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主要是分析及討論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首先

說明大鳥歐利班美術表現活動的型態及目的，之後，分別分析寶老師的教學

意象、貝老師的教學意象，最後將針對幾個重要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第一節    大鳥歐利班的美術表現活動 
 

本節將介紹大鳥歐利班美術表現活動的概況，瞭解該班美術表現活動

後，以便於分析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根據長時間的現

場觀察，發現大鳥歐利班的美術表現活動多元且豐富。根據活動時間、目的

不同，將該班的美術表現活動歸納為「美勞活動」、「方案探究中的繪畫與建

造」以及「假日分享畫」三種型態。 

 
壹、美勞活動 

 

大鳥歐利班所進行的「美勞活動」常出現在晨光時間（上午 8：00─9：

00）或下午活動時間（下午 3：00─4：00）。幼兒美勞作品可分為「繪畫」、

「紙工」、「雕塑」及「工藝」等四種類型（圖 1-4），幼兒作品舉隅詳見附錄

七（p.191）。 

大鳥歐利班的美勞活動多由寶老師主帶，但寶、貝老師對此活動的主要

目的持有一致的看法，期望幼兒在教師規劃的造型遊戲中，動手操作多樣的

美術材料及工具，建立基本造型能力，並藉此提升幼兒方案探究時的主動性。 
1.  2.  3.  4. 

1.小亦//故事畫（繪畫）     2.小尹//摺紙工（紙工）     3.小夢//油土捏塑（雕塑）    4.小瑞//廢物工（工藝） 

 

大鳥歐利班所進行的美勞活動，可歸類為繪畫、紙工、雕塑、工藝等四類造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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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案探究中的繪畫與建造2 

 
方案探究是大鳥歐利班幼兒的重要活動之一。研究期間，幼兒針對有興

趣的主題──「動物」、「彩虹」進行長期的深入探究，幼兒多利用每日上午

的小組活動時間（上午 10：30─11：45）進行方案的探索活動。 

寶、貝老師皆強調幼兒在方案中扮演主動探究的角色，並期望幼兒透過

繪畫、建造、戲劇扮演等活動展現他們在方案探究中經驗到的事物，這也使

得幼兒的繪畫、建造活動，成為與他人溝通想法、概念、思考的重要媒介。 

因方案探究的主題及深入方向不同，幼兒美術表現的取向亦多元化地發

展，無論是「動物」方案從先前強調藉由繪畫、建造來記錄各種動物的外觀、

習性以及生活型態（圖 1-3），到後來朝創造想像性圖畫書發展（圖 4）；乃至「彩

虹」方案體驗生活週遭色彩之美，以及光影、色彩現象的深入探索（圖 5-6），

都可以清楚看見，幼兒的方案探究與美術表現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動物」

方案中，各組幼兒設計圖、建造成果一覽，見附錄八（p.194）、幼兒想像性

圖畫書作品舉隅，見附錄九（p.199）。 

1.      2.       3.  

 

4.   5.    6.  

 

1.小萍//蟻后生寶寶                  2.小瑛、小婷、小石、小成//大章魚       3.小代//螢火蟲 

4.小亦//一隻狗在睡午覺              5.小欲//水彩拓印                       6.色彩組幼兒//色彩體驗(全開) 

 

幼兒在「動物」、「彩虹」方案中進行長期的深入探究，隨著方案探究方向不同，幼兒美術表現的取向亦多元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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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造（constructive）：意指幼兒運用各種美術材料在立體（three-dimensional forms）空間進行審美、創造的
造型活動。眾人常用「建構」二字來稱呼，但為避免與 Piaget和 Vygotsky的建構論相混淆，本研究將以「建
造」二字來稱呼。 



參、假日分享畫 

 
大鳥歐利班的假日分享活動，大多在星期假日、特殊事件發生過後的上

課日進行，通常為星期一上午大掃除過後（上午 11：00-11：45）進行。假

日分享事件可分為「假日經驗分享」、「生活事件分享」、「幼稚園活動紀錄」

等三種類型。 

假日分享活動進行時，幼兒藉著「假日分享畫」呈現個人假日生活經驗，

或是對特殊事件的看法。寶、貝老師為加強幼兒的分享、討論能力，將以往

團討型態的假日分享形式，改為小組互動、對談，並運用「邊畫邊說」的方

式來進行，進而產生一段有趣的假日分享轉變歷程。假日分享事件、歷程一

覽表請見附錄十（p.202）。 

1.    2.  3.   
 

1.小園//到阿姨家拜年（假日經驗分享）      

2.小瑞//331地震時，鳥籠裡的不安地飛跳，電視也搖晃著（生活事件分享） 

3.小園//春季郊遊：埔心農場看馬（幼稚園活動紀錄） 

 

上述三種假日分享事件類型，是大鳥歐利班這一年來幼兒分享生活經驗的重要紀錄。。 

 
從三種美術表現活動的目的來看，「美勞活動」是老師為了要建立幼兒

進行方案探究的基本造型能力，所設計的活動；「方案探究中的繪畫與建造」

成為幼兒呈現方案探究經驗的主要媒介；至於「假日分享畫」則是為了培養

幼兒在方案探究中小組討論能力，老師藉由圖象「邊畫邊說」的方式，來加

強幼兒之間的分享及討論。也就是說，這三類活動與課室中正在進行的方案

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將以表列方式（見表 4-1）分析三種美術表現活

動的時間、目的及各種特色。 

研究中發現，寶、貝老師在規劃活動時的考量重點、與幼兒互動的方式，

乃至分享幼兒作品時的回應態度等，則深受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所影

響。兩位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持有何種意象與幼兒進行互動，將在第二、

三節深入分析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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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大鳥歐利班三種美術表現活動分析表 

類型 

比較 

美勞活動 方案探究中的 

繪畫與建造 

假日分享畫 

活動

時間 

 活動時間已事先預定，每次

約一小時，利用晨光時間、

下午團體活動時間進行。 

 活動常重複安排，好讓請假

或半天班的幼兒也能嘗試。 

 完成預期作品，活動即結

束。 

 方案的發展長達二至四個

月，多利用每日上午方案活

動時間進行。 

 長時間的探究歷程，模型建

造所需時間，需依幼兒的探

究經驗、基本造型能力，運

用長時間逐步來完成。 

 活動時間已事先預定，每次

約 50 分鐘，常利用星期一

上午的假日分享時間進行。

 假日分享活動歷程可分為

三個時期：混亂挫折期、「邊

畫邊說」嘗試期、靈活運用

期。 

主要

目的 

 幼兒在老師設計的造型遊

戲中，動手操作美術工具及

材料，奠定基本造型能力。 

 幼兒呈現方案探究經驗、想

法的主要媒介。個人或小組

透過繪畫與建造表達想

法、經驗。 

 

 幼兒藉由繪畫呈現個人假

日生活經驗，或是對特殊事

件的看法。 

 藉由「邊畫邊說」方式，加

強幼兒的分享及討論能力。

活動

產生

方式 

 由教師設計活動內容，常依

方案探究中幼兒需加強的

技巧，或是老師想請幼兒嘗

試新的材料或技巧而設計。 

 繪畫成為幼兒方案探究

時，用來記錄想法、經驗，

或是小組凝聚想法，共同計

畫目標的圖象記錄。可分為

「主題畫」、「筆記畫」、「設

計圖」以及「故事畫」。 

 建造是小組幼兒共同討

論、決定呈現方案探究內容

的呈現方式之一。 

 為加強幼兒之間的分享及

討論能力，老師嘗試藉由

「邊畫邊說」方式，來加強

幼兒之間的分享及討論。

 

材料

工具

準備 

 基本的材料、工具至美勞角

取用。 

 若用到特殊材料或工具，老

師會在活動進行前準備妥

當。 

 教室中有豐富的材料，可供

幼兒隨時選擇運用。 

 孩子依自己的經驗，自行選

擇工具及材料來運用。 

 由老師提供幼兒特殊需求

的工具及材料。 

 取用美勞角的圖畫紙、蠟筆

或鉛筆來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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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比較 

美勞活動 方案探究中的 

繪畫與建造 

假日分享畫 

幼兒

能力

展現 

 幼兒在完成作品過程中，學

習老師期望幼兒熟悉的造

型技巧或材料。 

 

 

 繪畫及模型建造等表現活

動，挑戰著幼兒概念的統整

能力。表現的內容是幼兒方

案學習的成果。 

 方案進行的過程中，繪畫與

建造會重複呈現幼兒在知

識及技能上的成長。 

 藉由「邊畫邊說」方式，幼

兒的表達、討論能力逐漸增

加。 

 

幼兒

作品

表現 

 因所使用的技法、材料相

同，全班幼兒所製作出的作

品看起來會有類似感。 

 幼兒依探究的主題，尋找材

料來進行表現，展現個人風

格及意念。老師無法預期幼

兒會產生怎樣的作品。 

 呈現個人對假日經驗、特殊

事件的看法及感受，具個人

表現風格。 

 

老師

與幼

兒的

互動 

 過程中老師會給予技巧指

導，作品內容則鼓勵幼兒自

行發揮。 

 

 團討、小組討論時，幼兒提

出探究方向、呈現方式，老

師從旁協助討論的進行，並

依幼兒的需求引導尋找合

適表現的材料。 

 幼兒討論及分享時，老師協

助統整概念，並鼓勵幼兒藉

著繪畫和建造，表現方案探

究所獲得的想法及經驗。 

 老師觀察幼兒討論時的互

動情況，安排各種「邊說邊

畫」方式來進行討論。 

 活動進行中，老師觀察幼兒

小組討論以及人際互動情

形。 

 

三者

之間

關連

性 

 建立幼兒進行方案探究的

基本造型能力。 

 幼兒擁有基本造型能力，將

能得心應手地運用繪畫及

建造，呈現個人方案探究所

獲得的經驗及知識。 

 當幼兒熟悉小組討論方

式，有助於以小組活動型

態，來進行方案的探究。 

 培養幼兒方案探究時的小

組討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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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 
 

教師的教學意象會影響課室中的教學實施（Clandinin, 1986；Elbaz, 

1983），但本研究僅就寶、貝老師在幼兒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進行探

討，尚無法涵蓋兩位老師全面性的教學意象。 

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先分析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的內

涵，接續探討影響寶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壹、教學意象的內涵 

 
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有：「老師是媽媽（班級是個家）」、

「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以及「基本能力是關鍵」。此三

個教學意象及其內涵，如表 4-2所示。 

 
表 4-2：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 

意象 
教師 意象 內涵 

1.公平對待每一個孩子 

2.強調孩子之間的互助及友愛 

3.培養孩子認真、負責任的態度 

一、老師是媽媽（班級是個家）

4.做媽媽有責任讓孩子表現得更好 

1.美術表現是孩子建立自信心的重要媒介 

2.繪畫是瞭解孩子想法最直接的方法 

3.方案中的建造是孩子呈現探究經驗的重要媒介

4.藉由「邊畫邊說」，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 

二、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活動 

 

 

5.老師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促使孩子有精采的美

術表現 

1.循序漸進培養基本造型能力 

2.提供多樣化的造型材料及操作機會 

寶
老
師 

三、基本能力是關鍵 

3.給予基本能力較弱孩子更多的指導與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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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舟//拉線畫 

2.小欲//水彩拓印 

3.小希//水彩拓印 

 

寶老師安排美勞活動時，常

會重複兩三次，好讓所有的

幼兒都有機會參與。 

一、老師是媽媽（班級是個家） 

 
「以師生緣、慈母心來話愛」───孩子們還記得嗎？三年的時光，一

千多個日子裡，我們生活在一起，在親密的關係裡，老師就像家裡的媽媽一

樣，無微不至地照顧你們。相信在老師、媽媽雙重的角色下，孩子能漸漸適

應。就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結下了師生情緣……（91064454園刊寶文件）。 

 
「老師是媽媽」這個譬喻不只明確出自寶老師口中，也可以從她與幼兒

的互動中深刻感受到。她認為自己是「班上幼兒們的媽媽，要盡自己的全力來照顧

他們（92052801寶訪）」，並且把教室當作「家」在經營，所以在美術表現活動

中也明顯看出她強調要公平對待每一個孩子、孩子之間要互助及友愛，並且

積極地培養幼兒認真、負責任的態度。此外，也因她認為做媽媽有責任要讓

孩子表現得更好，使得她面對幼兒作品時，有著不同於老師角色的期待。以

下將分別就每個教學意象內涵說明之。 

 

（一）公平對待每一個孩子 

寶老師在規劃活動時，相當在意每位幼兒要有公平的

機會參與活動，特別是在美勞活動中，許多活動她會重複

安排兩、三次，好讓所有的幼兒都能參與。就像木工活動

接連進行兩、三天，「才能讓半天班及請假的幼兒都能來試一試

（90110106寶觀訪）」。在玩拉線畫時，小舟因早上晚到，下

午寶老師特地再準備一次拉線畫的材料，好讓小舟也能嘗

試（圖 1）（90110602觀）。水彩體驗活動時（圖 2-3），更是重

複進行多日，連來班教學實習兩週的竹子老師，也明顯看

出寶老師安排活動「會重複！因為參與的小朋友不太一樣。寶老

師記得很清楚誰有、誰沒有，誰做過幾次？都在她腦袋裡面喔

（91032108 竹子訪）！」寶老師如此細心的考量，都是為了

要讓幼兒有公平參與活動的機會。 

進行方案探究時，寶老師希望方案的主題是全班幼兒

共同討論所決定，所以在凝聚幼兒方案探究興趣時，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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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方案構想設計圖（全

開） 

1.找寶藏 

2.彩虹 

3.游泳池 

 

寶老師藉由小組共同繪製

設計圖的方式，讓每位幼兒

都能發表個人意見。 

望每位幼兒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多位幼兒在團討時卻

因害羞不願發表，所以寶老師運用小組畫設計圖的方式（圖

1-3），好讓所有的幼兒都能藉著繪畫表達自己的想法。 

 
跟孩子們討論（下學期）主題，還有一些孩子像小潔、

小瑞都不說話，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請他們討論，在

設計圖上畫「你們這組想要什麼東西？」不是我要這個、你

要那個！是小組一起合作畫，大家一起腦力激盪，看看大家

的興趣能不能取得一個共識（90122703寶觀訪）。 

 
當小組幼兒藉著畫設計圖凝聚彼此興趣時，老師除了

可以看出幼兒的想法外，也可以藉此機會，讓每位幼兒都

能發表個人意見。從這裡就可以明顯看出，寶老師相當在

意幼兒們要有公平的權利。 

 

（二）強調孩子之間的互助及友愛 

寶老師希望幼兒能將班級看做自己的家，大家像是親

密的一家人，相互友愛、互助及尊重。 

 

我希望強調能夠「互助」、還有「友愛」，我覺得大班互助真的很重要、

還有友愛、尊重他人，這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我不喜歡孩子自己分成一小

群、小群的，我很怕這樣子，我喜歡大家都在這個「家」裡面，我們很團結，

每個人都是大鳥歐利班的一份子（91052119寶訪）。 

 

「友愛」、「互助」及「尊重」不僅是寶老師經營班級氣氛的原則，也是

他指導幼兒生活常規的重要指引，在進行各種活動時，不斷地向幼兒強調要

彼此幫忙、相互合作。就像美勞活動時，當幼兒不曉得該怎麼畫時，會請他

去觀摩其他幼兒的作品，也會請一些表現不錯的幼兒當「小老師」，指導其

他幼兒，希望幼兒們在互動當中體會相互幫忙、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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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代//蟬在吸樹汁（摺紙畫）

2.小涓//小豬（摺紙畫） 

 

寶老師在幼兒美術表現活

動中，相當注重幼兒之間的

互助及相互學習。 

老師的擔憂解決了，能幹的孩子一方面可以幫助或提醒

較慢的孩子，另一方面攜手並進、互助合作，也是美事一

樁……（91064454園刊寶文件）。 

 

摺紙──老師先教早來的幼兒摺一隻豬，這七位幼兒會

了之後就可以當小老師，教後來的幼兒，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若有某些部分忘記了，小老師可支援，摺紙就變成了聊天、

快樂的事（圖 1-2）（901203寶日誌）。 

 

寶老師喜歡團討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發表能力較強的

幼兒可以帶動一些內向害羞、不敢發言的幼兒（90103118

寶訪）。方案進行建造活動時，她期望小組幼兒互動時有「意

見領袖」來統整大家的意見，能力較強的幼兒就好像是哥

哥、姐姐，帶領其他弟弟、妹妹一起討論。 

 
孩子的個別差異太大了！靈活的幼兒找到材料，就開始動手做。就像「蟲

蟲國」，五個人都找到了自已要呈現的東西，小代是這個國的領導人。……

從孩子的表現，讓我想到一個好方法，雖然每組呈現不同，但多少都有一些

領導人，也許領導人可以和其他孩子共同商量該如何進行？如何呈現？孩子

之間的腦力激盪，或許會有更棒的點子出來（901106寶日誌）！。 

 

因同時五個小組在進行方案小組活動，兩位老師除了穿梭於各組間，給

予幼兒適時的支援外，主要的精力大多放在比較需要協助的「喝奶國」及「爬

行國」。寶老師就讓「水中國」、「蟲蟲國」中主題知識較為豐富的幼兒擔任

「意見領袖」，帶領著小組成員進行討論並朝目標邁進。 

 
（三）培養孩子認真、負責任的態度 

班級常規上，寶老師認為自己「抓得不會太緊、也不會太鬆，就是『限制中有

自由、自由中有限制』，你要尊重別人、別人也要尊重你（92052812 寶訪）！」幼兒做

錯事沒關係，但要有勇於認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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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代//親子運動會 

 

小代主動願意拿這張破掉

的紙來畫畫，讓寶老師十分

高興，她也藉著表揚小代行

為來強化大家負責、誠實的

態度！ 

 

你做錯事情，本來就要說不對！因為有的孩子…是會偷偷欺負其他孩子

的！可能是我的眼睛太厲害了（笑）！經常我看過去的時候，他就正在做壞

事，沒法度啊（台語！笑！）我不想讓孩子覺得投機取巧成功！我覺得有的

孩子也不會很喜歡我啦！因為像些比較高傲的孩子，我可能也會給他澆一點

冷水吧！我每次都跟貝老師講，這是一個良心的事業，我要對得起我自己，

我要問心無愧（92052807寶訪）！ 

 
因為「家」是幼兒待人處事、人格養成的溫床，所以寶老師特別注重幼

兒要養成良好的態度，例如：誠實、有禮貌、守秩序…等，幼兒若出現不好

的行為，她除了仔細瞭解事情緣由外，總是耐心地與幼兒說理，希望在老師

循循善誘中，培養正確的生活態度。她也會藉著讚揚某位幼兒好的行為，來

增強大家負責任、誠實…等好的行為。 

 

（進行假日分享畫時，孩子擠在美勞角拿紙，不慎把一張紙撕出裂痕，大家

拿紙時都跳過這張紙，寶 T看見後，取出這張紙對大家說…） 

寶 T：哇！這張紙就沒有人要嘍！ 

貝 T：你們看這張紙怎麼了？ 

小代：剛剛小希和小尹在搶！ 

貝 T：可是這樣子就不用了嗎？好浪費喲！ 

寶 T：對耶！我們上次都說過，紙是用什麼東西做成的？（孩子回答：樹）

對！做一張紙要用掉幾棵樹啊！怎麼不小心拿？……如果排隊拿，每

人只拿一張，就不會搶來搶去！ 

貝 T：我把它修理好！有沒有人可以用這一張畫的！（小代

舉手）喔！小代！ 

寶 T：謝謝小代！…給他一張貼紙，我喜歡這樣的孩子！…

真的貼好了還可以畫（圖 1），謝謝小代！（＞小代）

好棒！還要抱一下！寶老師讓你坐飛機喲！手打開！

抓住我喔！腳也要勾好！好！倒下去！手伸出來！

（寶 T 抓住小代的腰，小代做出飛機的姿勢，寶 T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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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海裡的魚（貼在工作袋

上的畫） 

1.第一次分享時的畫 

2.第三次分享時的畫 

 

寶老師會藉著畫面的修補

及追加，來提昇幼兒畫畫時

的認真態度。 

了兩三圈！大家驚呼！）我喜歡這樣的孩子，他這樣叫做環---保---！

好！開始畫！ 

小森：ㄤˊ！小代都有貼紙（小森在吃醋）！ 

寶 T：（笑！）我們問誰要舉手，你就不舉手啊（90102903觀）！ 

 
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特別強調活動後用具、場地的收拾清理「要

讓孩子自己動手（91031308寶觀訪）」。也因寶老師從幼兒小班起就積極培養他們

的自理能力，所以幼兒們不需老師太多提醒，就能馬上主動分工收拾完畢。 

此外，她會對一些畫畫時「隨便撇一撇就交差」的幼兒，藉著畫面的修

補及追加，請幼兒認真點。 

 
（小偉急著想把畫完成，以便趕快去玩具角玩，所以匆忙地完成後，就把畫

拿給寶老師看） 

寶 T＞小偉：（第一次分享）你有看過水草嗎（圖 1）？  

小偉：有！ 

寶 T＞小偉：它不是一條線的ㄟ！它應該有點像胖一點的葉子啊！你去試試

看！它會漂喔！它在水裡面會漂喔（小偉把作品拿回去修改）！ 

寶 T＞小偉：（第二次分享沒錄到音，但看見小偉又將畫拿回

去修改） 

寶 T＞小偉：（第三次分享，寶 T看了之後說）好了！可以去

貼了（圖 2）！  

寶 T＞我：已經畫成這樣了，沒辦法再叫他畫了，再畫下去… 

寶 T＞孩子們：畫好了要拿給我看哦！…顏色要慢慢塗，你

的工作袋才會漂亮（91061901觀察日誌）！ 

 
進行活動時，幼兒若顯得躁動、不專心，或是左顧右

盼地聊起天來，寶老師並不會直接指責，而是和顏悅色地

用稱讚、鼓勵的話語，來提升幼兒工作時的認真與專心，

這是寶老師處理幼兒常規問題的一貫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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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勞活動中，許多幼兒在聊天，沒認真畫畫） 

寶 T＞幼兒們：小偉很認真的在做，都沒有講一句話，所以他的畫都非常漂

亮！認真做的就非常漂亮！ 

寶 T＞第三桌幼兒：來！第三桌！你聽聽看！第二桌都沒有聲音！…（幼兒

們停止交談，但小森還在講話）（寶 T＞小森）你看小尹現在很棒，手

都沒有停ㄟ（91031202觀）！ 

 
總之，寶老師將每個幼兒都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疼愛，她也把班級當做一

個家在經營，希望大家能像家庭成員般地互助、友愛及相互尊重。她給予幼

兒的愛並非溺愛，而是期望在愛的環境中，培養出勇於認錯、誠實、負責任、

做事認真的幼兒，這種「嚴慈並重」的母愛，亦在美術表現活動中表露出來。 

 

（四）做媽媽有責任讓孩子表現得更好 

訪談中，寶老師說出她對幼兒美術表現的看法，她認為幼兒美術表現最

重要的目的，在於看幼兒自信地表現自我，而非技巧上的指導，也不應以「畫

得像不像」來評斷幼兒的作品表現。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然後把想法呈現出來！沒有所謂的對和錯，或是好

與不好，只要完成了就是對的，就是值得讚美（91031815寶訪談）！ 

 
「技巧」！說實在的，我們也沒辦法教，你教了他一筆，他還是那一筆，

真的！為什麼我們不敢教畫人，是怕他永遠都畫這樣子！所以我想讓孩子透

過自己的觀察，觀察得仔細，而且很有體會，他就會畫（91052110寶訪談）！ 

 
……老師規定要照著東西畫，孩子就要照規定畫出來，他那種想像就會

不見，如果畫得很像的話，那用照相機來照就好了嘛（91052107寶訪談）！ 

 

但在實際做法上，卻因認為自己是「媽媽」，有責任要讓孩子表現得更

好，會期望幼兒能針對她認為可以「再更好」的地方作修改，尤其是「形體

像不像」、「合於真實狀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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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品的幼兒，排著隊與寶老師分享） 

寶 T：（＞小偉）小鳥嘴巴是什麼形狀？長長尖尖的，還是…？小鳥怎麼沒

有穿衣服啊？好冷喔！鳥都有羽毛啊！我們看錄影帶都說鳥都有羽毛

（小偉拿回去修改）！……（＞小凡）你的鴿子在做什麼事？ 

小凡：牠們要去過冬！ 

寶 T：牠們要去哪裡過冬？ 

小凡：牠們要去南極過冬。 

寶 T：牠們要去南極過冬啊！？牠們要去南極喲？鴿子要過冬嗎？ 

另一位孩子：不用！ 

寶 T：鴿子冬天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好！那你覺得過冬的時候，怎麼還

會有太陽跟雲啊？ 

小凡：嘿嘿（不好意思的樣子）！ 

寶 T：ㄟ！所以他應該是去哪裡？ 

小凡：牠們要往那個公園飛去！ 

寶 T：哦！往公園飛去！ 

小凡：正要飛去！快要到公園了！ 

寶 T：可是你看喔！你看這個翅膀，跟你的這個翅膀，比比看（拿鳥類寫真

集中的圖片給小凡看，小凡說不一樣）！你看一層一層？而且有顏色

耶！幫牠穿漂亮的衣服！鴿子也是穿漂亮的衣服喲（90102602觀）！ 

 

因班上的美術表現活動是伴隨著方案活動而進行，所以幼兒多以方案探

究的內容作為表現的題材，例如上學期進行「動物」方案時，幼兒也以「動

物」做為各種繪畫、建造的主要表現內容；寶老師會期望幼兒能運用多元的

材料及表現技法來呈現對動物的認識，也就是會以真實的動物外觀及特徵，

來檢視幼兒的各種美術表現作品。 

 

寶 T＞小亞：（第一次分享）這隻是兔子嗎？ 

小亞：對！ 

寶 T：牠的腳呢？牠的尾巴呢？（小亞將畫拿回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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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佳//泡泡袋拓印畫─人 

  

寶老師尊重幼兒自選的表

現題材，但也會依物體的客

觀既定形象來檢視幼兒的

表現。圖中小佳的「人」是

在寶老師的幫助下，補印臉

上五官所完成。 

寶 T＞小亞：（第二次分享）ㄟ！對嘛！兔子就很活了！牠真的好像在跳耶

（讚美口吻）！嗯？螃蟹的腳在哪裡（小亞給螃蟹畫 4隻腳）？怎麼

沒有給牠腳呢？牠怎麼跑啊（笑）！你再去看一下水中國的書！看一

下螃蟹的腳！慢慢再看一下！小朋友來！螃蟹幾隻腳啊？ 

小代：8隻！ 

寶 T：那加上牠的大剪刀呢？ 

小代：9…10隻 

寶 T：耶！（小聲地＞小代）去告訴小亞！（小亞站在書櫃前，不曉得該看

哪一本書，聽小代說了之後，回座位修改）…… 

寶 T＞小亞：（第三次分享）這隻是螃蟹對不對？螃蟹幾隻腳啊？一邊幾隻？ 

小亞：4隻！ 

寶 T：4隻耶！你看小亞現在知道了耶（90102512觀）！ 

 
分享作品時，寶老師認為幼兒所表現的內容，應是他最喜愛、最熟悉的，

但幼兒無法清楚呈現物體的具體形象時，老師就會提醒他，再去觀察、看清

楚再畫！幾位觀察或表現能力較弱的幼兒，就常在老師的提醒下，添加物體

「既定形象」中所遺漏的部分。 

 

