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 台灣、南韓、穆斯林社群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410-H-003-070-

執 行 期 間 ： 106年08月01日至107年10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賴文鳳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星錏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妍妤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1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架構，嘗試瞭解生長於不同文化的幼
兒在繪畫中如何呈現自身的文化傳統？本研究將幼兒的繪畫活動置
於家庭和學校脈絡來理解，視繪畫為一項社會性和詮釋性的活動
；繪畫是一種文化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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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建構經驗的意義。本計畫尋找252位參與幼兒，來自四個文化背
景：臺灣都會區中產階級、臺灣勞工階級、南韓首爾都會區中產階
級、中國大陸穆斯林社群。參與幼兒的年齡層為4至6歲。每位幼兒
畫四幅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
吃東西」主題畫。本研究以質性分析法分析不同文化幼兒繪畫發展
的相似處和相異處。研究成果指出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幼兒依據其特
有的生活經驗，繪畫呈現不同的特色；然亦有其相似性。本研究成
果有助於學術界瞭解幼兒繪畫和文化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幫助幼教
老師以幼兒文化經驗為基礎設計相關的課程活動。同時，此跨國研
究計畫可以分享臺灣幼兒繪畫發展的情形，也可促進臺灣學界跨文
化研究的發展。

中文關鍵詞： 幼兒繪畫、社會文化觀點、臺灣幼兒、南韓幼兒、穆斯林幼兒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socio-cultural theories, this proposal aimed to
understand how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ir drawings, represent their cultural heritages?
Drawing is viewed as a social and interpretive activity. It
is also viewed as a cultural tool through which members of
cultural communities transmit their values, believes, and
practices. Through participating drawing activities,
children co-construct meanings with others. 320 children
from 4 cultural group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Taiwan (middle-class and working-class), South Korea
(middle-class), a Muslim community in China. Children aged
4- to 6-years were recruited. Each child drew 4 pictures:
free drawing, self-portrait, family portrait, “me
eating”. Qualitativ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hildren growing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presente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their drawings. Their drawings
demonstrated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Findings will contribute to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how cross-cultur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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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understand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英文關鍵詞： children’s drawing,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aiwanese
children, South Korean children, Muslim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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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 台灣、南韓、穆斯林社群 

 

摘要 

 
本研究計畫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架構，嘗試瞭解生長於不同文化的幼兒在繪畫中如何呈現自身的文

化傳統？本研究將幼兒的繪畫活動置於家庭和學校脈絡來理解，視繪畫為一項社會性和詮釋性的活動；

繪畫是一種文化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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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意義。本計畫尋找 252 位參與幼兒，來自四個文化背景：臺

灣都會區中產階級、臺灣勞工階級、南韓首爾都會區中產階級、中國大陸穆斯林社群。參與幼兒的年

齡層為 4 至 6 歲。每位幼兒畫四幅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

主題畫。本研究以質性分析法分析不同文化幼兒繪畫發展的相似處和相異處。研究成果指出不同文化

下成長的幼兒依據其特有的生活經驗，繪畫呈現不同的特色；然亦有其相似性。本研究成果有助於學

術界瞭解幼兒繪畫和文化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幫助幼教老師以幼兒文化經驗為基礎設計相關的課程活

動。同時，此跨國研究計畫可以分享臺灣幼兒繪畫發展的情形，也可促進臺灣學界跨文化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 幼兒繪畫、社會文化觀點、臺灣幼兒、南韓幼兒、穆斯林幼兒 

 

Abstract 

 

Based on socio-cultural theories, this proposal aimed to understand how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ir drawings, represent their cultural heritages? Drawing is viewed as a social and interpretive 

activity. It is also viewed as a cultural tool through which members of cultural communities transmit their 

values, believes, and practices. Through participating drawing activities, children co-construct meanings 

with others. 320 children from 4 cultural group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Taiwan (middle-class and 

working-class), South Korea (middle-class), a Muslim community in China. Children aged 4- to 6-years 

were recruited. Each child drew 4 pictures: free drawing, self-portrait, family portrait, “me eating”. 

Qualitativ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hildren growing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presente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their drawings. Their drawings 

demonstrated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Findings will contribute to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how cross-cultur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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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understand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Keywords: children’s drawing,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aiwanese children, South Korean children, Muslim 

children 

 

 

 

 

 



前言 

 
幼兒繪畫是一項具有文化意涵的活動，其文化意涵不僅在於繪畫是幼兒的溝通及探索環境的工具

之一（Anning & Ring, 2004; Matthews, 2003, Pinto, Gamannossi & Cameron, 2011），也是幼兒開始熟悉身

處文化的符號系統的開端(Kress, 1997；Wu, 2009)。誠如 Dewey(1934)所闡釋，藝術美感的經驗並非僅

存於個體之內，而是具有社會性的經驗，和幼兒的其他經驗一樣，藝術美感的經驗是在人際以及環境

互動中建構而成。幼兒繪畫過程中運用語言、肢體動作、表情和他人互動，在互動過程中，幼兒逐漸

了解並熟悉適合其文化的圖像表達方式，透過人際互動，幼兒內化其文化中的圖像表徵方式，許多研

究結果已經指出，幼兒繪畫發展與其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林思麒、魏美惠，2012; Court ,1989; Gernhardt, 

Keller & Rubeling, 2016; Huntsinger, Jose, Krieg, & Luo,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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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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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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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之前原住民繪畫的研究結果指出，幼兒的繪畫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緊密相關，本研究

計畫將基於前一研究之基礎，並擴展研究範圍，除了蒐集幼兒之自由畫之外，也將有系統地蒐集人物

畫和主題畫。同時，研究對象也將擴展至台灣之外的文化社群，進一步了解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意

義。本研究計畫將以近來跨文化研究幼兒繪畫研究成果為指引（Court ,1989 ; Gernhardt, Keller＆

Rubeling, 2016；Huntsinger et al.2011；Wilson, 1999），以社會文化理論 (Vygotsky, 1978)為理論架構，

本研究將以跨文化角度探究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幼兒其繪畫如何融入自身文化特質，希望能瞭解不同文

化幼兒繪畫發展之普遍性和特殊性。 

 

研究目的 

 

（一）、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幼兒其「自由畫」和「主題畫」所呈現的文化特性為何？其相似及相異處

為何？ 

（二）、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幼兒其「自畫像」和「家庭成員畫像」所呈現的文化特性為何？其相似及

相異處為何？ 

 

文獻探討 
 

幼兒繪畫的重要性 

就像口說語言以聲音表徵意義，繪畫是以線條、圖像表意。繪畫是學齡前兒童嘗試並學習以抽象

符號表徵意義的重要活動；其重要性在於繪畫活動能幫助學齡前兒童慢慢理解生活中的符號的意義，

並學習以符號來溝通，廣義而言，繪畫發展是學齡前兒童語文發展的一部份（Kress, 1997）。Garner (1973)

主張，繪畫應被視為一種符號系統，如同學習語言的過程一樣，在現代社會中成長的幼兒也運用繪畫

來溝通想法、組織經驗。 



幼兒畫畫的過程中，他們和同儕及週遭環境互動；討論、評論或模仿彼此的繪畫，交流彼此日常

生活經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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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不但是學齡前兒童溝通想法、理解並組織經驗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們表達情緒、想像的工具

