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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感教育可改變學生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助於提升生命品質。幼兒階段是實施美

感教育的關鍵期，但評估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的工具付之闕如，故本研究

目的為建構「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首先經文獻分析彙整美感經驗

教學的內涵並編製問卷初稿，再邀請學者專家審查初稿後修訂為預試問卷，並以

202 份有效問卷進行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量表具有「投入與感受」、

「知覺與理解」、「聯想與應用」三個因子。正式問卷以 767 份有效問卷進行驗

證性因素分析，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模式適配度，最後經恆等性檢驗顯示量表具

有跨樣本的有效性及穩定性。本研究建構之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可做為教保服務

人員自我檢核個人美感經驗與執行美感教學的參考。

關鍵詞：美感經驗、美感教學、驗證性因素分析、測量恆等性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preschool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ing, as well as establish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irs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e instrument of preschool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ing content 
was summarized. Second, the instrument was critiqued and reviewed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ntent validity. Third, the refined instrument was evaluated by using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rom 202 valid respon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three factors: being engrossed and moved,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after 
being revise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fter 76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tness of the model was acceptable, and the instrument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inally, through the cross-validation analysis with preschool 
teachers and caregivers, it showed that the instrument was a well-constructed and stable model.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preschool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ing, the reference is for preschool educators to evaluate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ing.

Keywords: aesthetic experience, aesthetic teach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easurement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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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民教育法的宗旨是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但美育排

在五育之尾，且受升學主義的影響導致美育教育的發展未受到相對的重視，至 2005 年教

育部才提出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未來人才培育不能缺少藝術，因美是威力最強的競爭

力，可藉由「美」建立千年品牌與提升生命品質（天下編輯部、天下 Web only，2015；

林逢祺，1998；張華芸，2002），落實美育教育可涵養國民的美感素養，培育有創意的

人才並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美」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不限於藝術領域

在大自然和人造物中，隨處可見且具有多樣性（林逢祺，1998），多接觸美的人事物

可培養美感經驗與對美的理解。美學是感官認知科學，個體的感官知覺、認知結構與藝

術品持續互動過程可產生美感經驗（洪詠善，2005；Locher、Overbeeke、Wensveen，

2010），而美感經驗的教學可從日常生活體驗出發，不一定要專業的美學知識指引（吳

冠嫻，2017；陳玲璋，2013；Dewey，1934 / 1980）。教育長期在理性主義的思維下主張

知識是藉由理性思考得到，否定個體透過感官覺察獲得的知識，且世界許多教育系統忽

略個體感官經驗的發展與教學引導，使得美學、倫理等精神層面的知識不受重視（天下

編輯部、天下 Web only，2015；林素卿，2009），影響美育對人的陶冶。

美感教育與幼兒感官發展、創造力、情緒調節、認知技巧和學習表現關係密切（林

玫君，2012；Bowmer、Mason、Knight、Welch，2018；Sena Moore、Hanson-Abromeit，

2018），美感教育可改變學生看待世界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美學與藝術，讓其帶著新

的力量去觀察和理解世界的美，比傳統教學更具價值（Frawley，2013；Pike，2004）。

教育部（2013，2018）推動美感教育計畫是期望培養具有美感經驗教學專長的教師，透

過辦理研習、建立學習社群及遴選美感基地園等方式，喚起教師對美的感知、提升對美

的理解進而設計具有美感精神的課程活動，提供學生接觸更多美好人事物的機會，以引

導學生學習藝術或體會生活中不同層面美好的人事物，進而提升學生對美的感知能力、

想像創造能力，以及發展美感經驗提升美感素養。李鴻生（2012）與林玫君（2015）皆

認為教師要先有對美的感知才能引導學生對美產生感知，因此提升教師美感經驗是執行

美感教學的首要工作。

教育是傳遞文化的活動，教育在人們歷史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教師在教

學活動中則扮演關鍵角色，不僅要成為為學生解說知識的經師，也要成為學生為人處事

楷模的人師，更要因應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調整教學實踐策略的良師。美感教育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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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推動的重要教育計畫，透過教育方式培養學生的美感素養，讓學生運用感官多聽、

多看生活中不同層面的美，以增加美感經驗與對美的理解，繼而建立個人對美的價值觀。

教師則是美感教育的實踐者，可為學生的美感經驗打下的基礎。

幼兒階段是實施美感教育的關鍵期，可啟發每一個幼兒對美感的覺知與經驗（教育

部，2013；Lim，2004），教育部則提出「美感從幼起」的口號。美感經驗會因特定族群

擁有的美學知識而有所不同理解與判斷，欲深入探討美感經驗必須以特定族群為對象（葉

玉珠、賴思齊、李若瑜，2015）。目前幼兒階段美感教育的相關研究尚在累積中，且研

究多與美感教學實務有關，以教保服務人員為對象發展美感經驗教學量表的研究付之闕

如，因此建構「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做為測量教保服務人員自身美感經驗

及執行美感教學的情形，對促進幼兒階段美感經驗教學有其重要性。綜上所述，本研究

主要目的有二：（1）探究美感經驗教學的內涵；（2）建構具信度及效度的「教保服務

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

貳、文獻探討

一、美感經驗的意義與特性

「美感」是個體感官接受外界刺激後與既有的認知產生連結並觸動心靈引發的情

感（Jalongo、Stamp，1997）。「經驗」是個體實際參與及體驗得到的知能或感受，包

括經驗到的事物及經驗的歷程二個無法分割的部分（Dewey，1934 / 1980）。「美感經

驗」是個體感官接觸與美有關的人事物後，產生的認知看法或情緒感受，涉及主體、客

體與經驗三者之間的關係。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美的客體事物，其主體既有的認知與

客體交互作用下，產生對美的事物的知識、態度或情感等強化與轉移的歷程，使個體

達到忘我境界並產生身心和諧、幸福快樂的感受（吳冠嫻，2017；林小玉，2015；陳

育淳，2017；郭書韶、陳嘉成，2017；Calvo-Merino、Jola、Glaser、Haggard，2008；

Jacobsen、Beudt，2017；Townsend、Sood，2014）。

個體接觸藝術品時會先以認知結構中已有的分類（pre-classification）為基礎進行初

步的知覺分析，再與內隱記憶整合並結合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興趣或個人品味進行

明確分類，此過程會與個體的認知理解（cognitive mastering）產生交互作用，形成審美

判斷與審美情感，審美判斷再與社會互動論辯（discourse）進而修正個人已存在的審美

分類（Leder、Belke、Oeberst、Augustin，2004），因此美感經驗是一種感官認知的歷

程。美感具主觀性是心靈領受的激情或意象，也具有客觀美感判準的共通性（林逢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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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可以違反邏輯，也有概念性思維；可以超越因果關係，也可以沒有利害關係（歐