寶 T：這是什麼？ 

小佳：是人（臉的部分只用一個圓圈表示） 

寶 T：要畫人就要有眼睛、鼻子、嘴巴，否則好可惜喲！（神

情顯得有點激動！請小佳畫臉上五官，老師幫忙在臉

的部分再拓印一次）（圖 1） 

（貝老師回教室看作品時，寶老師將剛剛的過程說了一次，

可見老師很在乎） 

寶 T＞我：他說是畫人，但怎麼人的眼睛、鼻子、嘴巴、頭

髮什麼都沒有？只好幫他對好再印一次（笑）！…因

為我不知道他這個是什麼啊？人？怎麼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圓的頭，如果你說魚，我還可以接受（笑）！

（轉頭看小遙作品）小遙！在哪裡？你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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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糊畫 

 

寶老師認為「指糊畫」是

讓一些自信心不夠幼兒敢

放得開的好活動。所以在美

勞活動時間，經常安排這種

活動。尤其是在進行「彩虹」

方案時，不但可以提升幼兒

的自信心，又可以欣賞顏色

的變化趣味。 

小遙：小蜜蜂 

寶 T：小蜜蜂啊！這樣就很清楚了（91040902觀）！ 

 

訪談時，寶老師無法清楚說明請幼兒修改作品的目的（91031816 寶訪）。

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除了因她認為繪畫與建造必須是呈現方案探究的

真實狀況外，也受到她認為自己是個媽媽，要讓孩子表現得更好的責任心所

驅使。 

 
二、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 

 
學期末時，大鳥歐利班的幼兒們都會帶滿滿一、兩大袋的美術作品回家。

幼兒會有如此豐富的表現，主要原因在於寶、貝老師都認為美術表現是幼兒

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表達方式，特別是寶老師，認為美術表現是看見幼兒

想法和經驗的重要媒介，所以「反正一個活動後，就會讓孩子畫出他們的經驗及想

法……就是各種呈現想法的方法（910614011寶觀訪）。」這也是班上幼兒呈現多元、

豐富美術作品的主要緣故。 

對寶老師而言，美術表現是建立孩子自信心的重要方

式、是瞭解幼兒想法最直接的方式、更是幼兒呈現方案探

究經驗、彼此溝通的重要媒介。而她也強調老師要提供豐

富的生活經驗，促使幼兒有精采的美術表現。 

 

（一）美術表現是孩子建立自信心的重要媒介 

寶老師相當強調幼兒自信心的建立，她認為「孩子在畫

畫時敢下手、敢畫就相當棒了！重點並不在於畫得好不好或是畫些

什麼！而是要看他有自信地呈現（90092001寶觀訪）！」在美勞活

動中，她常藉由在大型塑膠布上玩指糊畫（圖 1）、水彩塗

鴉等活動，讓自信心不足、受拘束的幼兒比較敢放得開。

她也認為當幼兒運用自己的能力，透過繪畫或是建造將內

心想法具體呈現時，帶給幼兒的是無比的自信及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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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石//魟魚立體造型 

2.小森//校園寫生 

3.小夢//校園寫生 

 

寶老師認為幼兒要有深刻

的體驗及感受，才能畫出

具有動感、看起來很傳

神、很有自信的作品，她

喜歡用「畫得很活」來稱

讚幼兒的美術表現。 

寶：今天我就很感動！你知道小石是很安靜的孩子，他畫了一

隻魟魚，我對他說：你畫的很棒！如果它變成立體的會更

棒喔！就請他到資源回收區找找看！他找了材料做成功了

耶！他好高興！好有成就感！非常投入在自己創作裡面，

我們不要說他做得好不好、像不像！他有這種精神我就覺

得值得鼓勵了！因為他…應該說是個很內向、很膽小的孩

子，他有動機想呈現自己的東西，那就很好啊！表示他選

對了（圖 1）！ 

我：所以像這樣的活動，並不是只有訓練手眼協調那種功能而

已，它的目的應該不止於此… 

寶：應該還有他自己想法的呈現！…還有成就感與自信！對！

我覺得那種自信是要靠自己培養起來的，你有辦法培養他

的自信嗎？真的沒有辦法！要靠他自己（90110611寶訪）！ 

 
寶老師喜歡用「畫得很活！」來稱讚幼兒表現得很有自

信的作品（圖 2-3），在幼兒進行美術表現時，也常用「只要是

你畫的，老師都覺得很棒（90121305 觀）！」等話語來鼓勵幼兒

盡情表現！ 

 
（寶老師和「水中國」幼兒正在討論用牙籤和蓪草來做珊瑚） 

寶 T：寶貝！用牙籤試試看！用牙籤穿（蓪草），另一頭可以怎麼樣？……

小齊也來試試看！ 

小齊：我知道了！可以插在旁邊一直插！ 

寶 T：耶！你知道了！好像一顆什麼？ 

小齊：珊瑚！…下面再用一個底盤，就會長了啊！可以插在很多地方！ 

寶 T：這個（原先作好的珊瑚）不要去動它，我們另外可以再變！你看！它

可以這樣（插），ㄟ？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珊瑚啊？…… 

……（小齊拿他做的珊瑚模型來給寶 T看！） 

寶 T：哇！好漂亮！哥哥！你想要放在哪裡？還要再增加嗎？（小齊點頭！）

好！再去加油！想要怎麼變就怎麼變！你做的珊瑚都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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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希、小瑛//珊瑚 

2.小齊//珊瑚 

 

幼兒進行模型建造時，不僅

具體呈現內心想法，而且也

讓幼兒感到成就感。這就是

寶老師重視建造活動的最

主要原因。 

……（小齊回水中國繼續完成珊瑚模型（圖 1-2），再次拿去

給寶老師看！） 

寶 T：哇（讚美的口吻）！這珊瑚越來越美了耶！ 

小齊：這是我的珊瑚ㄟ（表情很興奮、很有成就感）（90110207

觀）！ 

 

在寶老師充滿關愛的鼓勵下，幼兒專注於手中的創

作，也從他們的神情中看見滿滿的自信！ 

 

（二）繪畫是瞭解孩子想法最直接的方法 

寶老師認為畫畫是瞭解幼兒想法「最直接的方法

（90121913寶訪）」，尤其當幼兒尚無法運用文字表達想法，

除了口語表達外，寶老師認為繪畫是幼兒用來呈現經驗、想法的最佳管道。 

大鳥歐利幼兒們在進行各種戶外教學、園內舉行的大型活動、乃至教

室內影片欣賞、圖書欣賞…等等過後，寶老師皆會安排繪畫來讓幼兒將經

驗呈現出來，之後老師再藉著畫面的仔細觀察，瞭解幼兒的想法。特別是

在方案探究中，就常在戶外實地調查、影片欣賞等觀察活動過後，藉由繪

畫讓幼兒呈現觀察到的內容。 

 
讓孩子把看到的影像畫下來，是我們欣賞錄影帶的重點，當然也可以知

道孩子吸收了多少，對哪些有興趣、哪些是孩子較忽略的（901025寶日誌）。 

 
參觀海洋館時，孩子帶去的筆記本和筆，可以把看到的畫下來，回到學

校，可以分享，一舉兩得，真好！……孩子要用心去體會，除了看、說之外，

畫下來是最重要的，放在腦海中，一輩子也無法抹滅吧（901019寶日誌）！ 

 
寶老師藉由觀察幼兒所繪圖象，瞭解幼兒方案探究時關注的焦點，並

在教學日誌上記錄幼兒的表現，成為老師思考方案深入延續的依據。 

 
從孩子的畫，可以知道孩子對地底下動物的家比較清楚，例如：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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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文//我的爸爸 

4.小萍//我的爸爸 

 

分享時，寶老師會就幼兒所

畫的內容來與幼兒對談，藉

著圖象了解幼兒的假日生

活經驗或是對一些事物的

看法。 

1.小代//螞蟻的家 

2.小萍//啄木鳥、兔子的家 

 

寶老師認為「繪畫」是瞭

解幼兒想法最直接的方

式，所以各種活動後都會安

排繪畫活動。特別是在方案

探究時，繪畫成為老師評量

幼兒學習成果的依據之一。

兔子、蛇、老鼠（圖 1）；而樹上小動物的家是鳥、昆蟲等（圖

2）。水中動物的家則以石縫、珊瑚……等，也是孩子熟悉的

（901205寶日誌）。 

 
此外，在假日分享活動中，寶老師也會藉由繪畫讓幼

兒呈現假日經驗或是對特殊事件的看法。 

 

大班的孩子只要讓他們看過、玩過、親身經驗過，就能

用圖畫來呈現所見所聞，如運動會，孩子就畫得唯妙唯肖，

真不簡單（901029寶教學日誌）！ 

 

假日分享，就是他能跟其他孩子們一起分享：我去哪裡

玩、我的快樂、什麼對我來說印象比較深刻…也就是讓孩子

把心裡想要說的話，用圖畫表示出來（91052101寶訪）！ 

 

當寶老師與幼兒分享假日分享畫時，她會透過畫面內容來和幼兒交談，

並將幼兒所說的話，猶如旁白般地記錄在畫面旁邊。 

 

寶 T：那這張呢（圖 3）？ 

小文：這張是我和爸比在看電視，他有靠枕頭，我沒有！ 

寶 T：喔（笑）！為什麼要有枕頭？那就是在床舖上嘍？那

在幹什麼呢？ 

小文：爸比在看電視，我也要看電視！但是他有枕頭，但是

我沒有！ 

寶 T：喔！有枕頭靠著！…那就是爸爸和你在床上一起看電

視嘍！ 

小文：嗯！（寶 T在旁註解著） 

寶 T：那這張呢？ 

小文：這張是爸比幫我洗澡！ 

寶 T：哦（驚訝的口吻）！哎喲！爸爸真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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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媃：我爸爸也是！ 

貝 T（＞寶 T）：小媃爸爸幫他洗澡那張也好精采（貝 T正在分享小媃的畫）！ 

寶 T（＞貝 T）：哈----！還有一個坐在馬桶上面嗯嗯的！哈---！是一面坐馬

桶，一面看報紙！小萍的（上頁圖 4）！我寫的很文雅「一邊上廁所、

一邊看書」，他是說「在嗯---嗯---」（笑）（90112701觀）！ 

 

因為要分享深刻的經驗，所以寶老師會詳加詢問畫面上人物、動作、情

景等所呈現的意義，透過對談瞭解幼兒假日生活經驗，寶老師猶如一位忠實

的觀眾，藉著圖象欣賞幼兒日常生活中精采的演出。 

 
（三）方案中的建造是孩子呈現探究經驗的重要媒介 

過去快樂幼稚園進行方案探究時，常是以建造「大情境」做為呈現方式，

幼兒們會運用整個教室空間，依著方案的探究，逐漸發展出各種情境來。寶

老師認為幼兒主動探究的能力，最容易表現在方案的大情境建造上。他也認

為如果從小班就開始培養幼兒的基本造型能力，大班時老師只要準備豐富的

資源及材料，「孩子的能力夠自己來呈現了（92052803寶訪）！」 

 

寶：我們沒有在培養耶，孩子自發就已經做（建造）出來了，就是我（幼兒）

今天有這個構想，我就去把它畫下來，之後我要去做！這是自發的… 

我：老師的角色是… 

寶：老師只是提醒他們…稍微點一下而已，老師只是站在協助的立場而已！

協助的立場就是說提醒一下什麼地方還可以再更好？或是孩子透過孩

子們自己來告訴他們。老師有時會幫助那些比較內向的孩子啦！幫他們

加一點點油！…有的孩子像小希你想要去幫他，他根本也不需要你，他

真的是自發的學習……你要允許他有想法的呈現，可以自由發表意

見。……我覺得不用去 pushㄟ…要 push的孩子可能就是發展算是比較

慢的。你可以發現，孩子有興趣時會有自發的動力，一直呈現他想要展

現的東西（90110615寶訪）。 

 
因為建造活動是為幼兒呈現探究經驗、概念的重要媒介，所以寶老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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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水中國初次模型建造，所有的水中生物都安置在藍色海底上。下方白色圓柱造型，是小希運用廢紙所做出

的海豚身體（尚未完成）。 

2.重新建造有著海底、海中、海面的海洋世界模型。跳躍在海面上的海豚，是小希依調查所得概念重新設計、

縫製而成。 

從「水中國」前、後兩次的模型建造，可以看見幼兒經由方案的調查活動，對主題動物的外型、特徵及生

活型態有了更深入的探究。 

在建造當中，細心地觀察幼兒缺少什麼，思考還可以提供什麼，希望藉由老

師提供的豐富材料及資源，激發幼兒主動探究、主動呈現想法的動力。 

然而上學期新園長就任後，期望方案探究除了有「具象」的建造活動外，

希望引導孩子能有「非具像」的，像是音樂、戲劇等成果展現（90092001觀）。

所以這學期刻意不往大情境建造來發展，但幼兒卻又積極希望以建造來呈

現，所以規模較小的「模型建造」也就蘊育而生。從這裡也看得出來，寶老

師雖然在意園方的要求，卻也十分重視幼兒的意見及想法，最後還是依照幼

兒的意願往建造活動方向來發展，其中也產生一段寶老師教學意象運作時，

面臨問題的調適過程，將在第四節再深入探討。 

在「動物」方案中，可從模型設計、建造過程，呈現幼兒對研究主題的

深入探索。就像「水中國」前、後兩次的模型建造，看見幼兒經由方案的調

查活動，對主題動物的外型、特徵及生活型態有了更深入的探究（圖 1-2）。 

 
（「水中國」幼兒一邊拆除舊模型，一邊討論新模型的設計圖） 

小希：我又有問題了！有些魚不是在海底的，我們把牠放在海底不是有一點

怪（舊模型中魚全躺在海底）？ 

寶 T：我就是要跟你們討論啊！是不是魚都在海底？ 

小希：可以掛在（海面）下面！ 

寶 T：喔！可以掛在下面？ㄟ！那海的上面有什麼東西？ 

小希、小亦：魚！海豚也可以跳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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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希//石頭魚 

 

寶老師期望幼兒本著實驗

精神，嘗試解決造型時面臨

的種種問題。 

小希：青蛙不是在海裡的！……海底下面是沙灘嗎？ 

寶 T：海底是沙灘嗎？剛才我們看到海底是什麼？ 

小希：岩石！那…這個海底要搬走，海底就不是藍色的啊！ 

寶 T：海底要搬走？對啊！海底要搬走了！ 

小希：那是什麼顏色也沒看清楚啊！ 

寶 T：沒關係，老師的書再給你們看一下……（90102605觀）！ 

 
寶老師認為方案強調幼兒問題解決能力的運用，所以建造過程中，當幼

兒遇到材料或造型問題時，她也多採用引導探索的對話，期望幼兒本著「實

驗」的精神，主動想辦法解決問題。 

 

（小希找了幾塊石頭拼成魚造型（圖 1），但石頭黏不起來，

小希正和寶 T討論如何固定！） 

寶 T：……再試試看！ 

小希：那這樣子碰太細了（黏合處太少）！不行啊！  

寶 T：哦！那這個（石頭）為什麼可以？ 

小希：因為這個扁扁的，可以壓在底下啊！ 

寶 T：哦！怎麼辦？你用白膠黏的嗎？（小希點頭）（＞其他孩子們：）你

們用了白膠之後可以馬上動嗎？ 

孩子們：不行！要過好幾天才可以動！ 

寶 T：你要不要再去試看看？…實驗看看嘛！這個就叫實驗！ 

小希：如果再不行，就要找一條一條的東西（熱融槍）來黏嗎？ 

寶 T：喔！我也不知道耶！我們到時候再試試看好了（90110601觀）！ 

 

在寶老師的支援、鼓勵及協助下，幼兒一一解決造型表現上的問題，將

內心想法具體呈現。當幼兒看著自己親手製作的模型，臉上是滿滿的自信及

成就感！這也是寶老師期望藉由建造活動，培養幼兒自信心的主要原因。 

 
（四）藉由「邊畫邊說」，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 

方案探究時，寶老師會運用小組畫設計圖的方式，促進幼兒之間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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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水中生物悠游海中，海

面上有一隻跳躍的海豚 

2.下//有著各種海底生物及岩

石的海底， 

3.「水中國」幼兒投入在小組

討論中，以合作畫方式，繪

製建造設計圖（全開） 

 

寶老師鼓勵小組幼兒以「邊

畫邊說」方式繪製設計圖，

共同討論方案發展計畫。

論，藉此構想各小組未來呈現的方向。在進行「動物」方案時，各小組計畫

以模型建造或是戲劇表演來呈現研究結果時，也會畫設計圖先進行「沙盤推

演」。就像「水中國」幼兒進行小組討論時，就在老師從旁引導下，幼兒們

相互討論著如何將想法中的海洋世界呈現在畫紙上。 

 
小瑛：下面﹙這張紙﹚是我們要做的海底 

寶 T：可是我們圖畫紙這樣放的話，這個是下面的話… 

小亦：這張是上面（圖 1），這張是下面（圖 2）！ 

寶 T：OK！好！這上面有什麼東西？這下面有什麼東西？ 

小均：上面有什麼啊？ 

寶 T：上面是什麼？等一下！還不太清楚是不是？上面到底

在哪裡？ 

小瑛：這裡（用手指出，但有的孩子還不大清楚）！ 

小希：我們都坐這個方向就可以啦！ 

寶 T：都坐這個方向？是不是？好！（大家確定好方向後）

你看喔！剛剛我們討論海底有些什麼東西？（寶 T 再

拿出「神秘的海洋」一書來和孩子討論，孩子說有尖

尖的、圓頂的、各種高高低低的山。之後孩子說著自

己要畫什麼，便開始動手畫）（90102606觀）！ 

 
平日幼兒們畫一張大畫紙時，常是各據一方隨意塗鴉，但此時的設計圖

則是有共識地合作構思（圖 3），藉著彼此的討論，將水中世界景象具體表現，

呈現出有著海底、海中及海面情景的設計圖！ 

此外，寶老師也在假日分享活動中，改變大型團討的分享方式，嘗試以

小組「邊畫邊說」方式，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及分享。就像在一次的小組分

享中，寶老師請該週有特殊經驗的幼兒當「小組主人」，拿著畫紙一邊畫、

一邊向小組成員述說他的假日經驗；也就是除了用口述的分享方式，還加上

圖畫的「邊畫邊說」來進行，老師發現如此將能促進幼兒之間的互動及討論！  

 

剛好一個這樣的念頭進來，因為孩子也沒有去過，所以也就不會那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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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代//玩雲霄飛車 

2.小石//到醫院看生病的外公

 

寶老師鼓勵幼兒以「邊畫邊

說」方式進行假日分享活

動，「畫」與「說」相輔相

成，不僅讓幼兒表達得更清

楚，而且也幫助幼兒進行有

意義的討論。 

 

入！我就想說，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試試看！而且又只有兩三個人看他畫，效

果還不錯耶！而且我們不是請主角出來講，是請看的人出來介紹主角畫的是

什麼？孩子們才會蠻投入地看，也真正知道他去哪裡玩！是這樣的一個方

式，慢慢的也可以演變成一個故事的模樣！對！自己也滿高興的(哈哈) ！貝

老師說！ㄟ？你是什麼時候想到的？我說：好像就一個念頭閃進來而已(哈

哈)！這樣孩子的興趣也就更大了（90121201寶訪）！  

 

「邊畫邊說」的方式，讓分享經驗的幼兒因圖象的輔

助而能更清楚地表達（圖 1），例如：平常很少在眾人面

前發表的小石，就藉著他所畫的圖象，讓大家知道他星

期日是到醫院看生病的外公（圖 2）；對於聽分享的幼兒

而言，也因有圖象而更能專心地參與，甚至在之後的團

體分享中，也能如數家珍地分享其他幼兒的假日經驗，

就好像自己也曾親身參與。 

 

可以從與其他孩子對談中，刺激孩子的畫，其他的孩

子也有很好的參與感，自己好像和主角一樣，一起去旅遊，

融入在圖畫當中。來聽分享者也會給主角（畫者）加添意

見，畫者也欣然接受，互動良好。假日分享脫離往日用口

述的方式，改由「畫」的方式進行，孩子可以從圖畫中分

享，很有參與感，藉著圖畫呈現，不僅一目了然，也有身

歷其境的感覺（901203寶日誌）。 

 

幼兒因假日分享方式改變而有著更多的互動，寶老師感到十分高興，也

發現討論時圖象的輔助說明，對於幼兒之間的討論有著莫大的幫助。後續的

假日分享就讓幼兒藉著各種「邊畫邊說」的方式進行討論，這不僅產生一段

假日分享轉變歷程外，也證實圖象可以成為幼兒之間溝通、討論的媒介。 

 
（五）老師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促使孩子有精采的美術表現 

寶老師認為豐富的生活經驗，是幼兒有精采美術表現的主要原因。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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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色彩體驗活動： 

1.水彩拓印 

2.水彩塗鴉 

3.牙刷噴畫 

 

在「彩虹」方案中，寶老師

規劃許多有趣的色彩體驗

活動，讓幼兒深入探索色彩

的特性。 

在幼兒的日常生活中，她會配合著幼兒方案探究的興趣及需求，提供各種資

源，像是戶外參訪、動物飼養觀察、錄影帶欣賞…等，擴充幼兒的學習視野

及探究興趣。幼兒也因親身的探索及體驗，而能藉著美術表現呈現多采多姿

的經驗及感受。 

就像在「彩虹」方案進行初期，幼兒在寶老師提供的豐富資源下，不僅

深入探究色彩、光影的種種現象，亦在美術表現中，親身體驗色彩、光影之

美，擴展美的知覺（圖 1-3）。如同寶老師所說：「我們的四週到處都有彩虹，讓孩

子透過玩、操作、實驗，孩子會找到自己的彩虹（910311寶日誌）」。 

 

（到戶外觀察校園裡的色彩） 

寶 T：……要用你的小眼睛當攝影機，拍拍拍！拍回來告訴

我，你們看到一些什麼喔！……大家來草地上看一

看！距離遠一點看！距離近一點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校園裡，什麼顏色是最多的啊？自己去找找

看！……現在看的是彩色的世界耶！可以看看樹上面

的顏色！ 

孩子：綠色和黃色！ 

寶 T：每一個樹都不一樣ㄟ！我們這裡不只有一顆樹！非常

多的樹喔！…要注意「光線」喔！同樣是樹，為什麼

有的顏色會不一樣（91031207觀）？ 

 

配合著色彩觀察活動，寶老師也規劃許多色彩體驗遊

戲，幼兒親身體驗色彩之美，並從中體驗諸如「漸層」、「對

比」、「和諧」等美的形式原理。 

 

寶 T：……我們找了很多葉子，讓你們來摸一摸，觀察一下…

還要請你們把它變---很漂亮的東西！你看喔！如果葉

子全部都是綠色的好不好看？ 

孩子們：不好看！ 

寶 T：為什麼不好看？（孩子們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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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3.小夢//水彩拓印                4.小森//水彩拓印                 5.幼兒們玩葉子拓印（全開） 

6.      7.    8.   9.  

6.小尹//彩虹眼鏡     7-8.黑城堡裡，幼兒用手電筒照射小尹的彩虹眼鏡，投射出如彩虹般的光影   9.小代//彩色框 

 

「彩虹」方案中，寶老師鼓勵幼兒在豐富的色彩、光影體驗遊戲當中，「找到自己的彩虹」。 

 

1-2.//花草拼貼遊戲 

 

幼兒在寶老師安排的色彩

遊戲當中，體會美的形式

原理。 

小希：太單調了！ 

寶 T：太單調了！喔？什麼叫「單調」！ 

小涓：只有一種顏色！ 

寶 T：只有一種顏色！你們覺得只有樹葉顏色太單調了！如

果…把你們撿來的花…（放在樹葉上）（圖 1-2） 

小夢：哇！好可愛喲（以相當嬌柔的口吻說出）！ 

小均：很漂亮！（孩子們紛紛說好漂亮喲！相當興奮！） 

小傑：好像新娘拿的花（90031306觀察日誌）！ 

 

各種色彩體驗遊戲中，幼兒除了用三原色顏料，自行

調配出所要之顏色外，也盡情揮灑著畫筆，展現猶如西洋

畫家 Pollock的抽象表現作品（圖 3-5）。 

而光影的種種實驗，也在黑城堡探險中展開，幼兒發

現用玻璃紙矇在臉上看世界，會有不同的發現，進而引發設計、製作「彩虹

眼鏡」的動機，並戴著它體驗色彩變化現象（圖 6）。探索過程中，當手電筒

的光透過小尹的彩虹眼鏡，在黑城堡的天花板映出彩虹般的光影時，幼兒們

都雀躍不已，直呼「找到彩虹了」（圖 7-8）！之後再次發揮創意，延伸製作

加大型的「彩色框」（圖 9），展示在窗台及黑城堡裡。這一段「彩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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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印證著幼兒的精采美術表現，是需要老師提供豐富的探索情境及資源

做為前提的。 

 

三、基本能力是關鍵 

 
寶老師在經營學習情境時，特別著重於培養幼兒的各種基本能力，諸如

剪、黏、撕、摺等基本造型能力，以及生活自理、運動技能、發表、與他人

和諧互動、觀察、問題解決…等等能力。她期望幼兒在老師規劃的遊戲情境

中，逐步建立各種基本能力。 

 
我們在走主題（方案）的時候，也有考慮過──因為你小班剛進來，什

麼都不會，一片白紙對不對？他的基本的能力、他的思考、他的基本技能，

他的生活自理這些基本的都需要教，而且重複過很多次之後，他才可能比較

熟練。拿穿脫衣服來講好了，你要教他一個方式妳就不用每個人都幫他穿，

你要整個教到他完全熟練！像剪刀也是，來學校時你就這樣一個一個教……

還有很多孩子他怕漿糊，因為軟軟又濕濕的，所以他會害怕，妳就要讓他去

玩、用遊戲的方式來嘗試的話，他比較能夠有好感（91010506寶訪）。 

 

寶老師認為基本能力是幼兒「最原始的自信（92052809寶訪）」，擁有這些能

力後，幼兒做起事來就會有自信、才「站得起來、站得穩」。從小班下學期

以來的星期一大掃除、每位幼兒輪流當各桌小組長、或是東西打翻要自己處

理…等，都是為了要培養幼兒的生活自理能力；而平日的一些遊戲或是體能

活動，例如：拼七巧板、投籃、搖呼拉圈、跳繩…等，並非只是幼兒隨性地

玩玩而已，而是老師提供機會，讓幼兒有計畫地、持之以恆的練習並「玩出

自信」。至於剪、黏、撕、摺…等基本造型能力，那更是幼兒日常生活必備

的操作能力，所以寶老師特別的注重，並藉由美勞活動的進行，積極培養幼

兒的操作能力。 

 
（一）循序漸進培養基本造型能力 

「美勞活動」多由寶老師所設計，活動中可以明顯看出，她致力於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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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萍//色紙貼畫 

4.小亦//色紙剪貼畫 

 

寶老師會視幼兒能力的發

展情形，設計合宜的美勞活

動。 

1.小森//彩虹塗 

2.小代//彩虹貼畫 

 