(S. Cox, 2005; Hall, 2009)。當幼兒能夠拿筆，或是有機會拿到能註記的材料（例如石頭、樹枝），他們

很自然地在紙上、牆上、地上、砂地上塗鴉或標記符號。隨著幼兒的肢體、認知、社會情緒的發展，

他們慢慢地能夠畫圈、線條、曲線、和形狀，他們嘗試、探索自己的身體和媒材（筆、紙、樹枝、牆

面）之間的關係（Matthews, 2003），他們發現自己能用繪畫表達溝通感官所體驗的世界；一個圈可以

代表貓咪或車子；一條曲線可以代表小鳥在飛。他們拿著圖和他人溝通，而且會得到人們的回應，這

種以圖像溝通的過程讓學齡前兒童很快的瞭解「圖像符號」有其溝通和表徵的功能（Callaghan, 1999）。 

兩歲幼兒已慢慢瞭解「圖像符號」 （graphic symbols）可以代表他們所感知和經驗的人、事、物

（Anning & Ring, 2004; Einarsdottir, Dochett, & Perry, 2009; Callaghan, 1999），兩歲的幼兒可以拿起筆在

紙上「塗鴉」(Callaghan, 1999)，雖然線條不穩定、弧線不完整、點點不對稱，在「塗鴉」期之後，幼

兒會一步步經歷不同的階段，朝向能夠以圖象符號來命名實物，而後達到能將三維空間立體實物具象

的呈現在二維空間的畫紙上（M. Cox, 1993; Kellogg, 1969）。 

關於幼兒繪畫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指出，以成人的眼光而言，幼兒早期的「塗鴉」似乎沒有什

麼意涵，僅是幼兒手眼和大小肌肉尚未協調的產出，然而在發展的角度而言，幼兒早期的繪畫有其重

要性（Gardner, 1973; Kinnunen & Einarsdottir, 2013; Kress, 1997; Matthew, 2003; Wu, 2009）。例如，有研

究者主張早期畫畫是讀寫萌發的開始，幼兒從「塗鴉」中，慢慢體驗、習得了文字符號的意義 (Hall, 2009; 

Mavers, 2011)。有些研究者認為，幼兒畫畫是往後藝術美感發展的先期表現，必須讓幼兒能自由的展

現他們內在興趣，不要過多的指導或干預（Matthews, 2003）。也有一些研究透過幼兒繪畫來分析其認

知或自然概念的發展 (林思麒、魏美惠，2012；Brooks, 2009)。 

S. Cox（2005）強調，教師或父母瞭解幼兒在繪畫過程中「正在做什麼」以及「幼兒為什麼畫畫」

比較重要。S. Cox 指出觀察幼兒繪畫的過程十分重要，其中一個因素是，同樣的標記可以代表不同的

意義，如果缺乏觀察繪畫過程的紀錄，我們實難瞭解幼兒繪畫中所欲表達的涵意。幼教老師或藝術教

師對於還在「塗鴉」的幼兒會設法讓他們練習畫完整的圈圈，而忽略了在「塗鴉」的幼兒或許如同正

在牙牙學語的幼兒一般，他們以「塗鴉」來表達想法或感受。 

Kinnunen & Einarsdottir(2013)指出，幼兒在繪畫過程中，傾注他們的情緒和想像，他們往往不是事

先想好要畫什麼，而是在運用媒材的過程中，探索媒材之間的關係（例如紙和筆的關係）以及自己身

體和媒材之間的關係。例如，手臂如何運轉可以在圖畫紙上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在探索和嘗試的過程

中, 線條、圓圈、點、曲線等逐一浮出畫面, 而視覺上的畫面讓幼兒連結到生活經驗。幼兒對於繪畫的

命名通常是在畫完之後，對幼兒而言命名並不那麼重要 (Wrigh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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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繪畫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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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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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林思麒、魏美

惠，2012; Court ,1989; M. Cox,1998; Pinto, Gamannossi, & Cameron, 2011; Wilson, 1999; Ulker, 2012)。林

思麒與魏美惠蒐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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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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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住

民幼兒的繪畫呈現了「雙文化」的表徵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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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運用的圖像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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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中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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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研究結果的意義在於，兒童的繪畫不僅僅展現

自身的文化傳統的理解和詮釋。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參與者共有 252 位幼兒，來自四個文化背景：台灣都會區中產階級 80 位、台灣勞工階

級 69 位、南韓首爾都會區中產階級 47 位、中國的穆斯林社群 56 位，參與幼兒的年齡層為 4 歲至 6 歲。 



選擇 4 歲至 6 歲兩個年齡層的原因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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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

研究將以橫斷式設計，蒐集不同年齡層的繪畫作品，並且輔以幼兒作畫過程中的語言敘事，以期能了

解不同文化下之幼兒繪畫中所呈現的繪畫發展之普遍共通性，以及屬於其文化的特殊性。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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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獲得幼兒園主管和與教師的同意之後，【同意書請參考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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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及穆斯林社

群的同意書翻譯成韓文及阿拉伯文，請在地的幼兒園主任或老師協助說明並轉交給家長。 

徵得家長同意書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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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蒐集資料之前，研究者和受過訓練的研究助理會先至幼兒園與幼兒互動，讓幼兒熟悉研究人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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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幼兒使用的畫筆和圖畫紙由研究者提供，因此畫作的大小、色彩運用廣度已有控制。研究者

於幼兒作畫過程中，並不主動與幼兒交談，但幼兒之間可以自由互動。當幼兒說畫完了，研究者會請

幼兒分享其畫作，分享過程均有錄音錄影。幼兒畫完之後，研究者致贈一張貼紙，以表感謝。 

 

三、資料整理 

以研究人員之觀察紀錄為基礎，每幅畫的創作過程的影音資料將轉為文字資料，幼兒的談話皆以

逐字稿呈現，幼兒作畫過程中的肢體動作、情緒表現、人際互動均會詳實紀錄。此文字記錄將作為分

析、詮釋繪畫內容的依據。主要的資料整理項目如下: 

 每幅畫均以幼兒的編號以及畫作代碼編目存檔。 

 幼兒分享畫作的內容轉譯為逐字稿，並編碼。 

 錄影資料將配合觀察紀錄轉譯，尤其是表情和肢體動作將以文字描述細節。同時，錄影資料

也將輔助紀錄幼兒的繪畫歷程和內容。 

 觀察紀錄和幼兒分享紀錄整理成電子檔存檔。 

南韓所收集的資料乃透過翻譯學生之協助，在現場幫助翻譯研究者的指導語，但幼兒作畫的過程

的談話雖然有錄音也有錄影，受限於研究經費，目前影音檔無法翻譯，因此沒有納入觀察紀錄中，南

韓部分的觀察紀錄僅以研究者在場的觀察為主要內容。中國穆斯林幼兒均可以說華語，研究者可以完

全了解幼兒互動過程，沒有語言之隔閡。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幼兒觀察記錄、幼兒繪畫作品將輸入質性資料分析軟體NVivo，以此軟體管理和分析資料。資



料之初步質性分析參考Huberman 與 Miles(1994)進行分析, 並以Feldman (1982, 1994)之藝術分析 

理論為基礎，視幼兒畫作為藝術作品，逐一分析敘寫詮釋其內涵，而後比較不同文化下，幼兒畫作之

異同。本研究參考Feldman的藝術分析步驟如下: 

 

I. 描述 (description) 

客觀敘寫你看到什麼人物、物件、事件或現象，不做任何的分析或評斷，完全不考慮畫作的「意義」，

敘寫的內容是看得見的人物、物件、事件或現象。 

1. 命名：這幅畫裡有哪些人物、物件、事件或現象？你看到了什麼？如果能辨識，且不會有其

他的可能性，就寫下來，例如，太陽、房子、爸爸、媽媽。基本描述：顏色、線條、形狀、

大小、數量。 

2. 描述幼兒運用技法或特別的方法完成畫作, 例如, 完整的圓, 用 L 形畫椅子, 用由上往下的線

條畫下雨, 用深藍色畫雲  

 

II. 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 

形式分析的重點在於敘寫人物、物件、事件或現象在空間之間的關係，需要運用繪畫的形式(如, 線條、

形狀、顏色)分析人物、物件、事件或現象的空間關係。這些形式關係所造成的視覺/感覺效果為何? 