崇敬，2009）。美感經驗是人們對日常生活中所接觸之人事物進行觀察、探尋、想像、

反思後所產生的轉化性體驗（陳玲璋，2013）。Csikszentmihalyi、Robinson（1991）認

為美感經驗是當個體接收美的事物刺激時，會投入大量心力以維持個體與刺激物之間的

互動關係。可見，個體接觸美的事物刺激時，經由意識的覺察與判斷產生美感經驗，此

經驗可強化情緒感受進而轉化遷移至生活中不同層面的歷程。

綜上所述，美感經驗具有以下特性：（1）是一種情緒經驗，可感受愉悅及滿足；（2）

具有內在性的動機，可引發個體積極的探究行為；（3）可集中注意力達到忘我境界；（4）

是主觀的也有共同的感受，可達成主體與客體的調和；（5）可融合理性與感性展現統一

的經驗；（6）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美感經驗是一種兼具主觀與客觀感受的經驗，可產

生令人愉悅的情緒，並啟發內在動機表現對美的事物的專注狀態，進而改變既有習性或

開啟多元思維，使主體與客體在理性與感性的調和下，展現完整圓滿的統一經驗。

二、美感經驗的內涵

Csikszentmihalyi、Robison（1991）認為美感經驗具有的認知理解、情緒感受及現

實轉移等特徵，意指個體需先覺知注意美的人事物並與既有的美感經驗或知識互動引發

情緒反應，再將既有的美感知識外顯化與生活經驗結合以改善生活，因此美感經驗是個

體對刺激物高度注意並維持互動關係的歷程。以因素分析進行美感經驗的相關研究，如

Stamatopoulou（2004）整合哲學和心理學設計美感經驗量表，結果包括認知協同與發展

（cognitive synergies and elaboration）、情感親密、經驗的情感差異、投射模式（paratelic 

mode）、表達知覺等五個因子；Wanzer、Finley、Zarian、Cortez（2020）以觀看藝術品

產生的心流（flow）經驗為基礎編製美感經驗量表，分析發現有情緒、知覺、文化、理解、

心流經驗及心流近側條件等六個因子；郭書韶、陳嘉成（2017）以大學生參與藝術活動

產生的美感經驗，分析求得美的快感、審美的態度、對美的理解力三個因子。

葉玉珠等（2015）發展美感生活體驗量表，測量大學生接觸經設計過的產品後產生

的美感經驗，經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得到美感知覺與分析、

美感鑑賞與情緒、美感經驗聯想三個因子，繼而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證實美感生活體驗量表的三個因素結構。張原誠、蕭佳純（2016）探究

美感經驗對創造力的影響，選取大專設計學門的學生測量美感經驗，包括對美的快感、

審美的態度、對美的理解力與完整經驗四個構面，經 CFA 驗證美感經驗量表為良好的心

理測量且內部一致性佳。綜上所言，影響美感經驗的因素很多，不同學者依據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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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活中經驗的美感、對藝術品或產品的美感、參與藝術活動的美感等，故所建構的美

感經驗量表呈現不同的內涵，部分量表內容過於廣泛，如 Stamatopoulou（2004）編製的

量表；部分量表又過於狹隘，如僅測量對藝術品的美感經驗，此反映美感經驗的多樣性、

複雜性與普遍性。

本研究透過對美感經驗的定義、評量面向與相關文獻，認為美感經驗是個體接受美

的人事物刺激時，產生情緒感受並投入心力，再經覺察、比較與分析，將對美的感受經

驗轉化運用於日常生活的歷程。「感受投入」是因美的刺激引起的情緒反應，並主觀感

受其帶來的正向價值進而願意投注心力（Jacobsen、Beudt，2017；Townsend、Sood，

2014），歸納文獻其內涵包含美的情緒感受、主觀感受的判斷以及持續投入的意願（張

原誠、蕭佳純，2016；葉玉珠等，2015；Csikszentmihalyi、Robinson，1991；Leder 等，

2004；Wanzer 等，2020）。「覺察分析」是個人對美的人事物的直觀知覺與反思分析

的能力，Leder 等（2004）提出美感經驗是認知判斷的歷程，歸納文獻內涵包含美的覺

察、分析與理解（張原誠、蕭佳純，2016；郭書韶、陳嘉成，2017；葉玉珠等，2015；

Csikszentmihalyi、Robinson，1991；Wanzer 等，2020）。「生活應用」是指個人會回憶

或與他人分享接觸過的美的經驗，並將這些經驗運用於生活中。陳玲璋（2013）認為人

們接觸美的事物經過觀察、想像與反思，可產生對日常生活美感經驗的全觀性感受，內

涵包括將美的經驗連結至日常生活中、與他人分享及討論與美有關的事物等（葉玉珠等，

2015；Csikszentmihalyi、Robinson，1991；Seel，2008）。

三、美感教學的意涵

（一）教學的內涵

說文解字指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西方認為教育

（educate）的本義為引出或導出，透過教學活動或學習行為以維護、保存甚而發揚具有

價值的事實（林玉体，1993）。教學是人類行為的一種形式，也是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部分，

透過師生之間的交流，許多教學目標可經常在教學活動中發現，且教師教學實踐會影響

學生學習表現及達成教育目標的方式（Eisner，2002；Isac、da Costa、Araújo、Calvo、

Albergaria-Almeida，2015；Kunter 等，2013）。

在專業主義理念下，不同國家訂定教師專業標準以引導教育專業表現，我國教育部

（2016a）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包含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二個層面及 10 項

教師專業標準。加拿大艾阿爾伯塔省政府提出教師六個層面的教學品質標準，包括：促

進有效能的關係、持續參與職涯的學習、展示個人專業知識、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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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運用多元文化基礎知識與不同背景學生互動、遵守法律和政策等，以促進學生學習

意願（Alberta Education，2020）。

美國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ng Child，2020）提出

幼教師的專業標準和能力，包括理解幼兒發展及獨特性、與家庭維持合作關係、觀察記

錄和評估幼兒發展與學習表現、設計適合的教學活動、以課程統整方式提供幼兒學習經

驗、表現專業行為並持續專業成長。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21）指出

幼教師課程教學需注重幼兒發展、課程目標須協助幼兒理解基本知識與技能、發展正向

的人際關係、提供有利的學習環境與豐富的學習材料、透過評量瞭解與改進幼兒學習表

現、與家長和社區維持緊密關係及保護幼兒安全並促進福利。新加坡政府（Government 

of Singapore，2017）規範幼教工作者應有的知能包括具備幼兒發展的知識、執行課程與

實施教學、規劃有品質的學習環境、營造尊重及信任的互動關係、瞭解健康安全與營養

的標準運作程序，以確保幼兒全方位發展。歸納教學意涵指教學者應掌握教學內容與學

生學習特質，運用多元的方式引導學生覺察人事物之間的關係及理解教學內容，並展現

教育熱忱關懷學生使其能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中以表現學習的成果。幼兒教育階段比其他

