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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以維高斯基之社會文化歷史理論為架構，嘗試瞭解生長
於不同生活經驗下的幼兒在繪畫之主題、內涵和特質有何異同？本
研究將幼兒的繪畫活動置於家庭、學校與社會生活經驗來理解，視
繪畫為一項詮釋性的活動，是一種圖像語言，幼兒以繪畫與他人溝
通並建構經驗的意義。本計畫尋找171位4至6歲幼兒參與，參與幼兒
來自臺灣高雄市、馬來西亞新山市、中國浙江金華市。每位幼兒了
畫四幅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
吃東西」主題畫。本研究以質性和量化分析法分析不同國家的幼兒
繪畫表現的相似處和相異處。初步結果呈現了一個圖像，雖然三個
族裔均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也受儒家思想影響，但因三個國家的社
會經濟政治生態等等因素的差異性仍大，父母親的教養目標、幼兒
園的教育目的有其差異性，相似相異性呈現於幼兒的畫作之中。本
研究成果有助於學術界瞭解幼兒繪畫和生活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幫
助幼教老師以幼兒生活經驗為基礎設計相關的課程活動。

中文關鍵詞： 幼兒繪畫、生活經驗、圖像語言, 跨國研究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Vygotsky’s socio-cultural-historical theories,
this proposal aims to understand how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three countries, in their drawings, represent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Drawing is viewed as an interpretive
activity and as a graphic language. Through participating
drawing activities, children co-construct meanings with
others. 171 children from 3 countrie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Children will be recruited from the following
cities: Gaoxiong city, Taiwan; Johor Bahru , Malaysia; and
Jinhua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Children of 4- to
6-year-old are included. Each child will draw 4 pictures:
free drawing, self-portrait, family portrait, “myself
e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drawings’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Although these three cultural groups speak Mandarin Chinese
and shared similar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s of self,
family members, mealtime represented in drawings are both
similar and different. It may be because of diverse eco-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three
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socialization goals of parents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preschool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se three 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will
contribute to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ldren
of different country represent and interpret their
experience in drawing. Teachers can base on the knowledge
of children’s drawing to design curricula. The results can
also enhance cross-country understand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英文關鍵詞： children’s drawing, children’s experience, graphic



language, cross-n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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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脈絡下幼兒的生活經驗與繪畫表現研究: 三個國家的比較 

 

摘要 

 

本研究計畫以維高斯基之社會文化歷史理論為架構，嘗試瞭解生長於不同生

活經驗下的幼兒在繪畫之主題、內涵和特質有何異同？本研究將幼兒的繪畫活動

置於家庭、學校與社會生活經驗來理解，視繪畫為一項詮釋性的活動，是一種圖

像語言，幼兒以繪畫與他人溝通並建構經驗的意義。本計畫尋找 171位 4 至 6

歲幼兒參與，參與幼兒來自臺灣高雄市、馬來西亞新山市、中國浙江金華市。每

位幼兒了畫四幅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

西」主題畫。本研究以質性和量化分析法分析不同國家的幼兒繪畫表現的相似處

和相異處。初步結果呈現了一個圖像，雖然三個族裔均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也受

儒家思想影響，但因三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生態等等因素的差異性仍大，父母

親的教養目標、幼兒園的教育目的有其差異性，相似相異性呈現於幼兒的畫作之

中。本研究成果有助於學術界瞭解幼兒繪畫和生活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幫助幼教

老師以幼兒生活經驗為基礎設計相關的課程活動。 

 

關鍵詞: 幼兒繪畫、生活經驗、圖像語言, 跨國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Vygotsky’s socio-cultural-historical theories, this proposal aims to 

understand how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three countries, in their drawings, represent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Drawing is viewed as an interpretive activity and as a 

graphic language. Through participating drawing activities, children co-construct 

meanings with others. 171 children from 3 countrie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Children will be recruited from the following cities: Gaoxiong city, Taiwan; Johor 

Bahru , Malaysia; and Jinhua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Children of 4- to 

6-year-old are included. Each child will draw 4 pictures: free drawing, self-portrait, 

family portrait, “myself e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drawings’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Although these three 

cultural groups speak Mandarin Chinese and shared similar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s of self, family 

members, mealtime represented in drawings are both similar and different. It may be 

because of diverse eco-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three 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socialization goals of parents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preschool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se three 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will 

contribute to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ldren of differen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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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 and interpret their experience in drawing. Teachers can base on the 

knowledge of children’s drawing to design curricula. The results can also enhance 

cross-country understand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Keywords: children’s drawing, children’s experience, graphic language, cross-national 

research  

 

 

壹、 研究計畫背景及目標 

許多研究結果已經指出，幼兒1繪畫主題與內涵和其生活經驗密切相關（林

思麒、魏美惠，2012；Court ,1989; Gernhardt, Keller & Rubeling, 2016; Huntsinger, 

Jose, Krieg, & Luo, 2011）；而且透過繪畫，幼兒理解並建構其生活經驗（Kinnunen 

& Einarsdottir , 2013；Papandreou, 2014）。因此研究幼兒繪畫除了從幼兒發展的

角度出發(Cox, 1989; Gardner, 1994; Jolley, 2010)，也應著重於幼兒生活經驗與其

繪畫的關聯性（Smørholm & Simonsen, 2017）。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幼兒，其日常