這幅畫可能的主題是什麼（subject matter）？若幼兒畫的主題和原定的主題不同, 則需要說明看到的主

題為何? 

 

III. 詮釋 

詮釋的目的是尋求幼兒畫作的意義，以說明幼兒畫作和他們（或者，我們）生活的關係，和他們（我

們）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關係。 

1. 從描述和形式分析過程中，我們已經累積某些看法，在此詮釋或解釋的階段，我們可以將看法

寫出來，敘寫的重點在於探詢幼兒嘗試表達的意義，這意義不一定是幼兒刻意展現，而是隱含

於畫作的內容、結構、形式、模式之中，我們透過形式分析而了解其意義。 

 

例如： 

(1) 這幅畫的重點是什麼？ 

(2) 幼兒在各項特別之處的描繪，可能想傳達的意義或意圖為何？ 

(3) 這幅畫讓人感受到哪些意圖、情緒、感覺、感受？ 

(4) 這幅畫顯現了什麼樣的生活經驗？什麼文化特色？ 

(5) 關於這幅畫的意義或文化特色，是否有哪些文獻或理論可與之對話，或能以其社會

歷史脈絡提供證據？ 

 

2. 形成假設: 我們的詮釋需要有證據支持，證據可來自我們對幼兒發展的理解，對繪畫理論的   

探究，對我們身處的歷史文化脈絡的分析等． 

 

 

IV. 主觀評析或評論 

1. 有哪些現象或問題需要再釐清、再思考或與人討論？ 

2. 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或是提出疑惑、或提出與這幅畫沒有關係的內容。 

 

五、資料信實度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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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邀請各文化教師參與理解並詮釋

幼兒繪畫。 

（二） 每一幅畫由 2 位受過訓練之碩士或博士班學生獨立評析後，再彙整成一份分析檔案，以避免缺

漏，並希望達到平衡的評析觀點。 

（三） 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已於國際會議中發表，以確認達到同儕審核（peer brief）之標準。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案收集分析了來自三個不同文化社群幼兒的繪畫作品，視幼兒繪畫為藝術作品，嘗試解讀並詮

釋幼兒繪畫與其生活經驗的關係，並以跨文化的視角，本研究提出三個文化社群幼兒繪畫之異同處。

以下為質性分析之初步結果： 

 

一、 不同文化之幼兒所畫之家庭成員畫像均呈現了父母親為其主要之家人。自畫像則和家庭成員畫像

中的自己雷同。 

 在臺灣和南韓的幼兒家庭成員畫像幼兒多半將自己畫在母親旁邊，而且畫在畫面的中央，父

親則在畫面較旁邊，而且家中的手足（或相似年齡的幼兒）最多不超過 3位。父親雖然在旁

邊，但其形象卻是較大，極少幼兒將父親的形象畫得比母親大；手足的形象也多半按照其排

行，年齡越長形象越大。而少數臺灣幼兒會畫阿公阿嬤。 

 中國穆斯林幼兒所畫的家庭成員畫像則較為複雜，人數從三人至七、八人不等，除了自己的

父母之外，亦包含叔叔伯伯阿姨姑姑，表哥表妹等旁系親屬。更特別的是，有些幼兒沒有畫

自己的父母，因為父母並不在他們同一城市，幼兒與其他親戚住一起，而且幼兒很久沒有見

到自己的父母了。 

 人物之特色也顯示了文化之間的差異。髮型和服裝最能凸顯三個社群之間的差異，臺灣幼兒

所畫的女性多為長髮或綁馬尾，男性的短髮則多為往上的短線條；南韓的女性頭髮亦多為長

髮，但較多裝飾品（例如，法箍或髮夾）或者是長的捲髮；無論年長或年幼的男性則多有瀏

海，而且是平行眉毛的「歐爸」式瀏海（韓劇中年輕男性的髮型）。另外，南韓幾位幼兒畫了

男性戴傳統的高帽子，而一位穆斯林幼兒畫了母親戴頭巾。 

 

二、 我在吃東西主題畫 

此一主題畫呈現了跨文化之明顯差異，各文化幼兒所畫之食物充分反映各文化的飲食特色，例如，

臺灣的吃到飽火鍋特色（有冰淇淋）、南韓的泡菜及味增湯、穆斯林的 Nang (類似印度烤餅)以及

十數盤的菜餚（包含糖果和水果同時上桌）。和家庭成員畫像的研究發現雷同，和幼兒一起吃東西

的成員，在臺灣和南韓多為父母親及手足，但是在穆斯林家庭一起吃東西的成員則較為多元。三

個文化社群的幼兒均將桌子畫在畫面中央，呈現此畫的主題，大多數的桌子均為圓桌，吃東西的

氣氛透過鮮艷的顏色和人物的表情，吃東西這個活動均是開心愉悅的。 

 

臺灣有 2位幼兒畫了在學校吃東西的景象，是 252位研究對象中僅見的，本研究並未限制幼兒畫

在哪裡吃東西，也未限制跟誰吃東西，如此少數的幼兒畫了在幼兒園吃東西的經驗，或許可以詮



釋成在幼兒園裡的活動，吃東西一項並非讓幼兒想要畫下的經驗，相較於自由畫中有許多與課程

活動相關的經驗，在幼兒園吃點心、吃午餐的經驗比較不那麼特別。 

 

三、 自由畫 

（一）、三個文化的幼兒自由畫的相似之處 

1. 近期之學校課程內容明顯影響自由畫的主題：例如，臺灣的資料約於 12月收集，

幼兒園多有關於聖誕節的活動，因此在幼兒的畫作中可以看到關於雪人、襪子、

薑餅屋的內容；在南韓幼兒的自由畫看到不同的水果，而在穆斯林幼兒園則多看

到電子書中的角色。 

2. 相較於其他三幅畫，幼兒們的自由畫內容較豐富：自由畫讓幼兒可以無所限制地

開展創作及想像空間，畫作中呈現多層次的故事和人物，同時，自由畫中幼兒使

用較多的色彩。 

3. 使用 3C產品的影響: 畫作中呈現平板電腦、手機、筆記型電腦、電視等圖像。另

外，且主題也多有電玩的符號、規則等內涵。 

（二）、三個文化的幼兒自由畫的相異之處 

1. 就美感經驗而言，臺灣及南韓幼兒自由畫的畫面讓觀者感到較為緊湊、龐雜，比較

缺乏秩序感，調和感，大多數幼兒用色比較不協調，線條也較為混亂。穆斯林幼兒

所畫的畫面則相反，讓觀者感到一種平靜、祥和；雖然用色豐富，但搭配十分協調，

線條柔和平順。 

2. 臺灣幼兒的自由畫中多數出現太陽，而且是圓圈加上向外輻射的太陽，南韓和穆斯

林幼兒的自由畫並無此現象；穆斯林幼兒的自由畫會出現星月，代表穆斯林寺廟的

符號。 

 

