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藝術教育與社會教育，分別闡釋藝術教育和社

會教育的意涵、功能與重要性，以及此兩者之間的關聯；第二節為成人參與美術

才藝班學習經驗與成長的相關探討，擬探查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動機、學習歷程、

及影響之相關理論作為研究基礎；第三節為相關實徵研究的探討。 

 

第一節 藝術教育與社會教育 
 

一、藝術教育 
教育的重要性在當前的社會雖然是眾所皆知，相比之下，「藝術」領域無論是

在社會中，或是在學校中做為一學習科目，都非常不被台灣人民所重視，但事實

上，藝術實為教育的基礎，古哲人 Plato 認為「美育就是唯一能使身體優美、心理

高潔的教育」（呂廷和譯，1975）。《毛詩序》中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倫，美教化，移風俗。」說明了「詩」

的教化作用；孔子所言：「興於詩，立於禮，成於樂。」（《論語˙泰伯》）其中之樂，

包含音樂、詩歌、舞蹈，也就是以「禮樂」教化人民；民國初年蔡元培更主張「以

美育代宗教說」，強調美育改造社會的功能。陳木子（1995）則認為，經由藝術的

創造、鑑賞、批評的教育，可以陶冶人們情操和美德，同時淨化、提升人們心靈，

培養國民成為真善美三者合一，完整優質的文化人，也就是經由「自然美」和「藝

術美」來陶冶「人格美」，以達成社會美和世界美。 

不論從何方面來看，藝術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都是顯而易見的，只重智育而

忽視美育，是無法培育出健全的國民的，以下就藝術教育的意涵、目的、功能、

和實施管道四個面向概略的描述藝術教育。 

(一) 藝術教育的涵義 

    如「藝術」一詞一樣的難以界定，「藝術教育」也同樣至目前仍無一個貼切、

周全的界說。一般文章中提起「藝術教育」的意義，則多以美國學者 Hausman 的

說法來加以解釋，他認為，一般談論藝術教育應涉及雙重意義：其一為處理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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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手段或媒介的教育領域，如音樂、舞蹈、文學、戲劇與視覺藝術等，以及

處理實現思想與情感之方式的教育領域，如聲音、文字、運動、戲劇性情境與視

覺形式等。其二為處理「個人或團體之表現需求或目的」的教育領域，如儀式、

慶典、角色扮演、個人之感情探討、或新結構與形式之發明等（Hausman, 1980；

引自劉豐榮，1989：17）。然而此定義似乎只描述了「藝術」的形式（音樂、舞蹈、

視覺藝術等）以及內容（如個人表現情感）兩部份，卻沒有交代關於「教育」的

方法、目的等方面。 

    相較於此，陳木子（1995）從教育範圍與型態角度將藝術教育界定為：透過

美術、音樂、舞蹈、雕塑、建築、戲劇、電影、文學等八大藝術的創作、欣賞、

批評之教學與研究，以培養藝術人才為目的、充實國民精神生活，淨化及提昇人

類精神層次，是謂「藝術教育」。其中提到「以培養藝術人才為目的」，研究者以

為，藝術教育除了要培養藝術人才之外，更重要的是要使全體國民都能具備美感

的素養，將藝術應用於生活中，提升大眾的個人水準及生活素養，才是藝術教育

的終極意義所在。 

    陳朝平、黃壬來（1995）則提到，藝術教育是以藝術學科為內容，應用美的

原則與技巧的認知、表現及其作品的欣賞等教育活動。  

    綜合以上，本研究中「藝術教育」之定義為:「以鑑賞、創作、批評的方式教

導學習者藝術，使學習者在對藝術之認知、情意、技能上有所增長。」 

(二) 藝術教育的目的 

    從藝術教育價值論的觀點，美國藝術教育思潮可分為三大取向—兒童中心

（child-centered）、社會中心（social-cultural oriented）、科目中心（discipline-based）。

根據此三大取向，對應可知藝術教育的目的就包括三個主要的部份，第一即是以

兒童為中心，是以發展、統整學習者健全的人格，培養、陶冶其良好的情操為目

的。如有名的藝術教育學家 V. Lowenfeld 即認為，藝術教育的目的:「並不在於藝

術的本身，或美感的作品，或美感經驗，而是在於兒童能夠更具創造性與敏銳性

的將其在藝術中所得的經驗，應用於生活中任何可以應用的情況。」（Michael, 

1982；引自陳瓊花與伊彬，2002：155）從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樣的主張是立

基於其以兒童為中心的藝術教育思想之上的。第二是以學科為中心，是以發展個

人潛力，增進個體對藝術的知能為目的。第三則是以社會為中心，是以提高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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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促進社會整體文化發展為目的。學者 A. Efland（2002）認為，教藝術的目

的，是在於促成個體了解其就所居住的社會與文化景象，則是較偏向於社會文化

取向的藝術教育思想，然對一般民眾來說，藝術教育實際的目的即是「植根在經

由藝術強化個體與週遭環境的互動，以促進個體多方面的成長。」（陳瓊花、伊彬，

2002：155） 

(三) 藝術教育的功能 

    王秀雄（1989）從藝術與文化的關係論及藝術教育的功能價值，他認為：藝

術教育是最自然、最和諧、最統合的教育。在整個文化脈絡裏，藝術仍是文化具

體的顯現，使文化更具有價值，同時又是文化有力的支持者。藝術本身不僅具有

其應有的價值，藝術在宗教、道德、科學、與經濟活動中，更增強這些活動的性

質，成為這些活動發展的基礎。 

    謝東山（2000）認為，藝術教育的功能分為個人、文化、社會三層面。就社

會而言，藝術作為意識形態的一種，常常用以統治民心、或藉以批判社會、激發

社會關懷；就人類總體文化而言，藝術作為人類精神文明的象徵，是人們了解過

去歷史的重要依據。就個人而言，我們常常在創作及欣賞的過程中受到身心乃至

意志的影響。如純粹形式審美所導致的身心愉悅，動人主題使情意受到激勵等，

進而產生信念或行為的改變。 

    楊深坑（1980）提出美育在文化上的功能，他認為，就高級精緻文化言，美

育之培育藝術人才，即所以促進文化更新。就高級文化與異質文化之接觸言，培

養植基民主精神，融貫異質文化而創新的人才為美育之任務。就防止大眾文化之

粗俗化而言，透過社會美育，提高全民審美水準，可以遏阻此趨勢。從文化建設

之整體規劃言，美育應加強文化規劃者之培養，以便整體規劃未來文化發展方向，

提高生活品質，增進全民福祉。 

    黃光男（1993）指出：藝術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包括六項：1.陶冶情感，培

育健全社會公民；2.導正社會風氣；3.培養創造人才，促進社會進步；4.充實人類

生活，創造美好人生；5.增進知識，促進文化發展；6.增進人類彼此了解。 

    陳木子（1995）就藝術教育家們提出的藝術教育之功能，歸納之有下列六方

面：1.美感教育的功能：藉藝術教育來培養和諧的人才，以求與一般教育之理想目

的相符。2.情操教育的功能：藝術教育可以純化人們的感情，而作為情操陶冶的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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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手段。3.創造教育的功能：藝術能開發人類的創造性，以此來助長人類進化之原

動力。4.個性教育的價值：藝術可使個體的人格、個性得以充分發展，而使真正感

覺到自我的價值。5.生活教育的功能：生活的美化以及藝術化，是人們所追求的教

育理想以及文化的最高階段。6.社會教育的功能：藝術是人類共同的語言，透過藝

術則能使社會上人人了解彼此的感情和思想。 

    郭禎祥、陳肆明等（1987）歸納各家的觀點，認為藝術教育的功能，包括美

感教育、情操教育、創造力教育、個性教育、生活藝術、社會教育、藝術治療及

休閒等功能。 

    綜合以上各家學者所言，藝術教育的功能不外乎可就兩層面來探討，第一即

為個人層面，第二為文化社會的層面，就個人層面來說，包括 1.淨化心靈、培養

健全人格與個性，成就個人價值。2.增進知識。3.增進創造力、開發創造性。4.休

閒娛樂功能。5.增進美感，美化生活。6.藝術治療功能。就文化社會面而言，包括

1.充實生活，使人生美好。2.使人類相互了解，也了解歷史。3.提高全民美感素養

和生活水準。4.導正社會風氣 5.培養藝術人才與文化規畫者，以促進文化發展與更

新。6.批判社會。 

(四) 藝術教育的實施管道 

    藝術教育的實施管道有三種，第一種為學校專業藝術教育，譬如藝術大學、

大學中的藝術相關系所、中小學裡面的美術、音樂、舞蹈班，第二為學校一般藝

術教育，也就是中小學終必須教學的藝術課程，包括藝術與人文中的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音樂，還有大專院校中的通識課程等等皆屬之。第三種為社會藝術教

育，教育的對象為全體民眾，不分地區場所、無時間限制，可以說是補足了學校

藝術教育的不足之處。 

 

二、社會教育 
(一) 社會教育的發展 

    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一詞，是於 1835 年首次出現於德國教育學者 Adolf 

Disesterweg 的論文中，他認為傳統的教育應該擴大到國民的各個階層，並注重社

會生活的革新。因此，早期的社會教育，係對各個階層的國民提供社會生活的教

育（引自詹棟樑，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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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民國元年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他認為教育行政的責任，不僅在教

育兒童和青少年，尚須兼顧多數年長失學的成人，因此在教育部創設社會教育司。

他說：「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兩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

習教育起見，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引自林勝義，1993） 

    從此以後，社會教育成為我國使用十分普遍的名稱。 

(二) 社會教育的涵義 

    有許多學者對社會教育的涵義提出不同的意見，然各家說法不同，目前為止

也無一確切定義，僅能對社會教育的涵義從各方面加以解釋，以下列出各學者對

社會教育的涵義說法。 

    鄭明東（1953）將社會教育界定為：「乃是普通學校以外的各項教育活動和設

施，以改善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提高社會文化水準，充實建國力量，實現立國理

想的教育。」 

    熊光義認為：「社會教育乃是就人類共同生活環境中有組織的社會文化影響，

作積極的設施，有計畫的輔助社會全民，充實自己，增進人類全體的生活，促進

社會全面向上的歷程。」（引自楊亮功編，1973：155） 

    學者 Houle 認為，社會教育是改善的歷程。在此歷程中，在團體或機構中，

以增進其技術與知識而改善其個人或社會。也就是，個人、團體、或機構試圖協

助國民改善其知能的任何過程。（轉引自林勝義，1993：4） 

    李建興（1994）主張：「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同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方式，其目

