充分地理解抽象的語言訊息，有時會覺得困難，所

以有必要借助於插畫，才得以充分的理解。插畫等於可將思想、觀念

和理論的內容形象化，變成一種空間性和立體性的具體表象，藉以提

高傳達的效果。

資料來源：廖惠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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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插畫的應用

（一）在用途上的應用

插畫在用途上甚為廣泛，可運用在平面視覺媒體以及電子媒體上。平面媒

體包括三大類：

(1) 廣告插畫：這是插畫運用得相當多的部分，無論是報紙、雜誌的廣告，

或是海報、DM、POP、戶外廣告、型錄等，均可看到各種插畫的表現，非但可

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更可將廣告概念視覺化，使消費者易於接受，並可將商

品樣式和機能構造加以圖解，讓消費者瞭解，以促進商品或勞務的銷售。

(2) 編輯插畫：報刊和雜誌等刊物編輯上所運用的插畫，例如刊頭插畫，或

是文章插圖等。在此範疇中，將小說或故事視覺化的圖畫故事，還有漫畫、童

畫等也可以包括在內。

(3) 書籍插畫：書本的封面、內文的插圖、連環漫畫、圖畫故事、百科辭典、

學術性的科學插圖、圖解等均是，其內容大體和上述的編輯插畫相同，只是此

處所講的是專門性的書籍（單行本專書或套書），有別於期刊和報紙。

    (4) 服裝插畫：把珍貴畫作印在服飾上可提高其被觀賞的普及率；而將喜歡

的圖像穿在身上更是件令人開心的事。同時，他就好像是個活動的廣告看板般，

可以隨人體的移動而將訊息傳送各地，必要時可達到不錯的宣傳效果。

而在電子媒體的部份則是指影視插畫，包括電影、電視、電腦上所運用的

插畫，包括動畫 (animation)、插播卡、片頭設計、Homepage、CF……等；在映

像媒體成為大眾傳播主要工具的今日，其運用量相當的多，是不可忽略的一個

領域（廖惠英，2006）。

（二）在媒材上的應用

不同的媒材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所傳達出的風格也不同，要呈現出好的

插畫作品，必須在媒材及工具上有充份的了解，媒材的使用上可分為七種。

(1) 手繪的插畫：通常使用繪畫性的顏料及工具，例如廣告顏料、水彩、粉

彩、壓克力顏料、麥克筆、色鉛筆等等，而工具方面，為了達到各種特殊效果，

也會使用刷子、刀片、噴槍等等材料。

(2) 電影、電視、電腦上所運用的插畫：包括動畫（animation）、插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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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設計、Homepage、CF……等。

(3) 合成圖片剪貼與插畫：除了剪影與剪紙藝術利用色紙及各種美術紙來完

成外；使用紙張、紙板、木板、布料、珍珠板等材料經裁剪後，加以拼貼的方

式也是插畫創作者經常利用的方式。再者，將攝影圖像排列組合成照片的作法

約有兩種：一是在攝影時便事先拍好多張照片，以剪貼拼湊而成；另一則是將

挑選過的攝影作品、印刷品剪貼並排列組合。除此以外，我國已故攝影家郎靜

山更獨創「集錦攝影」，即是利用暗房技巧將不同時空所攝得的影像人為組合，

創造出如中國傳統水墨畫中如詩如畫的意境及視覺效果。唯現今因電腦繪圖的

出現與蓬勃發展，運用拼貼與合成照片的手法創作就更便利了。當然，單純的

攝影作品也可具備插畫的功能。

(4) 版畫印製的插畫：在機械印刷尚未普及以前，版畫就被應用在印刷上

了。若依印製原理大致可分為凸版、凹版、平板、孔版四種，而版材更是越來

越多樣，如：木版、紙版、石版、絹版、鋅版、銅版、橡膠版、壓克力版、珍

珠版… …等。通常直接在印刷的版上製作所需要的圖畫，再透過印刷的技法，

把色彩或形象表現於被印刷物上。

(5) 浮雕與插畫：浮雕是一種非平面繪畫且同時具備平面與立體要素趣味性

的半立體表現方式，其經常是透過造形與色彩或造形與造形間的交互影響所呈

現出來的作品。媒材方面如紙張、木材、不鏽鋼、珍珠板、石膏、紙黏土等皆

可使用，不同於真正立體作品的地方是浮雕通常只要一個壁面就足夠。在製作

方法上大致上有加壓、拼貼及泥塑三種。

(6) 三次元空間的插畫：運用各種媒材的製作與技法進行肢體彩繪或製作出

玩偶、布袋戲偶、傀儡戲偶等，營造出三度空間情境的插畫皆屬之。

(7) 電腦與插畫：自從電腦繪圖專用軟體被開發出來之後，應用美術領域的

確產生很大的變化。首先，電腦具備多元性的功能，除了可模擬各種媒材效果

外，畫面上更可使用近於無限的色彩，就連紙張的質感也可以透過其快速運算

及複製等特性，反覆修改作出一連串不同的實驗與效果。此外，電腦還可完成

排版及模擬印刷的輸出工作。現今的電腦繪圖不僅應用於平面繪畫，電視、電

影、電腦遊戲也是常用電腦動畫的媒體（吳亭萱，2001；林品章，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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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生活領域中，可以看到插畫經常被廣泛的運用在視覺傳達上。八○年

代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一連串的大步開放，在邁向更自由、更民主

的社會途中，多元化的社會型態也慢慢地跟著成形（孟樊，2003）。

而插畫在社會上隨著創作者的增加，表現的風格也就愈來愈多，表現的舞

台也就愈來愈多元，不僅是於報章雜誌、書籍封面、包裝設計、廣告設計等等

的應用，插畫也愈顯個性化、娛樂化、個人化、偶像化，表達出自己個人的情

感特色（顏淑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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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兒童的認知與偏好

2.1 兒童的定義

在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是指十八歲以下的人，但在某些國家的

法律可能會制定為比十八歲還小一些的年紀。台灣的兒童福利法所稱兒童，指

未滿十二歲之人。因為兒童身心發展有快慢，很難依心理年齡硬性劃分，故廣

義的兒童包括從出生到十五歲的少年時期，涵蓋嬰兒期、幼兒期、兒童期及少

年期。

Rice（2007）指出兒童發展期包括(1)胎兒期（Prenatal Period）、(2)嬰兒期

（Infancy）－2歲前、(3)兒童期早期（Early Childhood）－3-5歲以及(4)兒童期

中期（Middle Childhood）－6-11歲。在兒童期早期，開始發展自我概念，而在

兒童期中期時，他們就有能力去了解他們的世界，並且具有邏輯性地思考。在

青春期（Adolescence）－12-14歲的青少年，已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可以逐漸脫

離父母而自行作出決擇。

兒童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一位兒童都有其自我主張及對事物的判斷力，

根據兒童視覺認知發展的情形來觀察，兒童到了 2歲以後有了思考性的概括，

到了 3歲以後，可以掌握觀察能力。

綜合以上分析，在青春期前的兒童雖然沒有絕對的自主權去決定事情，但

卻早有自我邏輯思考的判斷能力，可以表達出自己對事物的想法。因此本研究

將目標兒童設定在 3-11歲的年齡，也就是幼稚園和國小階段的兒童。

2.2 兒童的知覺發展

知覺即指視覺、觸覺、聽覺等。鄭麗玉（1995）指出知覺為一種意識活動，

「簡單的說就是知識的獲得與應用，這牽涉兩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知識在我們

的記憶中如何被貯存，以及貯存什麼記憶內容問題；二是知識如何被使用或處

理的歷程問題。」人之所以會有知覺是因為對刺激做出反應，而這些訊息刺激

透過知覺處理過程使人產生反應，知覺 (Perception) 是指人可以辨別刺激的存

在，而認知 ( Recognition ) 是指人可以了解刺激物的涵義，例如，我們看到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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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知道他的性別，甚至名字。

嬰兒出生後沒多久，就能將視覺和觸覺的資訊相結合，以及將聽覺和視覺

的資訊相結合。6週大的嬰兒當有物體接近臉部，會眨眼或出現避開等反應，但

是要 4 個月才能發展出雙眼視覺，五個月大的嬰兒會試著抓握較近而非較遠的

物體。

有研究指出，嬰兒處理視覺訊息的速度具有個別差異，當看到視覺刺激時，

有些嬰兒注視物體較久，有些嬰兒注意期間短暫，後者的感知－認知能力較強，

因為他們對於刺激的解釋過程較快速有效率，而且 4 個月大的嬰兒就會出現這

些差別（Colombo, Mitchell, Coldren, & Freesemen, 1991）。

在張春興（1991）中提到，在人類處理訊息的過程中，會以系統化、合乎

邏輯、組織性的架構，做主觀的選擇，此種由感覺轉換成知覺的歷程，稱為「知

覺的組織性」（perceptual organization）。兒童利用知覺，能察覺物體的個別特性，

如顏色、質料及形狀，也能察覺出所有特性模式，可從相似物體中，分辨出特

別的例子，此外，尚可藉著知覺，察覺出物體或事件間的部分關係（黃淮鱗，

2001）。

兒童的知覺發展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原始的知覺階段」、「從知覺的概括

向思考的概括過渡階段」與「掌握知覺標準和觀察方法階段」（陳幗眉，1995）。

（一）原始的知覺階段－

嬰兒剛出生時，很多的知覺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以備用來知覺這個世界，

如一些反射動作，而其他的知覺能力通常會在嬰兒期的頭幾個月出現，除非有

非常異常的經驗才受影響（林美珍，1996）。

（二）從知覺的概括向思考的概括過渡階段－

一歲以後，隨著語言的萌芽和發展，反映客觀事物的概括性水準提高，對

事物的知覺逐漸和具體表像聯繫起來，開始出現對物體形狀、大小、空間和時

間關係的複雜知覺，兩歲左右，語言和思考真正發生，對事物逐漸由知覺的概

括轉為思考的概括（陳幗眉，1995）。

（三）掌握知覺標準和觀察方法階段－

3歲以後，兒童對物體的知覺，漸漸和有關的概念聯繫起來掌握，此時便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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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知覺標準和觀察階段」。兒童知覺活動的目的性提高，形成了觀察能力，到

了 4-5歲後，能逐漸有意識地支配自己的知覺活動，掌握了觀察方法（陳幗眉，

1995）。

經由以上三個階段來看，兒童到了 2 歲以後有了思考性的概括，到了 3 歲

以後，可以掌握觀察能力，而對於物體的知覺能力會隨自身的成長過程有程度

上的差異。

瑞士心理學家 Piaget, J. P.（1896～1980）提出有關於人類認知發展的看法

「認識發展階段論（stag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他認為認知發展是生物

經由環境的影響，以及大腦系統共同運作的結果。根據皮亞傑（Jean Piaget）於

1962年所提出的「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在理論中將

兒童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王孟惠，2005；Oates，1999）（詳見表8）：

（一）感覺運動期 (sensory-motor period )－

零歲至二歲。此階段的嬰幼兒以肢體動作來認識眼前環境與體驗事物，用

感官探索並認識物體，認知結構是行動模式和漸趨複雜的模式，任務是要學習

協調感覺動作順序以解決簡單問題。

（二）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period）－

二歲至七歲。此階段的兒童尚未具有邏輯思考的能力，積極發展面對世界

的象徵能力或再現能力，並開始以象徵來表現動作。此時期主要成就是語言發

展，增加思考溝通的能力並與自身的知覺相連結。

（三）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

七歲到十一歲。此時期的兒童展現更多邏輯思考的能力，並開始領會抽象

的觀念，不過仍是相當具體的層次，對於抽象或哲學上的概念難以理解，是屬

於運用實體之間關係為基礎的邏輯推論能力。

（四）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period）－

十一歲以上。此時期的兒童已經可以用類比的方式作出邏輯推論，而且可

以回答思考抽象和假設的問題，這種建構物體關係之間的關聯性能力，被視為

是高層次的邏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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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

年齡 階段 認知發展

0-2歲 感覺運動期
嬰兒將身體行動的步驟，如吸吮、抓取以及敲打組織

起來，以適應周遭世界。

2-7歲 前運思期
小孩學習去思考－使用象徵與內在印象－但他們的思

考尚未系統化與邏輯化，這與成年人是非常不同的。

7-11歲 具體運思期
小孩開始發展有系統性的思考，但是只能在具體的物

體和行動上。

11歲以上 形式運思期
年幼的小孩發展出對於抽象和假設性的問題具有統整

性的思考。

資料來源： Oates（1999）

由皮亞傑的理論得知，兒童自 2 歲以後，因為語言系統開始發展，對於外

在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且得察覺出象徵的整體特徵與表達出來的符號

系統，並利用自己的直覺偏好來判斷作品，較喜歡表面吸引自己的作品。

2.2.1兒童的視覺知覺發展

在人類的感官知覺類型中，視覺是人類最佔優勢的感覺，而且視覺是人類

接收外界訊息時使用最多的一種感覺類型 （許勝雄，1999）。完整的視覺系統

需經過好幾年，才能從出生時相當不成熟的狀態發展至成熟的狀態（Oates

1999)。林美玲（2006）指出視覺是所有感覺器官中最發達的系統，人們藉由視

覺器官所接收到的訊息約佔所有感覺器官接收訊息來源的 65 % ~ 70 % 。

視覺的邊緣器官是視網膜（retina），當外界的訊息投射到眼睛時，這些訊

息經由眼球光學的折射後，在視網膜中形成了影像（image），這個過程稱為感

覺登錄（sensory register），經過登錄後的訊息才能進一步經過知覺的分析。

Gletiman（1995）提到視覺是因為光源直射或被物體反射的光線作用於眼球

的視網膜，引起視覺細胞興奮，視覺神經系統傳導到大腦所產生。這種傳遞過

程可略分為三個階段：（一）遠處刺激傳至近處刺激；（二）將刺激轉換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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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衝動；（三）意識與感覺經驗對次訊息的心理反應。Frostig（1997）指出視知

覺能力是人類處理許多事物的基礎，若發展不良，不但影響兒童的學習，還可

能造成生活上的適應問題。

在正常狀況下，嬰兒、孩童與成人的眼睛是以一連串的注視來看這個視覺

世界，且每個注視都是靜態的，將視覺注意物體的穩定影像傳至視網膜，以中

央凹區來接收這些影像。

（一）視覺敏感度－

在視覺敏感度上，有研究人員（如圖一）以圖中各組線條來測試，每個圖

案都配上同樣亮度的灰色正方形板，放在距離嬰兒的臉二十五公分遠處。結果

一個月大的嬰兒只對最粗的條紋組別表現出視覺偏好，他們的敏銳度隨著年齡

的增長而有所進步，到六個月大的時候，他們就能從灰色方形板中區別出最細

的線條。

圖2-1 視覺敏感度實驗（引自Oates，1999，P.135）

（二）視知覺恆常性－

Sternberg（2001）提到人的視覺知覺中有知覺恆常性 (Perceptual Constancies)

的存在，所謂的知覺恆常性是指不管刺激量如何變化，人對此刺激的知覺仍然

是相同不變，主要可分為：

(1)大小恆定性 (Size Constancy)－是指人的知覺會保持所見物體的固有大

小，不因物體的距離之改變，而把物體看的大或看的小的現象。

(2)形狀恆定性 (Shape Constancy)－是指人的知覺會保留原來物體的形狀，

甚至它的形狀改變。

(3) 光度恆定性 (Lightness Constancy)－是指人知覺到物體的亮度是平等

的，儘管是在實際上我們的眼睛接受到的亮度是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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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知覺組織律－

Coren, Stanley et al.（1999）提到，我們的視覺會將形狀相似或相同物體組

合起來，這是一種圖形群化現象 （Figural Grouping），或者稱為知覺組織律

（Gestalt Laws of Perceptual Organization）。這種知覺現象的三個規則分別是：

(1) 接近律 (Law of Proximity)：兩個物體的距離愈接近，視覺就容易把它

們歸納在一起。（如圖二所示）。

(2) 相似律 (Law of Similarity)：相類似的物體或形狀會被視覺視為同一形

態的趨勢。（如圖三所示）。

(3) 連續律 (Law of Good Continuation)：對於視覺知覺而言，對於形狀元件

的軌跡或向量會因連續性質而形成特殊形態。（如圖四所示）。

(4) 閉合律 (Law of Closure)：視覺知覺會將一個不完整的形狀連結起來，

成為一個完整或密合的形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2 接近律 圖2-3 相似律

圖 2-4 連續律 圖 2-5 閉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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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覺偏好影響因素－

