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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三位全盲青少女為對象進行 16 週的繪畫教學研究；教導以寫生為基礎，

加入大量的口語互動聯想去創作富有想像力的情境創作。研究結果指出本教學策

略能提升參與者的圖像創作能力。研究討論了：（1）畫面趨向細膩後引發的再

辨識問題；（2）圖像學習與記憶的能力影響創造力的表現；（3）早年視覺經驗

與教育對全盲者的關鍵影響；以及（4）繪畫創作對全盲青少年的正面影響。在

教學部分，研究結果從：訂定教學目標、繪畫媒材與時間、如何啟發想像力與創

造力，與適當的教師能力與特質等四方面，各提出多項實際建議。並指出：（1）
全盲者如同明眼人能發展出各自獨特的繪畫風格；（2）描寫陸生哺乳動物或鳥

類的側面相較於描寫其對稱的正面或背面難度較高；（3）人物畫持續吸引青少

年學習動機；（4）繪畫是整合大腦各功能的創造性活動等結論。

關鍵詞：全盲、青少年、教學策略、創造力、繪畫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foster the pictorial creativity based on the adolescents’ artistic 
development stage. Three totally blind female adolesc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drawing lessons 
for 16 weeks, which included a great deal of the free association from verbal interaction based 
on sketching from observation to make creative drawings. The participants’ pictorial creativity 
was improved by the abov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problem about the re-identification caused by more exquisite details; (2) the obvious influences 
of abilities to learn pictorial principles and memorize them on developing the creativity; (3) the 
critical impact of early visu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on the totally blind; and (4)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of drawing activity on the totally blind adolescents. Regarding successful teaching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results mak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tting 
the teaching goals, the drawing media and teaching tim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 teachers’ 
proper abilities and character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1) Every single totally blind individual 
is able to develop his/her own unique pictorial style as the sighted people can. (2)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epict the side look of birds and terrestrial mammals than the front one. (3) The 
human portra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hat keeps attracting adolesc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4) 
Drawing can be a creative activity that requires integrating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brain.

Keywords: totally blind, adolescent, teaching strategy, creativity,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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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像的起源遠早於文字的出現，西元前 17000–10000 年，人類即在洞穴中畫出生活中

出現的野獸與狩獵場景（Janson，1995，頁 48-49；Ruspoli，1986 / 1987，頁 33）。它能

承載意義，具備了傳達的功能，是其創造者與觀賞者之間的橋樑，在人類文明中占有重要

地位。參考 Lowenfeld、Brittain（1987，頁 474），對兒童繪畫的發展描述即可知道：明

眼兒童的塗鴉時期，即逐漸開始為其所畫的各種抽象線條命名，雖然旁人無法從其圖像樣

式看出所指稱的內容，而命名與各線條的配對關係也不穩定，令旁觀者混淆。但可以窺見

人類在生命初期，即開始賦予圖像意義的強烈意圖。之後，兒童逐漸能將簡單單調的樣式

或結構逐漸分化（Golomb，1992），增加了可辨識的形狀特徵，物件間的關係也逐漸複雜。

一張圖畫能展現真實世界，也可能提供想像的世界，使創作者能展現其情感與思想，而觀

賞者得以因理解與共鳴而有再度被創造的機會（Doonan，1992 / 2006）。

對於全盲者繪畫的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未受教育的自然發展狀態，或是國小階段的圖

像表達教學策略上，例如：形體特徵的幾何化、符號化、寫實觀察、空間再現策略等，

對於青少年階段的創造力表現幾無著墨。因此，本研究以一學期的教學，探索如何在「擬

自然寫實階段」（pseudo-naturalistic stage）（Lowenfeld、Brittain，1987，頁 478）提升

青少年的圖像創造力。研究目的設定如下：（1）探索如何藉由寫生及大量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與口語互動的教學策略，提升全盲青少年在圖像表現上的創造力。（2）就

此觀察過程提出實際的教學策略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全盲者的視覺條件與社會限制

視障者的視覺障礙類型包括全盲、低視力、色盲等。根據聯合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標

準，低視力者為經過「最大校正後視覺敏銳度低於 20 / 400，或是視野只有 20 度或更少

者」；而全盲者為「最大校正視覺敏銳度低於 20 / 400，或是視野只有 10 度或更少」

（Smith，2007 / 2013，頁 368）。也就是視覺障礙的定義分為兩個方面，除了視覺細胞

的敏銳度以外，還要與可視範圍的大小共同決定。在臺灣，根據 2013 年修訂的「身心障

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四條規定：經過治療與矯正後的視力在萬國視力表測定

優眼視力未達 0.3 或視野在 20 度以內者皆稱為視覺障礙者（教育部，2013）。其中優眼

視力經矯正後未達 0.03 為全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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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的類型複雜，在美國，視覺皮層的損傷（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視網

膜不成熟導致病變（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及感光神經的發育不全（optic nerve 

hypoplasia）為最普遍的視障類型（Hatton，2001）。雖然醫學進步，減少了某些視障的成

因，但是新生兒體重過輕的人口數量增加，造成視障合併多重障礙的比例增加，使得視障

族群多樣化，其狀況更加複雜（Hatton，2001）。

美國 2005 年教育部的統計，需要特殊服務的視障學生人口約為 0.05%（約 23,973 人）

（轉引自 Smith，2007 / 2013，頁 383）。臺灣 1992 年教育部普查指出 6–12 歲的學齡兒

童中有 0.054%（1,931 人）的比例屬於視覺障礙（轉引自萬明美，2007，頁 38）。針對

2000–2013 年的研究發現，0–17 歲的視障盛行率沒有明顯地隨年代變遷而改變（郭昱呈、

林藍萍、徐尚為、林金定，2015）；經臺灣教育部（2020）統計 107 學年的視障學生約

有 1,467 人。

在醫學上完全沒有任何視覺感知的盲人稱為「絕對盲」（abslute blind）（財團法人

愛盲基金會，2020）；但從前述的定義可知「絕對盲」以外的全盲者仍有光覺或模糊

的影象，或能夠分辨物件的移動，但全盲者無法「功能性運用」其視力（Smith，2007 / 

2013）。全盲與低視力的區分在於全盲者無法辨視文字的形狀細節，必須使用點字或聽

覺學習文字內容；而低視力者可使用輔具或可調整的介面來閱讀一般的印刷文字，無需

學習點字（Smith，2007 / 2013，頁 376）。視覺占據個體訊息來源的大部分，當視覺缺

損時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必產生巨大障礙，在人際方面的互動是其中之一；視障者無法接

收到他人的表情與身體語言，造成自身的社交技巧較差，進而減少社會互動機會（Smith，

2007 / 2013，頁 380）。

究竟是否使用視障者剩餘的視覺曾有戲劇性的轉折。早期教育認為需撙節用度以免

耗盡視力；然而 Barraga（1964）的研究卻發現低視力者的視力並不會因為讀書寫字等使

用而受到減損，且若故意以口語等取代「觀看」，反而會造成視力的加速退化。此發現

與「用進廢退」的腦神經興衰原理相符。因此，應該鼓勵視障者使用殘存的視力於日常

生活中，透過不斷刺激視覺神經與相關的腦區，促使神經反應之活躍。

18、19 世紀視障教育先驅如 S. D. Howe 與 F. H. Hall 等即主張視障兒童所受的教育應

與明眼兒童一樣，享有各類型教育的受教權（轉引自萬明美，2007，頁 24-26）。1967 年

臺灣設置盲生的混合教育計畫（萬明美，2007，頁 8），其原意在於期望視障兒童回歸主

流教育系統，參與明眼兒童的一般學習以便融入社會。但直到如今，臺灣公立學校的美術

課程仍然因為師資、時間與觀念等問題，未必能提供全盲兒童有效率的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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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盲兒童繪畫發展

全盲兒童繪畫發展的研究圍繞空間表現發展進行。究竟視覺經驗對繪畫表現有何影

響？國外的研究發現，早盲的青少年也可能使用較進階的空間表現策略如：T 交會法

（T-junctions）（Kennedy，2003），以及進階的投射系統如：斜角投射與透視（Kennedy、

Juricevic，2003），另一方面卻不能排除視覺經驗的影響力。D’Angiulli、Maggi（2003）

以三個 12 歲先天全盲沒有繪畫學習經驗的青少年為對象，給予一段時間自由探索繪畫；

其結果指出：環境與物體的空間訊息會經由感官接收並加以彙整，部分共同的法則存在

於視覺與觸覺間，因此若僅給予適當的繪畫媒材與機會而不加以教導，全盲者也可畫出

能與明眼人溝通的圖像，顯示觸覺與視覺之間有空間類比的共通連結。

伊彬、徐春江（2001）以簡單幾何積木做為刺激物，發現未經教導的先天絕對盲者

其空間表現發展共有五個階段，依序為：「無秩序的未分化空間」、「呈現局部特徵」、

「分化的高峰」、「純化過程」、「整體的協調」。亦即從毫無特徵與空間關係，僅呈

現物體的存在，類似明眼兒童塗鴉的階段開始；逐漸出現具有局部特徵的片段；之後兒

童企圖嘗試各樣方法，將這些片段重疊或加以變化以解決三度空間轉化到二度空間的窘

境。但是隨之察覺空間關係的矛盾，並無法經由觸覺觀察達成，而逐漸縮限這類嘗試，

最後多半以直角投射來結束發展的過程；此時，各片段的結合雖看來簡單合理，但直接

放棄了表現深度特徵的企圖。

之後伊彬、徐春江（2008）採用多種較複雜的刺激物發現：18 歲以後未經教導的全

盲者（含先天絕對盲、先天全盲、後天全盲）之繪畫表現大部分持續發展超越「整體的

協調」。她們發現：隨著年齡發展，雖然沒有任何正式圖像學習的介入或不斷練習的機會，

當個體的認知成熟，會自動驅策使全盲者的繪畫更趨細膩與複雜，但仍無法跨越進階的

投射系統，顯示經由視網膜獲得的斜角投射或透視系統是觸覺難以跨越的鴻溝。

三、繪畫教育帶來自然發展後的改變

全盲繪畫學習的部分，伊彬、林美倩（2016）以中年級先天絕對盲、無繪畫經驗的

男童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造型幾何化」策略是教導該年齡兒童的可行性方法。可使兒

