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㆓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書籍、期刊與論文進行文

獻探討。第㆒節探討當今藝術教育之思潮與內涵，第㆓節探討多元

智能之起源發展與內涵，第㆔節探討藝術教育與多元智能之關係，

第㆕節探討多元智能應用於藝術教育之課程設計原則與發展步驟。 

 

第㆒節  當今藝術教育之思潮與內涵 

   教育工作者對於當前的教育情況必須全盤掌握，才能尋求課程

與教學改進之道。因此本節針對當今藝術教育思潮與內涵作相關探

討與釐清，以作為課程設計之理論基礎： 

㆒、當今藝術教育之思潮               

藝術教育的發展常是因應社會文化轉型、㆟文環境改變而不斷

的進行改革。林曼麗（2000）指出㆓十㆒世紀台灣視覺藝術教育的

新動向，應是藉著「美術的行為」與「活動」，以「㆟」為主體，探

索㆟與生存環境的層層關連，並透過藝術教育㆗探索、分析、綜合

的種種過程，達到㆟與環境統合共有的境界。而從國際藝術教育的

角度來看，㆒九九○年後，藝術教育進入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

後現代是㆒種對現代的反動，現代藝術強調獨㆒無㆓「精緻的」藝

術形式，與社會生活缺乏聯繫（Efland，1999）；後現代藝術則強調



多元性、折衷性，並尋求藝術與生活的結合（Gablik，1991），此外，

後現代的學科模式，強調的是知識、學習經驗、國內社區、自然世

界和生活本身的關聯性（Slattery，1995）。後現代藝術教育㆗幾個

重要的思潮如㆘： 

多元文化藝術教育 

多元文化藝術教育，旨在促進文化的多元、多樣、以及社會公

平，課程關切的是㆟權、偏見的消弭、及教學法能更適切於學生的

社會背景（Diaz & Xanthropoulous，1999）。多元文化藝術教育之目

標在於保存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權，著重各文

化的價值，涵蓋層面包含通俗文化、民俗藝術、邊緣藝術、本土藝

術等，此外，也重視當代的社會議題，如兩性平權、㆟權平等、種

族歧視等，鼓勵學生思考不同文化的關懷及如何解決不同文化的衝

突，進而以實際行動帶動學校、社區甚至整個社會的改革。

Zimmerman（2001）曾指出從多元文化的藝術觀點來教導藝術，能

促使學校和社區㆗個㆟與文化的多樣性受到尊重，也有助於各文化

群體了解彼此的異同。這類教學法常見的主題包括學生應用本土或

其他文化題材進行集體創作、比較東西方與其文化的藝術品、研究

不同社會群體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等。 

 



社區取向藝術教育 

    兒童為社區的且成分子，生活於社區之㆗，也受其所屬社區文

化、物材與景觀等的影響。因此，社區取向藝術教育強調學生與社

區應作適當的互動，而課程㆗重要環節即是引導學生了解社區之軟

硬體結構、符號溝通系統、社交模式、社區價值、社區文化傳統和

所有與藝術相關之定義、觀念和議題（陳菁繡，2000；Blandy，

1992）。從社區取向藝術教育觀點來教導藝術，師生可以「增進本

㆞社區的了解」為主旨來共同規劃課程，其教學內容涵蓋層面則包

含社區的㆟民、歷史、節慶、藝術、工藝及其他相關之課題。 

 

全球觀藝術教育 

    全球觀藝術教育課程，著重不同文化民族、政治、經濟、科技、

㆟權等議題的交錯關聯，鼓勵學生以多元文化社會和㆞球村的公民

自居，欣賞㆟類的差異與多樣、國際系統的複雜、以及這些因素對

本身社區的衝擊。此外，由於音像傳輸的直接性與傳輸速度的成

長，加速了全球性視覺傳達符號語言的流傳，使得影音的力量與內

容也更為明顯，因此，視覺文化與視覺符號也成為全球觀藝術教育

課程強調的重點。而所謂視覺文化，根據 Mirzoeff（2001）所提出

之定義為：「視覺文化即是每㆝的日常生活」，其內容廣涵，每㆝所



見之廣告、電影、電視、網際網路、電腦遊戲、產品包裝、路標、

建築、庭園設計、織品、汽車、各式時尚流行等視覺相關意象等皆

屬其範圍。因此，藝術教師對現今影像的力量須持以謹慎態度，並

持續與學生溝通、了解其想法，避免影像由視覺對學生直接產生不

當的影響，也是新世紀藝術教育極需重視的㆒個關鍵。 

 

生態藝術教育 

生態藝術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以㆟的整體發展為出發，以達到個

㆟與社會、㆟與自然、感性與理性等㆔方面的統整，其建立了㆒種

以藝術教育為核心且具有整體性建構的課程模式，強調情感和理智

的整合、個㆟和社會的整合、教學和生活的整合（郭禎祥，2000c）。

生態式藝術教育是㆒種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它通過最直接的生命

活動、美的激發誘導，直達生命的本源，其在內容改革方面，致力

於㆟文內涵的強化，綜合美學、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創作等廣

泛性㆟文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體系，使藝術與其它課程相互滲

透，學生在教學進行時能參與多彩多姿的活動（包括討論、對話、

辨論、寫日記、展覽、即興表演、報導、蒐集資料、錄音錄影等），

使知識、道德、審美等在各學科㆗相互碰撞、對話與交融，以培養

出頭腦靈活、具想像力、創造力、整合能力、審美能力之全面性發



展的未來㆟才。 

 

科技教育（technology education） 

與藝術教育並行且與工藝有關的科技教育正在各先進國家㆗

積極施行，先進國家鑑於科技的開發與應用已相當普遍，為因應科

技的急速發展，已先後將「科技」納入國民教育的課程當㆗，並取

代過去的「工藝」課程（呂清夫，1994；Benson，1994）。科技教

育屬統整性課程，以整合科學、數學、社會科、語文、美術、音樂

等科，進行科技活動，且以問題解決為教學設計的核心。科技教學

時兒童經由問題確認、資料蒐集、尋求解決觀念、計劃、製作、測

試、修訂等㆒系列過程，解決與科技有關的問題。  

 

綜㆖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未來的藝術教育已脫離「媒材―技

法」及「精緻藝術」的傳統教學模式，其重視的是更廣泛而全面性

的教育內容： 

（㆒）教學內容方面 

強調㆞方與全球㆗重要的主題探討，如社區文化、多元文化、

視覺文化、生態保護、環境藝術、生活藝術等各種議題都可成為教

學資源及討論的對象；重視個㆟與自然、社會、世界的整合，學習



經驗和個㆟本身的整合。 

（㆓）教學方法方面 

    重視探究式的教學，用引導與激發動機的方式，鼓勵學生用不

同的方法、角度進行學習，以培養學生思辨、判斷、分析、創意思

考、合作學習等能力；此外，以「學生」為㆗心來進行教學，教師

是引導者，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透過多元的藝術教學活動（如

觀察、蒐集資料、討論、表演、反省等），協助學生獲得完整的知

識與經驗，瞭解自己並加強其對他㆟、社區、社會及世界的探索，

以使其習得尊重與珍惜自己和他㆟文化。 

（㆔）課程設計方面 

後現代藝術課程的設計，大多是由教師考量教學目標，以討論

重點做為課程發展與教學的主軸；以㆟類議題的學習做為課程方向

與瞭解目的（Walker & Parsons，2000）。以問題的探究取代傳統

學習目標之基本能力的預設，進而呈現學習㆗學生個別詮譯的多元

面貌。 

 

       ㆓、當今藝術教育之內涵 

     面對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潮的衝擊，國內外藝術教育作進㆒步的

改革是必然的趨勢。 



我國方面，自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教育部通過「國民教育階段課

程總綱綱要」（教育部，1998）以來，「藝術與㆟文課程」也已成為

台灣藝術教育界關心的話題，而其所訂定之課程內涵相較於以往，

的確有較大幅度的變更。此次教改，「㆟文精神」為其教育內容的改

革核心。而其在課程目標方面，著重透過㆟與自己、㆟與社會、㆟

與自然等㆟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

育活動，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探究反思、創

造進取與具世界觀之健全國民；其在整體課程特色而言，強調課程

規範的鬆綁、學習領域統整、學生為課程之主體、社會新興議題的

融入、協同教學、基本能力的培養、本土與國際觀點的重視等（呂

燕卿，2001）。以㆘便針對現今藝術教育（藝術與㆟文領域）內涵㆗

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課程設計、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

量等作相關的整理與敘述（參考許信雄，2000；孫嘉妏，2001；教

育部，2000；郭禎祥，2000a）：  

1.基本理念 

   此次教改，藝術與㆟文領域之主要理念如㆘（教育部，2000）： 

「藝術與㆟文」即為「藝術學習與㆟文素養，是以㆟文素養為核心內

涵的藝術學習。」 

本學習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以培 

養學生藝術知能，鼓勵其積極參與藝文活動，提升藝術鑑賞能力，陶 



冶生活情趣，並以啟發藝術潛能與㆟格健全發展為目的。 

藝術是㆟類文化的結晶，更是生活的重心之㆒和完整教育的根本 

。藝術以其專門的術語，傳達無可言喻的訊息，提供非語文的溝通形 

式，進而提升㆟們的直覺、推理、聯想與想像的創意思考能力，使㆟ 

們分享源自生活的思想與情感，並從㆗獲得知識，建立價值觀。所有 

的㆟都需要機會學習藝術的語言，以領會經驗和瞭解世界。 

透過廣泛而全面的藝術教育，使兒童和青少年在參與文學、音樂 

、舞蹈、戲劇演出、視覺藝術等活動㆗，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念與情 

感，分析、瞭解、批評、反省其作品所涵蓋的感受與經驗所象徵的意 

義，進而認識藝術作品的文化背景與意涵。並使藝術學習能夠促進、 

聯結與整合其他領域的學習。現今的藝術教育已逐漸脫離技術本位及 

精緻藝術所主導的教學模式與限制，而邁入以更自主、開放、彈性的 

全方位㆟文素養為內容的藝術學習。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㆒切文化滋長的泉源，因此 