「偏好」通常意指一種喜歡或不喜歡的行為（Ahmad，1983，p24）。打從

出生後的第一天開始，嬰兒已對一些影像有視覺偏好。對於兒童的視覺偏好， 羅

伯特．方特茲（Fantz, R.L.）研究指出，有二點特性會影響兒童的視覺選擇（引

自 Oates，1999 p.137）。

(1)複雜性：新生兒和成年人以及較大的兒童一樣，對於複雜但又不過於複

雜的刺激有種視覺偏好。何宣生和同事（Hershenson et al.，1965）發現，嬰兒

偏好五角形、十角形到二十角形的幾何形狀。

(2)曲線圖形：方特茲用同樣複雜性且同樣圖案作為刺激物，嬰兒偏好曲線

的刺激物多於直線的刺激。

對於平面繪畫或插畫來說，在視覺的發展上，最普遍也最常接觸到的元素

是刺激物的形狀和色彩，這也是兒童在判別平面作品時，最先反應出的喜好影

響因素，因此本研究針對兒童在色彩及幾何形狀的認知發展以及偏好作一整理

與分析。

2.2.2兒童的幾何形狀認知發展

「形」普遍存在於人類的生活環境中，「形」一詞首見於德文的 Gestaltung，

其意指完全的形態，是物體（object）所呈現出具豐富內涵的樣式（林崇宏，

1999）。形的基本元素論是由包浩斯設計學院於西元 1919－1923 年發表，認為

形的基本元素可分狹義、廣義兩方面說明：

（一）狹義的「形」即面（含點、線和形狀），是單獨的，完全由視覺概念所

產生，存在於包羅萬象的時空狀態中，經由人類心中的意念，並透過完形法則，

完成形的過程。

（二）廣義的「形」是面、光、色彩、形態、空間、時間與材料等所組成之造

形，是經過安排及規劃的外在表現，並有內在特殊性格，含有人類視覺、觸覺

與知覺的感受現象。

要研究物體的形狀、大小和相互位置關係的科學稱為「幾何」。具體的幾

何形分為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兩種。平面幾何是指一個圖形上所有的點，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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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平面內的圖形稱之，如：圓形、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等；立體幾何是

指一個形體上所有的點，不全在同一平面內的形體稱之，如：立方體、長方體、

球體等，又稱為空間幾何形體（ERIC 網站，2003）。

幾何圖形表現在二度空間稱為輪廓線的表達，由直線構成的有方形、矩形、

三角形、梯形、多角形等，而曲線構成的形狀有圓形、橢圓形、曲線形等。於

視覺現象中，形狀為建立視像時，視覺資料所呈現的面貌，在視像中，資料和

信息必須要安排成不同的圖形或塊狀，做為組合或分類的單元，並列於畫面中，

才能產生視覺的意義（王美娥，2006）。

在平面形態分類上，可以分為規則和不規則狀兩類。所謂規則的形狀，指

的是按確定的數理規則來構造，它們有理可循，可以反覆出現，形狀也可以預

計，可以說，它們是定形的造形。不規則的形狀，是依偶然或隨機的因素而得

來的，沒有明確或簡單的數理規則可循，一般不會反覆出現，形狀也不可預計，

所以可說是屬於非定形造形（陸韜，1993）。

另外，也可依形的規則性區別為：幾何學形、有機形、偶然形與不規則形

四大類（饒真強，2005）。

圖 2-6 幾何形、偶然形、有機形及不規則形

嬰兒剛出生時，最初是以視覺辨識幾何形體，且多以形狀、顏色、大小分

辨幾何形體的不同，尤其是以形狀辨識者最多。而形狀的元素是經由天生本能

從刺激中抽取出來的（饒真強，2005）。兒童瞭解幾何形體概念，是先瞭解立

體幾何，透過日常生活所見之器具或建築等，例如盒子、箱子、罐頭、球等立

體物的形狀而認知。而平面幾何概念則是由這些具體化的器物中擷取出來，兒

童認識圓形、方形、長方形、三角形等平面幾何概念，是排除了立體物的材質、

幾何形 偶然形 有機形 不規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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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硬度、顏色等，而建立的平面幾何表徵（呂季霏，2001；張英傑，1993；

Clements ＆ Battista,1989,1990；Elizabeth,1995）。

人類對形狀的認知判斷過程，從形狀所表達的現象，經過感覺的想像，有

視覺、觸覺、心理與生理之感知覺現象，最後產生對形狀的感受。王美娥（2006）

針對方形、三角形、圓形所形成的特性及其產生的心理感覺做闡述。

（一）方形即□，係指垂直線的堅實與支力和水平線之靜止與安定同時結合，

由四個90度角組合而成，為最穩固且最具有量感的形，屬於一種理性的形，給

人剛正、強而有力、方正，堅實、嚴肅、規矩、公正、穩定的感覺。

（二）三角形即 △ ，係指一條水平線和兩條斜線所組合而成的面積，有三個邊、

三個頂點及三個銳角或鈍角所組成的形，為不規則形的變化，屬於一種靈活輕

巧的形，在心理上有銳利感，給人向上、安定穩重的感覺。

（三）圓形即○，係指弧線起點與終點相接，周邊循環不絕，行於同一軌道，

是最美滿的形，有豐富的量感與完美感，又有團體的象徵，屬於感性的形，給

人有完成、終結、團圓、圓滿、運動、循環、整體、活潑豐富的感覺。

根據吳湘苹（2001）指出，不同年齡層的兒童對於形狀的認知發展也都不

同。

表 2-9 兒童形狀知覺的發展

年齡

項目
嬰兒～兩歲 兩歲～三歲 三歲～五歲 五歲～六歲

分

辨

幾

何

形

狀

能

力

到了兩歲，能將

積木依共同特徵

分類（盧素碧，

1979）。

能辨識圓形與方

形，對三角形辨

識能力較差（盧

素碧，1979）。

能正確找出相同

的幾何形（陳幗

眉，1995）。

能辨識圓形、方

形及三角形（盧

素碧，1979）。

資料來源：吳湘苹（2001）

皮亞傑等（Piaget, Inhelder,＆ Szeminska, 1960）對兒童幾何認知的發展階

段，其主張是：兒童先發展出拓樸學的概念，其次才是發展投影幾何或歐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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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幾何學概念。依據皮亞傑的看法，兒童對形體特徵的認識是非直覺的，而是

含有邏輯運思的一種過程。皮亞傑與尹荷德（Piaget ＆ Inhelder，1967）曾把兒

童對幾何形體概念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表2-10 兒童幾何認知的發展階段

階段 年齡 幾何認知發展

第一階段 2-4歲

幼兒能分辨封閉或開放的圖形，例如：×、〜、 等是開放圖

形；□、○、△、 等是封閉圖形，但是他們對屬於歐

幾里得圖形的圓形、正方形、三角形，則無法辨識有何不同，因

為圓形、正方形、三角形在拓樸學的意義上均是封閉圖形，可以

被拉扯、擠壓而變形。屬於前運思期概念階段的幼兒對物體輪廓

的知覺只有注意到封閉或拓樸的等價關係，雖然開始嘗試將事物

概念化，並不在意屬於歐幾里得幾何關係的數學性質。

第二階段 4-6歲

對於正方形、圓形之不同已能區分，即能分辨直線類的形體與曲

線類的形體。但是仍無法分辨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

形。此時亦能透過手眼協調的動作而瞭解角和邊的存在。幼童在

此直覺階段是由部分至全體進行推理，集中於知覺和物體形態方

面的思考方式，多使用視覺去感知、判斷物件的形體，呈現主觀

直覺的半邏輯思考（王文科譯，民81）。

第三階段 7歲以後

已進入具體運思期，在辨別六角形時會以每個突出的尖角，順著

圖形外圍，逐角探索，能統整感官對形狀的知覺。這個時期的兒

童能夠分辨直線的封閉形體。皮亞傑的研究重點乃在瞭解幼兒如

何建構幾何概念，只探討概念的形成，且透過一對一晤談深入探

究幾何概念之運思過程（吳德邦，民88；張英傑，民90；劉秋木，

民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文貞（2005））

Fuson 和 Murray（1978）指出3歲的幼兒先認識圓形，再來依序是正方形、

三角形、菱形；約5歲以後才能畫出三角形和菱形，而3歲以上就能用竹籤作出

正方形；所以幼兒對圖形的發展順序是先辨別圖形、造形，之後才會畫出圖形

（林碧珍，1993；張英傑，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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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李文貞在2005年，針對台北市三所公立托兒所，九十二學年度之小班、

中班、大班217位幼兒為對象研究幼兒幾何形體概念的發展，結果顯示：

（一）幼兒對平面幾何的命名－

對平面幾何的認識，能說出正確名稱的次序是圓形最多，其次依序為三角

形、正方形、長方形，橢圓形有47.9﹪的幼兒能說出橢圓形的名稱，菱形有26.7

﹪的幼兒能說出正確名稱，梯形只有7人（3.2﹪）。

（二）幼兒形容平面幾何的方式－

形容圓形為其他物件雖然有高達47.5﹪，但主要形容圓形還是像「球」仍有

39.6﹪居多數，還有65.9﹪能形容正方形為其他物品，67.9﹪能形容出三角形的

模樣，65﹪有幼兒能說出長方形像什麼，幼兒中有41﹪能對橢圓形說出形容物，

52﹪能對菱形描述形容，61.8﹪能形容梯形。

（三）幼兒對平面幾何分類表現－

幼兒均能表現合宜的分類亦有其分類理由，其判斷有思考集中傾向。最多

人將圓形、橢圓形分成一類有66.4﹪，將正方形、長方形歸為一類的也有37.8﹪，

而將正方形、菱形分成一類的有18.9﹪且理由是：菱形像正方形、一模一樣、菱

形壓一壓就是正方形、都是正出來的、兩個都是正的。也有將三角形、梯形分

成一類占12.9﹪，幼兒理由是，梯形切一下會變三角形、上面有尖尖和沒尖尖。

從理由中可知，幼兒是用直觀的感受將幾何形體予以分類，大多數幼兒能

掌握住平面幾何的特徵。另有6.5﹪的幼兒認為這些平面幾何都不像所以不予分

類。也有幼兒將正方形和長方形不分在一組，其理由是「一個矮矮的，一個高

高的，不像。」，還有幼兒認為菱形邊邊是彎彎的和三角形不一樣。

綜合以上學者再加上其他國內外探討兒童幾何形體概念之相關研究，作一

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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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國內外兒童幾何形體概念之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 幾何形體概念發展

Elizabeth

（1995）

(1) 7歲以下的兒童會受形體位置的困擾。

(2) 9 歲之前，幼兒常用日常生活的物品描述形體的形狀，例如：「三

角形」像三角鐵、「正方形」像書、「長方形」像門。

(3) 9 歲之後就能描述形體的性質，例如：正方形有四個相等的邊，四

個直角。

Clements 等人

（1999）

(1) 4 歲的幼兒對三角形的辨別較困難，圓形則最容易辨別。

(2) 3 到6 歲幼兒對圖形的辨識與分類沒有性別差異。

Fuson 和

Murray（1978）

(1) 3 歲的幼兒能先認識圓形，再來依序是正方形、三角形、菱形。

(2)約 5 歲才能畫出三角形和菱形。

Piaget 和

Inhelder（1967）

(1) 2-4歲幼兒能分辨封閉或開放的圖形，例如：×、〜、 等是開放

圖形；□、○ 等是封閉圖形，但是他們對屬於歐幾里得圖形的圓形、

正方形、三角形，則無法辨識有何不同。

(2 )4-6歲幼兒能分辨直線類的形體與曲線類的形體。但是仍無法分辨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3) 7歲以上的幼兒能夠分辨直線的封閉形體。

盧素碧

（1979）

(1) 0-2歲幼兒能將積木依共同特徵分類。

(2) 2-3歲幼兒能辨識圓形與方形，對三角形辨識能力較差。

(3) 3-5歲幼兒能正確找出相同的幾何形。

(4) 5-6歲幼兒能辨識圓形、方形及三角形。

陳幗眉

（1995）

兒童分辨不同的幾何形狀由易到難的順序是：圓形→正方形→半圓形

→長方形→三角形→八邊形→五邊形→梯形→菱形。

張英傑

（1993）

(1)圓形是最容易被辨認的。

(2)正多邊形的角較多時易被忽略，而被當成是圓形。

(3)邊長比例過大的三角形，不易被辨認。

吳德邦

（1999，2000）

(1)一年級學童會受形體大小、方向等因素干擾無法正確辨認，也無法

對形體作出正確分類。

(2)三年級學童能說出正方形、圓形，但說不出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

的正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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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琮

（2002）

(1)學童對於圓形和長方形多以視覺觀點描述；正方形會以視覺和圖形

性質描述，說「正正的」，以「有三個角」描述三角形。

(2)在圖形辨認標準上，三角形的一致性最高，圓形辨認標準的一致性

最小。

(3)性別不會影響圖形的辨認。

薛建成

（2003）

(1)對圖形直線與曲線的判別較易達成，而旋轉圖形的判別則較困難。

(2)性別在幾何形體發展上無顯著差異。

郭育宓

（2003）

(1)研究發現三角形角度張開超過135 度時，角度越大，學生越容易產

生迷思現象。

(2)城鄉、性別對此結果並無顯著差異。

(3)各年級學童對於圓形、長方形與正方形比較容易掌握。

李文貞

（2005）

(1)幼兒對平面幾何的命名能說出正確名稱的次序是圓形、三角形、正

方形、長方形、橢圓形、菱形、梯形。

(2)幼兒是用直觀的感受將幾何形體予以分類，大多數幼兒能掌握住平

面幾何的特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文貞（2005））

2.2.3 兒童的審美認知發展

Berlyne等學者（Berlyne，1971，Bloch，1995；Veryzer，1993）認為審美

回應乃是感知者對於對象物的內在固有元素產生強烈的注意與涉入之反應。學

者們普遍認為大多數的群眾對於某些審美刺激會做出類似的回應，如適當的色

彩、聲音、距離、運動與時間等，會造成一般大眾相似的美感回應（引自伊彬，

2008）。

「美感」（aesthetic）在大英視覺藝術百科全書中的解釋為：欣賞美及愉快

的感受（黃淮鱗，2001）。美感判斷是指對藝術品中的媒材（線條、色彩、肌理、

空間、形狀）、形式（主題、統一、平衡、變化、比例、節奏）、內容（表現的

思想與情感或象徵的意義）等因素是否具有敏感的感受力與判斷力（張全成，

1987）。

諸多研究者發現新生嬰兒對不同的視覺刺激物有不同的注視偏好反應，認

為這是最早的審美行為（伊彬，2008）。而對於兒童的審美行為研究，在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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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學者的發展理論。

（一）Winner（1982）審美成長三階段論

    (1) 4-8歲：被繪畫的兩個形式元素－色彩及內容所吸引，對畫作的偏好建

立在個體對畫作內容題材的偏好上。此時期的兒童很主觀，認為畫作的好壞取

決於個人的偏好上，很難脫離自我中心的束縛。

(2) 8歲至青春期早期：最重視圖畫的寫實程度，這種被寫實程度吸引的情

形一直持續到青春期。

(3)青春期以後：審美開始建基於形式的標準，如風格、構圖、光影或情感

之效果作用，對於各種主題的接受度高，認為審美屬於個人之看法。

（二）Parsons（1987） 審美能力發展階段論（引自王孟惠，2005）

Parsons以Habermas及Kolhberg的道德發展理論為基礎，研究對象為幼童到

成年人，透過質化研究與實證，歸納出由四個美術鑑賞重點（主題、表現、媒

材形式風格、判斷），他強調美感階段的發展是有循序漸進的順序性：

(1)主觀偏好（favoritism）（偏愛期）：此時期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觀特質，

使其偏好多樣化的色彩，對於繪畫主題的選擇缺乏判斷好壞的能力。

(2)美與寫實（beauty and realism）：此時期已經開始認知他人的觀點，較少

以個人偏好來決定作品的好壞，而吸引人的主題與寫實的風格，即為其判斷之

依據。此階段之寫實表現又分「圖式寫實」和「照相寫實」，前者單純描繪事

物，不具立體明暗的變化，後者則表現出像照片般的真實，透過明暗與透視，

以呈現出立體感之效果。

(3)情感表現（expressiveness）（表現期）：此時期不只認知他人的觀點，

由於感受情感與思想能力之發展，而使其對於他人的內在經驗產生了新的看法

與共鳴，題材或技巧不再是作品好壞的評判標準，是否引發內心情感的共鳴與

作品本身之獨特性，更為重要。

(4)風格和形式（style and form）：此時期能以理性客觀的角度，及藉由文

化與時代的觀點來評判作品，除了重視作品的色彩、肌理、造形、媒材之外，

亦能以藝術史的觀點來探討作品的形式和風格。

(5)自律（autonomy）：較「風格與形式階段」更為進步，審美已能超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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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觀點，不以傳統做為判斷的依據。即便以傳統的藝術作品意義為基礎，亦