童經由簡化過的細節與結構，瞭解視覺歸納後的整體效果，超越「整體的協調」末階，

進入到「再分化」之歷程，表現出更複雜、進步的圖像；其結果類似明眼兒童 4–7歲的「圖

式」階段。

伊彬、陳亭伃（2017）教導一位 11 歲先天絕對盲、無繪畫訓練的女童學習繪畫，該童

在教學前已經達到「整體的協調」階段，對於正立方體的寫生，任一視角都以簡單的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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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表達；其人物畫能以簡單的圓形、矩型、直線分別代表頭、身體、四肢。除了「造型幾

何化」之外，研究者以圖式符號教導該童表達更複雜的細節與結構分化。結果該童的人物

畫發展階段逐漸由原本的「整體的協調」依序進入「幾何圖形象徵化階段」與「圖式符號

應用階段」；使她更能自由使用所習得的各種符號表現出心中幻想的情境（圖 1a）。

此外，伊彬、蘇育萱（2017）以 12 歲先天絕對盲且未正式接受繪畫教學的青少年，

以加強觀察的方式學習「擬自然寫實」繪畫。研究結果建議：對於此年齡初次學習繪畫

的全盲個體，教師可藉由最容易理解及學習的「直角投射」系統進行教導，以表達所有

個別人物，並進而加強細節與結構的分化取代物體形狀的寫實。至於空間的寫實，則應

以「近高遠低」、「近大遠小」、「前後遮蔽」等法則取代難懂難學的高階投射系統與

陰影表現法。

綜上所述，教導先天全盲兒童繪畫，需選出適合認知發展與視覺限制的圖像法則進行

教學之外，其過程大致遵循以下基本原則：（1）教師與學生間大量的口語互動；（2）使

用可觸讀的教具與適當的模型；（3）採用有意義的主題吸引參與者；（4）提供輕便可

觸讀的繪畫媒材；（5）找出適合的教學目標與策略；（6）給予大量的鼓勵；（7）提供

自由情境畫的表現機會以內化所學。此外，綜觀以上研究，並未發現與明眼兒童一致的 U

型發展趨勢，即既有研究（Davis，1997；Gardner、Winner，1982）認為：大部分明眼兒

童在 5 歲至青少年階段逐漸進入 U 型發展趨勢的谷底；當教育介入後，全盲兒童的繪畫

表現會一直隨著認知發展的成熟持續上揚。

四、構成創造力的面向

創造力培養一向被認為是當代教育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因其使個體具備能力面對

瞬息萬變的未來（Vygotsky，2004，頁 88）。創造力的結構也是心理學上最難以捉摸者

之一（Stemberg，1988），在文獻中切入的角度十分多樣。毛連塭於 2000 年在創造力一

書中歸納十餘位研究者對創造力的理論，提出 8 項創造力概念（轉引自劉世南、郭誌光，

2011），經過重新整理可歸納與本研究較直接有關的概念包括：創造性的思考、連結可

連結的要素成為新的關係、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新的事物、個人整體的綜合表現等。

在圖像創作過程的具體表現，或可引申到以下方面：思想內容的新異性、對既有概念與

經驗等的重組與再定義、表現執行上的流暢性、遇到困難的變通與解決能力、作品的豐

富性與傳達性，以及創作者的好奇心與野心等。

Stemberg（1988）認為適當的知識學習在創造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Vygotsky（2004）

則認為創造力有兩種建構活動，其一屬於再生（reproductive）性質，這種活動與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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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有關，其本質組成溯及先前的印象，受限於人類過去的經驗；其二為組合與創造性

的活動（combinatorial and creative acitivity）；故大腦的功能不僅是追溯既有的經驗，亦

有能力使用該經驗去產生新的主張與行為。

此外，從任何文化的面相來看，想像力都是構成創造性活動不可或缺的基礎元素；

它透過互動的方式連結個體內在與外在的經驗（Swedberg，2014，頁 192）。相較於創造

力較高的目標性行為，想像力較不受現實限制，也形成較廣的概念範圍（邱發忠、陳學

志、林耀南、涂莉苹，2012），而創造性思想則涉及想像力與理性思考的合作（Vygotsky，

2004）。換句話說，想像力是創造力運作的基礎歷程，範圍比創造力更寬廣且無所限制，

超越知識更遠，方向更為自由，並非僅僅是過去記憶的的提取，而可能是產生超越現實

的想法（邱發忠等，2012）。

五、如何在藝術教育中激發個體的創造力

創造力雖然存在於每個個體中，但其養成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個累進的過程，後

續的表現，皆由先前的過程牽引而來（Vygotsky，2004，頁 30-33），究竟如何能促進個

體在藝術上的創造力，茲歸納方法如下。

（一）特殊設計的課程

在藝術領域，想像力與創造力是大量被頌揚與重視的價值，Torrance（1972）也相信透

過藝術教育能有效提升個體的創造力。Vygotsky（2004，頁 33）認為：隨著年齡增長，兒童

在單純幻想中，加入更多理智與推理，使創造力在青春期有顯著躍進。然而，Lowenfeld、

Brittain（1987，頁 378）卻認為：當教學者不刻意培養創造力，且沒有適當的環境條件時，

創造力並不一定會從藝術經驗中自行發展出來。因此，如何設計適當的課程啟發個體的想

像力促進創造力的發展是美術教師必須面對的問題。尤其是多數青少年在此階段已經失去

對繪畫的愛好，僅有少數具有天分或接受特殊課程的個體能繼續畫圖（Vygotsky，2004，頁

42；Winner，1982，頁 175）；故在中學階段教師需給予學生更多鼓勵，花費心力與時間以

促進在藝術課程中的創造力表現（Lowenfeld、Brittain，1987，頁 378）或者培養學生的新思

維（Zimmerman，2005）。具體而言，教師需先從提供適當的題材限制、多元的教學方法、

表現技巧的協助，並重視過程、發覺個體的潛能與專長等方面來幫助 12、13 歲青少年的藝

術想像力運作（王依仁、葉忠達、江怡瑩，2012），再達成創造力的養成。

（二）豐富的經驗

神經科學在近幾十年進展快速，研究者以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為工具發現：提取情節記憶參與了發散性思考之過程（Madore、

藝術教育研究(39)-01 伊彬.indd   7藝術教育研究(39)-01 伊彬.indd   7 2020/6/23   下午 07:17:072020/6/23   下午 07:17:07



8　藝術教育研究

伊彬、洪子庭

Thakral、Beaty、Addis、Schacter，2019），後續研究也陸續發現：提取過去經驗、想

像未來，甚至提供未知問題的解決之道三者之間可能在認知與神經迴路上不僅僅有共

性，甚至發現這些相異的工作項目運作時使用了共同的腦區（Beaty、Thakral、Madore、

Benedek、Schacter，2018）。這些神經學研究呼應了 Vygotsky（2004）的觀察，合理的

推論是：強化相關經驗與記憶，可能提供想像力的養分，也可能強化問題解決的創造力，

或者這三者間有互相增強的機制；反之，空乏的經驗與記憶會導致想像力與創造力的低

落。因此，提升藝術的創造力，不能只有空虛的目標，而需要給予學生豐富的相關經驗，

使其腦中的資料庫有基本資料可取用，並提供技術上的支援。

（三）發散性思維（divergent thinking）

一般認為發散性思維被視為創造力建立的重要過程。以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觀察發現，當個體發散性思考時與執行創造性任務時，腦波都呈現清醒放鬆的狀

態（Fink、Neubauer，2006）。而擁有創造力的個體也較具有發散性思考的扁平思考網絡

（Mednick，1962），在語意上的測試亦得到相同的結果（Kenett、Anaki、Faust，2014）。

發散性思維雖不等同於創造性，卻是創造力研究中最有用的理論之一（Runco，2013）。

在半世紀前研究者即發現：藉由短期的自由聯想練習，即可以使大學生的創造力評分顯著

提高（Freedman，1965；Miller、Russ、Gibson、Hall，1970）。所謂自由聯想是指個體受

到內在或外在刺激後，無固定方向的思考（張春興，1991）。被指定與被聯想的詞彙內容

之間，可能有鬆弛的連結，或僅是自動化的連結而已，這種行為產生快速，不見得會通過

認知推理的過程（Swedberg，2014，頁 198-200）。因此，聯想出中度尋常性事物的個體與

高創造力較有相關，太偏僻或常見的聯想內容則關聯較低（Gough，1976）。

2017 年 Kleibeuker 等以實際的大腦顯影觀察到發散性思考訓練對參與者腦神經的激活

狀態有顯著改變。該研究以 fMRI 作為工具，觀察 15、16 歲青少年的大腦在不同刺激訓

練後的反應。參與者分別受到兩週共 8 次的發散性思考訓練（實驗組），或規則轉換訓練

（控制組）。其結果發現，創造力相關腦區的激活狀態在實驗組的思維表現穩定，而控制

組的表現則在下降中，且負責創造力的大腦核心區域在青春期持續被補充。因此，在青春

期如果給予個體適當的發散性思考刺激，的確能活化大腦的創造力相關區塊。

（四）遊戲

另一方面，遊戲也和自由聯想皆有類似元素，具有安全、有趣、自由、流暢性等特

徵；例如：假裝遊戲（pretend play）能透過個體的認知和情感處理過程促進了創造力

（Howard-Jones、Taylor、Sutton，2002）。研究也確實發現，快樂的人通常較容易產生更

佳的自由聯想結果（Kahneman，2001，轉引自 Swedberg，2014，頁 199-200）。Tsai（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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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既有研究指出：教師是培養創造力與想像力極關鍵的角色，當教師帶著遊戲的心情進