「彩虹塗」、「彩虹貼畫」

是寶老師最喜歡用來培養

幼兒造型基本能力的美勞

活動，從小班開始就藉著這

種畫的製作，讓幼兒慢慢練

習塗色、線畫、剪、貼⋯等

技能。 

漸進培養幼兒的基本造型能力。從小班幼兒適應團體生活

後，就配合著自理能力的培養，提供多樣的材料，讓幼兒

在遊戲的過程中，奠定剪、黏、撕、摺…等基本操作能力。

寶老師認為美勞活動是幼兒重複練習這些日常生活重要

技能的最佳管道，所以常花心思設計有趣的美勞活動，讓

幼兒在遊戲的氣氛中，奠定穩固的操作能力（圖 1-2）。 

 
小班時，在他的技能方面，你沒有給他很多機會來操作，

到中班、大班，他不會了！而且越大不會他就越不敢嘗試、

不知道很多東西是可以變化的！……如果從小班、中班已經

培養好的話，大班的時候……基本技能應該運用的更靈活

了！小班就開始拿剪刀了，廢物工也慢慢教，中班大班就可

以用很多東西來組合，只看你材料提供的夠不夠？你只要東

西放在那裡，他們就會去變出來了！說到老師（角色）的話，

小班的話，你一個人只能帶兩三個人，大班就不用帶了！孩

子的能力夠自己來呈現了（92052803寶訪）！ 

 
寶老師認為依循幼兒的發展，提供合宜的操作經驗是

相當重要的，所以設計美勞活動時，會評估幼兒能力發展

情形，作為設計活動的依據。就拿剪貼畫來說，上學期的

剪貼畫所用的色紙，是老師事先準備好的各種大小形狀的

紙片（圖 3）（90100201 觀），但下學期時，寶老師就要求幼

兒自己剪形狀、配色及設計圖案（圖 4）（91031201 觀），她

認為幼兒基本造型奠定穩固後，才能運用這些造型能力來

發揮個人創意。 

 

小班當然都是做好一個框框，你把色紙貼上去就好，可

是大班不一樣，從頭到尾你都要自己來動手。如果之前經驗

夠，他就會知道可以怎樣去做！當他會這個方法時，他就可

以運用它來呈現創意了啊（91031811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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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夢//高麗菜葉拓印  

2.小苓//高麗菜葉拓印 

 

美勞活動多由寶老師設

計，她期盼幼兒在「遊戲」

的情境中，因材料、技法的

熟悉，進而產生自己的創

意。就像菜葉拓印，後續的

幼兒，就能發現不同的玩

法，而較先玩的幼兒有更多

的創意變化。 

 
寶老師說下星期孩子要做工作袋，他提到中、小班時孩子是依照老師教

的用窗花、捲爆竹的方式來裝飾，現在大班了，希望孩子能發揮創意來設計，

她還要再跟孩子討論如何設計（90123101觀）。 

 
此外，也因快樂幼稚園的方案活動，多以大情境建造做為幼兒方案探

究成果的呈現方式，寶老師認為幼兒若能擁有基本造型能力，將有助於幼

兒在方案探究中，藉著繪畫及建造活動來呈現自己的想法，所以更加強調

幼兒基本造型能力的培養，以便幼兒在方案探究中有足夠的動手能力將想

法具體呈現，而這也是孩子自信的展現！ 

 
（二）提供多樣化的造型材料及操作機會 

寶老師認為提供多樣化的造型材料，讓幼兒親身體驗，將有助於奠定幼

兒的基本造型能力，所以她不斷地花心思，從生活中找尋各種材料，像是泡

泡袋，牙刷，撿來的花草、以及資源回收區的各種回收物…等等，好讓幼兒

「動手玩創意」！ 

 
有的東西很容易舉手可得，卻不會去運用，我就想可以

拿來怎麼玩，忽然有這樣的靈感！我只是想拿給孩子，看可

以玩出什麼花樣？其實孩子的想法比老師還靈活，孩子可以

有自己的想法，再加上創意（91052106寶訪）！ 

 

就是玩哪！讓孩子很隨性的玩，但不能離開我規定的這

樣子。譬如今天要來玩拓菜葉（圖 1-2），就可以先來觸摸這

個葉片，之後再把它拓印下來，是這樣子玩。後面的孩子就

變得不一樣，整片葉子分了許多顏色！剛開始玩的孩子，可

能單一顏色，後面的孩子越喜歡把所有顏色都加上去，就有

變化了！其實這就是玩，孩子自己去發現可以有什麼變化

（91031819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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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森//鳥 

2.小齊//海底生物 

3.小亦//飛魚 

4.小瑛//水草 

5.小均//大象 

 

寶老師鼓勵幼兒主動尋找

各種材料來製作模型。 

在進行方案建造活動時，寶、貝老師鼓勵幼兒尋找合

適的材料，呈現自己的想法。為增加幼兒材料的應用能

力，寶老師除了藉由美勞活動介紹材料外，平日也常找機

會介紹教室美勞角的材料、積木、益智玩具，以及資源回

收區的各種回收物（圖 1-5）。 

 

寶 T：昨天看到孩子（用百利智慧片）做的，實在太棒了！ 

孩子們：雨傘！好像是雨傘喔？本來就是雨傘啊！ 

寶 T：你們一猜就知道，誰做的？（小杰舉手）小杰！你為

什麼會做這個？ 

小杰：假裝下雨的時候可以弄 

寶 T：假裝下雨的時候？哪一種昆蟲可以躲在裡面？ 

孩子們（搶著講）：小螞蟻、蟑螂、瓢蟲、獨腳仙 

寶 T：……你看我們的玩具也可以讓蟲蟲…可以幹什麼？ 

孩子：擋太陽…下雨天的時候用！ 

寶 T：喔！擋太陽、下雨時用，我們可以來研究。（接著介紹

其他孩子的作品）他們給你們一個 idea，什麼是

idea？…idea就是給你們一個想法，可以用玩具來變變

變！哪些東西是用過，可是還可以再用的？…（陸續

拿出許多種材料如吸管、布丁湯匙、紙便當盒等讓孩

子想一想可以做什麼（90100404觀）。 

 

介紹各種材料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幼兒藉由建造活動

來呈現主題的認知，而這也考驗著幼兒對材料的認識，所

以老師會在建造活動前，向幼兒介紹教室中可運用的各種材料，就像寶老師

所說「其實很多東西都隨手可得，希望孩子都能拿來變變看（90110602寶觀訪）！」 

 

我給你東西讓你去玩，我們也不能跟你講怎麼玩啊！講了我覺得好像變

成規定了，我不喜歡這樣子，我就是給你東西，你自己去玩，看你玩出什麼

花樣（91031819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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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工活動 

2.小亦//木工作品 

 

美勞活動中，寶老師會給予

適切的操作技巧說明，讓幼

兒更能勇於嘗試。 

 
除了提供多樣化的美術材料外，寶老師也會在活動前給

予適切的操作技巧引導，以便幼兒掌握操作要領，減少幼兒

因不熟悉而產生排斥感（圖 1-2）。 
 
寶 T：（示範摺紙方法時）有人告訴我不知道怎麼摺？來！我會

告訴你怎麼摺！看喲！摺一半時，這裡有一條線對不

對？這手一定要當壓路機！把它壓平平！線才會清楚

喲！這邊有一個門！摺一下！好！再來！又有一條

線！…再來一個門！哇！總共幾個門啊（90102510觀）？ 

 

小杰：（木工活動時）寶老師！釘子為什麼一直走？ 

寶Ｔ：喔！這樣子，釘子就不會動了！老師教你！這個要抓到這邊來，才有

力氣（指導孩子鎚子柄要握前面一點）！稍微用力一點！頭跟頭一起

敲很好！要看著自己的手，看別的地方，會敲到自己的手喔！…… 

（小杰很認真地釘，當他釘很多時，高興地拿給老師看！） 

寶Ｔ：不錯喲！釘子都沒有軟掉！很棒！稍微用力一點，加油！可以拿橡皮

筋來試試看！…ㄟ？還可以變什麼形狀呢？可以一面釘、一面放（橡

皮筋）！看變什麼東西？…哇！斷了！沒關係，再來（90110104觀）！ 

 
當幼兒著手於造型體驗時，合宜的技巧引導，有助於幼兒更深刻地探

索，就像在色彩體驗遊戲中，寶老師發現幼兒玩了一段時間，仍侷限在單一

原色的塗抹，尚不能發現可以將原色混色，老師適切的一句話，頓時點醒各

位小畫家，進而引發更多的可能性。 

 

寶 T：（相當愉悅的表情及動作）還可以怎麼樣？彩虹是怎麼樣子？我都沒

有看到彩虹，我只有看到顏色！彩虹在哪裡？…只能用一隻手嗎？ 

孩子：兩隻 

寶 T：只能用兩隻手嗎？ 

小均：也可以用腳嗎？ 

寶 T：你可以試試看啊！…可以用手指、手掌試試看！…也可以刷油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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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均//彩虹眼鏡 

2.小尹//彩虹眼鏡 

 

寶老師相當關注班上幾個

基本能力較弱的幼兒，會給

予他們更多的指導。大部分

幼兒完成彩虹眼鏡後，寶老

師把幾個基本能力較弱的

幼兒集合起來，一個一個指

導，讓這幾位幼兒親手完成

自己的彩虹眼鏡。 

方式）試試看！ㄟ？顏色不一樣了耶！變什麼色了？ 

孩子：咖啡色！咖啡色了耶（看見混色，混出不同於原色的顏色，興奮大叫）！ 

寶 T：為什麼我沒有給你們這麼多顏色，但是彩虹都跑到我們的教室來？太

漂亮了！現在你是用五個手指頭對不對？你用一個手指頭畫畫看！…

ㄟ？不一樣了？天空的烏雲來了，還是彩虹來了？…YA！你看！這個

很漂亮！…哇！趕快再變！…要變得跟人家不一樣喔！ 

小均：好像在上畫畫課喲！ 

小尹：好多顏色！好漂亮喔（興奮地一直喊著）（91031309觀）！ 

 

色彩體驗遊戲中，老師並不是直接告訴幼兒，黃色加藍色就會出現綠

色，而是在活動中「提供合宜的材料」，對話當中適時地「鼓勵」、「提問」

與「提示」，讓幼兒自己在親身嘗試中，體驗色彩的變化。這也印證寶老師

常說的一句話：「要讓幼兒在多元的材料中，玩出自己的智慧」。 

 
（三）給予基本能力較弱孩子更多的指導與等待 

寶老師始終認為幼兒擁有基本能力就是擁有自信，而且「孩子的自信心夠

了，什麼都不是問題（92052812 寶訪）！」上學期初從別班或是其他園所轉進來

的幼兒卻顯得能力較弱、自信心不足，寶老師認為這是因

為這幾位幼兒小、中班不是他帶的，沒有經過基本能力的

培養所致！ 

 
……應該怎麼講，這幾個孩子…我們才接一學期而已

嘛！他們的能力應該在中班的時候就應該培養好了才對，

嗯…可是你看小亭，小瑄也是啊，為什麼他（彩虹眼鏡）會

剪的這麼小？因為他就是很怕做錯，你看小尹他怕不怕做

錯？做錯了沒關係，再拿一個再試呀（圖 1-2）！做錯了就是

不停的從錯誤當中得到正確的嘛！可是他們就很怕做錯，就

做的小小的，要不是然就會一直問你，這就是自信不夠

（91031806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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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齊//獨角仙（彩虹貼圖）

2.小成、小萍//二人用同一張

畫面進行假日分享 

 

寶老師在許多活動的安排

及考量上，都是為了要提昇

害羞、內向幼兒的表達能力

及自信。 

在這一年中，她不斷地為這些幼兒煩惱，「想破腦袋地」安排各種活動，

如：假日分享、故事接龍…等等活動來幫助這些內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幼

兒，希望他們在實際動手經驗中培養基本能力，進而對自己產生自信。 

 
有些孩子在遇到一點困難時，還是怯怯的，不太敢放手去嘗試，總是會

來徵求老師的意見。通常這樣的孩子在團討時是沒有聲音的，在小組的對話

中也是沒有聲音的。如何幫助這樣的孩子，是老師目前「想破腦袋」的問題，

真的！孩子的個別差異太大了（901106寶日誌）！ 

 

恰巧這幾位能力較弱的幼兒大多是半天班的，要不

然就是常請假，所以她在安排美勞活動時會重複許多

次，就是要讓這些幼兒也有機會多多練習。在選擇幼兒

的圖畫參選園刊封面插畫時，寶老師並不是以畫得好不

好做為選擇標準，而是選擇小文、小齊這兩位比較害羞

幼兒的畫去參選（圖 1），最主要的想法是「想要給他們鼓

勵（90112703寶觀訪）！」至於假日分享的方式改變成「邊

畫邊說」的方式，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幫助這些不

敢在眾人面前開口表達意見的幼兒，除了能藉著畫來表

達想法外，也能與其他幼兒有著更多的互動。 

 
假日分享時小萍好像找小成（圖 2）吧！小成也很少來，所以很難融入，

其實可以看到，這樣的孩子可以找不同的人來跟他一起假日分享，我覺得很

好啊！……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慢的孩子」的進步，那些單獨的孩子真的有

找到朋友來跟他一起分享，嗯…對！看後面（的孩子）（91052121寶訪）。 

 
在指導這幾個基本能力較弱幼兒時，寶老師運用著無比的耐心，給予他

們更多的指導及等待。 

 

（下午 5：15，教室裡只剩下寶 T、小舟及我！小舟的父親在教室外等著！） 

寶 T：你還沒有畫好，我等你！（小舟本想畫狗，但覺得自己畫錯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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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遙//戴眼鏡的大象 

 

寶老師會給予基本能力較

弱幼兒更多的關愛與指

導，這樣的教學意象充分反

應在美勞活動中。圖中小遙

的氣球大象，是寶老師以個

別指導的方式，讓小遙親手

完成自己的想像。 

想看可以變什麼就好了呀！…去看看別人麼畫…老鼠怎麼畫？ 

小舟：可是彎彎的怎麼辦（小舟表示不會畫狗的側臉）！ 

寶 T：還是你要去看水中國，你還想要畫什麼？水中國除了螃蟹、烏龜還有

什麼？水中國喔！…ㄟ？牠可不可以變一條魚呢？ 

小舟：ㄟ？（因一直想不出來要畫什麼，一直發出一些啊…嗯…的聲音）好

像可以喔？可是好像會變成這樣子！唉？…喔！（一直都沒動筆）… 

寶 T：你可以自己看！自己決定嘛！還是兔子…？…還是？我不曉得耶！要

讓你自己畫ㄟ！爸爸已經在外面等你，你去看看我們那邊有很多國，

你去看要畫那一國的？（90102513觀）？ 

 

寶老師陪著小舟並提出建議，並不會直接要求他畫

什麼，當時雖已是放學時間，仍鼓勵小舟自己選擇，照

著自己的想法來努力。我們也可以從小遙創作「戴眼鏡

大象」造型汽球歷程中，看見寶老師對幼兒的耐心及關

愛（圖 1）。 

 

（半天班的孩子在做汽球吊飾，剩下小遙還未完成，寶老

師以個別指導的方式，協助小遙做他想做的「戴眼鏡大象」

汽球造型。在做眼鏡時，小遙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把眼鏡畫

出來，但鏡架只是一條線…） 

寶 T：你看喔！楊老師的（眼鏡）旁邊有兩條喔！…上面一條，下面一條！

你才一條線喔！變成什麼？胖胖的？還是瘦瘦的？ 

小遙：胖胖的！…要兩條線！ 

寶 T：兩條線是在這邊呀？…對！好！（小遙將一條線的眼鏡支架在上下各

加一條線，畫好之後開始剪）…慢慢剪嘍！線在那邊？要看嘍！……

（小遙剪的很生疏，在較難剪的地方，老師會口頭提醒）……OK！這

樣眼鏡就可以戴了嗎？…中間要不要有洞？眼睛看不見怎麼辦（將眼

鏡給大象試戴，可是看不到下面的眼睛）？ 

小遙：嗯…把這個圓圈圈剪掉！ 

寶 T：對-----嘛！好！把它弄掉（小遙慢慢地剪著鏡框，當他完成時，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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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我都不禁地歡呼起來）（90102405觀）！ 

 

寶老師領著小遙，一步步地將汽球大象的肢體黏合起來，並依照小遙的

想法給大象戴上眼鏡。過程中，寶老師耐心地鼓勵小遙自己動手嘗試，當大

家正在享受午餐時，他以將近五十分鐘的時間，讓小遙親手實現自己的想像。 

寶老師認為「要給予孩子機會和時間，等待雖然漫長，但孩子終究會脫穎而出

（910528寶日誌）！」這些費盡心思的考量及安排，除了希望幼兒能自信地展

現自己外，這也與她第一個意象──「老師是媽媽」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在

最後一次訪談時，我將自己的分析告訴她： 

 
我：……我清楚地感受到那種愛，那種媽媽的愛…老師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老師是媽媽」 

寶：（笑！）你這一年沒有白跟！ 

我：所以你在當媽媽這個角色時，你會一直在意「每個孩子我都要照顧到！」 

寶：對！對！而且我對那些發展比較慢、內向、害羞的孩子，我會想特別去

push他們！ 

我：所以你會一直想去幫助內向害羞的孩子，想要幫他們站起來！「站起來」

是老師的口頭禪！ 

寶：（笑！）對呀！不然怎麼辦？總不能軟趴趴的呀（笑）！ 

我：所以我看你一整年的教學，看你整天都在煩惱那些內向害羞的小朋友！

（寶老師大笑！）所以「想破腦袋」地整天在想…玩具分享、假日分享…

一大堆的活動，就是想要去幫助這些孩子 

寶：（笑！）對對！我最主要就是想去提升他們的自信，像小石，你知道他

比較沒有自信，以前投籃的時候，他完全不會喔，我陪著他玩，哇！越

來越會投、越投越有自信，他是這樣得到自信！……我有一個想法：「沒

有一個孩子是可以 loss掉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畫圖不好，但可

以在別的地方發展他的長才、展現他的能力！……我看待每個孩子，他

們能力不夠，我就來幫助你嘛！我可能就是這樣的想法吧！你在一個地

方有自信後，慢慢的整個就會是一個很有自信的孩子了，孩子的自信心

夠了，什麼都不是問題（92052807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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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均//彩虹眼鏡 

2.小尹//彩虹眼鏡 

3.耶誕節應景美勞作品──

麋鹿 

 

寶老師常常在觀察幼兒的

表現後，感嘆幾位幼兒的基

本能力不足，規劃活動時會

有許多顧慮，並且促使她想

去規劃更多提升基本能力

的活動。 

 
她為了加強這幾位幼兒的基本能力及自信心，不斷地

費心安排活動，更設計許多美勞活動來加強幼兒的基本造

型能力，以便在方案探究中，更有自信地透過繪畫及建造

來呈現自己的想法。然而，這幾位幼兒的表現卻仍然不如

她所預期的，這使得寶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時常感到挫折

及憂心。 

 
可是還沒有孩子問到「顏色從哪裡來？」就沒辦法收集

樹葉啦、花瓣哪、還有打成汁呀，然後來是不是顏料就可以

出來啊？我都沒有辦法做這個實驗！你看孩子就認為顏色就

是這樣子…缺乏探究的精神，很缺乏那種「為什麼？為什

麼？」的想法，沒有！就是等著你告訴我答案，等著你來告

訴我要怎麼做？滿可惜的（91031806寶訪）！ 

 
其實畫是最直接的！你說要用廢物工（建造）的話哦！你就要準備充

分，前置作業就是說：你要哪些人來做你這些東西，譬如說，積木要怎樣呈

現，譬如說彩虹國來講的話，彩虹國是什麼樣子？那誰要來蓋彩虹國，彩虹

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他要如何來呈現。他要去計畫、他要去設計、本身的

能力夠不夠？對！釘啊、剪哪、黏啊！貼啊！其實你看哦，貝老師帶他們做

麋鹿（圖 1），有的孩子光是剪，都不是很行，都大班了（90121913寶訪）！ 

 
寶老師認為經過基本能力培養後，大班幼兒應該有足夠的能力來表達自

己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卻仍然擔心幼兒的能力不足，這使得寶老師處在矛盾

之中，也讓她積極地想給予幼兒更多的指導。 

 
總之，寶老師的三個教學意象──「老師是媽媽（班級是個家）」、「美

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以及「基本能力是關鍵」是緊密扣

在一起的，引領著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整體實施，而形成其教學特

色。以下將接著探討影響寶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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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影響寶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探討影響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時，試著從下列

三個向度──「個性」、「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

著手進行探討。 

 

一、個性 

研究過程中，發現寶老師個性上有幾個特點，對她的教學意象有很大的

影響，這些特點包括：「溫暖、包容」及「責任感重、韌性強」。 

（一）溫暖、包容 

隨和的寶老師，不論遇到誰，總是以燦爛笑容與人打招呼；面對幼兒時，

更是張開雙臂，以大大的擁抱表示她對孩子無限的關愛。與他接觸過的人，

都能感受到她溫暖包容的個性，特別是我，在大鳥歐利班進行研究的這段日

子，縱有諸多煩擾她的地方，她也始終微笑以對，包容之情，令我十分感謝！ 

她認為自己是班上幼兒的媽媽，除了喜愛孩子外，也與她溫暖包容的個

性有密切關係。當她在處理幼兒常規問題時，雖說「盯的很緊（90103109寶訪）」，

但因她的包容，除了仔細瞭解事情緣由外，也總是耐心地與幼兒說理，希望

循循善誘中，幼兒知錯能改。 

 
在行為上，若是有所偏差，除了及時糾正，但也像母親一樣循循善誘，

給予機會、鼓勵好行為。有時也以取消玩玩具的機會三、五分鐘，讓作錯事

的你們，有所警惕，而能進步、改善（91064454園刊寶文件）。 

 
這個一定要講，寶老師厲害的地方是不管孩子再怎樣，他都可以慢慢的

講，而且是心平氣和的講，這真得很厲害，這個叫做「諄諄善誘」，這是一

種人格特質（92112711貝訪）。 

 

她特別在意班上幾位能力較弱的幼兒，以無比的耐心給予他們更多的鼓

勵與等待。可以在她與幼兒互動中，深刻體會寶老師給予幼兒的濃烈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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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瑞//老鼠牙醫(正面) 

2.小瑞//老鼠牙醫(反面) 

 

小瑞覺得自己兩面都畫錯

了，煩惱不已！在寶老師溫

暖、包容的鼓勵下，小瑞慢

慢地將心裡的想法呈現出

來！ 

 

（孩子看完「老鼠牙醫」影片後，在木板地上畫畫，許多孩

子畫好後開始用餐，小瑞則呆坐在木板地上，頭放在膝蓋上，

兩眼發呆，寶 T看到之後說：小瑞今天難產了！幫孩子看完

畫後，寶 T走過去對小瑞說） 

寶 T：小瑞！怎麼了？想不出來啊？ 

小瑞：兩面都畫錯了！鱷魚畫太高了（圖 1）！ 

寶 T：不會啊！你看這嘴巴這麼大！好像是誰…的嘴巴啊？ 

小瑞：是鱷魚的！ 

寶 T：對呀！鱷魚也可以站起來啊！鱷魚的牙齒怎麼畫

呀？…試試看！慢慢來！我們等你喲！加油！（寶 T

過去看其他孩子！過了一會兒，小瑞開始動筆，快畫

好時，寶、貝老師陸續過來幫小瑞打氣！） 

寶 T：哦！這個鱷魚很棒喔！…這個老鼠怎麼進去牠的嘴巴呀！哇！張的很

大喲（圖 2）！……（小瑞畫好後，拿畫給寶 T看！） 

寶 T：（微笑著說）畫好啦！畫得很不錯ㄟ……（90112903觀察日誌）！ 

 
這個場景，雖然事隔兩年多，但當時寶老師對小瑞投與的關愛眼神，至

今仍清晰映在我的眼簾。由此可以明確看出，寶老師「老師是媽媽」意象，

深受其她溫暖包容的個性所影響，並且益發顯得清晰。 

 

（二）責任感重、韌性強 

寶老師認為自己的個性「有種韌性！很強的責任感（90121215寶訪）！」這樣

的個性讓她在很多事情上都逆來順受，「覺得也是一個磨練（90121215 寶訪）」。

從事外人覺得辛苦的幼教工作，25年來從來不以為苦，並且甘之如飴。 

 

可能身為老大，就有一份責任感在……以前我們一班一個老師帶 30 個

全天的小朋友，那就是一個責任，我要把 30個孩子都帶得很好……韌性強，

就是我不服輸，面對任何有壓力的時候，我都可以接受下來，慢慢的磨練自

己（91052108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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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面臨許多不順遂的際遇，像是從小家貧，必須靠著自己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婚後飽受不孕困擾、必須承擔家中的經濟重擔；乃至目前正處叛

逆期女兒的行為問題，以及兒子遍訪名醫仍查不出病因的落髮問題，在在都

考驗著寶老師的人生智慧，並強化她堅強的個性。 

日前訪談時，寶老師說她正在抉擇是否要退休，一想到頓時不再有收

入，就一直問自己「未來該怎麼辦？」雖然她先生說那有什麼關係「我養你

就是啦！」但寶老師直說「我的個性絕無法接受這種伸手向老公拿生活費的日子！我

絕不會開口向老公要錢的（92012003寶訪）！」眼眶泛紅的寶老師，略顯激動地

述說著：「我媽媽說我的個性很硬、很強！也就是打不倒的！絕不會被環境打倒的

（92012003寶訪）！」 

當我看見老師在說到自己「不會被環境打倒」時的動容表情，亦感受到

她心中那份不安及堅忍的個性！在過去多次的訪談中，寶老師不時地透露，

過去生活經驗對他自己個性的影響，而這些生活經驗也間接地塑造出個人的

教學意象而不自知，例如她認為「基本能力是關鍵」，相當重視幼兒各種基

本能力的培養，就與老師過去艱苦的成長經驗，認為一切都要靠自己雙手打

拼的人生信念有相當直接的關係！ 

 

二、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 

寶老師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對其教學意象的影響，可分為三點來說明。 

（一）母親威權的教養態度 

寶老師說她的媽媽有著重男輕女的觀念，而且教養態度相當權威，常用

打罵的方式來教導孩子，特別是身為長女的寶老師，從小可以說是被媽媽打

大的，就像有一次晚一點回家，媽媽就拿著很粗的木棍站在門口等，當她一

進門時，媽媽二話不說就拼命的打，而她的個性也很倔，就站在那裡讓她媽

媽打（91111201寶訪）。 

 
因為我是長女嘛！所以我媽媽打我打得很兇！而且他眼睛又不好，她打

的時候真的是亂打！那時我還想說：你再打我，我就上吊！哈哈！就是說為

什麼我沒有做錯事，她有時候就不高興，情緒不好就打人（91052116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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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老師說原生家庭給她的觀念，認為父母是很權威的，孩子做錯事，就

是用打罵來糾正錯誤的行為。然而當她成為幼兒老師，之後又隨著開放教育

慢慢開放自己的心，寶老師認為自己的整個教學方式及教學心態都有了相當

大的轉變。從一位權威的指導者，轉變為引導、支持的角色，雖然內心經歷

不小的衝擊及挑戰，但也時時警惕自己要以開放的心來面對幼兒。 

 

最重要是自己開放的心有多少？開放之後對孩子要求就不會那麼急，也

不會做錯馬上指責，以前我們原生家庭的教育就是你做錯了，馬上罵對不

對？我覺得下意識還是會有這種影子，那就慢慢調適自己，怎麼做會更好，

怎麼樣讓孩子能動手去做、去嘗試！老師不要急躁就對了！放慢自己的腳

步，其實自己在這個過程裡衝擊滿大的、挑戰性也滿高（91010503寶訪）！ 

 
然而，在許多面向上，看得出寶老師對幼兒仍有著一定的規定及要求，

特別顯現在幼兒常規問題的處理上，例如：規定吃飯時不要講話、自己打翻

的東西要自己清理不能假手他人，或是要求畫畫時要專心、會期望幼兒修改

作品…等等。隱約地顯露出，寶老師仍認為幼兒的各種能力的培養，是需要

成人在旁給予規範及指導的，而這也使得「老師是媽媽」此意象，顯露出一

種「慈威並重」的母愛！ 

 