會依時代文化的轉變而不斷自我調整，以個人對於藝術歷史的知識來加以判斷。

Parsons（1987）的審美發展研究，雖未明白指出發展階段與年齡的關係，

大致上第一階段是學前兒童，第二階段是小學生，第三階段是青少年。林仁傑

（1995）指出，儘管部份學者將上列的五個審美發展階段依年齡進行劃分，不

過Parsons認為審美能力發展的各個階段和年齡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但其發展的

順序卻具有共通性。

（三）美國發展心理學家Gardner 以開放性晤談的方式，針對121個四至十六歲

的受訪者進行研究，結果依受訪者所展現的特徵，將美感知覺發展歸納成五個

階段，他認為兒童美感知覺的發展與年齡相配合，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表 2-12 Gardner的美感知覺發展階段

階段 年齡 發展特徵

初期知覺 0-2歲 1.無法運用語言表逹意思，以身體動作感覺環境

 2.能敘述環境中色彩、大小、質感等特徵

符號認知   2-7歲   1.能察覺對象整體特徵與表達的符號系統

2.傾向用直覺偏好判斷作品，喜歡表面吸引人的作品

高度寫實   7-9歲 1.以寫實程度作為評斷繪畫標準

2.喜愛照相般寫實表現作品，符合寫實規則才是美

破除寫實出現美感 9-13歲 1.擺脫對寫實觀念的喜愛，能接受純藝術的表現

2.青少年能感受繪畫風格上的要素

3.青少年時期是美感知覺發展的轉變期

美感投入的轉機    13-20歲  1.能根據自己品味、美感經驗來判斷作品

2.對各種藝術風格都能欣賞，有相當大的接受度

3.開始接觸到藝術哲學與藝術史，美感的感受度增強

資料來源：黃淮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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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三位學者對兒童審美發展的研究，針對本研究所界定的兒童年齡

3-11歲，也就是幼稚園到小學階段的兒童，他們的審美發展特色有二個：

（一）幼稚園時期的兒童－

重視個體直覺的主觀偏好，在判斷作品時，會受整體的表現形式所影響，

喜歡表面色彩吸引人的作品，較不受主題的影響。

（二）國小時期的兒童－

可以認知別人的觀點，個人偏愛不明顯，喜歡寫實的作品，並以寫實程度

及主題來作為判斷作品的標準。

2.3 兒童的色彩偏好

色彩分為「有彩色」和「無彩色」兩大類。無彩色是黑、灰、白（具明度

變化），有彩色是指純色及其他有顏色的色彩。就視覺傳逹的觀點來說，色彩的

特性有五點：視認性、易讀性、識別性、注目性和記憶性。一般而言，色彩具

有三種屬性：

（一）色相－區別色彩的必要名稱，例如紅、橙、黃、綠、藍、紫等。

（二）明度－指色彩的明暗程度，色彩經由光的照射，反射出來的光量不同，

就會產生不同的明度，例如黃色明度高、紫色明度低。

（三）彩度－指色彩的純粹程度，即飽和度之意，不加以混色的純色彩度最高，

混色次數愈多的顏色彩度下降。

色彩靠知覺來傳逹及接收，靠情感來反射，不同的色彩就會產生不同的效

應。Johnson（1991）提到「色彩」是人類知覺及記憶建構的基礎單位之一，在

資訊的傳逹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類一生下來就在充滿色彩的環境中長

大，透過感官知覺去觀察及感應身處的世界。因此，兒童會用顏色去解釋環境，

色彩對於兒童的知覺是基本且必需的，可作為與外界訊息溝通傳逹的媒介，影

響兒童身心智能的發展。

嬰兒出生時，眼睛發展幾近成熟，藉著水晶體落在視網膜的實際影像，也

像成人的眼睛所見般清晰且具有色彩（Oates，1999）。根據 Adams（1989）在

研究中發現，人類的新生兒就已具備色彩辨識的能力，但條件是必須限於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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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區域。鐘兆惠（2002）指出人類對色彩的感受，從嬰兒時期就已經開始，

只是因生理上視覺的發展仍未完全，而對色彩訊息的接受與成人有著程度上的

差異。人類視覺敏銳度，是隨著年齡成長與眼球發展的速度而受到影響，一歲

小孩的視覺敏銳度是成人的百分之二十五，直到十二、十三歲時為最佳。

對於兒童辨色能力究竟何時開始，研究者意見並不一致。概括而言，幼兒

色覺的發展是先辨明暗，次辨有色無色，進一步才能辨明度較高或較低的顏色，

然後再辨別明度相接近的顏色，最後發展到能辨別全部顏色。幼兒四至五歲以

後，已能逐漸有意識地支配自己的知覺活動，並掌握觀察方法。根據眼科醫學

研究證明，幼兒四至五歲視力發展已趨於穩定，五歲時不僅可注意色調，還會

注意顏色的明度和飽和度，至六、七歲時區別色調明度和飽和度的能力也更加

細微（丁祖蔭、哈詠眉，1983）。

林美玲（2006）指出兒童眼球的水晶體較為清澈，對於藍色的光線只吸收

10%，所以兒童喜愛暖色系的顏色，如：紅、橙、黃色。四至七歲的兒童，對於

色彩的喜愛更甚於造形。根據國外使用直觀式配色法（南京師範大學，1983）

得知兒童掌握顏色的順序，該研究結果顯示，二歲兒童有19%能正確配出黃色，

8%能配出黃、紅兩色；三歲兒童有82%能配出黃色，64%能配出黃、紅兩色，

51%能配出黃色、紅色、藍色和綠色，21%能配出其餘的紫色、橙色。從這個研

究可以看出兒童掌握顏色的順序為黃色、紅色、綠色、藍色、紫色、橙色（李

丹，1988）。

兒童藝術文教基金會（1993）指出，四、五歲年齡的兒童，對於色彩辨識

能力很強，這時期的兒童對於色彩區別也開始有性別意識，會說出「這是男生

的顏色」、「這是女生的顏色」等，對於顏色能作簡單的聯想。如果刻意加以

指導，甚至於能認識三十至四十種色彩，包括對於明暗、寒暖、輕重等色彩感

情理解也幾乎接近成人，二至三色的混合也能理解，譬如藍色與黃色混合會產

生綠色等。

兒童分辨顏色由易而難的排序是：紅→白→黑→綠→棕→橙→粉紅→藍→

紫→灰，且兒童對顏色的分辨和色彩的偏好程度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有所不同的

變化（王天苗、張杏如、周雪惠、譚合令，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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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兒童顏色知覺的發展

年齡

項目
嬰兒～兩歲 兩歲～三歲 三歲～五歲 五歲～六歲

分

辨

顏

色

能

力

能區別有色彩與

無色彩（陳幗

眉，1995）

能分辨出紅色和黃色，但對藍綠兩色

的辨識能力較差（盧素碧，1979）。

開始注意到色調和明度及飽和度的

變化（陳幗眉，1995）。

能辨識出紅、黃、

藍、綠四色的差異

（盧素碧，1979）。

顏色喜好

程度

三歲前多偏好紅色（盧素碧，1979）。 三歲後對紅黃兩色的偏好程度較優於

藍綠兩色（盧素碧，1979）。

資料來源：吳湘苹（2001）

另外，在 Bamberger（1992）研究中發現年紀小的兒童偏好原色；年齡較

大的兒童偏好柔和的顏色和色調。Machotka（1966）指出色彩是兒童作選擇的

第二個因素，色彩對年紀小（6-10歲）的兒童比對年紀大（11-15歲）的兒童來

得重要。在一些研究兒童偏愛的插畫作品研究中， Mellinger（1932）指出，6

歲兒童喜愛雙色表現的插畫，8歲及10歲的兒童則偏好以三個顏色為表現的插畫

作品。

羅恩費爾（Lowenfled）按照兒童繪畫表現的形式，將兒童的發展分為六個

階段，現就將各個階段發展的色彩重點及特徵列表如表 2-14：

表2-14 羅恩費爾的繪畫發展階段與色彩表現

階段 色彩表現

塗鴉階段

（2－4歲）

1. 無意識的使用。

2. 使用色彩來分辨塗鴉。

前圖式階段

（4－7歲）

根據注意力來使用色彩，與實際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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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化階段

（7－9歲）

1. 發現色彩與物體的關係。

2. 對於同樣物體施予同樣顏色。

3. 色彩的樣式改變顯示感情的經驗。

寫實主義萌芽期

（9－11 歲）

1. 脫離色彩的客觀階段。

2. 強調個人對色彩的感情，屬於色彩的主觀階段。

3. 色彩的使用與主觀經驗有關。

擬似寫實階段

（11－13 歲）

1. 視覺型兒童會因距離和心情而改變自然色彩。

2. 非視覺型兒童對色彩的感情、反應，不與自然發生

關係。

決定階段

（13－17 歲）

1. 視覺型：自然界的自然反射，色彩因環境、距離、

心情而改變，分析的態度，印象派的作風。

2. 觸覺型：色彩表現是主觀的，不重視物體固有色彩，

色彩會因感情而變化，著重色彩使用的心理意義。

資料來源：鐘兆惠（2003）

吳仁芳（1993）對於0至15歲的兒童在繪畫時所使用的色彩，作了詳細的說

明，他認為各個階段的兒童在繪畫時用色的特徵如表 2-15：

表2-15 吳仁芳的兒童繪畫用色特徵

兒童繪畫用色階段 繪畫用色特徵

1.錯畫期（0－2 歲）

此期的幼兒，對色彩已有辨別的能力，而以好奇的眼光面

對色彩，也喜歡用顏色。但對於色彩沒有好惡之分，對色

彩只憑喜好選擇，沒有代表任何意義。當其塗鴉時，隨意

拿起什麼顏色，就用什麼顏色，無法正確說出色彩的名稱。

2.象徵期（3 歲左右）

此期的幼兒延續前一期對色彩的好奇，嘗試接近各種顏

色，對色彩也沒有好惡之別，仍然採用自己喜好的顏色作

畫，在一張畫面的顏色種類亦少，不具任何意義，純以色

線畫出象徵圖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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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式象徵期（4－5歲）

此期的兒童還是只憑一時的喜好及習慣來用色，是一種無

意識的色彩表現。因語言的表達能力增長，能辨識幾種基

本顏色，並說出名稱，如：紅色、橘色、黃色、白色、黑

色，其使用的色彩仍受情緒變化而改變。

4. 圖式期（6－9 歲）

此期兒童能說出更多的色彩名稱，用色還是根據感情來決

定，選用自己喜歡的顏色，並且已經開始關注物象概念化

及物體固有色彩，如樹葉用綠色、樹幹用咖啡色、天空用

藍色、臉用膚色等。所以此期用色最大的特徵為，主觀的

情緒色彩與客觀的概念色彩會綜合表現，同時裝飾的味道

特別濃厚，故畫面色彩豐富多樣、耀眼可愛。

5.寫實前期（9－11歲）

此時期兒童的色彩表現，由主觀的大膽用色，逐漸轉變為

客觀的色彩階段，這時期兒童漸漸發現色彩與物體的關

係，所以在選色時，會脫離概念與象徵的用色，而根據新

的視覺經驗來用色。換句話說，就是能選用接近物體固有

色的顏色，因此畫面色彩接近寫實，其表現不如前期那樣

大膽豐富。

6.寫實期（11－15 歲）

此時期兒童對色彩的表現可分三種類型：

(1)視覺型：依觀察來使用色彩。關心色彩在不同條件下

的視覺變化，受距離、背景及光線的變化影響，而改變使

用色彩的方式。混色能力較強，使用中間色的畫面增多。

(2)觸覺型：色彩的使用受情緒的影響而變化，並停留在

寫實前期之色彩應用方式，常以主觀感情的色彩來表現，

喜歡較強的純色表現，較少使用混色。

(3)綜合型：用色非依觀察經驗表達，而以主觀情緒與感

受為主。此類型的用色能力與創作能力，勝於上述兩種類

型。

資料來源：吳仁芳（1993）

吳仁芳（1993）對於台灣地區與金馬地區國小一至六年級兒童作過色彩喜

惡的調查研究，其結果顯示，男女兒童最喜愛的顏色為黃色和紫色；男童對於

寒色系綠、青兩色的喜好勝於暖色系的紅、橙兩色，而女童卻恰好相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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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兒童對綠、青、紅、橙四色的愛好人數的比例相差頗大。男生的喜好順序

依序為：黃、紫、綠、橙、紅；而女生的喜好順序則為：紫、黃、橙、紅、綠、

青。

日本學者齊藤清在1975年作了「色彩學習的系統性研究」調查，在研究中

提出了國小階段前的色彩知覺發展階段如表2-16：

表2-16 齊藤清的色彩知覺發展階段

年齡 色彩知覺發展

2-5歲 幼兒開始學習基礎色名

6-11歲

（國小階段）

越低年級學童，越容易將色彩感情效果之判斷與價值判斷混為一談。

中年級學童的色彩觀察力逐漸提升，但對技術性的色彩使用感到困擾。

1. 整體表現上：學童對於明亮的、華麗的配色給予較高的評價。

2. 低年級：對於調和感與感情效果的反應呈現未分化的現象，亦未有能力

區別主題，常使用自己喜好的色彩。

3. 中年級：色彩的觀察力逐漸萌芽，使用的色調以明晰調、淺色調、明朗

的色調為主，同時也開始關心朦朧的色調與濃暗的色調。

12-14歲

（國中階段）

1. 有能力區別所謂主題，並根據主題來表現色彩與使用自己喜好的顏色。

2. 所知的基礎色名與固有色名顯著增加，實際使用的是加上形容詞的色名。

15歲以後

（高中階段）

關於配色的性別差異逐漸減少。

資料來源：范曉慧（2006）

根據陳信博（2004）針對台北市兩所國小幼稚園至六年級學生 4~12歲所作

的國小學童對於性別色彩認知之研究，結果發現：1. 各年級男生最喜愛藍色。

2. 幼稚園至中年級女生最喜愛紅、黃色；高年級女生最喜歡藍色。

屠美如（1997）對於四至五歲兒童在繪畫中所使用的色彩方面做了詳細的

說明。兒童在選用色彩時，喜歡按照自己喜歡的顏色任意塗鴉，像是紅、橙、

黃、綠、棕、紫、黑等顏色，都是這時期兒童最常選用的。他認為此時期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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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開始對色彩產生興趣，因此會選擇對視覺有強烈感染力的色彩，不再使用單

色畫。兒童比較喜愛明亮的顏色，而討厭灰暗的色調，他們能夠憑著個人的直

覺，選用強烈的對比色，以鮮明的色彩突顯出主題。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本

研究針對兒童所偏愛的色彩發展作出整理。

表2-17 兒童色彩偏好相關研究整理

相關研究 兒童色彩偏好發展

1.林美玲（2006） 兒童喜愛暖色系的顏色，如紅色、橙色、黃色。

2.李丹（1988） 兒童掌握顏色的順序為黃色、紅色、綠色、藍色、紫色、橙色。

3.王天苗等4人

（1990）

兒童分辨顏色由易而難的排序是：紅→白→黑→綠→棕→橙→粉紅→

藍→紫→灰。

4.盧素碧（1979） 三歲前偏愛紅色，三歲後對紅色和黃色的偏好程度優於藍色和綠色。

5.Bamberge（1992） 年紀小的兒童偏好原色，年紀大的兒童偏好柔和的顏色。

6.吳仁芳（1993）

  (1)兒童最喜愛的顏色為黃色和紫色。

  (2)男生的喜好順序依序為：黃色、紫色、綠色、橙色、紅色。

女生的喜好順序依序為：紫色、黃色、橙色、紅色、綠色、青色。

7.陳信博（2004）
  (1)男生最喜歡藍色。

  (2)女生最喜歡紅色、黃色、藍色。

8.屠美如（1997）

  (1)兒童比較喜愛明亮的顏色。

  (2)兒童最常選用的顏色為紅色、橙色、黃色、綠色、棕色、紫色、

黑色。

9.蘇建文等（1992）

(1)二至二歲半的幼兒，能辨視紅色和黃色，對於藍綠二色的辨識力

較差。

(2).六歲能辨識紅、黃、藍、綠四色。

(3)對顏色的喜愛：三歲前多數喜愛紅色。三歲後，對紅黃二色的喜

愛程度勝過藍綠二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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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兒童的插畫風格偏好