入教室，提供合適的刺激物與安全的環境，就有機會解除綑綁創造力的鎖鏈。

六、繪畫教育對全盲者的重要

（一）對認知的正面影響

隨著科技的進步，文字與影音訊息爆炸，影像訊息的表現形式越加豐富多元，使個

體的學習更加依賴視覺影像。由於視覺是各種感知中最重要的管道，視覺記憶則成為明

眼兒童對外學習的重要依賴。對視障者而言，越晚失去視力視覺記憶庫的資料就儲存得

越多（Smith，2007 / 2013，頁 374），對個人的學習具有越大優勢。

由於觸覺與視覺之間存有空間特徵的對應性（D’Angiulli、Maggi，2003），若給予

早盲者適當的觸覺作業，能刺激其沉寂的視覺皮層使其活化（Van Boven、Hamilton、

Kauffman、Keenan、Pascual-Leone，2000）。因此，教育中若只偏重口語訓練策略（verbal 

rehearsal strategy），則盲人的心像（mental image）策略會被忽略，受到負面影響的層

面將不只有空間再現（spatial representation），甚至亦包括行動技巧（mobility skill）的

低落（Schmidt、Tinti、Fantino、Mammarella、Cornoldi，2013）。適當的繪畫教學不但

能使高年級先天絕對盲兒童學會圖像表達的基本策略（伊彬、陳亭伃，2017；伊彬、蘇

育萱，2017），簡單的「造型幾何化」教學也使四年級先天絕對盲兒童在圖像作品、故

事，與其他創造力方向都有所進步（伊彬、林美倩，2016）。研究者從大腦神經科學的

角度也發現，盲人的創造力受到繪畫活動而啟發，又因為大腦具有可塑性，所成長的面

向並不受限於繪畫本身，且這種神經網路的活化在各年齡層皆產生正面的影響（Kirby、

D’Angiulli，2011）；因此，應該將視覺藝術教育納入視障教育（Kirby、D’Angiulli，

2011；Ustunel，2006）。

另一方面，雖然色彩無法用觸覺的特徵類比來瞭解，但若能在各類課堂或生活上透

過學習色彩相關知識，可以使原本沒有色覺的視障兒童發展出對色彩的直覺（Marmor，

1978），並隨年齡趨向於明眼兒童的偏好（葉豐輝、洪錫銘、陳如因、王冠斐、王蓮曄，

1998），大幅提升色彩在視障者生活中的意義連結。視覺藝術對盲童而言是美感表現與

教育的工具（Ustunel，2006），而色彩對藝術而言原本即是重要元素，可以藉此自然瞭

解並運用色彩概念，使色彩概念更加活潑、內化，縮減明、盲間的隔閡。

（二）滿足心理層面的需求

由於社會環境與個體的情意有著密切關連，青春期的視障者無法感受到同儕喜好的流

行事物、同伴的表情動作與表達方式，容易陷入格格不入無法被認同的困境（萬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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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Maslow 的（1943，1954）「人類動機理論」（a theory of motivation）提出人類

需求的五個階層，從低到高依次為：基礎生理（physiological）、安全（safty）、歸屬與

愛（belonging-love）、自尊（self-esteem）、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是從生存需

求最後進入精神層面的進程。全盲者由於重要感官的限制，導致無法融入社會，或在自

我達成上有其先天限制，雖然可滿足基礎生存的需求，但可能在安全感的層面即開始有

所缺乏，更可能在較高層次的愛與歸屬、自尊，或自我實現上無法滿足。然而，藝術創

作活動能夠敏銳個體感知，學習將抽象的想法轉換成作品的形式，這些過程能強化神經系

統，其影響包括認知、情緒，注意力，以及免疫系統等多面向的進步（Jensen，2001，頁

116），也可獲得藝術創作時內賦價值（intrinsic value）的滿足（Smith、Smith，1988）；

這些可能改善原本的困境。

七、文獻小結

綜上所述，想像力是創造力的前階段能力，較為寬廣不受拘束，創造力則包括落實想像

力的理性思維與執行力。因此，缺乏基本養分創造力無由發揮。激發創造力的手段包括：特

殊課程設計、豐富經驗、發散性思維，與遊戲般的心態等。全盲兒童透過適當的媒材與教

育手段能使其繪畫表現持續地進步；但既有的教學研究皆著重於 12 歲以前的空間表現與繪

畫策略，對於想像力的報告主要為一位四年級絕對盲兒童受到造型幾何化教學的影響。一般

明眼個體在七、八歲即進入視覺寫實階段，青春期正處於繪畫表現的停滯期；由於教育對全

盲兒童繪畫表現甚鉅，本研究好奇是否仍能透過適當的教學手段增進全盲青少年的繪畫創造

力？故試圖透過以下方式，一為繼續以寫生方式擴大並鞏固圖像資料質量與表達能力，二為

透過大量自由聯想的口語互動與遊戲式的心態激發想像力，希望能結合兩者達到目的。

參、研究方法

一、方法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研究者先瞭解參與者的基本能力與相關細節，經討論後研

擬初步的課程目標、內容、策略、媒材、教具等。將此初步的教學計畫實施後，每週根

據參與者的上課反饋，於課後進行檢討與修正，如此經過 16 週，每週一次在參與者家中

一對一的實際教學，最後歸納出理想的教學策略建議。

二、參與者

參與者共三位女性青少年，皆屬於全盲，無多重障礙，其中一位為小學六年級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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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盲（以下稱 A），就讀於視障特殊學校。兩位七年級參與者均就讀於一般市立國中，

兒童時期亦就讀於該校國小部門，其中一位為先天絕對盲（以下簡稱 B），另一位（以

下簡稱 C）早年為低視力，七歲之後成為全盲，在參與研究時仍有微弱光覺，但不易區

辨相似的顏色。參與者背景資料見表 1。

表 1
三位參與者背景資料
代號 性別 年級／年齡 學校性質 目前視力 視覺經驗 家庭狀況

A 女 六／ 12 視障學校 無 先天絕對盲 

1. 與手足和祖父母同住。

2. 家人皆為明眼人。

3. 祖父母鼓勵繪畫學習與多方

面嘗試。

B 女 七／ 13 一般學校 無 先天絕對盲

1. 與父、母、手足同住。一位手

足為低視力，一位為明眼人。

2. 家長重視學業，也提供許多

生活體驗，例如：養小動物。

C 女 七／ 13 一般學校 有色覺
七歲後漸退

化成全盲

1. 與父、母、手足同住。父母

皆為全盲，手足為明眼人。

2. 父母對繪畫活動不鼓勵也不

禁止。

由於臺灣視障教育並未特別提供全盲者系統性學習繪畫的課程，參與者的篩選原因

為此三者皆曾個別接受過本團隊前一期教學研究，已經具有 16 週，每次 45–60 分鐘一對

一的繪畫學習經驗，符合基本的先備能力。

參與者在參與前一期研究之前皆未受過系統性的繪畫教育。B 曾在學校隨著明眼同

儕一起上美術課。C 全盲前對繪畫活動十分喜愛，之後隨視力萎縮逐漸放棄。C 表示若

未失明希望當一位設計師。

三位參與者皆經歷造型分類、造型幾何化課程，後者教導將物體的各部件以類似的簡

化幾何形狀表現，學習抓住物件的大比例與主要特徵。A 在幾何化課程之後加強學習細節

符號化課程。
1
稍年長的B、C在幾何化課程之後，強調觀察寫生物體的特徵與空間關係。

2

前一期的繪畫學習與本研究的教學中間相隔一整年。參與者的繪畫學習背景見表 2。

1 參與者 A 的相關研究結果見伊彬、陳亭伃（2017）。

2 參與者 B 的相關研究結果見伊彬、蘇育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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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位參與者繪畫學習背景
代號 參與前一期計畫前之原始繪畫經驗與能力 從前一期研究獲得的繪畫經驗

A

1. 在校接觸藝術與人文課程，但無繪畫學習。

2. 在家與祖父母有繪畫互動。能畫少數簡單的

單一物件，例如：簡單幾何形狀、火柴人。

3. 兩三件物件零散分布於畫面上，有簡單的左

右上下暗示。

1. 時間：16 週。

2. 個別物件：造型分類、物件幾何畫、加

強細節符號化。

3. 空間表現：前後遮蔽、近低遠高、近大

遠小。

4. 成果：對於教學內容的學習良好，能使

用符號豐富圖像意義。

B

1. 於班上與明眼兒童一同上美術課。僅限於聽

課或參與勞作部分。偶有體驗過水墨、水彩

媒材的潮濕感，對形狀沒有連結。

2. 喜歡參與藝術體驗課程。

3. 能畫出簡單幾何物件的直角投射。

4. 物件成列漂浮於畫面上、無前後遮蔽、大小

關係。

1. 時間：同 A。

2. 個別物件：造型分類、造型幾何化、加

強細節觀察分化的寫實表現。

3. 空間表現：同 A。

4. 成果：對於教學內容的學習有明顯進步，

但容易遺忘所學。

C

1. 於校內與明眼兒童一同上美術課。喜愛繪

畫，會自行創作，喜愛用色。但再辨認原圖

有困難。

2. 能畫出稍微複雜的物件。學習數學課本畫出

斜角投射的立方體。 
3. 以填空方式將物件零散填滿畫面上，大小關

係不明顯，也無前後遮蔽。

1. 時間：同 A。

2. 個別物件：同 B。
3. 空間表現：同 A。

4. 成果：對於教學內容的學習良好，部分

畫面能自動使用斜角投射概念。

a. 參與者 A。偶像明星。

五年級。旋轉蠟筆。A4 × 2。
b. 參與者 B。我和我的寵物。

六年級。原子筆、旋轉蠟筆。A4。
c. 參與者 C。放風箏。

六年級。混合媒材。A4。

圖 1　三位參與者於教學前最具代表性之情境畫作品之一。

資料來源：皆源於伊彬（2017）。a、b 分別發表於伊彬、陳亭伃（2017）與伊彬、蘇育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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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