教育階段更強調與家長的關係及對幼兒提供的保育照顧，對教學的概念大同小異。

（二）幼兒階段美感教學的內涵

美感教育可藉由藝術活動的欣賞，培養學生體驗、討論、評價，省思其與文化的

關係或轉換出新觀點，並將藝術融入生活中以創造不同的人生意義（Frawley，2013；

Greene，2001），且教育本身具有美感的特質（Barone，1983）。Bilir-Seyhan、Ocak-

Karabay（2018）指出教師應該具備審美能力與和藝術教育知能，以便能指導學生學習藝

術活動。Lim（2004）指出學習活動中常藉由唱歌學習計數、從創作作品學到抽象的科

學概念，此與陳伯璋、張盈堃（2007）主張美感教育應透過課程統整並結合生活中的美

感經驗進行教學的觀點相同。但隨著孩子長大，藝術活動只能在美術課中獲得（Lim，

2004），可見幼兒教育階段實施美感教學對培養幼兒美感經驗至關重要。

美感經驗教學應從日常生活體驗出發，可視為一種生活實踐，透過內在美感意識與

外在行動表現對多元現實的覺察與理解，培養日常生活的美感體驗能力，並經由想像跨

越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陳玲璋，2013；Greene，2001）。教育部（2016b）指出美感領

域教育目的是讓幼兒運用五官探索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美，引導其運用各種藝術媒介激發

想像進行創作，並對生活中多元的藝術創作或表現表達感受與偏好，以累積幼兒審美的

經驗與品質。美感教學不是以實現目標或以正式教學的方式來傳遞知識，而是以引導的

方式培養個人的工作方法及文化體悟（Pike，2004）。規劃美感教學活動除考量學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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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外，更要引導學生接觸日常生活的藝術品與自然景物，鼓勵參與藝術活動並將學得與

美有關的知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以提升學生的美感經驗與理解，並促進理性與感性的

融合。

李雅婷（2010）將美感教育分為四個層次：（1）感官特質知覺，強調培養感知體驗

能力；（2）擴展經驗歷程，透過對話、比較對文化的連結與識讀，區別個體與他人經驗

的差異；（3）行動方案創制意義，藉由親身體驗與深化質問產生連結或展現移情，漸次

形成意義；（4）強調學習者行動反思能力，評價所習得的內容並持續延伸學習。Chen

（2014）提出學前教育人員美感教學信念包括美感教育知識、教學方法、藝術融入課程、

藝術賞析等四個層面；Eisner（2002，2006）認為教師可從三個方面誘發學習過程的美感

經驗：（1）協助學生區分實用性和美學概念；（2）引導學生擬情思考，將生活經驗轉

化為美感經驗；（3）引導學生開放思考引發個人反應。透過探究藝術活動培養學生觀察

體驗、欣賞分析、省思回應生活中的美，進而反應出創造的行為，以開啟審美意識的新

視野、體驗生活意義的多樣性以及產生對抗生活困境的力量（周淑卿，2011；Frawley，

2013；Pike，2004）。

教師的美感教學信念受到自身美感經驗的影響（Bilir-Seyhan、Ocak-Karabay，

2018），洪詠善（2005）認為美感經驗強調理解、主動參與及溝通互動，教師可運用口語、

文字、圖像及象徵性符號進行表述，以協助教師將美感經驗轉化為教學的內容與方法，

並提升學生高層次的思考。歸納上述，美感教學包括三個層面：（1）教學感受：教師

覺知美的人事物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提供學生接觸美的作品或活動（李雅婷，2010；

周淑卿，2011；Eisner，2002，2006；Frawley，2013），並愉快地與幼兒互動感受其成

長的喜悅。（2）引導理解：教師透過適切的方式引導學生覺察、分析、比較、表達與美

有關的人事物（李雅婷，2010；陳伯璋、張盈堃，2007；Eisner，2002，2006；Greene，

2001）。（3）教學運用：教師結合既有的美感經驗規劃學習內容，進而轉化應用於教學

活動中（李雅婷，2010；教育部，2013；Chen，2014；Eisner，2006；Greene，2001）。

可見美感教學是教師自身對美的人事物的投入、感受、知覺、欣賞所產生的美感經驗，

透過課程與教學的引導，提供機會讓學生感受欣賞、分析比較美的人事物，並交流討論

美的意涵，以理解、省思與評論美的價值，進而轉化與運用美的觀點，創造出美的生活

與生命的教育活動。

四、教師美感經驗與美感教學的關係

美感教育是一種生活實踐的教育，要培養學生具有辨識性的鑑賞力，以及從不同角

度理解事物的能力，教師可從自己豐富的美感經驗中，分享、引導並鼓勵學生感受與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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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美的人事物（Greene，2001；Lussier，2010），教師的美感經驗則為實施美感教學首

要關注事項。教師對美的意識和理解是實施藝術教學活動的核心，其具備的美感知識與

教學策略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張原誠、蕭佳純，2016；羅心玫，2008）。因此，教

師依據豐富的美感經驗設計美感教學活動，可啟發幼兒對美的感知能力、想像創造能力

及具備實踐美好生活的能力。

教育部推動美感教育計畫，希望透過提升教師的美感經驗，使學生能在具有美感的

情境下學習成長，以助益其全人發展。美感經驗教學要引導學生以聽、看等感官啟發

其對美的敏感性，並透過藝術活動發展學生的美感經驗與理解，進而能表達對美的人

事物的感受與看法，以提升其創造力並建構自我的價值意義（周淑卿，2011；陳玲璋，

2013；Savoie，2017）。Lim（2005）以訪談探討教師對藝術教學的信念發現，教師在感

官向度上認為兒童對美的判斷是來自於自然和環境脈絡；在探究向度上認為兒童可透過

探討不同的藝術形式產生愉悅感；在智性向度上認為兒童的美感經驗整合了情感和想法。

幼兒教保活動課程應從生活環境中取材，設計符合幼兒生活經驗的學習活動（教育

部，2016b）。幼兒教育無固定的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因此教師可以放慢教學速度，