許多研究中都指出，兒童從幼稚園開始就有區分不同風格的能力。兒童最

晚在4歲（含）就已經有能力區辨風格（表現形式）的不同，對於某些熟悉的表

現形式有明顯的偏好（伊彬，2008）。

黃淮鱗在2001年所作的「兒童對圖畫書插畫風格喜好發展」的研究中，以

兒童圖畫書中的五種插畫風格－「類西畫表現」、「抒情寫實」、「溫馨甜美」、

「童話卡通」、「怪趣」、「神祕表現」等六種風格為刺激物的分類，針對大

台北地區某三所公立國中、國小與幼稚園兒童，年齡分佈為4-5歲、8-9歲、12-13

歲三組，各組人數相同，男女各半作研究。

（一）研究結果顯示，4歲及8歲的兒童，不管男生或女生，最喜歡的兒童圖畫

書插畫風格皆為「童話卡通」。

（二）第二個偏好的插畫風格中，男生偏愛「類西畫寫實」，女生則偏愛「溫

馨甜美」的插畫風格。

（三）13歲的國一女生仍然偏好「童話卡通」，但13歲的男生對於「類西」的

偏好則高於「童話卡通」。

（四）「神祕表現」的插畫風格偏好，從8歲開始到13歲有上升的趨勢。

（五）「怪趣」的插畫風格最不受三組的兒童所喜好。

在國外研究兒童的審美發展研究中，以年齡作為審美研究變因的研究很

多，這些相關研究的刺激物有些是純繪畫，有些則是圖畫書的插畫。本研究針

對設定的兒童年齡－3-11歲，也就是幼稚園階段和國小階段的兒童，選擇相關的

研究結果作出歸納與分析，在刺激物的部份則不限於純繪畫或插畫。

表2-18 兒童的風格偏好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 兒童年齡與風格偏好

Mellinger（1932）
6歲 喜歡雙色的動物插圖

6/8/10歲 喜歡寫實風格

Rudisill（1952） 幼稚園到11歲 偏好寫實上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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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pple（1953）     9歲 偏好靜物題材

Sloan（1972） 7-10歲 偏好攝影圖片風格

Stewing（1974）
學齡前與7歲 喜歡簡單平面且較少細節的圖片

9歲 喜歡寫實色彩

Myatt & Carter（1979）

   6/7/8/10/14/16歲 偏好的順序：照片式、完整線條、繪畫、

拼貼藝術、簡單線條畫、卡通

幼稚園 偏好簡單線條和卡通風格

Ramsey（1989）
    6-8歲 偏好照片式和卡通風格

不喜歡具象和表現性的風格

黃淮鱗（2001）

    4 /8歲 男生最喜歡的表現形式為：童話卡通及類西

畫表現，女生則為童話卡通和溫馨甜美風格

    13歲 男生偏好類西，女生仍偏好童話卡通風格

神祕表現風格的偏好逐漸遞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黃淮鱗，（2001）；伊彬，（2008））

從以上對於兒童的風格偏好相關研究中，發現幼稚園的兒童，不管是男生

或女生，皆對「童話卡通」的風格有相當大的偏好，而且以簡單線條及不複雜

的配色為主；至於國小的兒童，除了「童話卡通」之外，對於較寫實的風格和

色彩較為偏愛。二個年齡層普遍對於「怪趣」風格不具好感。

2.5 小結

綜合以上對於兒童在形狀認知、色彩以及插畫風格的偏好上，研究者作出

一個歸納與分析（見表19），在接下來的童裝設計上將根據此分析為依據，設計

出符合兒童視覺偏好的童裝，並在之後的創作延伸上作為一個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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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 兒童在形狀認知、色彩與風格的偏好分析

年齡 形狀認知 色彩偏好 風格偏好

幼稚園

3-5歲

(1)最先認識圓形，其次

是正方形、長方形和三

角形。

(2)性別不影響辨別幾

何的能力。

(1)最喜歡童話卡通的

插畫風格。

(2)喜歡簡單構圖及配

色的插畫風格。

國小階段

6-11歲

(1)可用日常生活的物

品描述幾何形體的形

狀。

(2)各年級最能掌握的

形狀是圓形、方形、三

角形、橢圓形、菱形、

梯形。

(3)能分辨直線的封閉

形體。

(1)年紀小的偏好原

色，也就是色彩鮮豔的

顏色；年紀大的兒童偏

好柔和色彩。

(2)喜歡暖色系的顏色。

(3)幼稚園階段偏好紅

色和黃色。

(4)喜歡明亮的顏色，也

就是高明度的顏色。

(5)男生比女生更喜歡

藍色。

(6)男女生普遍上喜歡

的顏色依序為紅色、黃

色、橙色、藍色、紫色。

(1)性別對於風格有明

顯的差異。

(2)男生在8歲以後對堅

實深度的寫實表現形

式有明顯偏好。

(3)女生仍偏好童話卡

通風格，其次是溫馨甜

美風格，對寫實性的風

格較沒吸引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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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服飾

3.1童裝的發展

在古希臘時期的兒童所穿著的服裝是長袍（chiton），而在羅馬時代的兒童

則穿套頭衣（tunica）以及袍服（toga）的縮小版。這些被視為是古代最早的兒

童服裝，但這些服裝都屬於衣服的基本樣式，不分兒童的性別和年齡差異。根

據日本文化女子大學在 1991出版書中指出：在服裝史上真正確立童裝設計的定

位，是在十八世紀末期，在此之前的童裝款式，只是成人服裝的縮小化而已。

探討童裝的起源可從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談起，歷經幾世紀的改

良與變化，直到文藝復興時代以後，才真正奠定現代童裝設計。

表 2-20 童裝的發展

時期 童裝的發展

文藝復興以後

(1)已經可以明顯顯現出男女性體型特徵上的差異。

(2)童裝的款式是大人的縮小版，也就是加入墊肩及具有裂縫處理

的繡壓縫上衣，搭配半長褲和厚質褲襪。

(3)少女服飾已有整型內衣出現。

十七世紀

(1)童裝與成人服裝款式最為類似。

(2)法國貴族中的男童穿著緊身蓬腰長外套和背心，搭配半長褲與

襪褲；女童則穿整型內衣及造型嚴謹的白色長袍，搭配十七世紀

特徵的高挑髮飾，使用與大人相同鯨骨束腰。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

(1)童裝仍是成人服裝的縮小版。

(2)法國第一帝政以後，少女嚮往的追求式樣是高腰連裙裝；男童

則以寛鬆的長褲搭配荷葉邊襯衫及實用的外套，已脫離成人服裝

縮小版的束縛，形成新的兒童服裝樣式。

(3)法國第二帝政之後，童裝獲得自由的解放，但仍會使用成人的

華麗裝飾及寶塔袖等設計。

(4)維多利亞時期，許多流行刊物開始刊載童裝的款式設計，並賦

予童裝較多的關心。

(5)蹺臀式童裝蔚為流行，且真正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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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術時代及以後

(1)誕生了造型單純而且有機能性的筒形線條服裝式樣，當時流行

的男孩款式（boyish style, 1920-25）、男性風格（garcon style,

1926-29）的服裝式樣可說是現代服飾流行的先驅。

(2)此時期的童裝可明顯地看出現代童裝設計的根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日本女子大學編著，童裝（1991））

3.2童裝的市場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隨著所得提高以及對生活品質之追求，國人平

均每人每年衣著費用也逐年增加（王建壹，2006）。國內童裝市場整體的市場

規模約有新台幣280億元，其一般將兒童服飾市場區分為0~2 嬰兒服、3~7 幼童

服、8~12中童服、13~16 為大童服，其中以幼童市場（3-9歲）最大，中童市場

（10-14歲）次之，大童市場（15-17歲）最小（中華民國連鎖店發展年鑑，1996）。

台灣的童裝品牌眾多，市面所看到的大多都是在國外取得廠商授權商標之

後，在台灣自行製造的產品。根據童裝經營業者的分析，國內市場品牌童裝市

佔率約為50%（140億），其中國際性品牌（包括國際授權品牌與代理進口兩種）

約佔了90%，其餘是國內製造商品牌（曾昭茂，2002）。

除了自行由國外進入台灣設櫃競爭外，本國童裝業者取得新貨的途徑不外

可分代理、或自行設計製造，不過，儘管國外不乏高級名牌童裝，但在文化及

身高體格均不同的情況下，自外國代理引進的外牌童裝有時得承受許多市場風

險（自由時報，梁世煌）。

若以品牌來源區分，童裝可分為三種品牌來源（王建壹，2006）：

（一）原裝進口品牌－是指創立於國外的品牌，商品在國外生產製造，進口到

台灣，國內企業負責販售；其代表品牌為IPP、JACADI。

（二）授權代理品牌－授權代理品牌是指國外品牌商，將商標或品牌特有之造

形偶像使用權，授權給國內企業使用；其代表品牌為 MIKI MOUSE、NEW

BALANCE。

（三）自創品牌－由國人自行創立之品牌，業者自行負責設計、生產、行銷，

可因應本地市場變化及消費者需求推出適宜之商品；其代表品牌為W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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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ABY CARE。

孫雪（1997）指出在童裝市場的經營模式上，可區分為以下三大經營模式：

（一）以零售為主的經營模式－此模式的關鍵在於掌握銷售管道，以積極開設

連鎖店的方式來搶佔市場。而在品牌方面則可以代理品牌與自有品牌並存之方

式進行。如麗嬰房、愛的世界即為此模式的代表。

（二）以設計為主導的經營模式－此模式不強調自有零售點的設立，通常以百

貨公司專櫃或批發予賣場銷售。因此銷售業績之好壞便與產品設計是否能符合

消費者需求相關。此模式下的產品多以中高價位為主。

（三）以生產為主導的經營模式－此種經營模式之童裝較不強調品牌，大多以

中低價位產品為主，其主要競爭力來自於款式變化較少，可以大量生產降低成

本。此模式的銷售通路通常以量販店與地攤居多。

目前台灣童裝市場的銷售通路依照經營模式的不同，可分為專櫃、門市、

批發、量販店四種。其中專櫃又有寄賣與自營兩種方式，批發則採買斷的方式，

量販品牌則在一片景氣低迷中，憑藉其價格優勢及形象塑造，也逐漸佔有一席

之地。目前將台灣童裝銷售通路現況整理如表 21（王建壹，2006）。

表2-21 童裝銷售通路之區分

通路 經營模式 代表通路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 專櫃
太平洋SOGO百貨／美麗華購物

中心

連鎖加盟門市 自營、寄賣、買斷 愛的世界、麗嬰房、WHY AND 1/2

中盤批發 買斷 小蜜蜂

量販品牌店 自營 佐丹奴、NET

資料來源：王建壹（2006）

而童裝若以價格區分，可分為（王建壹，2006）：（一）高價位，平均單

價5000元以上，代表品牌 IPP。（二）中高價位，平均單價3000－5000元以上，

代表品牌 Tartine et Chocloat。（三）中價位，平均單價1000－3000元以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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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品牌 WHY AND 1/2。（四）低價位，平均單價1000元以下，代表品牌

GIORDANO。

國內外研究服飾消費者的消費行為眾多，但針對童裝所作的消費行為研究

則很少，以下列出二位研究者的報告。

（一）孫雪（1997）－研究對象為童裝消費者。研究結果：(1) 將童裝消費市場

區隔為傳統的持家族、平實的流行族、耀眼的時尚族等三個族群。(2) 童裝的消

費者需求因素有實惠、形象、便利、視覺、價格等五大類。

（二）程瑞蓮（1997）－研究對象為台北市童裝消費者。研究結果：(1)購買童

裝時以「當季需要」和「折扣促銷」為最多。(2)購買地點以「連鎖性專賣店」

為主，其次為「百貨公司」。(3)購買頻率以「三至六個月」採購一次為最多。

(4)消費金額每次以「1000~3000」元最多。

3.3童裝的設計

兒童的體型和成人不同，身體各部位的尺寸也有很多個別差異，在童裝的

設計與製作上，必須考慮配合各年齡層的特有體型、身體尺寸、比例等要素，

才能製作出合適的童裝。在兒童體型的特徵，可以簡單分為幾點區分兒童與成

人體格的差異：

（一）下肢與身高的比例，年幼的兒童較短。

（二）兒童下肢的長度，小腿比大腿短，隨著發育成長的過程，下肢與身高比

例，會逐漸接近 1：2，而其中大腿長的增長十分顯著。

（三）由側面觀察兒童體型，雖然腹部起與成人肥胖時相似，但是成人的背部

平坦，但兒童的腰部呈凹陷狀，體幹形成向前突出的彎曲弧型。

（四）初生嬰兒的頸長只有身高的 2％左右，到 2歲時為 3.5％，6歲時接近成

人的 4.8％，8-10歲則比成人的還長。

（五）腳的姿態變化。6歲以下的兒童兩腳不向外張開，很難站立，尤其是 3

歲以下的幼兒，無法兩腳跟併合站成直立的姿態。

在設計童裝時，在結構上除了需考慮兒童先天上體格的差異之外，還要考

量兒童成長的特徵，針對兒童每一時期的成長特色去做整體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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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童裝的設計結構上需考量之外，童裝的視覺設計也是消費者選擇童

裝的決定性因素，消費者在如此琳琅滿目的童裝市場中，多以個自考量之因素

來選擇產品，故童裝的設計上是以消費者導向為主，消費者在選擇童裝時所根

據的心理因素相當複雜，但無論如何，第一眼的視覺主觀判斷是非常重要的，

故現在台灣的童裝無不把視覺設計擺在設計的首要條件。

童裝設計與一般服裝設計仍有不同，設計者除了對於流行趨勢、消費者好

惡必須具備一定敏感度外，更需要有一顆赤子之心，不僅要了解父母的消費習

慣，更要掌握小朋友對色彩、型式的偏好，因此成人服飾的設計者只要討好消

費者一個人即可，但童裝服飾設計師卻必須討好兩種人，也就是出錢的父母和

負責穿衣服的小朋友，其挑戰不比其他設計師來得低（自由時報，梁世煌）。

不管成人服飾或童裝，國內服裝設計師在創意、設計等各方面，與歐洲一

些知名品牌比較起來還是有一段距離，因此國內業者在設計師的聘請上大多中

外各半，這樣不但可以掌握世界流行的趨勢，同時也可以避免太過偏離本地消

費者的偏好及購買習慣。

在童裝的視覺設計上，常見許多知名的卡通圖案，這些像迪士尼、美少女

戰士、HELLO KITTY 等的設計圖案，這些是由廠商取得該圖案使用權，自行設

計後在國內或妥託國外製造。故國內童裝在商品來源及組合上，均呈現多元化

（曾昭茂，2002）。

台灣的童裝在商品組合策略上，有廠商自行創立製造商品牌（如巧帛、WHY

AND 1/2及愛的世界等），也有引進國外童裝二種，這些童裝因來源多樣化，故

在視覺設計的面貌也呈現多樣性。麗嬰房的童裝設計師塗淑美表示，以往童裝

多做成中性款，只以男生粉藍、女生粉紅區分性別。現在由於自主性高的媽媽

多，喜歡女兒穿得和自己一樣；加上2、3歲的女生都愛當小公主，女童裝的粉

嫩或混搭風格愈來愈強。大體上，童裝依設計風格可分為五大類（王建壹，

2006）。

（一）卡通類－此類品牌系列中的卡通人物在消費者心中均是具長期知名度的

造形偶像；其代表品牌為SNOOPY、MICHEY MOUSE、HELLO KITTY等。

（二）校園學府類－以小紳士、小淑女的穿著為品牌特色，穿出中規中矩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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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感覺，形象十分明確。其代表品牌為 ROBERTA、KINLOH ANDERSON。