本研究初步的研究結果指出，從幼兒繪畫乃為了解幼兒世界的一扇窗，透過他們的畫作，吾人可以探

究其內化的經驗，因此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幼兒，其展現的風格有其特色。同時，雖然幼兒的繪畫技巧

仍在發展中，其想像力和創作力並不受限，成人應將其畫作視為藝術作品，如同幼兒牙牙學語之際，

其言談之故事亦有其研究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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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幼兒園同意書（一式二份） 

親愛的園長（主任）， 您好： 

我是賴文鳳，目前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現在正執行科技部經費補助之研究

計畫，題目為「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臺灣、南韓、穆斯林社群」。此研究之目的希望瞭解幼兒的繪畫與其文

化之關聯性，預計將有 320 位來自不同文化社群的 4 歲和 6 歲幼兒參與此研究。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此一跨

文化的研究，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幼兒以繪畫展現自身文化經驗，也能協助教師瞭解不同文化幼兒之發展。 

研究者將於角落時間（或自由活動時間），以不干擾課室活動進行為前提，在教室的繪畫角蒐集幼兒的繪畫

作品，作品包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主題畫。研究者會進入繪畫角觀

察幼兒創作過程，且自然地和幼兒交談，以瞭解其繪畫內容。我們也將在繪畫角擺設攝影機和錄音筆，以紀錄

幼兒作畫過程和語言互動。我們預計在 2017 年 10、11 月各進班 1 週以蒐集孩子的繪畫；每次進班的時間約為

60 至 90 分鐘。 

本研究案需要貴園協助之處為(1) 發放及回收家長同意書、(2) 提供幼兒年齡及性別、家長職業等基本資料、

(3) 協助研究人員進班蒐集資料。 

所有幼兒的影音和繪畫資料將以電子檔方式加密保存，只有我本人能夠解密。您及幼兒之姓名將以代碼方

式存檔，相關之個人資料如生日和性別會完全保密。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於資料完成分析後至少保存 3 年。您

的幼兒園可以隨時退出這個研究案，您及幼兒園的權益不會受到影響，而且貴園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關係不

會有任何的負面影響。 

以下有本人的聯絡資訊，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如果您的幼兒園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權

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承辦人聯絡（電話：(02)7734-1395 或 電子郵

件信箱：ntnurec@gmail.com）。 

我們將致贈一份感謝狀給幼兒園，以表達我們的謝意。如果您的幼兒園願意加入本研究，請您於以下回條

簽名，本回條一式兩份，一份由您的幼兒園保存，一份交回給研究者。再次感謝您閱讀此信！ 

敬祝 

闔家平安                                     電子郵件:wflai@ntnu.edu.tw 

賴文鳳 敬上                                 手機號碼:0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幼兒園同意書回條 

我讀過並完全瞭解上述研究計畫的目的及研究方法，我知道如果本園不想參與此研究可

以隨時退出，而且參與過程中如遇到問題，我知道可以向誰提出問題。 

＿＿＿＿＿＿＿＿＿（幼兒園名稱）願意參加這個研究。 

 

園長（或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同意書（一式二份） 

親愛的老師， 您好： 

   我是賴文鳳，目前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現在正執行科技部經費補助之

研究計畫，題目為「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臺灣、南韓、穆斯林社群」。此研究之目的希望瞭解幼兒的繪畫與

其文化之關聯性，預計將有 320 位來自不同文化社群的 4 歲和 6 歲幼兒參與此研究。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此

一跨文化的研究，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幼兒以繪畫展現自身文化經驗，也能協助教師瞭解不同文化幼兒之發展。 

研究者將於角落時間（或自由活動時間），以不干擾課室活動進行為前提，在教室的繪畫角蒐集幼兒的繪畫

作品，作品包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主題畫。研究者會進入繪畫角觀

察幼兒創作過程，且自然地和幼兒交談，以瞭解其繪畫內容。我們也將在繪畫角擺設攝影機和錄音筆，以紀錄

幼兒作畫過程和語言互動。我們預計在 2017 年 10、11 月各進班 1 週以蒐集孩子的繪畫；每次進班的時間約為

60 至 90 分鐘。 

所有幼兒的影音和繪畫資料將以電子檔方式加密保存，只有我本人能夠解密。您及幼兒之姓名將以代碼方

式存檔，相關之個人資料如生日和性別會完全保密。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於資料完成分析後至少保存 3 年。參

與此研究不會對您孩子的身體或心理造成傷害，而且您可以隨時退出這個研究案，不會有任何的負面影響。 

以下有本人的聯絡資訊，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

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承辦人聯絡（電話：(02)7734-1395 或 電子

郵件信箱：ntnurec@gmail.com）。 

本研究案將致贈一份感謝狀給您，以表達我們的謝意。如果您願意加入本研究，請於以下回條簽名，本回

條一式兩份，一份由您保存，一份交回給研究者。再次感謝您閱讀此信！ 

。 

 

敬祝 

闔家平安                                     電子郵件:wflai@ntnu.edu.tw 

賴文鳳 敬上                                 手機號碼:0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教師同意書回條 

 

我讀過並完全瞭解上述研究計畫的目的及研究方法，我知道如果本人不想參與此研究可

以隨時退出，而且參與過程中如遇到問題，我知道可以向誰提出問題。我

_______________願意參加這個研究。 

 

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一式二份）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賴文鳳，目前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現在正執行科技部經費補助之研究

計畫，題目為「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臺灣、南韓、穆斯林社群」。此研究之目的希望瞭解幼兒的繪畫與其文

化之關聯性，預計將有 320 位來自不同文化社群的 4 歲和 6 歲幼兒參與此研究。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此一跨

文化的研究，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幼兒以繪畫展現自身文化經驗，也能協助教師瞭解不同文化幼兒之發展。 

研究者將於角落時間（或自由活動時間），以不干擾課室活動進行為前提，在教室的繪畫角蒐集幼兒的繪畫

作品，作品包含「自由畫」、「自畫像」、「家庭成員畫像」、「我在吃東西」主題畫。研究者會進入繪畫角觀

察幼兒創作過程，且自然地和幼兒交談，以瞭解其繪畫內容。我們也將在繪畫角擺設攝影機和錄音筆，以紀錄

幼兒作畫過程和語言互動。我們預計在 2017 年 10、11 月各進班 1 週以蒐集孩子的繪畫；每次進班的時間約為

60 至 90 分鐘。 

所有幼兒的影音和繪畫資料將以電子檔方式加密保存，只有我本人能夠解密。您及幼兒之姓名將以代碼方

式存檔，相關之個人資料如生日和性別會完全保密。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於資料完成分析後至少保存 3 年。您

及您的孩子可以隨時退出這個研究案，您及您孩子的權益不會受到影響。 

以下有本人的聯絡資訊，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如果您及您的孩子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