讓幼兒運用五官慢慢感受及體驗生活環境中各種形式的美。Bilir-Seyhan、Ocak-Karabay

（2018）訪談就讀幼教學程並修習視覺藝術教育及美學課程的大三及大四學生，發現修

習藝術和美學課程可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教育和美學的認識，並協助他們開展適當的美

感教學活動。幼兒能從教師的教學過程中體會並累積美感經驗（陳玉婷，2017），且提

供適當的支持和引導可使幼兒在從事藝術活動時創造出新的意義（Lim，2005）。劉家妤、

白慧娟（2010）研究華德福幼兒園的美感教育指出，教師養成過程必須學習許多藝術課

程，如環境規劃、手工藝、繪畫、音樂、戲劇表演，皆依循一定規律實施美感教學以貫

穿幼兒整個成長階段，並在生活化的情境下幫助學生達到身、心、靈的健全發展且展現

豐富的想像力。綜而言之，教師具有豐富的美感經驗與知能才能將美感內涵與課程教學

結合，促進幼兒美感經驗的發展，此也呼應教師有感、孩子才會有感，也才能促使美感

教育向下扎根。顯見提升教師的美感經驗有助於促進美感教學。

歸納上述美感經驗教學的內涵包含三個層面：（1）投入與感受層面：教師須投入可

提升美感經驗的活動以增進美感知能，也應感受到教學帶給幼兒成長並樂於與他們一起

互動引導其學習；（2）知覺與理解層面：教師能分析與省思美的人事物之價值，以掌握

內容、特徵與細節，進而引導幼兒覺察、比較、分析、討論，並表達對美的事物的感受；

（3）聯想與應用層面：教師須省思與分享自己的美感經驗，並將個人接觸過的美感經驗

轉化運用於教學內容中，並提供幼兒接觸不同的美感素材，引導連結生活中的美好經驗，

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9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9 2022/7/28   下午 09:42:012022/7/28   下午 09:42:01



10　藝術教育研究

孫良誠

以提升幼兒對美感的認知與累積美感經驗。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教保服務人員

美感經驗教學模型，如圖 1。

圖 1　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模型。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主要發展「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並以調查研究法進行研究。

首先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提出美感經驗教學的模型架構並編製量表初稿，再邀請 15

位學者專家檢視初稿內容的適切性，其中八位具有美感研究或幼兒教育、教育及藝術教

育領域教學經驗的學者；四位參與教育部美感實驗計畫的幼兒園教師；兩位以藝術教育

為經營理念的幼兒園負責人；一位具有繪本插畫藝術背景且曾擔任幼兒園教師。其次依

據學者專家建議修正量表初稿，以編製成預試問卷進行調查，並將回收的問卷進行項目

分析與 EFA，再依據分析結果編修為正式問卷進行調查，最後將有效回收的正式問卷進

行 CFA，以考驗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二、研究對象

為瞭解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內容的適切性，本研究以臺灣本島現職的教保服務人員為研

究對象，並以教育部公告的幼兒園名冊為基礎抽取樣本。陳寬裕（2018）認為選取的樣本

數必須為題數五倍以上，且總數不得少於 100 人，故本研究依據北、中、南、東幼兒園數

量比8：5：4：1，發送220份預試問卷，有效回收202份。Lodico、Spaulding、Voegtle（2006）

指出若母群體達 5,000 名以上，則抽取 350–500 名樣本數即可。本研究正式問卷採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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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抽取的方式，依據幼兒園名冊中各縣市幼兒園數量分別抽取各 25 分之 1 的幼兒園為

正式問卷調查的樣本，19個縣市共計抽出264間幼兒園，每間幼兒園寄送3份問卷為原則，

共寄出 811 份問卷。另外教育部為了推廣幼兒園美感教育，從各縣市遴選出 23 所美感基

地園，因此本研究將 23 所美感基地園全部 170 名的教保服務人員皆列為調查對象，合計

寄出 981 份問卷，如表 1。本研究有效回收 767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 78.2%。

表 1
各縣市幼兒園數、抽樣數及問卷發送數

縣市 幼兒園數 抽樣數 問卷發送數 縣市 幼兒園數 抽樣數 問卷發送數

基隆市    106（2）   6（2）   12（12） 雲林縣    147（0）     6（0）   17（0）
臺北市    686（1） 27（1）   85（11） 嘉義市      39（1）     3（1）     9（5）
新北市 1,113（2） 45（2） 134（24） 嘉義縣    151（1）     6（1）   18（4）
桃園市    601（1） 22（1）   66（3） 臺南市    560（1）   22（1） 67（12）
新竹市    165（1）   7（1）   21（7） 高雄市    662（2）   26（2） 78（24）
新竹縣    244（3） 10（3）   30（26） 屏東縣    289（1）   12（1）   35（3）
苗栗縣    194（1）   8（1）   23（3） 臺東縣    121（1）     5（1）   15（3）
臺中市    758（1） 31（1） 106（14） 花蓮縣    135（1）     5（1）   15（3）
彰化縣    357（1） 13（1）   38（3） 宜蘭縣    125（1）     5（1）   21（6）
南投縣    185（1）   7（1）   21（7） 總計 6,668（23） 264（23） 811（170）

註：括號內數字表示該縣市美感基地園的園數、抽樣數及問卷發送數。

三、研究工具

涂金堂（2012）指出編製量表首先應確定欲測量的構念、決定量表型態與編訂題目、

邀請專家審閱量表、進行量表預試、項目分析、EFA、CFA，以及信度分析等。研究工具

的發展以美感經驗、美感教學、教學表現等相關文獻為主，並彙整吳冠嫻（2017）、張

原誠、蕭佳純（2016）、葉玉珠等（2015）、Chen（2014）、Csikszentmihalyi、Robinson 

（1991）等研究編製的工具作為設計本研究問卷的基礎，初稿共編製 32 題，並邀請專家

檢視量表架構與內容的適切性。經彙整意見並無專家對量表架構提出修正，題目內容增

修包括：（1）修正語詞或語句使陳述的概念更完整，如初稿第 1–3 題將「美的事物」修

正為「美的人事物」；初稿 11 題修正為投入與感受第 5 題「接觸美的人事物時，我能覺

察自己情緒的改變」；初稿第 16 題修正為知覺與理解第 5 題「我能瞭解創作者的作品所

要表達的意思或心境」；初稿第 27 題修正為聯想與應用第 7 題「我會組合美的元素，使

它成為幼兒學習的內容」。（2）刪除題目與層面的概念不符的項目，如初稿第 9、10 及

31 題，以及概念重疊且語句模糊的題目，如初稿第 20、21、32 等六題。（3）合併題目，

將初稿第 29、30 題合併為聯想與應用第 9 題「教學時，我會將美的人事物運用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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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4）新增題目，如投入與感受第 10 題「教學中，提供孩子接觸美的人事物是重