（三）流行類－此類品牌大多結合當季男女服飾之流行元素及社會話題如運

動、電影或文化等發展出一系列具流行度之商品；其商品個性化十足，訴求新

一代追求流行個性的父母，為現今業界最為強勢之品類。其代表品牌為 WHY

AND 1/2。

（四）美式休閒類－因生活形態之改變，致使人們走向戶外享受休閒，連帶影

響人們平日之穿著習慣，大家都想脫掉正式服裝的約束，放鬆自己休閒一下。

其代表品牌為 RL POLO、TOMMY。

（五）運動類－近年來由於運動風潮席捲全球，不論奧運、足球、棒球或籃球

等職業運動比賽每每吸引眾多的觀眾參與，也帶動運動服裝品牌之銷量，同時

為了向下紮根，各品牌均極力搶攻兒童市場，為業界正在崛起之品類；其代表

品牌為 NIKE、ADIDAS。

（六）量販類－因經濟不景氣及業者在形象上之提昇，使此類大量生產之服飾

也漸漸在童裝業中受到特定客人的喜愛； 其代表品牌為 GIORDANO。

根據研究調查發現童裝市場的產品設計運作是以消費需求而演變出設計的

手法，設計手法可分為四大構面，包括：「色彩」、「素材」、「圖案」與「款式」

（孫雪，1997）。而其中在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兒童視覺偏好「色彩」與「圖案」

（風格）則佔了消費者購買童裝選擇的一半心理層面，足以發現消費者在選擇

童裝時的確會受到視覺上的喜好影響。

表 2-22 重要消費需求與所對應之重要設計手法分析表

排序/考慮因素 重要設計手法構面/重要設計手法

1.高的價值感

●色彩：多配合品牌定位的顏色，多選用基礎色

●素材：使用純棉的素材

●圖案：選用當季的電影卡通圖案

2.高的折扣 ●素材：使用便宜的素材

3.良好的賣場氣氛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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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細的做工 製作

5.不會起毛球 ●素材：使用純棉的素材，布料在生產前試洗

6.不會褪色
●素材：要求布料的水洗堅牢度、要求繡印的水洗堅牢度、

使用人纖素材

7.容易搭配其他衣服的款式
●款式：增加基礎性商品的比率

●色彩：多選用基礎色

8.正確的清洗標示 ●素材：布料在生產前試洗，標示布料的成分

9.方便小孩自己穿脫款式 ●款式：腰頭穿脫的設計、扣合方式的選用

10.不會縮水 ●素材：布料在生產前試洗，布料先做防縮處理

資料來源：孫雪（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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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又可稱為文字分析（textual analysis）或文獻分

析（documentary analysis），始於20世紀初，是一種透過定量的技巧及和定性的

分析方法（黎明憲，1999）。對於內容分析法，不同專家提出的看法不盡相同，

Babbie（2004）定義內容分析是一種研究人類溝通的紀錄，例如書籍、網站、

繪畫和法律等。而Berelson（1952）則認為內容分析是一種針對明顯的傳播內容，

作客觀且系統式量化的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主要分析的資料就是人類溝通的內容，如文章、圖像、聲音等，

其適用於任何可記錄、保存、具有傳播價值的傳播內容型態（Babbie，1997）。

任何型態包含了文字（例如報紙、雜誌、文件、書信等），與非文字（例如廣

播、唱片的聲音、電影、電視的影像等）。

Jhally（1990）認為內容分析法最大的優點即在於它有能力提供客觀的答案

來回答質性的問題，所蒐集出來的結果可以避免個人的臆測與偏見，並且可以

利用大量的資料，勾勒出研究標的的面貌。Summer（1979）認為內容分析法的

缺點是太執著於符號本身的「重複性」（repeatability），但卻很少探討符號與

閱聽者的關係，與符號本身背後的意義。

Bowers（1970）則認為內容分析法的應用首重分析出來的結果是否有價值，

也就是將內容利用系統、客觀與量化的方式加以歸類統計，並根據這些類別的

統計數字作敘述性的解說。Kerlinger（1986）認為內容分析法是一種系統、客

觀且定量的研究方法，目的在於測量傳播中某些可測得的變數。楊孝濴（1989）

提到，內容分析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定量分析」，它是以傳播內容中「量」的

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可以說是一種「質」與「量」並重的研究方法。

針對廣泛的樣本數量試圖將研究推展到較大範圍者，比較傾向於採取定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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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此時，必須著重名目的統計，而選樣的範圍也應該強調其廣度。質的分析

則是針對較特殊的傳播內容做分析，在樣本的大小與完整性上的要求較低，其

分析重點未必在內容本身的表面意義，而可能是關於傳播者的動機或傳播效果

等，因此可能涉及研究者的主觀詮釋。

Wimmer & Dominick（1991）認為在內容分析法上，分析者主觀的認知佔

了很重大的成分，因為分析者根據分析的資料所建構的情境，是本身對分析資

料背景知識的了解，因此若資料分析者和資料著作者有相同的背景、經驗，則

分析的結果會有很高的真實性，但由於研究方法客觀性的要求，還是需要有足

夠的資料，讓分析者能較客觀的建構出符合真實的情境。

Wimmer & Dominick將內容分析分成十個步驟，做為研究的概略架構。此

十個步驟是：（一）提出研究問題或假設（二）確定研究問題（三）從研究範

圍中選取適當的樣本（四）選擇並確定分析單位（五）建構分析內容的名目（六）

建立量化系統（七）訓練編碼者並進行試驗性研究（八）按照已確立的定義將

分析的內容編碼（九）分析收集到的資料（十）結論並進行解釋。

在內容分析法的限制部份，Krippendorff（2004）認為內容分析法是一個容

易受到研究者主觀判斷影響的研究方法，其可能面臨的限制有：

（一）由於研究的時間限制，研究範圍之「數量」僅限於所選取的比較樣本。

而要以有限的樣本，推知其無限的後設基礎，必須努力尋找樣本中，所隱藏的

前提假設。而這種推知的過程，容易是研究者個人主觀的推論。

（二）關鍵與類目單位的尋找，是無法普遍、窮盡的，加上數量化與傳播過程

遺漏，造成所分析的只是人為建構的文字符號，而非文字符號外的結構意涵。

如此，人為建構的類目符號和專注於分析的有效性，反而凌駕為主位，再一次

割裂其結構本質與現象認識。

（三）關鍵與類目單位的尋找、意義彰顯和後設基礎的推論，都是主觀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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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目單位的尋找，無法邀請其他人員參與本研究的編碼，進行交互對照，來

擴大研究基礎，以求儘可能降低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涉入時，所造成的誤差。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根據市場上眾多的童裝廠商，選擇適當的樣本作

為案例分析的對象，再確定樣本的分析單位、數量及名目（也就是服裝的生產

年代、件數及視覺特徵），採用相同的操作手法，分別針對每件衣服的插畫視

覺操作元素－色彩、形狀與風格，作出量化的分析並統計歸納各視覺元素的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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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依據曾昭茂在2002年所做的「消費者對國際性品牌與國內製造商品牌偏好

之研究」中指出：一般而言，購買童裝服飾預算的消費者，最喜歡知名國內製

造品牌，而較不喜歡直接代理進口品牌童裝；在性別上，無論男或女較喜歡在

一般童裝店或百貨公司童裝部購買知名國內製造商品牌的服飾。而根據程瑞蓮

（1997）中的研究也顯示，台北市購買童裝的地點以「連鎖性專賣店」為主；

消費金額每次以「1000~3000」元最多。

綜合以上兩位研究者的結果，童裝消費者在挑選童裝時的重點有：（一）

喜歡國內知名品牌製造商。（二）喜歡在連鎖性專賣店購買。（三）消費金額

約在1000-3000元左右。而根據前面文獻中提到的，由廠商自行創立製造的國內

知名童裝品牌有巧帛、WHY AND 1/2、愛的世界童裝等；而連鎖性專賣店的童

裝品牌則有愛的世界、WHY AND 1/2、麗嬰房；在價錢介於1000-3000元的童裝

品牌則例如中價位的WHY AND 1/2。

另外，王建壹在2005年所作的「百貨通路童裝市場之消費決策行為與期望

服務品質研究」中指出，消費者在童裝購買地點上以百貨公司專櫃及童裝服飾

專賣店為主。而消費者普遍喜愛購買的店家當中，以嬰幼童服飾為主的前二名

為麗嬰房及奇哥；而專櫃品牌店面第一名則是WHY AND 1/2；品牌複合式童裝

店則以愛的世界及百事特為主。

因此，在本研究的案例分析上，因受限於研究對象的選擇是3-11歲的兒童，

首先摒除掉以嬰幼兒服飾為主的麗嬰房及奇哥兩大品牌，選擇受到消費者喜歡

的國內知名童裝連鎖店品牌WHY AND 1/2作為分析對象。WHY AND 1/2在童裝

設計風格上，以強調個性化及流行感十足的商品為主，最受到新一代追求流行

父母的喜好，也是現今業界最為強勢之童裝品牌。



插畫應用於兒童服飾之創作與研究 第參章 研究方法

- 60 -

第二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WHY AND 1/2 的小故事：「這個世界，我們只看到一半，另一半就是驚喜！

一半是祕密，一半是原來如此。一半是這樣，一半是那樣，不知道會變成什麼

樣？有可能讓我們都眼睛發亮！一半在上，一半在下，一半甜，一半酸...........

這一半和那一半，怎麼這麼不一樣！這比我想像的還棒！因為～一半是黑夜，

另一半就是豔陽。下過了雨，彩虹就在不遠的地方。不管是…….大朋友、傻朋

友、怪朋友、愛花的、愛鬧的，還是愛做夢的，全世界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

角度一點點不一樣，就可以看見，另一半世界的美好光芒。這就是為什麼，我

總是這麼快樂！…….“因為還有 1/2的愛與驚喜呀！”。（WHY AND 1/2網站，

2010）

根據WHY AND 1/2 最新網站上資料顯示，WHY AND 1/2 企業常常舉辦一

些愛心活動，拉近企業與消費者的距離：1998年把愛送上山、2004年奈良美智，

分享愛、2005年台南善牧之家、2007年小丑表演－給小孩與大人、2007年世界

聽我說、2008 319紙風車劇團－孩子的第一哩路、2009太陽馬戲團、2009夢想

是會飛的星星等等。經由每年舉辦的愛心活動，也讓WHY AND 1/2的企業形象

深植消費者的心中。

WHY AND 1/2 童裝是由國內廠商自行創立之品牌，門市與專櫃遍及海內

外，光台灣的門市就高達 30處，百貨專櫃多達 35個。產品主要區隔為二部分：

小童（衣服尺寸適合身高 70-90公分），大約適合 3歲以下兒童；以及大童（衣

服尺寸適合身高 90公分以上），而大童的服飾尺寸因不同款式，有些可以穿到

身高 160公分甚至 170公分以上的大人，故前去購買的消費族群從兒童到成人

皆有，當中則以親子裝最具特色，至於新生兒部分，則以禮盒方式銷售。

WHY AND 1/2 童裝採用國內本土設計師，設計出的產品區分為四季，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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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很明顯，即春、夏、秋、冬各一季，每季出一本目錄總共四本，但因又區

分為小童及大童二個族群，故一年的服裝型錄多達八本，為了秉持服務大眾的

理念，WHY AND 1/2童裝在服裝的樣式及色彩上變化非常大，消費者的選擇性

也相對提高。

在色彩的設計部分，WHY AND 1/2 童裝以高明度及高彩度為主要設計，色

彩的選擇相當廣泛，至於無彩色的黑色及白色，因顧慮某些潛在客層的需要，

也是每一季必出的顏色。

WHY AND 1/2 童裝之所以得到許多消費者的認同，除了本身的色彩鮮豔多

變之外，每一季都設計許多主題以系列方式來呈現，在主題的選擇上，有些結

合當下流行的話題及元素，有些則富有教育意義，每個主題都有其欲傳達的意

念。除了由本土設計師設計的系列外，WHY AND 1/2 童裝也因應時代潮流，授

權推出相關系列的產品，例如在卡通「玩具總動員」風靡全球時，WHY AND 1/2

童裝就搶搭熱潮推出一系的圖案，而在 2008年夏天則推出皮克斯的 3D動畫電

影《瓦力》系列，在 2009年春夏更一口氣推出《賽車總動員》《天外奇蹟》《獅

子王》三部電影為設計的主題。而在最新的 2010年中則有流行話題十足的《世

界盃足球系列》以及《玩具總動員 3系列》。

而除了一些時下流行的電影及卡通圖像會被拿來當作設計圖像外，WHY

AND 1/2童裝也會同時設計其他主題式的圖像（例如城市動物系列或跳舞娃娃

系列），以同樣的圖像作為各類樣式的設計主軸，力求在各式服裝中統整主題。

而這些被 WHY AND 1/2 童裝拿來當作設計圖像都有共同的特色：

（一）造形變化豐富、色彩鮮艷。

（二）圖像的複雜性不高。

（三）圖像的主題性明顯，容易記憶。

（四）結合當下兒童流行的卡通或電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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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分析的採樣範圍與分類

本研究針對研究對象3-11歲的兒童，選擇WHY AND 1/2童裝2009年及2010

年大童（3歲以上）的春夏服裝型錄共三本。根據相關服裝設計師、學界人士、

銷售人員、服裝業者以及作者本身（美術教育工作者）的篩選，以國內本土設

計師設計的主題為主（扣除廸士尼授權的主題），從當中挑選具有插畫特色及

插畫風格的男女童上衣作為圖像視覺分析對象，摒除以服裝造型與結構為主要

設計的服裝。

WHY AND 1/2童裝可以區隔男、女童兩大類，其中也包含一些較中性的服

裝，不管是男童或女童，可以簡單分成上衣、褲子（或裙子）、外套三大項（其

他的配件不在此次研究範圍內），女童的部份還多了一項洋裝。本研究在每類

服裝的選擇上以上衣為主，不分長袖或短袖，也不受限於材質或款式，只選擇

具有插畫風格的服裝作為分析對象，總共選擇的系列有八大項：

（一）普普熊夢想系列－以WHY AND 1/2形象普普熊為主角，主題是希望與夢

想，故色彩多為鮮艷色調。

（二）海底系列－以海洋生物及貝殼為設計對象，呈現夏天的感覺。

（三）城市動物系列－以普普熊的好朋友長頸鹿、斑馬、獅子、老虎等動物為

主角，普普熊以主人的身份送每位好朋友一雙鞋子並展開旅程。

（四）普普熊單車系列－以普普熊為主角，騎著單車遊覽世界各地。

（五）愛心系列－以愛心和文字設計為主。

（六）龐克系列－以較時髦前衛的圖像呈現搖滾的風格。

（七）HAPPY GO系列－男生以普普熊超人，女生則以普普熊天使為主角，鼓

勵兒童快樂學習環保、說故事、禮貌、擁抱、整理與關心等議題。

（八）跳舞娃娃系列－以女孩子喜愛的跳舞娃娃為主角，呈現女生的甜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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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八大項系列中，挑選出男女童上衣共24件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

所選擇的分析對象如表3-1。

表3-1 圖像分析的選擇

主題 類型 件數 總件數

女童 上衣 2
普普熊夢想系列

男童 上衣 1
3

女童 上衣 3
海底世界系列

男童 上衣 2
5

女童 上衣 2
城市動物系列

男童 上衣 3
5

普普熊單車系列 男童 上衣 3 3

愛心系列 女童 上衣 3 3

龐克系列 女童 上衣 1 1

HAPPY GO系列 男童 上衣 2 2

跳舞娃娃系列 女童 上衣 2 2

總件數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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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案例分析的操作模式

針對所挑選出的24件具有插畫風格的上衣，分別探討在色彩、基本造形、

插畫風格上的應用，並作出歸納與整理，再與兒童視覺上的偏好作一比較分析，

以期達到一個平衡點，並作為之後童裝圖像設計的方向。

（一）色彩應用－

針對視覺分析對象，區隔出主要用色以及次要用色，並在明度、彩度以及

寒色系或暖色系上作分析。

（二）形狀應用－

以幾何造形分類，例如圓形、正方形、長方形、橢圓形、三角形或者是不

規則造形，並區分封閉與開放線條。

（三）風格應用－

包括類西畫表現、抒情寫實、甜美溫馨、童話卡通特質、怪趣、表現性、

幽默性、諷刺性、象徵性、神秘性、想像性、浪漫性、樣式性、寫實記述、裝

飾性、抽象意味性、誇張式等共十七種。在插畫風格的分析上，不限定選擇的

數量，每一件作品可能會有一種以上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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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案例分析

