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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藉由教導一位 12 歲全盲兒童初次學習繪畫的個案，了解每週一次，為

期一學期的教導，觀察教育學習能使全盲兒童發展出什麼樣的繪畫特徵，並企圖提

出適當的教學策略。參與者為一位就讀於普通學校的先天全盲、無光覺、無色覺的

六年級女孩；參與研究前沒有繪畫學習的經驗，除了課本附圖外，也鮮有圖像學習

經驗。研究者給予前測後，施以 16 週，每週約一小時的一對一教學。教學內容規

劃主要教導她低於同年齡明眼兒童所使用的繪畫策略，並避開高階的投射系統。研

究結果發現參與者最後能以「直角投射」畫出複雜的人物細節與量感，分化出不同

人物間的特徵，並能在構圖空間上採多條基底線的策略，充分掌握「近低遠高」的

原則，需要時能使用部分遮蔽策略表達遠近，並透過圖像語彙傳達主題與情感。研

究結果建議：對於進入「擬自然寫實階段」的全盲兒童而言，初次學習繪畫時，教

師可以教導學生盲人最容易理解與學習的「直角投射」系統去表達所有個別人物，

並以細節與結構的分化取代高階的投射系統與明暗。此外，在構圖方面，以其他深

度線索取代高階投射系統造成的圖面深度。研究並建議：1. 大量的問答互動；2. 適

當的教具；3. 對學習者有意義的主題；4. 給予輕便可觸讀的繪畫媒材以提供不斷

練習的機會；5. 大量的鼓勵；以上都是教學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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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繪畫活動必須介入各種感官的學習與表現，因此創造藝術使兒童對外界的物質

世界更加敏銳，對環境的察覺更加靈敏（Hurwitz & Day, 1995）。當兒童在繪畫中

越能掌握技巧，便越能向自己與外界表達更多，展現自己的力量（Eisener, 1978）。

因此，兒童從創造中學習協調與表達，也從掌控這種能力中獲得自信與自我達成的

成就感。雖然視覺在所謂「視覺藝術」的創作表現中佔有關鍵地位，使視障者難以

像一般兒童朝向自然寫實的方向發展（Golomb, 1992）；但研究者（伊彬、鄭素靜，

2011）也發現教育的介入與早期學習反而是最關鍵的正向影響，繪畫經驗可能比微

弱的光覺經驗更具影響力。全盲者能夠以觸覺取代視覺，通過視覺藝術的語彙，畫

出可以讓明眼人讀取的圖像，基本上建構於觸覺與視覺間跨模式的互通性；亦即視

覺與觸覺間有共同的法則能夠互相取代（D’Angiulli & Maggi, 2003）。神經心理學

家（van Boven & Hamilton、Kauffman, Keenan & Pascual-Leone, 2000）發現：

早盲者沉寂的視覺皮層能夠因為觸覺作業的刺激而被活化。Schmidt、Tinti、

Fantino、Mammarella、Cornoldi（2013）等學者也有方向一致的看法。他們發現：

如果只偏重口語練習策略（verbal rehearsal strategy），盲人會降低心像（mental 

image）策略的使用，其空間再現（spatial representation）能力較為低落，行動性

技巧（mobility skill）也會受限制。以上研究說明：適當的觸覺活動與教育學習，

不但有可能讓全盲者享受繪畫帶來的樂趣，也能夠使大腦的整體功能更加活絡與完

整。 

無論早盲或晚盲的全盲者，持續的繪畫經驗都能鞏固既有經驗，提供多面向的

功能。然而，現階段台灣視障教育並未正視全盲者的繪畫表現學習，家長與特殊教

育者普遍不知道繪畫學習的可行性，藝術教育者也沒有設計出適當的課程或學習策

略，甚至連基礎研究都十分稀少。少數家長或教育者，即使有心，也無從著力。因

此，本研究從一個學期的個案研究中試圖歸納出在青春期前期的全盲兒童，初次學

習繪畫時可能發展出的繪畫特徵，以及教師可能採取的教學策略建議以供各界參

考，並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石。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明眼兒童繪畫發展明眼兒童繪畫發展明眼兒童繪畫發展明眼兒童繪畫發展    

Willats（1977）提出個體在繪畫上空間再現發展的 4 個階段，簡化後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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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投射系統、（2）「直角投射（orthographic projection）」、（3）「斜角投射（oblique 