要的」；聯想與運用第 8 題「教學時，我會回想以前和幼兒互動的美好經驗」及第 10 題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聯想過去的美好經驗」。

修正後的「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如表 2，並以 Likert-type 五點量尺形

式編製為預試問卷，「非常同意」得 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不同意」2 分、

「非常不同意」1 分，蒐集教保服務人員對量表各個題目的意見。

表 2
「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初稿及修正對照表

初稿 學者專家建議修正後

投入與感受層面

1. 欣賞美的事物時，我會感到心情愉悅

2. 欣賞美的事物時，我會融入當下情境

3. 欣賞美的事物時，我會專注的忘了時間

4. 我認為孩子學習成長是美好的

5. 在教學中我能享受與幼兒互動的歷程

6. 接觸美的事物時，我會充滿正向與希望的能

量

7. 面對不美好的事物時，我會嘗試尋找它美好

的一面

8. 接觸多元文化時，我會接納、欣賞並思考它

的價值

9. 他人提出不同想法時，我會嘗試瞭解並接納

不同的意見

10. 教學時我能保持創新並有適當的彈性

11. 我對美的事物具有高度情緒感受能力

1. 欣賞美的人事物時，我會感到心情愉悅

2. 欣賞美的人事物時，我會享受當下情境

3. 欣賞美的人事物時，我會專注到忘了時間

4. 接觸美的人事物時，我覺得充滿正向與希望

的能量

5. 接觸美的人事物時，我能覺察自己情緒的改

變

6. 接觸多元文化時，我會接納它的美並思考它

的價值

7. 面對不美好的人事物時，我會接受並嘗試尋

找它美好的一面

8. 看見幼兒學習與成長，我會感到愉悅

9. 教學中與幼兒互動，我會產生愉快的感覺

10. 教學中，提供孩子接觸美的人事物是重要的

知覺與理解層面

12. 我能覺察美的作品細節及特別之處

13. 我能分析美的作品呈現的風格

14. 我能理解美的作品所要表達的概念

15. 我能表達出美的作品具有美感的原因

16. 在欣賞美的事物時，我能瞭解創作者要表達

的意思或心境

17.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覺察美的事物的細節及

特別之處

18.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分析美的事物的特徵

19.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表達對美的事物的看法

20. 我對美的事物具高度知覺能力

21. 我對美的事物具高度判斷能力

1. 我能覺察美的事物的細節及特別之處

2. 我能理解美的事物所要表達的概念

3. 我能分析美的事物呈現的風格

4. 我能表達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5. 我能瞭解創作者的作品所要表達的意思或心

境

6.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覺察美的事物的細節

及特別之處

7.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分析美的事物的特徵

8.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表達對美的事物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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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 學者專家建議修正後

聯想與應用層面

22. 我會將美的事物運用在生活中

23. 我會和他人分享我經驗到的美的事物

24. 我會和他人討論我覺得美的事物

25. 在生活中我會回想起曾接觸到美的物或經驗

26. 經驗美的事物後，我會挑戰或轉換生活的方式

27. 我能組合環境中許多元素，成為幼兒學習的

內容

28. 設計課程時我會浮現過去美的經驗

29. 教學時我會回想以前成功的教學經驗

30. 我會將美的事物運用在教學活動中

31. 我會主動與他人分享成功的教學經驗

32. 我對美的事物有高度聯想能力

1. 我會將美好的事物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2. 我會和他人分享我經驗的美的人事物

3. 我會和他人討論我覺得美的人事物

4. 生活中，我會回想起曾接觸過美的人事物或

經驗

5. 經驗美的人事物後，我會挑戰或轉換生活方式

6. 設計課程時，我會浮現過去美好的經驗

7. 我會組合美的元素，使它成為幼兒學習的內容

8. 教學時，我會回想以前和幼兒互動的美好經驗

9. 教學時，我會將美的人事物運用在活動中

10. 教學時，我會引導幼兒聯想過去的美好經驗

四、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將有效回收的 202 份預試問卷執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與 EFA。另外將有效

回收的 767 份正式問卷進行 CFA 並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

行真實觀察資料的模型參數估計，以找出概似性最高的一組模型參數，以檢驗美感經驗教

學量表的理論模式與實際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進而說明量表之效度。模式適配度檢驗參

考余民寧（2006）及吳明隆（2007）建議，以卡方統計量、卡方自由度比（χ2/df < 3）、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 .08）、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 <  

.05）、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 .90）、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 .90）、normed fit index（NFI  

> .90）、Tucker-Lewis index（TLI > .90）、private nonresidential fixed investment（PNFI > 

.50）及 parsimonious goodness of fit index（PGFI > .50）、critical N（CN > 200）等指標判斷

模型的適配度。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包括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

保員，其中教師及教保員為實際執行幼兒教育及照顧者，因此進行跨樣本恆等性檢驗，以

檢視教師及教保員對美感經驗教學是否具有相同意義。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之項目分析

由預試調查有效回收的 202 份問卷分析各題目的鑑別度、因素負荷等，逐一檢視各

題目並決定題目是否刪除，說明如下。

表 2
「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初稿及修正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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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鑑別度檢定

本研究首先將所有題目加總得分平均的前 27% 歸類為高分組，後 27% 歸類為低分

組，進行高分組與低分組 t 考驗，以檢定各題目平均數在兩組受試者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題目的 t 值介於 6.45–15.11，p 值皆小於 .05 達顯著差異，表示各題目

皆有良好鑑別度。

（二）各題目與總分之同質性分析

運用相關及信度分析檢驗個別試題的同質性，並以相關係數大於 .30，以及題目刪除

後 Cronbach’s α 值不高於整體 α 值為判斷標準（吳明隆，2007）。投入與感受分量表的

各題目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 .44–.66；知覺與理解分量表的各題目與總量表之間

的相關係數介於 .54–.65；聯想與應用分量表之各題目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 .59–

.73，皆大於 .30 的要求。再比較個別題目刪除後之 α 值不宜高過整體量表的 α 值，分析

發現各題目刪除後之 α 值皆未高於整體 α 值（.94）。綜上所述，本研究量表的 28 個題

目對教保服務人員皆具有適切性，故此階段量表所有題目均予以保留。

二、EFA

以 Kaiser-Meyer-Olkin（KMO）值及 Bartlett 球形檢定判斷有效回收的 202 份問卷是

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發現 KMO 值為 .907，球形檢定的卡方值為 3,349.151，p 值

小於 .05 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接續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