（一）普普熊夢想系列

(1) 2009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彩虹的顏色為主色調，故包

含紅、橙、黃、綠、藍、紫等高彩度高明

度的色彩，以暖色系的比例較大，雖有使

用到寒色系的藍色，但面積不大。

■形狀應用：除了普普熊本身是封閉的不規

則圖形外，採用的切割都是以長方形為

主，配合少許星星、圓點或橢圓形的形狀。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樣

式性」為輔。

(2) 2009年春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彩虹的色彩為主，使用高彩

度的原色，寒色系的藍、紫面積約佔一半，

明度中等。

■形狀應用：以簡化的普普熊為主圖，配合

長方形的運用，加上封閉的星星圖案，整

體造型單純，只有三種圖形。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抽

象表現」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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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9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高彩度的紅、黃、橙及粉紅

色原色為主，暖色系多於寒色系，明度為

中高明度。

■形狀應用：以普普熊為主圖，配合文字的

運用，形狀上以圓形及長方形的封閉線條

為主。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樣

式性」為輔。

（二）海底世界系列

(4) 2009年夏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原色紅、黃、藍、綠、紫五

白，加上白色為輔以提昇明度，整體感覺

較清爽，在彩度上也有對比效果。

■形狀應用：在不規則的封閉曲線中，大致

可分出圓形、半圓形及三角形等形狀，在

造型上的變化也算單純。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甜

美溫馨」的風格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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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9年夏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高明度的黃色為主色調，再

加上橙色等暖色系，配合少許中性色的綠

色為輔，整體色彩調和度很高。

■形狀應用：以圓形為主，造型多為封閉式

曲線，無任何有尖角的形狀，整體表現較

柔和。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甜

美溫馨」的風格為輔。

 (6)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黃色及藍色為主色應用，加

上少許紅色及綠色點綴，是屬於彩度對比

的運用。

■形狀應用：以長方形為主，配合少許圓形

為輔，整體造型簡單明瞭又單純。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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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採用鮮艷的紅、黃、藍三原色

作對比，以高明度的黃色作為主色，整體

配色很突出，彩度很高。

■形狀應用：形狀的面積較小，也多為複雜

的封閉曲線，但仍可區分出圓形、三角形

及圓柱狀。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樣

式性」的風格為輔。

(8) 2009年夏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黑色為主色調，搭配高彩度

的黃色、藍色、紫色及黃綠色，是屬於彩

度上的對比方法，也大量使用到白色，色

彩豐富顯眼。

■形狀應用：以圓弧線條為主，構成封閉的

區塊，大致上可區分為三角形及橢圓形兩

種，沒有尖銳有角度的造型出現。

■風格應用：具有「裝飾性」及「樣式性」

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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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動物系列

(9)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主色調是黃色及藍色，紅、橙、

粉紅為次要用色，使用彩度對比法，畫面

鮮豔豐富。

■形狀應用：以曲線為主的線條，全部都是

不規則的封閉圖形，有較多接近圓形的造

型出現。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10) 2009年夏天／男童T恤 ■色彩應用：以無彩色的黑、灰、白三色為

主，未使用任何有彩色的顏色。

■形狀應用：主題的造形多為封閉的曲線，

以接近圓形、三角形、長方形居多，背景

則為小面積的正方形。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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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9年夏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黃、黑二色為主色調，是有

彩色及無彩色對比的使用法，在明度上的

對比也很強烈。

■形狀應用：以長方形的塊狀為主，搭配三

個類似橢圓形的造形，整體造形簡單明瞭

且單純。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也

帶點「抽象意味」的風格。

(12) 2009年夏天／男童T恤 ■色彩應用：以無彩色的黑色、白色為主，

也是高低明度對比的使用手法，未使用有

彩色。

■形狀應用：以接近圓形的形狀為主圖，配

合切割過後的長方形及正方形為輔，造型

上較無複雜的形狀。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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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9年夏天／女童T恤 ■色彩應用：以紅、黃二色暖色調為主色，

點綴淺藍色寒色調作為寒暖對比的應用，

彩度偏高。

■形狀應用：造形上多曲線，運用到圓形、

半圓形、三角形等形狀，多為圓弧狀，較

少使用有角度的造形。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四）普普熊單車系列

(14)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紅色為主色調，藍色為次要

用色，黑色及白色作為點綴用色。在彩度

方面運用前後對比方式突顯主題。

■形狀應用：整體造型以長方形居多，圓形

次多，背景在切割時出現三角形，除了普

普熊之外，較多規則的幾何圖形。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也

帶點「樣式性」及「象徵性」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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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採用彩度高的原色為主，包括

紅、黃、藍、綠、紫等；並配合無彩色的

白色作彩度對比。

■形狀應用：以普普熊造型為主要設計，所

以是一個不規則的封閉曲線，造型上單一

且不複雜。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

(16) 2009年夏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使用的色彩較少，只有紅、黑、

藍、白四色為主，使用明度對比的方法。

■形狀應用：以普普熊騎單車造型為主要設

計，形狀上多為圓形及長方形，造型簡單

不複雜。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想

像性」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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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愛心系列

(17) 2009年夏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使用粉紫色、淺藍色、黃色及

橙色四色，都是高明度的配色，彩度也算

高彩度。

■形狀應用：都是一些彎曲的線條所構成的

文字，大致上呈現長條狀，類似長方形及

圓柱形。

■風格應用：具有「裝飾性」和「樣式性」

的風格。

(18) 2009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用色豐富，以粉紅色為主，紫

色、黃色及黃綠色為輔，整體用色以暖色

系為主，且都是高明度的配色，色彩運用

豐富。

■形狀應用：以一些具有圓弧狀的造型所構

成的畫面，大致上可辨出的形狀為長方形

及橢圓形。

■風格應用：以「溫馨甜美」為主，「樣式

性」及「裝飾性」的風格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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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9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粉紅色調為主，搭配無彩色

的白色作出彩度對比，整體用色單純，都

以紅色作明度上的調整。

■形狀應用：以圓形及長方形為主，搭配嘴

巴的造型作變化，也加上愛心等簡單的形

狀作陪襯。

■風格應用：以「溫馨甜美」為主，「童話

卡通特質」的風格為輔。

（六）龐克系列

(20) 2009年春天／女童外套 ■色彩應用：以粉紅色為主，搭配無彩色的

黑色，作出彩度的對比，用色單純只有三

色。

■形狀應用：以愛心形狀為主要造型，配合

一些封閉曲線及三角形構成畫面。

■風格應用：以「抒情寫實」為主，「樣式

性」的風格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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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HAPPY GO系列

(21) 2010年春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高彩度的原色為主，色彩以

紅、橙、藍、綠、黑為主，點綴少量的粉

紅及淺藍色。

■形狀應用：以簡單的幾何圖形－圓形、長

方形及三角形為主，皆為封閉線條。

■風格應用：以「抽象意味」為主，「象徵

性」的風格為輔。

(22) 2010年春天／男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紅、藍、黃三原色為主，搭

配無彩色的黑色及白色為輔，呈現高低彩

度的對比。

■形狀應用：以圓型為主要造型，搭配一些

三角形及不規則的封閉圖形。

■風格應用：以「童話卡通特質」為主，「象

徵性」的風格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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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跳舞娃娃系列

(23) 2010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粉紅色為主，搭配無彩色的

白色，作出彩度的對比，用色單純只有紅、

粉紅及白色三種。

■形狀應用：以線條為主，多為活潑的曲

線，少數呈現不封閉的圖形。

■風格應用：以「甜美溫馨」為主，「浪漫

性」為輔。

(24) 2010年春天／女童上衣 ■色彩應用：以高彩度的原色－紅、紫、藍、

綠、黃色為主，搭配白色底色，呈現彩度

對比。

■形狀應用： 以單純又重覆的形狀為主，

愛心形狀及接近三角形的造型貫穿畫面。

■風格應用：以「裝飾性」為主，「樣式性」

的風格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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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針對以上WHY AND 1/2童裝2009及2010年春夏目錄中所挑選出具有插畫

特色的24件作品中所作的色彩、形狀以及插畫風格的分析，整理如表3-3。

表3-2 童裝在色彩、形狀以及插畫風格的分析

形狀 插畫風格服

裝

編

號

主

要

用

色

圓

形

正

方

形

長

方

形

橢

圓

形

三

角

形

其

他

抒

情

寫

實

童

話

卡

通

甜

美

溫

馨

浪

漫

性

想

像

性

象

徵

性

樣

式

性

裝

飾

性

抽

象

意

味

1 粉紅、黃、紅 ● ● ● ● ● ●

2 紅、橙、黃、綠、藍 ● ● ● ● ● ●

3 紅、黃、橙、粉紅 ● ● ● ●

4
白、黃、綠、藍、紛紅、
紫 ● ● ● ● ●

5 黃、綠、橙 ● ● ● ●

6 黃、藍、橙 ● ● ●

7 黃、紅、藍 ● ● ● ● ●

8 黑、白、黃、藍、紫 ● ● ● ●

9 白、黃、藍、橙 ● ● ●

10 黑、灰、白 ● ● ● ●

11 黃、黑 ● ● ● ● ●

12 黑、灰、白 ● ● ● ●

13 紅、黃、橙、藍 ● ● ● ●

14 紅、藍、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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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紅、藍、黃、綠、粉紅 ● ●

16 紅、黑、藍、白 ● ● ● ●

17 粉紫、淺藍、黃、橙 ● ● ● ●

18 粉紅、紫、黃、黃綠 ● ● ● ● ●

19 粉紅、紅、白 ● ● ● ● ●

20 黑、白、粉紅 ● ● ● ●

21 紅、橙、藍、綠、黑 ● ● ● ● ●

22 紅、藍、黃、黑、白 ● ● ● ●

23 粉紅、紅、白 ● ● ●

24 紅、紫、黃、藍、綠 ● ● ● ●

總計 17 1 12 4 11 14 1 17 5 1 1 3 9 4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案例分析的結果上，可以發現服裝設計師在設計童裝插畫圖像時，在色

彩、形狀及插畫風格上，大致可歸納出幾個方向。

（一）色彩部份－

(1)色相：使用的次數由多到少依序為黃色（16次）、藍色（14次）、紅色

（13次）、白色（10次）、黑色及橙色（各7次）、綠色（6次）、粉紅色（5次）、

紫色（3次）、灰色（2次），以及黃綠色、粉紫色、淺藍色、咖啡色、藍紫色

（各1次）。在色系的寒暖部份，暖色系仍高於寒色系，中性色較少出現，無彩

色的使用度也很高。

(2)明度：黃色、藍色及白色使用較多，故整體的明度多為中明度或偏高明

度，偶爾穿插的黑色雖為低明度但出現面積不大，也非主要用色。

(3)彩度：通常以原色的使用率較高，故在彩度上偏高，多為高彩度的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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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4)其它：大量使用對比法，包括色相、明度、彩度三方面的對比。

（二）形狀部份－

(1)幾乎全部的形狀都為封閉的線條，其中以曲線居多。

(2)在幾何形狀的使用頻率上，依序為圓形（17次）、其他（14次）、長方

形（12次）、三角形（11次）、橢圓形（4次）、正方形（1次）。

（三）風格部份－

以WHY AND 1/2童裝2009年春夏服飾設計風格上的分析，以「童話卡通特

質」的風格佔17次居於領先，其次的風格依序為「樣式性」（9次）、「甜美溫

馨」（5次）、「裝飾性」（4次）、「象徵性」及「抽象意味」（3次）、「浪

漫性」、「想像性」及「抒情寫實」各一次；另外八種插畫風格則未出現在這

次春夏目錄中。

在與本研究所設定的3-11歲兒童，其在視覺偏好上的色彩、形狀與插畫風

格作比較，兒童的偏好與實際童裝設計上的差異分析如下。

（一）色彩部份－

兒童喜歡暖色系且高明度、高彩度的原色，這一點在童裝設計上相當吻合；

在色彩的選擇上，兒童喜好的順序為紅色、黃色、橙色、藍色、紫色，而童裝

使用最普遍的顏色依序為黃色、藍色、紅色、白色、橙色，若扣除掉無彩色的

應用，童裝設計偏好使用暖色系顏色，且是高彩度的原色，和兒童所喜好的色

彩順序雖不是完全相符，但在明度及彩度上的選擇則是吻合的。

（二）形狀部份－

兒童認識形狀的順序為：圓形、方形、三角形、橢圓形、菱形及梯形。而

在童裝案例分析上，發現童裝插畫在形狀的運用上，多以封閉的曲線為主，這

點和兒童的形狀認知發展相同。而在形狀運用的頻率上，童裝設計最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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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為圓形、長方形、三角形，和兒童認識形狀的順序也不謀而合。

（三）風格部份－

幼稚園及國小階段的兒童，在插畫風格的喜好上，多為「童話卡通」、「甜

美溫馨」和「抒情寫實」三種風格，而在童裝的插畫風格運用上，則以為「童

話卡通」、「樣式性」、「甜美溫馨」三類風格居多，和兒童的偏好風格有兩項

相符，當中的差異原因，大致上有二點：(1)文獻中兒童插畫風格的研究只限定

五種風格作討論，其中不包括「樣式性」這項風格，因此在文獻部份並無此類

風格的探討。(2)本研究對象WHY AND 1/2童裝的設計取向本就重視流行性及個

性化，之所以廣受年輕消費族群的喜愛也是因為本身的風格多變、樣式豐富，

因此在插畫上使用了許多較特殊的「樣式性」風格來作設計，此點和童裝本身

的市場取向與定位有關。

綜合以上的分析與歸納，發現現今市面上的童裝設計，不論在色彩、形狀

或是風格的運用上，都和兒童本身的偏好相當接近，可證明本研究對象在童裝

的設計上的確有考量到使用者的喜好與觀點，這也是WHY AND 1/2童裝在市場

上佔有率高的主因，也提供研究者在接下來創作時所參考的依據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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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創作理念與表現

第一節 創作理念

許多研究者在研究兒童插畫偏好時，指出「主題」也是影響兒童喜好的原

因之一。針對本研究對象－幼稚園到國小六年級的兒童來說，充滿活潑生動的

圖像最能吸引他們的目光，本研究選擇二種主題，分別以系列方式來呈現，每

個主題設計三幅系列作品，運用前一章所歸納出的三種視覺元素－形狀、色彩、

風格來進行創作。創作結果以白色 T-shirt 呈現，只做服飾本身的插圖創作，不

作其他衣服上的結構設計，並將創作出的插圖延伸應用於海報的設計上。

根據前一章童裝案例分析與兒童視覺偏好分析的差異點比較，本章所擬定

的創作表現原理，以綜合兩者的分析比較結果來當作視覺元素的發展。在兒童

的視覺喜好部份，顏色上普遍喜歡較高明度高彩度的原色，例如橙色、黃色、

紅色及藍色等；在形狀的選擇上則因年紀關係，較能接受簡單線條的幾何圖形

為主，且複雜度不能太高，對於不封閉的曲線理解性較低；另外在風格的喜好

上則偏愛童話卡通及甜美溫馨。

針對文獻中分析整理的兒童視覺偏好，在決定主題之後，將之充份應用在

圖像創作中，並區分二種主題風格為「童話卡通」及「甜美溫馨」，在色彩及

形狀的設計以表25為主軸，發展出二種不同風格的作品。

在目標對象的選擇上，第一個主題「是誰躲起來了？」，色彩及畫面較偏

向卡通漫畫，對象以國小二年級左右的兒童為主，也就是年齡7歲的兒童；而第

二個主題「一起去旅行」，則設定目標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左右年齡10歲的兒童。

在選擇的 T-shirt 部份，尺寸上根據本創作論文所設定的兒童年齡7歲及11歲，

選擇8號及10號的童裝，標準身高約為120公分及140公分，材質選定為白色精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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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短袖 T-shirt，在樣式上則以中性版型為主。

表4-1 視覺元素的綜合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整個的創作過程中，先設定好二個主題，再根據上表的綜合分析結果，

決定圖像的色彩、形狀、風格三方面的走向，根據不同的主題先繪製數張草圖，

之後掃描至電腦中，運用繪圖軟體 Adobe Illustrator CS4來繪製，繪製完成後將

圖像運用在衣服的正反二面，並調整適當大小及位置。在延伸的創作部份，把

創作衣服的六張圖像加上一些元素及背景，設計成六張海報，當作論文創作的

應用。

視覺元素 兒童視覺與童裝案例綜合分析

色彩

■暖色優於寒色

■高彩度

■高明度

■色彩優先順序：黃、橙、紅、藍、紫

形狀

■封閉式的形狀為主

■以簡單造型為主

■形狀優先順序：圓形、方形、三角形、橢圓形、菱形、不規則造型

風格 ■「童話卡通」、「甜美溫馨」、「抒情寫實」和「樣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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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創作流程