projection）」、到（4）「透視（perspective）」。但是整體而言，「直角投射」仍是兒

童最普遍採用的投射系統（Golomb, 1993）。Luquet 1913（引註於Self, 1983）發

現：兒童繪畫發展可以 9 歲為劃分點，前期為「心智寫實階段（intelligent realism 

stage）」，後期為「視覺寫實階段（visual realism stage）」。其理論可簡單解釋為：

年幼兒童畫其「知道」的世界，而較年長的兒童畫其所「看到」的世界（Piaget & 

Inhelder, 1948/1956）。因此，幼兒僅能畫出一個正方形表達一個正立方體（Cox, 

1986）；也無法畫出被遮蔽的前後關係（Cox, 1981），即便經過教導也難以自由應

用；年長一些的兒童，能輕易以「斜角投射」系統表達立方體，並自然畫出物體被

遮蔽的前後關係，在條件適當時，則可自然達到「透視」階段（I, 1995）。 

從 Lowenfeld 的兒童繪畫發展階段來看，兒童經歷「塗鴉期（scribbling stage）」

（2 – 4 歲）」、「前圖式期（pre-schematic stage）」（4 – 7 歲）與「圖式期（schematic 

stage）」（7 – 9 歲），到了「黨群年齡（gang age）」（9 – 12 歲）時，開始不再受

到固定圖式的拘束，更加注意客觀的世界。到了 12 - 14 歲，青少年結束自發性繪

畫的活動，更加關注客觀環境的細節，處於「擬自然寫實階段（pseudo- naturalistic 

stage）」，此階段的個體已經處於理性思考年齡，對自身表現要求嚴厲，更加注意

重要事物的細節、比例、物體相互間的空間關係（如：被遮蔽），人物可能以局部

表現（如半身像），也注意到關節、行動、表情等，但對於人物的性徵可能過分強

調（Lowenfeld & Brattain, 1987）。根據 Lowenfeld & Brattain（1987），此時期的

兒童可以從畫面的客觀程度區分為視覺型（visually minded）或觸覺型（haptically 

minded）。在最後的「青少年藝術（adolescent art）」（14-17 歲）階段，視覺型的

個體朝向更客觀精確冷靜的寫實表現，如：不同視點、「透視」法則、與陰影的描

繪。觸覺型的兒童則可表現出情緒、主觀的空間轉換，個人對事物的看法等。 

從投射系統以外的觀點來看，兒童繪畫發展階段原則上是從「單純」往「複雜」

進行，是一個「分化（differentiation）」的過程（Arnheim, 1974；Golomb, 1992）。

Golomb（1992: 58）認為分化的結果有兩種：（1）在現有的圖像結構內增加細節，

豐富了圖樣，但不影響其基本的組織。（2）調整改造（modification），導致轉化

（transform）與結構改變（restructure），例如將一個圓圈加上三個點變成臉，或

者將兩個圓圈加上 4 條直線，畫出有頭、軀幹、四肢的整個人像。 

從構圖發展的觀點來看，Golomb（1992）仔細分析了人物排列與其在紙面上

的空間關係。她的觀察可簡化為：（1）各物件任意散置於畫面上，互相沒有關係、

（2）部分物件併排成列在紙面上，比例、形狀、座標不明確。或以某物件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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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外擴散；（3）隱形或具體的基底現出現，物件成排站立於基底線上；（4）更多基

底線出現，以「近低遠高」的方式放置。（5）放棄基底線，物件以「近低遠高」方

式放置，物件間符合寫實視點與現實關係；（6）物件群組化構成更佳，更能說明主

題。以上可以看到兒童從不在意空間的關係，經過僵化的地心引力表達，然後逐漸

以客觀的視覺深度特徵表達紙面上的空間關係。 

簡而言之，兒童繪畫發展是從肌肉的運動快感，到手眼協調與符號的成形，進

入主觀的意義呈現，最後到客觀特徵再現的一連串過程，也是逐漸從「知識」表達

到「視覺寫實」的過程中，在各方面從簡單到複雜分化的結果。 

全盲兒童繪畫發展全盲兒童繪畫發展全盲兒童繪畫發展全盲兒童繪畫發展    

國外研究對於全盲者的繪畫發展研究寥寥可數（如：Kennedy, 1983；佐藤泰

正，1974/1983；伊彬，徐春江，2001）。學者們提出無視覺經驗的全盲者的空間

表現，不論是表現策略、發展順序、最終階段以及發展速度，均與明眼者不盡相同

（伊彬、徐春江，2001；佐藤泰正，1974/1983）。由於沒有視覺經驗，因此在未

經教導的繪畫發展結果，不能自然達到和明眼人一樣的「透視」階段（佐藤泰正，

1974/1983；Shiu & I, 2010；伊彬、徐春江，2001，2008）。研究者也發現無論有

無光覺的全盲者都喜愛「直角投射」系統與混合視點的畫法（伊彬、徐春江，2008），

並對於「直角投射」的圖形辨認正確度最高（伊彬、陳玟秀，2002）。因為觸覺所

著重的是物體的「本質（substance）」（Klinman, 1979），而「直角投射」與其他

投射系統相比，最能符合此種特性。 

依據伊彬、徐春江（2001）以簡單幾何積木為刺激物發現：未經教導的全盲

者空間表現發展有 5 個階段：（1）「無秩序的未分化空間」、（2）「呈現局部特徵」、

（3）「分化的高峰」、（4）「純化過程」、（5）「整體的協調」。她們指出：末階「整

體的協調」，其特徵為畫面整體空間關係趨向統一合理化，朝向單純簡練的表現發

展，是再度純化的結果。放棄第四階段「純化過程」的複雜形狀或相互關係，僅保

留最基本典型特徵，以簡潔完整的形狀表現。例如正立方體的最終表現為一個正方

形。但伊彬、徐春江（2008）的後續研究特意採用較複雜的刺激物，她們發現：

18 歲以後未經教導的全盲者，其繪畫表現仍然持續發展超越「整體的協調」階段，

隨著年齡增長，畫面細節更趨精緻複雜，與Golomb 的分化理論互相呼應。 

為了檢視教育的影響，研究者（伊彬、鄭素靜，2011），透過特殊設計的教材

與教學方法，從盲人最易掌握的「直角投射」開始學習，發現全盲兒童的確能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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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畫出簡單單一物品的匯聚角，但是複雜物體或包含背景的全景畫面仍屬未知。