的在共同促進全國國民身心之充分發展，社會生活之全面改善，社會文化水準之

普遍提高，以增進國家社會之繁榮與進步。」 

    美國學者 Aser Deleon 指出「社會教育，即為成人所提供的各種教育，有學校

內和學校外的、正規非正規的教育，亦有全時間與部分時間的教育，這些教育是

為不再上學以及從未上學的人所提供。」（轉引自林勝義，1993：6） 

    楊國賜（1987）根據文化的內容與活動的性質來加以界定：1.社會教育即提供

學習活動的計畫（programmes）。2.社會教育即規劃、進行與評估成人學習活動的

過程（process），3.社會教育即為社區發展的行動方案或自助方案的一種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4.社會教育即為一項學門（discipline）或一項專業的研究領

域（professional field of study），而其歸納出三種略說如下：1.社會教育是教育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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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2.社會教育是學校以外的教育，3.社會教育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社會教育

是教育全體，狹義的社會教育是學校以外的教育。 

    陳益興（1992）說明社會教育的意義：「是指正規的學校教育以外，所有對兒

童、青少年及成人所實施之任何有系統、有組織的教育，亦即合於下列的規準的

教育：1.非正規學制的教育；2.有認知性意義的教育；3.有價值的活動；4.自願的

參與；5.有系統有組織的學習安排。 

    呂俊甫認為：「廣義的社會教育，係指一種有計畫、有組織、有目標的教育制

度，而以成人教育和補習教育為主。」（轉引自林勝義，1993：7） 

    林清江（1983）認為，狹義的社會教育專指與學校平行的教育制度。 

    林勝義（1993）整理提出：「1.社會教育是協助全民學習的一種教育過程，2.

社會教育是協助全民學習的一種教育活動，3.社會教育是協助全民學習的一種教育

方針，4.社會教育是協助全民學習的一種教育學科，5.社會教育是協助全民學習的

一種教育制度。」並且綜合以上這五項觀點，對社會教育定義如下：「社會教育是

學校或社教機構，在教育制度下，依學術研究所獲得專門知識，以適當的教育方

式，為全民（尤其成人）提供各種學習活動的過程。」 

    然而，社會教育並不如林勝義上述所言，只是由學校或社教機構提供給民眾

的學習機會和活動，事實上，許多民間單位、私人成立的學習教育中心，如私人

的畫室、才藝班，也都提供了大眾良好學習的機會，而且這也是社會教育中，較

少被提及也容易被忽視的一塊。 

    綜合以上，社會教育應該是對全體人民的教育，雖然其中也包含有學校教育，

但仍是以指涉學校之外的教育為主，透過各種教育方式，讓民眾學習各種知識與

能力。社會教育可說是為全體民眾提供了一個無時間限制、也無場所限制的教育、

學習機會，可以讓民眾在工作之餘，利用時間學習或增進自身的知識或技能，提

升文化素養並擴展視野。 

(三) 社會教育的內容 

    根據美國學者 Bown 與 Okedara，社會教育內容包括五種（Bown & Okedara, 

1981：11-14）：1.補救教育（remedial education）2.職業、技術與專業能力的教育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3.健康、營養、福

利與家庭生活的教育（education for health and nutrition, welfare and fam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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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民、政治與社區能力的教育（education for civic,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competence ） 5. 自 我 實 現 的 教 育 （ education for self-fulfilment ）（ Bown & 

Okedara,1981：11-14） 

    其中自我實現的教育中就包括了音樂、藝術、舞蹈、戲劇、文學等的教育活

動，本研究即屬於此類的社會教育。 

(四) 社會教育的方法 

    從教學的結構來分，社會教育大致可分為三種實施方法（林勝義，1993），包

括正規的（formal）、非正規的（non-formal）、和非正式的（informal），所謂正規

的社會教育（formal social education），是由正規的學校體系，有組織有系統的安排

社會教育課程，課程結束後將會核發學分證明或畢業文憑，主要透過補習學校和

空中學校實施。 

    所謂非正規的社會教育（non-formal social education）指正規學校系統以外的

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活動（Wain, 1987：51-52）。這類活動通常針對特殊的

對象設計，以符合其需要的學習方式，主要透過一些結構較鬆散的教育活動來實

施，包括社區學校、研習班、研討會，及個別諮詢。本研究中之「美術才藝班」

和「研習班」類似，即屬於此類別。研習班是結構鬆散的教育活動，但試圖以具

有相當組織教學內容來影響民眾，而民眾也可以去選擇他喜愛的學習項目，自由

參與短期或長期的研習活動。 

    非正式的社會教育（informal social education）則是指個體在日常生活環境中，

自然發生的學習活動，例如透過收聽廣播、電視、書報、電影的方式學習。 

 

三、藝術教育與社會教育之關連 
(一) 社會藝術教育意涵 

    社會教育與藝術教育皆為國家整體教育的重要環節，兩者之間必然存在著密

切的相互關聯，而在我國與此兩者最密切相關的即為民國 86 年 3 月 12 日公佈藝

術教育法中之第四章，其中明訂：將我國藝術教育之實施分為: 1.學校專業藝術教

育，2.學校一般藝術教育，3.社會藝術教育三大類項。 

    在藝術教育法的第四章內，總共有七項條文是為社會藝術教育的實施特別訂

定，就社會藝術教育實施的範圍上，第二十條即規定，「係指學校藝術教育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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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提供之各種藝術教育活動」。就實施目的而言，第十九條規定「其目的以推廣

全民藝術教育活動，增進國民藝術修養，涵泳樂觀進取之人生觀，達成社會康樂

和諧為目標。」（教育部，1997）。 

    「社會藝術教育」一詞主要包涵了「社會教育」與「藝術教育」二層面的意

涵，而「社會教育」又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說法，廣義係指教育全體，狹義則

指學校以外的教育。至於「藝術教育」意義係指「引導學習者表現與鑑賞含有美

感或創意特質的活動或活動產物的一種概念、過程、計畫、制度。」（李建興，1990：

2-5）故李建興（1990）認為，「社會藝術教育」可界定為：針對正式學校以外的全

體國民，指引導學習者表現與鑑賞含有美感或創意特質的活動或活動產物的一種

概念、過程、計畫、研究領域或制度。 

    藝術教育與社會教育不止有密切的關聯，甚至是彼此影響的。黃光男（1994）

在〈藝術教育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到，就藝術教育而言，社會發展往往影響當

代藝術教育思潮與政策；反之，藝術教育亦會帶動社會藝術活動與社會的發展。

他將藝術教育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歸納為三方面來探討：藝術教育的實施範圍

與功能；社會發展對教育的影響；藝術教育影響社會發展。社會中的政治、經濟、

文化發展等因素都會影響藝術教育，而藝術教育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可視為藝

術對於社會的教育功能。（黃光男，1994：144-163） 

    然而在國外，使用「社會藝術教育」一詞的國家非常少，歐美國家一般多以

「 成 人 藝 術 教 育 」（ adult art education ）、「 社 區 藝 術 教 育 」（ community art 

education）、「大眾藝術教育」（public art education）稱之。（黃美賢，2004：17） 

(二) 社會藝術教育角色與功能 

    若欲落實社會藝術教育法之目的，則必須仰賴社會藝術教育機構推行吸引民

眾的藝術教育活動，讓民眾更普遍的深入了解藝術，並提升對藝術創作、欣賞的

能力。 

    目前台灣地區辦理非正規與非正式的社會藝術教育相關機構包含：空中大

學、補習學校、社會教育館、社區大學、大學附設之推廣教育中心、藝術類博物

館、美術館、縣市文化中心、音樂廳、戲劇院、藝術類短期補習班、私人畫廊、

表演場所、社教工作站、全國性藝術基金會、全國性藝文團體等單位。上述這些

單位均有舉辦各類型的免費或付費之藝術教育活動實施：包括民眾業餘藝術活

 15



動、美術及書法展覽、舉辦各種展覽、舉辦音樂欣賞會、舉辦音樂演奏會、放映

專題電影、舉辦春節燈謎大會…（文建會，1984：58）；類型涵蓋美術類、音樂類、

戲劇類、舞蹈類、民俗類、影片類、講座類等（文建會，1998：134-135）。可讓社

會民眾在閒暇時前往參與，對忙碌的現代人來說，不僅提供了休閒娛樂的場所和

活動，也同時進行了藝術的學習，對兒童來說，更是提供了學校藝術教育之外的

多元藝術體驗，種種有趣的教育活動也是使兒童增加對藝術興趣的好方式，在寓

教於樂中對全民進行文化美感的陶冶。以有別於傳統「講授式」的「自我導向學

習」，觸發民眾體驗藝術的獨特經驗。在提昇全民的藝文素養上可說提供了最有力

的幫助。 

 

四、民眾參與藝文活動的研究 
在探討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動機、歷程、與成長之前，對過去相關的研究做

一回顧是必要的，不僅可以藉此了解目前此範疇所有相關的研究現況，更可從中

探查、分析、比較其他研究與本研究的關聯性及差異處。 

以下研究主要為研究民眾參與各類藝術文化活動的各種面向，包括參與 

行為、歷程、體驗、參與動機、行為、態度、現況等等（陳春壅，1999；陳怡伶，

2002；余錦屏，2003；李宜霖，2004；許幃傑，2005）。 

陳春壅（1999）以問卷方式探討宜蘭縣民眾參與藝文活動的方式、喜歡參與

藝文活動的種類、參與藝文活動的促進及阻礙因素與休閒體驗，研究後發現民眾

對藝文活動興趣偏向喜歡實用性、通俗性及關乎子女教育性的休閒活動，對精緻

藝文活動的認知與素養尚嫌不足。研究中也論及相當多關於宜蘭縣政府推展藝文

活動之現況與建議，總括來說可算是一份對當時當地廣泛描述的資料，也提供之

後許多相關研究者在研究休閒動機、休閒體驗和休閒阻礙時充足的參考資訊。 

陳怡伶（2002） 探討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與嘉義站參觀者之參觀動機、休閒

體驗與藝文生活型態以及三者兩兩之間的關係，以問卷調查後發現參觀動機、休

閒體驗會因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藝術背景的不同，呈現有顯著差異。 

余錦屏（2003） 以問卷探討南興社區家長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情形、對視覺

藝術活動的認知、情感及意向，以及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社

區家長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類型以繪畫、建築、工藝及工業設計為主，在參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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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上，女性參與時間明顯高於男性；學歷越高，參與次數越多；年齡、職業與參