（一）繪畫媒材

本研究採用紗網繪圖板、12 色旋轉蠟筆、一般影印紙為繪畫工具與媒材，使參與者

的筆觸痕跡能得到觸覺的回饋（表 3）。繪圖板尺寸有 A4、A3 兩種，視教學目的選擇使

用。旋轉蠟筆筆身貼有色彩名稱的點字貼紙以便參與者繪畫時自行更換顏色。參與者 C

會自備彩色筆、水彩等先前使用過的媒材。

（二）寫生模型

根據課程內容，教學中使用的寫生模型約手掌大，包括三類（表 3）：

1. 動物模型：表現寫實的陸生與水生的各種動物模型。

2. 食物模型：表現寫實的各式糕點、水果、冰淇淋等模型。

3. 人物模型：可調整姿勢之木偶人。

（三）教學圖卡

教學圖卡為研究者自製的浮凸輪廓線條圖卡，以熱印紙經熱印機印出，製作出可觸

讀的浮凸輪廓線圖，作為圖像表現的參考（表 3）。

表 3
繪畫與教學使用的工具與媒材

內
容

項目

繪畫工具 繪畫材料 繪畫刺激物舉例 教學圖卡舉例

照

片

說

明

A4 與 A3
紗網繪圖板

12 色點字旋轉蠟筆 各類寫實模型舉例 浮凸簡化平面圖例

四、教學策略

課程內容依參與者特質進行彈性調整，每個主題的教學大致可分為五階段（圖 2），

前二階段為圖像資料庫的擴張以及表現能力的養成，階段三為想像力的激發，階段四、

五為創造力的形成，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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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各主題之基本教學策略與步驟。

註：此內容為修正後的實際實施內容。

（一）觸摸探索與初步嘗試

1. 個別立體模型觸摸與認識 

（1）鼓勵主動探索：在教導前引導自行觸摸，感受及觀察模型的特徵，誘發好奇心，

鼓勵提問引起討論。

（2）引導從不同角度探索：強調從不同視角探索模型的特徵，引導認識模型的背面、

正面、上面、側面有不同的特徵。建立物體在參與者腦海中的整體心像。

（3）相關知識的介紹：順便介紹該描繪對象的相關知識，豐富參與者的知識層面。

（4）重新深度探索：由研究者主導，有秩序的從大的部件開始順序觸摸，逐漸到

最細微的特徵。

（5）情境想像：引導將該物件想像於生活情況中，建立物件在實際生活中與環境

結合的概念。

2. 個別立體物表現

（1）自行嘗試：鼓勵參與者先自行嘗試畫出模型，以圖像表現觸摸經驗。無論好壞，

研究者皆先給予肯定使其對自行嘗試感到自在，之後再行調整。

（2）共同嘗試：如果參與者不敢嘗試時，研究者可邀約「一起畫」，來降低壓力

維持其參與感。在此階段的重點為維持嘗試表現的勇氣。

若參與者在此階段已能使用或創造出可溝通的圖像來表現模型，則可跳過下一階段

「圖像法則學習」，直接進入想像力的激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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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像法則學習

若參與者在階段一無法自行發展出適當的圖像表現時，此階段教學才會介入。

1. 簡化圖像的參考：研究者事先繪製模型的簡圖，熱印後備用，或在課堂上臨時因

應需求畫在紙上。參與者學習圖像的方式有兩種：（1）觸摸圖卡比對特徵，辨識學習；

（2）要求握著參與者的手邊畫邊觸摸筆跡，直接學習執筆時的運筆感覺。無論哪一種學

習方式，都需配合詳細的口語說明以及特徵對照，引導參與者瞭解圖像細節與立體特徵

的關聯。此外，與參與者共同檢討該簡化圖像的在表現性與觸摸清晰度等方面之優劣，

共同找出較佳方法取代，而非盲目複製。

2. 重新寫生立體模型：在參與者對圖像熟悉後，便被鼓勵自行畫出立體模型。在此

階段可能會經歷參與者頻繁要求換紙或遭遇多次失敗，研究者需適時鼓勵複習相關重點。

從第一階段到此時需要 30–40 分鐘。

（三）想像力的激發：多物件組合的情境故事發想

在此階段，教學者為主動的傳統教學模式被靈活的口語互動模式替代。研究者請參

與者針對某單一模型、圖像、主題採用輕鬆的遊戲態度，以「聊天」方式鼓勵參與者就

主題、細節內容、相關形式、相關詞彙等面向自由聯想，內容可能從過去的經驗或知識

到荒謬的奇想都不被禁止。目的是激發參與者的想像力，並使之更加活潑與豐富。研究

者的角色如同乒乓球的練習對手，負責刺激與回應參與者，使自由聯想活動能持續發展。

（四）創造力的形成：多物件組合的情境故事創作

在天馬行空的發散聯想後，主要為參與者的自行創作過程。研究者漸以參與者之思

路為主題方向，視需要誘導參與者發展出更清楚的圖像內容與畫面安排，以提醒、回應

問題、提供額外的圖像表現方法等教導參與者，協助解決所遭遇的困難，逐漸使天馬行

空的想像力得以落實，轉化成創造力。此階段與前一階段可能局部來回進行。

（五）再辨認與口語發表

完成作品後，參與者被要求再辨認作品，並鼓勵按圖說故事，如同作品發表一般。

也鼓勵參與者描述創作動機、情境，和自己的情感，或者一些圖畫中無法表達的細節。

有時候，參與者會在此階段重新補充或詮釋作品，偶爾誘發新的想像內容重新創作。過

程中，研究者也會順便帶領複習該單元的學習重點以及收穫，使其對學習內容有較深刻

印象。

由於三位參與者在一年前曾參與一學期繪畫教學，所學習過的課程見表 2。其共同寫

生過的物件為：簡單幾何物件（立方體、圓柱體等）與簡單幾何形狀所能組合而成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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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房屋、樹木、車子、杯子、桌子、水果等）、正面人物、臉部表情等。因此本期教

學希望能帶領認識動物大類，擴增其圖像資料庫。教學前徵詢參與者意願，選擇出最想

學習的動物。此外，藉想由熟悉的糕點造型，鞏固既有學習經驗，也容易發揮更多想像

力。最後因應參與者要求，增加人物表現的主題。

課程最終被分為五個重點主題，分割成 16 次的課程（表 4），再視個別狀況與上課

反應彈性調整。第 1–9 週為有機形體（動物模型）的寫生與創作。第 10–13 週為幾何形

體（蛋糕、餅乾）的寫生與創作。第 14 週為人物寫生與創作。第 15 週為純粹口語命題

發展出「夏天的聯想」創作。第 16 週為總複習，複習教學重點。教學時間每週一次，每

次約為 60–120 分鐘。

表 4
教學主題、內容、目的在各週的分配原則

週次 主題 實際描繪內容 目的

第 1–9 週 有機形體寫生與情境創作
兔子、大象、鯨／鯊、

北極熊、鳥類模型

1. 不同動物各角度的寫生

2. 加入想像力的情境創作

第 10–13 週 幾何形體寫生與情境創作 餅乾、蛋糕模型

1. 複習簡單幾何物件的表現

2. 蛋糕餅乾各角度的寫生

3. 加入想像力的情境創作

第 14 週 人物寫生與情境創作 人物側面與各種姿勢

1. 複習既有的人物表現

2. 人物側面與不同姿勢的寫

生

3. 加入想像力的情境創作

第 15 週 夏天的聯想創作

純粹口語刺激，無特定

方向，視需要給予立體

模型參考

單純發揮想像力的情境創作

第 16 週 總複習 以上內容 強化所學

肆、結果

以下就各參與者 A、B、C 分別描述教學結果。

一、各參與者學習反應與圖像表現

（一）參與者 A

參與者 A 的個性有主見且較獨立，表示喜歡一個人獨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喜歡音

樂、彈鋼琴、唱歌，也會聽流行音樂，經常參加音樂表演。喜歡聽奇幻想像類的小說，

且自己能主動口述出畫面，用字遣詞有文學性，想像力與說故事能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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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於符號、圖像特徵的記憶力佳，但表示太複雜的圖像 1–2 週未複習可能易忘。

對於圖像學習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也能主動運用單一圖像的學習至情境創作中。能理解