此外，前後遮蔽觀念容易學習，但「透視」甚至「斜角投射」對全盲成人而言仍然

很困難（伊彬、張婉琪，2012）。綜合既有研究，「直角投射」是全盲者自然發展

而來的空間表現策略，然而，高階投射系統因為需要固定的視點與物體在瞬間的全

方位比較，對於全盲者而言格外困難（Chang & I, 2013；Shiu & I, 2010）。 

以上教學研究都只針對全盲者對單一物件的投射系統，或者前後兩個幾何模型

板之間的空間關係表現；國內外並沒相關文獻針對全盲兒童或青少年的一般自由繪

畫學習結果或教學策略提出建議。本研究希望能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長

期的繪畫教學研究，以了解青少年前期全盲兒童如何發展擬寫實階段的自由畫，並

提出教學策略建議。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1. 經由一學期的教導後，初步描繪青春期前期全盲兒童的繪畫特徵。 

2. 此階段全盲兒童繪畫與同年齡明眼兒童的「擬自然寫實階段」繪畫特徵之

比較。 

3. 加強細節分化與其他深度線索的教學策略，測試其取代進階投射系統（如：

「斜角投射」或「透視」）之可能性，使此階段全盲兒童的繪畫表現朝向擬

自然寫實階段趨近。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方法設計方法設計方法設計方法設計    

本研究採用類似教育行動研究法（陳佩正，2000；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2001：蔡清田，2000），以個案式的質性探索為研究方法。在執行上依照

Zuber-Skerritt（1993）提出的「計劃（plan）」、「行動（action）」、「觀察（observe）」、

「反思（reflect）」4 個步驟為一單位的螺旋進行。本研究先以前測了解參與者的原

始繪畫能力，並觀察其個性與喜好，設計初步教案，教案目標為使參與者能畫出可

辨認並朝向自然寫實風格的繪畫。教案設計上採取循環方式，先有粗略整體計畫（計

畫）；但實際執行初次教學後（行動），仔細檢視教學時參與者的反應與互動結果（觀

察），經過研究者們的互相討論（反思），然後修正整體或下一步教學方向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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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修正計畫），按此展開新的教學、觀察、反思過程，如此循環，最後做

出教學策略的建議（見圖 1）。 

 

圖圖圖圖 1  Zuber-Skerritt（（（（1993）的行動研究螺旋路徑）的行動研究螺旋路徑）的行動研究螺旋路徑）的行動研究螺旋路徑 

在教學時間上，因為顧及參與者課業壓力，研究者於每週三下午放學之後，在

參與者家中上課，每次 1 小時，自 2015 年 3 月初至 2015 年 7 月底共上課 16 次，

外加前後測三次，共 19 次。 

參與者參與者參與者參與者        

為求研究者能精準的觀察與記錄，且在教學時即時做出合適的應對，故採用一

對一教學方式。參與者出生於 2003 年，參與研究時年齡為 12 歲，為台北市某一

般國小六年級生，先天全盲、無光覺、無色覺，個性害羞甜美。參與研究前，參與

者鮮少接觸繪畫活動與圖像語彙；課外與學校都沒有正式相關課程。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1）伊彬、鄭素靜（2011）研究中的紗網繪圖板。該媒材因拓印

原理，使旋轉蠟筆或原子筆等的筆跡浮凸於一般影印紙上，造成可觸讀之痕跡，且

清潔便利，唯一缺點是無法修改（伊彬、張婉琪、張文智，2013）。其他教具為（2）

Ａ4 磁鐵板組（小白板配合各種形狀磁鐵板）；（3）熱印浮凸線條圖卡；（4）魔鬼

氈靜物台與靜物組（魔鬼氈板一塊，以及立體靜物組粘上魔鬼氈，能方便移動與固

定位置，方便反覆觸摸感受）。教案舉例詳見附錄 1。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少了視覺經驗的盲生，需要靠教育學習明眼人的圖像法則，才能將 3D 的觸覺

感受轉化成 2D 平面表徵，畫出明眼人可讀懂的平面圖像（見圖 2）。本研究最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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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幾種策略教導圖像法則：（1）提供一系列設計過的教具（如表 1），具體幫

助參與者了解圖像法則的成因與轉化過程。所有新主題都有實物、縮小的模型、可

拆解的實物部件、磁鐵板平面化模型、或可觸讀的輪廓圖卡等，提供參與者一系列

從立體轉化到平面的各個步驟變化，以供參與者學習空間轉化的原則，以及比對描

繪對象的結構、部件、造型、比例、細節等，教學者藉此引導參與者仔細觀察（觸

摸），找出特徵，並記住特徵，然後找出相關的位置畫出適當的線條。（2）後續創

作的部份，如遇到複雜的主題，研究者還會提供紙粘土，讓參與者實際捏塑要描繪

的對象與場景，強化描繪對象的特徵、細節、與空間安排，然後再轉化成平面的圖

像。（3）研究者與參與者間大量積極的互動交談策略，可代替參與者的眼睛，提醒

參與者以觸覺「觀察」各種細節，理解圖像法則。（4）強調同齡或更年輕的明眼兒

童駕輕就熟的圖像法則，例如：「直角投射」、「部分遮蔽」、「近低遠高」、「近大遠

小」等深度線索。（5）嘗試教導少許「斜角投射」概念，測試其可行性；但不教導

過分依賴視覺法則的「透視」與明暗陰影，以免初學繪畫的參與者產生挫折與抗拒。 

 