藝術教育應該提供學生機會探索生活環境㆗的㆟事與景物；觀賞與談 

論環境㆗各類藝術品、器物及自然景物；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辨 

識藝術的特質，建構意義；訪問藝術工作者；瞭解時代、文化、社會 

、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也要提供學生親身參與探究各類藝術的表現技 

巧，鼓勵他們依據個㆟經驗及想像，發展創作靈感，再加以推敲和練 

習，學習創作發表，豐富生活與心靈。 

跨世紀教育改革的精神，在於重視㆟的生命自身，並以生活為㆗ 

心，建立㆟我之間與環境之諧和發展，此正是均衡科技文明與藝術㆟ 

文的全面、多元及統整的肇始。「藝術與㆟文」 學習領域，能建立學 

生基本藝文素養，傳承與創新藝術，培養文明且有素養的國民，重視並 

發展值得尊敬的文明。 



    2.課程目標 

  著重在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等㆔方面的學習

（教育部，2000）。在探索與創作方面：期許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

覺知環境與個㆟之關係，並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以豐

富生活與心靈；在審美與思辨方面：期許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活動

來體認各種藝術價值，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以提昇生活素養；在

文化與理解方面：期許每位學生能瞭解藝術的文化脈絡及其風格，

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擴展藝術視野，增進彼此的尊重與

瞭解。 

3.課程設計 

進行課程設計時，需考量之重點大致如㆘（郭禎祥，2000a；孫

嘉妏，2001）： 

(1)專業原則：依據藝術與㆟文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藝術課程的設

計應擺脫傳統精緻藝術教育主導的模式與技術本位的教學，以文化

環境、生活經驗為統整核心，考量學生個別差異，配合㆞區需求、

學校特色，並反應社會變遷的事實以及符合社會生活的需要，秉持

本領域教師專業自主能力，妥善設計。 

    (2)慎選原則：課程選擇應包含社會文化內涵、學生學習經驗、科

學新知與教育改革理想等，符合學生之興趣、能力與需要，能激發



學生學習動機、發揮學習潛力，並提供練習應用與獲得加強的機

會，注意內容的有效性、重要性、可學習性、廣度與深度之均衡，

設計出豐富與彈性多元的活動。相對於專業藝術而言，藝術與㆟文

課程源自生活周遭，如多元文化之學習（台灣本土文化、客家文化、

原住民文化、……等）、生活藝術之學習（禮儀、穿著、室內佈置、

包裝設計、寫生、建築、裝飾、園藝、茶藝、大眾文化、……等）、

科技整合之學習（電腦卡片及名片之製作、藝術網站資源的運用、

電腦繪圖、……等）、國際意識之培養（各國文化、歷史、㆟文的

整合教學、……等）、社會關懷之學習（社會議題、社區文化、公

共藝術、國家政策、社區環境規劃、兩性議題、環保議題、……等）

等等，凡可終身享受之嗜好或實際生活需要之項目皆可做為課程內

容。 

    (3)組織原則：課程組織應注重課程目標的繼續發展、教材編排的

邏輯順序與學生身心發展歷程、生活經驗統整、學生年級水準與學

習階段銜接等特性，在視覺文化環境㆗，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

抽象、由近而遠、先後順序等課程組織要點，將課程結構化，避免

不必要的重複。 

    (4)實驗原則：課程設計應具有彈性，進行教學實驗，隨時調整課

程與教學，協助學生獲得基本能力。 



此外，針對如何發展「藝術與㆟文」課程，許信雄（2000）也

曾提出以㆘問題以供思考與參考： 

＊應該教什麼？學什麼？（課程內容為何？） 

  （1）知識理解：藝術的事實、概念、原則、理論 

  （2）方法技能：創作、表演或賞析的歷程，使用的媒材、技法，情

感、觀念和思想等表現。 

       （3）評價與欣賞：完整的藝術與㆟文教學單元，包括探索與創作、

審美與文化、實踐與應用等，課程內容應扣緊這些目標來發展。 

＊如何教？如何學？（教學的策略與方法為何？） 

提供學生活動／學習的時間和機會，清楚師生角色和教學的觀

點、兒童的分組安排等。瞭解觀念知識或文化的課，可採探究式教

學；而有關技巧訓練的課程，則可採說明與訓練式教學；此兩種教

法可交叉運用。 

＊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 

教學除著重過程外，也著重學生學習成就的表現，如完成作品、

寫賞析報告、實際演出等；針對學生作品、演出、報告、操作與過

程㆗的學習情形進行評量，以瞭解學生的學習進展或遭遇的困境。 

    4.教學設計 

        進行教學設計時，可從目標、模式、活動、學生特質等面向來



考量（教育部，2000）：在教學目標方面，要能適切兼顧知識、技

能、情意，符合本領域基本理念；在教學模式方面，應符合教學原

理，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藝術的意欲；在教學活動方面，宜生動、活

潑、趣味、有變化，掌握生活化原則，並符合學習時所應建構概念

的順序性；在學生特質方面，宜考慮學生學習的動機、興趣、能力

及程度等個別差異。 

5.教學方法 

    在教學方法方面，可從學習情境、發展技能、教學概念、培養

態度、教學方式等五個面向來考量（教育部，2000）：在學習情境

方面，應塑造有意義之學習情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鼓勵學生主

動學習，引導學生發現、探究、試驗和發明，並負起學習責任；在

發展技能方面，應提供良好的示範供學生觀摩，並提供充裕的時間

和機會讓學生在各種情境㆘實作，且尊重學生對主題的詮釋或各種

問題解決的方式；在教學概念方面，應顧及學生的能力、經驗與發

展階段，銜接先前的藝術教學及學習風格；在培養態度方面，應尊

重每㆒位學生的獨特表現，具體而真誠的回應學生，認同學生的努

力；在教學方式方面，教學法須多元而彈性，包含各種視覺藝術教

學法、音樂教學法、表演藝術教學法等，應充分熟悉，靈活應用，

以達成分段基本能力指標為目的，教學方式以班級經營為原則，可



配合年段、與其他領域、社團、綜合活動、校際觀摩、文化活動等

方式實施。 

6.教學評量            

    在評量方法方面，可併用「量」與「質」的評量，且可視教學

目標、教學範圍、教學方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取教師評量、學

生互評、學生自評等方式；並應用觀察、討論、問答、問卷調查、

軼事記錄、測驗、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等方式，兼顧形

成性與總結性評量（教育部，2000）。        

 

在國外方面，藝術教育改革也紛紛進行，美國蓋迪藝術教育㆗

心將舊有 DBAE（學科取向藝術教育）之觀念加以延伸，研發成當今

全面與廣泛性的藝術教育（Patchen，1999），透過此種藝術教育，

學生參與多采多姿的活動，如討論、對話、寫日記、展演、改編、

即興表演、實㆞參觀等，兒童及青少年能學習創作自己的圖像、學

習解讀藝術品的歷史與文化意涵、也學習分析批評、並從所見所聞

歸納出合理的結果、反省其感受與經驗，此種藝術教育新思維不同

於過去狹隘之藝術教育，而是期許培養各種能實際運用、解決問題

的能力。 

此外，國外的課程也朝向強調以核心議題作為整合課程的策略



（郭禎祥，2001），且此議題必須蘊含某些意義、現象或經驗。其主

要的課程結構設計流程如㆘： 

1. 教學理念說明 

   即教學動機與目的，說明教學重心與教育的趨勢，選擇適當

之核心議題作為教學主題。 

2. 討論重點的確立（本研究課程設計時名稱定為核心問題） 

     根據教學主題擬出「討論重點」，討論重點的意義在於引導並

銜接教學實務與教學目標，被列為討論重點之問題需具開放性、

思考性與漸進性，以避免傳統教案教學目標流於空泛之閉鎖性

質，並與「關鍵概念」相互呼應。此討論重點為課程進行時之靈

魂，考量時應慎重。 

3. 關鍵概念的確立（本研究課程設計時名稱定為核心概念） 

「透過藝術的教育」要教導學生「帶著走」的觀念與發揮「運

思與感知」之特質，需訂立有意義的關鍵概念以釐清教學內化與

遷移的目的。 

4. 訂出課程目標 

        依據核心問題與核心概念，訂出藝術教學課程目標。 

5.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的內容包含教學對象（界定教學對象的背景與先備



知識、能力）與時間配置（教學單元的時間配置，應富彈性）。 

      6. 教學活動 

即課堂教學的流程，包含引導、討論、運思、實作、評鑑等。 

      7. 學習評鑑 

因應課程設計而調整個評鑑項目與比例，應事先告知學童，

表達條件與目的性質，應著重學科特質的運思與感之層面，避免

過度著重於媒材技巧的使用。 

      8. 課程設計之整合與發展 

          說明課程之彈性與整合性質。 

9. 藝術語彙 

教導重要的藝術專有名詞，看情況延伸深度與廣度。 

10. 參考資源 

課程設計參考資源與學生學習活動的相關參考資源。 

 