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承辦人聯絡（電話：(02)7734-1395 或 電子

郵件信箱：ntnurec@gmail.com）。 

本研究案將致贈一份您的小孩的畫作記錄(畫作影本及 DVD)給您，以表達我們的謝意。如果您願意加入本

研究，請於以下回條簽名，本回條一式兩份，一份由您保存，一份交回給研究者。再次感謝您閱讀此信！ 

 

敬祝 

闔家平安                                     電子郵件:wflai@ntnu.edu.tw 

賴文鳳 敬上                                 手機號碼:0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回條 

 

我讀過並完全瞭解上述研究計畫的目的及研究方法，我知道如果本人及小孩不想參與此

研究可以隨時退出，而且參與過程中如遇到問題，我知道可以向誰提出問題。我的小孩

______________和我_________願意參加這個研究。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幼兒園同意書（一式二份） 

유아원 동의서(2통 작성) 

친애하는 원장(주임)님 안녕하십니까: 

저는 대만 사범대학교 인류발전 가정학과에 재직 중인 라이원펑(賴文鳳)이라고 합니다. 저희는 현

재 ‘문화 간 유아의 그림 발전 양상 연구’를 진행 중입니다. 본 연구는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과 문화의

 관련성을 이해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합니다. 이번 연구에는 4개의 다른 문화권,공동체 사회의 유아들이 

참여할 예정입니다. 저희는 진심으로 귀하께서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여 주시길 바랍니다. 연구 성과로 유

아들이 그림으로 자신의 문화적 경험을 표현할 수 있는 기회가 될 것이며 교사님들께도 다른 문화의 유

아들이 어떻게 발전해 나가는 가를 아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자투리 시간(또는 자유 활동 시간)에 교실 활동 진행에 지장이 가지 않는 것을 전제로 교

실에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 작품을 수집할 것입니다. 그림은 ‘자유 주제’, ‘자화상’, ‘가족 구성

원’, ‘나는 음식을 먹고 있어’등이 주제가 될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현장에서 유아들의 창작 과정을 

관찰하며 자연스럽게 유아들과 교류하여 그림의 내용을 더 깊이 이해할 것입니다. 또한, 저희는 구석에

 비디오카메라와 녹음기를 설치하여 유아들이 그림을 그리는 과정과 유아들과 연구자 간의 언어적 교류

를 기록하려 합니다. 2018년 4월에 한 주간 학급에 방문해 아이들의 그림을 수집할 예정입니다. 매 방

문 시간은 약 60~90분입니다. 

본 연구에서 귀원의 협조가 필요한 부분은 (1) 학부모 동의서 전달과 회수, (2) 유아들의 연령과 

성별 제공 및 학부모 직업 등 기본 자료, (3) 교실에서 연구자의 자료 수집 협조입니다. 

모든 영상, 녹음 파일과 아이들의 그림은 암호화된 디지털 방식을 거쳐 엄중히 보관되며, 저만이 

이 파일들에 접근할 수 있습니다. 귀하와 유아의 이름에는 코드 번호가 부여되어 생년월일, 성별 같은 

개인 정보는 완벽하게 보호됩니다. 본 연구를 위해 수집된 자료들은 분석이 완료된 후 3년 동안 보관됩

니다. 귀하의 유아원은 언제든 이 연구 계획 참여 철회를 하실 수 있으며, 도중에 참여를 철회하시더라

고 귀하 그리고 귀원의 권익에는 영향을 주지 않으며, 귀원과 국립대만사범대학교와의 관계에도 어떠한

 좋지 않은 영향을 주지 않습니다. 

하단에 제 연락처를 첨부하오니 궁금하신 점이 있으시다면 언제든 연락 주십시오. 만약 이번 연구 

참여가 귀원의 권익을 침해하였다고 느끼셨거나 피해를 당하셨다 생각되시면 대만 사범대학교 연구윤리

 심사위원회 담당자（전화:886-2-7734-1395 또는 이메일：ntnurec@gmail.com）에게 연락해 주십시오. 

저희는 연구에 참여해 주신 유아원에 감사장으로 고마움을 전할 것입니다. 귀하의 유아원이 본 연

구에 참여하고 싶으시다면 아래 서류에 서명해 주십시오. 본 답신 서류는 2통을 작성하시어 한 통은 귀

원에서 보관하시고 한 통은 저희 연구원에게 전달해 주십시오. 이 편지를 읽어 주시어 감사드립니다! 

 

가내 평안하시길 바랍니다.                          이메일:wflai@ntnu.edu.tw 

라이원펑(賴文鳳) 올림                           휴대전화: +886 -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幼兒園同意書回條 

유아원 동의서 답신 

본인은 상술된 연구 계획의 목적과 연구방법을 상세히 읽고 완전히 이해하였으며

 본원이 참여를 원하지 않을 경우 언제든 참여를 철회할 수 있고 참여 과정중 문

제 발생 시 찾아야 할 담당자가 누구인지 알고 있습니다. 

＿＿＿＿＿＿＿＿（유아원 원명)은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겠습니다. 

 

원장(또는 주임) 서명______________ 날짜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同意書（一式二份） 

교사 동의서 (2통 작성) 

친애하는 교사님, 안녕하십니까: 

   저는 대만 사범대학교 인류발전 가정학과 부교수로 재직 중인 라이원펑(賴文鳳)이라고 합니다. 

현재 과학기술부의 연구비 지원을 받아 <문화 간 유아의 그림 발전 양상 연구: 대만, 남한, 무슬림 공

동체 사회> 연구를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본 연구는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과 문화의 관련성을 이해하는 것

을 목적으로 합니다. 이번 연구에는 4개의 다른 문화권의 4~6세 유아 320명이 참여할 예정입니다. 저

희는 진심으로 귀하께서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여 주시길 바랍니다. 연구 성과로 유아들이 그림으로 자신

의 문화적 경험을 표현할 수 있는 기회가 될 것이며 교사님들께도 다른 문화의 유아들이 어떻게 발전해

 나가는 가를 아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자투리 시간(또는 자유 활동 시간)에 교실 활동 진행에 지장이 가지 않는 것을 전제로 교

실에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 작품을 수집할 것입니다. 그림은 ‘자유 주제’, ‘자화상’, ‘가족 구성

원’, ‘나는 음식을 먹고 있어’등이 주제가 될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현장에서 유아들의 창작 과정을 

관찰하며 자연스럽게 유아들과 교류하여 그림의 내용을 더 깊이 이해할 것입니다. 또한, 저희는 구석에

 비디오카메라와 녹음기를 설치하여 유아들이 그림을 그리는 과정과 유아들과 연구자 간의 언어적 교류

를 기록하려 합니다. 2018년 4월에 한 주간 학급에 방문해 아이들의 그림을 수집할 예정입니다. 매 방

문 시간은 약 60~90분입니다. 

모든 영상, 녹음 파일과 아이들의 그림은 암호화된 디지털 방식을 거쳐 엄중히 보관되며, 저만이 

이 파일들에 접근할 수 있습니다. 귀하와 유아의 이름에는 코드 번호가 부여되어 생년월일, 성별 같은 

개인 정보는 완벽하게 보호됩니다. 본 연구를 위해 수집된 자료들은 분석디 완료된 후 3년 동안 보관됩

니다. 본 연구는 귀원 유아의 신체 또는 심리적인 피해를 주지 않을 것입니다. 또한, 귀하는 언제든 본

 연구 참여를 철회하실 수 있으며 참여 철회에는 어떠한 불이익도 없습니다. 