（二）困苦的兒時生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 

寶老師小時候家境清寒，身為長女的她，從小必須分擔繁重的家務工

作。國、高中時就在外頭打工賺錢補貼家用，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家專

幼保科學業；畢業後，曾在電子公司工作八年，從「作業員」一路做到管理

好幾十人的「領班」，這種吃過很多苦、受過很多磨練的成長歷程，除了塑

造出她有著強烈責任感、韌性不妥協的個性外，也型塑出人生一切都是要靠

自己雙手來打拼的人生信念，這也影響著她的教學意象，認為「基本能力是

關鍵」，有穩固的基本能力才能站得直、站的穩，所以她特別重視孩子基本

能力的建立，好讓幼兒以自身的能力建立個人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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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六年級級任老師的關愛 

訪談時，寶老師時常會提起國小六年級級任老師對她的關愛，講到感恩

之處不禁潸然落淚。寶老師說這位老師不僅在她想要放棄升學時，鼓勵她繼

續唸書，還免費幫她補習，這讓寶老師對她充滿感激之意，而這位老師的「身

教」也深深影響寶老師目前對待幼兒的方式。 

 

我覺得我六年級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他是用「身教」帶我

們……我從事幼教工作，我覺得孩子都有個別差異，我們要怎麼來幫助…（寶

老師落淚！）嗯…能力比較弱的孩子，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責任吧！我知道

我做的可能並不是很好，但是我盡力(哽咽…)！其實孩子，你對他好…他也

會回饋…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很愛你、你也很愛他，我覺得這樣就非常

值得了(哽咽聲…)（91010509寶訪談）！ 

 
六年級的老師給我的身教，給我很大的感受！所以我對一些弱小的孩

子，或是一些發展遲緩的孩子、聽障兒，會特別去關心，一直在想如何幫助

他，強的就不用去管他，要幫助的是後面那些、push他們趕快能夠跟人家…

平，這一直是我需要努力的地方，可能我小的時候也被老師擺在一邊過…我

可以看到我以前的影子，所以會希望孩子們不要受害（92052810寶訪）。 

 
因為小時候曾有被老師忽略於一旁的經驗，再加上這位六年級級任老師

的啟示，讓寶老師覺得自己有一個很重大的任務，就是自己是班上幼兒的媽

媽，要盡自己的力量對幼兒付出愛與關懷，特別是去關注班上能力較弱幼兒

的學習權益，並規劃提升基本能力及自信心的活動，好讓他們未來靠著自己

的力量站起來，這也成為他「老師是媽媽」、「基本能力是關鍵」教學意象很

重要的影響因素。 

 
三、先前幼教實務經驗 

寶老師 25年的幼教實務經驗，對其教學意象的影響，可分二點來說明。 

（一）從傳統走向開放，雖然提醒自己要有開放的心，但仍受過去實務經驗

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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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老師 25年前剛踏入幼教界時，是「一班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大班差不多一

百個、中班八十個、小班四十個，走傳統的教學，老師把要教的教材準備好，按部就班地

教給幼兒（91010502 寶訪）。」歷經多次教學方式的改變，一路走到目前強調幼

兒為中心的方案教學，接受開放教育的洗禮。雖然在方案探究時，寶老師會

強調要讓幼兒主動探究，但從她的教學意象中，可以看出仍受過去單元教學

影響頗大，所以在寶老師心中有一個既定的藍圖，認為幼兒到什麼年齡就該

學會什麼！也因對幼兒的本質抱持著需要成人教導、需要按部就班學習的看

法，致使她的「基本能力是關鍵」意象中，仍是強調要依照老師心中的藍圖，

有計畫地建立幼兒的基本能力，這一個觀點，特別顯現在美勞活動中。 

 
有的孩子很適合 open，有的孩子就等著你告訴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還是有這樣的孩子，或許跟他的家庭也有關係……我在這裡面有在學習啦！

你 open是 open啦，可是總會有那麼一點逆流回去一下，也許有的時候會用

一些比較傳統的方式，就像大家做同樣的事情，可是它呈現的方式可能會不

一樣（91052116寶訪）！ 

 
她認為大班幼兒有能力在方案探究中主動展現自己的想法，似乎也是

「有條件」下的主動，必須是老師按部就班地，從幼兒小班起就給予基本能

力培養才能獲致的。 

 
（二）重視幼兒的美術表現，主要是來自長期教學實務經驗的累積 

寶老師說過去到師院進修時，有上過美勞教材教法的課，知道一些美術

材料運用的技法，但她認為自己美術領域教學知識主要還是來自參考書籍、

錄影帶，以及自己長時間教學經驗累積所形成。 

 
我們有去師院進修，有教材教法的課，老師告訴我們怎樣運用材料！怎

樣做啊！自己一方面帶了這麼長的時間，多少有些舊經驗嘛！…還有錄影

帶！艾瑞卡爾就教我們怎樣塗色彩，然後再剪貼上去！孩子很快就說「哇！

好漂亮喔！」自己也一直在吸收啦！就告訴孩子，我把材料給你，那也可以

找書來畫…反正自己想要畫的東西都可以畫上去（91031818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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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在寶老師引領下，大鳥歐利幼兒們呈現多樣的美術表現？主

要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三點： 

1. 因寶老師重視幼兒基本操作技能的培養，她認為美勞活動正是培養幼兒

剪、貼、撕、摺…等手眼協調、大小肌肉協調的最佳管道，所以她會積

極設計美勞活動來培養幼兒的動手操作能力。 

2. 寶老師認為畫畫是瞭解幼兒想法最直接的方法，所以她會在每個活動

後，就讓幼兒畫出自己的經驗及想法，所以幼兒會呈現大量的繪畫作品。 

3. 因快樂幼稚園實施方案教學，方案精神之一，在於看見幼兒主動呈現方

案探究中的經驗及想法。寶、貝老師攜手合作，鼓勵幼兒透過各種媒介，

例如口語表達、運用繪畫、建造、童謠創作以及戲劇扮演…等媒介，呈

現自己的經驗及想法，以致班上會呈現精采的美術表現過程及作品。此

外，寶老師也認為透過這樣的美術表現過程，可以建立幼兒的自信心，

所以也就更加重視方案中的繪畫與建造活動。 

 

總之，寶老師不是為了要教導幼兒美術知識或技能而設計教學活動，而

是幼教實務經驗讓寶老師持有「美術表現是幼兒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此

意象，這也是班上會有豐富美術表現活動的主要緣故。 

 
參、小結 

 

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是：「老師是媽媽（班級是個家）」、

「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以及「基本能力是關鍵」。從分

析中也發現，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可能是受個性、早年生活

及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交互影響所致。其中，早年生活及求學

經驗是影響寶老師教學意象的關鍵性因素，並受其關鍵人物：「國小六年級

級任老師」之深遠影響；幼教師資培育則對寶老師的教學意象沒有太大影響。 



第三節    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先分析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的內涵，

接續探討影響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壹、教學意象的內涵 

 
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有：「教室像公園」、「美術表現是

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要看見孩子的好」以及「圖畫書是重要的資

源」。此四個教學意象及其內涵，如表 4-3所示。 

 
表 4-3：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 

意象 
教師 意象 內涵 

1.鼓勵孩子自行選擇表達想法的方式 

2.保留孩子的表現原味，不修改作品 

一、教室像公園 

3.透過分享作品和孩子話家常 

1.從繪畫表現瞭解孩子的發展情形 

2.透過繪畫抒發孩子的情緒 

3.透過繪畫瞭解孩子的想法及思考 

4.方案中的建造是孩子呈現探究經驗的重要媒介

5.藉由「邊畫邊說」，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 

二、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活動 

 

 

6.老師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促使孩子有精采的美

術表現 

1.提醒自己欣賞孩子表現好的地方 三、要看見孩子的好 

 2.培養孩子欣賞他人作品的能力 

1.藉由欣賞圖畫書增廣孩子的生活見聞 

貝
老
師 

四、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 

 2.鼓勵孩子創作想像性故事畫 

 

 

 

 97



一、教室像公園 

 
「教室像公園」是出自貝老師口中的譬喻，也可以從她經營的學習情境

中清晰地感受到。她希望教室像「公園」，有著豐富的資源可供幼兒盡情探

索，幼兒們自在、快樂地玩在一起；有需要時可以來找老師商量、一起解決

問題；或是自在、舒服地與老師分享想法和心情。 

 
教室像「公園」吧！就是很自在，孩子們可以玩得很自在、很快樂，可

是有需要時他就會來找媽媽講講話、或是想吃點東西，孩子可以自己很自

然、很快樂的跟朋友一起玩，公園裡有很多可以自由探索的東西（91042924

貝訪）！ 

 

貝老師強調教室是幼兒遊玩的地方，但因帶的班級年齡層不同而有些差

異，所用的譬喻也不大相同。如小班幼兒與老師尚在相互適應當中，像是熱

鬧精彩的「兒童樂園」；而大鳥歐利班是自己從小班一路帶上來的班級，很

清楚幼兒們的個性、想法，師生之間有著良好的情感與默契，所以大班像是

令人感到悠閒、自在的「公園」。 

 
大班會講像「公園」，就是孩子都帶的很順、很自在！彼此感情也很夠

了嘛！就像媽媽很了解自己的孩子了！公園就是靜靜的、舒舒服服的，而且

是外國的公園喔！有大草坪、有水池、大樹的那種公園喔！……小班有一點

像「兒童樂園」！旋轉木馬就很好啦！但有的地方就很刺激！像是玩雲霄飛

車，還是進去鬼屋！哇---！很精采啦！可是也有點亂！對不對？「兒童樂園」

和「公園」的感覺是不一樣的……（92022715貝訪）。 

 

在美術表現活動中，可以從鼓勵孩子自行選擇表達想法的方式、保留孩

子的表現原味，不修改作品，以及透過分享作品和孩子話家常，看出貝老師

「教室像公園」的意象明顯運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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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孩子自行選擇表達想法的方式 

貝老師認為教室是幼兒探索、遊戲的地方，幼兒想怎麼玩，要自己想、

自己決定，老師只是站在一旁提供意見的催化、引導角色，所以在方案進行

時，她鼓勵幼兒自行討論要探究的內容、要呈現的方式，希望幼兒扮演主動

的角色，興緻高昂地投入方案探究當中。 

 
1.「水中國」的小希和小瑛運

用爸、媽幫忙上網查的資

料，在做建造前的討論。

 

貝老師鼓勵幼兒自行討論

方案探究的內容，以及要呈

現的方式。 

「動物」方案進行之初，貝老師採小組討論的方式，請幼兒們分組討論

「如何將自己那一國介紹給別人，或是怎麼研究他們這一組的動物（900924貝日誌）。」

若以「水中國」為例，從一開始討論「要如何呈現」到「要呈現什麼」？幼

兒都站在「主導」方案發展方向的地位。 

 
團討分享中，孩子討論如何呈現問題時，小齊說要做水

中動物模型，原本孩子是想做一個大的模型來呈現，但又考

慮到大家想要的不一樣，最後孩子們決定做小的模型，每個

人可以照自己想要的來呈現。之後，老師順勢拋出問題：要

呈現哪裡的水中動物？河裡的？還是海裡的？小希則說：還

沒有討論出來，要再討論看看（900924貝日誌）！ 

 

幼兒們在圖書館查閱參考書籍，並請爸、媽上網尋找相關資料，之後依

照調查所得資訊（圖 1），尋找各種材料動手建造海洋世界。 

「彩虹」方案進行時，「色彩組」幼兒經歷一連串大自然色彩體驗活動，

進而討論「顏色從哪裡來」時，因貝老師在旁的催化，引發幼兒更深入的色

彩實驗探究。 

 
（「彩虹」方案中，「色彩組」幼兒正在討論「顏色是從哪裡來的」？） 

貝 T：顏色是從哪裡來的？小希說「科學家」，可是科學家做的都是「人」

做的，有沒有不是人做的？ 

小希：大自然是自個來的！像花呀！就有各種的彩色！ 

小瑛：花打成汁有沒有顏色啊？ 

貝 T：ㄟ！花打成汁？ㄟ！我們沒有把它打成汁過耶！（驚訝的口吻！）……

小瑛說如果用果汁機不知道會把顏色打成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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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希：如果把紅花跟藍花打在一起，會不會變成紫色啊？ 

貝 T：ㄟ！真的ㄟ！可是我們沒有這麼多花怎麼辦？ 

……（討論在哪裡可以找到不同顏色的花…） 

1-2.「色彩」組幼兒依照自己

的探究興趣，攜帶各種大自

然的東西來進行打果汁實

驗。 

 

貝老師依照幼兒的探究興

趣來引領方案活動。 

貝 T：…除了花還有什麼有自然的顏色？ 

孩子們：（紛紛提出）葉子！水果！…… 

小瑛：水果打出來是果汁，花打出來會不會變「花汁」？ 

小希：ㄟ！綠豆打出來會不會變綠色啊！ 

貝 T：黃豆會不會變黃色汁啊？……茄子榨出來會不會變成

紫色啊！ 

孩子們：對耶！……（一陣熱烈發言） 

小尹：老師！可是有一種茄子是白色的… 

貝 T：打出來會不會是白色的啊？……明天我們可以帶什麼

來試試看？要找特別的顏色喔，看看打出來會不會是

原來顏色（91041603觀）？ 

 

因貝老師鼓勵幼兒自由表達想法，幼兒們便扮演著

主動探究角色，主導自己深入探索色彩現象的方向，不僅

親身探究色彩的科學實驗變化，也深刻體驗色彩所蘊含的

美感表現（圖 1-2）！ 

 
（二）保留孩子的表現原味，不修改作品 

貝老師認為幼兒畫畫是一種自然的表達方式，幼兒可以自信地畫出想要

表達的事物，而不是在於技巧上的學習，也不應受限於成人的看法或是被要

求要畫得像。 

 

孩子畫圖應該是很自由的，沒有像不像的問題，可以自由而自信的畫出

自己所想的，可是也有孩子受限於大人的看法，去學畫畫反而限制了豐富的

想像力，可能圖看起來很「像」卻少了活力！常覺得幼兒時期的畫，是任何

大畫家都無法模仿的，孩子長大後也畫不出小時候的畫，當孩子畫不出來

時，或許大人要反省是否給了孩子太多限制（901101貝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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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老師認為老師在規劃美術活動時，「儘量不要扼殺孩子們的創造力！要能讓

孩子去發揮的，而不是規定好，一板一眼，就是一定要怎麼樣（90022703 貝訪）！」也

強調老師不要在作品上太刻意引導，或是修改幼兒的作品，幼兒才能「保留

原味（901122貝日誌）」，透過美術表現看見幼兒的成長。 

 

（海底世界畫好後，幼兒排著隊與貝老師分享作品） 

小亞：貝老師！這樣可以了嗎？ 

貝 T：你自己覺得呢？海裏面只有這些東西嗎？ 

小亞：老師這樣子可以了嗎？可以了嗎？ 

貝 T：你自己決定！ 

小亞：那好了！我要去蓋（姓名）印章了（轉身離開）！（換小瑛） 

小瑛：老師我畫這樣子可以嗎？ 

貝 T：你自己覺得呢（90101805觀）？ 

 

當她與幼兒分享作品時，往往幼兒說了什麼她就直接在旁註解，較少在

畫面上要求修改或增添，她認為如果老師太過主導，幼兒的美術表現將失去

主動呈現想法的原意。 

 
老師在記錄孩子的故事（畫）時也儘量原文重現，如果太刻意引導就不

是孩子天馬行空所想的，沒有原創性了！介紹各種不同童書，則是為了增廣

孩子的資源，激發不同的想法，只是老師自己要有自覺，是否壓抑了孩子的

創造力，而要孩子的故事像什麼（901122貝日誌）。 

 

「動物」方案進行初期時，因當時探究的焦點在於藉由動物的飼養及觀

察，瞭解動物的外觀特徵、生活習性，所以寶、貝老師會以動物外觀「像不

像」來檢視幼兒的美術表現作品，但貝老師有警覺到自己對幼兒作品的要求

並不合宜，教學省思時，她提醒自己要給予幼兒更大的空間，才能讓幼兒有

更精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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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今天畫了各種細菌怪物，有趣的是許多孩子畫了一

張紛紛要求還要畫，連平常不大喜歡畫或是畫很慢的，像小

石、小媃都畫得很快，且畫了 2、3張，老師們探討其究，發

現一開始便強調我們不知道細菌長什麼樣？孩子似乎較不受

限制，可以超乎常理的畫，細菌嘛！當然可以長的歪七扭八，

不像一般畫圖時有某種既定形象，回頭看看孩子之前的圖

畫，當我們要求孩子畫得像時，那些畫看起來便很死板，而

想像畫通常看起來很生動，孩子描述時也很生動，或許我們

該提供孩子更大的空間，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出現（圖 1-4）

（910404貝日誌）！ 

 

 

1-2.小衡//細菌想像畫 

3-4.小夢//細菌想像畫 

（第四張內容：一個人吃了

藥、細菌死了，細菌國王知道

了很生氣派衛兵來攻打。健康

的人，不要用手挖鼻孔、不要

把手放進嘴巴、上廁所用肥皂

洗手，細菌衛兵就死了！）

 

看見幼兒在想像畫中的精

采呈現，貝老師省思自己要

給予幼兒更大的美術表現

空間。 

 
貝老師在看幼兒美術表現時，始終希望自己站在一個

「旁觀者」的角度欣賞幼兒的表現，不要給太多的指導及

限制，讓幼兒自在呈現想法，但她也點出自己目前在與幼

兒互動時，「希望」與「實際」角色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這牽涉到你「希望」的跟你「實際」的角色，你希望的

角色當然是希望能夠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色，我就只

要看孩子自己去發展就好了，可是事實上你的環境，你的角

色不可能是這樣子，你就必須要去推孩子，雖然是引導比較

好聽，可是事實上是在推孩子，不是引導孩子，因為你就是

明明要他（在畫上）加上耳朵、眼睛、鼻子、嘴巴，那也沒

關引不引導的事情，你就是要他去注意，這根本不是在引導

啊！很現實的就是常常在做推孩子的事情，我覺得我現在的

角色比較像是這樣子（91042907貝訪）。 

 
但因貝老師始終認為：「美術表現應是幼兒想法及身心發展的忠實呈

現」，這是她看待幼兒美術表現的主要觀點，也成為她省思自己教學很重要

的一個準則，在教學現場的矛盾與衝突當中，不致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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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分享作品和孩子話家常 

教室像公園，幼兒可以自行選擇任何方式表達想法和心情，除了用說的

之外，也可以藉由畫畫、建造等媒介自在的呈現，老師也可以透過作品分享，

瞭解幼兒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假日分享的畫，有的孩子每次都畫不一樣，看的出來假日過得很精采，

有的每次都畫的都差不多，都是在家玩啊、看電視啊！有時孩子會畫一些特

別的，像是畫了一個去看房子的圖，跟他聊了之後，就知道他們想要搬家啦！

所以可以順便問一些他家裡的事情，就是透過那個畫來跟孩子聊天

（91042903貝訪）。 

 
幼兒與貝老師分享作品時，總是自在地閒話家常，敘說家裡發生的事

情，以及自己的心情。 

 

（貝 T和小夢一起唸小夢創作的兒歌，貝 T將兒歌寫在藍色壁報紙後，小夢

正在畫插圖，圖 1） 

小夢：小狗狗跑來跑去！不小心一跳就跌倒了！哈---！蝴蝶在牠的尾巴上！ 

貝 T：在牠的狗尾巴上面！哈---！ 

小夢：牠說「哈---！就吃到了吧！」嘻---！吃蝴蝶翅膀！…… 

貝 T：你跟姊姊一個房間？還是一個人一個房間？ 

小夢：一個人一個房間，可是姊姊每次都想跟我睡！…姊姊睡覺好像鬼喲！ 

貝 T：為什麼（表情驚訝）？ 

小夢：他就眼睛一直都張開著！ 

1.小夢//狗狗找朋友(童謠創作

海報) （半開） 

 

貝老師認為幼兒在進行美

術表現時比較沒有戒心，可

以自在地表達想法。 

貝 T：嘻---！你看過？…姊姊睡覺你看過？ 

小夢：因為我還沒有睡覺！……老師你還沒寫（兒歌）名字！ 

貝 T：「狗狗找朋友」是不是？ 

小夢：是！（貝 T挑紅色彩色筆寫歌名）老師好會挑顏色喔！ 

貝 T：剛好挑到你喜歡的喲？ 

小夢：對呀！我最喜歡的顏色是紫色、藍色、還有紅色，粉

紅色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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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T：啊！我忘記寫你的名字呢！你喜歡用什麼顏色？ 

小夢：「作者」要用紫色！（貝 T 寫「作者」兩字，接著寫小夢的名字）…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啊？ 

貝 T：我也知道你家ㄟ！我還知道你家的電話！ 

小夢：那你要不要去我們家？ 

貝 T：你都說要帶我們去你家，我們要去你家玩什麼呀（90112702觀）？ 

 
當貝老師和幼兒在分享作品時，就好像兩人正坐在公園的綠草地上，快

樂、自在地閒話家常。貝老師「教室像公園」意象也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清晰

呈現。 

 
二、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 

 
大鳥歐利幼兒們在一天的作息中，三種型態的美術表現活動不斷地在班

上反覆進行著。貝老師認為各種風貌的美術表現活動「都是孩子的各種呈現方

式（91042913 貝訪談）！」對她而言，幼兒美術表現並非刻意設計的美術教學

活動，而是融入在幼兒日常生活中，一種很自然的表達方式，不僅成為幼兒

抒發情緒、呈現方案探究經驗，以及彼此溝通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讓老師透

過美術表現瞭解幼兒的身心發展。此外，老師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有助於

幼兒有更精彩的美術表現。 

 

（一）從繪畫表現看見孩子的發展情形 

貝老師認為幼兒時期是人一生發展中最為精采的階段，幼兒擁有許多潛

能，就像幼兒會畫畫、會欣賞是件很自然的事，是一種天生的能力。 

 

孩子看見別人畫得很好，可以相互觀摩，同儕之間誰畫得好，孩子都很

清楚耶！那種「審美」是天生的，自然就有的審美能力（91053006貝訪）。 

我說孩子的美感是天生的，像他們調（水彩）到後來調成髒兮兮的顏色，

他們也不喜歡耶！……他們喜歡那種比較乾乾淨淨、很亮的、比較舒服的顏

色（91053011貝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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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幼兒可以透過與生俱來的繪畫天賦，呈現自己

的想法及經驗，這也讓成人可藉此管道，瞭解幼兒的發

展，所以幼兒階段的美術表現「技巧不是重點！也不用畫得像！

只要說得出來都可以！因為畫一點點就代表了很多的東西，都表示

你的想法（90121306 貝訪）！」因為貝老師重視看見幼兒的想

法及成長情況，所以也使得她重視幼兒的美術表現。 

1.小石//我的好朋友 

2.小欲//我的好朋友 

3.小媃//星期天保姆帶我到公

園玩 

4.小杰//逛B&Q大賣場 

 

貝老師認為藉由幼兒的圖

象表現，可以看見幼兒的內

心世界及各領域發展概況。

 
你會發現小石（圖 1）、小佳跟小杰比較畫不出來，都是

自信心比較不夠的孩子……新來的小朋友，像是小欲的畫也

很弱（圖 2）。常說孩子畫的進步，滿能代表孩子的成長，我

滿相信的耶！看孩子的畫就可以知道孩子大概的狀況，像之

前小媃都畫不太出什麼東西來，那時候他的個性也是…沒有

很多朋友，就只跟一個人玩，大概因為剛來吧，畫也是很侷

限！可是你現在看他的畫就很精采（圖 3），雖然畫不是很漂

亮，看起來有點亂，可是你就不會去修什麼眼睛、鼻子、嘴

巴的，因為他畫得就很豐富，可以說很多去玩什麼啊……整

個感覺開很多，連畫也可以變出好多好多東西（91042905貝

訪）。 

 
貝老師認為幼兒的畫不僅可以看出幼兒自信與否，也

能藉由畫看出幼兒成長的軌跡。當她產假結束回到班上，

觀察幼兒的畫後覺得幼兒成長好多，特別是小杰假日分享

畫逛 B&Q 大賣場的畫（圖 4），「看得出來小杰畫畫時更有自信，自在地將生活中印

象深刻的事呈現出來（91040901 貝觀訪）」。從畫裡，貝老師看見幼兒的自信，以

及令人讚嘆的成長變化。 

 

（二）透過繪畫抒發孩子的情緒 

貝老師認為幼兒可以藉由繪畫來呈現想法，也可以藉此抒發內心情緒。

在一次小希因生氣小瑞在戶外玩時對她灑葉子，回到教室吃點心時，突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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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瑞背後用力推打他，以致熱湯潑灑出來的衝突事件。在這事件後，貝老

師運用繪畫瞭解小希盛怒的原因，並鼓勵她藉著塗鴉，將心中的憤怒宣洩出

來！ 

 
（貝 T拿了一張紙及一盤蠟筆給小希，請他把不高興的地方畫出來！小希一

邊想一邊畫，一面是畫「讓他不高興的事」一面是畫「很生氣的感覺」，當

小希在畫很生氣的感覺時，貝老師鼓勵他用筆將心中的憤怒畫出來！） 

貝 T：……你很生氣的時候，你都感覺怎麼樣子？……你會想用什麼顏色來

畫？很生氣時會想到什麼？  

小希：我不知道！ 

貝 T：就是那種讓你很想生氣、很想動手的感覺！…會不會讓你忍不住啊？

那會像彩虹一樣漂亮嗎？還是會像什麼？你生氣的時候，會像一顆輕

飄飄的汽球？還是會像…？ 

小希：很重的石頭！…… 

貝 T：生氣時的大石頭！…生氣起來是重重的還是輕輕的？ 

小希：重重的！…… 

貝 T：你覺得那是什麼顏色？ 

小希：…（想了一會兒）黑色！ 

貝 T：那就拿黑色！…一點生氣？還是很多生氣？（小希在蠟筆盤裡選了一

支黑色蠟筆） 

小希：很多生氣！ 

貝 T：很多生氣！…這個石頭又是什麼顏色的呢？很「生氣」的石頭喔？ 

小希：也通通是黑的！ 

貝 T：也通通是黑的！你會畫很大力！還是輕輕的？ 

小希：很大力！ 

貝 T：你就很大力的畫！用你最大的力氣來畫！（小希拿著黑筆用力地在紙

上塗畫著！錄音中還聽見筆磨擦紙的聲音！）…還可以更大力啊！很

生氣很生氣的時候！尤其是你快氣死的時候！那會有多用力啊！…最

最最生氣時候會怎樣（90122701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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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希因情緒激動講不清事情緣由，藉著圖象呈現事發

當時情景（圖 1），再用重重地塗鴉宣洩出一團團壓在心頭

的「黑色大石頭」（圖 2），隨著憤怒的紓解，心情也逐漸恢

復平靜。 

1.小希//生氣小瑞向我撒葉子

(正面) 

2.小希//心中的大石頭(反面)

 