與次數、所願花費經費有顯著的相關，以及八成以上認同「個人興趣」是影響參

與視覺藝術活動的主要因素。 

李宜霖（2004） 採問卷調查法探討美濃地區居民參與文化節慶活動動機與效

益認知之情況。結果發現在參與動機方面，美濃居民參與的動機以知識動機為最

高，其次為社會動機，最低為壓力紓解動機。在效益認知方面，美濃居民其效益

認知以提振經濟效益認知為最高，其次為加強社區發展效益認知和地方文化紮根

效益知，而環境衝擊效益為最低。 

許幃傑（2005） 採問卷調查研究法探討高雄市藝文活動參與者之涉入程度、

態度及實際體驗並進而檢驗此三者之間的關聯性。研究發現受訪的藝文活動參與

者以涉入程度較低者為最多，態度認知較高的構面為需求、自我實現、主動參與

等構面；體驗認知較高的項目是關聯體驗構面與身心健康構面。 

綜合以上研究，研究者依研究者與題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以及研究結果整理如表 2-1: 

 

表 2-1 民眾參與藝文活動相關研究內涵表 

研究者與題

目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與研

究對象 

研究摘要 

陳春壅

（1999） 民

眾參與藝文

活動休閒取

向之研究--

宜蘭縣 

 

 

 

 

 

探討藝文活動本

質與類型、休閒

理論。 

探討宜蘭縣民眾

參與藝文活動的

方式、喜歡的種

類；促進與阻礙

的因素；休閒體

驗；推展現況。

並提出改進建

議。  

研究編製「宜蘭

縣民眾藝文活

動休閒取向研

究問卷」，以宜

蘭縣十二個鄉

鎮民眾為對

象，實施抽樣調

查，蒐集的資料

經描述性統

計、交叉列聯分

析、卡方考驗、

（1）民眾對藝文活動興趣偏向

喜歡實用性、通俗性及關乎子女

教育性的休閒活動，對精緻藝文

活動的認知與素養尚嫌不足。 

（2）民眾同意程度最高的休閒

促 進 因 素 為 「 藝 文 陶 冶 與 學

習」。 

（3）民眾同意程度最高的休閒

阻礙因素為「藝文素養與訊息障

礙」。 

（4）民眾同意程度最高的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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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等統

計方法處理。 

體驗為「認知性的學習」。 

 

陳怡伶

（2002） 

鐵道藝術網

絡參觀者的

參觀動機、

藝文生活型

態與休閒體

驗之研究－

以台中站、

嘉義站為例 

探討鐵道藝術網

絡台中站與嘉義

站參觀者之參觀

動機、休閒體驗

與藝文生活型態

以及三者兩兩之

間的關係。 

 

採用立意抽樣

法，以實地調查

方式來蒐集資

料。資料分析方

法包含描述性

統計分析、信度

檢定、t 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Scheffe

事後多重比

較、Pearson 相

關分析等。 

（1）參觀者以女性、大學畢業、

學過藝術相關課程者居多，平均

年齡為 30 歲。職業部分以學生

居多。 

（2）參觀動機得分最高的構面

為「喜愛藝術」。 

（3）休閒體驗的得分以「自由

感」為最高。 

（4）藝文生活型態的得分以「贊

同推廣藝術展覽活動」最高。 

 

余錦屏

（2003） 社

區家長參與

視覺藝術活

動之調查研

究—以桃園

縣蘆竹鄉南

興社區為例 

研究的目的主要

在探討南興社區

家長（1）參與視

覺藝術活動的情

形（2）對視覺藝

術活動的認知、

情感及意向（3）

參與視覺藝術活

動的影響因素。 

以「社區家長參

與視覺藝術活

動之調查問卷」

為施測工具，採

隨機抽樣方

法，以 SPSS8.0

統計軟體處

理，進行卡方分

析、t 考驗、F

考驗、單因子變

異數等統計分

析。 

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類型

以繪畫、建築、工藝及工業設計

為主；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方

式，以電視節目介紹為最多；參

與視覺藝術活動的地點以展覽

場所、古蹟或廟宇、美術館或博

物館及家裡為主；共同參與的夥

伴以孩子為優先考量。 

    八成以上認同「個人興趣」

是影響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的主

要因素。其次是「個人的欣賞能

力」。 

    近八成以上認為「活動品

質」、「活動內容」、「安全性」與

「教養小孩」是考慮參與與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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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李宜霖

（2004） 

美濃地區居

民參與文化

節慶活動動

機與效益認

知之研究 

探討美濃地區居

民參與文化節慶

活動動機與效益

認知之情況。 

採問卷調查法

以參與過客家

文化藝術節的

美濃鎮居民為

研究對象，並訪

談主辦活動

者。資料以描述

性統計、獨立 t

檢定、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

Pearson 積差相

關分析。 

在參與動機方面，美濃居民

參 與 的 動 機 以 知 識 動 機 為 最

高，其次為社會動機，最低為壓

力紓解動機。在效益認知方面，

美濃居民其效益認知以提振經

濟效益認知為最高，其次為加強

社區發展效益認知和地方文化

紮根效益知，而環境衝擊效益為

最低。 

許幃傑

（2005） 

藝文活動參

與者之涉入

程度、態度

與體驗之研

究 -以高雄

市為例 

了解民眾參與藝

文活動的方式、

動機及對藝文活

動的態度等重要

問題。研究主旨

是探討高雄市藝

文活動參與者之

涉入程度、態度

及實際體驗並進

而檢驗此三者之

間的關聯性。 

採問卷調查參

與高雄市市立

美術館、歷史博

物館、文化中心

及社教館的參

與者。資料分析

方法有「描述性

統計分析」、「因

素分析」、

「k-means 集群

分析」、「信度分

析」、「獨立樣本

t-檢定」及「單

因子變異 

數分析」等。 

藝文活動參與者態度認知

較高的構面為需求、自我實現、

主動參與等構面。體驗認知較高

的項目是關聯體驗構面與身心

健康構面。女性對藝文活動的喜

愛程度高於男性。藝文活動的涉

入程度與體驗的四個構面（思考

與行動、身心健康、關聯、感官）

均呈正相關；藝文活動的涉入程

度與態度的的五個構面（社會角

色、喜愛程度、需求、自我實現、

主動參與）也均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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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1 中可以發現研究目的皆主要著重於探討民眾參與藝文活動的動機、方

式、參與情況、參與之促進或阻礙因素、參與的影響因素、和參與態度。在研究

對象上，若非台北市民、高雄市民、宜蘭縣民、美濃地區居民等限定範圍中的民

眾，就是針對一群特定目標觀眾，如參觀鐵道藝術的民眾、社區中的家長、社教

機構藝術研習班中的學員。 

以研究方式來看，上述研究之主要方法皆使用問卷調查法，來達成研究目的，

僅有李宜霖（2004）輔以訪談法，可見在此方面的相關研究絕大部份是採用量的

研究法來探討的。陳向明（2002）提到，量的研究法是從特定假設出發，把社會

現象數量化，計算出相關變量之間的關係，可以獲得科學並且客觀的結果。但質

的研究使研究者深入社會現象之中，透過親身的體驗，去了解研究對象的思維方

式，可建立「情境化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的意義解釋。簡言之，質

與量的研究方法只是以不同方式，讓我們看到不同面向的真實，就以上研究而言，

已經提供大量的統計數據和結果，然卻尚少有研究者深入參與藝術活動的民眾當

中，描述分析個別的案例，故本研究擬從此另外的面向，描繪「民眾參與藝術活

動」之現象，以與量化研究結果互為參照及佐證。 

一般來說，上述大部分的研究調查皆顯示，教育程度、收入、職業越高者，

與其參與藝術活動的次數、意願、動機都呈現高度的正相關，正如 Bourdieu （1984）

所指，藝文活動參與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個人參與藝文活動

的行為基礎，應與本身所擁有之社會資本和潛藏的價值意識有關。（引自古宜靈，

2000：4） 

大多數人參與動機為個人對藝術的興趣使然；在參與藝術活動的體驗中，大

部分民眾都認為在過程中最可以獲得認知性的學習；在上述研究中也發現，參與

藝文活動最大的阻礙幾乎都是民眾多會擔心自身的文化素養、以及個人欣賞藝術

的能力不足等因素，這也就表示更應該利用社會藝術教育的管道，讓民眾樂於親

近、喜愛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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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學習經驗 
 

心理學界對「學習」的解釋有三類：第一類為學習是指刺激－反應之間連結的

加強（行為主義）；第二類為學習是指認知結構的改變（認知學派）；以及第三類，

學習是指自我概念的變化（人本主義）（施良方，1996：4）。一般說來，個體為了

要適應整個環境，就要不斷改變自己的行為，因此所採取的手段就是學習。黃富

順（2002）提到，「成人學習」係指身、心、社會各層面已達成熟的人，透過經驗

而使其行為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過程。教育學家 Tyler（1949）認為，「學習經驗」

一詞係指學習者與他所能反應的環境之外在條件之間的交互作用： 

 

把經驗當做「學生與其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此一定義，意味著學生乃是一

個主動的參與者，也意味著他的周圍環境的某些特色吸引了他的注意力，而

他所做的反應即是對這些特色而發的。(頁 72) 

 

因此，成人藝術的學習也就是成人透過欣賞、創作藝術的經驗累積，使其在藝

術的知識、或創作能力產生持久增進的過程，並對藝術更加喜愛與敏銳。 

而這些結果，都必須透過「經驗」的累積，因為有經驗的累積，學習才能產生，

也才能達成教育目標。「經驗」一詞，含有兩種涵義，第一種是指個體在生活活動

中所經驗到的一切事故；這意味經驗是活動的結果，另一個涵意是指個體在生活

中為了適應環境要求所從事的一切活動，這意味經驗是活動的歷程。而活動的歷

程，就是學習的歷程，也就是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處。 

根據以上解釋，本研究中所指「學習經驗」也就包含了成人「學習的動機」、「學

習的過程」以及「學習的結果」。本文以下擬從馬斯洛的人類需求層次到成人學習

動機的理論作為本研究探究成人「學習動機」的依據。而成人學習繪畫的歷程則

根據藝術學習理論、學習過程階段、藝術休閒的體驗加以探討。 

由於成人之心理與生理狀況皆不同於孩童或青少年，因此其學習的動機、過

程、行為也就異於學童，故在探討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學習經驗之前，研究者

擬先就「成人學習特徵」作一概略介紹，繼之探討成人參與美術班學習的動機、

歷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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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學習者的特性 
成人學習不同於兒童，學者林德曼（Lindeman, 1926）、諾爾斯（Knowles, 1990）