 

圖圖圖圖 2  全盲者觸摸立體世界到畫出平面圖像之流程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全盲者觸摸立體世界到畫出平面圖像之流程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全盲者觸摸立體世界到畫出平面圖像之流程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全盲者觸摸立體世界到畫出平面圖像之流程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資料來源：伊彬（資料來源：伊彬（資料來源：伊彬（資料來源：伊彬（2016）））） 

教具設計重點參照伊彬、鄭素靜（2011）與伊彬、張婉琪（2012）之基本架

構，引導參與者依次從「立體」、「半立體」，到最後「平面輪廓」的理解，透過觸

摸的方式理解明眼人如何「轉化」此圖像法則。表 1 例舉「康乃馨靜物寫生」單元

的教材，依次從立體實物到輪廓線條的展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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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教導立體、浮凸平面、到浮凸輪廓線的過程所需教導立體、浮凸平面、到浮凸輪廓線的過程所需教導立體、浮凸平面、到浮凸輪廓線的過程所需教導立體、浮凸平面、到浮凸輪廓線的過程所需之之之之教具舉例教具舉例教具舉例教具舉例 

浮凸輪廓線圖卡分解實物的各個細節與組合 
主
題 

立體實物 

直角投射的圖像

以浮凸平面磁鐵

板表現 
花瓣 花萼 結合成花 加上莖與葉 

康 
乃 
馨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經過一學期的教導，研究結果之重點按照：參與者的繪畫特徵、深度線索的使

用、教學重起分化的過程而師生充足互動能促進分化階段的延續、圖像分化的結

果等 4 點歸納如下： 

參與者的繪畫特徵參與者的繪畫特徵參與者的繪畫特徵參與者的繪畫特徵    

主題與情境主題與情境主題與情境主題與情境 

1. 參與者在繪畫中能投射豐富的想像力與感情。 

2. 繪畫主題取材自日常生活與經驗。 

個別人、物個別人、物個別人、物個別人、物 

1. 參與者很快掌握「直角投射」原則，幾乎所有個別物件都能以「直角投射」系

統呈現。 

2. 由於僅有一、兩堂時間教導正立方體的「斜角投射」畫法。期間參與者一直無

法掌握「斜角投射」的完整法則，研究者也未進一步加強教導。至教學結束，

參與者也沒有自行發展此類系統的跡象， 

3. 經由教學與口語提示，參與者能慢慢注意物體的細節，並能適當表達。 

4. 在人物造型上，因為圖像分化，已能發展清楚的身體結構、動作特徵、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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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細節特徵，大致具備黨群年齡的寫實關照，但可能因為觸覺敏銳閾值的限

制，以及觸覺繪畫工具本身精細度的限制，亦或繪畫學習不夠長久，導致繪畫

技巧不夠精熟之故，尚無法發展到明眼兒童擬自然寫實時期更為流暢的自然寫

實與理性程度，且因樸拙的技巧使人物造型看似停留在圖式階段。 

在構圖與深度空間的掌握在構圖與深度空間的掌握在構圖與深度空間的掌握在構圖與深度空間的掌握 

1. 參與者初期只是把人物畫在紙面空白之處，教學後很快學會「近低遠高」的表

現方式，並能自由運用。主要人物畫在紙的下方，越遠的人物則畫在旁邊較高

處。 

2. 如果主題需要，會畫出一條以上之基底線，如道路的兩側等。  

3. 很快學會部分遮蔽的表達，視需要使用，因為遮蔽效果需要較複雜的繪畫程序，

對繪畫而言須更具細心與耐心，因此除了畫面情境的必要，不會主動採用這種

深度線索於畫面上。 

4. 能夠理解並記得「近大遠小」的概念，但不見得每次使用，也不會刻意使用。

可能因為教學研究中使用的繪畫板與畫紙皆只有A4 大小，或許換成較大的紙張

較有機會促使這種深度線索的使用。 

表 2 為研究者評估參與者對各圖像法則的理解難易度與實際應用的情形。可以

看出對於全盲無光覺的參與者而言，各項教學重點皆非「極簡單」的概念，但經過

各種教具的運用講解，多半能順利了解。參與者使用「直角投射」與「近低遠高」

甚為頻繁，較難理解與使用的是「斜角投射」。能理解但不常用的是「近大遠小」

的深度線索。 

表表表表2 研究者對參與者學習各圖像法則之理解難易度與實際應用於繪畫中的頻繁研究者對參與者學習各圖像法則之理解難易度與實際應用於繪畫中的頻繁研究者對參與者學習各圖像法則之理解難易度與實際應用於繪畫中的頻繁研究者對參與者學習各圖像法則之理解難易度與實際應用於繪畫中的頻繁

度評估度評估度評估度評估 

投射系統 其他深度線索 
觀察項目 細節分化 

直角投射 斜角投射 部分遮蔽 近低遠高 近大遠小 

理解難易度* 4 4 2 4 4 4 

使用頻繁度** 4 5 2 4 5 3 

註：*1 = 極難；2 = 有些難；3 = 還好；4 = 還算簡單；5 = 極簡單。 

 **1 = 從不使用；2 = 很少使用；3 = 有時會使用；4 = 經常使用；5 = 每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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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線索的使用深度線索的使用深度線索的使用深度線索的使用    