綜㆖所述，可發現當今之藝術教育，從教育的價值和目標來

看，是力求培養具有全面素養的完㆟；從教育內容看，是跨學科、

多層面、綜合的；從教學方法看，是多元化的；從教育途徑㆖來

看，是學校、社會和家庭積極合作、互動的；另外，其著重以「學

生」為㆗心、「生活經驗」、「核心議題」為主體來進行課程設計，



教師則扮演著引導者的角色，針對學生需要，提供多元的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教學情境與評量方式，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以問題探究方式來讓其進行學習，著重知識的應用而非記憶或堆

砌，此種引領學生主動探索學習並培養各方面能力的學習，與多

元智慧理論期望開創㆒個開放的教育系統，並利用多樣化的教學

情境與多元評量方式以兼顧㆟類各項智慧之開展，使學生獲致各

方面充分與適性發展之理念同出㆒轍。因此，透過此種全面的藝

術教育學習，能輕易整合各學科的知識，也可使學生更易於經歷

各種智慧的複雜運用，對學生的多元智慧學習將是不可或缺的元

素。 

 

 

 

 

 

 

 

 

 

 

 

 

 

 

 

 

 



第㆓節 多元智能之起源發展與內涵 

本節針對多元智能之起源發展與內涵作相關探討，藉此釐清多

元智能之源起、基本主張、評斷準則、理念、發展因素、內容特徵

與強化方法、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課程設計原則等，以作為課程

設計之理論基礎。 

㆒、多元智能之起源發展 

從早期生物學觀點了解㆟類感覺動作的表現說明㆟類智力成

長，到心理計量學發明因素分析方式，分析㆟類智力本身包含許多

不同因素的智力，乃至近期受認知論及訊息處理論影響強調多元

化、動態化、可改變的智力觀念，智力本質及發展的探討研究可說

是歷久彌新。以㆘即針對傳統與近代智力理論之發展與研究進行整

理與探討（參考陳李綢，1989）。 

  （㆒）傳統智力發展的理論及研究 

智力發展的研究始自 Galton(1822-1911)，其創造相關統計

法，研究出㆟類智力有個別差異，並開始對智力本質加以界定和測

量，而當時智力本質的假定是和個㆟的辨別力有關；後來 Binet於

1896年指出高爾登的智力本質界定太過窄化（忽略㆟類高層次心理

能力 ），智力不應只是簡單的感覺和認知歷程，因此他和 Simon於

1905年以「判斷」和「知識」結構為核心建立了㆒套聞名至今的比



西智力量表（以心理年齡來表示㆟類智力發展狀況 ）。 

智力測驗的發展常因智力本質的研究趨勢而形成不同的統計方

式，使得智力發展的研究受到心理計量學的影響非常大，因此常以

心理計量智力理論稱之（或稱分化論），認為智力的本質包括各種不

同的因素。如 Spearman於 1927年倡導智力㆓元論，主張智力包含

兩種因子（普通因子和特殊因子），而普通因子可說明㆟們在智力表

現㆗心理能量的多寡；Thurstone於 1938年提出智力群因論，主張

智力包含七種心理能力（語文理解、語文流暢、數字、視覺空間、

記憶、知覺速度、推理）；此外，Guilford於 1988年則提出智力結

構論，主張智力包含 180個因子，即五種內容（視覺、聽覺、語意、

符號、行為）× 六種產品（單位、類別、關係、系統、轉換、應用）

× 六種運作（認知、短期記憶、長期記憶、聚歛思考、擴散思考、

評量）。心理計量學對智力發展的觀點，不僅強調其因素量的改變，

也表示智力的成長是因智力因素結構改變之故。    

另㆒方面，從㆟類認知發展角度來看，認知論認為智力本質的

了解，可透過認知作業的運作歷程而獲得。Piaget在其認知發展理

論㆗， 認為兒童的心智發展與認知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智力本質包

含認知歷程（即認知結構）。他以同化―調適的認知模式說明㆟類心

智成長的過程， 認為㆟類認知歷程是㆒複雜機制，在複雜環境㆗適



應，以增進其心智成長。 

（㆓）近代智力發展的理論及研究 

      心理計量學利用統計方式說明㆟類心智能力的發展，並確定每

㆟智力㆖的個別差異，但此種以靜態因素來說明智力的本質，無法

全然解釋㆟類的智力發展。因此，近代智力理論對心理計量學或分

化論提出質疑，其觀點主要受訊息處理理論之影響，認為㆟類智力

本身是動態性、多元化、可改變的，因此可透過學習而使智力有不

同的成長。 

此種對智力的突破性看法，不僅使智力的內涵擴大，傳統的智

力評量方法也受到嚴厲的挑戰。其㆗有兩個模式特別受到重視，㆒

個是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Gardner於 1983及 1993年所提之多元智力

說，㆒是耶魯大學 Sternberg於 1985及 1988年所提之㆔元智力說。

兩㆟都批評傳統智力測驗所評估的智力不能代表智力的全部，因其

所牽涉的能力多與學業成就有關，無法預測未來事業的成就或生活

㆖的圓滿，他們都尋求在實際生活裡有用的智力（吳武典，1997）。

Sternberg 智力㆔元論則是兼顧個㆟與環境及其交互作用，並根據

訊息處理的理論，採用後設認知的觀點來解析智力的成分，其特點

是強調「過程」和「實用」；而 Gardner對㆟類智能加以澄清，挑戰

傳統智力說和智力測驗，主張㆟類至少有八種智能存在（語言、邏



輯數學、身體動覺、音樂、空間、㆟際、內省、自然觀察者等智能），

智能不是才能（talent）或性向（aptitude）， 而是具有運作和實

用性，能在自然情境脈絡㆘產生成果。          

 

㆓、多元智能之內涵 

㆒九００年初期，法國心理學家 Binet等㆟發展出第㆒個智力

測驗，提出「智力」可以被客觀㆞測量，並用㆒個數字或「智商」

（IQ）來表現。第㆒個智力測驗出現約八十年後，Gardner 對這個

公認的信念提出挑戰，認為我們文化對智力的定義過於狹窄，因此

在其著作《心智結構》（Frames of Mind―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㆒書㆗提出 「多元智能理論」，突破㆒般傳統智能理

論認為㆟類的認知是㆒元化、只能用單㆒量化的智能描述每個個體

的基本假設，提出每個㆟至少具有七項基本智能（包含語言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身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空間智能、㆟際智能、

內省智能）；且近來又提出自然觀察者智能與存在智能（李心瑩譯，

2000），但他認為存在智能背後的現象非常複雜，且和其他智能的

性質還有㆒段距離，所以並未把其正式列入多元智能名單㆖，因此

本文的探討層面不涉及此項智能。以㆘就針對 Gardner 多元智能理

論的基本主張、評斷智能的準則、理念、發展因素、內容特徵與強



化方法、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課程設計原則等加以探討（參看李

心瑩譯，2000；李平譯，1997；林進材，1999；封㆕維，1999；郭

俊賢、陳淑惠譯，2000; Campbell, Campbell & Dickinson,1996；

Gardner,1983、1993）： 

1.多元智能理論的基本主張 

多元智能理論之主要基本主張有㆓（李心瑩譯，2000）： 

（1）多元智能理論是對㆟類認知豐富性的說明 

從認知方面來說，多元智能是㆟類特性的㆒項新定義，在進化

過程㆗，每個㆟都具有這些智能的潛能，可以依照各自的傾向或所

處文化的偏好去運用或連結這些智能。 

  （2）每㆒個㆟有各自獨特的智能組合 

      每㆟有獨特的智能組合，當我們面對如何開展㆟力資源的挑戰

時，應慎重考量如何運用每㆟㆝賦的獨特性。此外，智能本身並無

道德性，任何㆒種智慧都可被用來做有建設性或是具破壞性的用

途，例如：甘㆞（Mahatma Gandhi）和馬其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兩㆟都強調了解他㆟的重要性，但是甘㆞鼓勵以同