하단에 제 연락처를 첨부하오니 궁금하신 점이 있으시다면 언제든 연락 주십시오. 만약 이번 연구 

참여가 귀하또는 귀원 원아의 권익을 침해하였다고 느끼셨거나 피해를 당하셨다 생각되시면 대만 사범

대학교 연구 윤리 심사위원회 담당자（전화:886-2-7734-1395또는 이메일：ntnurec@gmail.com）에게 연락

해 주십시오. 

저희는 연구에 참여해 주신 교사님께 감사장으로 고마움을 전할 것입니다. 귀하께서 본 연구에 참

여하고 싶으시다면 아래 서류에 서명해 주십시오. 본 답신 서류는 2통을 작성하시어 한 통은 귀하께서 

보관하시고 한 통은 저희 연구원에게 전달해 주십시오. 이 편지를 읽어 주시어 감사드립니다! 

 

가내 평안하시길 바랍니다. 

라이원펑(賴文鳳) 올림 

 

이메일:wflai@ntnu.edu.tw           휴대전화: +886-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教師同意書回條 

교사 동의서 답신 

 

본인은 상술된 연구 계획의 목적과 연구방법을 상세히 읽고 완전히 이해하였으며

 본인 참여를 원하지 않을 경우 언제든 참여를 철회할 수 있고 참여 과정중 문제

 발생 시 찾아야 할 담당자가 누구인지 알고 있습니다.  본인 ______________은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겠습니다. 

 

교사 서명______________ 날짜______________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一式二份） 

학부모 또는 법정 후견인(2통 작성) 

친애하는 학부모님, 안녕하십니까： 

저는 대만 사범대학교 인류발전 가정학과 부교수로 재직 중인 라이원펑(賴文鳳)이라고 합니다. 현

재 과학기술부의 연구비 지원을 받아 <문화 간 유아의 그림 발전 양상 연구: 대만, 남한, 무슬림 공동

체 사회> 연구를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본 연구는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과 문화의 관련성을 이해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합니다. 이번 연구에는 4개의 다른 문화권의 4~6세 유아 320명이 참여할 예정입니다. 저희는

 진심으로 귀하께서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여 주시길 바랍니다. 연구 성과로 유아들이 그림으로 자신의 문

화적 경험을 표현할 수 있는 기회가 될 것이며 교사님들께도 다른 문화의 유아들이 어떻게 발전해 나가

는 가를 아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자투리 시간(또는 자유 활동 시간)에 교실 활동 진행에 지장이 가지 않는 것을 전제로 교

실에 유아들이 그린 그림 작품을 수집할 것입니다. 그림은 ‘자유 주제’, ‘자화상’, ‘가족 구성

원’, ‘나는 음식을 먹고 있어’등이 주제가 될 것입니다. 연구자는 현장에서 유아들의 창작 과정을 

관찰하며 자연스럽게 유아들과 교류하여 그림의 내용을 더 깊이 이해할 것입니다. 또한, 저희는 구석에

 비디오카메라와 녹음기를 설치하여 유아들이 그림을 그리는 과정과 유아들과 연구자 간의 언어적 교류

를 기록하려 합니다. 2018년 4월에 한 주간 학급에 방문해 아이들의 그림을 수집할 예정입니다. 매 방

문 시간은 약 60~90분입니다. 

모든 영상, 녹음 파일과 아이들의 그림은 암호화된 디지털 방식을 거쳐 엄중히 보관되며, 저만이 

이 파일들에 접근할 수 있습니다. 귀하와 유아의 이름에는 코드 번호가 부여되어 생년월일, 성별 같은 

개인 정보는 완벽하게 보호됩니다. 본 연구를 위해 수집된 자료들은 분석이 완료된 후 3년 동안 보관됩

니다. 귀하와 귀하의 아이는 언제든지 연구 참여를 철외할 수 있으며, 어떤 불이익도 받지 않습니다. 

하단에 제 연락처를 첨부하오니 궁금하신 점이 있으시다면 언제든 연락 주십시오. 만약 이번 연구 

참여가 귀하또는 아이의 권익을 침해하였다고 느끼셨거나 피해를 당하셨다 생각되시면 대만 사범대학교

 연구 윤리 심사위원회 담당자（전화:886-2-7734-1395또는 이메일：ntnurec@gmail.com）에게 연락해 주

십시오. 

저희는 연구에 참여해 주신 귀하와 귀하의 아이께 그림을 그리는 과정을 기록한 DVD와 그림 복사

본으로 고마움을 전할 것입니다. 귀하께서 본 연구에 참여하고 싶으시다면 아래 서류에 서명해 주십시

오. 본 답신 서류는 2통을 작성하시어 한 통은 귀하께서 보관하시고 한 통은 저희 연구원에게 전달해 

주십시오. 이 편지를 읽어 주시어 감사드립니다! 

 

가내 평안하시길 바랍니다. 

라이원펑(賴文鳳) 올림      이메일:wflai@ntnu.edu.tw               휴대전화: +886-972-xxx-xxx 

mailto:ntnurec@gmail.com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回條 

학부모 또는 법정 후견인 동의서 답신 

 

본인은 상술된 연구 계획의 목적과 연구방법을 상세히 읽고 완전히 이해하였으며

 본인과 본인의 아이가 참여를 원하지 않을 경우 언제든 참여를 철회할 수 있고 

참여 과정중 문제 발생 시 찾아야 할 담당자가 누구인지 알고 있습니다. 본인의 

아이______________와 본인 _________은 이번 연구에 참여하겠습니다. 

 

학부모 또는 법정 후견인 서명______________ 날짜______________     

 

  



  خطاب موافقة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محرر بنسختين(

 مسؤول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المحترم )العميد(،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ألطفال العابر اسمي الي ون فنغ وأشتغل في كلية التنمية البشرية واألسر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وأقوم ب "بحث تطور رسم ا

البحث. للثقافة" حاليا. ويهدف هذا البحث إلى معرفة العالقات بين رسم األطفال والثقافة ويتوقع مشاركة أربع فئات ثقافية من األطفال في هذا 

، كما يساعد المعلم وندعوكم للمشاركة في البحث العابر للثقافة وتساعد نتيجة البحث لألطفال في عرض الخبرات الثقافية الذاتية بشكل الرسم

 لمعرفة تطور األطفال لمختلف الثقافات.

ستأخذ الباحث الوقت الفاضي )أو وقت النشاطات الحرة( دون مضايقة نشاطات حجرة الدرس لجمع أعمال رسم األطفال في حجرة الدرس 

في عملية إبداع األطفال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إلجراء بما فيها "الرسم الحر" و"الصورة الذاتية " و"رسم أفراد األسرة" و"نأكل". ويدخل الباحث 

الحوار مع األطفال طبيعيا لمعرفة مضمونات الرسم. كما نضع كاميرا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وقلم تسجيل الصوت لتسجيل عملية رسم األطفال 

ة دخول حجرة الدرس كل مرة حوالي ؛ تكون مد2018والتخاطب اللغوي لألطفال. ويتوقع أن يبحث رسوم األطفال ألسبوع واحد في مارس عام 

 دقيقة. 90-60

( تقديم البيانات العامة حول عمر األطفال والجنس ومهنة 2( إصدار واستالم موافقة ولي األمر، )1تحتاج خطة البحث هذه إلى مساعدتكم )

 ( مساعدة الباحث في جمع البيانات في حجرة الدرس.3ولي األمر وغيرها، )

لسمعيات لألطفال بشكل وثائق 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 يمكن تفشيرها إال من قبلي. وتحفظ أسمائكم واألطفال بشكل رمز تحفظ جميع البصريات وا

سنوات على األقل بعد إكمال التحليل.  3وتحفظ سرية البيانات الشخصية مثل تاريخ الميالد والجنس. تحفظ البيانات المجموع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ل 

البحث في أي وقت وال تتأثر بحقوقكم وروضة األطفال، كما أن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و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ويمكن ل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خروج خطة

 ال تتأثر تأثرا سلبيا.