貝老師運用圖象瞭解幼兒

衝突事件的緣由，並藉著塗

鴉來宣洩幼兒憤怒的情緒。

 
貝：其實很有趣耶！孩子是最原始的，就是他還沒有…那麼

受污染，畫的東西是最原始，常常說孩子只要經過這一

段時間，長大再怎麼畫，他也沒有辦法畫出他小時候畫

的那個畫。那種很原始、很多感情的東西，他都可以透

過這樣子把它畫出來……其實那種感受，你要去表達出

來，我覺得越原始的小孩，他越能夠表現。 

我：為什麼會在那個情景想到用那樣的方式？ 

貝：其實以前有接觸過藝術治療、繪畫治療之類的，有時候

孩子的情緒，是很難直接說出來，他還是需要藉由一個什麼的東西，讓

他抒發出來！就像我們常會讓孩子「邊畫邊說」，是因為他就比較不會

在乎你到底是要聽我講什麼？也就是戒心會比較放鬆，所以那時候我才

會嘗試想讓他來畫、讓他來說，其實那也是在嘗試啦！只是想到說…

ㄟ…好像可以藉由這個方式來抒發他的情緒這樣子（92022705貝訪）！ 

 
總之，貝老師認為幼兒畫畫是一種很自然的表達方式，一種很原始情感

的呈現，如果想要讓幼兒的想法、情緒得以表達、抒發，美術表現是一個很

重要的媒介。 

 
（三）透過繪畫瞭解孩子的想法及思考 

貝老師與寶老師持有相同看法，特別鼓勵幼兒藉著繪畫，呈現自己在方

案探究中的經驗，或是記錄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及感受。 

 

發現近來常讓孩子畫畫，像是觀察畫、設計圖、想像畫…在想為什麼會

有那麼多讓孩子畫的動機？這或許是提供孩子直接表達不錯的方式，就像大

人會用文字記錄，孩子透過畫來思考、構思、觀察（901101貝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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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方案探究時，貝老師鼓勵幼兒運用繪畫呈現

自己經由探究所獲得的經驗。就像「動物」方案時，透過

海洋館實地參訪前、後的主題畫的呈現（90101803、90102204

觀），瞭解幼兒觀察所獲得的新經驗。 

1.小代//（參觀海洋館前） 

2.小代//（參觀海洋館後） 

 

貝老師會藉由觀察幼兒的

繪畫，瞭解幼兒方案探究時

的經驗及想法。 

 
貝 T：明天要去哪裡？ 

孩子們：海洋館！ 

貝 T：可是我不曉得你們現在認識海裡多少的動物ㄟ？ 

小夢：那就給牠畫下來，海洋裡面的東西！ 

貝 T：喔！畫下來！……海裡面有什麼？你要畫什麼都可

以！畫越多越好！我們明天到海洋館就可以看看，有

沒有看到你畫的東西？……畫越多種越好喔！想想看

（90101803觀）！ 

 

透過實地參訪前、後的圖象比較（圖 1-2），貝老師可以瞭解，幼兒是否

因親身探索，而對水中生物有更深刻的認識。 

另外，當幼兒在「彩虹」方案中討論到大自然東西的顏色（例如：花、

草、水果、青菜…等東西的顏色）時，突發奇想地想試試看這些東西打成汁，

是否與原來外觀顏色一樣？實驗前，貝老師請幼兒畫下自己的猜測，如同科

學程序上的「假設」，之後再做實驗「求證」。 

 

貝 T：我們先來猜猜看！科學家做什麼事情都會先猜猜看喔！茄子打出來是

不是紫色？你看木棉花是橘色的，可是畫出來是紫色的！我們先來猜

猜看！……？想越多種越好！畫不夠可以畫兩面喔！……紅色的花打

出來會變成什麼顏色啊？ 

小亦：是紅色！ 

貝 T：我不知道！說不定不是喲？ 

小希：可是我的那個花有點紅色，可是塗出來卻變成橘色！ 

貝 T：就不一樣嘍！想想看！看明天做出來的實驗會不會一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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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開始著手做預測，跟著老師將八開圖畫紙折成八格，用蠟筆來畫） 

貝 T：我們玩猜猜看遊戲！上面畫你要實驗的東西！下面畫猜猜看會變成什

麼顏色？有沒有人覺得橘子變出來可能不是黃色？因為我要把它放在

果汁機裡和水一起打！我覺得橘子打出來不見得是橘色，可能是什麼

顏色呢？猜越多越好喔（91041604觀）！ 

 

因為幼兒曾實驗過紅蘋果並不會打出紅色的蘋果汁，橘色的木棉花在紙

上卻是搓出紫色來，所以孩子猜測各種果汁的顏色，不見得與水果外觀同色。 

 

1.小文//果汁顏色猜測（方案

探究中的筆記畫） 

 

貝老師鼓勵幼兒透過繪

畫，具體呈現想法及思考。

小文：（圖 1）嗯！這是檸檬 

貝 T：喔？檸檬打出來是黑色的？ 

小文：嗯！ 

貝 T：那明天要記得帶檸檬來試試看喲！ 

小文：這是青菜、葡萄、這個是西瓜！ 

貝 T：哇！西瓜打出來是藍色的西瓜汁喲！ 

小文：嗯！嘻嘻（91041605觀）！ 

 
隨後幼兒將各種「大自然的東西」打成汁，「發現黃色的香蕉打出來卻是芋

頭色，九重葛打出來的紫紅色最漂亮（910417貝日誌）。」並與先前的猜測做比較，

因親身體驗顏色的變化，藉由猜測的修正，澄清自己的色彩概念。 

 
貝 T：上次我們已經做過實驗啦！那個顏色不一樣的，是不是要把它改過

來？那要怎麼用，才能讓人知道是不同的顏色？因為那是我們猜的

呀！那後來真正的顏色是什麼呢？ 

小亞：猜錯了！ 

貝 T：猜錯沒關係呀！本來就可以猜猜看！做實驗才知道啊（90042301觀）！ 

 

貝老師認為藉由繪畫，可以幫助幼兒將自身看不見的「思考」、「想法」，

具體呈現出來，就像她也喜歡鼓勵幼兒在畫故事畫或是假日分享畫時，運用

「連環圖畫」，讓看不見的想法用「具體圖象」一一呈現，進而幫助幼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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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清楚（圖 1-2）。 

1.小尹//媽媽帶我上圍棋課的

經過 

2.小萍//媽媽帶我到海邊玩的

經過（連環圖像的呈現）

 

貝老師發現運用連環圖

像，可以讓幼兒思考更為周

密、內容也較為豐富、有

趣。 

 
今天請孩子把圖畫紙分 8格畫，和孩子分享「想」的過

程。孩子經常叭啦叭啦的就畫了，並沒有想想前後是否連貫

──畫了之後才「看圖編故事」，而不是先有某種架構、想法

後才畫。其實想法是可以修正的，今天的圖就像草稿，是可

以再修改的，等孩子都畫好了再來討論（901122貝日誌）。 

 
貝老師認為幼兒擁有探究事物、解決問題的能力，但

也需要老師提供機會，協助幼兒將潛藏的能力引發出來

（92112701 貝訪）。「繪畫表現」正是引發幼兒主動呈現想

法、展現豐富能力的最佳管道。 

 
（四）方案中的建造是孩子呈現探究經驗的重要媒介 

先前探討寶老師教學意象時，提到寶老師認為建造是幼兒呈現探究經驗

的重要媒介，貝老師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認為幼兒可以運用建造作為媒介，

呈現他們在方案調查活動中新學習到的經驗。但也因新園長的期望：方案活

動減少大型情境建造，轉向小而深的主題探索，並且加強幼兒的討論能力。

所以在「動物」方案進行之初，貝老師就採小組討論的方式請幼兒們分組討

論如何研究動物「如何將自己那一國介紹給別人，或是怎麼研究他們這一組的動物

（900924 貝日誌）。」多組幼兒提出要以蓋模型、廢物工等方式來呈現，但為

了要減少建造活動，多半被老師「擋下來」。 

 
「飛行國」起初的討論中，孩子說要做廢物工，但老師提醒：只有這樣

嗎？孩子便提出可以用演戲的方式來呈現，並投票決定要演「天鵝與公主」。

「水中國」小瑛想用演戲的，小希、小齊則想做模型，過程中，小希一直急

著要找東西來做（以往模式），但一直被老師擋下，請他們再多想想！最後

仍依孩子投票表決結果，決定以做模型來呈現（900924貝日誌）。 

 
經過多次討論，「蟲蟲國」、「水中國」仍依表決結果決定以「模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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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呈現。貝老師依循各組幼兒的探究興趣，在建造中支援、協助、鼓勵著幼

兒，藉由模型的設計、建造過程，呈現他們對主題的深入探索（圖 1-2）。 

 

水中國的模型建造 

1.在水中悠游的魚 

2.海浪 

 

建造過程中，貝老師扮演催

化、支援的角色，與幼兒一

同討論、解決造型上的問

題。 

貝 T：小希！你說這是海底，那海中央要弄什麼？ 

小希：要高低的海浪 

貝 T：要用什麼東西來做海浪，才會高高低低的？什麼東西

可以一上一下？ 

小石：積木！積木可以綁在上面 

貝 T：可是這是半空中ㄟ！……可以再想想看，和小朋友討

論！討論！…… 

小希：那可以底下黏鐵絲！ 

寶 T：底下黏鐵絲喲！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來做做看？可

以用什麼東西來做？海就不會那麼細……（兩位老師分

頭去看別的孩子）…… 

小希：現在主要鐵絲怎麼掛上去？ 

貝 T：對喲！鐵絲要怎麼掛上去？而且要讓魚好像在水裡游的感覺，要怎麼

辦？……可以用什麼東西呢？用布？用紙？還是用什麼的？ 

寶 T：ㄟ？對！可以用什麼？什麼東西是軟軟的？有一種紙是軟軟的喲！ 

小希：垃圾袋！ 

寶 T：嗯！垃圾袋軟軟的！還有沒有？ 

貝 T：你上次不是說要透過去，要藍藍的一片啊？ 

小希：玻璃紙！ 

寶 T：嗯！…玻璃紙可不可以這樣子高高低低的？ 

小希：…可使它變成一條直線！ 

寶 T：喔！它會變成一條線？再來該怎麼辦？想辦法！我們明天再來討論！ 

小希：可以黏鐵絲！ 

貝 T：：嗯！這是不錯的方法（90110601觀）！ 

 
貝老師回顧「動物」、「彩虹」方案的進行，認為當時有刻意減少建造活

動，並加強幼兒之間的討論，但貝老師卻也發現，如果沒有讓幼兒的想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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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呈現，很難凝聚幼兒討論時的焦點。過去幼兒運用大情境建造作為媒介，

呈現他們在調查活動中新學習到的經驗，也因為建造時能具體看見自己或是

其他幼兒的想法，進而主動討論、想辦法解決問題，因此有著更強烈的動機

投入建造活動中，進而展現更為豐富的想法。 

 
（目前）研究半天也不曉得在深--入--研--究--什麼東西，我跟園長討論，

覺得孩子發展裡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就是這個階段孩子必須要看到，就是要

「具像」啊！你說去討論，就這樣坐在那邊討論看看，他手上沒有東西捏著

捏著，沒有給他畫著畫著，他沒有辦法思考啊，孩子這個階段的思考就是需

要具體思考！我為什麼覺得之前（情境建造）好，是因為孩子他一動手做，

他就有話題可以聊，他的動力就是說「看得見」！你現在說深入，要孩子去

找資料，就算是資料掛在那裡，對他來說沒有意義，他 touch不到嘛！但是

「做出來」就簡單多了，因為孩子看得到，他才有辦法去思考，你叫他去畫

設計圖，那是高層次耶 (哈哈…) ！我覺得很困難耶！做那些東西（模型）

很困難耶，要做得像也不容易，就算為了要做得像，孩子要去觀察多少次，

要反覆地去想，去想讓它可以動，都需要孩子一直去想，可是孩子腦袋在「想」

你可能看不見，他一邊做、腦筋就一直動，會碎碎唸……很自然的邊弄邊想，

我覺得孩子之前的（建造）經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91053019貝訪談）。 

 
「情境」、「模型」成為幼兒用來進行討論、或是思考主題後續發展的具

體依據。經過這兩學期方案探究方式的嘗試，貝老師仍認為過去的情境建造

有助於幼兒方案的深入探究，也更加確認「建造」是幼兒方案探究時用來呈

現經驗、想法，以及幼兒彼此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其間也產生一段貝老師

教學意象運作時，面臨教學問題的調適過程，此部分將在第四節深入探討。 

 
（五）藉由「邊畫邊說」，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 

前一節分析寶老師教學意象時，提及寶老師會藉由圖象的「邊畫邊說」，

促進幼兒之間的討論及溝通。貝老師也有著一致的看法，特別是在方案建造

活動前，請小組幼兒藉著畫設計圖來凝聚彼此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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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蟲蟲國的建造設計圖(全開)

2.爬行國的建造設計圖(全開)

 

貝老師藉由觀察各組的設

計圖，即可瞭解各組幼兒對

主題的瞭解程度，以及同儕

之間的討論狀況。 

「設計圖」是幫孩子做思考，把他思考的東西畫出來，他就可以發現是

不是有問題？而且必須跟別人做討論，才能完成設計圖，不是自己一個人，

而是大家一起溝通、設計出來的，就是要讓孩子們去思考、去做溝通

（91042903貝訪）。 

 
從各組幼兒所繪製的設計圖，即可看出同儕之間的互

動情形。成員動機強、又有意見領袖領導的「水中國」、「蟲

蟲國」，藉著合作畫（team working）呈現清楚、詳實的設

計圖（圖 1）。而「爬行國」則因發言順序問題爭執不休，

無法進行討論，所以在畫設計圖時「這組孩子沒有討論，一直

畫著各種爬行國的動物（圖 2）（901026貝日誌）。」最後在貝老師

協助維持討論秩序下，小組幼兒決定採用故事接龍方式，

繪製「烏龜找朋友」故事劇本畫，並計畫要以棒偶劇來呈

現。 

此外，貝老師也認為假日分享過程中加入「邊畫邊

說」，是假日分享歷程轉變的重要關鍵，幼兒彼此之間因

有了圖象做為媒介，使得對話產生焦點，進而專注於分享。 

 

 

 
3.小夢//奶奶生日吃蛋糕（正

面） 

4.小涓//在家裡玩（反面） 

 

貝老師認為透過「邊畫邊

說」的討論方式，可以讓幼

兒更專注地投入在小組討

論中。 

為什麼我們後來假日分享會讓孩子邊畫邊說？我們也試過

讓他們坐在那邊講啊！討論啊！但後來不是講到西班牙去，就

是停在那邊講不出來，可是你給他們畫了以後，他們就可以邊

畫邊說，就很自然，孩子就不會一直說「要怎麼講？我不會講！」

而是會很自然的邊畫邊講（91053020貝訪）！ 

 

過程中，寶、貝老師曾嘗試兩位幼兒為一組，進行「邊

畫邊說」，之後請幼兒在團討中分享，採用「你的畫我來分

享，我的畫你來介紹」的方式呈現（圖 3-4）。看著兩位幼兒

在分享時，那種相互耳提面命的模樣，老師也不禁莞爾一

笑，並且發現如此的分享方式，使得平日害羞的幼兒，因

是分享別人的畫反而比較自在。此外，幼兒也比較不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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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畫得不好，因為還可以用「說明」來輔助，也就是「說」、「畫」相輔

相成，讓幼兒清楚表達自己想說的話。 

 
假日分享又改變方法！兩個孩子一組，邊畫邊聊。於是請了幾組孩子分

享，不過是說對方的事，孩子會對另一個孩子耳提面命的模樣蠻有趣的，而

比較害羞的孩子，因是分享別人的事，反而說得很不錯（901218貝日誌）！ 

 
無論是方案中的設計圖繪製，或是以「邊畫邊說」方式進行假日分享，

貝老師關注的焦點為小組互動時的溝通與討論，畫圖只是討論時的輔助，但

是經過多次嘗試，貝老師仍認為幼兒動手繪圖，較能凝聚共識、做有效溝通

（900920 貝日誌）。而這也證實幼兒的「圖象表現」可以作為幼兒分享、溝通

的媒介。 

 
（六）老師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促使孩子有精采的美術表現 

貝老師認為豐富的生活經驗，是幼兒有精采美術表現的主要關鍵，而

不是在於有沒有上美術才藝班學畫畫。 

 
最近有家長詢問，讓孩子去學畫到底好不好？孩子是不是畫得不好？老

師則告訴家長，孩子有自己的進度，急不來的，與其讓孩子學畫，不如多帶

他到戶外走走多看多觀察，提供孩子豐富的經驗，現在的大人都好急著讓孩

子學這學那的，而忽略許多事是要去體驗、去經歷、去成長。真的，讓孩子

慢慢來吧（901101貝日誌）！ 

 
貝老師在課室活動中，與寶老師攜手合作，配合幼兒方案探究的需求及

興趣，提供各種資源，像是戶外參訪、動物飼養觀察、錄影帶欣賞…等等，

特別是各式各樣的圖畫書 3，擴充幼兒的學習視野及探究興趣。幼兒也因親

身的探索及體驗下，藉由美術表現呈現多采多姿的經驗及感受。 

「彩虹」方案進行時，貝老師引領著「色彩組」幼兒持續關心各種大自

                                                 
3 貝老師會在課室活動中，提供多樣化的圖畫書與幼兒分享，此部分將在貝老師的第四個意象：「圖畫書是重
要的資源」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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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顏色，發現可以將花、草搓揉、浸泡出顏色外，也引發幼兒將大自然東

西榨汁實驗的興緻，想看看東西打成汁，是否與原來外觀同色（圖 1-3），並

持續多種色彩的科學實驗（圖 4-5）。 

1.    2.    3. 

 

 

4.   5.  

 

1-2.小亦、小希//用酢漿草、木棉花瓣、九重葛在紙上搓揉出顏色    

3.「色彩」組幼兒到校園檢花、草泡水，想要看看是否能泡出顏色 

4.幼兒帶來各種大自然的東西打成汁，將各種果汁展示並做標記 

5.染色實驗 

隨著色彩現象的深入探究，幼兒多次到大學校園尋寶，尋獲許多「大自

然的顏色」（圖 6）。幼兒用 12色蠟筆記錄大自然顏色時（圖 7-8），「小涓發現蠟

筆的顏色不夠用，小杰提出可以用水彩，什麼顏色都可以調出來，小瑛說只要用紅、藍、

黃就可以調了（910501貝日誌）」，於是幼兒們變成巫婆調藥水，調出 80 多瓶不

同的顏色，直到沒有瓶子才作罷。幼兒還將顏色分類為：紅色、綠色、橘色、

紫色以及咖啡色等色系（圖 9），並在戶外用自己的肢體或找來的各種用具，

玩著自己調出來的顏色，留下色彩體驗的紀錄（圖 10-12）。就在貝老師提供的

6.      7.      8.  

9.  10.  11.  12.

6-8.幼兒將大學校園所尋獲的顏色做分類，觀察並記錄顏色（全開） 

9.幼兒發現12色蠟筆不足以描繪大自然的顏色，進而運用三原色調出80多種顏色 

10-12.用自己調的顏色，到戶外玩色彩遊戲，體驗色彩美感（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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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探究情境及資源下，幼兒不僅親身探究色彩的各種科學變化，也深刻體

驗色彩所蘊含的美感表現！ 

 

三、要看見孩子的好 

 
研究之初與貝老師進行訪談時，常感受到她對很多事情都很有自己的主

見，尤其是談到目前的教育亂象，例如：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所衍生的問

題、教師體罰學生、或是幼教界普遍存在的全美語、才藝教學…等問題，她

總是犀利地批判，當時我對她的第一印象，覺得她是一位很敢批評質疑──

也就是很會「挑毛病」的人，但經過長期的觀察及接觸，我發現她「看見別

人的好」的能力，不輸給「挑毛病」。 

 

我總覺得看別人的毛病是非常容易，像來參觀的人要挑毛病太容易了，

隨便挑都是毛病啊，問題是你有沒有看到這邊老師好的地方？或是特別的地

方。當我是學生的時候，我很會挑毛病，回來寫作業的時候多會寫呀！但是

我實習那時候，我忽然發現那個角色不同，你不能這樣子，這樣永遠只會挑

人家毛病，永遠學不到人家好的地方，所以那時寫省思，就開始寫那個老師

好的地方在哪裡，才有辦法學到人家好的，不然只看到人家不好，你永遠學

不到好的東西，因為你都在計較人家不好的地方（91042907貝訪）。 

 
貝老師說自己在學生時代去幼稚園見習，非常會挑人家的毛病，參觀心

得上可以洋洋灑灑的寫出一堆現場老師該改進的地方，但當自己成為實習老

師，就在角色變換之間，她發現挑毛病時都在指出別人不好的地方，也就學

習不到別人的優點，所以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學習要用正向的態度來看見別

人的好，這也成為她的教學意象。在課室活動時，貝老師不僅提醒自己要看

見幼兒好的地方，也期望幼兒之間能相互欣賞及讚美。這樣的教學意象，清

楚地呈現在美術表現活動中。 

 
（一）提醒自己欣賞孩子表現好的地方 

貝老師為了要引發幼兒好的部分，在規劃活動時一直省思要去貼近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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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及興趣，並提供豐富的資源及探索機會，讓幼兒「主動探究」的精神

展現出來。她認為幼兒在活動中不專心，「老師就要想想自己課程是不是安排得很

無聊，一不小心就把孩子不好的部分弄出來（90121317 貝訪）。」在處理幼兒常規問

題時，也一直提醒自己要看幼兒的優點，才不會用負面情緒來面對幼兒。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能跳出來看待孩子，跟寶老師搭的時候，會看他處理

孩子事情的方式，可以比較客觀地看孩子，這就是孩子，而且要從這些點去

發展他好的部分，因為你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不好的行為上，怎麼讓他發展

好的東西出來，因為你都一直在看他不好的地方嘛！所以就一直提醒自己，

要怎麼去呈現孩子好的部分（92112710貝訪）！ 

 
在規劃活動時，她認為「老師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把孩子好的那一面

呈現出來，要去引發他好的部分（90121317 貝訪）」所以在帶領幼兒活動時，無論

是作品分享、圖書分享、故事接龍…等活動時，總是鼓勵幼兒要相互稱讚，

並且要說出很棒的理由！ 

 

（小組圖書分享後的團討） 

貝Ｔ：小老師們都介紹的好棒！有沒有人要來說覺得誰介紹的很棒？可是要

告訴我們為什麼？  

小夢：因為他（小凡）講的很大聲，這樣子我們才聽的見，而且他講得又棒

又好！ 

貝Ｔ：講的很大聲才聽得見是不是？……還有哪些好聽的地方？大家很想知

道自己哪裡介紹很棒啊？ 

小均：我覺得小希很棒！因為他有說到鮭魚能活到什麼時候（90110502觀）！  

 

貝老師期望透過發表、分享、欣賞等活動，培養幼兒看見他人優點、讚

美別人的能力。他深信多加強幼兒好的部分，幼兒必定能朝好的方向來發展。 

 
請孩子分享覺得那位小老師說的很棒……被讚美到的孩子表情都很興

奮哦！……除了讓孩子學會欣賞別人，也希望讓孩子多一些正向的感覺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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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為不論大人或孩子都習慣從負面的角度來看人，常會聽到孩子來告誰

不好、誰不乖，卻幾乎沒有孩子會來告訴老師說誰很棒，若多加強孩子好的

部分，孩子一定能朝好的方向發展（901105貝日誌）。 

 
她不僅提醒自己要去發覺孩子好的地方，也積極地培養幼兒讚美他人的

能力，特別是在方案探究的「情境分享」及「欣賞遊戲」中顯露出來，以下

接著說明。 

 
（二）培養孩子欣賞他人作品的能力 

寶、貝老師在每日方案小組活動結束前，安排「情境分享」，除了讓幼

兒瞭解其他小組的發展情形外，也期望藉著大家的討論，提供各組後續發展

的具體建議。貝老師則特別期望藉此類活動，培養幼兒欣賞他人作品以及相

互讚美的能力。 

 

主要是想讓孩子欣賞別人的作品，也可以從孩子的角度來給建議，我覺

得孩子比較聽得進去，比老師講得還有用！另一部份是他們看到別人可以畫

得很好，可以相互觀摩，同儕之間誰畫得好，孩子他們都很清楚耶！那種「審

美」是自然的，自然就有的審美能力（91053006貝訪）。 

 
就像「動物」方案中「爬行國」的棒偶劇演出後，幼兒除了給予許多建

議外，貝老師也鼓勵大家給予表演者更多的讚美（圖 1）。 

1.爬行國棒偶劇演出後，觀眾

分享觀賞心得並提供建

議。貝老師特別鼓勵幼兒要

多說讚美的話。 

 

貝 T：覺得怎麼樣？有沒有人要給他們讚美！哪裡演得很好

看啊？ 

小夢：我覺得他們演得很好看！他們演得像真正做的！ 

貝 T：喔！小夢說他們做的「偶」做得很好！…… 

小希：我覺得可以再舉高一點，不然我們都看不到那個！ 

寶 T、貝 T：（同時說出）「偶」舉高一點！是不是？ 

小和：但也不要舉的太高，不然人的頭就會被看見了！ 

貝 T：哦？請他們出來試試，請烏龜先出來！（小亞出來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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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希：這樣比較清楚！（之後請「蛇偶」出來試高度，但觀眾反映蛇太細、

彎來彎去的看不清楚） 

貝 T：蛇本來就歪來歪去的！ 

寶 T：那要怎麼樣讓蛇歪來歪去，而我們又看得很清楚！ 

小希：那兩面都要畫，那樣不管轉到哪一面，我們都看得出來！ 

貝 T：轉過去也看得出來？（拿蛇偶來試，翻到背面）不見了！做兩面的話，

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可以去改良！後面還可以給它塗顏色喲！可是

他們今天演得很棒喔！我們給他們拍拍手（90112803觀）！ 

 

貝老師重視幼兒相互讚美的想法，亦在「欣賞遊戲」中表露無疑。「欣

賞遊戲」多由貝老師主帶，她期望藉由繪畫作品的相互欣賞，瞭解幼兒繪畫

表現時的想法，並藉此加深幼兒對主題的感受。就像在分享幼兒所畫的流浪

狗時，即是期望藉由欣賞活動，引領幼兒對「流浪動物」產生惻隱之心！ 

 

貝 T：我們現在要玩一種遊戲喔！叫做「欣賞遊戲」，什麼是欣賞遊戲？ 

孩子：欣賞人家的畫！ 

貝 T：哦？欣賞人家的畫！都可以說誰的哪裡好棒喔！這也是一個遊戲喔

（拿出小亦的畫（圖 1），孩子們開始爭著說看到什麼）！ 

孩子們：月亮！…月亮畫得很漂亮！…畫得好圓！ 

貝 T：畫得好圓！哦？你要講「哪裡」畫得漂亮，小亦才會知道，哪裡好棒？ 

孩子們：顏色好漂亮！…身體好漂亮！ 

貝 T：我們不要說好漂亮，因為漂亮也不知道什麼好漂亮？

像顏色很多很漂亮啊？長得很像什麼很漂亮啊？…有

沒有人發現什麼特別的？…… 

1.小亦//流浪狗躲在洞裡 

 

貝老師強調藉由作品欣賞

遊戲，加深幼兒在方案中的

感受表達，以及學習如何讚

美他人。在欣賞同儕作品

時，貝老師鼓勵幼兒具體說

出值得讚美的地方 

孩子們：我知道！牠肚子裡面有漢堡耶（90101105觀）！ 

 
欣賞過程中貝老師除了會針對圖象特別之處加以討

論外，也會運用「美術表現形式」的說明，例如「特徵的

強調」、「色彩的對比」…等，來凝聚幼兒的欣賞焦點，並

藉此體會圖象所要表達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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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代//流浪狗在找垃圾桶

裡的東西吃 

2.小凡//流浪狗的尾巴著火

了另一隻用水幫牠滅火

3.小欲//流浪狗媽媽生了小

狗 

4.小瑄//流浪狗好冷，因為有

好多的風在吹牠 

 