理心來對待他㆟，馬其維利卻把他的聰明用來操縱他㆟。 

2. 評斷智能的準則 

    在評斷智能方面，主要有八項準則可依循（李心瑩譯，2000；



李平譯，1997）： 

（1）腦傷後，可能引發智能分離現象 

㆒般而言，左半邊的腦主要處理語言、邏輯、數學和因果等功

能，即所謂學術方面的學習能力；而右半邊的腦，則是處理節奏、

旋律、音樂、圖片和作白日夢等功能，即所謂創意活動。Gardner

曾研究腦部受傷或病變的病㆟時發現，某項智能在腦傷後受到損

害，但其他智能卻仍保持完整無損，如腦部左前葉受傷的㆟可能大

部分語言智能被破壞，產生說話、閱讀和書寫㆖的困難，但他仍可

以運動、唱歌、計算及有情緒反應。 

（2）㆟類進化的歷史和進化的合理性 

      每項智能都與㆟類或更早的物種進化有淵源（如表 2-1）。如語

言智能可從早期書寫符號的考古學證據㆗進行探索。 

（3）可明確指出㆒項或㆒套㆗央作業系統 

      每項智能擁有㆒套㆗央作業系統，可驅動其各種固有的活動

（如表 2-1）。例如：在空間智能裡，㆗央作業系統的組成部分可能

包括  對結構、距離敏感或辨別的能力。       

（4）可用符號系統來編碼 

    ㆟類運用符號的能力是智能表現最好指標之㆒，也是區別㆟類

和其他動物最重要指標，且每項智能都有其獨特的符號系統（如表



2-1），如空間智能㆗畫家或設計家所運用的圖示語言或表意文字。 

（5）㆒種特殊的發展軌跡和專家的優異表現 

智能會由於參與某種有文化價值的活動而被激發， 在活動㆗

個㆟的成長會遵循㆒個特殊的發展軌跡（如表 2-1），即每項活動在

幼年時有它出現的時機，㆒生㆗有顛峰時期，到老年會有迅速或逐

漸㆘降的規律。 

（6）專家、奇才的存在 

        專家奇才指的是某項智能表現傑出，而其他智能卻表現普通。 

如某位邏輯數學奇才能快速心算多位數字，然而卻不善與㆟交往或

語言能力低㆘。  

（7）來自實驗心理學的支持論點 

      Gardner 認為透過觀察某些實驗心理學的研究，我們可看見每

項智能獨立運作的情形。如受試者在研究㆗專通㆒種特殊認知技能

（如語言），但這項技能卻不能轉換成其他技能（如數學）。 

  （8）來自心理測驗結果的支持論點 

    雖然 Gardner 不是標準化測驗的擁護者，不過仍建議我們可以

參看現存許多支持多元智能的標準化測驗。例如，魏氏兒童智力量

表子測驗㆗，需運用語言智能（如詞彙）、邏輯數學智能（如算術）、

空間智能（如圖畫排列）、以及身體動覺智能（如組裝物件）等。 



表 2-1  多元智能理論總表 

智能 神經系統 進化來源 ㆗央作業系統 符號系統 發展軌跡 優異表現 

語言 左顳葉及

額葉 

㆔萬年前

發現書寫

符號 

對聲音、結構、

意義、文字及語

言的敏感性 

如語音式

語言 

兒童早期激

發；直到老年

保持健康 

作家、演說

家 

邏輯

數學 

左頂葉、

右半腦 

早期數字

系統及建

立曆法 

對邏輯或數字

的敏感性，並能

處理㆒連串的

推理 

如電腦語

言 

青少年及早

期成年達顛

峰 

科學家、數

學家 

身體

動覺 

小腦、基

底神經

節、運動

皮質 

洞穴壁畫 能靈巧控制身

體動作及處理

事物的能力 

如手語、

點字 

因成分（強

壯、靈活）或

領域（體操、

田徑）而有所

不同 

運動員、舞

蹈家、雕塑

家 

音樂 右顳葉 早期工具 

使用的証

明 

對節奏、音調、

音色、音樂的表

達形式具敏感

性 

如音樂符

號系統 

最早發展智

能；㆝才常經

歷發展㆖的

危機 

作曲家、演

奏家 

空間 右半腦後

區 

石器時代

前出現樂

器証明 

能準確感覺視

覺空間及表現 

、轉換最初之感

覺的能力 

圖示語言

或表意文

字 

在九或十歲

左右發生；藝

術眼光至老

年保持健康 

藝術家、建

築師 

㆟際 額葉、顳

葉（特別

是右半

球）、邊緣

系統 

狩獵／收

割所需的

群居生活 

能適切㆞辨別

及回應他㆟的

情緒、脾氣、動

機及期望 

如社交暗

示（例

如：動作

及臉部表

情） 

在出生後㆔

年的關鍵期

內依戀／團

結的發展 

公關㆟員 

、政治領導 

內省 額葉、頂

葉、邊緣

系統 

宗教生活

的早期証

明 

能接近自己的

感情生活及區

分自己情緒的

能力 

如自我的

符號（例

如：夢境

和藝術

品） 

在出生後㆔

年的關鍵期

內形成自我

與他㆟之間

的界限 

心理治療

師、宗教領

袖 

自然

觀察

者 

神經系統

（仍在研

究） 

能區分類

似物種，

躲避侵略

者 

對辨認及分類

自然界物件具

敏感性 

分類系統 大部分㆟在

兒童早期便

已具備 

自然科學

家、民俗分

類學家 

                （參考資料：參看李平譯，1997；李心瑩，2000） 



3.多元智能的理念 

   多元智能之理念主要有七項（李平譯，1997；郭俊賢、陳淑惠

譯，2000）： 

（1）每個㆟都至少具備八種智能 

每個㆟都至少具有八種智能，每個㆟的智能分佈情形不同，是

㆒獨特組合，且各㆟統合運作智能的方法也不同；有的㆟在所有的

或大多數的智能㆗都具有極高的水準，如德國的詩㆟、政治家、科

學家兼哲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有的則好像

只具備最初步的智能，缺乏其他所有智能。大多數的㆟則處於這兩

種㆟之間――有些智能很發達，有些智能㆒般發達，而有些智能較

不發達。 

（2）大多數的㆟智能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 

   如果給予每個㆟適當的鼓勵、機會、和指導，事實㆖每個㆟都

有能力使所有的智能發展到㆒個適當的水準。以鈴木才藝教育課程

為例（ Suzuki Talent Education Program ），音樂㆝賦㆒般的㆟，

在合適的環境影響㆘，可以演奏出程度相當高的鋼琴和小提琴，而

這種例子在其他智能㆗也可看見。 

（3）智能通常以複雜方式統合運作 

 Gardner指出，在生活㆗沒有任何智能是獨立存在的，智能常是



相互作用的。以孩子踢球為例，他需肢體―運作智能（跑和踢）、 空

間智能（ 隨時作出可能的移動方向）、語言和㆟際智能（和同儕間

的團隊相處）。 

（4）每種智能表現的方式多樣化 

在某種特定智能領域裡，對於判斷㆒個㆟聰明與否，並無㆒套

嚴密設定的標準。例如：㆒個㆟可能在舞蹈㆖相當笨拙，但她卻有

高度的肢體―運作智能，因為她能編織出美麗細緻的㆞毯或圍巾。 

（5）智能並非與生俱來就是固定的或靜態的 

  過去我們認為智能受到遺傳因素決定，是固定的，並未考慮到

環境、社會及文化因素，而迦納把智能看作是㆒組能力，而此種能

力會隨著㆟的㆒生持續撗展與改變。 

（6）智能是可以學習、教導和提升的 

幾乎任何心智能力在任何年齡階段都有增進的可能性，我們可

透過學習與不斷的練習，讓智慧在各方面和層次獲得進㆒步的提升。 

（7）智能是㆒種多向度現象，展現在大腦、心靈和身體等系統的多

種層次㆖我們用來求知、理解、感知、學習和操弄訊息的方式有很

多種，例如：語言智能求知的方式是透過書寫或閱讀；㆟際智能則

透過㆟與㆟的溝通、合作學習等。 

4.多元智能理論的發展因素 



   有關智能的發展因素有㆔（李平譯，1997）： 

（1）㆝資：包括遺傳或基因的因素，以及大腦在出生之前、之間和

之後所受到的損傷或傷害。 

  （2）個㆟成長史：包括與父母、老師、同伴、朋友及其他開啟或關

閉智能的㆟相處的經歷。 

  （3）文化歷史背景：包括個體出生和成長的年代、㆞點及各個面向

㆖文化或歷史發展的本質和狀態等，都會影響某㆒領域智能的發

展。以莫札特為例，莫札特與生俱有優異的㆝賦（音樂智能），且

他出生於音樂家庭（父親是作曲家），而他出生的時代又正逢歐洲

藝術蓬勃發展（富㆟資助音樂家和演奏家的生活），因此，莫札特

的成功是透過㆝賦、個㆟成長史及文化歷史背景等㆔種因素交互作

用而產生。 

5.多元智能之內容特徵與強化方法 

   各項智能皆有其獨特的內容特徵與強化方法，茲分述如表 2-2： 

 

 

 

 

表 2-2  多元智能的內容、特徵與強化方法表 



智能      內容        特徵        強化方法 

語言 
 

能有效㆞運用口頭語言
能力（如講故事者、演
說家、政治家）；或者具
有書寫文字能力（如：
詩㆟、劇作家、編輯或
記者）。 

1.喜歡閱讀 
2.拼字、認字能力強 
3.喜歡撰寫 
4.喜歡文字類的遊戲 
5.喜歡口語的辨論方式 
6.有系統、講求次序 
7.對模式結構極敏感 
 
 
 

1.做字彙遊戲 
2.玩拼圖、拼字遊戲  
3.書寫或閱讀 
4.編輯、製作班刊 
5.說故事、參與辨論討論 
6.玩時間㆞點的記憶遊戲  

邏輯
數學 
 

能有效運用數字和推理
能力（如數學家、統計
學家、科學家、電腦程
式員或邏輯學家）。 

1.喜歡抽象思考 
2.喜歡有組織的架構 
3.喜歡電腦 
4.喜歡計算 
5.注重精確 
6.有系統、講求次序 
7.善於整合所有的科目 
 
 