生活經驗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獨特性，本計畫將蒐集分析均受華人文化影響，生

長於臺灣、馬來西亞、中國大陸三個國家的幼兒的繪畫，以探討幼兒之生活經驗

與其繪畫表現的關係。 

Eisner（2008） 指出透過藝術經驗，人們表達一種無法言說的知識 (ineffable 

knowledge)。從 2歲開始當幼兒的大小肌肉較能掌握繪畫媒材，他們便能開始塗

鴉，慢慢地當他們逐漸了解符號的功能，且能運用符號表意（大約 4歲），繪畫

作為一種文化工具（cultural tool, Vygotsky, 1978），幼兒沈浸於作畫的歷程，他們

不計最後成品如何，也不忸怩於自己未成熟的技巧（Gardner , 1994)，幾近忘我

地、專心一意地將曾經有過的經驗、感受、加以想像的成分，以樸素的線條和形

狀構成的符號，呈現其對外在人事物的理解，和自身內在感知、情緒、感受。 

生活在不同環境下的幼兒，其生活經驗差異很大，Deguara (2017)指出，雖

然幼兒繪畫的主題和內容有其普遍性，全世界的幼兒最常畫的內容就是人物或動

物，但是因為生活經驗的差異，不同生長經驗的幼兒其繪畫仍有其獨特性。

Gernhardt, Keller 與 Rubeling (2016)比較非洲卡麥隆原住民和德國幼兒的畫作

中，卡麥隆原住民幼兒的人物畫得較小，面部表情較少細節，也較少呈現情緒。

Gernhardt, Keller 與 Rubeling指出此繪畫上的差異可能與卡麥隆原住民母親的教

養有關，這些母親強調人際關係中的順從、社會和諧及尊重，較少自我的展現。 

本計畫研究目的之一將嘗試以均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幼兒為研究對象，蒐集他

們的繪畫作品和作畫過程，希望能了解成長於不同生活環境的幼兒，其生活經驗

和繪畫表現之間的關係。研究目的二則希望透過不同主題的畫作，了解這些幼兒

繪畫表現的異同。本計畫基於近來不同國家研究幼兒繪畫研究成果為指引（魏美

                                                      
1
 本計畫書中「幼兒」指學齡前幼兒，「兒童」則指小學兒童，「學生」則泛指小學及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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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2016；Court ,1989 ; Gernhardt, Keller＆Rubeling, 2016；Huntsinger et al.2011；

Wilson, 1999），以社會文化理論 (Vygotsky, 1978)為架構，蒐集分析受華人文化

影響的三個國家的三個城市（臺灣高雄市、馬來西亞新山市、中國金華市）的華

人幼兒的畫作，探討其生活經驗與繪畫主題、內涵和特質上的異同，希望能了解

幼兒生活經驗和幼兒繪畫的關聯性。魏美惠（2016）比較臺灣、馬來西亞、中國

大陸一、三、六年級學童創造力和人物畫的研究中以「中華畫人測驗」評鑑不同

國家之學童人物畫的發展，其結果顯示一年級馬來西亞學童表現優於臺灣學童和

中國大陸學童（臺灣和中國大陸學童沒有顯著差異），三年級則是馬來西亞學童

優於臺灣學童，臺灣學童優於中國大陸學童；但是三個國家的六年級學童則沒有

顯著差異。魏美惠研究顯示，居住於不同國家的華人學童其人物畫發展的確有差

異。由於魏美惠的研究著重於繪畫和創造力之間的關係，我們尚無法得知這三個

國家的華人幼兒的繪畫和生活經驗的關係為何，其研究成果已經指引一個重要的

研究方向：三個國家均為廣義華人文化影響的生活背景，而一、三年級學童的人

物畫已經呈現差異。本研究計畫嘗試更進一步，蒐集來自不同國家學齡前幼兒不

同的繪畫主題的畫作（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自由畫），以了解

不同國家的幼兒繪畫與其生活經驗的關係。 

本計畫研究成果除了可促進臺灣學術和教育界對幼兒繪畫發展的知識，提升

跨國學術交流合作的經驗之外，國際學術界對於亞洲幼兒的繪畫經驗和發展的了

解正在起步，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參與國際對話。英國學者 Richard P. Jolley建

議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即需要跨國跨文化的研究， 以了解幼兒繪畫內容和發展

之普遍性和特殊性（Jolley, 2010）。相較於其他發展領域的研究，臺灣對於幼兒

繪畫發展、美感經驗、美術領域課程與教學的實徵研究相對少，本計畫之研究成

果希望能有拋磚引玉之功能，吸引更多學者和研究生投入此一研究領域的行列。 

 

貳、 國內外相關之研究與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幼兒繪畫的重要性 

繪畫作為一種文化工具，如同語言一樣，是幼兒在參與成人世界過程中不可

缺乏的媒介；透過繪畫（一如透過扮演遊戲和敘說），幼兒可以探索、試驗、瞭

解不同的經驗；透過繪畫他們建構這些經驗對於他們的意義(Kinnunen & 

Einarsdottir , 2013；Papandreou, 2014)。S. Cox (2005)認為，幼兒繪畫並非僅僅被

動的反映他們所感知的世界，相反的，在幼兒繪畫過程中他們主動地說明、詮釋

他們的世界。 

大約 2歲左右，幼兒逐漸了解「圖像符號」（graphic symbols）可以代表他們

所感知的人事物（Anning & Ring, 2004; Einarsdottir, Dochett, & Perry, 2014; 

Callaghan, 1999）。如同口說語言以聲音表徵意義，繪畫則是以線條、圖形表意。

由於繪畫媒材的普遍性，現代社會中的幼兒繪畫經驗亦很早開始，他們拿著隨處

可得的紙筆開始塗鴉，嘗試身體和媒材之間的關係，直線條、弧形線條、圓弧、

類似圓形、圓形等塗鴉的出現，均為幼兒塗鴉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自己能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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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形狀。成人與幼兒互動過程中，會將曾塗鴉的圖形一一命名，幼兒慢慢了解，

線條和圖形可以有名字，一如每一物件有自己的名字一般。圖形和線條也能表

意，能溝通。 

在畫畫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幼兒會塗去之前畫過的部分，也會邊畫邊

以口語描述補充內容，或是邊畫邊以動作表示無法以紙筆呈現的經驗歷程。幼兒

創作過程所表達的意義往往無法從最終作品中完整呈現，很多幼教老師偏向於在

作品完成後詢問幼兒他們畫了什麼？幼兒對於最終作品所表達的內容經常較為

簡略，其豐富程度不及在繪畫過程中運用多重的表徵方式（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所傳達的內涵 (Matthuew, 2003, Wright, 2007)。而且 Callaghan 

(1999) 發現社會互動有助於幼兒理解到圖像符號具有溝通的功能，就如同幼兒

習得語言的歷程一樣，社會人際的脈絡有其重要性。 

 

幼兒繪畫與生活經驗的關係 

許多關於幼兒繪畫的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的繪畫發展和內容與其生活背景密

切相關(陳瓊花，1997；林思麒、魏美惠，2012; 魏美惠，2016；Court ,1989; M. 