又美感經驗教學各因子間具有相關性，故以 Oblimin 法進行斜交轉軸以瞭解量表內容的

適切性，且各題目因素負荷量 λ 值以 .50 為判斷標準。分析刪除 λ 值未達 .50 的題目，包

括投入與感受層面的第 3、7 題。知覺與理解層面的第 6、7、8 題是教師透過教學引導幼

兒覺察、分析、表達與美有關的事物，是幼兒理解美的事物方式，雖題目未歸類在同一

個因子下，為確保理論的完整性不刪除任何一個題目。刪題後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三

個因子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39.34%、7.55%、4.01%，總解釋變異量為 50.90%。

其次以各領域設定層面數進行分析，檢視各領域內題目的因素負荷量。「投入與感

受」二個次層面分別為美感經驗的感受投入，計五個題目，λ 值介於 .51–.82；美感的教

學感受，計三題，λ 值介於 .67–.83，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3.75%。「知覺與理解」二個次

層面分別為美感經驗的覺察分析，計五題，λ 值介於 .61–.80；美感教學的引導理解，計

三題，λ 值介於 .65–.94，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1.70%。「聯想與應用」二個次層面分別為

美感經驗的生活運用，計五題，λ 值介於 .43–.84；美感教學的教學運用，計五題，λ 值

介於 .63–.78，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7.71%。

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14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14 2022/7/28   下午 09:42:022022/7/28   下午 09:42:02



藝術教育研究　15

美感經驗教學量表

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分析量表的一致性信度，邱皓政（2010）指出量表信度最好

應為 .70 以上，表示該量表具備良好的信度。經內部一致性分析，投入與感受層面 α = 

.87，次層面之感受投入 α = .82、教學感受 α = .77；知覺與理解層面 α = .89，次層面之覺

察分析 α = .87、引導理解 α = .86；聯想與應用層面 α = .91，次層面之生活運用 α = .86、

教學運用 α = .87；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 .94，皆大於 .70，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CFA

本研究以美感經驗教學之二階三因子模式進行 CFA，模式如圖 2，以考驗模式與調

查資料的適配情形。各項適配度指標說明如下。

圖 2　「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模式（標準化解）。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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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適配度

依據 Hair、Anderson、Babin、Black（2010）提出基本的適配度標準：沒有負的誤差

變異數、誤差變異數皆達顯著水準、因素負荷量介於 .50–.95，以及沒有過大之標準誤。

「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之 26 個觀察變項的誤差變異數介於 .08–.26，無負

的誤差變異數，且各誤差變異數皆達顯著水準，因素負荷量介於 .60–.90，皆達 .50 的標

準且未超過 .95，估計參數的標準誤皆小於 .014，顯示模式未發生違反估計現象，符合基

本的適配度指標。

（二）模式適配度檢驗

依據余民寧（2006）及吳明隆（2007）建議的適配度指標，本量表各項指標分析結

果，χ2
值為 1,008.58（p < .000，df = 293）達顯著水準，表示模式適配度不佳，因 χ2

值

容易受到樣本數的影響，樣本數愈大愈容易達到顯著水準，一般僅供參考（吳明隆，

2007）。卡方自由度比愈小表示模式適配情形愈好，一般建議小於 3.00，本研究卡方自

由度比為 3.44 未盡理想，因 Schumacker、Lomax（2004）認為 5.00 以內即可，故本量表

為可接受範圍。RMSEA 數值愈大愈表示愈不適配，一般可接受的標準為 .08 以下，本量

表 RMSEA = .06，為理想的模型；RMR 愈接近 0 適配程度愈好，一般建議小於 .05，本

量表 RMR = .02，表示模型配適度佳。另外 GFI 值、CFI 值、NFI 值，以及 TLI 值等，

愈接近 1.00 模式配適度愈佳，一般建議大於 .90，本量表之 GFI = .90、CFI = .94、NFI = 

.91、TLI = .93，表示模型的適配度良好；PNFI 及 PGFI 可反映模型的精簡程度，一般以

大於 .50 為標準，本量表 PNFI = .82、PGFI = .75，表示模型沒有過度複雜，最後 CN 值

是反映樣本規模的適切性，以大於 200 為佳，本量表 CN = 254。整體而言，本量表各項

適配指標皆符合理想的適配標準。

（三）模式內在品質檢驗

本研究以個別觀察變項的指標信度、潛在變項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

及平均變異抽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等檢驗模式的內在品質。個別觀察

變項的信度須大於 .50、潛在變項的 CR 值須大於 .60，以及 AVE 值須大於 .50，表示對模

式內在品質良好（吳明隆，2007；Fornell、Larcker，1981）。本量表分析結果發現：投入

與感受層面八個觀察變項指標信度介於 .41–.63，其中感受投入第 5 題「接觸美的人事物

時，我能覺察自己情緒的改變」信度小於 .50，其餘七個觀察變項的信度皆大於 .50。知覺

與理解層面八個觀察變項指標信度介於 .50–.81，八個觀察變項皆大於 .50。聯想與應用層

面 10 個觀察變項指標信度介於 .36–.68，其中生活應用第 5 題「經驗美的人事物後，我會

挑戰或轉換生活方式」信度小於 .50，其餘九個觀察變項的信度大於 .50，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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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觀察變項個別指標信度、組合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值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個別指

標信度

一階潛在變項 二階潛在變項

CR AVE CR AVE
投入與感受層面

　感受投入 1 .74 .55

.85 .53

.87 .76

　感受投入 2 .77 .59
　感受投入 3 .77 .59
　感受投入 4 .72 .52
　感受投入 5 .64 .41
　教學感受 1 .80 .63

.82 .61　教學感受 2 .79 .63
　教學感受 3 .75 .57
知覺與理解層面

　覺察分析 1 .72 .51

.87 .57

.77 .63

　覺察分析 2 .79 .62
　覺察分析 3 .78 .61
　覺察分析 4 .77 .59
　覺察分析 5 .70 .50
　引導理解 1 .81 .65

.89 .72　引導理解 2 .90 .81
　引導理解 3 .84 .70
聯想與應用層面

　生活應用 1 .74 .54

.86 .56

.88 .79

　生活應用 2 .83 .70
　生活應用 3 .82 .68
　生活應用 4 .73 .54
　生活應用 5 .60 .36
　教學應用 1 .74 .55

.89 .62
　教學應用 2 .77 .60
　教學應用 3 .82 .68
　教學應用 4 .82 .67
　教學應用 5 .79 .63
註：CR = 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AVE = 平均變異抽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一階六個潛在變項，包括感受投入、教學感受、覺察分析、引導理解、生活運用、