يكون ما يلي هو بيانات االتصال الذاتية وإن كان أي سؤال فيمكن االتصال بي في أي وقت. وإذا كانت حقوقكم مضررة بسبب المشاركة 

أو االيميل:  1395-7734-2-886سؤول لجنة فحص االخالقية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الهاتف: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اتصل بم

ntnurec@gmail.com.) 

ذا البحث فوقع سنمنح خطاب الشكر والعرفان إلى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تعبيرا عن الشكر منا. وإذا كانت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ترغب في مشاركة ه

 في اإليصال ويحرر هذا اإليصال بنسختين وتحفظ نسخة من قبل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وترسل نسخة إلى الباحث. ونشكركم على قراءة هذه الرسالة!

 مع تقدير

 wflai@ntnu.edu.twهللا يبارك فيكم                                                    االيميل: 

 xxx-xx2-972- 886+ الجوال:                                                الي ون فنغ       

 

  

mailto:ntnurec@gmail.com
mailto:ntnurec@gmail.com


 

幼兒園同意書回條 

 إجابة خطاب موافقة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لقد قرأت أهداف خطة البحث السابقة وأسلوب البحث بشكل تام وعرفت  أنه إذا كانت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ال تريد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يمكن 

 وقت، وكذلك إذا كانت مشكلة في عملية المشاركة فأعرف من يمكن أن أطرح السؤال إليه.الخروج في أي 

 )اسم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تريد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التاريخ      _____________ توقيع مسؤول روضة األطفال )العميد(

 

  



教師同意書（一式二份） 

 المعلم )محرر بنسختين(خطاب موافقة 

 

 المعلم المحترم،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اسمي الي ون فنغ وأشتغل كنائب بروفيسور في كلية التنمية البشرية واألسر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وأقوم بخطة البحث 

كوريا الجنوبية، المجتمعات اإلسالمية" حاليا. المدعومة بوزارة التكنولوجيا مع الموضوع "بحث تطور رسم األطفال العابر للثقافة: تايوان، 

سنة من أربع فئات ثقافية من األطفال  4-6طفل بالعمر  320ويهدف هذا البحث إلى معرفة العالقات بين رسم األطفال والثقافة ويتوقع مشاركة 

عرض الخبرات الثقافية الذاتية بشكل الرسم، كما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وندعوكم للمشاركة في البحث العابر للثقافة وتساعد نتيجة البحث لألطفال في

 يساعد المعلم لمعرفة تطور األطفال لمختلف الثقافات.

ستأخذ الباحث الوقت الفاضي )أو وقت النشاطات الحرة( دون مضايقة نشاطات حجرة الدرس لجمع أعمال رسم األطفال في حجرة الدرس 

سم أفراد األسرة" و"نأكل". ويدخل الباحث في عملية إبداع األطفال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إلجراء بما فيها "الرسم الحر" و"الصورة الذاتية " و"ر

الحوار مع األطفال طبيعيا لمعرفة مضمونات الرسم. كما نضع كاميرا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وقلم تسجيل الصوت لتسجيل عملية رسم األطفال 

؛ تكون مدة دخول حجرة الدرس كل مرة حوالي 2018ل ألسبوع واحد في مارس عام والتخاطب اللغوي لألطفال. ويتوقع أن يبحث رسوم األطفا

 دقيقة. 90-60

تحفظ جميع البصريات والسمعيات لألطفال بشكل وثائق 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 يمكن تفشيرها إال من قبلي. وتحفظ أسمائكم واألطفال بشكل رمز 

سنوات على األقل بعد إكمال التحليل.  3تحفظ البيانات المجموع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ل  وتحفظ سرية البيانات الشخصية مثل تاريخ الميالد والجنس.

إن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ال تلحق بأي ضرر للجسم والنفس لكم وأطفالكم وكذلك يمكنكم الخروج من خطة البحث هذه وال يلحق بأي ضرر 

 سلبي.

يكون ما يلي هو بيانات االتصال الذاتية وإن كان أي سؤال فيمكن االتصال بي في أي وقت. وإذا كانت حقوقكم واألطفال مضررة بسبب 

أو االيميل:  1395-7734-2-886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اتصل بمسؤول لجنة فحص االخالقية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الهاتف: 

ntnurec@gmail.com.) 

سنمنح خطاب الشكر والعرفان إليكم تعبيرا عن الشكر منا. وإذا كانت ترغب في مشاركة هذا البحث فوقع في اإليصال ويحرر هذا 

 اإليصال بنسختين وتحفظ نسخة من قبلكم وترسل نسخة إلى الباحث. ونشكركم على قراءة هذه الرسالة!

 

 ديرمع تق

 wflai@ntnu.edu.twهللا يبارك فيكم                                                    االيميل: 

 xxx-xx2-972- 886+ الي ون فنغ                                                       الجوال:

  

mailto:ntnurec@gmail.com
mailto:ntnurec@gmail.com


 

教師同意書回條 

 إجابة خطاب موافقة المعلم

 

السابقة وأسلوب البحث بشكل تام وعرفت  أنه إذا كانت ال أريد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يمكن الخروج في أي لقد قرأت أهداف خطة البحث 

 وقت، وكذلك إذا كانت مشكلة في عملية المشاركة فأعرف من يمكن أن أطرح السؤال إليه.

 أرغب في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التاريخ      _____________ توقيع المعلم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一式二份） 

 خطاب موافقة ولي األمر الشرعي  )محرر بنسختين(

 ولي األمر المحترم،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اسمي الي ون فنغ وأشتغل كنائب بروفيسور في كلية التنمية البشرية واألسر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وأقوم بخطة البحث 

بوزارة التكنولوجيا مع الموضوع "بحث تطور رسم األطفال العابر للثقافة: تايوان، كوريا الجنوبية، المجتمعات اإلسالمية" حاليا. المدعومة 

سنة من أربع فئات ثقافية من األطفال  4-6طفل بالعمر  320ويهدف هذا البحث إلى معرفة العالقات بين رسم األطفال والثقافة ويتوقع مشاركة 

لبحث. وندعوكم للمشاركة في البحث العابر للثقافة وتساعد نتيجة البحث لألطفال في عرض الخبرات الثقافية الذاتية بشكل الرسم، كما في هذا ا

 يساعد المعلم لمعرفة تطور األطفال لمختلف الثقافات.