Cox,1998; Pinto, Gamannossi, & Cameron, 2011; Wilson, 1999; Ulker, 2012)。以社

會文化理論 (Vygotsky, 1978）而言，繪畫活動並非由幼兒獨自面對畫紙和筆來完

成，而是一項社會性和詮釋性的活動；繪畫作為一種文化工具(cultural tool)，是

文化社群傳遞其價值、信念、實作的活動之一，幼兒參與繪畫活動的過程中與他

人溝通並共同建構生活經驗的意義。 

M. Cox （1998）研究發現，成長於工業化社會中幼兒所畫的人物，蝌蚪人

（tadpole figures）幾乎是大部份幼兒最早出現的可辨識的人物形象，但成長於非

工業化社群的原住民幼兒卻不一定會以蝌蚪人表徵人物。M. Cox 認為蝌蚪人並

非兒童發展普遍現象，而是幼兒模仿其他兒童畫畫的結果，因為 Warlpiri原住民

幼兒所畫的人物僅是簡單的Ｕ型，而非蝌蚪人。這些原住民幼兒上學後，老師會

共讀英文繪本、使用西方的教材和書本教學，原住民幼兒繪畫受到學校教育的影

響，小學生已浸潤於學校西方文化一段時間後，他們的繪畫中的房屋、花卉看出

繪本的影響，但是他們畫人物時，仍然以簡單的Ｕ型代表（有時更簡化地以法國

麵包型態出現）。 

Rubeling, Schwarzer, Keller 與 Lenk(2011)蒐集分析中非洲喀麥隆原住民族

(Nso)以及德國中產階級 4至 6歲幼兒的自我畫像和家庭成員畫像，研究結果發

現，Nso幼兒畫家庭成員的畫像時比畫自我畫像用較多的圖像元素(graphical 

elements) 以及用較多的圖畫紙面積描繪，但德國中產階級幼兒畫自畫像及家庭

成員畫像時，所運用的圖像元素和畫紙面積並無顯著差異。Rubeling 等人推論，

這樣的研究結果跟 Nso社群強調人際間互相依存的價值觀有關，而德國母親的

教養觀覺強調幼兒的獨立自主，強調個體的自我表達。  

Ulker (2012)發現土耳其學齡兒童的自然畫作有一種特殊的模式，太陽多半

在山的後面，而且多半都有幾朵雲，然後河流會從山裡流出來。Wilson (1999)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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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日本學齡前兒童及小學生的繪畫發現，日本學童的繪畫深受日本漫畫

（manga）和動畫(anima)的影響，例如，他們畫的人物都很像娃娃，有心型的臉、

像小碟子一般大的雙眼；女性人物則很像芭比娃娃。 

Court (1989)在肯亞進行長期、跨原住民部落的兒童繪畫研究指出，兒童的

繪畫發展深受所處的社群中日常活動和價值觀的影響；例如，Kikuyu 原住民兒

童自由畫畫時，不同於西方主流文化下的幼兒，Kikuyu 原住民兒童最常畫的是

房子而非人物，而且這些房子都畫得很大，置於圖畫紙的中心，並且呈現許多細

節。另外，當 Court 邀請不同族裔的肯亞原住民兒童畫「我在吃東西」(myself eating)

時，87% Kikuyu、96% Kamba及 Luo、83% Samburu 的兒童都畫了自己和其他

人一起吃東西。更有趣的是，所有的 Kamba及 Luo 和超過一半的 Samburu兒童

都畫了他們坐在桌邊吃東西，然而，肯亞原住民族用餐並非坐在桌邊，但由於在

現代生活的肯亞人，坐在桌邊用餐代表了某種經濟地位，這些肯亞原住民部落原

住民透過學校教育吸收了坐在桌邊用餐是進步的訊息，因此在他們畫「我在吃東

西」時，也將此訊息畫進去。在一些圖畫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將桌子畫

得相當大，佔了幾近四分之三的畫面，而一起吃東西的人們則是較小，遠遠地小

於桌子。  

 

華人兒童繪畫表現相關研究 

歐美國家的研究者對於華人兒童的繪畫表現研究多數希望了解其本國與華

人兒童的表現差異為何，並且希望能對研究者本國的美術教育有所啟發。Cox, 

Perara, & Xu（1998）有感於中國大陸學生出色的繪畫表現（Winner, 1989），希

望了解中國學生繪畫發展和英國學生的差異為何，研究對象為 6至 13歲的三組

學生：一般中國學生 463人（住北京）、一般英國學生 489 人（北英格蘭城市）、

接受週末繪畫課程的中國學生 200人（住北京）。研究者請學生畫一幅畫，其指

導語為：請畫一幅畫，有太陽閃耀有鳥在天空飛，有花園的房子在山丘上，花園

裡有樹也有花。此研究分析的方法是由藝術專家來評定各個年齡層學生的繪畫發

程度、特色、圖畫景深（depth）。研究結果指出學生的繪畫發展隨年齡而成長；

一般的中國學生和英國學生並無顯著差異，但是接受週末繪畫課程的中國學生繪

畫表現明顯較其他兩組學生優異。不同國家學生所畫的圖有其特色，例如，英國

學生畫的圖的焦點都在房子上，房子比較大比較多細節；中國學生圖畫的景觀較

寬廣，山丘較多，焦點並非房子。中國學生用鮮艷的顏色畫飛鳥，而且形體較大；

所畫的花園獨立於房子之外，而且是封閉的區域。另外，中國學生畫的雲像是淚

滴形狀，而英國學生則是畫得像棉花形狀。接受週末繪畫課程的中國學生用較多

的技巧呈現景深，例如遮蔽（occlusion）、維度 (dimension)、遠物變小(diminishing 

size )。 

Cox et al. (1999) 研究結果論述的重點在於強調繪畫技巧對於學生的繪畫發

展有其重要性，他們想從中國的繪畫教育得到啟發，也希望了解是否從學生平日

裡練書法、臨摹實物的繪畫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生的繪畫能力。呼應 Cox et al.的