「直角投射」加上「部分遮蔽」與「近低遠高」的教導，對此時期全盲兒童而

言是有效率的繪畫策略。經過一學期的個別教導，參與者很有效率地學會並應用以

「直角投射」表達個別物件，並以「近低遠高」、「部分遮蔽」等深度線索結構出一

般 8、9 歲明眼兒童相似的構圖空間。畫面具有傳達力，能表現主題與情感。 

教學能重啟分化的過程，而師生充足互動能促進分化階段的延續教學能重啟分化的過程，而師生充足互動能促進分化階段的延續教學能重啟分化的過程，而師生充足互動能促進分化階段的延續教學能重啟分化的過程，而師生充足互動能促進分化階段的延續    

經過充足的互動教導後，參與者逐漸在原本已經停滯發展，純化過的單調圖式

上，依照對象物的不同特徵，進而分化出許多適當的細節。由於此年齡之參與者認

知能力較成熟，加上明眼研究者的細膩講解，帶領參與者觸摸各種教具與模型，參

與者逐漸能加入對該物體客觀的觀察結果，或對該物體的細節認知。其分化結果可

能因為複雜程度造成該部位比例稍稍變大，或因樸拙的技巧有僵化感覺；但大致按

照客觀比例安放與表現，並沒出現年幼明眼兒童太過主觀的扭曲誇大。此處可以看

到青少年前期應該有的理性控制特徵。 

圖像分化結果圖像分化結果圖像分化結果圖像分化結果    

如 Golomb 所言，圖像分化方向包括細節上的分化與結構上的分化。以下分

別從物件本身的分化、物件間的分化、與構圖的分化三個方向來看分化的結果： 

物件本身的分化（人物為例）物件本身的分化（人物為例）物件本身的分化（人物為例）物件本身的分化（人物為例） 

表 3 說明人物的分化過程：從一開始的過程 1. 已純化的火柴人，到過程 2. 準

備再分化的過渡期時，慢慢出現人體量感的特徵。雖有時只出現單一線條來代表四

肢，但只要經過提醒就會以重複的粗線或封閉的輪廓來表達量塊的概念。到了教學

末期可以看出參與者能描繪出更多心中揣摩或觀察到的細節，如過程 3. 分化結果

的左圖為參與者自己半側身坐在地上放風箏的樣貌。關節、身體比例、手掌、腳掌

等都是教學中後期才出現的細節。右圖則呈現眉毛、清楚的頭髮、黑白眼珠、口中

的牙齒、耳朵、手臂關節、手掌、腳掌等，能賦予人物動作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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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  參與者人物表現從已經停滯的純化階段開始再分化的過程與結果參與者人物表現從已經停滯的純化階段開始再分化的過程與結果參與者人物表現從已經停滯的純化階段開始再分化的過程與結果參與者人物表現從已經停滯的純化階段開始再分化的過程與結果 

過程 

來
源 

1.純化

結果 
2.再分化的過程 3.分化結果 

參
與
者
原
圖
例 

  

研
究
者
歸
納    

 

 

物件間的物件間的物件間的物件間的分化（木偶人與狗）分化（木偶人與狗）分化（木偶人與狗）分化（木偶人與狗） 

參與者的人型圖式（表 4），一開始可以代表他的寵物（狗），也可以代表木偶

人。無論頭、軀幹、四肢、手腳掌的表現都十分相似。是未經教導時，為了達到整

體和諧的目的，自然純化的結果。教學研究末期，參與者已經清楚分化出木偶人與

狗的個別特徵。木偶的四肢直立拉長，軀幹各部分被表現出來；而狗朝上的大耳朵

被強調出來、鼻口的人字形等都被區分出來；但仍然維持站立的姿勢。此時期的木

偶人與狗有明顯不同的特徵，且這些特徵能呼應被描繪對象之特徵，使觀者輕易分

辨。其小狗造型並非典型四肢著地的小動物，而是以雙足站立，雖然參與者並未特

別說明原因，但經研究者觀察推測：參與者家的小型寵物狗，時常站立起來要人抱，

這些深刻的觸摸經驗，可能造成小狗仍然維持二足站立的非典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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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  參與者木偶人與狗再度分化的過程比較參與者木偶人與狗再度分化的過程比較參與者木偶人與狗再度分化的過程比較參與者木偶人與狗再度分化的過程比較 

木偶 狗 來

源 教學初期 教學末期 教學初期 教學末期 

參

與 

者

原 

圖

例   

 

  

研

究 

者

歸 

納   

 

  

 

構圖的分化構圖的分化構圖的分化構圖的分化 

除了人物的再分化，構圖方面，參考Golomb（1992）建議的構圖分化進程對

照發現：參與者在前測與教學初期僅能畫出最簡單的第一與第二階段，分別為「任

意散置（random dispersed）」與「簡單列隊（simple alignments）」。研究後期，

按照繪畫主題不同，而能畫出第三（單一基底線）到第四階段（多重基底線）的構

圖。並從一開始的同一水平不相重疊，到後期能以部分遮蔽、「近低遠高」方式表

達前後空間概念，近低遠高方式雖無需投射線的使用，但在構圖上已經脫離「直角

投射」限制，具有斜角視點的空間布局概念，只是無法畫出投射線或匯聚線，也沒

有使用地平線的概念（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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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  明眼兒童空間構圖發展與參與者構圖對照說明明眼兒童空間構圖發展與參與者構圖對照說明明眼兒童空間構圖發展與參與者構圖對照說明明眼兒童空間構圖發展與參與者構圖對照說明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明眼兒童圖例與畫者年齡明眼兒童圖例與畫者年齡明眼兒童圖例與畫者年齡明眼兒童圖例與畫者年齡 特徵說明特徵說明特徵說明特徵說明 參與者對應圖例參與者對應圖例參與者對應圖例參與者對應圖例 相異點相異點相異點相異點 