複雜的前後遮蔽關係，樂於挑戰與學習細節較多且複雜的圖像。人物與動物的各角度透

過練習皆明顯進步。

A 由於觸覺敏感，畫筆有粉屑便會影響觸摸時的辨識度。畫圖時態度謹慎，因為怕

畫錯所以下筆較輕，有時使得畫面不夠清晰，再辨識度也會降低，偶爾需要教學者提醒

加重筆畫。對於色彩意涵概念較清楚，積極學習色彩的使用，樂於主動於換色。對於自

己畫的圖像有自我檢核能力，能進行修正與調整，並對此能力感到有信心。其重要學習

成果按照時間順序呈現於表 5。

A 喜歡奇幻故事的創作，因為缺乏視覺記憶經驗，構圖的複雜度較低，但是腦中思

想的故事結構完整，通常十分有故事性與詩意。會替所創作的生物主角取名字，如：「這

是一隻『藍芒鳥』，牠有美麗的藍色羽毛……」；並從主角心態來描述當時的心境，如：

「……藍芒鳥從浩瀚的宇宙飛來地球，正要歇息在一棵大樹上，它好奇地打量著這一片

美景，決定以後會在這裡繁殖後代……」。也會出現超現實的情境，如：「大象出現在

臺北市街頭」等想像；或擬人化的浪漫內容，如：「……兔子妹妹與大象哥哥在吊橋上

相遇，他們倆互相凝望，……」；以及描述故事的氣氛情境，如：「夕陽快要落入水面下，

天空中還有彩虹，這是一個非常溫暖的故事……」。

其他作品如：抹香鯨氣球中則將水中的抹香鯨想像成一個大氣球被穿蓬蓬裙的美麗

女孩拿著。快樂的鯨魚主動帶入了氣泡在深水壓力中較小的自然知識，並畫出水草隨著

水流改變方向。北極熊一家去野餐雖然無法連結野餐盒和熊的動作關係，但從口語描述

中明顯知道在 A 的心像中有一排熊從地平線走來的清楚畫面。並靈活運用一年前所學的

基礎，畫出餐盒內各種水果的特徵，還特別解釋盒子是透明的以合理化露出水果的表現，

明顯瞭解明眼人的立場。

巨大魔法漢堡畫面雖然簡單，但利用顏色與線條符號把一個簡單的漢堡賦予豐富的

想像力，繪畫時還同時唸出各種咒語，並說明魔法都不同，認真投入情境中。蛋糕城市

把蛋糕想像成城市，有一女孩背對著觀眾，驚訝地指出屋頂上的大蛋糕。對於前後遮蔽

的觀念清楚，整個場景的描繪也十分生動。夏天的聯想：長髮女孩去買菜能從寫生側面

走路的人物，添加自行設計的長髮與衣、物配件，畫出心目中的女孩自信地走在充滿陽

光與生氣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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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參與者 A 的繪畫成果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鳥

藍芒鳥，A3

「這是一個奇幻故事：這隻

鳥叫做『藍芒鳥』；有漂亮

的藍色羽毛。藍芒鳥從浩瀚

的宇宙飛來地球，正要歇息

在一棵大樹上，牠好奇地打

量著這一片美景，決定以後

會在這裡繁殖後代。」

大
象
、
兔
子

兔子與象的相遇，A3

「兔子妹妹與大象哥哥在吊

橋上相遇，牠們兩互相凝

望，夕陽快要落入水面下，

天空中還有彩虹，這是一個

非常溫暖的故事。」

鯨
／
鯊
1

抹香鯨氣球，A3

「一個長髮女孩，穿著高跟

鞋與美麗的蓬蓬裙。女孩覺

得很開心，面帶微笑，雙手

高舉拿著好大好大的抹香鯨

氣球。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

氣球圍繞在她四周。」

鯨
／
鯊
2

快樂的鯨魚，A3

「一隻鯨魚快樂地潛入水

下，鑽到水草中。水草隨著

浪潮漂移；鯨魚吐出的氣泡

向上浮起。因為水壓的關係

在水深處的泡泡比較小，靠

近水面的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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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盲青少年圖像創造力教學策略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北
極
熊

正面寫生 側面寫生

北極熊一家去野餐，A3

「有一隻熊媽媽和兩隻寶

寶，從遠方往前走來，我們

看到的角度是正面，就能看

清楚他們的臉。我想表現牠

們像牽著手一整排走過來；

同時從水平線上出現的感

覺。它們要去野餐，所以帶

著水果餐盒。盒子是透明

的，所以可以看到裡面裝著

的蘋果、餅乾、葡萄、香蕉

等。」

點
心
1

巨大魔法漢堡，A3

「我創造出一個超極巨大魔

法漢堡，每一層顏色都代表

一種口味，並且都有它獨特

的魔法。皮膚色是假的人皮

面具，橘子是橘子口味，黃

色是黃金，黑色是黑炭，淺

綠色是枯葉，紫色是葡萄口

味的煙霧，而其他顏色有的

是有劇毒的。然後他們頂在

一個大水滴上面。這個漢堡

叫作『綜合口味無價堡』，

我就是來掌控誰可以吃它的

人。」

點
心
2

蛋糕城市，A3

「一個穿連身裙的女孩背對

著我，她很驚訝一隻手向上

彎，一隻手則是指著蛋糕的

方向。一棟棟的樓房象徵擁

擠的城市，而有一個大蛋糕

在這些建築上，變成了一個

超級蛋糕屋頂。」

表 5
參與者 A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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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藝術教育研究

伊彬、洪子庭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夏
天
的
聯
想

夏天的聯想：長髮女孩去買菜，A3

「一個女孩在夏天去買菜。

她經過公園。公園裡有幾棵

樹，遠方的樹比較小，最前

面這棵樹看起來比較大，而

且還開著花。地面上有落葉

與散落的花。上方還有一排

很遠的建築物。女孩出去買

菜，太陽高掛，天氣很熱，

她穿無袖的洋裝，裙襬有漂

亮的花邊。她左手拿著冰棒，

右手拿著藍色購物袋。她的

頭髮超長，綁成麻花辮，別

著桃紅色的花朵髮飾。畫完

這張圖很有成就感。」

（二）參與者 B

參與者 B 個性溫柔隨和，有多元的生活體驗，如：學習打鼓、參與社團活動與戶外

活動。但是教學時家中有較多聲音干擾（如：家人活動、小動物、施工等），繪畫時較

易分心。B 能耐心練習單一圖像，但在情境創作時，則習慣依賴研究者的引導，習慣回

答「不知道」或「隨便」，對於部分遮蔽的理解比參與者 A 與 C 吃力，需經常練習、複

習。對於色彩意涵的概念較弱，畫圖時主動換色的情況也較少。繪製人物時比較少事先

計畫圖像的意涵（如：性別），且容易忽略細節。B對自己較沒有信心，擔心畫得不夠好，

但在繪畫時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因此，研究者會特別留意可連結教學的談話內

容，調整互動方向。

B 的學習成果依序呈現於表 6。相較而言，B 想像的情境或故事較為單純。對於所學

過的圖像記憶較弱，可能不利累積足夠的繪畫元素來發展成豐富的畫面。例如：在教過

鳥類與兔子之後，她僅使用了兔子來畫自由情境畫，並不會像 A 與 C 企圖在畫面中利用

各種學過的物件組成有豐富的內容或挑戰高難度的題材。因為養過狗與接觸過兔子，或

許 B 對於這類動物的結構與造型印象較深刻；而鳥類在結構與質感都較為陌生複雜，因

此不列入考慮。她的兔子一家人雖然每隻兔子的圖式類似，但仍加入了蝴蝶結、三明治

氣球、雲朵、太陽、草地等過去學會的繪畫元素，使畫面產生變化。有較豐富意境的還

表 5
參與者 A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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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盲青少年圖像創造力教學策略

有大小象噴水玩，兔子雖不是主角仍被畫入作為情境畫作中角色之一，並說明有一個紅

色的「大痘子」畫在大象身上。大象以少見的正背面角度表達互相噴水的想像情境。天

空中自行布滿花朵、音符、「絲狀物」以表達歡樂的氣氛。

B 喜歡生活中熟悉的物件，也擴及點心主題課程。她喜歡品嚐食物以及討論食物的

口味；也因為熟悉動物臉部的正面表現，會把兔子、北極熊等的臉部自動與餅乾聯結，

創造出「兔子餅乾」、「小熊餅乾」。當她運用咖啡色繪製餅乾時，特別強調是「巧克

力口味的」。我的生日蛋糕對 B 是親切誘人的題材，主動產生許多口味以及各種裝飾的

描述。漢堡屋中 B 在聯想互動後把漢堡的一層層夾餡轉變為樓層，又主動加入一條直通

屋頂的樓梯，與點心城市右方的樓梯一樣。可見得當 B 對於物件熟悉到某種程度時，才

較會主動聯結創造出不同的物件。其他有建築物的風景、兩隻抹香鯨、北極熊全家游泳，

和夏天的聯想主題系列都是經由聯想互動產生。不若 A、C，B 對圖畫內容以外的說明需

要研究者引導。

表 6
參與者 B 的繪畫成果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兔
子

兔子一家人，A3

「兔子一家人在草叢中，

天空中有雲、鳥，與太陽。

兔子姊姊的耳朵上綁著蝴

蝶結，還拿著起司三明治

的氣球。有一隻小兔子拿

著梯形的氣球向後看，因

為還有一隻在較遠的地

方，還沒有跟上。」

大
象

大小象噴水玩，A3

「大象跟小象們都捲著鼻

子開心地噴水。大象的水

還噴到小象身上，到處都

是水。一隻大象的身上掛

著兔子。本來想要畫一個

大紅色圈表示讓大家咬兔

子，但後來讓大象身上長

了顆大痘痘。天空中有很

多美麗的東西，有花或是

飛行物，分布在天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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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藝術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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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鯨
／
鯊

初次嘗試

寫生後想像噴水
兩隻抹香鯨，A3

「兩隻抹香鯨在大海中游

泳。」

北
極
熊

其他魚類寫生

北極熊正面      側面
北極熊全家游泳，A3

「北極熊全家在游泳，有

爸爸、媽媽，與小熊。海

裡有不同種的魚。」

點
心
1

 蛋糕上視

各種餅乾寫生

自行創造出「兔子餅乾」與

「小熊餅乾」

點心城市，A3

「城市有許多房子並列在

一起，有各式各樣的的窗

子。房屋的屋頂互相不同。

畫面的右方，是一個樓梯，

有一個人爬上樓梯站在牆

後面。」

鳳梨大樓，A3

「大樓的屋頂有一個大

鳳梨，路上有兩棵路樹，

還有一個戴著鴨舌帽的

路人。」

表 6
參與者 B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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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盲青少年圖像創造力教學策略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點
心
2