7 
 

研究發現，Huntsinger et al., (2011)指出華裔美人幼兒由於受到華人文化的影響，

他們所畫的人物比歐裔美人較為成熟細緻。Huntsinger et al.認為中文字書寫練

習、書法練習、國畫欣賞等活動，對於幼兒的人物繪畫有影響，而且，華裔父母

較傾向於直接教導幼兒如何畫畫，他們相信必須明白地教幼兒如何畫畫才會有

效。 

而對於本研究計畫而言，Cox et al.（1999）的研究指向一個研究方向，雖然

Cox et al., 沒有進一步探討不同國家學生的繪畫風格特色為什麼不同，不過可以

從兩個國家學生的生活經驗（或美感經驗）推論，住在北京的中國學生日常生活

所見的山水、花鳥、屋宇、庭園及文化象徵圖像（例如，山水畫、長城）和住在

北英格蘭都市裡的學生應當不同，這些差異的經驗表徵於他們的繪畫上，可以觀

察出生活經驗的確對於繪畫風格有影響。而 Jolley (2010) 指出中國幼兒和學生其

他面向的生活經驗也對他們的繪畫主題有關，Jolley 和他的中國籍研究夥伴收集

330位不同年齡的幼兒、學生和成人畫三幅情緒有關的圖：高興、難過、生氣；

研究發現指出三幅圖最常出現的主題是學業表現：考試高分表現高興，考試低分

表現出難過或生氣表情，而這個繪畫主題從未在英國的研究對象中出現。另外一

個中國學生繪畫中經常出現的主題是空氣汙染和砍樹造成的環境問題，顯示出這

些中國學生對於生活環境的惡化感到憂心。 

陳瓊花（1997）依據地域習俗對兒童繪畫的影響的概念（Anderson, 1995)，

分析住在台北市和金門縣小學五年級兒童所畫之「我的未來家庭」圖畫，其中一

個研究問題為研究對象所畫之房子的窗戶位置是否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不同？

陳瓊花參考 Anderson 的研究，發現居住台北和居住在非洲坦尚尼亞及非洲國協

所屬難民所兒童所畫的窗戶位置有顯著不同，台北兒童所畫的窗戶多在房屋的中

間位置，而兩組非洲兒童則畫在房子的角邊位置；另外，台北兒童和瑞典兒童、

台北兒童和金門兒童之間均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的貢獻之一指出兒童繪畫與其居

住當地的習俗有關。 

 林思麒與魏美惠（2012）蒐集了 5至 6歲臺灣都會區、部落原住民、美國幼

兒共 125 位的人物繪畫和自由畫，此研究主要以量化方法蒐集資料並分析創造力

和幼兒繪畫能力之間的關係。其中幾項研究結果指出，美國幼兒的繪畫中出現和

宗教活動有關的內容，例如，教堂、十字架等。因為美國的參與者來自教會幼兒

園，學校裡與宗教有關的活動相當普遍。而臺灣原住民幼兒的人物畫中出現很多

穿著原住民服飾的人，且有打獵、騎老虎等內容。在自由畫方面，太陽、雲、房

子、樹木花草皆很常出現在三個地區的幼兒繪畫中。魏美惠（2016）比較臺灣、

馬來西亞、中國大陸一、三、六年級學童創造力和人物畫的研究中以「中華畫人

測驗」評鑑不同國家之學童人物畫的發展，其結果顯示一年級馬來西亞學童表現

優於臺灣學童和中國大陸學童（臺灣和中國大陸學童沒有顯著差異），三年級則

是馬來西亞學童優於臺灣學童，臺灣學童優於中國大陸學童；但是三個國家的六

年級學童則沒有顯著差異。雖然此研究僅提供「中華畫人測驗」的結果分數，我

們無法得知不同國家學童人物畫的特質，魏美惠指出居住於不同國家的華人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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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物畫發展的確有差異。 

 本計畫蒐集了 4 類型的畫作，且運用影音資料和觀察記錄，期望進一步了解

幼兒畫作的主題(theme)、內涵(content)和特質(characteristics)。基於本計畫目的及

文獻分析，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不同國家的華人幼兒其「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

所呈現的內涵和特質為何？其相似及相異處為何？ 

 

（二）、不同國家的華人幼兒其「自由畫」所呈現的主題和特質之相似及相異處

為何？ 

 

 

參、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和執行進度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尋找 171位來自三個國家的 4至 6歲華人幼兒參與本研究，蒐集資料

的城市為臺灣高雄市、馬來西亞新山市、中國浙江金華市。本計畫選擇高雄市的

原因是臺灣的研究較多的參與者來自北部，而本研究希望能了解兒童生活經驗與

其繪畫表現之關係，臺灣南部兒童的繪畫和生活經驗能進一步呈現在此一計畫成

果中。本計畫將透過目前就讀於臺灣師大人發系研究所的自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的

學生，協助聯繫位於新山市和浙江金華市的幼兒園。高雄市參與的幼兒園有 2所，

新山市 3所，金華市 1所。 

馬來西亞華人（本研究自此之後簡稱此族群為「馬華」）是指自明清移民自

中國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等省的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是該國第二大民族，佔

馬來西亞總人口約 23.4%，主要分布於吉隆坡（首都）、喬治市（檳城州）、怡保

（霹靂州）、新山（柔佛州）、古晉（砂拉越州）、亞庇（沙巴州）和馬六甲市（馬

六甲州）等各大城市。華人也是吉隆坡的第二大民族，佔該直轄區總人口的

43.2%。（資料來自維基百科，2017）。 

選擇 4歲至 6歲幼兒的原因在於 4歲幼兒的口語發展已經較能夠完整表達自

己的經驗，口語敘述與其畫作互為輔助，以幫助研究者了解畫作的意涵。雖然以

繪畫發展階段論的角度而言，幼兒早期的繪畫多為塗鴉或是 Lowenfeld 與

Brittain (1987)主張的 4 歲至 7歲為「前圖示期」(preschematic stage)，在此階段

的幼兒會以同樣的形式代表不同的物品(潘元石，1996)；若以社會互動理論

（Vygotsky, 1978)而言，幼兒最初期的繪畫發展正是最適合研究其內化所屬文化

之符號、信念、價值觀的時機，若是等到繪畫發展較為穩定成熟之際，研究者所

能觀察到的是 Vygotsky所言的「歷史行為」(historical behavior, 有學者譯為 fossil 

behavior)，此「歷史行為」中已經較難紀錄幼兒繪畫發展的歷程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8%A5%BF%E5%A3%AF%E6%97%8F%E8%87%AA%E6%B2%B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9%9A%86%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7%9F%E5%9F%8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1%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1%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B9%E9%9D%82%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94%E4%BD%9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9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6%8B%89%E8%B6%8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B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B7%B4%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5%AD%E7%94%B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AD%E7%94%B2%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AD%E7%94%B2%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9%9A%86%E5%9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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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每位參與幼兒均畫了 4 類型的幼兒畫作：「自由畫」、「自畫像」、