與史密斯（Smith, 1982）等人皆對成人學習者的特性提出重要看法，本研究僅就諾

爾斯的看法加以介紹，他提出六項成人學習者特徵的假設，使其成人教育學有其

理論的依據，分述如下： 

 1.成人學習者對知的需求是自發性 

 2.成人學習者的自我概念表現在能夠自我導向的學習 

 3.成人學習者的經驗豐富 

 4.成人學習者隨時有採取學習行動的準備 

 5.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取向是生活中心的、任務中心的或以解決問題中心的取向。 

 6.成人學習者具有強烈的成長與發展動機 

而若從生理角度來看，成人老化的特徵較明顯，可能會有視力、聽力衰退，

以及反應時間增加等，這些都可能影響其學習，從心理方面來看，黃富順（2002）

提到四個特徵： 

1.成人學習者的壓力來源多元 

2.成人學習者的自我概念、自尊與自我形象的期許較高 

3.成人學習者智力發展呈現穩定的現象 

4.豐富的生命經驗與體會 

從其中可以知道，參與美術才藝班的成人理論上來說應是基於自發性的需求

而參加，並不同於兒童，可能因為外部因素如：父母逼迫、升學等因素而參與美

術才藝班，而同時成人相對兒童為一依賴的個體，學習通常為自我導向的，在學

習繪畫時，也可能會以各種方式積極地學習，譬如去購買繪畫手冊自行練習、前

往美術館觀摩等。而成人由於生理機能上可能會較為衰退，學習繪畫時可能需要

較長時間的練習、觀察，教師授課也比較要注意聽覺傳達上的誤差問題，不過由

於其生命經驗豐富，經歷許多生命轉折，這也會是其進行學習時的寶貴資源與工

具，特別是在繪畫創作中，個人的獨特生命經驗常常成為其作畫的題材或內容，

而成為其獨一無二的繪畫特色，也造就更為豐厚的創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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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動機 
根據 S. White（1972）的研究結果指出，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中，有 75%取決於

學習動機、學習的意義性和記憶，其餘的 25%則取決於學習情境所帶來的效果

（Vosko & Hiemstra, 1988）。由此可見，除了受到學習環境的因素，學習動機幾乎

可說是決定學習成果的關鍵性因素，除了會影響個人從事學習的信念和行為，亦

會影響日後的成果與信心。因此在探究成人學習經驗之前，必須先對其參與學習

的動機有所了解。 

(一) 動機意涵與分類 

    若想探究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動機，首先需要了解成人的學習動機

（motivation to learn），以及其學習藝術的動機。黃富順（2002）指出動機是一種

用來解釋個人在特定情境中行為的開始、持久、強度、方式和投入的結構。也就

是說，成人為什麼想要學習藝術？為什麼他選擇以參與美術才藝班的方式來學習

藝術？為什麼他如此認真積極的學習藝術？為什麼他長久持續的學習？學習動機

可說是學習行為的根本，欲探討種種此類的問題，都必須先了解成人學習動機的

意義。 

    張春興（1996）認為，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

活動，並導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也就是把動機解釋為個體行為

的內在心理原因（內動力）。廣義上而言，動機與需求（need）、驅力（drive）是

代表同樣的意涵。當個體在心理或生理上有了需求或驅力，就會失去身心的平衡，

而感到不安或緊張，此時他就會朝環境中有關的目標開始持續性的活動，去尋求

滿足這些需求的方法，直到目的達成為止。 

    心理學上的動機分類，可分為生理性動機（physiological motivation）和心理

性動機（psychological motivation）兩大類，生理性動機指的是因個體身體上生理

變化而產生內在需求，因而引起行為的動機，如餓、渴、性等。一般在教育中較

少探究此類的動機。心理性動機是指引起個體各種行為的內在心理原因，如求知、

求勝、求學、交友等，學習動機即屬於此類的動機。 

    各派心理學家對學習動機的產生，亦有不同的看法，有些認為學習動機是受

外在環境因素影響而形成的，稱為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有的學派認為

是因內在需求而產生的，稱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依賴外在動機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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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人，常受外在誘惑如獎金或他人稱讚等影響而努力，一旦外在誘因減弱或消

失，動機也可能因此降低或消失；而內在動機則不受外在環境的限制，發自個人

內在自發性的需求。 

    在解釋行為動機的問題上，最廣泛被引用作為各種理論基礎的就是 Maslow

（1970）的需求層次論（need-hierarchy theory），他認為人的動機是來自於需求的

階層，並且主張學習者的動機源自內在個人情感和認知的需求，教育的目的就是

在於協助學習者達成自我實現，自治與獨立。他將需求分為七個層次（如圖 2-1），

該理論其主要內容如下： 

1.生理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維持生存的需求，指的是生理的、本能的

需求。如飲食、水、空氣、睡眠、性慾等生理層面屬之。「解除飢餓」是一個人最

基本的需求，當人們處在一個無任何需求滿足的情況下，免去飢餓將是最基本的

需求。 

2.安全的需求（safety need）：尋找安全、避免危險、職業保障等需求；係指健

康身體及寬裕生活的需求。可以視為對於未來生理需求的滿足，亦即一個人生理

需求滿足之後，會開始產生對未來生活也能夠安穩的需求。 

3.歸屬與被愛的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指被人接納、愛護、關注

等的需求。當生理與安全的需求都滿足之後，人會產生對於愛與被愛及歸屬感的

需求。 

4.自尊需求（esteem need）：維護自尊心的需求。這個需要的滿足讓人產生自

信心，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有價值、有能力、有用處，可分為自尊與受到尊重

兩類。 

5.認知與理解的需求（acknowledge need）：好奇心驅使一個人去探索、分析、

解釋及瞭解事情的真相，也藉由此衝動激發個體建立了知識和價值體系。所以認

知與理解的需求即是學習的動機及意願。 

6.審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對美好的事物的需求。人們追求結構、追求系

統、追求對稱、追求完備，以獲得滿足感的經驗。 

7.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hievement need）：使自己實現自己，充分的表現自

己的能力和技能。 

    他認為各需求之間不但有高低之分，也有順序之別，只有在低一層的需求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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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滿足後，高一層的需求才會產生。也就是說，個體在底層的需求得到滿足前，

高層次的需求對其而言其實並無意義，此動機理論說明人以需求的滿足為其行為

背後的動機，當需求被滿足時，人也就處在一個平衡的狀態了。 

 

生理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歸屬與被愛的需求

自尊的需求

認知與理解的需求

審美的需求

自我實現
的

需求

生理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歸屬與被愛的需求

自尊的需求

認知與理解的需求

審美的需求

自我實現
的

需求

成
長
需
求

基
本
需
求

 
圖 2-1 Maslow 需求層次論圖示 

（資料來源：張春興，1989：304）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需求一旦獲得滿足，其需求強度就會減降，譬如當個體

飢餓時，一片麵包很可能就滿足了他的需求；然而，屬於較高層次的成長需求則

不然，成長需求中的各層次需求的強度，不但不隨其滿足而減弱，反而會因獲得

滿足而增強，也就是說個體無論是追求知識、美、或自我實現，都是永無止境的。 

    由此可知，Maslow 認為，人類創作的動機即來自於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在滿

足了基本需求之後，方產生對藝術認知與理解的需求、審美的需求、以及透過藝

術自我實現的需求。 

    然而，劉思量（1989）提到，馬斯洛雖然似乎很完美的解釋了人類創造的動

機，但是事實上，他把目標解釋為動力，是太簡化了動機的性質。動機是個體行

為的原動力，其實會受到很多方面的刺激、影響而形成，因此以下列舉數個理論

以詳加說明成人參與學習的動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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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人參與學習動機理論 

    動機理論試圖解釋了成人參與學習的因素，從這些動機理論中可以大致看出

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各種影響。 Long 可說是最早對成人參與教育活動模式提

出解釋的學者，他在 1947 年即利用「滿足需要」的方法來說明成人的參與，主張

個體有四種「需要」（want），即獲得（gain something）、成為（be something）、做

（do something）、儲存（save something）等（Long，1983），其後有許多學者投入

對於參與動機的研究，提出不同的參與模式（Miller, 1967；Boshier, 1973；Robenson, 

1997；Tough, 1979；Cross, 1981；Darkenwald & Merriam, 1982；Cookson, 1986；

Aslanian & Bricknell, 1980；Hedoux, 1981；Henry & Basile, 1994；黃富順，1985；

陳志樺，2002），其中有的是關注於心理因素，有些強調個體與社會環境因素的關

係，而有的把焦點放在參與學習活動的持續性上，在此僅選取與本研究較為相關

的模式來解釋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動機。 

1. Rubenson 的期待價量模式 

    Rubenson 主張人類行為是個體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動機的強度取決於個

體與環境間正、負向力量之大小。在 Rubenson 的期待價量模式（expectance-valence 

paradigm）中，有兩個重要部份，一是「期待」（expectance），二是「價量」（valence），

個人的期待包括兩類：一是對於「參與教育活動後可獲得的獎賞」的期待；一是

「個人能夠成功參與學習活動」的期待，「價量」係指個體對參與結果所預期的價

值總合，可能是正或負，將會影響參與的力量與方向（轉引自黃富順，2002：120），

如參與教育活動將會帶來較高的待遇（＋5）、造成家庭生活的不便或損失（－3）

等預期結果的總和便是價量。 

    由圖 2-2 可見，個體參與活動，是出自於本身的內在需求和對環境的知覺之交

互作用，進而產生期待與價量的結果。假使個體具有積極的自我觀念，而且課程

的完成對於工作的發展有助益，則個體期待參與的力量強，然而，期待本身並不

能導致課程的參與，除非預期中的學習結果具有正向價值，足以驅使個體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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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

天賦特性

活動的準備

對環境的知
覺和了解

環境因素(階級結構、
個人和參照團體的價
值、學習的可能性)

個體當前的需求 個體需求的經驗

期望=教育會帶來某些滿意後果
的期望x能夠參與完成教育
的預期

教育的價量

勢力
(其強度將
決定行為)

 
圖 2-2 Rubenson 的期待價量概念模式 

（資料來源：Cross, 1982, p.116） 

 