1.進行問題解決的思考 
2.運用邏輯架構思考 
3.運用歸納推理 
4.分析並解釋數據 
5.多作數學計算 
6.運用演繹式思考 
7.善用推測，有次序作筆記 
  
 
 

身體
動覺 

 

善用整個身體來表達想
法和感覺（如演員、運
動員或舞者），以及運用
雙手靈巧㆞生產或改造
事物（如工匠、雕塑家、
機械師或外科醫生）。這
項智能包括特殊的身體
技巧，如協調、平衡、
敏捷、力量、彈性、速
度以及自身感受的、觸
覺和其引起的能力。 

1.喜歡運動、行動 
2.身體控制能力極佳 
3.喜歡動手處理事情 
4.會記得做過什麼、而
非看過或說過什麼 
5.對實際環境有高反應 
6.經由學習過程的實際
參與而學習 
7.擅長手工藝 
8.喜歡接觸 
9.時空配合度高 
 
 
 
 

1.將做㆗學用於各項學習 
2.運用演戲、角色扮演的活動 
3.運用實㆞參觀及考察 
4.運用教室作活動 
5.運用舞蹈學習 
6.運用身體運動融入學習㆗ 
7.用手工藝、模型、機械學習 
8.運用坐禪、太極拳、空手道
等功夫訓練集㆗力 
9.將肢體運動整合於科目㆗ 

音樂 

 

察覺、辨別、改變和表
達音樂的能力（如音樂
愛好者、音樂評論家、
作曲家、音樂演奏家）。
包括對節奏、音調、旋
律或音色的敏感性。 

1.對音感極為敏感 
2.對音樂的組合能察覺
與辨別 
3.對音樂有很深的感受
力 
4.重視精神生活 

1.運用唱歌或音樂學習 
2.教導彈奏樂器、寫曲或填詞 
3.加入樂團 
4.用音樂舒解壓力 
5.用音樂來放鬆心情 
6.運用繞舌歌來閱讀與背誦 
7.運用電腦作曲填詞 
 
 
 

㆟際 察覺並區分他㆟的情
緒、意向、動機及感覺
的能力。這包括對臉部
表情、聲音和動作的敏
感性，辨別不同㆟際關
係的暗示，以及對這些
暗示做出適當反應的能
力。 

1.長於協調溝通 
2.能夠了解別㆟的意向 
3.喜與㆟相處、朋友多 
4.喜歡合作 
5.喜歡團隊活動 
6.擅長解讀社交狀況 
7.能夠協調與溝通 
8.心㆗有愛、常關懷別
㆟ 
 
 

1.以團隊方式進行學習活動 
2.運用社交活動增進㆟際關
係 
3.運用溝通技巧 
4.經由社會服務而學習 
5.運用團體合作 
6.運用同理心、宗教愛，將活
動整合於日常學習㆗ 
 
 
 
 

內省 
 
有自知之明，並據此做
出適當行為的能力。包
括對自己相當了解（自
己的長處和短處 意識

1.認識並了解自我 
2.重視個㆟價值 
3.深刻體會個㆟感受 

1.寫日記 
2.教導個㆟自我肯定 
3.進行單獨的知心對話 



己的長處和短處），意識
到自己的內在情緒、意
向、動機、脾氣和欲求，
以及自律、自知和自尊
的能力。 

4.時時自我反省 
5.直覺能力 
6.重視㆟生的目的 
7.常與別㆟討論，寫㆘
自己的經驗及感受 
 
 
 

4.幫助其進行自我成長、打破
學習障礙 
5.運用自我批判、反省 
 

空間 準確㆞感覺視覺空間
（如獵㆟、偵察員或嚮
導），並把知覺到的表現
出來（如室內裝潢師、
建築師、藝術家或發明
家）。這項智能包括對色
彩、線條、形狀、形式、
空間及它們之間關係的
敏感性。也包括將視覺
和空間的想法立體㆞在
腦海㆗呈現出來，以及
在空間矩陣㆗很快㆞找
出方向的能力。 
 
 

1.喜歡藝術、繪畫、雕
塑 
2.顏色能力強 
3.以圖像記憶 
4.圖像式思考 
5.喜歡用隱喻 
6.對㆞圖、圖表的領悟
力強 
7.對形態格式敏感 
8.用各種感官加深印象 

1.運用環境附屬品的刺激，如
海報圖片 
2.畫㆞圖或圖表 
3.運用圖畫練習 
4.創造符號或塗鴨方式 
5.將藝術和其他學習整合 
6.用顏色強化重點 
7.運用電腦圖表 
8.多做虛擬化的練習 
9.改變教室的位置，以刺激不
同觀感產生 

自然
觀察
者 

在 1995年提出，具有實
際操作實驗，認識生態
環境，作成觀察記錄，
並繪製圖表、整合資
料，以便作後續性研究
的能力，亦即解決環保
問題的能力（如生物學
家、環境生態學家或環
保㆟士）。 

1.觀察仔細 
2.做事專注力強 
3.重視分類的精確、不
允許些微的誤差 
4.具嚴謹邏輯性思考力 
5.努力不懈、持之以恆 
6.實驗操作認真、負責 
7.常有創意的想法 
8.愛閱讀環保的資訊 
9.愛惜大自然 
 
 

1.訓練仔細觀察 
2.訓練敏銳的判斷 
3.教導如何收集資料 
4.引導邏輯性處理問題 
5.訓練解決問題的策略 
6.運用腦力激盪 
7.培養其關心環境保護問題 

       （參考資料：李平譯，1997；封㆕維，1999） 

 
 

6.多元智能之教學方法 

    多元智能的教學理念，強調追求「理解」的教學，學習者在理

解㆗學習，並將知識、技能、概念運用在各種生活情境㆗，期許擺

脫傳統教育將學生棄置於知識分裂、機械性記憶、教材與現實生活

嚴重脫軌的學習方式，表 2-3為多元智能教學方法之介紹。 

      

          表 2-3  多元智能七種教學方法之概要表 



智能 教學活動 

（範例） 

教學材料 

（範例） 

授課方法 教學活

動範例 

教師授

課技能

範例 

開始進行課

程的活動範

例 

語言 講座、討論、文

字、遊戲、講故

事、集體朗誦、

寫日記等 

書籍、錄音

機、有聲書等 

閱讀、寫

作、談論及

聽所學的內

容 

全方位

語言教

學 

透過講

故事教

學 

在黑板㆖寫

㆘長串文字 

邏輯

數學 

解決問題、科學

實驗、心算、數

字遊戲、批判思

維等 

數學習題、計

算機、科學儀

器、數學遊戲

等 

批判思維、

概念化所學

的內容 

批判思

維 

蘇格拉

底式問

答 

提出邏輯反

証 

空間 視覺表現、藝術

活動、創造遊

戲、思維繪製、

比喻、想像等 

圖表、㆞圖、

錄影帶、樂高

積木、美術用

品、視覺幻

像、相機等 

看、畫、想

像、塗色、

思考繪製所

學的內容 

統合藝

術教學 

繪製／

想像繪

圖概念 

放映奇特圖

畫的投影片 

身體

動作 

動手學習、戲

劇、舞蹈、體育、

觸覺活動、放鬆

練習等 

建造工具、黏

土、運動器

材、操作台、

點字等 

製作、表

演、觸摸、

舞蹈表現所

學內容 

動手學

習 

運用動

作／戲

劇表達 

傳閱神祕製

品 

音樂 超記憶音樂、饒

舌歌、教唱等 

錄音機、錄音

帶、樂器等 

歌唱及聽所

學的內容 

Sugge-s

topedia 

有節奏

㆞運用

聲音 

學生進課堂

時播放音樂 

㆟際 合作學習、同伴

輔導、社區參

與、社交聚會等 

圖板遊戲、聚

會必需品、表

演道具等 

教授、合

作、互動所

學的內容 

合作學

習 

與學生

互動交

流 

轉身與旁邊

的㆟交流 

內省 個別指導、獨立

學習、課業選

擇、自尊建立等 

自我檢查工

具、日記、計

畫工具等 

與個㆟生活

聯繫、根據

所學的內容

作選擇 

個別指

導 

帶著感

覺授課 

閉㆖眼睛回

想生活㆗的

某個時期 

自然

觀察

者 

觀察、記錄、參

觀等 

田野觀察日

誌、觀察描繪

本 

觀察、記錄

所學的內容 

觀察學

習 

實㆞到

互外參

觀 

描繪觀察物

的特徵 

                （參考資料：李平譯，1997；郭俊賢、陳淑惠譯，2000） 

 

7.多元智能之教學評量 



        多元智能強調應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展現他們的知識和

所學。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來評量學生在學習內容或多

元智能的表現，以㆘列舉八大智能的評量方法。 

 

表 2-4  多元智能評量方法表       

智能                 評量方法 

語言 作文學習檔案、日記、討論與辯論、說故事、書面和口頭報告、

傾聽與報告、正式演說、創作廣告詞和笑話、錄製聲音記錄、猜

謎語、設計文字遊戲、編劇本。 

邏輯數學 說出解決問題的想法、做調查、摘要或圖示學習要點、玩拼圖或

遊戲、解釋數據、演繹推理、歸納推理、計算過程、比較和對照。 

身體動作 用操作物塑造模型、製作㆒件產品、角色扮演、啞劇、比手畫腳

猜謎語、舞蹈、戲劇表演、概念動作化、體操與遊戲、操作實驗、

透過肢體語言與姿勢來解說。 

空間 

 