第一階段 

任意散置 

 

（5歲） 

各物件任意散置於畫 

面，互相沒有關係。 

 

- 

第二階段 

簡單列隊 
 

（5歲） 

並排列隊，無基底線 

，缺乏樣式分化、無 

遮蔽。  

「鹹蛋超人（左二）與木偶人」 

身體各部位連

結不清楚，局

部誇大。 

第三階段 

隱形或 

具體基 

底線出現 
 

（8-9歲） 

單一基底線（或以紙 

邊取代），可能有天 

空線，大量分化形狀 

。 9歲時大部分可畫 

出部分遮蔽。 

 

「拿著蘋果走進高高草叢」 

可畫出部分遮

蔽。 

第四階段 

多層基底線 

 

（9歲） 

一條以上的基底線， 

顯示空間深度，有部 

分遮蔽、天空是背景 

延伸，更複雜的分化 

。 

 

「有星星、馬路、汽車、花草的風景」 

- 

第五階段 

無基底線 

 

（11歲） 

無基底線，物件以「 

近低遠高」方式放置 

，物件間符合寫實視 

點與現實關係。 
 

「我和我的寵物（狗）」 

不會使用投射

線，不常使用

部分遮蔽，物

體比例較不寫

實，群組關係

較弱。 

第六階段 

更成熟的 

群組關係  

(14-17歲) 

更加寫實或主觀觀點 

，畫面有更好的群組 

關係。各部分表現更 

細膩。 

- - 

註：第一 - 三階段明眼兒童圖例作者選自Golomb（1992）；四 - 六階自 Lowenfeld & Brattai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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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十二歲全盲兒童的繪畫特徵十二歲全盲兒童的繪畫特徵十二歲全盲兒童的繪畫特徵十二歲全盲兒童的繪畫特徵    

經過一學期的個別教導，參與者的繪畫表現有顯著的進步，尤其在細節分化與

高階投射系統以外的深度線索分化進步最為明顯；可以看到該年齡認知成熟度的助

益。然而，比起一般同齡明眼兒童仍然明顯落後，在不同的圖面上分別具有 7-12

歲的局部繪畫特徵（參見表 5）。落後的程度因不同的檢視項目有所不同，其繪畫

特徵包括：1. 能掌握物體的特徵，並分化出重要細節（如五官、身體姿勢特徵、

人物間的區別等）；2. 人物比例控制理性。3. 能以「直角投射」表達人物，但尚未

分化出「斜角投射」與「透視」；4. 能視主題要求畫出部分遮蔽物，以表達兩物件

間的空間關係；5. 視需要畫出基底線、以紙邊為基底線，或使用多重基底線；6. 可

不用基底線，而單單採用「近低遠高」的空間概念表達畫面的深度；7. 對於「近

大遠小」的概念能理解，但不常主動使用。8. 能試著群組化人物，表達主題意義；

9. 能使用圖像表達心中的情感與生活周邊的人、事、物。  

與同年齡明眼兒童的比較與同年齡明眼兒童的比較與同年齡明眼兒童的比較與同年齡明眼兒童的比較    

參與者的繪畫與明眼兒童相比，構圖上主要可達到第三至第四構圖階段，局部

特徵可達到第五階段。整體發展約在 7-9 歲的圖式期左右。參與者使用基底線表達

地面或路面，或者使用圖式化的人物造型，手臂與身體呈現直角連接、群組化不成

熟等，皆具有較年輕兒童的表現特徵。雖然參與者能夠理解部分遮蔽，並自行畫出

簡單的遮蔽關係，但因為增加繪畫困難度，除非主題內容需要，否則並不積極使用。

因此構圖上較一般明眼兒童的繪畫零散，群組效果較弱。此外，參與者難以掌握「斜

角投射」、「地平線」概念，以及觸覺與視覺在靈活性與精密度上的落差，都使畫面

深度、造型的流暢度、與細節的精緻度有所限制，造成樸拙的效果。 

一般兒童經過多年接觸內化的視覺圖像法則，參與者在初次執筆繪畫時密集在

一學期內學習，又沒有視覺輔助觀察並加強記憶，因此需要許多時間理解所學，也

需要經常複習才能深刻內化所學。本研究認為提早學習與持續學習應該會使參與者

有更成熟穩定的表現。 

教導青少年前期全盲兒童朝向擬自然寫實階段之策略教導青少年前期全盲兒童朝向擬自然寫實階段之策略教導青少年前期全盲兒童朝向擬自然寫實階段之策略教導青少年前期全盲兒童朝向擬自然寫實階段之策略    

明眼兒童的繪畫發展達到擬自然寫實的需求，對於固定視點瞬間影像的依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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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發展上逐漸達到高峰。全盲兒童沒有視網膜的瞬間影像，不但在個別物件表達