2.Tough 的預期效益說 

    在自我導向學習的研究上，Tough 具有極大貢獻，在預期效益說（anticipated 

benefits）的過程中，有五個階段：1.進行一種學習活動，2.獲得知識或技巧，3.應

用知識，4.獲致物質獎賞（如工作晉升），5.得到非物質獎賞（如取得學分或學位）。

在每個階段中，預期效益可轉化為三類的個人感覺，即高興（快樂、滿足、愉快）、

自尊（自我評價高、有信心、維護自我形象）及來自他人的反應（獲得他人較高

的評價、受人誇獎、喜歡和感激）（Cross,1982）。在他們的實驗中，受試者必須分

別在預期效益的五個階段中，以十分來自評其高興、自尊及來自他人的反應等可

能的預期效應，結果發現：在五個階段中，最可能預期的效益包括能夠應用所學

得的知識或技能（33%）、能夠參與活動（24%）、可獲得知識（19%）能夠獲得物

質獎賞（15%）及獲得學分（9%）；而在個人方面，最常出現的預期效益依序為高

興（50%）、自尊（41%）及來自他人的反應（9%）（Simpon, 1980; Cross, 1982）。

雖然 Tough 的預期效益說似乎只能說是一種理論架構的初步，但是對於其假設學

習者清楚瞭解自身參與學習的原因，確信成人的學習出自個人意願，且能夠自我

引導，對於後續的學習研究頗具影響力。 

3.Cross 的連鎖反應模式 

    Cross 的連鎖反應模式（chain-of-response model），試圖說明影響參與學習活

動的有關變項及其交互作用，其基本假設是無論參與有組織的教育活動或從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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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導向學習活動，均非單一的行動結果，皆是一種連鎖的反應。Cross 認為連鎖反

應開始於個體內部，從圖 2-3 可見，自我評鑑（A）是形成參與的起點，她的自我

評鑑著重於個人自信和成就動機，認為缺乏自信心的個體，為避免能力受到考驗，

自尊遭受威脅，往往不會自動參與學習活動（Cross, 1982；Merriam & Caffarella, 

1999）。而個人對教育的態度（B）則多半來自個體過去的經驗，以及「重要他人」

（significance others）的間接影響，而參照團體、同儕的態度也會影響個體對教育

的態度。 

    圖 2-3 中，透過參與將達成的重要目標和期待（C）如同前述 Robenson 的期

待價量模式所揭示的概念，期望和自我評鑑之間具有交互作用，高自重感者常期

望成功，低自重感者往往懷疑他們可否成功；這裡克羅絲首次將生活事件和轉換

納入考量，生活轉換（D）是指生活中突然的改變，如離婚、失業、退休等，均可

能引發潛在的教育慾望。機會和障礙（E）以及訊息（F），是環境因素，也會影響

個體是否參與學習活動，如果個體擁有足夠訊息能夠與適當的學習機會連接，將

有助其掌握學習機會，反之則否（Cross, 1982；Merriam & Caffarella, 1999）。整體

言之，此模式強調自我評鑑、對教育的態度，以及生活轉換的重要性。試圖將研

究所得的有關變項加以綜合，提出一序列的說明，有助於瞭解影響動機的各種變

項間的交互關係。 

 

自我評鑑 生活轉變 消息

透過參與將達成的
重要目標和期待

參與機會
和障礙

對教育
的態度

(A)

(B)

(D)

(C)

(G)

(F)

(E)

 
圖 2-3 Cross 連鎖反應模式 

（資料來源：Cross, 1982,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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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okson 的 ISSTAL 模式 

    Cookson（1986）以 Smith 的社會參與模式為基礎，提出的 ISSTAL 模式

（inter-disciplinary, sequential-specificity, time-allocation, life-span model），以科際整

合、連續的特性、時間分配、生命期等變項間交互的關聯，來解釋成人的社會參

與（如圖 2-4）。 

    ISSTAL 模式從「外在環境」開始，由氣候、地形、文化和社會結構所構成，

接著是「社會背景和角色」，包括年齡、教育程度和職業；中間由四個交互作用的

因素組成，由於「個人特質」和「智力能力」的作用，使得個體將以某種穩定的

行為表現來面對社會參與，至於「態度意向」指的是個體的期望、價值和傾向，

其與個人特質、智力能力間形成交互作用力，進而影響參與的動機，「保持資訊」

中的資訊包括個體對於教育機會的覺知能力、對教育參與價值的信念和計劃。最

後的「情境變項」反映出個體目前的生活處境，是最可能影響參與決定的因素，

最終的「參與」需透過前述複雜多元的處理與轉換過程後所做出的決定。 

    從 ISSTAL 模式中，可見成人的參與是多層面且複雜的過程，此模式整合先

前有關成人教育與其他行為科學的參與理論，有三大特點：1.提出科際的概念架

構，不僅適用於成人教育的學習參與行為，也適用於其他參與行為，也可以進行

成人學習參與行為與其他參與行為的比較；2.除了預測成人教育參與外，各變項間

有因果關聯，左邊關聯性較低，右邊較高；3.生命週期的時間配置：可以考慮不同

生命階段的不同角色任務（轉引自黃富順，2002：128）。 

 

外在
環境

社社
會會
角背
色景

個人
特質

智力
能力

保持
資訊

態度
意向

情境
變項

參與

低 高關聯度  
圖 2-4 Cookson 的 ISSTAL 模式 

（資料來源：Cookson, 1986,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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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slanian 和 Bricknell 的生活轉換論 

    根據 Aslanian and Bricknell（1980）對於美國參與成人教育活動所做的研究發

現，有 80﹪以上的成人是基於生活中遭逢的重大改變而決定參與學習，因此提出

生活轉換論（life transitions theory），主張成人學習的目的在於應付生活上的改變，

學習的發生時間與生命的轉型期有密切的時間關聯，學習可能發生在生命的轉型

期之前夕、當時或之後。成人有工作或職業、家庭、休閒、健康、宗教、公民身

分、藝術等不同的「生命領域」，各領域會經歷不同的轉換階段且次數也各不相同，

為了適應轉型期就會產生學習的需求，而「激發學習的事件」的發生機率也不平

均，當某一「生活領域」的轉型次數愈多，則成人花費在此生活領域的時間就愈

多，其中，以工作或職業領域發生轉換的機率最高。 

6.黃富順的成人參與繼續教育活動模式 

    國內成人教育學者黃富順（1985）結合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Boshier 的一

致模式、Rubenson 的期待價量模式、Cross 的連鎖反應模式及相關研究，建構出

成人參與繼續教育活動模式。由圖 2-5 可見，個體可能在匱乏動機（A）或生長動

機（B）驅使之下產生動力狀態（C），因而決定要採取某種反應以獲得滿足，在採

取反應的過程中，必經抉擇的過程（D），而抉擇過程會受到外在環境變項（E）和

內在心理變項（F）的影響，個體自然會選擇參與某種教育活動作為達成目標的工

具，並產生參與的動機（G）。在實際參與教育活動時，將會遭遇障礙（H），包括

情境的、訊息的、機構的障礙（I），倘若參與的動機強烈，且足以克服所面臨的障

礙，將會出現參與教育活動（J）的行為；相對的，如果遭遇的障礙太大而無法克

服時，個體可能由（H）退回（G）或退回（D），重新思考是否參與。此外，個體

在參與活動（J）完成後，又會再重新回到起點，開始另一次的參與行為，這種現

象顯示有參與教育活動經驗的成人，易於再有參與行為的發生。強調此次的參與

會對下一次的參與行為產生影響，並提出動力狀態（C）的觀念，是此模式較為特

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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匱乏
動機
(A)

動力
狀態
(C)

生長
動機
(B)

外在環境
變項
(E)

抉擇過程
(D)

內在心理
變項
(F)

個人在社會環境
中的角色、任務
及參照團體

對教育的態度、自
我能力評估、自重
感、過去經驗

參與教育
活動的動機

(G)

障礙
(H)

參與教育
的活動

(J)

情境的
訊息的
機構的(I)

 
圖 2-5 黃富順的成人參與繼續教育活動模式 

（資料來源：黃富順，1985：119） 

 

    上述六個參與動機模式都試著描繪了成人為什麼參與，以及影響其參與決定

的相關因素，在探究過以上的參與學習動機理論之後，更證明了人類行為的複雜

性，和其難以解釋與預測的程度。然而所有的理論皆提供了有價值的角度，使我

們能夠更清晰地去掌握影響成人參與行為的因素。 

    深入了解各學者所提之動機模式，可以發現這些模式皆認定個體和環境之間

具有交互作用的影響（Cross，1981），只是從強調個體取向的一致模式到重視外在

環境和社會背景的 ISSTAL 模式，每一模式中對於個體及環境因素的輕重比例有所

不同，但可以肯定的是，參與行為是個體內部與外在環境因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

結果。 

    以上所探討的成人參與學習動機的相關理論模式中，各學者之看法皆具有其

獨到見解，也各有相異的地方，然仍有許多相互類似之處。從中可以發現到，對

每位成人學習者而言，其參與動機同時受多種社會因素交互影響；在成人參與的

動機中，心理的因素是扮演了很重要角色；生活轉換及面臨重大事件或變遷，對

於成人的參與動機有立即性的影響，且這些事件和轉變，對於參與行為會有極大

的影響力；而成人前期的各種因素同樣對於成人是否參與的動機十分具有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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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人參與學習的動機類型 

    從上述的學習動機理論中，似乎可以一窺成人參與學習的動機因素，然而在

實際上，仍必須透過實地的研究方得以了解其參與的各類具體因素。而研究成人

參與動機類型的研究非常的多，研究方法上也包括了質與量的方法。 

    最早開始使用深度訪談的方法來了解成人參與動機的是 Houle，他在 1961 年

針對二十二位積極主動參與繼續教育活動的人進行個別訪談，發現三種動機類型： 

    1.目標導向的參與者（goal-oriented participants）：視教育為完成某種明確目的

的工具，是基於某一種需要或興趣而學習，對他們而言，學習是一系列的插曲，

且不會將學習限定在某一機構，會用多元方法以達成目標。 

    2.活動導向的參與者（activity-oriented participants）：他們參與學習的理由主要

是為了活動本身，並非為了學習某種技能或主題，常是為逃避孤獨、無聊、不愉

快的家庭或工作，甚至是為尋找終身伴侶而參與學習。 

    3.學習導向的參與者（learning-oriented participants）：為學習而學習，具有求

知與成長的基本慾望，能持續終身學習。 

    在 Houle 之後的許多學者皆沿用了他的分類，發展出許多細項的動機量表。 

    Sheffield（1964）的研究根基於 Houle 的訪談結果，發展出評估學習活動的工

具－－繼續學習取向量表（Continuing Learning Orientation Index，簡稱 CLOI），對

美國八所大學二十個繼續教育研習會 453 位成人教育參與者進行研究，得到五個

因素（Long，1983）：1.學習導向（learning orientation）2.活動慾望導向（desire activity 

orientation）3.個人目標導向（personal goal orientation）4.社會目標導向（societal goal 

orientation）5.需求滿足導向（need fulfillment orientation）。 

    Burgess 於 1971 年 研 發 教 育 參 與 理 由 量 表 （ Reasons fo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簡稱 REP），根據針對 1046 位受試者的調查結果，設計而成為七種