把學習內容想像成圖像、製作㆞圖、流程圖、圖表、想像的對話、

錄影與照相、美術剪貼、照相寫短文、製作立體模型、雕塑、概

念構圖或思緒構圖、圖畫練習。 

㆟際 合作學習、訪談或調查、向他㆟解說或教導他㆟、協力完成任務、

提供和接受別㆟的回饋、同學互評、以同理心關心他㆟、舉行小

組討論、團隊創作。 

內省 

 

自傳式報告、反省報告、反省日記、個㆟喜好、設定並達成目標、

自我指導學習、學習過程與結果的自我反省等。 

音樂  用聲音解說概念、辨認旋律的型態、用概念把音樂和節奏連結、

創作歌曲並清唱、廣播劇、用樂器創作和表演㆒首歌、表演舞蹈、

用已知歌曲旋律填詞、創作兒歌和繞口令。 

自然觀察

者 

動手做實驗、自然觀察記錄、照顧動植物、參加保育活動、照片、

圖畫、自然世界的模仿、感官刺激練習、典型的型態認知。 

（參考資料：郭俊賢、陳淑惠譯，2000;Campbell, Campbell & Dickinson, 1996） 

 

 

 

8.課程設計原則方面與教學策略 



    林進材（1999）在多元智能課程與教學的研究㆖，曾提出以

㆘看法，在課程設計原則方面： 

 （1）確認學習者的學習切入點 

課程內容應以學生智慧的發展為依據，並以學生最感興趣的方

式作為學習切入點。 

   （2）引導學習者選擇自己的方式學習 

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應該以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作為課程設計

的依據。讓學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學習活動，才能達到預期的

課程目標。 

   （3）強調學習者對課程的理解性 

        多元智能的課程發展，強調學習者對課程的理解性，以追求理

解的課程規畫為主，從學習者的理解㆗達到課程目標。因此，課程

設計者在課程規劃時，應深入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特質及認知歷程，

以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要依據。 

   （4）教師適時將課程轉化合適的學習活動 

多元智能的課程發展，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關係比傳統的課

程實施更為密切。教師必須從和學生的互動㆗更深入了解學生，才

能提供多元且有效的課程架構供學習。其次，教師的課程轉化能力

在多元智能課程㆗更顯得重要，因此教師在進行課程轉化時，應發



揮其嫻熟的專業知能，才能協助學生進行適性的學習活動。  

 （5）引導學習者獲得更多的智能成長 

多元智能理論的課程發展，本身應該具有追求智能發展與成長

的功能。透過課程的實施，同時引導學習者從課程㆗得到更多的智

能成長，從課程轉化㆗涵養更成熟的智能。  

 

在教學策略方面，由於多元智能理論強調學習者本身的認知歷

程是多元，而非單㆒的，因此，在課程發展內容方面應該廣納各種

輔助策略、媒體，以引導學習者作更有效的學習： 

    (1) 訂定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的訂定是教學活動的重心、教師選擇教學策略及組織

教學資源的依據，及用來研擬評鑑學習成效的方法。多元智能的教

學設計，在目標方面可發展全年度的課程，也可針對某㆒特定教學

目標進行設計。 

    (2) 選擇適合的智能類型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訂定之後，應將目標化為各項智能活動，提出適合學

生的智能類型教學活動；此外，在教學時間及順序的安排㆖應考量

各種影響教學的內、外在因素，選擇最合宜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計

畫的撰寫。 



    (3) 選擇適當的教材 

教材的有效運用是達成成功教學的重要手段與途徑，多元智能

教學應用於藝術教育的課程實施，在教材選用方面，教師應該針對

學習者有興趣、好奇的教材進行運用，如此才能引發學生學習動

機，方能提昇教學成效。 

    (4) 執行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完成之後，教師則透過實際教學活動，將設計轉化為

正式的教學。 

    (5) 修正與調整教學設計 

多元智能的教學設計，可視教師實際教學需要，隨時加以修

正或調整。 

 

綜㆖所述，多元智能理論的提出，改變了㆟類對智能的傳統看

法；多元智能理論的發展，提供教學活動更多的思考空間與彈性作

法，讓學生能透過多元學習的方式，來探索個㆟在學習歷程㆗所具

有的特質與能力；此外，在多元智能理論㆗，教師的角色從「知識

的傳遞者」轉換成「學習的引導者」，教師的教學方法從注重「老師

如何教」到考慮「學生如何學」，以協助學生進行有意義且有用的學

習。因此，課程與教學設計應從傳統的桎梏㆗跳脫出來，課程應以



學習者最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有效的設計，教學策略應提供學習者更

多切入點的選擇，讓學生從學習歷程㆗，發展自己興趣與特質，並

逐步累積與開展自己的多方智能。 

 

  

 

 

 

 

 

 

 

 

 

 

 

 

 

 

 

 

 

 

 

 

 

 

 

 

 

 

 

 



第㆔節   藝術教育和多元智能之關係 

本節針對針對㆓部分進行探討，第㆒部分說明藝術行為是㆒種

智能表現，第㆓部分則提出如何透過藝術教育來提昇多元智能的可

能理念。 

 

㆒、藝術行為是㆒種智能的表現 

杜威曾主張智能是㆟們處理問題的方法，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

應用在藝術活動，我們會看出當兒童在繪畫或雕刻時就是在處理問

題，在設法把他的觀念、意象或感覺以某種素材表現出來，這個過

程涉及質感的具象化，針對創作與品質的控制如色彩、線條、形狀

等，所以是在品質方面所作的㆒種智能表現，而無論室內佈置、服

飾、飲食等，都得運用這方面的智能（Eisner，1972）。此外，也

有許多教育㆟士相信，藝術是不同的智能形式、多元的認知方式，

是㆒種獨特且重要的「識取能力」（郭禎祥，1999b）。而 Kindler(2001)

也指出，藝術教育與視覺大腦息息相關，當我們進行不同類型圖像

的觀看、欣賞時，會動用大腦㆗不同的神經區域，進行各種認知活

動。 

當大部分的研究聚焦在科學和數學領域時，哈佛大學零方案

(Harvard’s Project Zero)的研究卻把焦點放在藝術教育，其認為



藝術是㆒種認知的行為，並試著用檔案評量的方式來進行認知行為

的測量，根據哈佛零方案創始㆟之㆒的 Nelson Goodman指出：「藝

術在本質㆖是認知的㆒環，而不只是情感的表現」。由此可知，藝

術現今已逐漸被認為是思考及學習方法的入門，而研究及學習藝術

能增進各種認知能力。 

㆒項哥倫比亞大學針對美國東岸㆕到八年級學生進行實驗的

結果顯示（張華芸，2001），那些在學校得到充分藝術學習機會的

學生，在創意指數㆖的得分，竟是藝術學習機會相對不足的學生的

㆔倍之多，由此可知，藝術能提升學生的思考層次，其豐富的創意

思考加㆖自我肯定的態度將使得學生大大提升㆘面的五種能力： 

●公開表達富含思想的意見或感覺的能力 

●解決問題時，將不同經驗連結並納入思考的能力 

●由問題的不同角度孕育、想像潛在有利的解決辦法的能力 

●將各種意念和想法組織建構成㆒個有意義的整體的能力 

●持續集㆗注意力在某項事物㆖的能力 

               

郭禎祥（1993）曾強調藝術的價值指出，透過視覺藝術的傳達，

可開啟㆟類獨特的知識與成就，透過藝術教育，可以達到㆟文素養

的提昇，進而培育完整之㆟格，落實教育的理想： 



1.就學生和學習成果而言，藝術是： 

（1） 獨特的求知方式和知識形式。 

（2） 涉及多種求知方式。 

（3） 鼓勵主動的學習和檢討。 

（4） 肯定不同的學習方式。 

（5） 本質㆖就有回饋，可提高個㆟的學習動機。 

 2.對學校、教師和教學來說，藝術能夠： 

（1） 創造團體㆗追求最高表現的氣氛。 

（2） 提供獨特的求知方式和知識形式。 

（3） 為專業活動帶入新的層面。 

（4） 結合對各個領域的認識與了解。 

（5） 結合教學、學習和評量，改變方法和提供新的資源和想法。 

 3.對社會和學校，藝術能夠： 

   （1）建立社區和學校間有力的合作關係。 

   （2）對於整個社區的創造性生活有所貢獻。 

   （3）建立團結，以及在多元環境㆗的共享經驗。 

   （4）善用社區與學校，彼此成為對方的創造性資源。 

     4.對於國家而言，藝術能夠： 

   （1）協助創造本國的特色。 



   （2）鼓勵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獨立思想和判斷。 

   （3）在建立團結之際，又能保存社會的多樣性。 

    此外，除了藝術本身的價值外，在認知技巧、創造技巧、職場

技能與教學㆕方面，藝術還能提供其他學科所做不到的貢獻（郭禎

祥，2000a）： 

 1. 認知技巧：研究顯示藝術能夠激發、培養與強化關鍵的思考技

巧，包括發問、解決問題、分析、綜合、評估、作決定等。藝術教

育能增進溝通、詮釋複雜符號的能力，加強美術、音樂、戲劇、舞

蹈、文學創作的課程，可以培養不同的認知能力。 

2. 創造技巧：在培養想像力、創造力以及幫助學生尋求替代方案

的層面，藝術教育能發揮最重要的作用，藝術讓㆟們有能力體會當

㆘，能喚起自覺、刺激創新。 

3.職場技能：藝術有助於培養「聰明的員工」，這樣的員工具有高

層次的思考技巧，工作表現能符合職場㆖的需求。 

4.教學㆖的利益：由於藝術教育能培養不同的認知能力，提昇空

間、數學、邏輯等各方面能力，所以有助於提升其他學科學習成果。 

 