教學運用的 CR 值介於 .82–.89；二階三個潛在變項，投入與感受、知覺與理解、聯想與

應用的 CR 值分別為 .87、.77、.88，符合大於 .60 的標準，顯示本模式內部一致性良好。

一階六個潛在變項的 AVE 介於 .53–.72；二階三個潛在變項的 AVE 分別為 .76、.63、

.79，符合大於 .50 標準，說明觀察變項能反映共同構念的潛在特質，即模式的聚歛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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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簡言之，「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模式與資料的適配程度皆達理想 

程度。

五、測量恆等性檢定

本研究以 354 名幼兒教師及 413 名教保員進行多群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

進一步分析本研究之美感經驗教學模式在不同樣本間是否具有恆等性。模式 1 採未設限

（unconstrained）模式，即因素結構相同，所有參數皆開放估計；模式 2 為因素結構相同且

因素負荷量相同；模式 3 為因素結構相同、因素負荷量相同且測量殘差變異量相同，以檢

測模式是否具有跨樣本恆等性，而當有愈多的參數被設定為相同，表示測量恆等性愈強。

在巢狀模式比較（nested model comparison）下，以較多限制的模式減去前一個較少

限制的模式得到的卡方差異量（Δχ2
）與自由度差異量（Δdf）未達顯著水準（p > .05），

表示兩群樣本在該條件下具有恆等性，但 Δχ2
與 χ2

皆容易受到樣本數大小影響達顯著差

異，故 Little（1997）建議採用 ΔNFI、Δ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Δ relative fit index

（RFI）、ΔTLI 四項指標進行判斷，若四項指標差異的絕對值 < .05，表示兩群樣本差異

不明顯。

若模式 1 為真，模式 2 減去模式 1 得 Δχ2 = 28.58，Δdf = 20，p = .096 未達顯著，且

ΔNFI、ΔIFI、ΔRFI、ΔTLI 的絕對值皆小於 .05，表示教師與教保員兩個群組在因素結構

以及因素負荷量具有恆等性。若模式 2 為真，模式 3 減模式 2 得 Δχ2 = 81.45，Δdf = 38，

p < .001 差異達顯著，再參考 ΔNFI、ΔIFI、ΔRFI、ΔTLI 四個指標的絕對值皆小於 .05，即

可接受教師與教保員兩個群組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和測量誤差具有恆等性，如表 4。

表 4
不同模式測量恆等性檢定結果

模式比較 Δdf Δχ2 p ΔNFI ΔIFI ΔRFI ΔTLI
模式 2 減模式 1 20 28.58    .096 .002 .002 -.002 -.002
模式 3 減模式 2 38 81.45 < .001 .007 .007 -.001 -.001

註：NFI = normed fit index；IFI = incremental fit index；RFI = relative fit index；TLI = Tucker-Lewis index。

根據本量表在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的比較發現：幼教師及教保員二個群組在「教

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的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測量誤差的恆等性檢驗顯示

未達顯著差異，即本量表有良好的複核效度，具有跨樣本的有效性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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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討論

本研究目的是建構適合評估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的量表。教師是幼兒主要學

習模仿的對象，幼兒從教師的引導及對其觀察中累積知識、經驗與能力，是影響幼兒的

重要人士之一。幼兒美感經驗的發展與教師的美感經驗與美感教學有密切的關係，教師

有美的感知且對美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執行有效的美感教學進而引導幼兒提升美感經驗。

根據美感經驗、教學表現與美感教學等相關文獻，整理美感經驗教學包含投入與感受、

知覺與理解、聯想與應用三個層面，經 EFA 及 CFA 發現本量表在整體適合度考驗與觀察

資料有理想的適配度；在內在品質檢驗方面，也顯示本量表具有理想的內在品質，表示

本研究建構的「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可用來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

投入與感受層面可引導教師覺察感受生活中美的人事物，進而提升教師的美感經驗，

教育部（2013，2018）推動美感教育計畫使教保服務人員能喚起自身的美感經驗，引導

幼兒發展美感經驗以培養審美的能力與創造力，顯見實施美感教學首要工作就是提升教

師的美感經驗。知覺與理解層面是透過感官覺察美的人事物，並與認知進行交流以深化

對美的理解與審美判斷，教師須先提升自己的審美價值觀，才能進一步引導幼兒覺知、

比較與討論，以提升美的知能。聯想與應用層面是以省思、分享再轉化美感經驗，使美

感經驗與生活不層面連結，以豐富生活的意義。上述美感經驗的內涵可讓個人產生對生

活中美的人事物的感知、覺察與省思，進而調整對美的價值觀以改善生活品質（Jacobsen、

Beudt，2017；Leder 等，2004；Lussier，2010；Seel，2008）。教保服務人員提供的教

學內容是以幼兒的生活經驗為主，與美感經驗從日常生活中實際感受（Dewey，1934 / 

1980；Greene，2001）的實踐方式相同。可見從日常生活接觸美的人事物進行幼兒美感

經驗教學符合幼兒教育的理念。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美感教育是我國教育部近年推動的重要教育計畫，美感教育從幼兒時期做起，可提

升國民未來的生活品質與素質。本研究旨在建構「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

經文獻探討歸納整理美感經驗教學的內涵，並經學者專家檢視及資料分析，建構出可評

估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的工具，茲將研究結論與建議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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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美感經驗教學三個層面符合教師有感孩子才會有感的意涵

本研究彙整美感經驗、教學表現、美感或藝術教學相關文獻，歸納美感經驗教學的

內涵，包含投入與感受、知覺與理解、聯想與應用為美感經驗教學的三個層面。每一個

層面下又包含二個次層面，分別屬美感經驗概念的感受投入、覺察分析、生活運用三個

次層面，以及美感教學概念的教學感受、引導理解、教學應用三個次層面。教保服務人

員接觸美的人事物時，透過對美的交流及判斷形塑成個人的審美價值，再進一步轉化運

用到生活或工作之中。教保服務人員實施美感教學時，運用自身的美感經驗設計活動、

提供多元的美感素材，培養幼兒對美的知能及美感素養，符合教保服務人員有感才能在

教學中設計美感活動以及提供美感的引導。

（二）美感經驗教學是感官知覺、認知理解與行動應用的動態歷程

美感經驗是個體感官接收美的人事物時產生主觀的情緒感受，此感受再與個人的內

在知識或價值互動，以深化對美的理解與審美判斷，再進一步運用美的知識轉化為行動

以提升生活品質。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實施美感經驗教學是透過各種美感活動開啟幼兒