「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主題畫。研究者於獲得幼兒園主管和與教師

的同意之後，請教師協助與家長說明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和蒐集資料的方法，以徵

得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讓幼兒參與本研究。參類型的知情同意書請參考附錄

(一)。 

研究者與教師合作，在教室角落裡設立一個繪畫角，在不妨礙幼兒活動處架

設一攝影機（非參與幼兒不會入鏡，其畫作也不會蒐集），紀錄繪畫角幼兒作畫

和互動的歷程。在自由活動時間裡，幼兒可以自由地至繪畫角畫圖。繪畫角每次

約 4位幼兒進入，研究者坐在繪畫角裡，觀察幼兒的互動。繪畫的時間長短沒有

限制。 

 為了幼兒能專心畫一類型的畫作，每次蒐集畫作資料時，僅邀請幼兒畫一類

的畫作，畫完一類型的繪畫便結束此次的資料蒐集。例如，某次進班邀請幼兒畫

自畫像，幼兒畫完自畫像便結束此次的資料蒐集。每所幼兒園幼兒畫 4類型的繪

畫將以平衡順序的方式(counterbalance)進行不同的順序，以避免作畫順序可能造

成的影響。 

 正式蒐集資料之前，受過訓練的研究助理先至幼兒園與幼兒互動，讓幼兒熟

悉研究助理。根據研究者之前的經驗，幼兒作畫過程全程錄音、錄影對幼兒作畫

幾影響至小，因為幼兒作畫的情境是他們熟悉的教室一角，一起作畫的幼兒之間

彼此熟悉，過程中幼兒專注於繪畫活動以及與同儕自由分享交談，並不會有焦慮

或不安之感。 本研究將為每位幼兒準備一份小禮物以感謝幼兒參與本研究。同

時，本研究將與幼兒園教師分享初步的研究結果，讓教師了解幼兒繪畫發展。 

 

三、資料整理 

 幼兒家庭背景基本資料建檔 

 幼兒繪畫依據不同繪畫類別、國家分類掃描成電子檔存檔。 

 觀察紀錄、影音資料整理成電子檔存檔。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主題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以多變量分析

法進行量化分析，而「自由畫」則是以質性分析法分析。 

 

(一)、畫作之特性分析 

 以下就 3類型主題畫畫作的特性分析，分述如下： 

1. 自畫像 

    本研究以 Cox（1993）、Rübeling等人（2011）、Gernhardt、Rübeling與

Keller（2011, 2015）的人物畫分析之代碼系統，以及研究者先前的研究計畫

之初步分析結果，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幼兒在其自畫像中的自己，分成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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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一：人物畫之發展層次 

    根據過去研究顯示幼兒的人物畫之發展層次會影響其早期繪畫能力

（Cox, 1993），因此本研究參考 Rübeling等人（2011）的分析方法，首先

將幼兒在自畫像與家庭成員畫像中畫的自己分成三層次：塗鴉（scribble）、

前具像畫（prefigurative drawing）、具像畫（figurative drawing）。人物畫的

發展層次的定義如下： 

a. 塗鴉：人物是以線條（直線或曲線）或點組成。 

b. 前具像畫：人物是以不同的圖形元素組成，這些圖形元素彼此

沒有關係，大部分是以封閉的圖形（例如圓形、橢圓形）組成。 

c. 具像畫：看得出有人物的外形或至少有人物的必要部位（例如

頭部）。 

(2) 步驟二：具像畫之人物結構組成 

    本研究參考 Cox（1993）、Rübeling等人（2011）、Gernhardt、Rübeling

與 Keller（2011, 2015）的編碼系統分析具象畫之人物結構組成，分成人物

垂直分段的部位（vertical segmentation）、人物畫的結構層次，接著依照不

同的身體部位，分析手臂的位置、軀幹的類型、臉部的細節與臉部的表情。 

(3) 步驟三：人物及頭部大小 

    Rübeling等人（2011）研究發現幼兒會因生活所在地而不同，其畫的

人物與頭部大小也有差異；同時，臉部細節的分析會受頭部大小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會測量人物的頭部，以作為統計分析時的共變項，控制其對臉

部細節分數的影響（Rübeling et. al., 2011; Gernhardt, Rübeling, Keller, 

2013）。人物與頭部大小的測量以公釐（mm）為單位，原則如下： 

a. 人物大小：從人物最低點至頭部最高點，包含頭髮的高度。 

b. 頭部大小：從頭部最低點至頭部最高點，不包含頭髮的高度。 

(4) 步驟四：臉部細節、身體部位 

(5) 步驟五: 服裝、裝飾品 

 

2. 家庭成員畫 

    本研究參考 Gernhardt、Rübeling與 Keller（2013）的分析方法，以及研

究者先前的研究計畫之初步分析結果，首先以上述的人物畫分析之三步驟，

分析幼兒在家庭成員畫中的自己，接著，以下列步驟四至六的代碼分析畫作

中呈現的家庭成員數與位置安排、性別特徵、空間安排。 

(1). 步驟一：人物畫之發展層次，其定義如第（三）部分所述。 

(2). 步驟二：具象畫之人物結構組成，其定義如第（三）部分所述。 

(3). 步驟三：人物及頭部大小，其定義如第（三）部分所述。 

 

3. 主題畫「我在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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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不同生活經驗幼兒對其吃東西的活動之理解與詮釋，本研究參考

Court（1989）的分析向度，以及研究者先前蒐集到的畫作資料，以次數分

析下列 5種類別之圖像元素的出現頻率。 

 

「我在吃東西」之圖像元素分析 

編號 類別 圖像元素舉例 

 在哪裡吃東西 廚房、客廳、小吃店、餐廳、幼兒園教室 

 和誰一起吃東西 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教師、同學 

 吃什麼東西 
米飯、麵條、青菜、肉類、烤肉、湯圓、稀

飯、排骨湯、蛋糕、便當、餅乾 

 用什麼餐具吃東西 

①. 沒有餐具：直接用手吃東西 

②. 餐具：湯匙、筷子、碗、盤子、叉子、

刀子 

 用什麼家具吃東西 

①. 沒有家具：直接站著或坐在地板上吃東

西。 

②. 家具：桌子，例如圓桌、方桌、轉盤餐

桌、小吃店有桌號的桌子等。椅子，例

如有椅背的四角椅、沒有椅背的四角

椅、圓凳、沙發等。 

 大自然圖像 太陽、月亮、樹、花、動物等 

 文化符號 文字、數字、愛心、十字架等 

 