訂定主題

訂定創作元素

形狀規劃 風格確定色彩規劃

草圖繪製

電腦繪製

創作成果

創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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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主題

（一）是誰躲起來了？

幼稚園到國小階段的兒童，平日最喜歡去的動物園，裡面有著各式各樣活

潑可愛的動物，這些動物有時會躲起來讓人找不到牠們的踪跡，這種躲猫猫的

行為，帶點神祕色彩，有時反而會令小朋友更想要一窺牠們俏皮的模樣。

主角一選擇海、陸、空三種動物，也就是「金魚」、「長頸鹿」、「鳥兒」

為系列作品的主角。為了表現動物們躲起來的畫面，讓三種動物被半透明的「白

雲」、「樹葉」、「氣泡」遮掩，將部份的身體隱藏其中。

（二）一起去旅行

這時候的兒童活潑愛玩，對各種事物充滿好奇，同時喜愛探險，具有冒險

精神，尤其對於平常無法到達的地方更是興趣濃厚，充滿無限的想像力。主題

二以旅行和探險為設計方向，畫面上雖然沒有出現人物，但皆出現「旅行箱」

在畫面中，用隱喻的手法表現出去彩虹、月亮與白雲上旅行的氛圍，並分別在

畫面上出現風箏、盪鞦韆與釣魚，營造出悠閒自在的畫面。

主角－是一只放在彩虹、月亮及白雲上的旅行箱，雖沒有出現人物，但用

隱喻手法表現出到彩虹及月亮上旅行的意境，以文字－「travel to the rainbow」、

「travel to the moon」、「travel to the cloud」為主題，配合其他文字貫穿整個畫

面；為表達悠閒自在的感受，在「去彩虹上旅行」的作品增加許多繽紛的風箏，

在「去月亮上旅行」作品中增加許多七彩的鞦韆，在「去白雲上旅行」則出現

許多釣竿，表現出兒童喜愛的休閒活動，來增加畫面悠遊自得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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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過程

（一）系列一：是誰躲起來了？

(1) 海水篇－金魚

在草圖的繪製部份，先發想海水中的動物種類，決定以魚來當作創作主角，

而魚的種類眾多，在選擇上以視覺分析結果當中，最被接受的暖色系紅色及橙

色為代表的「金魚」來當作創作主角；而配合主題「躲藏」的視覺效果，原先

將金魚被海浪所遮掩，但因考量海浪的形狀較為複雜，修正後以氣泡代替，而

遮住金魚的氣泡則以半透明方式呈現，以保持主角的完整性。

除了圖像本身之外，另配合主題「是誰躲起來了？」加上二個英文字「Guess

who？」來加深主題的意念。

圖4-2 金魚草圖繪製（修正前） 圖4-3 金魚草圖繪製（修正後）

除了主圖像，為配合主題「躲藏」的意念，另設計出同樣一個主角的背面

當作系列延伸，金魚的背面可以完整呈現出不被氣泡所遮蔽的全身，並在之後

的創作應用上，印製在服裝的背面，以達到「是誰躲起來了？」的完整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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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修正過後的二張金魚草圖掃描至電腦中，以繪圖軟體繪製出成品。

圖4-4 「是誰躲起來了？」海水系列一 金魚正面成品

圖4-5 「是誰躲起來了？」海水系列一金魚背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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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地篇－長頸鹿

在草圖的繪製部份，根據所設訂的陸地上的動物來尋找合適的主角，因為

在兒童與童裝的視覺分析結果當中，皆呈現暖色系為二者的最優先選擇，因此

在發想過程中也以暖色系為主要考量重點，選擇造型簡單的黃橙色長頸鹿為主

角。

在首次草圖繪製時，僅繪製一隻長頸鹿作為主角，但因長頸鹿本身的造型

較為高瘦，為避免畫面主角過於單薄，修正過後改以二隻長頸鹿作為主角，設

計出親子相依偎的感覺。在遮蔽主角的選擇上，選擇以小草為主，貫穿在整個

畫面。

圖4-6 長頸鹿草圖繪製（修正前） 圖4-7 長頸鹿草圖繪製（修正後）

為配合主題「躲藏」的意念，在繪製長頸鹿的背面時，也依照金魚設計時

的原則，以不被小草遮蔽為主。草圖也同樣從修正前的一隻長頸鹿，修正為二

隻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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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繪製完後，同樣將二張長頸鹿草圖掃描至電腦中，以繪圖軟體繪製出

成品。

圖4-8 「是誰躲起來了？」陸地系列一長頸鹿正面成品

圖4-9 「是誰躲起來了？」陸地系列一長頸鹿背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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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中篇－鳥兒

此系列的最後一張圖以空中飛行的動物為主角，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鳥類，

為配合視覺分析結果，在草圖設計時，選擇一隻五彩繽紛的鳥兒為設計主角，

帶點活潑可愛的動作及表情，增加畫面的活潑性，同時也帶點擬人化的表現讓

風格呈現出童話卡通的特性。

天空令人聯想到白雲，因此在遮蔽鳥兒的物件就以各式大大小小的白

雲為主。在主題「躲藏」的表現上，也和金魚及長頸鹿的設計意念相同，繪製

鳥兒的背面以不被白雲遮蔽為主。

圖4-10 鳥兒草圖繪製

草圖設計完成後，同樣掃描至電腦並以繪圖軟體  Adobe Illustrator CS4繪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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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是誰躲起來了？」空中系列一鳥兒成品

圖4-12 「是誰躲起來了？」空中系列一鳥兒背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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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列二：一起去旅行

(1) 去彩虹上旅行

此系列作品以「旅行」為主要訴求，在發想過程中想像幼稚園及國小的兒

童對於未知的世界是相當好奇的，且充滿冒險的精神，對於平日不能到達的地

方抱有相當大的好奇心，因此聯想到兒童每次見到彩虹時的喜悅，於是將「彩

虹」變成兒童旅行的目的地。

另外，「放風箏」是兒童普遍感興趣的休閒活動，將畫面塑造成－旅行到

彩虹上放風箏，呈現悠閒的畫面氣氛，則是此設計的主題。

同時，為了配合前一章的視覺分析結果，也將「溫馨甜美」風格訂為此系

列的發展方向，在色彩上多以柔和的色系為主，形狀也以簡單重覆的方式出現

在畫面上。

根據童裝案例分析結果，發現文字的出現會增加畫面的樣式性，也是童裝

業者常用的設計元素，因此將文字當作圖案來設計，也是此系列的重點之一。

在設計衣服時，將主要從事的活動「放風箏」放在衣服的正面，先設計出造型

簡單的風箏重覆出現在衣服上方，並加上三行英文字「life is beautiful」、「it’s

a wonderful world」、「let’s go to travel」在中間。

至於衣服的背面則放上旅行的目的地「彩虹」為主圖，加上彩色具曲線變

化的英文字「TRAVEL TO THE RAINBOW」作為衣服背面的設計，以達到主題

前後呼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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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去彩虹上旅行」草圖繪製

圖4-14 「去彩虹上旅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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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去彩虹上旅行」背面成品

(2) 去月亮上旅行

在第二個旅行系列作品中，一樣往兒童平日不可能到達的地方去發想，外

太空的星星與月亮對兒童而言是遙遠且不可及的東西，對他們會有無限好奇的

想像空間，因此將第二個系列設定為「去月亮上旅行」。

在草圖的繪製上，根據兒童視覺及童裝視覺元素分析結果，在形狀的選擇

上以單純的封閉式線條為主，作品的主角「月亮」，以較有變化的眉形新月代

替滿月；在色彩上，則選擇高明度的黃色。

此外，比照在彩虹上放風箏一樣，在月亮上也要從事悠閒自在的活動，首

先就想到兒童普遍都喜歡的盪鞦韆，在公園的鞦韆若移到月亮上想必是個相當

新鮮的嘗試，因此在繪製草圖時，畫上許多彩色的鞦韆，呈現出新奇且充滿輕

鬆自在的氣氛。

配合此一系列旅行的意涵，也將旅行箱當作主角放在月亮上，強調任何人

都可以是那只旅行箱的主人。而文字的使用也是此一系列的設計元素，配合系

列性的原則將相同的文字「TRAVEL TO THE MOON」出現在畫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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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去月亮上旅行」草圖繪製

圖4-17 「去月亮上旅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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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去月亮上旅行」背面成品

(3) 去白雲上旅行

此系列的第三件作品，在發想過程中也是以兒童平常無法到達的地方為出

發點，配合前面二個作品，都以天空為主要發想方向，決定以每天抬頭都看得

到卻摸不著的白雲當作主題。在形狀的採用上面也採取視覺分析結果的原則，

單純且封閉的形狀為主，在色彩的配置上，則以藍色系為主。

主角的白雲和另外二張系列中的雲形狀不同，也減少透明度以增加分

量並強調主角的重要性；放在白雲上的旅行箱同樣是藍色，代表旅行至白雲上

的意境；釣魚竿是細長方形配上黑灰色。白雲底下為配合釣魚的活動，特地將

下方增加藍色及紫色鯨魚和綠色系的帆船，以增加畫面的活潑性。在英文字的

使用上也延伸系列主題，除了主題「CLOUD」不同外，其餘都和另二個作品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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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去白雲上旅行」草圖繪製

圖4-20 「去白雲上旅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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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去白雲上旅行」背面成品

根據視覺分析結果所設計出的二個系列，總共十二個圖，分別在之後

的第五章被應用在白色 T-shirt 的設計上，每一系列設計出三件 T-shirt ，總共

六件。而在衣服外的創作延伸部份，也以這12個圖作為主題依據，創作出六張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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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作品表現分析

（一）系列一：是誰躲起來了？

本系列的視覺表現手法，所運用的視覺元素乃依據兒童視覺偏好與童裝案

例分析結果為設計方向。

表4-2 系列（一）視覺元素的表現手法

視覺元素 表現手法

色彩

■暖色和寒色並用，但多為原色，色彩對比性強

■高彩度

■高明度

■色彩使用：黃、橙、紅、藍、紫、綠、黃綠、藍綠、咖啡、白

形狀

■封閉式的形狀

■簡單造型

■形狀使用：圓形、方形、橢圓形、梯形、三角形及不規則造型

風格 ■「童話卡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海－金魚

●色彩運用：主角金魚以紅色為主，粉紅色及黃色、橙色為輔。氣泡是藍色半

透明。

  ●形狀運用：主角金魚以圓形為主，其它為不規則的封閉形狀。遮蓋金魚的氣

泡是圓形。

  ●風格運用：童話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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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長頸鹿

●色彩運用：主角長頸鹿是以黃色為主，橙色為輔。樹葉則是以綠色為主，搭

配白色漸層作變化。

  ●形狀運用：主角長頸鹿以橢圓形及圓柱形為主，圓形、半圓形為輔。葉子的

為不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運用：童話卡通。

(3) 空－鳥兒

●色彩運用：鳥兒身上的色彩眾多繽紛，有紅色、橙色、黃色、藍色、紫色及

綠色。雲朵則是以藍色為主的漸層色。

  ●形狀運用：鳥兒以椭圓形為主要形狀，其他為不規則的封閉形狀。雲朵則為

不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運用：童話卡通。

（二）系列二：一起去旅行

本系列的視覺表現手法，所運用的視覺元素如表4-3。

表4-3 系列（二）視覺元素的表現手法

視覺元素 表現手法

色彩

■暖色系多於寒色系，多為原色，色彩較多調和色

■高彩度

■高明度

■色彩使用：黃、橙、黃綠、紅、藍、紫、綠、粉紅、白

形狀

■封閉式的形狀

■簡單造型

■形狀使用：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圓形、幾何形、弧形、

不規則造型

風格 ■「甜美溫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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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彩虹上旅行

＜正面＞

●色彩運用：風箏的顏色使用了橙色、黃色、藍色、紫色、綠色、淺咖啡色等

高明度的顏色。副標三行文字則分別是藍色、紅紫色和紫色。

  ●形狀運用：風箏是接近菱形的幾何形。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背面＞

●色彩運用：彩虹是紅、橙、黃、綠、藍、紫高彩度的原色。主要的文案－TRAVEL

TO THE RAINBOW，是以彩色外框配上綠色組合成。旅行箱是藍色，也是高彩

度的原色。

  ●形狀運用：彩虹是半圓形的弧形所構成的封閉形狀。旅行箱則是長方體。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2) 去月亮上旅行

＜正面＞

●色彩運用：鞦韆有各種顏色，分別使用到粉紅色、紫色、綠色、黃色及咖啡

色，都是高彩度的顏色，以暖色系和中性色為主。副標三行文字分別是藍色、

紅紫色和紫色。

 ●形狀運用：鞦韆是長方形。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背面＞

●色彩運用：主角月亮是高明度高彩度的黃色，配上咖啡色的陰影。本系列中

的旅行箱同樣都是藍色，文案的使用顏色也和「去彩虹上旅行」一樣，以彩色

外框配上橙色組合成。

  ●形狀運用：月亮是不規則的封閉形狀。旅行箱是長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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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3) 去白雲上旅行

＜正面＞

●色彩運用：鯨魚是藍色和紫色系，偏寒色調。帆船是綠色中性色。釣竿是黑

灰色，雖是無彩色但因面積小所佔比重也小。副標三行文字分別是藍色、紅紫

色和紫色。

●形狀運用：鯨魚是不規則的封閉圖形。帆船是接近長方形和半圓形的封閉圖

形。釣竿是長方形。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背面＞

●色彩運用：主角白雲是寒色系又高明度的藍色。旅行箱和文案也延用系列中

的藍色和彩色外框配上藍紫色的文案。

●形狀運用：白雲是不規則的封閉形狀。旅行箱是長方體。

 ●風格運用：甜美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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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創作結果與應用

第一節 T-shirt 創作結果

本研究在兒童服飾的創作上總共分為二個系列，每個系列分別設計六張圖

像，將圖像運用在衣服上，每一系列設計三件  T-shirt 總共六件。在創作結果及

視覺分析整理如表5-1。

表5-1 創作結果與視覺分析

創作結果 創作說明 視覺分析

系

列

（一）

是

誰

躲

起

來

了

？

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海水

篇。以凸眼金魚為

主角，被氣泡包圍

著，加上英文字

「Guess who?」來

突顯主題。

●色彩分析：高彩度的原

色為主，運用暖色系中

的紅色和橙色當主要用

色，配合少許寒色系陪

襯。

●形狀分析：圓形、橢圓

形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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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海水

篇。以凸眼金魚的

背面為主角，不再

被氣泡包圍。

●色彩分析：高彩度的原

色為主，運用暖色系中

的紅色和橙色為主。

●形狀分析：圓形、橢圓

形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陸地

篇。以二隻長頸鹿

為主角，被葉子包

圍著。

●色彩分析：採用暖色

系的黃、橙當主要用

色，點綴少許的中性色

綠色，作品採用高彩度

的原色。

●形狀分析：圓柱形、

橢圓形及不規則的封

閉形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

通。

系

列

（一）

是

誰

躲

起

來

了

？

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陸地

篇。以二隻長頸鹿

的背面為主角，不

再被葉子包圍。

●色彩分析：以黃、橙、

綠等原色為主，暖色系

與中性色的運用。

●形狀分析：橢圓形、長

方形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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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空中

篇。以一隻鮮艷的

鳥兒為主角，被大

大小小的白雲遮

蔽住。

●色彩分析：以高彩度的

紅、橙、藍、綠、紫等

原色為主，都是高彩度

中高明度的用色。

●形狀分析：圓形、橢圓

形、三角形、不規則的

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系列（一）是誰躲

起來了？－空中

篇。以鮮艷的鳥兒

背面為主角，不再

被雲朵包圍。

●色彩分析：高彩度的

紅、藍、綠、橙等原色，

寒暖色系比重相當。

●形狀分析：圓形、橢圓

形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系

列

（一）

是

誰

躲

起

來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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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結果 創作說明 視覺分析

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彩虹篇。以

彩色的風箏為畫

面中心，表現去彩

虹上放風箏的悠

閒感，加上彩色的

文案以增加畫面

的豐富性。

●色彩分析：以高明度的

橙、藍、黃、綠原色為

主，用色上較重視調和

感，寒暖色系比例相

當。

●形狀分析：以接近菱形

的造形為主。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系

列

（二）

一

起

去

旅

行

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彩虹篇。以

六種顏色的彩虹

為中心，象徵著旅

行到彩虹上的意

境。並加上主文案

「TRAVEL TO

THE RAINBOW」

●色彩分析：整體用色為

高彩度的紅、橙、黃、

綠、藍、紫等原色，寒

暖色系及中性色相當。

●形狀分析：長方形及不

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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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月亮篇。以