感官知覺，協助幼兒連結感官與認知以深化對美的理解，再引導幼兒運用對美的知能進

行想像、創造或在生活中的實踐。

（三）「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運用 EFA 得到的投入與感受、知覺與理解、聯想與應用三個層面，與最初量

表編製依據的理論架構相同。其次以 CFA 檢驗美感經驗教學模式與實際由教保服務人員

觀察所得資料的適配情形，結果顯示本量表之二階三因素模式在整體適配度指標皆達理想

的適配標準，潛在變項的 CR 皆大於 .60 以上，AVE 皆大於 .50 以上，顯示量表內部一致

性及效度良好。經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比較發現本量表具有跨樣本的有效性及穩定性。

二、建議

（一） 教保服務人員可運用本研究建構的美感經驗教學量表進行自我檢

核，作為提升個人美感經驗與執行美感教學的參考

美感教育是近年教育部推動的重要計畫，幼兒階段美感經驗的啟蒙時期，教保服務

人員則是執行美感教育的關鍵人員，因教師有美感才能引導幼兒學習與發展美感。我國

美感教育尚在發展階段，教師的美感經驗也有提升的空間，因此本研究建構美感經驗教

學量表，讓教保服務人員在日常中接觸美的人事物後，以及美感教學活動後的一段時間，

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20藝術教育研究(43)-01 孫良誠.indd   20 2022/7/28   下午 09:42:032022/7/28   下午 09:42:03



藝術教育研究　21

美感經驗教學量表

運用本研究設計的量表，檢視與評量自己接觸美的事物的感受、引導幼兒學習的結果、

省思美感教學的情形，進而作為提升個人美感經驗，以及以美感經驗為基礎規劃美感教

學活動的參考。

（二）應用「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量表」於相關實證研究

我國美感經驗及美感教學的研究也尚在起步階段。本研究建構的美感經驗教學量表

是針對教保服務人員所設計，後續可運用本研究工具於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的相

關研究中，以瞭解教保服務人員的美感經驗教學對教學專業表現或學生學習表現等變項

的影響。另外可運用實地觀察及訪談等研究方式，厚實美感經驗教學的內涵，並釐清幼

兒教育階段美感經驗教育的關鍵概念，作為未來修正量表的基礎。

（三）建構美感經驗教學指標，指引教保服務人員美感經驗教學

美感教育是國家近年推動的重要教育計畫，期望藉由美感教學培養學生對美的感受

力、想像力、創造力與實踐力，而教師則是執行美感教學重要的推手。後續可以本量表

的內涵為基礎建構美感經驗教學指標，引導教保服務人員設計合宜的美感經驗教學內容，

提供幼兒多元豐富的美感素材，運用引導覺察、比較分析與討論表達的教學策略，並連

結日常生活的美好經驗等，作為教保服務人員實施美感教學的指引，對提升幼兒美感經

驗應更具有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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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Preschool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Liang-Chen Sun1

Summary

Early childhood is a critical period; aesthetic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can influence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aesthetic instruction. Currently no instruments for evaluating preschool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are availabl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a reliable and valid instrument for preschool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The content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has three aspects. First, as for feeling engrossed 

and moved, educators must immerse themselves in arousing their aesthetic awareness through 

activities that provide them with aesthetic experiences, experience the joy from students’ growth, 

and delight in guid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children. Second, as for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educators must be able to analyze and reflect on the value of beauty, and by grasping its sub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details, guide children through discovery, analysis, comparisons, and 

discussion so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beauty and a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appreciation. 

Third, as for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educators should reflect on and share their own aesthetic 

experiences, transform personal aesthetic experiences for application in course content, and help 

children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of aesthetics and accumulate their aesthetic experiences by 

exposing them to a variety of aesthetic source materials and guiding them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aesthetic experiences in their own lives.

The study employed survey research. An initial draft of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instrument was designed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followed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content 

1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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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 A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 and was sent to 220 in-service preschool 

educator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202 valid collected responses was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981 in-service preschool educators 

and 767 valid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Finall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ross-sampl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ing were conducted.

After the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three factors: feeling engrossed 

and moved,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Under each of these 

factors, two sub-factors accounted for a 50.90% cumulative variance. In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α = .87 for the aspect of feeling engrossed and moved, α = 

.82 for the sub-aspect of feeling engrossed, α = .77 for the sub-aspect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α = .89 for the aspect of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α = .87 for the sub-aspect of sensing and 

analyzing, α = .86 for the sub-aspect of guidance and understanding, α = .91 for the aspect of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α = .86 for the sub-aspect of practical life application, and α = .87 

for the sub-aspect of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The overall instrumen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α 

= .9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fit of the preschool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for the second-order three-factor model and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ctor loadings of 26 observed variables were between .60–.90, and all were greater than 

.50. The six first-order latent variables, feeling engrosse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sensing and 

analyzing, guidance and understanding, practical life app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had 

composite reliability scores of, in order, .85, .82, .87, .89, .86, and .89. The three second-order 

latent variables, feeling engrossed and moved,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had composite reliability scores of, in order, .87, .77, and .88, and all were greater than 

the standard of .60. Th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for each of the six first-order latent variables 

was, in order, .53, .61, .57, .72, .56, and .62; th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for each of the three 

second-order latent variables was, in order, .76, .63, and .79, and all were greater than the criteria 

of .50.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observed variables ar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latent traits of the 

common constructs and possess excellent convergent validity.

For the goodness-of-fit test, the value χ2 = 1,008.58 (p < .001, df = 293) is significant, and χ2 /

df = 3.44 is within the acceptable rang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6,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 .0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90,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4, normed fit index (NFI) = .91, Tucker-Lewis index (TLI) = .93, private nonres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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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investment (PNFI) = .82, parsimonious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 .75, and critical N 

(CN) = 254. Next,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kindergarten teachers 

(n = 354) and preschool caregivers (n = 413) were used to conduct a multi-group analysis and 

investigate the invariance of the research model on different samples. Using a nested model 

comparison, the absolute values for ΔNFI, Δ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Δ relative fit index (RFI), 

and ΔTLI were all less than .05. In summary, this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instrument possesses ide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s a measurement 

tool with a good cross-sampl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ing.

The instrument constructed by this study covers two concept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instruction. Each concept has three aspects and each aspect has two sub-aspects. The 

concepts are in accord with the preschool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Specifically, 

for implementing aesthetic instruction, educators employ their deep feelings to design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vide children with diver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cultivate children’s 

competence of beauty.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rough dynamic 

assessment of sensory awareness,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1) Preschool 

educators can use this instrument for self-examination and as a reference for increasing their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for implementing aesthetic instruction. (2) This instrument can be used 

to conduct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on the outcomes in both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 The instrument can be used to guide preschool educators’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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