漢堡側面 紙黏土捏塑
漢堡屋，A3

「漢堡房子的屋頂與一

樓是麵包；每一層口味都

是不同的樓層。各有窗

戶，屋頂上還有一支煙囪

正冒著煙。有一個樓梯在

外面，可以從一樓一路爬

到屋頂。」

點
心
3

蛋糕側視

蛋糕上視 斜角寫生
我的生日蛋糕，A3

「這是我想像的 13 歲生

日蛋糕。蠟燭是 13 數字

造型，正點著火，還有

Birthday 的 B 字。 上 課

學到很多不同口味的蛋

糕，我把它們一層一層

組合在一起，有巧克力、

草莓、奇異果、藍莓、

橘子等。蛋糕上還有好

多奶油裝飾。」

夏
天
的
聯
想

風景，A3

「我只是把草地、太陽、

以及建築物等畫入。人

物是前景所以比較大。

建築物與人都站在草地

上。」

參與者並沒有確切說出

髮型、姿勢、服裝等之

特定意義。

表 6
參與者 B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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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夏
天
的
聯
想

人物寫生

人物寫生

夏天的聯想：女孩與超大冰淇淋，

A3

「夏天太陽太大要戴帽

子，這位小姐穿短袖與裙

子，手插著口袋，想要吃

桌上的冰淇淋。冰淇淋有

各種口味。」

參與者能隱藏被口袋遮蔽

的手掌，但畫出了應該被

遮蔽的頭髮。

女孩與氣球，A3

「一個美麗的小姐戴著帽

子，穿著美麗的衣裳，她

長長的頭髮垂在一邊。她

的左手拿著冰淇淋氣球。」

參與者對故事情境無直接

意見，喜歡透過聊天來討

論畫面的內容。

（三）參與者 C

參與者 C 仍存有不穩定的光覺，能辨識粗大的幾何形狀與有限色彩。C 仍認為：看

比摸更能有效感知畫面，常堅持以眼看，不像 A、B 慣以觸覺感受。C 數次表示自己的

視力逐漸退步，視力也會隨著健康狀況略有起伏，心情難免失落。因此十分珍惜能夠繼

續繪畫的機會；對於繪畫學習有高度的意願，學習態度積極。

C 喜歡製作手工藝品，表示想成為手工藝設計師，會蒐集漂亮的貼紙以及各種工藝

材料。這種對材質與美感的敏銳使 C 每每主動要求換色，或堅持以不同媒材來表現某些

物件或細節。一張作品上可能有果凍筆、彩色筆、色鉛筆、鉛筆等多種媒材混合使用。

其重要學習成果依序呈現於表 7。

表 6
參與者 B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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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盲青少年圖像創造力教學策略

C 個性獨立有主見，十分有耐心，對於模型寫生的自我要求甚高，加上自我檢視能

力佳，能主動察覺繪畫上的弱點以及優點即時修正與調整。她對一年前學習過的各種圖

像策略更能運用自如，顯然已成功內化。她能理解複雜的空間關係，自由運用前後遮蔽

與其他深度線索表現深度關係，加上其他良好的圖像表達技術，使觀眾能直接獲得圖像

意涵，這種表達完整情境內容的圖像感染力似乎超越其視覺限制。

C 雖然不像 A 的口語描述充滿詩意與文學意涵，但是其畫面本身具有高度的傳達力

與故事性，表示腦中的心像與明眼人十分相似。此心像由豐富圖像記憶組成，稍經提起

與激發，就能輕易顯現出來，各就其位形成一完整豐盛的畫面。畫面的豐富度與美感不

遜於明眼青少年。

學習新的圖像時，C 不同於 A、B，她會特別要求研究者握著她的手繪製一遍，因為

此種方式可讓她直接感受圖像的繪製步驟與運筆時的身體感覺，經由這種肌肉運動的感

受加強對圖像表現學習的記憶。

C 平日喜歡聽武俠小說與自然科學知識，熟習自然情景，且生活經驗豐富，只缺乏

對物件形體的個別認識。因此在寫生個別動物模型，如：大象、兔子、老鷹、鯊、魚、

北極熊之後，便能自發性的結合樹、花、太陽、稻田、溪流、海水、冰山等其他已知圖

像元素，在心中醞釀形成完整畫面。再加上與研究者的口語互動，往往很快就發展出充

滿創造力的作品，如：夜晚的山坡、老鷹飛越黃昏田野、鯨鯊、冰山邊的北極熊等。

大小象在果實樹林散步經過較多的互動激發而成，C 原本只想畫一隻巨大的象，在

周圍散落很多繽紛的小東西；並沒有具體的情境構想，也不知道如何畫樹林。經過自由

聯想後，C 很快建構出生動有趣的情境內容（見表 7 參與者口述）。點心城市與蛋糕屋

兩圖除了畫面保持既有的豐富感，多樣的房屋設計展現了 C 在造型上的創造力。

夏天的聯想：午後海邊 C 畫了兩週。她仔細回想與比對前一週繪製的草圖，最後畫

出夏天午後常有的雷雨情境；有雷電、烏雲，與急湍的海浪。畫面上有不同方向、不同

動作的人物，各人物也都有適當的服飾與配件，其中兩人是撐同一把傘的情侶。C 也主

動要求額外寫生不同類的貝殼與人物姿勢，她把這些新學會的圖像與舊的圖像元素（如：

魚、閃電、海浪，各種姿勢等）安排在畫面上適當的位置，並把以前獨鍾的彩色雲朵改

為黑色，客觀地畫出符合主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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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彬、洪子庭

表 7
參與者 C 的繪畫成果

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大
象

大象正視

大象側視

大小象在果實樹林散步，A3

「大象與小象穿過彩色

的果實樹林。樹林裡有很

多結了很多不同的水果，

有葡萄、蘋果、橘子、

香蕉等。大象媽媽走在

小象後面保護牠，森林

的地面高高低低，下完

雨還有水窪。大象踩在

泥巴地上，大象在踩水，

小象的尾巴後，還有一

個個小水球。大象用鼻子

吸水，再噴出來。」

鳥
與
兔
子

兔子側視 正視 背視

老鷹側視 老鷹正視

夜晚的山坡，A3

「夜晚的山坡上，有好多

小兔子聚在一起，它們站

在山坡上，面向不同的方

向。一隻大鳥飛過夜空。

山坡上還有許多花草。暗

暗的天空布滿了月亮與星

星。」

老鷹飛越黃昏田野，A3

「黃昏時，一隻大老鷹飛

越田野，大樹旁有一整片

結了穗的稻田。稻田旁有

一條河，河水向下流著，

風吹過，樹葉飄舞在空

中，河的另外一邊是綠油

油的草地，有其他的灌木

生長。這是晴朗的一天，

充滿太陽光」。

鯨
／
鯊

鯨鯊上視 抹香鯨上視

不同魚類側視 鯨鯊，A3

「這幅是魚魚總動員。我

畫的是大鯨鯊游在大海

裡，其他不同種類的小魚

在旁邊游來游去。海裡也

有海草。」

參與者使用前一週的抹香

鯨寫生圖，完成情境畫。

使用了藍色的粉彩來畫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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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北
極
熊

北極熊正視

北極熊側視 冰山邊的北極熊，A3。

「北極熊生長在寒冷的北

極，小熊坐在結冰的岸

上，天上正下著雪。海水

中飄著大小浮冰。水裡有

很多不同的魚。」

藍色的水彩筆觸表示海浪

波動，是在後續的課程中

主動要求添加的。

點
心
1

蛋糕上視 蛋糕側視
點心城市，A3

「我想畫出各式各樣的房

子，因為房子有不同的樣

子與造型設計。」

研究者引導 C 畫了熱氣

球與氣球在天空後，C 自

行畫出各式各樣的房子，

並表示對各種造型很有興

趣。

點
心
2

房屋側視

大樓想像
蛋糕屋，A3

「這個蛋糕是個蛋糕屋。

果醬做成的磚牆是我一層

一層堆疊起來的。小小的

門可以進出；門是蘇打餅

乾做的，上頭還有四個

洞。屋頂有像一般房子的

尖屋頂，把它們連成一

片。屋頂上頭黏了許多糖

果。空中充滿多雲、鳥，

和糖果。此外，下方的蛋

糕上還有各種水果。」

表 7
參與者 C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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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寫生 情境創作 參與者說明與研究者紀錄

夏
天
的
聯
想
1

人物跳起正視

人物行走側視 人物背視
夏天的聯想：開車去郊外，A3

「夏天大家開車去郊外

玩，太陽很大，他們在大

樹旁的草地上休息。穿紅

背心的女孩坐在池塘邊泡

腳，激起水花。池塘裡有

小魚和掉落的花瓣。女孩

有卷卷的長髮，還把太陽

眼鏡放在頭頂上。她穿條

紋衣褲的同伴朝她走進池

塘，一腳踏入池塘裡。另

一個穿短袖短褲的同伴要

走到旁邊去看看。」

夏
天
的
聯
想
2

扇貝 螺 A

螺 B 螺 C

夏天的聯想：午後海邊，A3

「夏天的海灘有好多人，

午後天氣轉陰，快要下起

會打雷的西北雨。前面兩

個情侶走過來，男生撐

傘，女生穿著褶裙，手拿

飲料。中間那個人買了冰

淇淋，在沙灘上散步。夏

天好熱，大家都穿沒有袖

子的衣服與短褲。天空有

烏雲與閃電（Z），波浪

洶湧。我在海中游泳（綠

色泳裝）不怕壞天氣。海

水中有紅色的小魚游來游

去，各種貝殼被沖上沙

灘。」

（四）參與者創造力的展現

由於所學更加多樣，教學的目的也著重於創造力的展現，因此三位參與者整學期的作

品比起教學前的作品，無論在作品內容與形式表達上皆更加豐富成熟，內容也更加複雜具

有故事性，跳脫之前日常場景，而進入更需要想像力的世界，如：參與者 A蛋糕城市、

B北極熊全家游泳、C大小象在果實樹林散步都是學校與家庭生活之外的想像世界。在技

術上也較能處理更複雜的情境構圖，以有限的所學畫出心中想像的世界，甚至表達情感意

境，如：參與者 A 的夏天的聯想：長髮女孩去買菜與兔子與象的相遇、B 的兔子一家人

與大小象噴水玩、C 的老鷹飛越黃昏田野與冰山邊的北極熊。表達這些畫面參與者要具備

表 7
參與者 C 的繪畫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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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至少需包括：在心中發想出故事內容、想像並能畫出人物的基本特徵形式、搭配適