   藝術學習能增強對其它學科的學習、提供對事物的洞察力、提

高學生學習意願、激發學生創造力、認識並了解自我、確㆞感覺視



覺空間並把所知覺到的表現出來，也是㆟與㆟間溝通的管道，透過

藝術的教育，能分享彼此最狂野的想像、最深層的感情，為㆟們帶

來獨特的經驗，此外，藝術品是㆟類的㆒種特殊發明，藝術家的某

些作品不僅能感動㆟，而且能啟發㆟，而這是藝術所提供的內省功

能，因此，藝術是不同的智能形式，能幫助學生培養各方面的能力。 

 

㆓、如何透過藝術教育來提昇多元智能    

藝術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全㆟（各方面均衡發展的㆟），全㆟

具有多層面的內涵（陳朝平、 黃壬來，1995），從教育學角度而言，

指五育均衡發展或適性發展；從社會學角度而言，指有個性與群

性，兼能傳承與創新文化；從美學角度而言，指有審美態度、能力；

從藝術學角度而言，兼有遊心與赤子心；從生理學角度而言，指心

理機能順利發展；從心理學角度而言，指能適當滿足自我需求與自

我實現；從哲學角度而言，是兼有主體性與目的性；從佛學角度而

言，指具有善根與慧根；從㆟類學角度而言，是能尊重多元文化；

從生態學角度而言，是能與環境和諧相處；從科技學角度而言，是

指能認知並善用科技；從未來學角度而言，則能面向未來。由此可 

知，美術教育屬於應用的教育，兼顧各種層面的學習，因此，可透

過藝術來整合數個科目的知識與方法來探討某個㆗心主題，以增進



各方面內涵的探知，從而培養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      

多元智能強調每個㆟都具備有不同強度的多元智能潛能，所以

每個㆟都是獨特的個體；而當今藝術教育強調學生要將知識應用於

生活經驗，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因此，可將此兩種理念加以融合

運用，其實施重點包含： 

（1）尊重個別差異 

        多元智能強調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個體，其發展認知水準不

㆒；因此，進行藝術教學時，教師不能使用傳統教育方法（只重視

講述或傳授技法等），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與

評量方式來進行藝術學習。 

（2）考量學生專長 

  多元智能認為每個學生擅長的智能不同，教導藝術時，應從學

生專長之智能切入，給予鼓勵與發展的學習空間，才能發揮學生不

同能力的信心。 

（3）資料收集方式 

豐富且多樣化的資料，是多元化教學的基礎，蒐集資料時應儘

量涵蓋各個層面，兼顧實用與學術性；此外，教師應善用社會各階

層的豐富資源，如圖書館及文教機構，甚至社區專長㆟士等，使其

成為藝術教學材料來源，輔以生動活潑的教學，將知識融入生活，



解決周遭問題。 

（4）培養創造力 

「多元智能」落實於真實世界，以開展個㆟潛在之能力為導

向，因此需藉著擴展思考與想像創造的藝術學習為機轉，打破自我

設限和問啟勇於挑戰新事物的心態，如此才有實現的可能。 

（5）多元化的教學 

「多元智能論」與 「藝術教學」皆強調：欲達到預設的教育目

標，並非只有㆒條途徑；因此，教師可嘗試不同的教學技巧及搭配

輔助教具，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以達到教育目標。 

（6）整體環境配合 

 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除教師與學校的努力外，尚需家長、社

會大眾觀念的改變，打破其傳統觀念――重視分數的迷思，方能使

教育改革開花結果。 

（7）展示成果與觀摩反省： 

  「凡走過必留㆘痕跡」，在學生的藝術學習活動過程㆗，應將

各種實作成果或作品作整理，進行輪換展演與反省，讓學生互相

觀摩學習，從㆗改進自己不足處，以提升自己多方的智能。   

 

 



第㆕節   多元智能應用於藝術教育之課程 

設計原則與發展步驟 

經由前㆔節對藝術教育思潮與內涵、多元智能起源發展與內

涵、及藝術教育與多元智能兩者關係之探討與釐清後，在此節的部

分，研究者試著歸納整理出多元智能教學應用於藝術教育之課程設

計原則與課程發展步驟： 

㆒、課程設計原則   

「每個㆟都具有各項智能的潛能，我們可依照各自的傾向或所

處文化的偏好去動員或連結這些智能―Gardner」，在藝術教育的課

堂裡，教師的講課方式應更為豐富而多元，除了傳統的典型語言與

邏輯數學教學方法，應運用多種不同的智能教學方式，將智能學習

融入藝術課程㆗，方能給予學生更適性的教導。因此，進行教學前

應針對學生的背景加以了解與探測，以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設計

能引發學生興趣與潛能的活動）；且為使學生學習的知識與內容能

涵蓋個㆟經驗、生活、與現今社會㆗重要議題的探知，運用主題式

議題學習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此外，以問題為引導來進行教學，可

引發學生去思考、主動探究，是激發學生各項智能開展的橋樑；而

最終還需透過評量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做為課程檢核與修正

的依據。 



然而，現行藝術教育課程仍缺乏多元智能之考量：藝術學習內

容大多切割零碎，與其他科目之關聯、互動不足，知識難以整合，

此外，課程與教材常是追求涵蓋，不是了解，且教材常與生活脫節，

無法引發學生興趣（袁汝儀，2000）；而受到升學主義與急功近利

社會價值觀的衝擊，智育常成為評斷學生的唯㆒標準，藝術課便淪

為配課、借課之用，使學生之藝術學習無法正常發展，此外，欠缺

多樣化的教學資源與多元的評量方式，也使學生常侷限於藝術概念

的㆒元化（郭禎祥，2002）。現行藝術教育的不正常發展，使得學

生的藝術學習無法適性發展，其多元智能之開展更是受到諸多限

制，而為使藝術學習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以落實學生各項智能開

展，最重要的便是進行課程之改善，因此，研究者根據之前的探討，

試著歸納整理出藝術教育落實多元智能教學的五項課程設計原

則，分述如㆘： 

（㆒）多元智能學習融入藝術教育課程       

多元智能在教學㆖的應用，㆒般可分為㆔種方式（Lazear，

1991）：1. 以智能為手段去獲取知識――每種智能都可被當作手段

來獲取此智能領域以外的知識，如用閱讀或寫作方式來學習藝術品

之歷史文化、用肢體表達來學習藝術情境。2. 以智能為教導內容

――目的在幫助學生了解多種智能，學習如何接觸它們、加強它



們，並使用它們去學習及運用它們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3.以智

能為教學主題――每種智能都可作為㆒門學科而進行教學，例如語

言、數學、音樂、美術、㆟際溝通等課程，這些學科的教學，須與

各種智能發展階段密切配合，也須強調在每㆒學科領域裡所累積㆘

來的智能，包含正式的知識基礎，以及該種智能的運用方法、技能

和技術。 

而本研究期許能經由藝術教學活動來開展學生之各項智能，並

由學生的各項智能來帶動其學習活動，因此，主要的智能學習重點

有㆓：其㆒是「以智能為手段去獲取知識」，即學生能利用各種智

能之不同學習方式，進行其在認知、技能、情意等各層次的藝術學

習；其㆓則是「以智能為教導內容」，讓學生能了解自己所擅長的

各項智能，並試著去開展它們、運用它們去解決問題。 

（㆓）著重「學習者㆗心」之教學 

課程組織如果能提供學生更多選擇機會，讓學生選擇去感受，

重視參與、權力分享、協商及共同責任，將使學習內容更有彈性且

豐富，且能引發學生多元智能的開展。學生的基本關注點決定了自

己所要學習探討的概念是什麼，而影響基本關注點有㆔個面向（呂

燕卿，2001）：㆒是「學生基本心理」；㆓是「社會驅力」；㆔是「吸

引學生活動的興趣」。因此，課程應具有㆖述㆔個面向，其㆒為「加



強傳統課程㆗之基本能力」；其㆓為能夠「引發學生潛能才情的活

動」，著重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及探索興趣，其設計偏個別化；其㆔

為「團體探究」，主要以個㆟有關的社會問題為學習核心，在這個

面向㆗學生必須分析問題，找出共同主題，發展自己的㆟格，增進

㆟際關係能力，更認清自己的感受、想法和關注。 

（㆔）運用主題式教學 

主題式教學的建構有兩個層次，㆒是跨學科知識內容的建構，

另㆒是學習方法或策略的建構（例如：某㆒主題如與邏輯數學智能

相關部分應重在概念形成與資料分析，與語言相關部分則重在閱讀

或寫作）。進行主題教學設計時，須考量㆔項因素（林曼麗，2000）：

1.學校背景――針對不同的學校所在背景，並結合社區可利用資

源，設計出適合該校學生探討之主題。2.學生經驗――以學生生活

為出發點，依各年級學生不同之經驗進行課程設計（包含班級成員

之分析），並應注意課程與其他課程及不同年級課程之連結。3.教

師能力――教師可依自己擅長之能力進行教學活動設計，也可請教

專家或進行協同教學，以使教學內容、品質更為豐富。 

以主題方式來進行教學，能整合知識與生活，打破傳統課程限

制，並透過各種資源與不同智能學習法的交互運用，提供學生獲取

更多更廣之實際生活的知識；然而，進行主題式教學時，應注意選



擇的主題要能深化學習的內容，涵蓋的知識最好能應用到個㆟或社

會關注的議題。 

（㆕）強調「問題為核心」之教學 

藝術的學習鼓勵學生對作品有多元的詮釋，因此鼓勵教學時採

用問題探究、解決的方式來進行，以激發學生批判思考、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讓學生藉由發表自己意見、聆聽別㆟意見後加以統整，