鞦韆作為主畫

面，強調出畫面悠

哉的氣氛。文案的

部份則以系列性

的重覆出現在畫

面上。

●色彩分析：整體用色以

粉紅色、藍綠色、黃色、

紫色為主，暖色系多於

寒色系，以高明度高彩

度為主。

●形狀分析：以長方形為

主。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月亮篇。以

月亮為中心加上

文案「TRAVEL

TO THE MOON」

●色彩分析：整體用色為

高彩度的黃色，和旅行

箱的藍色形成寒暖色對

比。

●形狀分析：長方形及不

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系

列

（二）

一

起

去

旅

行

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白雲篇。以

釣魚作為主要的

畫面，釣竿底下出

現鯨魚及帆船以

增加悠閒感。文案

和前二幅作品相

同。

●色彩分析：整體用色以

寒色系的藍色和藍紫色

及中性色紫色和綠色為

主。為中明度中高彩度

用色。

●形狀分析：以長方形、

半圓形及不規則封閉形

狀為主。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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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一起去

旅行－白雲篇。以

旅行箱及雲朵為

中心，加上文案

「TRAVEL TO

THE CLOUD」

●色彩分析：整體用色為

高彩度高明度的藍色為

主，和旅行箱的藍色及

文案的藍紫色是屬於調

和色的用法。

●形狀分析：長方形及不

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系

列

（二）

一

起

去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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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報創作應用與結果

在研究架構的第三階段，意即執行的部份，就是將童裝 T-shirt 的創作結果

應用在其他的設計上，本研究將創作於服裝上的插畫圖像運用在海報設計上，

每一系列設計三張海報，總共二個系列共六張海報。

在童裝服飾的設計上偏向簡單不複雜的圖像，所使用的視覺元素也以單純

重覆為主，並分別設計在衣服的正反二面，在延伸於海報時，取 T-shirt 創作結

果中的圖像來作為設計重點，並將所有元素放置於同一個平面，再根據主題的

意念來增加創作元素，所有增加的視覺元素皆符合兒童童裝及兒童視覺偏好的

分析結果來延伸創作。

（一）系列一：是誰躲起來了？

(1) 海水篇－金魚

將原來金魚的圖像增加水紋狀的背景，用色上以海水的藍色變化為主，另

將遮蔽金魚的氣泡數量增加，並且加上二種對比強烈的水草作裝飾，此外，為

了讓系列一中的海報更有聯貫性，在畫面中加上許多大小不一的白色圓點，形

狀的變化力求簡單重覆。

(2) 陸地篇－長頸鹿

T-shirt 上原本只有二隻長頸鹿加上幾片綠色葉子，在設計海報時，針對葉

子加上一些樹幹當作背景，將粗細不同的咖啡色樹幹放在畫面後方，其餘的空

間則切割成一些水平塊狀，在形狀上多偏向長方形，色彩上則傾向對比的用法。

(3) 空中篇－小鳥

將主角的身旁多加一些白雲讓畫面較豐富，並加上幾隻遠方的小鳥強調遠

近感，畫面其他空間則切割成大大小小不同的三角形或四邊形，在色彩上因為

主角的用色已經是高彩度的原色，在背景的切割上則只用深淺不同的藍色及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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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為主。

（二）系列二：一起去旅行

(1) 去彩虹上旅行

首先，將海報的背景以等量切割方式排列，形狀以單純重覆性為主，針對

主題「彩虹」去發想相關的圖案，彩虹讓人感到幸福且幸運，因此，在背景的

切割上，就以造型簡單的四片「幸運草」來當作主要元素，以正方形包圍著的

幸運草，用二種不同的明暗交錯並佈滿整個畫面，成為單純的背景設計。而畫

面中的主角－旅行箱上面的圖案，也配合背景的圖案，加上兩片幸運草作為裝

飾。

另外，為增加畫面的豐富性，在風箏的附近加上幾朵白色的雲，在畫面最

低下繪製樹木，以區分空中和地面的差異性，增強「去遠方旅行」的意涵。

圖5-1 「去彩虹上旅行」背景元素草圖繪製

(2) 去月亮上旅行

在草圖的繪製上，根據兒童視覺及童裝視覺元素分析結果，在形狀的選擇

上以單純的封閉式線條為主，因此在繪製背景的連續圖案時，就以簡單的五角

星星圖案當作重覆出現的主要形狀，在色彩上，則選擇和主題月亮類似的顏色，

整個作品呈現高明度的橙色及黃色系。並在月亮旁邊加上白色的雲朵，在海報

下方加上藍色房子，除了豐富畫面之外並增強夜晚的對比性，也色彩上也採用

對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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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去月亮上旅行」背景元素草圖繪製

(3) 去白雲上旅行

在設計海報時先設定背景圖案，白天的天空除了白雲外，讓人聯想到太陽

的出現，因此在設計連續圖案時，採用單純的圓形來詮釋太陽，又因太陽會散

發出光芒，將圓形變成兩個並為了讓畫面更活潑，刻意不做出同心圓。至於在

色彩的選擇上，使用高明度的粉紅色，製造出甜美溫馨的畫面。

穿梭在白雲中的鳥兒，以簡單封閉造型為主並使用黃、橙、粉等暖色系，

白雲底下為配合釣魚的活動，特地將下方加上漸層的藍色海水，海水裡維持原

來的綠色帆船和藍色鯨魚。

圖5-3「去白雲上旅行」背景元素草圖繪製

在海報的創作應用結果部份，根據兒童服飾設計的二個主題「是誰躲起來

了？」以及「一起去旅行」，總共延伸創作出六張海報，海報內容以兒童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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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圖像為主軸，再加上一些相關元素組合成平面海報，海報的視覺分析結

果如表5-2。

表5-2 海報創作結果與視覺分析

創作結果 創作說明 視覺分析

系

列

（一）

是

誰

躲

起

來

了

？

系列（一）是誰

躲起來了？－海

水篇。以凸眼金

魚及氣泡為主

角，加上二種顏

色的水草增加畫

面的豐富性，背

景以水波形狀作

切割。

●色彩分析：以高彩度

的紅色、藍色、綠色

三色為主，運用寒色

系及暖色系的對比增

強效果。

●形狀分析：圓形、橢

圓形及不規則的封閉

形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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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是誰

躲起來了？－陸

地篇。以二隻長

頸鹿及葉子為主

畫面，加上粗細

不同的樹幹增加

畫面前後感，背

景以曲線作大塊

面切割。

●色彩分析：高彩度的

黃、橙、綠、藍四色

為主，配合中彩度的

咖啡色陪襯，整體的

畫面呈現色相上的對

比效果。

●形狀分析：圓柱、橢

圓形及不規則的封閉

形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系

列

（一）

是

誰

躲

起

來

了

？

系列（一）是誰

躲起來了？－空

中篇。以一隻大

嘴鳥及白雲為主

角，在背景上作

接近水平線的切

割。

●色彩分析：以高彩

度的藍色、紅色、橙

色及綠色四原色為

主，明度皆為中高明

度。

●形狀分析：三角

形、橢圓形、四邊形

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童話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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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結果 創作說明 視覺分析

系列（二）一起

去旅行－彩虹

篇。以彩虹為畫

面中心，象徵旅

行到彩虹上放風

箏的意境，背景

以幸運草作連續

圖案的配置，加

上彩色的文案以

增加畫面的豐富

性。

●色彩分析：以高明

度的原色為主，用色

上較重視調和感，寒

暖色系比例相當。

●形狀分析：正方

形、長方形、圓形及

不規則的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系

列

（二）

一

起

去

旅

行

系列（二）一起

去旅行－月亮

篇。以眉形心月

為畫面中心，旅

行箱置於視覺正

中心，強調在月

亮上盪鞦韆的情

境，底下暗色系

的房子代表著黑

夜的來臨。

●色彩分析：對比性

較強烈，整體用色多

為高彩度的橙、黃、

藍等原色，暖色系多

於寒色系。

●形狀分析：長方形

及不規則的封閉形

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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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一起

去旅行－白雲

篇。以白雲為旅

行的終點站，在

雲朵上垂掛下的

魚竿、底下的三

層海水及帆船、

鯨魚等等，都強

調出畫面悠哉的

氣氛。

●色彩分析：整體用

色以粉紅色、藍色為

主，暖色系多於寒色

系，以高明度高彩度

為主。

●形狀分析：長方

形、圓形及不規則的

封閉形狀。

●風格分析：甜美溫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系

列

（二）

一

起

去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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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插畫」應用的範圍很廣，舉凡生活當中都可以見到插畫的出現，而插畫

應用在流行服飾上更是相當普遍的設計，尤其是兒童服飾的設計上，更是運用

了許多插畫表現手法來呈現圖像。然而，兒童本身對於圖像的喜好和成人不同，

但在台灣社會裡，兒童普遍在服飾的選擇上失去主導權，他們身上穿的服裝往

往呈現出成人的偏好與習慣。也因此，現今很多的童裝設計淪為成人世界框架

下的產物，究竟兒童喜好的視覺元素是那些，和當今童裝界的龍頭業者是否有

相同或違背之處，是本論文前半段主要探討的面向；而如何從二者當中找出一

些共通點再應用在童裝圖像的創作則是本論文後半段的內容。

第一節 結論

經過前半段的文獻分析與後半段的童裝創作與應用，筆者做出幾點結論。

（一）插畫運用在兒童服飾上的價值

根據文獻分析結果，插畫是利用各種手法表現人物、景象及事物的形態或

機能的圖畫，也是一種將文字視覺化的造形表現，具有特殊要傳達的意義之圖

畫。幼稚園及國小的兒童，對於文字的認識還不多，在他們判斷作品的美感時，

會受到整體的表現形式所影響，尤其是幼稚園時期的兒童，喜歡表面色彩吸引

人的作品，而國小階段的兒童則喜歡寫實的作品，這些具有特殊傳達意義的圖

像，成為各階段兒童選擇視覺偏好的依據。也因此，插畫運用在兒童生活上變

得相當普遍且必需，尤其是平日穿在身上突顯個性的服飾，透過插畫的表現手

法呈現出各種不同主題及意念，更是相當重要的視覺傳達方式。

兒童透過喜愛的插畫選擇具有個人色彩的衣服，也間接表達了個人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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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上的偏好，不管是主題、形狀、色彩或風格，都是每一幅插畫作品所具備

的內容，兒童透過選擇服飾的過程，等於將自己鮮明的視覺偏好呈現出來，一

些平時不容易察覺出的美感認知，藉由童裝上的插畫表現方式被引導出來。

（二）插畫反映大眾文化與時代的變遷

舉凡報紙、雜誌、書籍、電子媒體及流行服飾，都可見到插畫的踪影，這

些可經由印刷或大眾媒體重複印製或播送的圖像，往往成為一種流行文化深入

大街小巷，這些耳熟能詳的插畫，有時的確帶來某種社會變遷的意義。

隨著大眾流行文化的改變，插畫表現形式與風格也隨之改變，當中尤以電

子媒體的影響最巨，舉凡當時流行的卡通、動畫電影，都會成為兒童視覺上注

目的焦點，兒童可輕易地從大眾媒體的強力放送中，潛移默化的受到某些視覺

圖像的影響，當這些視覺圖像應用在兒童服飾上時，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銷售量，

也間接影響兒童在視覺偏好上的選擇與改變。

因此，插畫反應大眾流行文化與時代潮流，也影響兒童服飾的設計與銷售

量，更改變了兒童在視覺判斷上的喜好。插畫的流行性大但持續力則有待討論，

如同兒童的視覺偏好一樣，也會隨著年紀及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整。

（三）兒童主導權的建立有其價值所在

台灣的兒童自主能力已經比往年提昇，但和國外比起來，台灣的兒童對父

母的依賴心仍較強，主要也是因為台灣社會少子化的影響，使得父母投入更多

的關懷在小孩身上，使得現代小孩不用做事就可以輕易得到想要的東西，造就

小孩子過度的依賴父母，在衣服的選擇上也偏向由父母出錢決定該買什麼或穿

什麼，較少有兒童可以在服裝的選擇上有完全的自主權。

根據文獻調查，3-11歲的兒童已經具備基本的知覺能力，對於美感也有相

當的追求與偏好，在此階段若能培養兒童視覺能力的養成，對於長大後的美感

教育也有相當大的幫助，因此適度的讓孩子表達意見顯得特別重要，對於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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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穿在身上的衣服，除了有保暖的功能外，也應該間接呈現了兒童個人獨特

的喜好，讓每一位兒童有表達美感的權利，而不是一味地以父母的偏好為選購

服裝的依據。

因此，在受到規範的條件下，父母應該從小培養兒童在視覺圖像上的選擇

能力，除了兒童常使用到的文具用品外，在服裝圖像上的選擇也應適度尊重兒

童的喜好，當中除了可以提昇兒童對於視覺美感的思考之外，也間接養成兒童

對於選擇權的重視及責任感的建立，更可以反映出每個孩子的獨特性，增加父

母對孩子的了解，也提供了更多教育的意義。

（四）每個兒童都是獨一無二的

經過文獻的整理與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對於兒童在視覺偏好上的調查，各

個學者所整理的文獻資料雖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相異處也很多，當中除了抽樣

調查本身信度與效度的差異之外，還有兒童在不同年紀會因當時社會文化的變

遷而有不同的審美觀，這些結果除了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外，兒童本身的差異

性也是造成資料結果有落差的原因。

在文獻分析中，在同一個年齡層的兒童對於色彩、形狀及作品風格的偏好

上有很多共通點，但也有少數人和多數的分析結果呈現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情

形，因此在創作兒童服飾時，只能以大多數普遍性的分析結果為依據，忽略掉

少數較獨特兒童的視覺偏好，但不能否認的是，每個兒童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

判斷，文獻分析結果只能呈現大多數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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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童裝業者應多重視大眾流行文化

既然兒童的視覺偏好會受到當時流行的卡通或電影所影響，童裝在視覺圖

像上的設計就應更符合現代潮流的需求，以當時兒童喜愛的圖像來作設計，而

不是一味地抄襲國外的設計或是作無意義的符號設計。有些童裝公司是向國外

買商標權，以便在國內設計一些耳熟能詳的圖像，例如米老鼠與唐老鴨、白雪

公主等等，這些卡通雖早已深植人心，也受到某些人的喜好，但畢竟在創意上

較缺乏創新，要在這些既定圖像上作出突破也較為困難。

（二）童裝業者應多加強品牌的行銷

台灣顯少看到童裝業者有好的行銷手法，除了比較大的品牌例如WHY

AND 1/2有播出電視廣告，其他如麗嬰房、奇哥、百事特和愛的世界，會出版一

些宣傳文案或目錄印製之外，所有本土童裝在品牌形象的建立上略顯薄弱，也

缺乏統整性，消費者往往無法區分每個童裝品牌的差異性，因此，童裝業者可

以多加強企業形象的建立，例如WHY AND 1/2童裝今年建置企業網站，提供消

費者上網了解企業體以及提早認識新產品。

（三）台灣應多培養本土的童裝設計師

在找尋台灣童裝市場的資料時，發現許多童裝業者都都採取代理國外品牌

為主，這些和本土的童裝業者比起來，較欠缺本土性及設計性，很多甚至以成

本取勝以便大量複製，就算是國內本土品牌的童裝設計師也很多是聘請國外設

計師來台灣，雖然優點是可以和世界接軌，吸收各國文化上的差異，但在發展

本土文化的部份則略顯不足，應該多培養國內童裝設計師以符合本土市場的需

求並發揚台灣精神。

（四）童裝設計師應多尊重兒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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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裝設計師在設計服裝時，除了材質上的挑選，在樣式的設計上應多符合

兒童的視覺偏好，而不是以成人的世界去思考，除了嬰幼兒的服飾需特別重視

結構和機能設計之外，國小以上的童裝可以在圖像上增加更多的創意，或許定

期增加一些市場調查，了解真正消費者的需求，可以讓童裝設計師更接近使用

者的內心世界。

總而言之，重視使用者的需求是必需的，不能忽略兒童也有主觀審美的能

力，台灣教育對於美感的養成應從兒童時期建立，讓兒童從日常生活當中訓練

自己的審美觀，並鼓勵他們發表看法，而穿在身上的服裝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

必需品，多聽聽兒童的聲音並使用他們偏好的視覺元素，同時配合本土流行文

化的優勢，期待能對未來的台灣童裝帶來新的契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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