因素的七點量表，分別為：1.求知慾望（the desire to know）2.達成個人目標的慾望

（the desire to reach a personal goal）3. 達成社會目標的慾望（the desire to reach a 

social goal）4.達成宗教目標的慾望（the desire to reach a religious goal）5.逃避的慾

望（the desire to escape）6.參與社會活動的慾望（the desire to take）7.順從外界要

求的慾望（the desire to comply with formal require）（Cross，1992）。 

    Boshier（1971）研發教育參與量表（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Scale，簡稱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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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類為七個因素：1.增進溝通（communication improvement）2.社交接觸（social 

contact）3.教育準備（educational preparation）4.職業進展（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5.家庭親密度（family togetherness）6.社會刺激（social stimulation）7.認知興趣

（cognitive interest）。目前引用其量表進行研究的論文有數百篇之多，Boshier 可說

是當今在成人參與動機研究上影響與貢獻最為深遠的學者。 

    1978 年 Boshier and Riddell 研究 84 名年長學習者的教育參與動機，研究發現，

這些年長學習者的參與動機以「認知興趣」和「社交關係」居多，而因「逃避/刺

激」而參與學習的非常少。 

    Morstain and Smart（1974）採用 EPS 研究美國 Glassboro 州立學院的學生，

發現受試者在上述動機因素中，以「職業進展」及「認知興趣」居多，其中「職

業進展」又多於「認知興趣」，顯示出成人參與學習之動機偏向實用性；而「社會

服務」及「社交關係」居次，最少的是「逃避/刺激」及「外界期望」，可以明顯看

出成人參與學習大多是源自於自我需求的滿足，可見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行為。 

    從整體及多年的調查研究來看，以「職業進展」及「認知興趣」為最主要的

動機因素，若根據 Knowles 對於成人學習者的假定（Knowles,et.al.,1998）來檢視，

充分證明了成人學習者特質－對於知的需求是自發性的，且具有強烈的成長與發

展動機。然而，以上的成人參與學習動機類型，是建立在成人參與各類教育活動

為範圍的，列舉的理由也就較為廣泛，並不全然適用於解釋單一教育活動，如對

非藝術相關背景成人來說，參與美術才藝班的學習，即不見得是為了「職業進展」

的因素而參與。 

    就我國成人參與藝術動機的研究來說，劉思量（1988）指出國人參觀美術作

品展覽的主要目的，較偏重「增長見識和藝術修養」、「調劑生活」、「純粹欣賞」、

「表現自己很有氣質」。 

    蔡靜芬（1992）針對台北市立美術館美術教室現況所做的調查，發現參加美

術班的主要原因中，以「增長見識和美術修養」最多，其次為「提高審美能力」。 

    陳芳倩（1993）研究展覽藝術休閒的參觀者，發現參觀者會因「觀摩研究」、

「提高審美能力」、「調劑生活」、「純粹興趣」、「上班或上課所需」等因素而參觀

展覽。 

    陳春壅（1999）研究宜蘭縣的民眾參與藝文活動休閒取向，發現民眾認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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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休閒促進因素為「藝文陶冶與學習」。 

    蔡郁玟（2000）對舞蹈演出現場觀眾作研究，發現觀眾會因為「獲取新知」、

「排解寂寞」、「社交與壓力紓解」等因素而觀看表演。 

    陳怡伶（2002）針對鐵道藝術網絡參觀者作研究，發現觀眾會因為「社交取

向」、「心理需求」、「工作需要」、「喜愛藝術」等因素前往參觀。 

    余錦屏（2003）調查社區家長參與視覺藝術活動，發現八成以上認同「個人

興趣」是影響參與活動的主要因素。 

    李宜霖（2004）發現美濃居民參與文化節慶動機，以「知識動機」最高，其

次為「社會動機」。 

    劉旭原（1998）以社教機構國畫課程學習者為對象，發現「培養興趣」、「增

加藝術涵養」、「調劑生活」是學生參與的主要動機。 

    張琇鳳（2005）以社教機構中的藝術研習班為研究對象，探討成人藝術參與

動機，發現「美感陶冶」為主要參與動機（詳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成人在參與藝術的活動或學習動機上，主要皆為個人對

藝術知識、美感自發性的興趣或需求而參與，或者會因為社交因素而參與藝術活

動，很少因為外界期望或他人因素而參與學習。 

 

三、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學習歷程 
成人在參與美術才藝班的時候，事實上就是在進行藝術的學習。除了藝術本

身的學習活動之外，在學習中所經歷的體驗更是會影響其學習的動機與結果。由

於本研究所選定的對象為非藝術相關科系也非藝術專業工作背景之成人，故藝術

的學習對他們來說，實可稱為其生活中的休閒活動，因此以下研究者即從心理學

運用於藝術學習的觀點、學習過程的階段，以及從成人參與藝術活動時的休閒體

驗三層面，來探討成人在美術才藝班中的學習過程。 

(一) 心理學運用於藝術學習的觀點 

    心理學運用於藝術學習而言，主要有七種不同的觀點（劉豐榮，1986：50-52）： 

1.認知理論（Cognitive Theory） 

    此理論認為，兒童因為認知能力尚不成熟，不能把握對象物，所以在畫畫時

常常不能精確的描繪物體大小，此理論認為要能精確的描繪，必須先有正確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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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並認為，當兒童學習成熟時，就會建立更豐富的觀念去處理經驗，而也就因

此可以將藝術表現的更複雜精確。然而認知理論的探討係針對兒童的認知發展階

段而來，就成人的繪畫表現則無進一步闡釋。我們知道成人已經有穩定的控制力

和觀察力作為知識基礎，則其藝術表現是否也都顯現較為詳細、複雜的描繪呢？ 

2.發展理論（Developmental Theory） 

    主張兒童的繪畫的表現方式，會隨著他成長階段而有所不同，以 Viktor 

Lowenfeld 的歸納來看，從年齡較小的如二至四歲的塗鴉階段（scribbling stages），

到十一至十三歲的擬似寫實階段（pseudorealistic stage），都有不同的藝術表現特

徵。因為大多數人到了成人階段都不再接觸繪畫，那麼令人好奇的是，若成人在

數年之後再度重拾畫筆，其接下來的表現特徵又會是如何呢？ 

3.精神分析理論（Psychoanalytic Theory） 

    精神分析理論認為藝術的表現是潛意識的意念提升到意識層面的過程，因此

人類的潛意識，會影響人類的藝術表現。 

4.完形理論（Gestalt Theory） 

    認為兒童畫的變形是因為其「知覺意象」不能符合「網膜意象」，若兒童越成

熟，越能將知覺意象與網膜意象維持一致，雖然如此，但其知覺意象仍然很難跟

畫出來的表現一致，這也就是為什麼成人常不滿意自己畫的東西的原因。 

5.人文理論（Humanistic Theory） 

    人文理論認為兒童有自我表現的需求，兒童創造表現內容與生活相關，並受

自然與社會影響，藝術是表現人類創造性的儀式，也是人們面對現實的象徵表現。 

6.行為主義（Behaviorism） 

    此理論以刺激、反應解釋學習行為，當正確的模仿某一行為模式並加以增強，

就會學得該學習行為。所以兒童的藝術學習也要經由效法他人之繪畫，並給予加

強作用促進學習效果。 

7.創造性（Creaticity） 

    創造行為受到了智慧、動機、性格、家庭、學校與社會文化的因素交互影響，

著名藝術教育學者 Viktor Lowenfeld 即強調兒童創造性潛能的重要性，認為學生應

運用感官去接觸生活的品質，發展其想像與知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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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過程的階段 

美國著名的認知發展心理學家 Bruner（1960）在他主要的代表作「教育的過

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中提出，學習活動涉及下列三種幾乎同時進行的過

程： 

    1.新資訊的獲得：指與個人已有的知識相對立的資訊，或用以取代先前已獲得

的資訊而言。此種新資訊至少也是舊有知識的新型式。 

    2.轉換：轉換的過程是指應用舊有知識去處理新的學習任務。通常用分析或揭

示的方式將舊知識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或予以補充。 

    3.評鑑：此種過程是在查核所應用的知識是否足以處理新的學習任務，亦即對

知識的適當性進行評估。 

    成人對於藝術課程的學習，究竟如何將外在接受的課程資訊加以轉換和評

鑑，納入其內心，成為其藝術表現和欣賞的能力？而在此轉換和評鑑過程中，成

人的感受、體驗或看法又是如何？且必須對此過程加以探討，也才能有助於了解

成人在學習之後產生的改變和影響。 

    美國學者 Gagné（1985）認為，每一個學習活動都可以被分為八個階段，如圖

2-6，學生內部的學習是一環連接著一環的，形成一個鏈索，方框上面是該階段的

名稱，而方框內部是在該階段學生內部的主要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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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動機階段

注意：
選擇性知覺

領會階段

編碼：貯存登記

習得階段

記憶貯存

保持階段

提取

回憶階段

遷移

概括階段

反應

作業階段

強化

反饋階段

時間

 
圖 2-6 學習過程的階段圖 

（資料來源：Gagné, 1985, p.46） 

 

1.動機階段：這是整個學習的預備階段，主要在於形成動機或期望，才能推動

學生接下來的學習過程。 

2.領會階段：有了動機之後，首先必須接受刺激，也就是要注意與學習有關的

刺激，選擇性知覺就是當學生會把注意到的刺激從其他刺激中分化出來，進行編

碼，貯存在短時記憶中，好比在繪畫時教師請學生注意：「把對象當作是一個明暗

和形狀的整體來看」，學生注意到這句話並了解其意思後，將這句話短暫的記在腦

中。 

3.習得階段：此階段涉及新獲得的刺激進行知覺編碼後儲存在短時記憶中，然

後再把他們進一步編碼加工後轉入長時記憶中。 

4.保持階段：此時學生習得的信息已進入長時記憶中保存，為良好的保持記

憶，應避免同時呈現十分相似的刺激，減少干擾的可能性。 

5.回憶階段：若要熟練的應用信息概念，則信息的提取是必須的一環，好比學

生剛剛記憶了「把對象當作是一個明暗和形狀的整體來看」這句話，當他開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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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新作品時，他必須回憶這個原則，將訊息提取出來，才能跟之前一樣無誤的