當的姿勢與服飾，合理安排人物間的空間關係等，以共同說明圖像內容傳達主題。這種解

決問題的流暢度與變通能力，較參與研究前的表現有明顯的進步（比較圖 1），和其他全

盲生未受到繪畫教育前無法或不曾嘗試以圖像表達簡單物件的狀態有更大的差距。

其他在創造力的具體呈現上包括：（1）創造出未曾有的物件或場景，如：A 想像出

「藍芒鳥」這種創新的物種，B 創造出「打兔子的靶」，C 設計出新異的房屋造型等；

（2）將可聯結的要素加以聯結成為新的關係，如：A 的抹香鯨氣球把沈重的鯨魚轉化為

女孩的氣球；B 的漢堡屋結合房子與漢堡，「兔子餅乾」結合動物與餅乾；C 的夜晚的

山坡畫出各種動物聚集星空下的虛構場景等；（3）解決問題的能力，如：A 的北極熊一

家去野餐以透明的保鮮盒裝水果，來兼顧表達內容物的傳達需求；B 的我的生日蛋糕以

不同顏色與質感來表達不同口味的蛋糕層；C 的夏天的聯想：午後海邊為了想表達沙灘

上豐富的貝殼種類，自行要求寫生了課程外的其他貝殼，並安排畫出相關的氣候、場景，

以及合適的人物姿勢、行為、服飾、關係等來表達夏日風情等，都是清楚的證據。

伍、討論

一、畫面朝向細膩豐富與辨識度之間的矛盾

C 的畫作內容因想像力與表達能力佳而十分豐富細緻，但當細節變多或圖像尺寸太

小時，一旦著色布滿，輪廓線被覆蓋後便難以獨立區分出來，使得觸覺訊息過於龐雜，

往往不久後就難以分辨，因此容易遺忘創作內容。

（一）正面的意義

從明眼人的角度出發，畫面的精緻度與複雜度時常帶來畫面的吸引力；從繪畫的寫

實觀點而言，青春期個體之認知發展也進入到擬自然寫實時期。細膩的觀察、客觀的描

繪帶來畫面寫實的效果以及繪畫發展階段的進步。對全盲青少年而言，能藉由繪畫的過

程更加細膩觀察，無論是分析原本熟悉的物件或是認識新的物件，都是很好的探索，能

加深全盲個體對物體的深刻認識。在空間表現方面，能掌控畫面的深度空間及物件間的

空間關係，往往能展現物件的互動關係，自然地賦予故事性，是很好的學習。

從創造力的角度而言，以上都是促進個體產生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基礎能力。豐富具有

特徵或傳達性的圖像，通常比未分化的簡陋圖像，更能傳達創造者的心思意念。當參與者

畫出細膩正確的圖像與構圖來表達心中的意象，幾乎都能察覺自我挑戰成功而感到興奮並

獲得成就感；受到明眼觀眾的理解時，所感到的正面回饋亦可成為繼續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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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識的問題

然而，就繪畫的再辨識而言，全盲者對於複雜的畫面並不容易辨認。越是簡單的構

造、單一的物件、缺乏背景的圖畫越容易辨認。因為複雜精緻的細節會干擾大特徵的讀

取；前後物件的輪廓線互相交接，使物件間或部件間區分不易；輪廓線在著色時因筆觸

交疊而使獨立性消失，造成圖地關係不明。以上情況皆使全盲者在對整幅畫作的心像記

憶逐漸模糊後，提高再辨認的困難度；尤其在創作後未能立即以文字註明主題內容時，

作品內容可能從記憶中淡出，一段時日之後，只剩下明眼人仍然能繼續欣賞他們的畫作。

（三）心理建設

但是為了保留再觸讀的可辨識度，刻意不讓複雜的畫面產生，不但背離了繪畫學習與創

意表現的初衷，也失去了看見全盲者潛力的機會。由於多樣視覺與觸覺刺激能活化並改變

大腦的結構，故應該保留這些複雜與豐富的過程，也應該鼓勵仍具光覺或模糊影像的全盲

兒童，即時利用殘存視力開發大腦的相關區域。只是對於這些特別具有天分或繪畫熱誠的

個體，或許要在繪畫過程中告知後續所要面對的辨認問題，將過程中得到的成就與在記憶

中永久保有作品的成就加以區分，給予正面的心理建設，把成就感著重於創作過程的達成。

二、圖像學習與其記憶能力影響創造力的表現

兩位先天絕對盲參與者中 B 的圖像記憶力較弱，教學過程中發現 B 較不容易記得所

寫生過的圖像。而 A 的圖像記憶較強，所展現的企圖心也較為旺盛，對於挑戰新的學習

項目有較大信心。這種差距，使得 A 較常大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故事內容，也願意使用

所學的圖像元素，創造不同的故事內容；也會像 C 一般，主動學習不在原本教學計畫內

的項目，以達成其創作計畫。而相對於 A，參與者 B 的圖像元素與物件間的關係較為簡

單，互動的表達也較為單調。此現象頗能彰顯 Vygotsky（2004）的理論，當個體無法建

立基本資料庫時，難以發揮其相關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由於 B 在六年級時才開始學習圖

像表達，研究者好奇，如果 B 在童年初期即開始教導形狀與結構的細微特徵，是否能讓

圖像轉換的空間特徵更為熟悉而改善這個現象。

三、早年視覺經驗與教育對全盲者的關鍵影響

參與者 C 在繪畫表現上有顯著較佳的豐富性，C 是參與者中唯一仍具光覺與早期視

覺經驗者。C 在前一研究初始已經比其他參與者有較佳的個別物件描繪能力，唯其空間

表現停留在全盲前的樸拙階段，物件皆漂浮於紙面上，沒有前後遠近等空間結構關係，

相當於 4–7 歲明眼兒童的空間發展階段。由於空間關係單調，因此不易表達物件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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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情境。不過，當 C 於前一期教學過程中，快速學會了明眼人在圖像上的基本空間表

現法則後，在本期研究中，即能使用這些表現策略，自由表達心中建構的世界，其內容

的感染力與創造性，甚至比一般進入繪畫表現衰退期的明眼青少年更佳。

C 參與本期研究時已經全盲多年，雖然 C 對於自己畫過的豐富畫面常常無法再辨認。

但這些作品使我們得以窺見當時 C 在心中創造的圖像畫面，記錄了當時大腦中的影像建

構。沒有經過教育，這些視覺記憶無法再鞏固，表現策略無法再精進，大腦中的影像沒

有機會被他人窺見，更無從留下永遠的紀錄。教育在 C 的大腦中顯然再度喚起沉睡的視

覺記憶與圖像能力，並能將新的學習成果快速建立於其上，隨著認知的成熟，發展出相

當於同齡明眼青少年的繪畫表現能力。此結果對 C 本人與研究者都十分鼓舞。

C 與先天絕對盲者 A、B 的差異，說明了即使只是幼年期不完美的視覺經驗與爾後的

殘存光影也會在大腦的圖像建構區塊產生巨大的影響，建立關鍵的神經基礎，此基礎能

大幅增加影像資料庫的細緻與豐富度。在空間關係的表現上，能使教育的影響力最大化；

這是單憑認知成熟仍難以追平的優勢。另一方面，若缺乏教育這些既有的能力無由展現

令人惋惜。以上結果不但呼應了 Smith（2007 / 2013，頁 374）所提出視覺記憶資料的重

要性，支持 Van Boven 等（2000）以觸覺強化視覺皮層的理論，說明了繪畫教育與創造

力訓練對全盲者的重要，擴張了 Torrance（1972）以明眼人為對象的創造力理論。

四、繪畫創作對全盲青少年的正面影響

參與者與師長在參與過程，以及課程後的談話中多半表達繪畫活動的參與在多個面

向激發參與者的樂趣與信心。參與者皆認為繪畫活動使她們在課業學習與日常生活外有

一穩定的樂趣，能抒發情感並有所達成。參與者 B 認為，因為參與研究而較能在美術課

跟上明眼同儕的學習進度並完成作業。A 的家人、同學、老師都給予繪畫學習諸多正面

評價，包括能學習色彩認知與圖像表現等明眼人具備的基本能力。其教師反應，繪畫學

習讓 A 在上非美術課時，對課程內容提及的物件有較具體的形體概念以及豐富的相關知

識，並對文字所描述的情境畫面有具體概念，有利新知識的學習與記憶，助於在班級中

的表現。C 則以繪畫創作來打發孤獨的下課時間，或以此轉移學校生活不如意時的負面

情緒，並證明自己的價值感。研究者觀察，當參與者完成某項不容易的創作或表現有所

進步，也每每顯現出快樂與自豪的感受。以上都說明繪畫創作活動帶給參與者的不只是

功利與應用上的實質利益。繪畫學習與創作表現的過程本身即具有舒緩情緒、建立信心、

自我實現等功能，也能受到他人的肯定，有助滿足 Maslow（1943，1954）需求理論之中、

高階層的需求，對容易敏感而自信低落的全盲青少年而言具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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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以下就本研究各方面的發現提出研究結論。