4. 自由畫 

(1). 步驟一：繪畫主題分析 

    為瞭解不同生活背景的幼兒在沒有任何主題限制的條件下，其自由畫之

活動或事件主題的異同，本研究首先依據訪談與觀察之資料，分析幼兒的繪

畫主題，例如：出遊（去海邊玩、到公園玩溜滑梯、看電影）、運動（游泳、

打球）、過生日、在家看電視、搭大眾交通工具（坐捷運、高鐵）、在家吃東

西、去廟宇拜拜、在學校吃點心等。 

 

(2) 步驟二：圖像元素之意義分析 

    為瞭解不同生活經驗的幼兒在其自由畫中的圖像元素之表面意義與內

涵意義，採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NVivo 分析幼兒的自由畫，將幼兒的畫作、

繪畫過程的影音轉譯檔、訪談資料與觀察記錄匯入 NVivo，進行編碼與內涵

意義的分析。根據 Deguara（2015）的分析步驟，以符號為分析單位，依照

下列兩個層次分析： 

編號 層次 說明 

1 客觀的 (1) 畫作裡有哪些人物、動物、物件等的圖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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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意義

（denotation） 

素？ 

(2) 以幼兒為圖像元素的命名，建立元素清單，並

為各元素註記其相對大小、顏色、線條、形狀

與空間位置，這些註記將有助於瞭解圖像的意

義。 

2 主觀的 

內涵意義

（connotation） 

依據畫作、繪畫過程的影音轉譯檔、訪談與觀察記

錄之資料來源，瞭解各圖像元素的內涵意義，包含： 

(1) 圖像元素所指涉的想法或概念為何？ 

(2) 還有哪些元素有助於確認該圖像元素所指涉

的想法或概念？ 

(3) 這些元素之間彼此的關聯為何？互相對應或

互相對比？ 

(4) 用於強調彼此關聯的線索為何？例如顏色、大

小或位置。 

 

 

量化分析部分將以國家別和幼兒年齡為自變項，繪畫的不同面向為依變項進行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Multiv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五、資料信實度 

 本研究將採以下幾種方式增進資料的信實度。 

（一） 參考 Tobin, Wu & Davidson( 1989)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邀請不同國家的研

究者參與詮釋幼兒繪畫。 

（二） 各項分析方法的代碼建立之後，將隨機選取 20%的資料，進行編碼者一

致性檢測 (inter-rater reliability)。 

（三） 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將於國際會議中發表，以確認達到同儕審核（peer 

brief）之標準。 

 

肆、研究結果 

 

一、自畫像 

 

本研究首先以多變量分析檢驗是否有族群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幼兒自畫像的表現

有顯著的族群差異(F = 6.73, p = .000)。後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指出，在自

畫像中的人物結構表現上，中國幼兒的表現顯著高於馬華幼兒 （F = 3.52, 

p= .032），而台灣幼兒與中國幼兒並無顯著差異，台灣與馬華幼兒也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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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幼兒的自畫像多已呈現具象的人物造型，明顯具體的頭、身體及四肢，而馬

來西亞部分幼兒仍以塗鴉或前具象方式表徵自我。而且，台灣和中國幼兒的自畫

像人物的大小也都顯著大於馬來西亞幼兒所畫，此一結果或許反映幼兒社會化的

過程中，相較於台灣和中國父母。馬來西亞華人父母較強調人際之間的互相依存

關係(interdependence)，而較不強調幼兒自身的獨立自主性（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其次，在自畫像中，中國幼兒比台灣幼兒畫了較多的臉部細節，而

台灣幼兒幼較馬華幼兒畫了較多的臉部細節。最後，台灣幼兒顯著強調了自畫像

中的服裝，他們用了多樣的顏色、形狀、線條搭配以凸顯自畫像中自己所穿著的

上衣、褲子、裙子、洋裝等。詳細的統計數據請參考下表 1.  

 

表 1. 自畫像 ANOVA 及事後分析統計數據 

 1 

臺灣 

Mean 

(SD) 

 

 

N = 69 

2 

馬來西亞

華裔 

Mean  

(SD) 

 

N = 62 

3 

中國 

Mean  

(SD) 

 

 

N = 40 

F  p 值 事後

比較 

人物結構層次 2.95 

(.58) 

2.74 

(.79) 

3.08 

(.36) 

 

3.52 .032* 3>2 

人物大小 a 129.47 

(37.25) 

100.09 

(43.71) 

151.14 

(69.61) 

 

11.53 .000*** 1>2 

3>2 

頭部大小 37.51 

(14.38) 

40.85 

(16.30) 

47.25 

(30.13) 

 

2.05 .122  

身體部位總數 4.90 

(1.28) 

4.81 

(1.30) 

5.45 

(1.28) 

 

2.87 .060  

臉部細節總數 4.88 

(1.59) 

3.67 

(1.60) 

6.13 

(2.20) 

 

20.95 .000*** 3>1>2 

服裝數量 1.42 

(.92) 

.79 

(1.11) 

1.38 

(.96) 

 

5.76 .004** 1>2 

飾品數量 .29 

(.64) 

.33 

(.99) 

.66 

(1.00) 

2.0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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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人物及頭部的大小皆以公厘(mm)計算 

 

依據量化研究的初步結果，以下提供各族裔幼兒之自畫像圖例： 

 

 

圖(一) 臺灣＿男＿＃34_67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圖(二)馬來西亞華裔_男_63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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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中國_男_65個月(直式畫紙方向) 

 

二、 家庭成員畫像 

 

在家庭成員畫像的初步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以多變量分析檢驗是否有族群差

異，分析結果顯示幼兒自畫像的表現有顯著的族群差異(F = 2.57, p = .000)。後續

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指出，中國幼兒畫家庭成員的同時，顯著畫較多的大自

然元素，例如，太陽、雲朵、彩虹、樹木、花朵等；且中國和馬華幼兒呈現較多

的祖父母和手足，台灣幼兒則較少。一個比較特別的研究發現是，馬畫幼兒在家

庭成員畫像中所畫的自己（人物大小、頭部大小）均顯著大於台灣及中國幼兒。

此一研究結果特別之處在於，在自畫像中，馬華幼兒所畫的自己比台灣和中國幼

兒小，但是，當馬華幼兒環繞在其他家庭成員之間時，他們所描繪的自我卻是顯

著大於台灣和中國的幼兒。另外，關於台灣幼兒所畫的家庭成員畫像的特點在

於，父親的角色比較凸顯，台灣幼兒畫的父親人物較大，父親的頭部也較大，在

畫面上觀畫的感受是，父親支撐一家，是家人的支柱的感受。詳細的統計數字請

參考下表 2.  