或是畫面構圖的建構上，都需要以口語將觸覺經驗與明眼人的圖像法則加以連結。

缺乏這個過程，任由全盲者自行發展，會如同伊彬、徐春江（2001，2008）的觀

察一樣，隨著認知成熟，會簡化且刪除在認知上過於不合理的嘗試結果，回到和諧

但簡單的樣貌，稱之為「純化」；但缺乏視覺，使全盲者沒有機會將分化的結果「精

鍊」成多樣化的進階樣貌。過度的簡化使得描繪對象間的個別特徵不被重視，僅限

制在年輕明眼兒童就能達到的簡單圖式階段，無法繼續朝向高階的自然寫實目標前

進。本研究的全盲參與者雖然沒有視覺經驗，但已有較成熟的認知能力，可以透過

適當的教學協助，讓已經「純化」停滯的結果恢復到「再分化」的活躍狀態。以下

就初學繪畫的全盲兒童朝向「擬自然寫實」階段的繪畫教學提出 5 點建議： 

在個別物件上以「細節的分化」取代「投射系統的分化」，在空間表達上以「其在個別物件上以「細節的分化」取代「投射系統的分化」，在空間表達上以「其在個別物件上以「細節的分化」取代「投射系統的分化」，在空間表達上以「其在個別物件上以「細節的分化」取代「投射系統的分化」，在空間表達上以「其

他深度線索」取代「投射線」造成的「斜角投射」或「透視」效果他深度線索」取代「投射線」造成的「斜角投射」或「透視」效果他深度線索」取代「投射線」造成的「斜角投射」或「透視」效果他深度線索」取代「投射線」造成的「斜角投射」或「透視」效果    

雖然既有研究發現學習能使全盲者畫出「透視」或「斜角投射」，但皆屬於少

數特殊個案長期與專注學習的結果。一般繪畫教學建議不要以此為教學的主要目

標，以免造成師生雙方的挫折感，反而失去了繪畫學習的樂趣與初衷。而應該以「『掌

握易學有效的圖像法則』，成為個體『表達自我，對外溝通的方法』」為教學目的。

本研究建議的教學策略包括： 

1. 在個別物件上，以明眼人最常用的「直角投射」為主，增加其特徵與細節的正

確表達。在個別人物本身，鼓勵分化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徵細節。在人物之間，

鼓勵分化出具有區分性的特徵細節。 

2. 在構圖與深度表達上，以「部分遮蔽」、「近低遠高」、「近大遠小」等三種深度

線索取代高階分化的「斜角投射」或「透視」等投射系統，並且避開在表達上

會混淆觸覺的「明暗陰影」描繪。 

上述二方法交互運用，即已足夠表達大部分的情境意義，使此階段的全盲兒童

能夠逐漸朝向擬自然寫實的方向邁進，也讓繪畫活動成為師生雙方的成就感來源。

雖然「斜角投射」與「透視」對初學者而言不該是教學的重點，本研究不排除繼續

教學之後或有特殊天份的全盲者有此需求，教師可以視狀況加入教學中，不必刻意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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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實物模型刺激與適當的教具大量的實物模型刺激與適當的教具大量的實物模型刺激與適當的教具大量的實物模型刺激與適當的教具    

因為視覺的限制，全盲者的學習更需要大量接觸小型實物模型，伴隨口語解

說，擴展全盲者對各種物體的認識。在圖像法則的學習上，則需要大量的教具作為

立體經驗轉換成平面圖像法則的過渡。在教具沒有大量商業化生產以前，教師得自

製教具，幫助學生理解轉換過程。製作教材時，教師須異位而處，不時閉上眼睛觸

摸，才容易去蕪存菁地做出有效的教具。有趣的是，本研究參與者十分在意教具是

否為教師手做，並因此感受到教師的熱忱，研究期間常常自製不同的東西帶來分

享，使繪畫課成為知識技能與情感交流的特別時間，是研究的意外獲得。 

找出對學生有意義的主題，促進學習動機找出對學生有意義的主題，促進學習動機找出對學生有意義的主題，促進學習動機找出對學生有意義的主題，促進學習動機    

由口語互動與細心觀察，教師可察覺學生喜歡的主題，以此設計於課程中，能

激發學習動機，學生往往也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回饋。研究中，有時參與者願意連上

三個小時的繪畫課，浸淫在創作的樂趣中，不顯疲累，自然容易達到教學的目標；

適當的教學能使害羞的孩子也敞開心房活潑起來。 

大量的問答互動大量的問答互動大量的問答互動大量的問答互動    

透過問答互動提醒學生細節與結構分化的可能性，並提供可解決問題的圖像法

則，朝向自然寫實的方向邁進。教師可以用提問、對答、輕鬆的聊天等方式進行，

以口語提醒參與者：「記得上次教過什麼嗎？」「是否有些細節沒有注意到？」「你

覺得該怎麼畫呢？」「從你的方向『看』，會『看』到什麼？『看』不到什麼？」如

此，有以下積極的影響力： 

1. 教師可以替代學生的眼睛，補足觸覺不足之處，拉長學生以觸覺「觀察」物體

的時間，提高學生對描繪對象各細節的注意力與觀察力，發覺到先前忽略之處，

畫出更多物體的特徵。 

2. 不時提醒學生練習從明眼人的角度「觀察」，才能畫出明眼人能理解的畫面。如

果繪畫結果很快被周遭的明眼人「理解」，對創作者而言是莫大的肯定與鼓舞，

會大大提高信心與繼續練習的動機。 

3. 能在對話中使學生對自己所畫過的筆跡更加有省察力，對所創造畫面的溝通潛

力抱以積極的態度。 

4. 在繪畫正確時隨時給予正面的即時回饋與增強，容易內化正確的圖像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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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輕鬆與隨機應變的交談能激發許多想像力，使繪畫主題更加多變，內容更加豐