描繪物體。 

6.概括階段：此階段也就是一般人說的學習遷移，就是給學生提供在不同情境

中運用提取過程的機會，簡單說就是舉一反三之意。當學生描繪一顆蘋果知道要

以這樣的原則描繪，而他在畫人體時，也要可以運用這樣的原則。 

7.作業階段：唯有通過作業，才能反映學生是否已習得了所學習的內容，同時

透過作業讓學生得到教師的回饋。 

8.反饋階段：當學生完成作業時，他會意識到自己以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時教

師就要給予回饋。學生在動機階段行程的期望在此時得到了肯定，所以強化了學

習。 

    此學習過程階段的理論，詳細的說明了一般學習活動的階段，然而繪畫的學

習特別是強調技能上的訓練，故以下就動作技能學習的歷程概述於下。 

    P. Fitts（1954）將技能的學習分為認知、固定、與自動三個階段： 

    1.認知階段：任何技能的學習，都必須經過認知的階段，而此階段時間的長短

則要看技能的難度和複雜度來決定。學生必須先對技能的性質、要點加以分析了

解，才能學到正確的動作。 

    2.固定階段：在技能學習中，必須要反覆的練習，使錯誤的反應機會越來越少，

此時的技能學習是包括一連串動作，變成固定不變的反應組型。 

    3.自動階段：這是技能學習的最高境界，已經可以得心應手，甚至出神入化，

一切動作已經成為固定的習慣，欲達此階段必須經過長期專精的訓練。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Fitts 的三個階段雖然解釋了動作技能學習的歷程，然

而其內容上較符合一般生活、體能訓練、或職業技能等操作性的活動，是有固定

不變的階段與內容，在藝術的練習上，雖然一開始的基本技巧也是以此步驟訓練

而成，但進階的藝術創作還需加上多種複雜的能力，如思考、探究、創造，且無

一定規則可言，若照此模式進行而不變通創新，這樣的訓練過程反而可能導致藝

匠的培養。 

(三) 參與藝術的休閒體驗 

    學者 Gist and Fare（1964）指出，所謂「休閒」（leisure）係指個人工餘或下班

之後的個人自由時間，個人可以利用此一時間來達到放鬆、消遣、社會成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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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展的目的。高俊雄（1996）則指出，休閒是指在自由時間裡，經由個體自

由選擇決定、有意識的行動，同時著重於行動過程中自身的心理感受、體驗和行

動結果的意義。體驗則是個體對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驗包括整體的生活

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直接參與所造成的（鍾振華，2003）。根據以

上，本研究中之研究對象在其有空閒的時候，經過他自己的選擇決定，參與了美

術才藝班作為一種休閒活動，而本研究即是關注其在學習過程中的體驗和感受，

故將人類休閒時的體驗簡述於下。 

1.休閒體驗的定義 

（1）休閒體驗就是休閒參與者對從事的休閒活動的即時感受，包含情緒、印象與

看法（Mannell, 1979）。 

（2）劉喜臨（1991）指出一個人參與活動之後所獲得的感受或本身的各種驗，而

這種感受或經驗因每次情境不同而有所不同，一般稱之為「休閒體驗」。 

（3）王震宇（1995）稱休閒時間所做的活動所得到的經驗，通稱為休閒體驗，可

以用自由感來將休閒體驗再區分為「一般休閒體驗」與「深度休閒體驗」。 

2.休閒體驗的內涵 

    Neulinger（1974, 1981）認為兩項構成休閒體驗的要素，分別是知覺自由

（perceived-freedom）與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也就是休閒參與者必須出

自自己內在想法而選擇參與的休閒，並且知覺自己行為不受外在環境或其他因素

等限制，這種由內在動機而引發的休閒行為才能真正獲得休閒體驗。 

    Henderson（1996）發現休閒體驗中自由感是很重要的，另外還有其他七項重

要因素，包括快樂（enjoyment）、放鬆（relaxation）、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缺乏評價（lack of evaluation）、分離感（isolation）、投入（involvement）、自我展

現（self-expression）。 

    Gunter（1987）發現參與休閒活動中，有八項共通的休閒體驗： 

（1）分離感（Sense of separation）：休閒即是從日常生活中分離出來的感受。           

（2）快樂（Enjoyment）：愉快的感受。 

（3）自發性（Spontaneity）：按照自己的想法來行動。 

（4）不受時間影響（Timelessness）：不受時間的侷限影響。 

（5）想像（Fantasy）、幻想（Creative imagination）：創造性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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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冒險（Adventure）、探險（Exploration）：具有新鮮奇特的感覺、探索性感受。 

（7）選擇自由（Freedom of choice）：自由選擇從事的休閒。 

（8）自我實現（Self-expression） 

    Ungar and Kerman（1983）歸納綜合出六種重要的主觀心理體驗， 分別是內

在 滿 足 感 （ intrinsic satisfaction ）  、 知 覺 自 由 （ perceived freedom ）、 投 入

（involvement）、刺激興奮（arousal）、精進（mastery）、自發感（spontaneity）；經

由實證研究發現「內在滿足」、「知覺自由」、「投入」的休閒體驗在每次參與休閒

活動時一定會有的感受，而其他三項體驗就不一定在每次休閒時都會產生。 

    參與休閒活動之下，人們有四個情緒結構（Denzin, 1984）： 

（1）生理與心理上的即時體驗（Sensible-feeling）：例如球類比賽後的緊張、害怕、

虛弱、心跳加快等。 

（2）身體上的體驗（Lived-body-feeling）：例如休閒活動後的肌肉酸痛、愉快。 

（3）目的價值的體驗（Intentional-value-feeling）：可以滿足個人目的為主。 

（4）從自我出發的體驗（Self-feeling）：自發性。 

    Rossman（1989）認為休閒體驗受一連串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分別是人們的相

互影響、自然環境、主要課題、活動規劃、活動關係、激勵。每項因素之間都會

互相影響，只要其中一項因素改變則休閒體驗都會產生不同的結果。 

    Csikszentmihalyi and LeFevre （1989）綜合相關說法，發展出以七種變項檢驗

個體的主觀休閒經驗品質，這七個變項分別是情感、活力、認知、動機、創造力、

放鬆、滿足。此說法涵蓋了先前研究學者對休閒體驗的內涵。 

    Lee, Dattilo and Howard （1994）等學者提出認為在休閒活動中，人們都會有

很多的休閒體驗有正向的感受，包括愉快、放鬆、滿足、社交、人際關係、接觸

大自然、生理上刺激、腦力激盪、創意、自省、滿足等等，此外，還發現其他的

負面休閒體驗，例如： 

（1）疲憊不堪（exhaustion）。 

（2）神經質的（nervousness）、擔憂（apprehension）：參與冒險刺激、危險性之休

閒，例如泛舟、攀岩等。 

（3）沮喪（disappointment）、挫折（frustration）：參與休閒活動常是具有競爭性質，

明顯有輸贏之區別，例如球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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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罪惡感（guilty）：參與休閒時，在社會角色或社會倫理上有兩難的情境。 

（5）沉思（rumination）：例如休閒時還心繫工作。 

    這些負面的休閒體驗常見於一些戶外冒險性、運動性類型的休閒中，雖然會

有壓力或是讓人不愉快的休閒體驗，但是人們並不會因此不參與此類休閒活動，

因為這些感受只是眾多休閒體驗本質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由此可見休閒體驗的

複雜與多元性。 

    綜合相關學者研究，並依據上述相關休閒體驗內涵之文獻探究，歸納出共通

的休閒體驗： 

（1）正向的感覺經驗：例如放鬆、愉悅、享受等感受，這些正向的感受常被人們

描述休閒參與時及休閒參與後的休閒體驗。 

（2）負向的感覺經驗：例如疲憊不堪、擔憂、挫折、罪惡感、不安等感受，這些

負向的感受常常產生於人們休閒參與中的休閒體驗。 

（3）自由選擇：休閒參與是出自於個人內在動機，滿足個人內在的需求。 

（4）投入：參與休閒過程中的專注、投入。 

（5）知覺自由：個人覺得很自在、很自由、沒有約束的感受，大多數的學者都認

為知覺自由是決定休閒體驗的關鍵。 

    而在有關參與藝術之體驗的研究中，陳春壅（1999）研究宜蘭縣的民眾參與

藝文活動休閒取向，在休閒體驗部分，主要的體驗為「獲得認知性的學習」、「情

意性的陶冶」與「社交性的拓展」三大領域的體驗，其中包括：增加了藝術相關

的知識與資訊、覺得心胸開朗、壓力減輕許多、感到自由自在、覺得安詳寧靜、

增添鑑賞能力、學習到創作的技巧、聊天的題材的擴增、自己的品味有所增進、

覺得自我肯定等感受。 

    張琇鳳（2005）研究社教機構藝術研習班成人藝術休閒體驗，將藝術休閒體

驗分為「自由滿足感」、「認知培養多元興趣」、「投入紓解壓力」、「自我實現」等

四個構面，研究之後發現，以「認知培養多元興趣」構面得分最高，而從各構面

當中得分最高的題項看來，顯示研究對象在藝術課中覺得心胸開朗、增添鑑賞能

力、忘記生活中的煩惱、壓力減輕許多、獲得成就感，以及覺得自我肯定這些體

驗最為深刻。 

    陳怡伶（2003）探討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與嘉義站參觀者之參觀動機、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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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研究發現參觀者之休閒體驗以「自由感」為最高。 

    上述關於參與藝術體驗的研究結果，大多呈現了民眾參與藝術休閒時的正向

體驗，顯示出大眾對於參與藝術活動抱持著高度肯定與喜愛的態度，然而，當學

習者是持續投入學習一項藝術休閒活動時，特別是繪畫的練習、創作，其中並不

一定總是順手或容易達成的，這種需要長時間練習、複雜運作的思考、高度手眼

協調能力的活動，就連經過專業訓練的學生也常遭受挫折，更別說是一般的社會

大眾，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探究成人在藝術學習時的正向和負向的體驗，並試

圖了解，當他們遇到了挫折，是如何克服困難，繼續往前邁進的。 

 

四、成人參與美術才藝班結果 
學者 Eisner 指出，兒童從創作活動中可以獲得九項價值，依序為： 

1.兒童可在創作活動中學到用材料創造意象，並從此活動獲得某種內在的滿足。 

2.兒童能學到創造具有象徵功能的意象。 

3.兒童能學得將象徵的意象作為象徵的遊戲之工具，也就是學生可以在他幻想的情

境中角色扮演。 

4.兒童能學得獨立思考與判斷。 

5.兒童可以學到觀照全局的能力。 

6.兒童能發展創造逼真幻象與構成意象之技巧。 

7.兒童能藉其創造的意象將理念與感情象徵化。 

8.兒童能學得視覺形式所表現的獨特理念、意象與感情。 

9.兒童能了解到「世界自身」可視為「美感經驗的資源」與「表現形式的泉源」，

並且學會對人生抱著一種新看法，一種特殊的立場，與一種超乎實利需求的透視

（轉引自劉豐榮，1986：38-39）。 

Eisner 雖然提出的是兒童進行創作活動可習得的能力或事物，但相信就成人來

說，也仍會有某些相通之處。除了在前述第一節中討論到藝術教育所有的功能之

外，從劉旭原（1998）以問卷調查社教機構國畫教學與學習現況的研究中，也可

以看到具體的成人參與國畫研習班的成效。在學生學習成果方面，學生對於國畫

研習班的課程，認為能夠達到五項功能：紓解壓力和調劑身心的功能；培養藝術

欣賞的能力；增加創造藝術的興趣；能夠培養高尚的情操；養成參加藝術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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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其中以「培養藝術欣賞的能力」同意符合的程度最高，其次是「增加創造