 

表 2. 家庭成員畫像 ANOVA及事後分析統計數據 

 1 

臺灣 

Mean 

(SD) 

 

 

N = 69 

2 

馬來西亞

華裔 

Mean  

(SD) 

 

N = 62 

3 

中國 

Mean  

(SD) 

 

 

N = 40 

F  p 值 事後

分析 

大自然 .26 .33 .90 8.60 .0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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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6) (1.00) 

 

3>2 

 

家具家庭用品 .05 

(.22) 

.12 

(.39) 

.20 

(.56) 

 

1.27 .285  

玩具遊戲器材 .08 

(.27) 

.14 

(.41) 

.00 

(.00) 

 

2.61 .078  

想像人事物 .00 

(.00) 

.14 

(.35) 

.13 

(.40) 

 

2.53 .084  

直系親屬_總數 2.10 

(1.21) 

2.96 

(1.37) 

2.90 

(1.17) 

 

5.89 .004** 2>1 

3>1 

旁系親屬_總數 .01 

(.31) 

.10 

(.47) 

.00 

(.00) 

 

1.28 .28  

其他人物_總數 .21 

(.83) 

.06 

(.32) 

.08 

(.27) 

 

.95 .388  

文化符號_總數 .13 

(.34) 

.18 

(.57) 

.30 

(.56) 

 

1.19 .307  

自己_大小 a 
295.97 

(364.63) 

363.418 

(428.05) 

137.86 

(249.86) 

 

4.42 .014** 2>3 

爸爸_大小 526.38 

(444.27) 

139.64 

(203.95) 

263.88 

(354.86) 

 

12.73 .000*** 1>2 

1>3 

媽媽_大小 295.31 

(365.03) 

207.95 

(301.83) 

108.17 

(150.03) 

 

4.20 .017** 1>3 

自己頭部_大小 231.33 

(395.37) 

322.06 

(454.62) 

92.48 

(261.59) 

 

3.93 .022** 2>3 

爸爸頭部_大小 479.13 

(487.71) 

209.73 

(378.69) 

72.79 

(215.49) 

 

11.92 .000***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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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頭部_大小 230.82 

(395.64) 

149.07 

(321.33) 

45.98 

(154.96) 

 

3.58 .031** 1>3 

人物總數 3.21 

(1.51) 

3.74 

(1.80) 

3.90 

(1.17) 

2.22 .068  

註: a 人物的大小皆以公厘(mm)計算 

 

依據量化研究的初步結果，以下提供各族裔幼兒之家庭成員畫像圖例： 

 

 

 

圖(四) 台灣_女_60 個月 (橫式畫紙方向) 

 

 

 
圖(五)馬來西亞華裔_男_52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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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中國_男_55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三、「我在吃東西」主題畫 

在「我在吃東西」主題畫的初步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以多變量分析檢驗是否有

族群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幼兒自畫像的表現有顯著的族群差異(F = 4.63, 

p= .000)。之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指出，中國幼兒在與用餐相關的面向上

之圖像表現呈現較多樣及多量的表現；中國幼兒顯著畫得比較多樣的食物及餐具

（食物及餐具較多元），而且表現較多出坐在椅子上吃東西的畫面（較多的椅

子）；由於此報告為初步分析，尚未將台灣和馬華幼兒所展現的外出野餐或是在

學校與同學吃東西的樣貌分析完成，帶較為仔細的分析後，將可呈現台灣和馬華

幼兒吃東西的繪圖的特點。此外，關於一起吃東西的人方面，三個族裔幼兒所描

繪一起吃東西的家人未有顯著差異，而且，三個族裔幼兒所運用的視角數量也類

似。詳細的統計分析數據請參考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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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在吃東西」畫作 ANOVA及事後分析統計數據 

 

 1 

臺灣 

Mean 

(SD) 

 

 

N = 69 

2 

馬來西亞

華裔 

Mean  

(SD) 

 

N = 62 

3 

中國 

Mean  

(SD) 

 

 

N = 40 

F  p 值 事後

分析 

食物類別 .89 

(.81) 

1.43 

(1.50) 

3.88 

(1.54) 

 

25.47 .000*** 3>1 

3>2 

餐具 1.89 

(2.20) 

1.43 

(2.41) 

5.94 

(5.94) 

 

8.89 .000*** 3>1 

3>2 

桌子 .95 

(.23) 

1.07 

(.26) 

1.00 

(.000) 

 

1.96 .150  

椅子 2.11 

(2.40) 

3.82 

(5.53) 

8.18 

(7.92) 

 

5.55 .006** 3>1 

3>2 

人物_總數 2.26 

(1.20) 

4.41 

(3.97) 

3.24 

(3.23) 

 

1.99 .146  

父母 1.21 

(3.23) 

1.11 

(.88) 

1.29 

(1.31) 

 

.19 .827  

手足 .79 

(.71) 

.79 

(1.13) 

.82 

(1.51) 

 

.01 .994  

祖父母 .05 

(.23) 

.25 

(.65) 

.18 

(.53) 

 

.81 .451  

其他親戚 .16 

(.38) 

.21 

(.63) 

.06 

(.38) 

 

.55 .580  

非親戚 .05 

(.23) 

1.11 

(3.46) 

.18 

(.73) 

1.45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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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視角 3.27 

(.83) 

2.64 

(.91) 

2.12 

(.60) 

2.25 .114  

 

依據量化研究的初步結果，以下提供各族裔幼兒之家庭成員畫像圖例： 

 
圖(七) 台灣_女_67 個月 (橫式畫紙方向) 

 

 

圖(八)馬來西亞華裔_女_49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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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中國_男_72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四、自由畫 

目前初步的質性分析發現，在自由畫的表現特色方面，三個族裔的強調的主題不

同，分別說明如下: 