再次建構屬於自己的價值觀，促進學生對自我的了解、自我的觀察，

最後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而這也是開發個㆟多元智能的最佳學習

方式。Davis(1999)指出以「問題」探究為主的課程安排要注意幾個

要點： 

1.設計「問題情境」，讓學生在真實的世界㆗看到問題、解決問題。 

  2.設計的問題要能引導學生分析、綜合，學生探究學習的目的是要

瞭解如何探索知識，而不是獲得現成的知識。 

  3.設計的問題必須是有系統的，且能和其他學科（如自然、社會、

文化、科技等）形成網狀的交互活動。 

  4.可由各科教師組成團隊，共同設計問題。 

 

此外，進行「以問題為核心」之教學時，核心問題與核心概念

應列為教學考量的重點。「核心問題」的意義在於引導並銜接教學



實務與教學目標，問題需具有開放性、思考性與漸進性，以避免傳

統教案教學目標流於空泛之閉鎖性質，並與「核心概念」相互呼應。

此外，「透過藝術的教育」如要教導「帶的走」的觀念與發揮「運

思與感知」之特質，需訂立有意義的關鍵概念以釐清教學內化與遷

移的目的（郭禎祥，2001）。 

（五）多元智能評量融入藝術教育課程 

在 1986至 1991年間，Gardner在其領導的零方案（Project Zero）

㆗，展開㆒項在藝術與㆟文領域㆗評量與教學的先驅實驗――「藝

術推進（Arts PROPEL）」專案，其㆗ PROPEL是由代表學生在評量

時所應扮演之角色的字首所組成：PRO是產品（production）的前㆔

個字母，其㆗ R 又代表反省（reflection）；PE 是知覺（perception）

的字頭；L 則是學習（learning）的字頭（田耐青，1999；郭俊賢、

陳淑惠譯，2000）。而從此項專案㆗可歸納出幾項重要評量原則： 

1.評量應能對教學與學習提供資訊 

評量是對個㆟知識技能與成長資訊之獲得，也是學生是否達成

課程目標的重要指標，它可提供有用的回饋給學生、教師和家長。

在學生方面，其能助其反省與辨識擅長和不擅長之處、建議將來努

力的方向等；在家長和教師方面，則可助其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之

處與進步情形，以做為日後教導之依據。 



2.評量應兼顧學習過程與結果 

    評鑑著重價值判斷，給予學習者的回饋總是帶有總結式的優劣

評判；而評量除了著重學習者最終的表現外，還重視個體的學習歷

程和成長變化。 

3.應著重智能公平的評量 

設計「智能公平」（intelligence-fair）的工具，能直接觀察

學生操作㆗的智能。例如在藝術課堂裡，內省評量㆖可請學生創作

㆒件藝術品來解釋其自我的價值觀；語文評量㆖則可請學生寫㆒篇

文章來表達觀賞舞台劇表演的心得。 

4.評量方式應多元，重視正式與非正式評量 

評量方式除了教師評量，還可運用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家長

評量，使評量更為客觀與公平；且除了最終的總結性正式評量，學

生學習歷程與經驗的非正式評量也應予以重視。而評量工具的使用

除等第、分數外，還可運用描述性評語、簡易檢核表、觀察記錄表

等，此外，學生的學習檔案（portfolio）也可做為長期觀察學生

作品與學習發展的有效工具，並提供學生對學習做持續的反省。。 

5.評量時要對學生特質、發展階段和先備知識保持敏覺 

評量的目標與方式應考量學生特質、年齡與基本能力，針對學

生的能力來擬定適宜的評量策略。 



在多元智能教學應用於藝術教育課程的評量㆖， 教師可根據

㆖述評量特性與原則，兼顧「量」與「質」，「形成性」與「總結性」，

及認知、情意 和技能等評量內容，並視教學目標、教學範圍、教

學方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取教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評等，

配合觀察、討論、問答、調查、軼事記錄、測驗、評定量表、檢核

表……等多元方式來進行評量。 

 

㆓、課程發展步驟       

   多元智能理論應用在藝術教育課程設計最好的方式是將㆖述探

討之各種原則結合運用，然而，其教學模式㆖並無㆒明顯規則，教

師可依其獨特的教學風格及自身之教育哲學來貫徹此理論。以㆘為

研究者根據㆖述五種原則為基礎，所提出發展多元智能融入藝術教

育課程之七個發展步驟（參看圖 2-1：課程設計原則與課程發展步

驟對應圖）： 

（㆒）確認學習者文化背景與教學理念 

  確認學習者文化背景與教學動機目的，選擇適切之教學主題，

據此來進行課程設計。 

（㆓）確定教學之核心問題與核心概念 

    根據教學主題擬出「核心問題」與「核心概念」。核心問題著



重於引導並銜接教學實務與教學目標，因此問題需具有開放性、思

考性與漸進性，以避免傳統教案教學目標流於空泛之閉鎖性質，並

與「核心概念」相互呼應。此外，「透過藝術的教育」所要教導的是

「帶著走」的觀念與發揮「運思與感知」之特質，因此，需訂立有

意義的核心概念以釐清教學內化與遷移的目的（郭禎祥，2001）。 

（㆔）訂出課程目標 

依據核心問題與核心概念，訂出藝術教學之明確課程目標。 

（㆕）考慮可能的智能學習方式 

配合課程目標，參考多元智能內容與強化方式，考量適合課程

內容之智能學習。 

（五）考慮可能的智能評量方式 

配合課程目標，參考多元智能內容與評量方法，考量適合課程

內容之智能評量。 

（六）設計㆒連續性計劃 

依據教學理念與教育思潮、考量核心問題、核心概念、課程

目標、智能學習、智能評量等，試著擬出㆒連續性的課程計劃。 

（七）考量相關資源 

課程設計參考資源與學生學習活動的相關參考資源。 

（八）執行與反省 



       安排時間，將設計好的課程實際進行教學，並根據教學過程

之需要，彈性修正與延伸課程內容。 

 

綜㆖所述，根據多元智能融入藝術教育之課程設計原則與發

展步驟（兩者間對應關係請參看圖2-1），本研究之「多元智能之藝

術教育課程」即為考量各種智能之內容、學習方式與評量方式，

適當的將其融入藝術課程㆗，以給予學生更適性的教導。課程重

點大致如㆘：著重「學習者㆗心」教學，設計能引發學生興趣、

潛能之活動；運用「主題式教學」，打破傳統課程限制，使各種知

識、智能學習易於整合運用；強調「問題為核心」教學，讓學生

在思考、解決問題的過程能運用並開展各項智能；將「多元智能

學習」融入藝術課程，讓學生習得各項智能內容，並運用各種智

能學習方式去獲取知識；將「多元智能評量」融入藝術課程，以

多元評量方式來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智能開展情形。 

此次教學對象為台南市安平國小六年級學生，因此，本課程

設計時將考量學生背景，汲取與學生生活環境息息相關之古蹟建

築藝術作為主題；此外，教學過程㆗以核心問題作為引導，並融

入各項智能學習，以激發學生觀察、批判思考、解決問題和主動

探索等能力，使學生能運用與開展各項智能；最後，以多元智能



 
 

評量方式來檢測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了解其各項智能的開展

情形。 

 

 

 

 

 

 

 

 

 

 

       

 

 

 

 

 

圖 2-1  課程設計原則與課程發展步驟對應圖 

   【課程設計原則】 

 

1.著重「學習者㆗心」教學

（設計能引發學生興趣、潛能之

活動） 

2.運用主題式教學 

（打破傳統課程限制，使各種知

識、智能學習易於整合運用） 

 

3.強調「問題為核心」教學

 （以問題為引導，讓學生在思考 

、主動探究問題的過程㆗，能

運用並開展各項智能） 

 

4.多元智能學習融入藝術

教育課程 

 （能習得各項智能內容，並運用

智能學習方式去獲取知識） 

 

5.多元智能評量融入藝術

教育課程 

 （以多元評量方式來檢測學生學

習成效與智能開展情形） 

   【課程發展步驟】 

 

1.確認學習者文化背景與教學

理念後，訂出教學主題 

 

 

 

 

 

2.確定教學之核心問題與核心

概念 

 

3.訂出課程目標 

 

4.考慮可能的智能學習方式 

    

  

 

 

5.考慮可能的智能評量方式 

      
  
6.設計㆒連續性計劃    
 
7.考量相關資源 
 
8.執行與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