藝術的興趣」、「紓解壓力和調劑身心」。 

從以上的結果中，五項功能皆屬於藝術情意方面的增進，其中尚缺乏對藝術

的認知、繪畫技能成效方面的回應，無從知曉學生上完階段課程之後，是否更瞭

解藝術、對繪畫的表現更加熟練了，而這些都是本研究將關注的部分，有待本研

究接續的探討。 

 

五、社會藝術教育相關研究 
此類研究為社會教育機構或私人無學分藝術課程的教學、現況、及相關因素

之研究（Au，1990；劉旭原，1998；潘盈君，2002；張琇鳳，2005）。 

Au（1990） 採用研究者設計的調查問卷、與開放式訪談，研究 1989 年春天

夏威夷檀香山，三個政府機構以及兩個非營利的私人機構，無學分藝術教學課程

中的行政官員、教師和學生，調查了目前五個課程中的 315 個學生和 21 個教師。

研究者探究了三個領域包括 （1）人口的統計資料 （2） 內在動機（3） 影響參

與的外部動機，此研究證明了（1）美國成人對參與藝術漸增的興趣。 （2） 先

前的成人藝術教育研究沒有夏威夷的部份。（3）無學分的成人藝術教學目前缺乏

研究。 

劉旭原（1998） 採問卷調查法探討社教機構中國畫教學與學習現況，研究發

現「培養興趣」、「增加藝術涵養」、「調劑生活」是國畫研習班學生學習的主要動

機。 

潘盈君（2002） 運用田野調查、參與觀察等方式，藉個案瞭解短期兒童美術

補習機構興起的背景因素、教育觀及其教學實踐方式、教學實施的因素，以及探

究兒童美術補習教育現象中實存的問題及其可以發展的方向。研究發現短期兒童

美術補習班興起的背景包含了「社會環境」、「學科本質」、「學習經驗」三方面因

素；影響兒童美術補習教學實施的因素，有「當前藝術教育改革理念」、「本身教

學條件及教師學習經驗」、「市場需求與經營考量」三項。 

張琇鳳（2005） 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成人之藝術參與動機、藝術休閒體驗，

並探討兩者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台北市社教機構所辦理之成人藝術研習班，

研習班類型包括音樂欣賞、書畫統合研習基礎班、合唱團、南胡班、音樂律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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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美術史、古文明建築與藝術欣賞，主要類型為音樂性質的藝術研習班。研究

發現參與藝術研習者以女性、年紀較長、經濟狀況較為良好、職業為軍公教、教

育程度較高者居多。藝術參與動機分為「美感陶冶」、「自我成長」、「人際互動」

等三個構面；以「美感陶冶」構面得分最高，藝術休閒體驗分為「自由滿足感」、

「認知培養多元興趣」、「投入紓解壓力」、「自我實現」等四個構面；以「認知培

養多元興趣」構面得分最高。 

以下將相關研究依研究者與題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以及研

究結果整理如表 2-2: 

 

表 2-2 社會藝術教育相關研究表 

研究者與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

象 

研究摘要 

Au, Marianne H

（1990） 一個

夏威夷檀香山

成人無學分藝

術課程之提供

者和參與者的

描述分析研究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roviders and 

participants of 

selected adult 

non-credit 

studio art 

programs in 

Honolulu, 

Hawaii） 

此研究的目的

是提供一個夏

威夷檀香山的

成人無學分藝

術課程中提供

者和參與者的

描述性分析。 

 

 

 

 

 

 

 

 

 

 

採問卷與訪談法研

究 1989 年夏威夷

Honolulu，三個政府

機構以及兩個非營

利的私人無學分教

學課程中的行政官

員、教師和學生。

此研究包含了

Honolulu 的歷史、

狀況，和 14 個無學

分的藝術課程結

構，調查了目前五

個課程中的 315 個

學生和 21 個教師。

 

 

 

探究 （1）人口的統計資

料 （2） 內在動機（3）

影響參與的外部動機。經

過持續的分析、組織資料

的程序，去解析制度和參

與者之間的趨向、樣式、

對比、和相似處。研究證

明（1）美國成人對參與

藝術漸增的興趣。 （2）

先前的成人藝術教育研

究沒有包含夏威夷在

內。（3）無學分的成人藝

術教學目前缺乏研究。研

究結果提供無學分成人

藝術教育的資訊與建

議。研究者建議（1）將

藝術教學帶入社區，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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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的成人 （2）提供

畫室空間給有經驗的學

生藝術家 （3）發展培育

教師的研習班。 

劉旭原（1998） 

社教機構

（1998~1999）

國畫教學與學

習現況調查研

究 

 

 

 

探討社教機構

國畫教學與學

習現況，基於文

獻探討及研究

結果提出建

議，以提高社教

機構國畫教學

與學習品質與

規劃國畫課程。

以問卷調查參加社

會教育館國畫研習

課程之全體師生。

資料採用次數分

配、百分比、中位

數和無母數單因子

變異數等統計方

法，進行資料之分

析。 

「培養興趣」、「增加藝術

涵養」、「調劑生活」是國

畫研習班學生學習的主

要動機。「教學方式」是

學生認為國畫研習班之

教學，最重要的部份，也

是學生認為國畫研習班

的教學，最滿意的項目。

潘盈君（2002）

民間兒童美術

補習班個案研

究:以永和 BJ

兒童美術教育

中心為例。 

 

 

 

 

 

（1）瞭解短期

兒童美術補習

機構興起的背

景因素、教育觀

及其教學實踐

方式。（2）分析

影響短期機構

教學實施的因

素。（3）探究其

中問題及可以

發展的方向。 

在自然情境下，運

用田野調查、參與

觀察等方式來達成

研究目的。 

 

 

 

 

提出短期兒童美術補習

班興起的背景。影響兒童

美術補習教學實施的因

素，以及執行的問題。 

 

 

 

 

 

 

張琇鳳（2005） 

成人藝術參與

動機、藝術休閒

體驗之研究－

主要目的在於

瞭解成人之藝

術參與動機、藝

術休閒體驗，並

研究對象係台北市

年滿二十歲以上的

成人，以問卷調查

方式來蒐集資料，

（1）參與藝術研習者以

女性、年紀較長、經濟狀

況較為良好、職業為軍公

教、教育程度較高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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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教機構藝

術研習班為例 

探討兩者之間

的關係。 

資料分析方法包含

描述性統計分析、

因素分析、信度檢

定、t 檢定、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

Scheffé 事後多重比

較、Pearson 相關分

析等。 

多。 

（2）藝術參與動機可分

為「美感陶冶」、「自我成

長」、「人際互動」等三個

構面；以「美感陶冶」構

面得分最高。 

（3）藝術休閒體驗可分

為「自由滿足感」、「認知

培養多元興趣」、「投入紓

解壓力」、「自我實現」等

四個構面；以「認知培養

多元興趣」構面得分最

高。 

（4）藝術參與動機與藝

術休閒體驗有顯著正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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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者搜尋相關研究資料後發現，台灣目前針對補習才藝教育方面的論

文絕大多數為經營管理補習班方面的研究（謝效昭，1987；陳學綿，2000；邱定

雄，2001；陳雅玟，2002；賴冠羽，2004），甚少涉及教育的相關議題。而與教育

相關的研究中則較多是針對父母管教態度或是父母決策因素的研究（邱欣雁，

2004；張春桂，2004；吳雪菁，2005），以及參加才藝班的兒童與其他能力（如創

造力）是否有相關性（葉雅馨，1988；蔡美芳，2003）。可以看到，大多數研究中

均以量的調查研究來探究學童參加才藝班的狀況與參加才藝班的消費行為。專門

探討美術才藝班的研究僅有潘盈君（2002）的美術補習班個案研究與鄒秦妮之私

人美術教師教學研究。 

而潘盈君（2002）的研究，是以 BJ 兒童美術教育中心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使

用質化的詮釋性研究，建立對兒童美術補習教育的基礎研究資料，其雖然詳細的

探究了關於美術補習教育的背景因素、教育觀及教學實踐方式，以及美術補習班

實存的問題及其可以發展的方向，但這些資訊主要是針對「美術才藝班」這樣的

機制來做探究，而非針對「參與才藝班的學習者」，況且其中的參與學員均為中小

學生或幼童，研究對象主要鎖定為兒童美術教育的範疇。 

劉旭原（1998）在「社教機構（1998~1999）國畫教學與學習現況調查研究」

中，同樣以問卷調查探討社教機構國畫研習班教學與學習現況，但此研究主要在

於研究社教機構中國畫研習班之教與學的現況，主要探討偏向學生學習國畫成效

滿意程度、教師主要教法與教材、學生希望以何種方式上課、教學中所遇問題等

等的調查為主，而非學習者的個別學習歷程描述，因此，在目前的社會藝術教育

研究中，進行針對「美術才藝班學習參與者」之學習動機、行為與意義的質性探

討，實有其必要與迫切性。 

 47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藝術教育與社會教育 
	(一)  藝術教育的涵義 
	(二)  藝術教育的目的 
	(三)  藝術教育的功能 
	(四)  藝術教育的實施管道 
	(一)  社會教育的發展 
	(二)  社會教育的涵義 
	(三)  社會教育的內容 
	(四)  社會教育的方法 
	(一)  社會藝術教育意涵 
	(二)  社會藝術教育角色與功能 


	第二節  成人參與美術才藝班的學習經驗 
	 1.成人學習者對知的需求是自發性 
	 2.成人學習者的自我概念表現在能夠自我導向的學習 
	 3.成人學習者的經驗豐富 
	 4.成人學習者隨時有採取學習行動的準備 
	 5.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取向是生活中心的、任務中心的或以解決問題中心的取向。 
	 6.成人學習者具有強烈的成長與發展動機 
	(一)  動機意涵與分類 
	(二)  成人參與學習動機理論 
	(三) 成人參與學習的動機類型 
	(一)  心理學運用於藝術學習的觀點 
	(二)  學習過程的階段 
	(三)  參與藝術的休閒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