富，學習過程更有樂趣，師生關係更融洽。本研究中許多大場景的圖畫都是因

為透過對話而激發產生，往往超出研究者最初的期望。 

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    

輕便、便宜的畫具與畫材能使孩子能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下自由繪畫。對於自己

過度嚴格、敏感、或害羞造成的壓力也可以因為隨時能「重畫」而得到紓緩。想記

錄靈光乍現的想法，或想要不斷修正的需求也可輕易被滿足。因此，除了正式課程

時教師提供的畫材畫具，給孩子一塊能帶隨身攜帶的繪畫板與簡單畫材十分重要。

鼓勵自行練習，不但能增加人際互動的話題，也能使繪畫的成果經常獲得明眼人的

回饋，而得到鼓勵與修正的機會，使全盲者更融入明眼人的世界。 

大量的鼓勵大量的鼓勵大量的鼓勵大量的鼓勵    

全盲者常因為其視覺限制而顯得自信不足，在一般繪畫的發展上明顯較明眼兒

童落後。尤其在繪畫上沒有適當的視覺回饋與比對，也容易因此感到茫然退縮，比

一般兒童更需要教師在適當時機給予回饋與確認。全盲者初次拿筆畫出線條與簡易

形狀誠屬不易，教師與家長皆應該給予鼓勵，不宜以明眼人的標準妄加批評，也不

宜一次就設立過高的課程目標。要使學生有足夠的信心與樂趣主動嘗試，才會有機

會展現潛能。 

繪畫活動須整合各種感官思維，有助於個體整理對周遭事物的理解，其影響也

是多方面的，絕不僅止於畫出某個東西而已。學生不會畫，或沒有畫出來，可能只

是忽略了，或是還沒學會圖像法則，也有可能是沒有信心而裹足不前。只要耐心鼓

勵，配合正確的教學引導，都能讓此時期的全盲兒童透過圖像展現其思想與情感，

是使其邁向自然寫實階段的重要關鍵。研究末期，參與者以前的口頭禪「我不會畫」

出現的頻率比研究初期與中期少很多，顯示自信心逐漸增長。以上結果希望能提供

教育者與家長一些基礎知識與務實的建議，讓全盲個體有機會體驗繪畫的樂趣與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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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十一】天空與地面十一】天空與地面十一】天空與地面十一】天空與地面 

教學單元 多物體大空間表現 教學主題 【天空】與【地面】 

教學日期 6/17、6/19 教學時間 一堂課/45 分鐘 共2堂 

教學重點 教學目標 

1. 立體物件輔助轉換成平面圖樣法則。 

2. 人物的特徵不同轉換成平面的圖像法則。 

3. 認識天空與地面的關係。 

4. 天空與地面要如何表達。 

5. 對天空與地面的寫實能力 

1. 立體物件轉成化平面的空間寫生。 

2. 掌握自己所捏出的靜物構圖。 

3. 理解天空與地面的關係。 

4. 可以畫出天空與地面的構圖。 

5. 融入想像力與創造力發想故事。 

老師 筆記型電腦、數位攝影機、數位照相機、腳架、學習單、教案。 

教具 

資源 學生 

1. 繪圖工具組+色鉛筆、自動筆、定位粘土、濕紙巾。 

2. 刺激物：a. 輕黏土（紅、綠、藍） 

       b. 製作風箏板材料（毛線、紙、塑膠板） 

       c. A4 塑膠板 

學生經驗 有戶外空間野餐等元素與構圖概念 

教學活動 

步驟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具資源 

引起 

動機 

【問答式引導】和參與者討論天空與地面有什麼 

1. 說明天空是否會有太陽、雲朵、風箏等。 

2. 地面會有什麼跟天空有什麼關係。    

10分 刺激物 

發展 

活動Ⅰ 

【製作立體物品】 

1. 請參與者畫下自己設計的風箏，並協助剪下來，貼在塑

膠板上，綁上毛線。 

2. 請參與者用輕黏土捏出天空有的元素，與地面所有的元

素，自由發想故事情節，黏在天空板與地面板上。 

30分 
繪圖工具組 

刺激物 

發展 

活動Ⅱ 

【從半立體轉換到平面】 

1. 請參與者把風箏貼在天空板，組合天空與地面板，讓兩

個板子呈現 90 度，讓天空的風箏與地面的人互動。 

2. 請參與者畫出剛剛自己捏塑與安排出的構圖。 

30分 
繪圖工具組 

刺激物 

綜合 

活動 

【寫生與說故事】 

1. 說自己畫的故事。 

2. 復習今天所學。 

3. 空間處理上的討論。 

20分 
繪圖工具組 

刺激物 

下次課

程建議 
延續表達細節能力的構圖，製作面部表情模板組，教導人喜怒哀樂時的表型安排與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