欣賞遊戲中，貝老師會鼓

勵幼兒具體說出值得稱讚

之處，也會刻意擋掉幼兒

想要批評的話。 

貝 T：……（欣賞小代的（圖 1），複述孩子所說）牙齒尖尖的

很帥、而且畫得兇巴巴的，好像獵狗！哈哈…而且我發

現牠的爪子，畫得特別清楚！……喔？他有用紅，有流

血，身上通通是黑的，有一點流血就怎樣？…很清

楚！……（90101108觀）！ 

 

貝 T：（欣賞小凡的（圖 2））我覺得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喲！他

「想」得很特別！想到尾巴也會著火，還會拿另外一隻

手去拍！拍！不一定要「畫」得很特別，也可以「想」

得很特別呦（90101110觀）！ 

 
貝老師特別強調要具體說出值得讚美之處，並刻意擋掉

幼兒想要批評的部分。 

 

貝 T：…這是小欲畫的（換一張）你們覺得呢？ 

孩子們：哈哈！牠的頭好像爆炸頭一樣（圖 3）！ 

貝 T：我們是在欣賞！欣賞是在說好聽的，還是不好聽的？ 

孩子們：頭又小又好笑！……我覺得頭很帥！ 

貝 T：喔！為什麼頭很帥？…我覺得他顏色很多很好看！ 

孩子：我看見這裡有一個小 baby！…… 

貝 T：（欣賞小瑄的（圖 4））…而且他說狗很冷ㄟ！看著月亮

想誰啊？ 

孩子：牠主人！ 

貝 T：ㄟ！真的耶！流浪狗在想牠的主人ㄟ！還有一個地方很

特別！…… 

孩子：老師我有問題！ 

貝 T：不要有問題！我們現在在欣賞，不用有問題！ 

孩子們：這個尾巴很可愛…尾巴很像太陽喔！…有溜滑梯！…… 

貝 T：你有沒有看到，為什麼狗好冷，因為有什麼？咻-----（表示風聲）！

他連風都畫出來了ㄟ！你看得到風嗎（90101110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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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老師認為「欣賞遊戲」的主要目的，除了藉由圖象交流彼此的看法外，

另一目的，也是期望幼兒在此類活動中，看見他人的優點，學習讚美別人。 

 

還有一個目的是想要讓孩子去稱讚別人，所以批評的大部分都會擋掉！

我們只會去追問說好在哪裡？盡量去追那個部分，主要是想要孩子多去讚美

人家，要笑人家的畫很容易啊！隨便都可以看到人家哪裡不好，問題是你要

看看哪裡好，因為孩子很容易就笑人家，雞蛋裡面挑骨頭太容易了，問題是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好的地方在哪裡（91053006貝訪）？ 

 

當幼兒看見自己的作品，展示在眾人面前供大家讚美時，靦腆的笑容中

難掩興奮之情！不僅能對圖畫內容有著更細微的觀察外，也在相互欣賞之

中，對自己及同儕的表現，產生更多信心鼓舞作用！此時，也看見貝老師「要

看見孩子的好」此意象明顯運作著！ 

 
四、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 

 
貝老師喜愛閱讀，認為「書」是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資源，擁有書就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92112701 貝訪）」，她特別喜愛圖畫書，不僅在日常生

活中與幼兒分享圖畫書，增廣幼兒的生活見聞，更在美術表現活動中，藉由

圖畫書的欣賞引發幼兒豐富的想像力。 

 

（一）藉由欣賞圖畫書增廣孩子的生活見聞 

貝老師相當喜愛圖畫書4，書中不僅蘊含豐富的故事寓意，優美的插畫

更是深深吸引她的目光；她認為圖畫書是陪伴幼兒成長的滋潤劑，所以經營

教室的學習情境時，一直思考如何讓閱讀圖畫書成為幼兒學習活動的重心。 

 
我之前很想走的就是「圖書書」的部分！我一直在想可不可以把它當作

一個很大的東西來看待，這是自己蠻想嘗試的。像我的小孩已經有好多本

                                                 
4 圖畫書（picture book）：亦稱為圖畫故事書、童書、繪本，是指為兒童閱讀設計的精美畫冊，書中版面多以
大幅圖畫搭配一些簡單文字，以引發兒童的欣賞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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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我會跟他說故事，他雖然依依啊啊聽不懂你在跟他講什麼（當時貝老師

女兒 2個多月），可是自己一直蠻想嘗試，「書」從小接觸到底有沒有用，自

己有孩子就可以做實驗（91042922貝訪）。 

 

孩子看見老師拿本新故事書，便一直追問什麼時候講？由於自己很喜歡

童書，常有新書便會介紹給孩子，無形之中孩子似乎也很期盼老師分享的新

書，分享前還會很主動的問，是誰寫的？是誰畫的？誰把它變成我們看的懂

的字？越來越專業嘍！其實書是這麼有趣、精采，總是希望孩子能愛上書，

也希望孩子在上小學前知道，書不只有無聊的教科書，看到書就很痛苦，在

想如果孩子能抓著對書的好感覺，抓住書的某種韻律感，對未來求學也不無

幫助吧！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愛上書、悠遊在書海中（901112貝日誌）。 

 

常看見貝老師利用團討時間與幼兒分享圖畫書，中午午休前則是和寶老

師攜手說故事給幼兒聽，他覺得這是「自己蠻享受的時刻（901218貝日誌）。」也

因燈關了，幼兒心情很放鬆，運用故事裡的意涵來分享心得，或是討論一些

情緒方面的事，幼兒也特別有感受，所以她認為午休時間是可以用書來經營

的黃金時段。而他與幼兒分享的書籍非常廣泛，只要一買新書，就會帶到教

室來和幼兒分享。 

 
我覺得自己講故事書是件很舒服的事，我現在還是有習慣，我跟他們講

的故事不見得是和現在走的主題相關，像我買了新書就會找時間跟孩子分享

（91042925貝訪）。 

 
方案活動進行中，幼兒常依探究需求，主動到圖書館或圖書角查閱相關

書籍，這種書籍比較偏重在知識性的圖鑑，幼兒稱這種書為「百科全書（90120602

貝訪）」。而貝老師分享的書籍則是有故事情節的圖畫書，她會隨著方案活動

發展，評估幼兒的需求及興趣，逐步提供圖畫書來加深、加廣幼兒們的方案

探究動機。例如：她發現幼兒不知如何照顧觀察角所飼養的寵物，就介紹《小

蠑螈睡哪裡？》這本書來增添幼兒照顧寵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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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小蠑螈睡哪裡？》──有鑑於本學期老師們設定的目標在於讓孩

子藉由飼養觀察動物，培養孩子的愛心，但發現孩子不是很會照顧小動物，

也可能不知該如何照顧，所以特別介紹這本故事書，……想讓孩子體會，動

物飼養就要提供牠一個好的環境。水中國的馬上發現鬥魚住的地方小、蟲蟲

國也沒人餵鍬形蟲，常有果蠅，蝸牛也不知吃什麼較好？希望能增添孩子照

顧小動物的動力，不過這部分得持續引導才會有效果（901016貝日誌）！ 

 

1.小夢//流浪狗 

2-4.小代//蟲蟲遊樂記──遊

戲洞洞書(封面、主

角及內頁) 

 

「動物」方案會轉向想像

性圖畫書創作，可以明顯

看出是受貝老師分享圖畫

書催化所致。 

她也期望藉著圖畫書來增加幼兒對主題的情感感

受，就像介紹《一位溫柔善良有錢的太太和 100隻狗》讓

幼兒體會流浪狗的處境，後續並藉著分享幼兒畫的流浪狗

（圖 1），來加深幼兒對流浪狗的憐憫之心，進而培養愛護

動物的情操（90101110觀）。 

 
（二）鼓勵孩子創作想像性故事畫 

「動物」方案會往想像性故事創作發展，主要是受

到貝老師介紹的一系列《土撥鼠遊戲洞洞書》催化所致。 

 
孩子看見老師拿本新故事書，便一直追問什麼時候

講？……今天介紹的是本遊戲書，書中的土撥鼠穿梭在各頁

尋找他的帽子，孩子很快就投入其中，猜猜牠會找到什麼不

一樣的東西（901112貝教學日誌）。 

 
貝老師分享此書後，多位幼兒回家做了類似的遊戲

書，帶來與同學分享。隨著幼兒興緻高昂地投入，頓時教

室活動的焦點，都集中在結合圖象及語文表現的圖畫書創

作上（圖 2-4）。為催化幼兒更高的創作動機，老師多利用圖

畫書視聽之錄影帶、及分享想像性圖畫書，以增進幼兒創

作故事的能力。 

幼兒除了運用「如果」兩字構想故事情節（下頁圖 1-3）外，並以故事接

龍的方式，全班創作出「如果你請鍬形蟲吃燒餅夾蛋」有趣故事，貝老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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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想的故事，寫在圖畫紙上，孩子們依志願選擇，完成

故事插圖（圖 4）。 

1.小尹//如果請娃娃拿貝殼 

2-3.小亦//如果請犀牛吃香蕉

4.全班幼兒//「如果你請鍬形

蟲吃燒餅夾蛋」（封面） 

 

貝老師運用「連環圖象」，

幫助幼兒思考故事情節，並

鼓勵全班幼兒以創意接龍

方式，合作創作圖畫書。

 

孩子們正在做一系列圖畫故事的東西，其實都有不一樣

的呈現，因為我們有加深在畫、在「想」內容，現在有很多

設計創意出現！我們編了一個故事「如果你請鍬形蟲吃燒餅

夾蛋」，原自一本《如果你請豬吃煎餅》！然後也讓他們設計

一張，用很多格來邊想邊畫。之前孩子的故事都只是一直遇

到什麼朋友最後就回家了！我們討論就只能這樣子嗎？所以

用了「如果」兩個字，就多了很多想像！變得很好玩，點子

也蠻有趣的！「如果你請海星來吃飯」、「如果大象在海裡面」

空間就大很多！情節就很棒（90112601貝觀訪）！ 

 
隨著幼兒創作經驗增加，所創作的故事情節豐富有

趣，圖象也表現得活潑生動。貝老師也發現運用「連環圖

象」可以讓幼兒將想法一一具體呈現，藉著邊想邊畫的過

程，讓故事表現得更為完整及有趣。 

 
（幼兒正在著手畫「我最喜歡的故事」） 

貝 T：要畫很多格！有點像我們上次畫假日分享的樣子哦！

不是只有一個而已哦！要從頭畫到尾巴。故事中間發

生什麼事情？尾巴怎麼結束？（孩子正興致勃勃決定

自己要畫什麼，有人則決定合作） 

寶 T：有什麼故事可以接！接！就像故事接龍一樣。 

貝 T：不要故事只有一種喔！要很多很多連在一起哦！…… 

寶 T：先想想要用什麼故事？自己決定喔！故事有很多啊，白雪公主、三隻

小豬、七隻小羊、還有什麼…小… 

孩子們：小紅帽！還有桃太郎…… 

貝 T：故事可以自己編，可以不一樣喔！……也可以像這樣子！要有很多格

喔！（拿小亞、小萍之前所畫的畫為例）……故事要「連」起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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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等會看看誰的好棒！……故事剛開始的時候、中間的時候發生什麼

事情？尾巴怎麼結束的？都要想一想（90121306觀）！ 

 

無論是個人（圖 1）、還是兩、三位幼兒合作創作（圖

2-3），幼兒們都興緻高昂地投入在創作當中。隨著方案的

發展，貝老師分享不同風貌的圖畫書，開闊幼兒的閱讀視

野，增添許多想像性故事體材及表現機會，也使得幼兒的

美術作品表現得多元且豐富。 

1.小希//綠野仙蹤 

3.小代//酷斯拉(上) 

4.小森//酷斯拉(下) 

 

貝老師分享不同風貌的圖

畫書，不僅開闊幼兒的閱

讀視野，更是增添許多創

作想像性故事畫的機會。

總之，圖畫書是貝老師與幼兒分享生活經驗、創意、

情感的一個重要媒介，也成為班上日常活動的一個重心。

幼兒們都期待貝老師與他們分享故事，貝老師也因幼兒的

回應感到無比的鼓舞作用。她用心經營班上的閱讀風氣，

但也認為父母是否用心經營幼兒的閱讀環境，才是幼兒能

否培養閱讀習慣的關鍵，僅靠老師的力量是不夠的。她說

要從自身做起，要把自己和女兒一起閱讀的經驗記錄下

來，未來想撰寫文章與大家分享。日前我與她通電話討論

論文相關細節時，她目前兩歲多的女兒正靜靜地坐在媽媽

身邊看書許久，貝老師說睡前還要講故事給女兒聽。「圖

畫書是很重要的資源」這個意象，不僅在貝老師在課室中

鮮明地運作著，也在居家生活中清楚呈現。 

 

綜上所述，貝老師的四個教學意象──「教室像公園」、「美術表現是孩

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看見孩子的好」，以及「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

引領著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整體實踐，因而形成其教室中的教學特

色。以下將接著探討影響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貳、影響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 

 
探討影響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時，試著從以下三個向度──「個

性」、「童年生活及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著手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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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性 

研究過程中，發現貝老師個性上有幾個特點，對她的教學意象有著影響

力，這些特點包括：「自信」及「重視省思」。 

（一）自信 

笑稱自己是「黑綿羊」的貝老師，溫柔甜美的外表之下，有著相當的自

信及主見。如她自己所說，因在開明的教養環境中成長，讓她對凡事都有自

己的見解，也很有自信。國中時是第一個爬窗戶被老師處罰的學生，大學時

代曾因反對體罰而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乃至目前在園務會議上勇於提出自己

的見解及批判，都讓人清楚看見她的自信。 

與她談起教學經歷時，她說自己三年的教學經驗，只能算是教學的「嘗

試期」，還有很多教學方法在嘗試、在修正。而這三年中的最大的成長，在

於越來越能夠將幼教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言談之中，顯露出她對自己的教學

具有相當的自信。 

 
最大的成長……就在於理論跟實際狀況調適的這部分吧！因為以前當

然唸過很多理論的東西，也知道那個對孩子來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當你

真正踏進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多的衝突，我覺得我在成長中，我越來越能夠

把理論跟實際盡量相結合，就是在這個狀況中儘量去結合。……我好像沒太

大的什麼改變，因為可能是我一開始走的方向，說真的，可能我走得方向滿

正確的，其實我不用作太大的修正，那也有可能是我其實自己沒有發現自己

缺點在哪裡，所以我沒有去做修正（91042921貝訪）。  

 
貝老師的自信，讓她肯定自我，雖然認為自己的教學還有待更多的嘗試

及修正，但她也確信自己「教室像公園」等意象所引領的課室教學是能貼近

幼兒本質發展的。而她個性上的另一個特點──重視省思，讓她不至自信過

滿，不願改變，阻礙專業成長之路。 

 
（二）重視省思 

貝老師訪談中多次提到，「省思」是老師應該具備的特質之一，唯有確

實省思，才能改進教學上的缺失，讓自己的教學更能符合幼兒發展需求。 

 126



當老師需要這樣的特質，能想想自己哪裡沒做好……我會很要求自己省

思，因為我覺得人最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往往看不到自己不好的地方，就真

的是缺點的地方，我會要求自己不要再犯那樣的錯（91053012貝訪談）。 

 
方案探究時，貝老師不斷地省思自己是否引導太多，致使幼兒失去主動

探究的動能。就像進行「彩虹」方案時，她省思到日前活動的進行方式，無

法引發幼兒主動探究的興緻，而思考著如何改善目前的教學問題。 

 

事後老師們痛定思痛，為什麼孩子無法「主動」！想想老師們總習慣說：

我們現在開…什麼角，現在玩什麼，早上也會設計活動（例如畫水彩、做些

小東西…）（美勞活動），久了孩子似乎習慣於等著「指令」，所謂的自由是

有限制下的自由，一旦真的要讓孩子自由，孩子們反而無所適從。……如果

進行的主題是孩子有興趣的，為什麼孩子不會主動去進行？或是老師可以再

提供些什麼來加深孩子的興趣？（910409貝日誌） 

 

貝老師決定依幼兒的興趣，請幼兒分成「色彩」、「光影」兩組，使幼兒

的探索焦點再次凝聚。色彩組則在她的引領下，多次來到大學校園觀察顏

色，幼兒發現大自然的顏色無法用 12 色蠟筆畫完，進而催化幼兒自發地運

用水彩三原色，調製出 80 多種顏色的精采呈現。這例子顯示，貝老師相當

積極運用省思，察覺自己的教學意象和實際教學之間的關係，進而改善教學

問題。第四節討論時，將進一步討論貝老師面臨教學問題，如何藉由省思澄

清問題，更加穩固自己的教學意象的過程。 

 
二、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 

貝老師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對其教學意象的影響，可分為三點來說明。 

 
（一）父母開明的教養態度 

貝老師小時候因父親在榮工處工作的關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住在工寮

裡，而且必須隨著父親工作調動，不停的搬家及轉學，但因媽媽開明的教養

態度以及從小帶著她們上圖書館、逛美術館、坐公車四處旅遊的經驗，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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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工寮長大的孩子，對許多事情有著不同的見解，也塑造

出自信的個性。 

 
我們的個性就這樣讓我媽媽培養起來，都是很健康的，都有自己的個

性，或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會自己去找生活的樂趣……我真的覺得媽

媽真的很重要，就再怎樣，跟人家講說我是工寮長大的孩子，沒有人會相信

啊（90121323貝訪）！ 

 

我算是滿有創造力的人，嗯…就是在想東西或是什麼的時候，我覺得這

和家裡的帶…教我們的方式有關係，沒有那麼多的限制，就不會不敢去嘗

試，或是不敢去幹嘛幹嘛……就是爸爸、媽媽對你的信任，這個部分對孩子

心理很重要（91042910貝訪）！ 

 
媽媽對待孩子就像朋友一樣，給予很大的空間，而且基於對孩子的信

任，她們兄妹幾個從小就敢去嘗試很多事情。例如哥哥在國小時，只要把計

畫書寫好交給媽媽，就可以背起包包和同學到中橫玩。這樣的開明成長環

境，也讓人不禁聯想到，與她重視幼兒自在快樂遊玩的「教室像公園」意象，

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此外，媽媽喜愛看書，深深影響她閱讀習慣的建立，姐姐、哥哥也受到

媽媽的影響，從小就是會不斷藉由閱讀來充實自己的人。她說媽媽目前雖然

仍住在鄉下，但家中有好幾大櫃的書，而且還是會常常到圖書館借書。在媽

媽的薰陶下，貝老師從小就認為「書是重要的資源」，這也成為她的教學意

象，進而形成其課室教學的特色。 

 
（二）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打工經驗 

貝老師在高中時，就因姐姐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的關係，寒暑假

會去帶領國小、國中學生梯隊活動，而「人本」對人性本質正向的看法，對

她現在看待幼兒的方式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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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整個思考或是看孩子的角度，差很多！就是你會從很多不同的角

度來看孩子，他們（人本教育基金會）都是用很正向的方式在看孩子，就當

大家都覺得說哪個孩子很可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孩子

了……去帶活動時，會發現一些會打人、會打架的孩子，會抽菸、罵髒話

啦……那種會打架、越會罵髒話的小孩心靈受傷就越深，都是被打得很慘的

小孩，你說打有用嗎？我從來不覺得有，因為我看過太多這樣的孩子了，我

從來不相信，你用打的方式可以教好一個孩子……這樣子的過程真的很影響

我現在對待孩子的方式（90120613貝訪）。 

 

在人本打工的經驗，讓她體會體罰會對一個人造成嚴重的心靈創傷，所

以她非常反對教師體罰學生，認為「老師並沒有被賦予可以去打另外一個獨立個體

的權力（90121329貝訪）！」此外，人本打工的經驗，也讓她學習到要用正向

的眼光來欣賞孩子，而不是只將焦點注意孩子的缺點上，這對她「要看見孩

子的好」意象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師院幼教系的啟迪 

貝老師說自己大學聯考時能填到幼教系是件幸運的事，且未曾想過要轉

系或是輔修初教系當國小老師，因為她認為幼教系是一個很開放的環境，系

上老師的想法及上課方式也比較開明，這不僅影響他的思考事情的方式，也

讓她對幼教產生一股執著的熱忱。 

 

幼教系是一個滿開放的環境，幼教系的老師最開放，上課方式是最

open，我覺得在整個思想上面，就是會有滿大的影響（90121317貝訪）。 

 

貝老師認為幼兒階段是人生最重要的時期，「一個人最多能力發展的時候，

就是還在小孩子的階段（92112701 貝訪）」，幼兒有豐富的潛能，需要老師及家長

用心陪伴，提供豐富的資源來協助他們將自己的能力引發出來。對幼兒本質

抱持著正向積極的看法，也使得她重視自己身為幼兒教師的專業角色，她覺

得「幼稚園老師最難當，想當一位『好』的幼稚園老師更難（91053012貝訪）！」因為

這是最直接接觸人生關鍵時刻的工作，所以她一直覺得自己很重要，尤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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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的孩子真的是這麼的棒，你怎麼可以不看重自己的角色，好好地陪他們、好好的帶他

們（91053013貝訪）！」。訪談中，她也說出自己心中理想幼稚園的情景： 

 
地方大大、學生少少…悠閒自在就好了，可能不會去設計太多的課程，

就自然的環境啊，孩子一定都是出去玩，其實你設計得再多吸引孩子，我覺

得他們的需求還是希望自然的…，那個絕對都是人的本性，就像是一個…森

林裡面的學校吧，無形中也不用設計什麼鐘聲，大家都很自在的玩，然後肚

子餓了就吃啊（90121319貝訪）！ 

 

其實，貝老師就是在描述自己「教室像公園」的意象，而這個核心的教

學意象，應與她大學時代所受的幼教專業知能培育，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三、先前幼教實務經驗 

先前幼教實務經驗對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影響，可分二點來說明。 

 
（一）實習、正式任教的幼稚園，都是強調以幼兒為中心，認為幼兒是無限

潛能的開放環境。 

貝老師說自己很幸運，實習、正式任教的幼稚園，都是進行開放式教學

的環境，可以讓她展現幼教專業知能，使得她正式任教三年以來，越來越能

夠將幼教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我很幸運我實習的學校都是很棒的學校，你看連我一個月的實習，跟的

都是很棒的老師（90120616貝訪）。 

這裡（快樂幼稚園）環境在整個幼教裡算很好的，是有在講求對待孩子

的品質，不是在意學生收多少個啦…基本上都是愛孩子、尊重孩子……我覺

得這滿重要的（90121319貝訪）。 

 

在快樂幼稚園正式任教的最大收穫，就是「更堅定自己要走幼教這條路

（91010505貝訪）！」這也讓她在教學實務上，始終維持著「教室像公園」的

理想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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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貝老師也提到實際教學經驗，改變她看待他人的方式。她說自己

在學生時代去幼稚園見習，非常會挑現場老師該改進的地方，但當自己成為

實習老師，就在角色變換之間，她發現挑毛病時都在看別人的缺點，也就學

習不到別人的優點，所以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學習要用正向的態度來看見別

人的好。 

在與幼兒實際接觸中，也常為幼兒的常規問題所困擾，但她總是提醒自

己要去看幼兒好的部分，並時時警惕自己，規劃活動時要去引發幼兒好的部

分，並提升幼兒相互讚美的能力。這也顯示，貝老師「看見孩子的好」意象，

是在其幼教實務經驗中逐漸形成的。 

 
（二）重視幼兒的美術表現，主要是來自現場教學實務經驗的累積 

貝老師大學時代並沒有上過幼兒美術相關課程，在引領幼兒進行美術表

現活動時，美術領域教學知識主要是來自參考書籍、請教有經驗的老師，或

是與寶老師相互激盪教學點子…等實務經驗累積所形成。 

 

過去沒有學過（幼兒美術教材教法）！可是帶孩子又很難免，一定都會

有動剪刀、動筆那些東西的機會，可是，我覺得如果我是小孩子只有玩那樣

子，我會覺得很無聊，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去書店找資料，或者請教有經驗的

老師，他們會有一些新的東西，是你沒有接觸過的。其他就是像寶老師也會

突然就想到什麼的，然後就刺激你再想到一個什麼（91042902貝訪談）。 

 

然而，為何在貝老師引領下，大鳥歐利幼兒可以呈現精采、豐富的美術

表現？主要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兩點： 

1. 貝老師認為透過幼兒的美術表現，可以清楚看見幼兒的身心發展情形，

所以她相當重視幼兒的美術表現，也鼓勵幼兒藉由繪畫呈現自己的想

法、情緒，或是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2. 因快樂幼稚園實施方案教學，方案精神之一，在於幼兒主動呈現方案探

究中的經驗及想法。所以貝老師與寶老師持有相同的看法，認為繪畫及

建造是呈現自己的經驗及想法的最佳媒介，以致班上會呈現精采的美術

表現過程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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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貝老師不是為了要教導幼兒美術知識或技能而設計教學活動，而

是幼教實務經驗讓貝老師持有「美術表現是幼兒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意

象，這也是班上會有豐富美術表現活動的主要緣故。 

 
參、小結 

 

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教室像公園」、「美術表現是

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要看見孩子的好」，以及「圖畫書是重要的

資源」。從分析中也發現，貝老師的教學意象可能是受個性、早年的生活及

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交互影響所致。其中，早年生活及求學經

驗是影響貝老師教學意象的關鍵性因素，並受其關鍵人物：「媽媽」之深遠

影響；幼教師資培育則對貝老師的教學意象有必然性的影響。 



第四節    綜合討論 
 
第二、三節分析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教學意象時，發現寶、

貝老師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學意象，引領兩位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整

體實踐，進而形成其教學特色。雖然本研究並未探討兩位老師全面性的教學

意象，但研究發現可以呼應許多探討教師教學意象、內在觀點的相關研究，

認為探討教師的教學意象，將可以清楚詮釋教師在課室中的教學實施（林育

瑋，1994；黃美瑛，1995；黃瑞琴，1991；Clandinin, 1986；Elbaz, 1983； 

Johnston, 1992）。 

探尋老師的教學意象是相當費時且須審慎處理的（黃美瑛，1995）。在

整理寶老師的教學意象時，其教學意象不僅明確出自其口中，而且可以在她

與幼兒互動中清楚地感受；至於貝老師則因幼教年資尚淺，教學實務上有著

許多「理想」與「現實」落差所帶來的挫折與衝突，致使有些意象是隱而不

顯的，所以探尋貝老師的教學意象時，花費較多的時間；但也因觀察、訪談、

文件等資料的審慎對照、呼應，才得以詮釋出明確的教學意象。 

本節中，研究者將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對照、呼應，針對研究發現中

密切相關的幾個重要議題進行深入討論，議題如下： 

1. 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的異同點分析 

2. 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時面臨問題的調適過程 

3. 教師搭檔關係對教師教學意象運作的影響 

4. 在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下，大鳥歐利班美術表現活動呈現之特色 

 
以下將針對上述四個議題逐一進行探討。 

 

壹、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的異同點分析 

 
寶、貝老師從大鳥歐利小班時搭檔至今，三年以來雖一直處在相同的

教學情境中，然而兩人卻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學意象，所形成的教學特

色也各異其趣。以下將就寶、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內涵、以及影響兩位老師

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進行異同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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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意象內涵的異同 

（一）相同之處 

寶、貝老師皆持有「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意象，所

以在大鳥歐利班上可以看見多元、豐富的美術表現活動。寶、貝老師持有一

致看法的部分，可歸納為二： 

 
1. 皆認為美術表現是幼兒呈現內心想法的最佳媒介，是一種「視覺語言」、

「圖象文字」，幼兒可以透過它表達想法及進行思考。 

寶、貝老師皆認為美術表現所具有的表徵（representation）功能，提供

幼兒一個具體、清楚可見（visible）的管道，成為個人呈現想法、思考歷程，

或是彼此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 

 