أعمال رسم األطفال في حجرة الدرس ستأخذ الباحث الوقت الفاضي )أو وقت النشاطات الحرة( دون مضايقة نشاطات حجرة الدرس لجمع 

راء بما فيها "الرسم الحر" و"الصورة الذاتية " و"رسم أفراد األسرة" و"نأكل". ويدخل الباحث في عملية إبداع األطفال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إلج

لتسجيل عملية رسم األطفال الحوار مع األطفال طبيعيا لمعرفة مضمونات الرسم. كما نضع كاميرا عند زاوية الرسم وقلم تسجيل الصوت 

؛ تكون مدة دخول حجرة الدرس كل مرة حوالي 2018والتخاطب اللغوي لألطفال. ويتوقع أن يبحث رسوم األطفال ألسبوع واحد في مارس عام 

 دقيقة. 90-60

أسمائكم واألطفال بشكل رمز تحفظ جميع البصريات والسمعيات لألطفال بشكل وثائق 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 يمكن تفشيرها إال من قبلي. وتحفظ 

سنوات على األقل بعد إكمال التحليل.  3وتحفظ سرية البيانات الشخصية مثل تاريخ الميالد والجنس. تحفظ البيانات المجموع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ل 

 يمكمكم وأطفالكم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خطة في أي وقت وال تتأثر حقوقكم وأطفالكم.

ل الذاتية وإن كان أي سؤال فيمكن االتصال بي في أي وقت. وإذا كانت حقوقكم واألطفال مضررة بسبب يكون ما يلي هو بيانات االتصا

أو االيميل:  1395-7734-2-886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اتصل بمسؤول لجنة فحص االخالقية لجامعة المعلمين الوطنية تايوان )الهاتف: 

nurec@gmail.comnt.) 

( تعبيرا عن شكر منا. وإذا رغبت في مشاركة هذا DVDتلحق خطة البحث هذه سجل الرسوم لطفلكم بنسخة واحدة )صورة الرسم و

البحث فوقع على اإليصال اآلتي، يحرر هذا اإليصال بنسختين وتحفظ نسخة واحدة وترسل نسخة أخرى إلى الباحث. ونشكركم على قراءة هذه 

 ة!الرسال

 مع تقدير

 wflai@ntnu.edu.twهللا يبارك فيكم                                                    االيميل: 

 xxx-xx2-972- 886+ الي ون فنغ                                                       الجو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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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回條 

 خطاب موافقة ولي األمر الشرعيإجابة 

 

لقد قرأت أهداف خطة البحث السابقة وأسلوب البحث بشكل تام وعرفت  أنه إذا كانت ال أريد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 فيمكن الخروج في أي 

و  _____________وقت، وكذلك إذا كانت مشكلة في عملية المشاركة فأعرف من يمكن أن أطرح السؤال إليه. يريد طفلي 

 ركة في هذا البحث.أرغب في المشا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التاريخ      _____________ توقيع ولي األمر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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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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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5 至 2018/1/19至杭州附近之穆

計畫編

號 

MOST －106 －2410－H－003－070 

 

計畫名

稱 

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 台灣、南韓、穆斯林社群 

 

出國人

員姓名 
賴文鳳、陳妍妤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博士班學生 

出國時

間 

2018 年 1 月 

15 日 

 

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 

出國

地點 

中國杭州 

出國研

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

用國外研究設施 



斯林幼兒園收集幼兒繪畫資料。此行程乃透過曾經在師大人發系

博士班學生所聯繫，找到了一所社區型私立幼兒園。我們來回旅

館和幼兒園均由幼兒園的園長親自接送。 

我們實際收集資料的時間為 3天半，共有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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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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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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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更清楚有關穆斯林的文化。穆

斯林老師對於我們的研究案非常感興趣, 因為她們未曾以藝術作

品的角度理解幼兒繪畫, 有些看似塗鴉的線條, 透過對話她們了

解其意涵. 同時, 我們對於穆斯林文化的理解也能透過局內人的

經驗, 讓我們能夠一窺幼兒畫作的意思, 並有助於我們回臺灣分

析作品時的詮釋。 

三、 建議 

全世界有過穆斯林幼兒的繪畫研究目前只有一篇土耳其學者分析

土耳其幼兒的繪畫．希望未來科技部能多補助此類型跨文化的研

究，以期更多學者能投入，讓臺灣的幼兒發展研究能更具國際視

野。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本研究非國際合作研究）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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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31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主持人和研究助理於 2018/5/14 至 2018/5/17至首爾之幼

計畫編

號 

MOST －106 －2410－H－003－070 

 

計畫名

稱 

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 台灣、南韓、穆斯林社群 

 

出國人

員姓名 
賴文鳳、陳妍妤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博士班學生 

出國時

間 

2018 年 5 月 

14 日 

 

至 

 

2018 年 5 月 

17 日 

出國

地點 

南韓 首爾 

出國研

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

用國外研究設施 



兒園收集幼兒繪畫資料。此行程乃透過曾經在師大研習華語

的一位南韓學生所聯繫，找到了一所社區型私立幼兒園，坐

落於一個中產階級居住的大樓的一樓。由於我們必須帶著 4

部攝影機和其他器材，不方便搭捷運，因此這 4天的行程均

搭計程車。 

 

我們實際收集資料的時間為 2天半，共有 47位幼兒參與。

徵得家長同意書之後，我們與教師合作收集資料，老師們希

望能全班在同一時間共同參與的方式，讓幼兒一起做畫，也

因為語言溝通的障礙，我們無法與幼兒直接對話，我們同意

讓全班一起做畫，而非由研究人員參與觀察，一一與幼兒互

動，了解他們畫畫的過程。因此我們回臺灣後，必須仰賴錄

音錄影資料，並且請能夠聽懂韓語的學生協助翻譯幼兒畫畫

過程中所說的話。除了這個語言溝通的障礙之外，其他收集

資料的過程均非常順利，那位翻譯的學生幫了很大的忙，非

常謝謝她。 

二、 研究成果 

47位幼兒，每位幼兒兩天半之內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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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幅畫．同時我們也透過翻譯訪談了

老師，以了解他們平日的課程內容。此外，為了瞭解幼兒日

常生活的環境以及活動模式，我們請翻譯帶我們到幼兒平日

會去的地方，例如，公園、遊樂場、超級市場、捷運站等場

所，以了解可能出現在幼兒畫作中的場景和活動。 

三、 建議 

這次的移地研究，由於經費不足，我們無法在首爾多停留，

和當地的老師們多交流．這次一半的旅費由主持人自行負擔，

翻譯的費用則完全由主持人自掏腰包。建議科技部對於人文

教育學門的補助能再多元且多挹注，對於幼兒美感與繪畫這

個面向的研究臺灣非常之少，更遑論跨文化的研究更是稀有，

跨文化的研究對於了解臺灣幼兒發展非常重要，盼望未來能

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有待科技部更加鼓勵這方面的研究。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此研究案非屬國際合作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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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案為臺灣第一個關於研究穆斯林和南韓幼兒與臺灣
幼兒繪畫表現的跨文化探究，總共收集了1008幅畫作。研
究者親自至中國大陸和南韓收集資料，與當地幼兒園教師
和學者交流，實際了解幼兒所繪畫之背景，有助於提升臺
灣在幼兒繪畫發展、美感經驗、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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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總共尋找到252位幼兒，收集了1008幅畫作，除了臺灣之外，去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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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至幼兒的其他類型創作，以期更深入理解幼兒藝術創作能力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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