1. 台灣和馬華幼兒較傾向於描繪和家人出遊或是在家的休閒活動的情形，

他們畫了和爸爸媽媽去遊樂園、公園玩，或在家裡爸爸媽媽陪著玩積木、

看電視、過生日吃蛋糕等活動。然而，台灣幼兒而第二多的主題則是想

像畫，台灣幼兒所畫的想像畫受到幼兒園課程活動的影響，可以看課程

主題及活動（例如，恐龍、火山、繪本故事中的角色）。 

2. 馬華幼兒的自由畫較多呈現大自然的經驗，山、海、樹、動物等等。這

些幼兒的用色的搭配也較為多元，呈現東南亞生活的色彩。 

3. 中國幼兒雖然也畫了很多生活經驗中的相關活動，例如搭車、和家人一

起去買東西、野餐等，但他們的畫有個特點，較少描繪一起活動的家人，

而是描繪活動本身。中國幼兒對於正在建設中的城市圖像十分有興趣，

他們的畫作中可以看到正在興建的大樓、挖馬路、推高機、怪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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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族裔之自由畫作例子。 

 

 

圖(十) 台灣_女_67 個月 (橫式畫紙方向) 

 

 
圖(十一)馬來西亞華裔_女_68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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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中國_男_72 個月(橫式畫紙方向) 

 

結語：本研究共收集了 684 幅畫作，目前已完成初步結果呈現了一個圖像，雖然

三個族裔均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也受儒家思想影響，但因三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政

治生態等等因素的差異性仍大，父母親的教養目標、幼兒園的教育目的有其差異

性，而此生活背景的相似相異性呈現於幼兒的畫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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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心得報告 

    日期：2019年 1月 30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主持人和研究助理於 2019/1/21 至 2019/1/25至馬來西亞南部

新山室附近幼兒園收集幼兒繪畫資料。此行程乃透過在師大人發

系碩士班學生所聯繫，找到了一所社區型私立幼兒園。我們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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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的時間為 3天半，共有 62位幼兒參與。徵得家長同意書

之後，我們與教師合作，在教室角落裡設立一個繪畫角，在不妨

礙幼兒活動處架設一攝影機（非參與幼兒不會入鏡，其畫作也不

會蒐集），紀錄繪畫角幼兒作畫和互動的歷程。在自由選角落的時

間裡，幼兒可以自由地至繪畫角畫圖。繪畫角每次 4位幼兒進入，

研究者坐在繪畫角裡，觀察幼兒的互動。繪畫的時間長短沒有限

制。每次畫 2幅畫，2幅畫作畫時間每位幼兒不同，約 15至 60

分鐘不等。第一次畫「自畫像」及「我在吃東西」；第二次畫「家

庭成員畫像」及「自由畫」。 

二、研究成果 

62位幼兒，每位幼兒三天半之內畫了 4幅畫：「自由畫」、「自

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因此短短的時間，

我們收集了 248幅畫．為了瞭解幼兒日常生活的環境以及活動模

式，我們請幼兒園園長帶我們到幼兒平日會去的地方，例如，公

園、遊樂場、超級市場等場所，以了解可能出現在幼兒畫作中的

場景和活動。 

在教師午休時間和幼兒們離校之後，我們訪談幼兒園老師，讓老

師們跟我們一起初步了解幼兒的畫作，老師們提供他們的觀點及

說明，並且在對談過程中，我們也更清楚有關馬來西亞華人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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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研究助理於 2019/6/9 至 2019/6/14至中國金華市附近幼

兒園收集幼兒繪畫資料。此行程乃透過在師大人發系碩士班

學生所聯繫，找到了一所社區型私立幼兒園。實際收集資料

的時間 4天半，共有 40位幼兒參與。徵得家長同意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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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合作，在教室角落裡設立一個繪畫角，在不妨礙幼兒

活動處架設一攝影機（非參與幼兒不會入鏡，其畫作也不會

蒐集），紀錄繪畫角幼兒作畫和互動的歷程。在自由選角落

的時間裡，幼兒可以自由地至繪畫角畫圖。繪畫角每次 4

位幼兒進入，研究者坐在繪畫角裡，觀察幼兒的互動。繪畫

的時間長短沒有限制。每次畫 2幅畫，2幅畫作畫時間每位

幼兒不同，約 15至 60分鐘不等。第一次畫「自畫像」及「我

在吃東西」；第二次畫「家庭成員畫像」及「自由畫」。 

二、 研究成果 

40位幼兒均由一位研究助理收集資料，每位幼兒四天半之內畫了 4

幅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

西」，因此短短的時間，共收集了 160幅畫．為了瞭解幼兒日常生

活的環境以及活動模式，幼兒園園長帶著研究助理到幼兒平日會去

的地方，例如，公園、遊樂場、超級市場等場所，以了解可能出現

在幼兒畫作中的場景和活動。 

 

在教師午休時間和幼兒們離校之後，研究助理訪談幼兒園老師，讓

老師們跟我們一起初步了解幼兒的畫作，老師們提供他們的觀點及

說明，並且在對談過程中，收集更多有關居住於金華市市民的日常



生活文化以利分析中國金華幼兒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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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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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self- and family-drawing performance: Taiwanese, Korean
and Malaysia Chinese.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計畫尋找171位4至6歲幼兒參與，收集了684幅畫作，除了臺灣之外，去中國
大陸和馬來西亞華人幼兒園收集資料，其過程非常困難，但均一一克服。這六
百多幅的畫作創作影音檔之整理、敘寫分析需要訓練研究助理和工讀生完成
，目前已完成初步的分析成果，達到預期目標，初步結果呈現了一個圖像，雖
然三個族裔均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也受儒家思想影響，但因三個國家的社會經
濟政治生態等等因素的差異性仍大，父母親的教養目標、幼兒園的教育目的有
其差異性，相似相異性呈現於幼兒的畫作之中。主持人也已經於一臺灣的研討
會發表部分研究成果，且正積極將初步研究結果更深入分析，預期將可以發表
於國際期刊。此跨文化研究成果不但彰顯了三個華人文化社群幼兒繪畫的特色
。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雖然本研究之三個華人文化均受儒家思想影響, 但透過幼兒繪畫所呈現的幼兒
所承襲的文化經驗其實差異很大, 臺灣的幼兒教育必須深入紮根於日常的生活
經驗及本土數百年來的文化價值, 讓幼兒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學校教育緊密連結
, 家庭文化和學校文化必須密切相關, 如此之教育目標方能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