我覺得「具象的」比較容易表達，你要表達除了透過「語言」外，「畫

圖」或是「做東西」是很棒的方式，而且會比較沒有戒心啊！…有時候你叫

孩子面對面跟你講，你問他…「你昨天去哪裡玩？」他可能講不出來，可是

他畫了，他邊畫邊講就邊想到了，他就比較容易說出來，其實最精采的部分

是在孩子「邊畫邊講」的時候（91042904貝訪）。 

 

因為兩位老師相當重視「聽見」、「看見」幼兒的想法，所以兩人皆認為

「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鼓勵幼兒透過美術表現，呈現

精采的生活經驗，以及深刻的方案探索經驗。 

 

2. 都強調奠定幼兒基本造型能力的必要性。 

寶老師認為「基本能力是關鍵」，相當積極培養幼兒的基本造型能力，

因為「沒有基本能力，你就做不出來！就站在那裡不曉得怎麼辦（92052809寶訪）！」

所以她會設計美勞活動來加強幼兒的造型能力，也特別會去注意一些基本能

力弱的幼兒，給予更多的練習機會；雖然貝老師並沒有積極地設計活動來增

加幼兒的造型能力，但也強調擁有基本造型能力，有助於幼兒在方案探究

時，主動運用美術表現來呈現想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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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做過，怎麼做得出東西來，這種（建造）是要培

養他「想」的能力，可是「底」要夠穩……你說一個藝術家

沒有基本能力，哪藝術得起來！他不曉得黏土的特性、感覺，

也做不出好東西來啊！孩子要有基本的能力，你說他們想法

很好，可是沒有基本能力，他一樣做不出來，那他有那麼多

的想法都無法呈現……非得要有「做」的能力（91053019貝

訪談）。 

 

沒有底子（造型基本能力）就不可能嘛！想了半天還是

做不出來！就像小希！小希以前就是很標準的…啪啪！講的

很快，問題是他的講法沒辦法落實，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但他做不出來，就很挫折啊！後來變成手比較厲害的時候，

邊說邊做更快了，而且更有成就感了！所以每天上學都好高

興，因為可以呈現很多東西（92022702貝訪）。 

 

上學期之初，小希剛從別的幼稚園轉進來時，一到畫

畫時間就愁眉不展，常追著老師問要怎麼畫（圖 1），到後

來因基本造型能力較為豐富，能藉著繪畫或建造來表達自

己的想法時，更是專注投入在方案探究當中，每當老師搖

鈴表示建造活動告一段落，就看見她在埋怨怎麼這麼快就

要收拾，也興奮地表示「我明天一定還要做！我做的好高興哦

（90110605 觀）！」（圖 2-5）所以寶老師說：「小希是多靈活的

孩子啊！可是手不是很巧，後來自己畫得出來時，那麼高興！這自

信心不就站起來了嗎（92052810 寶訪）！」看到幼兒這樣的表

現，也就更加深兩位老師認為加強幼兒基本造型能力必要

性的看法。 

 

（二）相異之處 

寶、貝老師因個人不同的教學意象交互影響，兩人所

展現的教學特色不盡相同，相異之處，可歸納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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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希//阿比狗 

2.小希//老鼠布偶 

3.小希//鳥類世界 

4.小希//珊瑚 

5.小希//海豚布偶 

 

第一張畫是小希追著老師

問該怎麼畫，在貝老師個別

指導下才畫出來的畫。但到

後來因基本造型能力較為

豐富後，不但表現得更有信

心，也加強她在方案探究時

的主動性！這是兩位老師

強調基本造型能力的主要

理由！ 



1. 規劃活動時主要考量點不同 

寶老師因著「老師是媽媽」、「基本能力是關鍵」意象，所以在規劃美術

表現活動時，特別在意所有幼兒公平參與活動的機會；且會給予基本能力較

弱的幼兒更多的關愛及指導，並期望從活動當中，培養幼兒認真、負責、互

助合作等良好學習態度。貝老師則因著「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意象，在活

動規劃中，強調圖畫書的運用；也因「要看見孩子的好」意象，在進行「分

享遊戲」或是「情境分享」時，會特別強調幼兒要去欣賞、讚美其他小朋友

作品所呈現的優點。 

 

2. 分享幼兒作品時關注的焦點不同 

雖然兩位老師皆會藉由作品分享，瞭解幼兒的想法及經驗，但兩位老師

關注的焦點不大相同。寶老師常會在畫面細節做追問，並請幼兒補充或修改

可增添之處；而貝老師就顯得比較不會追問細節或要求修改。 

這是源自寶、貝老師教學意象不同所產生的差異，寶老師因著「老師是

媽媽」意象，認為自己有責任要讓幼兒表現更好，所以會期望幼兒能針對她

認為可以「再更好」的地方作修改；貝老師則因著「教室像公園」意象，認

為美術表現是幼兒的自然的表達方式，不需刻意引導及或是要求修改，讓幼

兒的作品保留原味，才能透過美術表現，看見幼兒的成長。 

此外，在進行「動物」方案前期，老師設定的方案目標之一，是期望藉

由觀察活動來認識動物的習性、特徵以及與人類、環境的關係（90 學年度上

學期大鳥歐利班教學計畫），所以方案探究偏重在幼兒實際觀察各種動物特徵、

習性之後，運用繪畫或建造等媒介來表徵觀察所得結果。在此時期，寶、貝

老師皆會以「形體像不像」、「是否貼近真實狀況」作為檢視幼兒美術表現的

標準。 

但貝老師因「教室像公園」意象，有警覺到自己對幼兒作品的要求不太

合宜，教學省思時，她提醒自己要給予幼兒更大的空間，才能讓幼兒有更精

采的表現。寶老師除了認為繪畫與建造必須是呈現方案探究的真實狀況外，

也受到「老師是媽媽」意象運作影響，更強化她要求幼兒修改作品的想法。 

換言之，「老師是媽媽」與「教室像公園」這兩個意象，是促使寶、貝

老師顯現不同教學特色的最主要原因。舉例來說，小萍──從上學期進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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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萍//我的好朋友 

 

小萍畫此畫時，發呆許久，

仍畫不出自己的好朋友。小

萍的人際互動關係，成為兩

位老師關注的焦點。但因兩

人意象不同，所採取的處理

方式也不同。 

組假日分享之初，就成了兩位老師關注的焦點，當大家馬

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分享時，小萍總是在外游離，一直融

不進其他幼兒的小組討論中。畫「我的好朋友」時，對著

白紙發呆許久，不似平日畫圖時的快速下筆（圖 1）。面對

小萍的情況，貝老師認為幼兒的人際互動能力與個性有

關，但幼兒的個性並不是成人想要促使改變就能改變的，

所以傾向於等待幼兒自身的成長（910429 貝日誌）；而寶老

師則是「想破腦袋（901106寶日誌）」，費心地安排活動幫助人

際互動能力較弱的幼兒，希望藉由老師的「push」，促進

幼兒的成長，這是兩位老師因意象不同產生微妙相異之處。 

Johnston（1992）進行實習教師意象與教學實務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兩

位在同一幼稚園班級實習的教師，雖在同一教室情境，但兩人卻持有不同的

意象，兩人的教學意象均影響其教學行為，本研究也顯示同樣的結果。 

至於寶、貝老師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學意象，但為何能在教學現場激

盪出精采、豐富的幼兒美術表現活動？這除了兩位老師都持有「美術表現是

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意象，期望透過美術表現看見幼兒的經驗及想

法外，就要談到兩位老師搭檔關係，因為兩人良好的合作關係，讓兩人不僅

在教學現場保持個人教學意象的特色外，也形成一種「互補」的教學型態，

使得大鳥歐利幼兒們呈現更為多樣、精采的美術表現，這部分將在第參點「教

師搭檔關係對教師教學意象運作的影響」中再深入探討。 

 

二、影響教師教學意象可能因素的異同 

 
從前兩節分析中發現，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可能是受個人的個性、早

年生活及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交互影響所形成。這樣的發現，

也呼應諸多進行教學意象影響因素研究的主要發現，認為教師的教學意象是

受上述因素交互影響所致（何秋蘭，1997；林育瑋，1994；陳國泰，2000；

連麗菁，2001；黃文俊，2002；黃美瑛，1995；賴秀芬，2003；羅明華，1996；

Calderhecd & Robson, 1991；Clandinin, 1986；Johnst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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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影響寶、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時，發現類似的因素，對兩人

的意象有著相同或是不同程度的影響力。以下分四點說明之。 

（一）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是影響寶、貝老師教學意象的關鍵性因素 

寶、貝老師早年的生活及求學經驗（包括兒時經驗、父母親影響、小學、

國、高中時代的求學經驗、打工經驗），不僅影響兩人的個性，更是影響其

教學意象的關鍵因素。就寶老師來說，從小母親的威權教育以及困苦的半工

半讀經驗，不僅使她個性有韌性、有很強的責任感，認為一切都得靠自己的

雙手來打拼，這種趨向堅強又帶有感傷的生活經驗，醞釀出認為人的行為需

要靠外界教導的觀點，所以在「老師是媽媽」意象中不斷強調，老師有責任

要讓幼兒學習良好的規矩及習慣、要讓幼兒表現得更好；此外，她也強調「基

本能力是關鍵」，重視幼兒基本能力的培養，如此才能面對未來挑戰。至於

貝老師，因從小成長在開明的教養環境當中，不僅擁有開朗、自信的個性外，

也使得她認為人需要自在地適性成長，進而形成「教室像公園」意象；而高

中時代在人本基金會打工的經驗，促使她堅信人性本質正向的看法，進而形

成「要看見孩子的好」意象。 

   許多研究指出，形成教師意象的源頭，大多來自過去孩童時代的生活經

驗或求學經驗（何秋蘭，1997；黃美瑛，1995；Johnston, 1992），本研究的

發現呼應上述研究的論述，並認為受早年經驗影響所形成的教學意象根深蒂

固，不易改變，影響實際教學甚鉅。就像寶、貝老師即使面臨教學情境中的

問題，在反省過程中接受挑戰、辨證或調適，但兩人的意象皆相當穩固，不

被動搖，此一部份將在第貳點「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時面臨問題的調適

過程」中說明。 

 
（二）都有關鍵的影響人物 

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皆受關鍵人物所影響。寶老師國小六年級級任老

師的關愛及啟示，是形成「老師是媽媽」意象的重要影響因素。貝老師則是

深受媽媽開明的教養態度以及喜愛閱讀的影響，進而形成「教室像公園」、「圖

畫書是重要資源」等意象。 

陳美玉（1996）研究發現，學生時代「旁觀學藝的經驗」（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及「成長經驗」是影響教師專業實踐理論建構最為深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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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易被當事人所察覺。其中「旁觀學藝的經驗」常是教師教學意象的主要

形成因素之一，如同 Calderhead and Miller（1986，引自陳國泰，2002）研

究發現，實習教師的教學意象，大都來自於對昔日教師教學行為的反思；他

們會從昔日教師的教學態度中，評判出何種行為是屬於正面的（例如：有愛

心的、有耐心的），哪些是負面的（例如沒有同理心的、沒耐心的、會對學

生大吼的，或學生疏遠的），並從中形成他們所認同的教學意象。這一點，

我們從寶老師對六年級級任老師的傚仿，以及貝老師對媽媽的高度認同，清

楚理解「旁觀學藝的經驗」對教師教學意象的影響性。 

 
（三）師資培育機構的影響不一 

眾多研究指出，教師教學意象深受個人的人格特質、早年生活經驗及求

學經驗，以及實際教學經驗交互影響所形成，相形之下，師資教育的影響力

就顯得薄弱許多（陳美玉，1996；陳國泰，2000；黃文俊，2002；黃美瑛，

1995；Johnston, 1992）。 

從影響寶、貝老師教學意象的可能因素來看，在師資培育機構所受的專

業知能訓練，未對寶老師造成影響，但對貝老師就有較深遠的影響。 

貝老師多次提及師院幼教系不僅啟迪她的幼教專業知能，開明的學術風

氣，亦對其思想影響很大。從分析中明顯得知貝老師「教室像公園」意象在

早年生活時就已建構形成，也因幼教系強調「幼兒為中心」的理念，使得此

意象更加穩固。如 Johnston（1992）表示，當教師進入師資培育機構，接受

專業訓練前，腦海中可能就已對教學存有某種意象，並且可能會以這些先前

已建構的教學意象來檢視「外來的」教學知識，如果與其教學意象相符者，

就被保留，不符合者，即被摒除於外。如此相加相乘的結果，使得教師從早

年經驗中反省而來的教學意象益加穩固，即使日後面臨多變的教學情境也會

很自然地去應用該教學意象。這一點，我們從貝老師「教室像公園」意象的

形成得到印證。 

 
（四）先前幼教實務經驗對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有著顯著的影響力 

許多研究發現，教師先前的教學實務經驗是影響其教學意象的主要因素

之一（黃美瑛，1995；謝瑩慧，1995；Clandinin, 1986），本研究亦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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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寶老師在進行方案教學時，雖強調要讓幼兒主動探究，但從她的教學

意象看來，她受過去單元教學經驗影響頗大，對幼兒仍抱持著需要成人教導

的觀點，致使她的「基本能力是關鍵」意象中，十分強調要依照老師心中的

既定藍圖，有計畫地建立幼兒的基本能力。 

貝老師實習、正式任教的幼稚園，都是進行開放教學的環境，這使得她

在教學實務上，始終維持著「教室像公園」的理想意象；而她的「看見孩子

的好」意象，也是在其幼教實務經驗中逐漸形成的。 

至於寶、貝老師都擁有的「美術表現是幼兒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意

象，皆源自幼教實務經驗。探究其因，乃因快樂幼稚園實施方案教學，兩位

老師從實務經驗中發現，美術表現是幼兒易於用來呈現方案探究經驗的重要

媒介，所以使得兩位老師擁有此意象，這也是班上會有豐富美術表現活動的

主要緣故。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發現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各自持有不同

特色的教學意象，引領兩位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整體實施，進而形成其

教學特色。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可能是受個人的個性、早年生活及求學經

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交互影響。其中，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是影響寶、

貝老師教學意象的關鍵性因素，並各自受其關鍵人物──「寶老師的國小六

年級級任老師」、「貝老師的媽媽」之深遠影響。至於師資培育機構的養成教

育，對寶老師較沒有影響，但對貝老師則有必然性的影響。 

 
貳、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時面臨問題的調適過程 

 
過去快樂幼稚園的方案教學，幼兒多以「大情境建造」做為方案的探究

方式。幼兒們運用整個教室空間，依著方案的探究，逐漸發展出各種遊戲情

境，並在自己建造的情境中進行「社會戲劇遊戲（sociodramatic play）」。 

隨著新園長上任（90學年度上學期就任），幼兒方案探究的方式有所變

動。園長在訪談中提到 5，老師過去也有引導幼兒討論、探索、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的過程，她仍期望老師延續這種精神，但在幼兒呈現想法的方法

                                                 
5 訪談園長時未用錄音機，所引用之訪談內容，是我訪談過後所做的訪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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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了具體的大情境建造外，希望能有更多元的呈現，像是用非具像的戲

劇、音樂等來呈現（91052401園長訪）。 

園長期望減少大情境建造的另一原因，則是基於環保的考量，因為學期

末拆除情境時，會產生許多廢棄物。她也看到幼兒在運用材料時較缺乏環保

意識，例如為了要用報紙揉成一個球，膠帶就一大段、一大段地用，根本沒

意識到自己用了大量膠帶。園長限制使用膠帶，是希望大家學習運用其他像

是漿糊、膠水…等等的替代材料，她也限制各班膠帶的使用數量（91052402

園長訪）。 

園長也提到，在嘗試方案探究時，老師們最常提出的問題是，5、6 位

幼兒進行深入的方案探究，其他幼兒該做什麼？園長認為這是因為角落不夠

充實、不夠吸引幼兒的緣故，如果角落豐富，幼兒自然就能在角落自行專注

活動，老師不必太過費心，如此將可以一位老師帶領方案活動，另一位老師

負責角落（91052401園長訪）。 

寶、貝老師為了因應園長的要求，在引導幼兒進行方案活動的方式上做

了調整，並摸索如何引導幼兒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寶、貝老師心情忐忑不安

地摸索、嘗試著，並且各自產生一段教學意象運作時，面臨教學問題的調適

過程。以下分別就寶、貝老師的調適過程探討之。 

 
一、寶老師的調適過程 

先前提到，寶老師的教學意象之一「老師是媽媽」，她認為自己是班上

幼兒的媽媽，有責任要照顧好每一位幼兒。對她來說，強調只有 5、6 位幼

兒參與的方案探究，卻有著「不是每一個小朋友妳都照顧得到（90103105寶訪）！」

的疑慮。 

 

因為我們以前走的是那種大建構嘛！現在又走那種小方案，我想說那其

他的孩子怎麼辦？就像這學期碰到的大問題就覺得人手不夠，不是每一個小

朋友妳都照顧得到！進行小方案就是五、六個人…妳要陪這幾個孩子研究，

一直鑽研進去對不對？其他的孩子妳就會忽略（91010505寶訪談）！ 

這就是我很不贊同（小方案）的地方，因為這五、六個孩子對方案非常

有興趣，表現得非常好，他們是不是永遠這麼高，後面的孩子追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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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孩子多累啊，我的感覺就是說我要這些後面的孩子一起上來……因為

每個孩子都是你的孩子，像小班的時候都說「寶老師媽媽」，當媽媽就是每

一個人都要照顧得到，這種小方案，我不喜歡！帶那麼聰明的孩子我也很輕

鬆啊！是不是？可是其他的孩子怎麼辦？永遠在角落玩玩具，雖然說玩玩具

也很好，可是每天玩耶，你總有一些創新吧！我知道玩具是永遠玩不膩的，

總要學一些其他的吧（91052112寶訪談）！ 

 
寶老師說園長沒有給她們壓力，但她覺得疲憊的原因是「為什麼我們沒有

辦法面面俱到，方案一定只能幾個孩子嗎，那其他的孩子怎麼辦（91052113寶訪談）？」

她也提到會主動來參與方案探究的幼兒，大多是學習動機強的幼兒，但她特

別會想去關注那些基本能力較弱的幼兒，希望這些幼兒不只是在角落玩，也

能夠一同參與方案探究，如此才能「所有的孩子都照顧的到（90103105寶訪）！」 

活力十足的寶老師，常說自己「都快瓶頸期啦！…因為畢竟也老了（笑）（901129

觀訪）！」她的心情明顯受到方案探究方式改變所影響，尤其當園長要求老

師們要在教學日誌中加強教學省思時，也可看出她因抓不到教學省思的重

點，更增添內心的壓力。 

園長期望老師能藉由教學日誌的敘寫，加強對自己的觀念、想法、衝突

等的省思，進而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省思──對自己的設計、目標、活動方式、態度…等之檢討，最得意的

當然也可能（910329園長日誌回應）。 

可多談自己的觀念、衝突，活動進行檢討...等等（901207園長日誌回應）。 

 
然而寶老師所寫的省思，並未發揮澄清教學觀點、回顧自己教學行為背

後原因…等意義。 

 
省思──雖然孩子也帶來了他們的玩具，但是我們也讓孩子玩他們自製

的玩具，下午就讓孩子玩自己的，孩子可以自由選擇。女生的娃娃家的玩具

最受喜愛（910329寶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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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覺得自己真是太貪心了！雖然知道孩子有能力完成他們的工

作，但是總是會有狀況出現……一方面覺得分身乏術，一方面覺得孩子也很

急燥。反正今天有點沮喪，無力感也湧上來、有點累，孩子一定要老師在旁

邊才能做嗎？孩子的潛力到那裡去了？孩子有嚐試失敗的勇氣嗎？失敗了

還可以接受重來嗎？孩子是否怕失敗而縛手縛腳呢？還是有太多的限制給

孩子？我需要停下腳步和孩子一起來找出問題之所在（901121寶教學日誌）。 

 
在與寶老師訪談時，也發現寶老師比較沒有省思的舉動，對於自己的教

學觀點、角色沒有顯露太多的思考，所以寶老師比較無法藉由省思來澄清自

己所面臨的問題。這也使得她這一年來，因園長要求方案探究方式的改變，

一直處於混亂、衝突的思緒當中。 

 
我：寶老師好像沒有以前快樂 

貝：我覺得這個時候（換園長之後）要轉，這對他來說比較困難，可是他還

是會想要怎樣做怎樣做，但是綁手綁腳，沒有辦法發揮。 

我：以前會不會這樣子？ 

貝：以前玩瘋了，我們（中班）玩夜市、博物館玩得真是精采，博物館是寶

老師提出來的，我當時還在猶豫玩的起來嗎，但我們玩得…好精采！ 

我：那時候會不會這樣焦慮？ 

貝：不會呀！因為那是她熟悉的領域，後來這些東西對他們上年紀的人，是

不容易的，但又不覺得自己穩到可以照自己的方式來，又顧慮但又不知

道該怎麼辦，所以壓力就出來了（92112711貝訪）。 

 
下學期時，我問寶老師有否因園長的要求，或是幼教專家來園進行一連

串「瑞吉歐˙艾密莉亞教育取向」理論與實務的探討，使得班上教學方式改

變？寶老師說「我們還是照我們自己的！原來自己的！你看看一個老師也帶 16個孩子

耶！對不對！還是好多人呢（91041801觀訪）！」她也說出自己的內心的想法。 

 
我不知道ㄟ！給他（幼教專家）這樣子講，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上課

耶！後來…不管他了！我還是照我的方式來上課！哈哈！要不然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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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不知道，我就是這樣子走（方案）！我就是這樣子上課啊！你說要跟

孩子講故事，要怎樣跟孩子討論？要怎麼樣有發問的技巧？我自己的東西，

我不想讓別人改換（91041803觀訪）！ 

 
寶老師從一開始就因應園長要求，嘗試新的方案探究方式，但因 5、6

位幼兒參與的方案探究，與她的「老師是媽媽」意象產生衝突，思緒一直處

於混亂、挫折狀態。也因沒有建立省思的習慣，較無法藉由省思澄清教學上

的問題。雖然整個調適過程中，寶老師的教學意象相當穩固，不被動搖，最

後並決定不管園方的要求，還是依照自己教學意象進行課室教學，然而，寶

老師的心情卻不快樂。 

 
二、貝老師的調適過程 

貝老師一開始時，也因園長的要求，產生教學上的一些混亂及衝突，但

調適過程中，她不斷藉由省思澄清問題，釐清自己的想法，不僅穩固自己的

教學意象，並積極嘗試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從下列兩個事件看出省思

對貝老師教學的重要性： 

其一，貝老師認為過去在進行方案探究時，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大情境建

造為唯一的目標，原本就是隨著幼兒的深入探究，進行多元的呈現。 

 
我們不完全每次都是大情境，所以我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困擾，打從一開

始我就覺得孩子可以有很多種呈現方式，沒有想到說（情境建造）一定要蓋

成…金碧輝煌（笑）！你明明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91053018貝訪）。 

 
雖然這兩學期有依照園長的要求，刻意減少大情境建造，並加強幼兒之

間的討論；但她卻發現，如果沒有讓幼兒的想法具體呈現，很難凝聚幼兒討

論時的焦點，而「情境」就是幼兒用來進行討論，或是思考主題後續發展的

具體依據。經過這兩學期方案探究方式的嘗試，貝老師仍認為過去的大情境

建造有助於幼兒方案的深入探究；透過省思，也更加確認「繪畫」及「建造」

是幼兒方案探究時用來呈現經驗、想法，以及幼兒彼此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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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因考量園長所說「大班的主題應可傾向『概念性』的議題！有時老師可

自己觀察發覺孩子可能會有興趣的方向（901219園長日誌回應）！」在與幼兒討論眾

多主題之後，兩位老師決定以「彩虹」為下學期方案主題，希望有別於以往

較為具體的「主題」（topics），進行較為抽象概念的「議題」（themes）探究。 

「彩虹」方案進行時，貝老師關注的焦點在於「彩虹」主題中的色彩、

光影現象的探究，並非日常生活中能經常接觸，幼兒較難扮演主動探究的角

色，需要老師介入引導的部分，會比以前進行較具體的主題時來得多，與貝

老師「教室像公園」意象──希望幼兒能在教室中主動探索、主動呈現想法

的意象相互矛盾，這也使得她不斷省思如何引發幼兒更主動參與探究、且能

在方案中玩得更起勁。 

 

目前自己遇到的瓶頸在於：覺得自己主導的部分較多，比較之前走過的

主題，例如：「逛街」…孩子反而能自己找事做且樂在其中，在想是否「彩

虹」不夠貼近孩子的生活和經驗，顏色較「具體」的部分在哪？顏色好像很

具像，可是似乎也非常的抽象，我發現自己引導的太多了，好像自己要盯孩

子去做什麼，孩子沒辦法像之前自己就會說「我們來玩什麼、做什麼！」……

我還在想要怎麼帶孩子，因為顏色也是可以有聲音啊！可是覺得好難讓孩子

自己去想到這個…因為孩子沒這樣經驗過，沒有鋪程孩子沒有辦法自己想

到，像我現在想準備一些音樂，讓孩子來聽這個音樂是什麼顏色…顏色有暖

色系、冷色系，各是怎樣的感覺？可是又很難讓孩子自己會想到說來玩這

個，這非得老師來引導孩子，所以常會進入兩難的狀況（92022702貝訪談）。 

 

貝老師不斷地省思，並積極地嘗試各種方法來提升幼兒主動參與探究的

興緻。她帶領幼兒多次到大學校園尋寶，也因幼兒探究色彩的動機被點燃，

進而催化出一段幼兒深入體驗色彩美感的探究歷程。 

此外，因著「教室像公園」意象，貝老師不僅期望幼兒能在教室中自在

地進行學習活動，也使得她認為老師才是促使自己教學改進的舵手，如果為

了因應園長的要求，而刻意改變自己的教學，將無法達到教學改進的意義。 

 
自己教學遇到瓶頸，老師想要做改變，就去嘗試新的方法，那才是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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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且是很真實的改變！而不是要移植還是模仿別人的精神，硬要改變，

這樣將無法達到教學改進的意義（92022711貝訪談）。 

 

貝老師說：「現在不管了！還是想想怎樣才能讓孩子玩的最高興，孩子怎樣才能『投

入』才是重點（92022711 貝訪談）！」她最後也決定不管園長的要求，還是依照

自己教學意象進行課室教學；然而，因為她善於運用省思來澄清自己的教學

觀點，清楚自己教學行為背後的種種考量，除了更加穩固自己的教學意象

外，也藉此積極嘗試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使得她不僅對自己的教學更具

信心，也進而達到專業成長的目的。 

 
從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面臨問題的調適過程看來，可以有下列兩點分析： 

（一）有經驗教師的教學意象穩固，不易受教學情境問題而改變 

Elbaz（1983）認為意象與教學實施有密切的關係，教學情境中的要

求，若對教師造成衝突，也必須經過教師調適自己的意象方能解決。寶、

貝老師面臨衝突時的反應不盡相同，寶老師一直處於混亂狀態，而貝老

師藉由省思釐清問題，或是積極地尋求解決辦法，但兩人的教學意象始

終相當穩固未受動搖。 

有經驗的寶、貝老師不像實習教師一樣，意象面臨教學實際問題時就

經常發生「意象破滅」（shattered images）現象（Cole & Gary Knowles, 

1993）；或是順從學校的規範，改變自己的教學意象（Hawkey, 1996）。連

麗菁（2001）研究中也發現，資深教師於新教材的教學中，舊教學經驗一

再干擾，更難適應新課程，原有的教學心像更加穩固。這樣的研究結果，

顯示出有經驗教師的教學意象常是根深蒂固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可

能未來也是如此，呈現一種穩定性，而少有更動的現象（黃美瑛，1995；

Connelly & Clandinin, 1988）。 

 
（二）透過省思，讓教學實務與意象產生有意義對話，不僅穩固教學意象，

並能適度調整教學計畫，改善教學問題。 

簡紅珠（1999）認為教師的教學計畫是依據過去的經驗和認知而擬定，

如果在教學中變更既定的計畫，會提高教學的不確定性，造成教師認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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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也可能讓教學陷入混亂。但我們從貝老師的調適過程中發現，貝老師

藉由教學省思，澄清自己意象與現場實務的脈絡關係，不僅讓自己的意象更

加穩固，並適度調整教學計畫，改善教學問題。 

許多研究發現，教學省思有助於教師專業的成長（谷瑞勉，1999，2001；

賴秀芬，2003；羅明華，1996）。谷瑞勉（1999）更進一步指出，教師的省

思能力比年齡、資歷更有利於其教學知識及實作的發展。老師年資久、經驗

多但缺乏省思能力，未必會有更高層次的發展；相反的，少經驗的老師若能

善於省思，並能不畏困難勇於嘗試，也是促進其發展進步的要素。這項發現，

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寶、貝老師身上得到印證。 

 
參、教師搭檔關係對教師教學意象運作的影響 

 

先前探討兩位老師教學意象時，發現寶、貝老師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

學意象，但因兩人良好的搭檔關係為基礎，用心經營幼兒的學習情境，進而

催化幼兒展現豐富的美術表現。 

有不少的研究，皆反映出目前幼稚園一班兩位老師所產生的搭檔問題。

搭檔老師間的教學合作關係的品質，不僅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亦會影響到

教師的工作情緒及專業發展（江麗莉，1998，2003；呂夏翠，1998；林育瑋，

2003；歐姿秀，1998；彭欣怡，2000；謝雅玲，2004）。本研究發現，良好

的搭檔關係對教師教學意象的運作，有積極、正向的影響力。 

寶、貝老師的搭檔關係，可以歸納出兩點特色： 

 
一、寶、貝老師合作之初就已達成共識──要維持「唱雙簧」的搭檔關係。

教學過程中持續討論，相互激發教學點子，解決教學上面臨的問題。 

貝老師成為正式老師以來，就與寶老師搭檔，至今合作了三年。貝老師

說當時就很期待與寶老師合作，覺得「第一個搭班老師就遇到好老師（90121307

貝訪）」。兩人合作之初就已經達成共識，要以「唱雙簧」的方式來經營班務。 

 

以前剛開始（搭檔）的時候，貝老師問我「要用什麼方式上課？」我喜

歡（團討時）兩個老師同時坐在前面，這樣我可以看到全部的孩子，我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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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一個老師坐到後面，因為有時難免會詞窮，另一位老師可以來協助。我喜

歡「唱雙簧」，大家互相腦力激盪，討論時兩個人一起跟孩子討論，跟孩子

一起腦力激盪（92052810寶訪）！  

 
雖然兩人在班務上有分工，例如輪流擔任主教者以及寫教學日誌，但團

討時兩人總是一搭一唱地與幼兒進行討論；一位老師帶領幼兒討論，另一位

老師記錄師生之間的對話，或是幫忙回答幼兒突如其來的問題。每日活動進

行時，兩人也會利用空檔時間，討論方案活動發展方向以及幼兒的特殊狀況。 

兩位老師在討論事情時，寶老師常因貝老師或幼兒不經意的一句話，引

發突然想到可以呼應幼兒需求、或是改善目前教學問題的「教學點子」，寶

老師稱這種突然想到的點子為「靈光一現（92052810 寶訪）」！就像假日分享

的討論方式，會演變成「邊畫邊說」方式，也是因寶老師「剛好有一個這樣的

念頭閃進來（90121201寶訪）！」而讓幼兒藉由繪畫的輔助，有了更好的互動及

討論，也解決多日以來幼兒無法有效討論的教學困境。 

貝老師認為「因為我們兩個老師算是合作得很好，可以常常討論，才會一直有不

同的想法出來，這是很重要的（92022713貝訪）！」而寶老師的「靈光一現」也會

讓貝老師「在想活動時，寶老師突然就想到什麼的，然後就刺激你再想到一個什麼點子

（910429貝訪）！」「一老一少」的兩位老師 6透過討論，相互激發教學靈感，

當兩人想法不一致時，也不會否定對方的看法，總是會讓對方先去試一試。 

 
我們在討論主題走的方向，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意見、不同的想法，所以

有時候對方不見得能夠這麼的完全接受，可是我們彼此還好的是會讓對方去

試試看，反正就是去試試看，我也不會說你啊，要不然隔天就順著接下來，

不然你有辦法就再引出一個新的東西來（91042916貝訪）。 

 
特別是寶老師，不僅常稱讚「他們年輕人（貝老師）想法比較活（91031810寶

訪）！」也像在方案探究中鼓勵幼兒一般，鼓勵著對方：「就是要放手去試試看

（90110601寶觀訪）」、「不去試試怎麼知道行不行（90122703寶觀訪）！」所以兩人常

在面對教學問題時，一同嘗試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6 寶老師年齡將近是貝老師年齡的兩倍，寶老師常說她們是「一老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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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寶、貝老師雖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學意象，但彼此相互尊重、欣賞，

讓兩人在教學現場保持個人教學意象的特色，發揮專長，呈現「互補」

的搭檔型態。 

兩位老師彼此相互尊重，就像幼兒帶作品回家的工作袋，寶老師構想好

要請幼兒用剪貼方式來製作，但她說這只是初步想法，還要再跟貝老師討論

（91061402 寶觀訪）。畢業表演前夕，寶老師製作道具時，會請貝老師看看哪

些地方需要加強；貝老師選好佈景配色後，也會請寶老師看看顏色搭配是否

合宜，其實兩人都有自己的見解，但雙方都會尊重對方的意見。園刊上所刊

登大鳥歐利班的文章，向來都是兩人共同署名，畢業專刊的文章是寶老師寫

的，但署名上也是寶、貝兩位老師，寶老師說「要尊重合班老師，當然兩人的名

字都要寫上去（92052801寶訪）」。最讓人感受到她們良好的互動關係，就是兩人

常常由衷地讚美對方。 

 

太棒了！年輕人（貝老師）的統整能力比較好！我每次都跟她說：「妳

統整能力太好了！交給妳！」哈哈（91041801寶觀訪）！ 

 

寶老師是從最傳統一路走到現在，我覺得她是夠開放的老師，心胸非常

寬，一直在接納新的東西，就那個階段的老師而言，她是非常棒的老師，能

跟我敞開心胸討論很多事情……有時候她突然發現自己是用比較八股的方

法，就會趕快再修過來，或是她對於我的一些新的想法，都蠻能夠認同的，

會讚美另外一位（搭檔）老師，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91042916貝訪）。 

 

因兩位老師的相互尊重及欣賞，不僅讓個人的想法盡情發揮出來，而且

也能發揮截長補短的功效，讓班上的活動更顯多元及豐富。就像在「動物」

方案後半段發展到想像性圖畫書創作時，可以看見貝老師的教學意象──

「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明顯地在活動中運作。寶老師也多次稱讚「貝老師

想法很靈活，讓幼兒發揮很多想像空間」。以觀察者的角度來看，良好的搭

檔關係，讓老師在教學現場保持個人教學意象的特色，進而展現專長，發展

出精采、多樣的課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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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兩人的教學意象相同點來說，兩人都認為「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

中重要的活動」，所以班上會產生多樣風貌的美術表現活動，甚至當時園長

希望各班不要往大情境建造方向來發展方案時，兩位老師還是決定要讓幼兒

按照自己的興趣以模型建造來深入探究。也因為兩位老師都認為遊戲很重

要，並期望幼兒主動展現自己，藉此建立幼兒的自信心，所以「幼小銜接活

動」並不是模擬小學上課的情景，而是進行「小老師」遊戲，藉著上台當老

師讓幼兒展現自己。 

 

（今天的幼小活動輪到小萍當小老師，要教大家畫畫） 

寶 T：你自己決定嘍！現在就交給你！ 

孩子們：（因等候多時，有點鼓譟）快點！小萍！ 

小萍：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寶 T：現在你是老師！你想要告訴小朋友什麼都可以！就照自己的意思講

啊…小萍老師好----（孩子跟著附和）！（小萍站在台上一言不發！） 

小希：小萍你到底講不講！ 

貝 T：不要急嘛！第一次當老師都麼會緊張！ 

寶 T：嗯！我覺得他已經很棒了！（＞小萍）你想要上什麼課，都可以喔！ 

小森：可以小小聲的說啊！ 

小夢：不要催他啦！ 

小萍：（小聲地說）畫畫！  

（過了許久小萍仍不發一語！其他孩子埋怨等好久） 

寶 T：有啊！他現在慢慢地在想！換你們上來的時候，或許也是一樣的！…

他剛剛有告訴我，他已經有準備了，對不對？小萍？要告訴小朋友怎

樣畫畫對不對？…現在可以畫了！要怎麼樣開始呢？……你想要怎麼

樣告訴小朋友！就怎麼樣告訴小朋友！ 

（小萍仍站在台上不發一語，其他小朋友直說小萍不敢講話！很慢ㄟ！） 

貝 T：哎喲！說不定你們在下面很會，但一到台上來！說不定就會很害怕

喔！貝老師和寶老師也會緊張ㄟ（寶 T在旁附和說：對呀！對呀！）

要教這麼多小朋友ㄟ！你有教過這麼多的小朋友嗎？… 

寶 T：小萍拿出筆來了！（小萍）老師很會畫畫，加油喔（91052801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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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兩位老師的關愛及等待下，平時很少在眾人面前發表意見的小萍，

從站在台上緊張的不知該怎麼辦，到後來敢說話，教全班幼兒她最拿手的畫

畫。當幼兒們圍著她，稱她是「小萍老師」時，小萍的表情不僅興奮、更是

充滿自信！訪談時，寶、貝老師對「小老師」遊戲提出看法： 

 

（今天的幼小銜接活動結束，幼兒到戶外遊戲場自由活動） 

貝 T：因為別班規劃的比較是正式的幼小銜接，他們上很正式的課，那時候

我們兩個討論半天，不太想像小學上課那樣，孩子能自由地玩也沒多久

了，還不如多玩一點，哈哈！所以還是決定讓他們多玩一點！ 

寶 T：對呀！我們是想說，讓他們有在眾人之前發表的經驗，這樣子他們以

後上台的時候，就會想到以前的經驗，就會去修正，以後碰到這種情況

時，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怎麼辦？ 

我：今天的經驗，應該會讓小萍感覺很棒！（貝 T離開去集合孩子進教室） 

寶 T：他以後會慢慢站的起來（91052803觀）！ 

 
從資料中可以看到貝老師因著「教室像公園」意象，期望藉由小老師遊

戲，讓幼兒可以有更多遊戲的機會；寶老師則是因「基本能力是關鍵」意象，

強調藉由上台發表，培養幼兒勇於發表的能力。兩人教學意象不同，所關注

的焦點也不盡相同，但因兩人良好的互動關係，在規劃活動時可以得到共

識，進而發展出符合幼兒需求、興趣的活動。 

從上述例子以及之前的探討，可以明顯看出兩位老師教學意象的不同，

寶老師特別關注一些基本能力較弱的幼兒，一直費心設計活動來培養幼兒的

基本能力，並藉此幫助幼兒建立自信心。貝老師則是比較傾向等待幼兒自己

的發展，期望保留幼兒成長的原貌。乍看之下，似乎是相當大的衝突點，但

在現場觀察時卻感受不到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當貝老師閱讀本研究的發現

時，也分析起兩人可以合作得很好的原因。貝老師認為她與寶老師之間有「互

補」的關係，課室活動就在兩人「一推一等」的情境中，達到一個平衡點，

不僅讓活動更貼近幼兒的發展需求，也激發幼兒更豐富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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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點出這個點是很有趣的，我發現我們兩個中間是有「互補」關

係，就是我會去等一等孩子，她會想去 push 孩子，可是一推一等就達到一

個平衡，一個往前、一個往後等一下，中間一個平衡點就出來了，我覺得這

是有趣的，其實要達到那個平衡點很難，兩個老師如何達到平衡點，孩子也

很平順的上來。如果我們兩個都一樣，可能不見得會像這麼好的一種情

境……你知道我為什麼覺得跟寶老師搭得很好？因為我每次都想太多了！

我就是一直很想等孩子的東西出來，所以會一直覺得自己想的不夠好、不夠

完整，就覺得不行做，想到後來我就根本不太動了，可是當初有寶老師在，

所以步閥就會趕快跟上去，可是現在我變成停在原地的時間太久了，相對的

孩子得花自己的時間也變久了！我現在有警覺到這件事情，所以在教學日誌

省思時，我就會催促自己──「想到就做」（笑）！不然我會想太多，想怎

樣可以更完善、可以更適合孩子，想了半天時機就過了，那個東西也就不適

合孩子正在做的事情了，我現在發現我有這樣子的毛病，可是當初不這麼覺

得，那是因為寶老師走在前面，所以你會一直想辦法要跟上……如果說你在

等待，你的 partner也在等待，那蹦不出東西來了（92112701貝訪）！ 

 

雖然兩位老師個性不盡相同，教學意象也各具特色，但因雙方都用心於

幼兒學習情境的經營，再加上彼此相互尊重、讚美、包容不同意見，並針對

教學現況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才能激盪出好的教學。這也是貝老師陸續與其

他兩位老師搭檔之後，仍深深懷念與寶老師搭檔的主要原因。在最後一次訪

談時，她用「協奏曲」的譬喻，來形容自己和寶老師的搭檔關係。 

 

兩個人可以有「共鳴」，那才是厲害！就是各自獨立也還不錯，但兩個

在一起會很更精采！就是有那種可以討論很多事情、可以蹦出很多火花的感

覺…這要怎麼形容啊！…就像有兩種樂器各自獨奏時很好聽，如果合奏在一

起，音樂會更棒！…啊！就像是「協奏曲」啦（92112701貝訪）！ 

 

從寶、貝老師的「唱雙簧」或是「協奏曲」譬喻的搭檔關係看來，並非

合班老師要持有相同的教學意象，或是擁有相同的個性，才能有良好的搭檔

關係，合班老師之間坦誠溝通的意願，才是搭檔間互動成敗的關鍵（江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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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3；呂夏翠，1998；林育瑋，2003；謝雅玲，2004）。此外，也可

以發現，寶、貝老師個人教學意象不同，但因彼此相互尊重、欣賞，讓兩人

在教學現場保持個人教學意象的特色，發揮專長，呈現「互補」的搭檔型態。

江麗莉（1998，2003）認為這種「互補」關係，堪稱是搭檔關係的上乘傑作，

往往是教師、園長或家長的最愛，而這也是課室裡美術表現活動多元、豐富

的重要因素之一。 

 
肆、在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下，美術表現活動呈現的特色 

 

從寶、貝老師教學意象的運作情形看來，可以明確知道，老師們並非視

美術為獨立的學科，或是為了要教導幼兒美術知識或技能而設計活動，而是

認為美術表現活動是幼兒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環節，才會受到寶、貝老師

的重視，也才能在美術表現活動當中，清楚地探尋兩位老師的教學意象。 

在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之下，該班的美術表現活動可歸納出幾個重

要特色： 

 
一、協助幼兒發展將內心想法、概念轉換成圖象符號的能力 

寶、貝老師皆認為美術表現是幼兒呈現內心想法、概念的最佳媒介，是

一種「視覺語言」、「圖象文字」，幼兒可以透過它表達想法及進行思考。無

論在方案探究、假日分享活動中，都鼓勵幼兒運用清楚可見（visible）的圖

象符號，成為個人呈現想法、思考歷程，或是彼此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 

 
二、促進幼兒以美感形式體驗週遭事物，進而發展知覺能力及美感意識 

分享幼兒作品時，貝老師會去運用「美術表現形式」的說明，如：「特

徵的強調」、「色彩的對比」…等，凝聚幼兒的欣賞焦點。在進行「彩虹」方

案時，寶、貝老師特別鼓勵幼兒以美感的形式去體驗生活週遭的色彩，並從

中發展諸如「漸層」、「對比」、「和諧」…等美的意識。如此將能促進幼兒以

美感形式體驗生活週遭的事物，進而發展感知能力以及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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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動手經驗，幫助幼兒發展探索、觀察、自我指導以及問題解決等

能力 

方案探究中，幼兒扮演主動探究的角色，一方面透過實地調查、觀察、

查閱書籍、觀賞錄影帶等調查活動來進行主題的深入探究，另一方面也運用

繪畫、建造以及戲劇扮演等媒介，呈現探究中產生的想法以及新學習到的經

驗。特別是在模型建造時，幼兒運用調查活動所獲得的經驗，依照各小組規

劃的設計圖進行建造。因為模型建造的內容多為幼兒主動想呈現的，所以會

專注地投入在建造活動當中。建造當中，幼兒不僅依照自己的興趣、能力，

設計、建造模型，當幼兒遇到問題時，也會主動去查書、或是和同儕、老師

討論，發揮小組合作精神來共同解決問題。透過如此的動手經驗，能幫助幼

兒發展對周遭事物進行探索、觀察、自我指導以及問題解決等能力。 

 

四、提供幼兒探索美術材料、工具特性的機會 

美勞活動中，寶老師提供多樣的美術材料及工具的嘗試機會，奠定幼兒

的基本造型能力；寶、貝老師也在方案探究中，鼓勵幼兒透過繪畫及建造活

動來呈現自己的探究經驗。因親身體驗多樣化的美術表現活動，幼兒運用美

術工具、材料的能力也更為純熟。 

 

從上述特色來分析，寶、貝老師教學意象引領進行的美術表現活動，比

較傾向於美術教育思潮中，Lowenfeld為代表的「創造性取向（工具論）」美

術教育的內涵（王德育譯，1990；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創造性取向（工具論）」美術教育是以兒童中心之教育理念為基礎，

強調幼兒身心發展階段和生活經驗的重要性，主張透過美術表現啟發幼兒的

創造及自我表達的能力。此取向視美術教育為一種啟發「創造性」的工具，

期望「透過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art），在老師運用潛在、啟發式

的引導方式下，幼兒透過美術表現行為，達到人格健全的教育目標（黃壬來，

1993；Dunnahoo, 1993）。Bresler（林麗卿譯，1998；蔡敏玲譯，1988；謝瑩

慧譯，1998）研究也發現，此種「開放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取向」（the open-ended, 

student-centered orientation）普遍存在於幼稚園班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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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因寶、貝老師的「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意

象是從實務經驗中所形成，兩人過去並未受過美術專業知能培訓，所以大鳥

歐利班的美術表現活動，亦存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的現象。 

 
一、老師應理解圖象符號對幼兒的意義，避免「像不像問題」產生 

進行「動物」方案時，可以看見兩位老師會依幼兒的個別情況要求作品

修改，特別是寶老師，會根據探究事物的外觀、真實狀況要求幼兒修改作品，

一些觀察、表現能力較弱的幼兒，就常在老師的要求下，反覆地修改作品。 

在進行方案中的繪畫與建造時，寶、貝老師關注的焦點是在運用美術表

現作為表徵的媒介，而不是自由隨性的美術表現；Helm and Katz（林育瑋等

譯，2003）也提醒我們方案中用來記錄探索經驗、或是加深探究或觀察的繪

畫、建造，不應該與幼兒的自由探索時的美術表現混淆不清。但也不能因為

美術表現在方案探究時是一種表徵媒介，就可以用「畫得像不像」作為檢視

幼兒作品的依據。 

當幼兒藉由繪畫、建造等表徵媒介呈現對事物的看法時，不只是事物外

觀的表徵而已，而是我們「體驗」此事物之後所產生的內在想法表徵，這些

經驗會隨著我們對環境的主觀關係以及表現這些關係的媒介（mediums）而

改變（王德育譯，1983）。也就是說，幼兒所表徵的圖象符號，並非有如照

相機一般地，把事物的具體形象予以再現，而是事物與自己關係的體驗，並

融入個人想法、情感的「自我表現」（陳武鎮譯，1992；Cooke, et al., 1998）。

當然也就不能以「具體客觀物象」作為評斷幼兒美術表現的標準，更不要去

修改幼兒的作品以使其更切合現實（張玉山，1995；蔡瓊賢、林乃馨譯，

2003），而是應該讓幼兒隨著自身的體驗，盡情地自我表現！ 

 

二、應建立客觀的評量依據，避免以同一標準來要求幼兒修改作品 

雖然寶、貝老師強調可以透過美術表現瞭解幼兒各領域──認知發展、

溝通及語言發展、社會發展、動作發展、自信以及創造力等領域的發展情形，

但因缺乏明確客觀的評量依據，使得老師無法清楚瞭解幼兒個人的成長情

形，容易以同一標準來要求幼兒修改作品。若能透過「檔案（卷宗）評量」

（portfolio assessment）有系統地收集與分析作品，老師不僅不會因作品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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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眼花撩亂之虞，而且會有清楚的分析方向，比較出幼兒個人的進步與成

長情形（陳姿蘭，2001）。 

 

三、應實施「紀實」，透過文件檔案進行活動的回顧及省思 

幼兒美術表現活動的重點應在於表現的過程，而非僅止於所呈現的作品

表象（徐德成，2001a；簡淑真，1989；Lowenfeld & Brittain, 1987；Olson, 

2003）。研究發現，大鳥歐利班的美術表現活動歷程中，因為沒有紀實，老

師與幼兒較無法透過文件檔案來進行活動的回顧及省思。 

如何在美術表現過程中落實完整的「紀實」（documentation，亦稱文件

檔案建檔）是相當重要的。紀實可包括文字對話、影像照片以及活動錄影等。

透過紀實，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幼兒在創作時的想法及行為，尤其是照

片與錄影，如果能在創作後與幼兒共同分享觀賞，將可激發幼兒完成自我的

統整（徐德成，2001b）。另一方面，亦可作為教師檢討教學方法、省思自己

角色的重要依據，成為老師之間的溝通媒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李郁芬譯，

2001；林育瑋等譯，2003）。 

 
四、宜廣增幼兒美術欣賞的機會 

寶、貝老師在方案探究中安排「情境分享」、「欣賞遊戲」，讓幼兒有相

互欣賞、討論作品的機會；貝老師也常在圖畫書的欣賞後，鼓勵幼兒創作「故

事畫」，這也呼應蘇振明（1992a，1992b，2000a）所倡導的「從鑑賞導向創

作」，經由審美過程再導入創作表現，此舉將有助於幼兒審美及表現能力的

提升。 

但除了幼兒作品的相互欣賞外，也應該提供幼兒欣賞、討論藝術品的機

會。例如「動物」方案中，可欣賞古今中外藝術家創作的動物造型；「彩虹」

方案中，則可以和幼兒討論「印象派」畫家莫內、梵谷、秀拉的作品，或是

「抽象表現派」畫家波洛克的作品等等，不僅可以增廣幼兒的探究經驗，也

可以增加幼兒欣賞藝術家作品的機會。 

總之，幼兒美術表現活動並非只限於創作，也包含藝術欣賞及美感探

究，但藝術的理解是需要鷹架引導，進而啟發幼兒的審美觀念及鑑賞能力（謝

瑩慧譯，1998；Cunliffe, 1998）。透過合宜的「藝術討論」，幼兒漸漸使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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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元素（線條、色彩、形狀、質感）及原理（平衡、形式、比例、強調…等）

去談論藝術品或自己、同儕的作品時，幼兒們對於美感的瞭解及討論美感的

意願、能力都將隨經驗增加（郭妙芳譯，2003；蔡瓊賢、林乃馨譯，2003）。 

 
綜上所論，大鳥歐利班在寶、貝老師「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重要

的活動」意象引領下，呈現出精采、豐富的美術表現活動，駁斥許多美術教

育學者所說，幼兒教師無法提供幼兒有意義的美術表現指導，導致幼兒創作

經驗單一且孤立化，且僅限於低層次認知能力運用的看法（林麗卿譯，1998；

蔡敏玲譯，1998；謝瑩慧譯，1998；Kindler, 1996）。 

然而，研究也顯示，美術表現活動主要是受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所引

導，而不是就專業幼兒美術教育理念或理論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而

實施。就像寶老師在訪談中說美術表現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看幼兒自信地表

現自我，而非技巧上的指導，也不應以「畫得像不像」來評斷幼兒的作品。

但實際做法上，「老師是媽媽」意象卻凌駕在美術領域教學知識之上，所以

會依「當媽媽有責任要讓孩子表現得更好」的觀點，要求幼兒修改作品，以

致產生宣稱的信念（declared beliefs）及實際教學行為之間的矛盾點（Kindler, 

1996）。由此也顯示，幼兒教師覺察自己教學意象的合宜性，以及提升幼兒

美術專業知能，皆是刻不容緩之事。 

雖然幼兒教師並非畫家、亦無接受足夠的美術專業教育，如何在教室中

協助幼兒發展出有意義的美術經驗，對幼兒教師誠屬一大挑戰。但基於美術

表現對幼兒的重要性，仍呼籲幼兒教師必須學習美術專業知能訓練，在師資

培育時，也應全面提升準幼兒教師的幼兒美術專業知能（Danko-Mcghee & 

Slutsky, 2003）。 

 
伍、小結 

 
最後，根據本節所探討的四個議題，研究者將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

動中教學意象運作情形，繪製成圖，如圖 4-1所示，並說明如下： 

1. 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各自持有不同特色的教學意象，引領兩

位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的整體實施。寶、貝老師的教學意象可能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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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個性、早年生活及求學經驗，以及先前幼教實務經驗的交互影響。 

2. 教學意象在面臨教學情境問題時，寶、貝老師有著不同的調適過程。寶

老師面臨問題時，產生混亂，較無法釐清問題所在，最後仍堅持自己的

教學意象。貝老師雖然在面臨問題時，也產生混亂，但她能藉由省思澄

清問題，不僅更加穩固自己的教學意象，且能適度調整教學計畫，改善

教學問題。 

3. 教學過程中，寶、貝老師良好的搭檔關係，使得兩人的課室教學保持個

人教學意象的特色，發揮專長，形成「互補」的搭檔型態。 

4. 寶、貝老師教學意象運作之下，大鳥歐利班三種特有型態的美術表現活

動，呈現出四種特色，並成為班上統整幼兒學習的重要活動之一。 

 
針對本研究重要議題進行討論後，將在下一章提出研究結果，並據此對

幼兒教師、幼教師資培育機構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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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美術表現活動 

 

大鳥歐利班美術表現活動的特色： 

1.協助幼兒發展將內心想法、概念轉換成圖象符號的能力 
2.促進幼兒以美感形式體驗週遭事物，進而發展知覺能力及美
感意識 

3.透過動手經驗，幫助幼兒發展探索、觀察、自我指導以
及問題解決能力 

4.提供幼兒探索美術材料、工具特性的機會 

 

假日分享畫

美勞活動

方案探究中

的繪畫與建

造

寶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

中的教學意象 
1.老師是媽媽 
2.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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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教學意象 
1.教室像公園 
2.美術表現是孩子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活動 

3.要看見孩子的好 
4.圖畫書是重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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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且能調整教學計

畫，改善教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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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混亂，較無法釐清

問題所在，最後仍堅

持自己的教學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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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圖 4-1：寶、貝老師在美術表現活動中教學意象運作的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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