一、寫生與自由聯想策略能增加全盲青少年的圖像創造力

比較參與者參與研究前後的繪畫表現，參與者的繪畫創造力在諸多面向例如：思想

內容的獨特性與新異性、對既有概念與經驗等的重組與再定義、執行上的流暢性、遇

到困難的變通與解決能力、作品的豐富性與傳達性等都有各自的進步。以上結果支持

Kirby、D’Angiulli（2011）提出繪畫活動能提升盲人創造力的看法。

二、訂定教學目標

（一）確實瞭解實際視力、視覺經驗、視覺記憶能力有助於訂定適當的

目標與期望

早年短暫的視覺經驗，或者當下薄弱的光覺都使全盲個體具有顯著的學習優勢。學

校、父母、或手冊上提供的資料不見得能適用美術教師的需求，教師需要敏銳地觀察與

測試儘量瞭解。視力條件與視覺記憶能力的不同會直接影響作品的外觀，以及學習的起

始點與限制；自然影響教師教案的設計、教材與教具的設計，以及學習成就的期望。

（二）事先調查學習動機與興趣，以修正課程規劃

至於繪畫學習的主題內容，可以直接詢問學生的意見作為參考。因為全盲者的學習

經驗與明眼人相差甚大，尤其青少年對於各種知識的名詞已較豐富，對於自己「知道」

定義卻沒「具體想像」的名詞感到抽象，通常會好奇想要瞭解，因此產生繪畫的動力。

（三）認識學生的特質，以鼓勵與遊戲的心態誘導

參與者不見得都善於圖像表達，但略為相處後都會分享心事，使研究者有機會瞭解

其內心世界。教師要作學生的朋友，才能深入認識他們。對於學生的寫生表現，教師應

該先找出優點給予肯定，之後再提供修正的方向。但在自由創作的部分，無論是自由聯

想、說故事、想像力接龍等，都應該以鼓勵、輕鬆、遊戲的心態來對待，誘發學生拓展

原本單純的發想片段，成為豐富完整的情境內容。

（四）對於有繪畫天分的個體，給予足夠的挑戰以滿足其動機

對於學習力良好、有企圖心、有興趣的個體，應彈性增加寫生的物件類型與創作題目難

度，滿足其學習慾望，增加成就感。例如：本研究給予更多品種的動物、更複雜的人物動作，

另外還因應參與者要求增加了對明眼人都十分不容易的貝殼寫生等以助其達成作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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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圖媒材與時間

（一）水彩、彩色筆等對色覺者有吸引力，但辨識上仍具挑戰性

紗網繪圖板與 70 磅影印紙，配合標註了色彩名稱的彩色旋轉蠟筆，目前仍是經濟實

惠功能性佳的畫具。至於彩色筆等彩度較高的媒材，容易吸引有光覺的學生使用，使作

品效果更加強烈。但因為筆跡在乾了之後觸感模糊，不但絕對盲無法辨認，光覺者也頗

有難度，但因為可以滿足個別學生的創作需求，可視狀況給予嘗試。

（二）較大的紙張增加複雜的情境內容，但需更多視覺記憶處理

寫生部分建議使用 A4 紙張，以方便控制紙張的方向性與圖像的空間關係，較小的紙

張也較沒有畫錯換紙的壓力。在創作自由情境畫時則使用 A3 尺寸，則容許畫出較大圖

像，細節不易混淆，使絕對盲者較容易觸讀，畫出較豐富的內容。但較大的紙張，需要

較強的構圖記憶，才能統合畫面的整體結構與細節；對於初學者或部分全盲者可能較有

壓力。教師需要仔細觀察做出適當的選擇。

（三）色筆提供點字標籤，鼓勵以物體固有色表達

鼓勵學生使用物體的固有色來描繪輪廓，如此一來即便輪廓不十分完美，觀眾也能

輕易區分物件與物件、主題與背景間的不同，有助觀眾感受多物件組成的圖像情境，提

高圖像解讀效率，使創作者產生較高的成就感。教師若能適時鼓勵自行換色，便能讓學

生注意色彩的意涵與各種物件的固有色。色筆提供點字標籤十分重要，賦予觸感一樣的

畫筆不同的涵義，在透過點字選色的過程中，學生更容易主動詢問色彩的相關知識與明

眼人的心理感受，對繪畫表現與日常生活的色彩概念建立皆十分有利。

（四）足夠的教學時數是教學成功必要因素

足夠的教學時間十分關鍵。本研究每週至少有連續一個鐘頭以上的完整時間供正式

學習。每次上課前，除了先聊聊參與者在學校及家庭生活中經歷的事情，也會複習上週

學過的圖像和繪畫方式，接著才進入該堂課的繪畫主題。如此，通常能在聊天的狀態下

自然發展出某個主題。如果時間緊迫就不容易保有輕鬆遊戲的心態，自由聯想的發展過

程便往往流於形式，成為做作業般的負擔，缺乏樂趣後難以誘導出豐富的創造力。

四、如何啟發想像力與落實創造力

（一）從單一物件的描繪學習出發，豐富創造力展現的基礎養分 

如 Vygotsky（2004）所言，創造力並非從無到有，而是產生於個體既有的知識、概

念的資產上。因此單一物件的認識與表現力是構成圖像創造力的基礎之一。教師需要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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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給予全盲學生小型寫實模型觀察寫生，甚至提供明眼人的簡化圖像比對以供刺激討論。

從多樣的單一物件練習開始，可以歸納累積對色彩、造型、空間的理解，擴充其圖像資

料庫，形成個人的圖像語彙以強化創造表現的基礎能力。此外，對各種單一物件各方面

知識上的認識與仔細的觀察過程也有助於促發想像力成為創意的養分。

（二）適當的圖像參考可能補充觸覺轉換資料的不足

研究初期參與者對完全的寫生方法提出修正，希望能知道並學習明眼人的畫法。由

於明眼者在生活中即受到各種圖像影響，臨摹法也在傳統國畫的學習扮演重要角色；因

此研究者開始提供簡化圖形給予必要時的參考。為避免僵化的複製，研究者詳細解釋如

此表現的原因，仔細對應圖形與物件的特徵；並與參與者討論，共同修正成能夠表達觸

覺特徵，明眼人與盲人都能理解，容易學習，事後又容易觸讀的畫法，期望是一個兼顧

觀察與參考既有圖像，介於寫生與臨摹之間的策略。

（三）以對話激發想像力，創造更有創意的情境

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有的參與者十分具有想像力擅於說故事，有的則否。但自由

聯想的對話都能誘發更多的想像力，活化枯竭的想法。例如：寫生蛋糕時可引導學生說

出相關的經驗，並延伸更多的故事想像。若學生對蛋糕口味念念不忘，就誘發創造出其

他的口味與造型，討論這些口味有哪些特徵與故事？需要哪些造型與顏色來表達？蛋糕

放在什麼樣的器皿上才能顯得適當？誰來吃這種蛋糕比較適合？吃了之後會有什麼結果

等。透過對話綿綿不絕的想法就能被引導出來，不但使過程活潑愉快，也能提升創作的

動力。

（四）發還畫作並以點字／文字記錄繪畫內容，幫助創作者回憶作品內容

教師應鼓勵青少年學生以點字紀錄繪畫主題與內容，以利圖像學習與記憶。較小的

兒童，則可由教師或家長協助文字記錄，至少明眼人能提供創作者相關的線索以回憶繪

畫內容。在理想狀態下，圖畫應給予學生裝在活頁的畫冊中帶回，並記錄重要內容。本

研究因為研究需求，無法發還畫作，易使參與者記憶模糊，造成再辨識的困難，尤其當

圖像內容豐富時更是如此。

五、適當的教師特質對創造力教學至為重要

由於創造力教學的特質以及全盲者的特殊需求，教師需要有以下能力與特質。

（一）口述影像能力

全盲學生除了觸覺以外，大量仰賴教師口述內容來連結或理解各種狀況。因此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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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能力將概念或觀察結果以口語表達出來。例如在解釋景物、圖像、空間，以及色彩

意涵時，教師的口語能力除了用字精準外，還需有系統地、深入簡出地、同理心地描述

所看到的世界或抽象的情境。並善用譬喻類比連結學生熟悉的舊經驗，產生較具體的新

概念。

（二）豐富的基礎知識

在學習的前兩個階段研究者皆不斷補充描繪對象在現實世界的相關知識，以深化參

與者對其之全面性瞭解。例如：某動物的實際外型、比例、習性、生命週期，生態環境

等各種相關知識，讓參與者在後期創造情境畫時，有較多的具體資料可以運用。因此，

教師設計課程主題時也需一併提升自身的正確知識。

（三）敏捷周全的思路

教師具有機智的反應力，才能即時捕捉參與者的思緒，激發各式各樣的想像情境。

如果教師本身是思路敏捷又有創意思維的人，學生就更能享受腦力來回激盪的樂趣，而

發展出意想不到的繪畫結果。此外，教師對於教學設計有清楚的整體規劃時，也容易適

時聯結新舊學習內容，使其緊密結合提升學習效率。 

（四）耐心、正向的個性

由於全盲者的感知限制加上個別差異，在繪畫學習的任何階段都需要教師耐心的引

導與講解。遇到學生挫折時，得仰賴教師正面的態度看到其優勢，並用同理心理解問題

所在，嘗試找出解決之道。當教育是以提升個體為最終目的時，教師自然要能顧及學生

全面成長，有時也需扮演陪伴者的角色，營造安全愉悅的學習氛圍。

六、全盲者如同明眼人一般，能發展出各自獨特的繪畫風格

三位參與者的繪畫風格明顯互異。她們過去的視覺經驗、視力條件、肌肉控制力、

人格特質、生活經驗、興趣喜好、圖像學習能力，以及思考風格等因素，皆會影響其繪

畫風格；其中部分因素也會自然影響繪畫內容。因此，同樣的教學仍會自然引發出互異

的繪畫風格。

七、表達陸生哺乳類與鳥類的側面難度較正面高

參與者對表現動物角度有不同的偏好。雖然各陸生種動物皆被教導描繪正面、側面、

與背面。但在創作中以側面表達的頻率似乎與繪畫記憶能力以及視覺經驗有關。例如：

只有 A、C 能夠自然採用大象、兔子、鳥的側面。推測側面的結構非對稱性，較正面複

雜許多，繪畫時所需的記憶量較大，且陸生哺乳動物的身體結構與人類相似，因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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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容易放棄沒有對稱性的側面，改以不典型的正面或背面表達動物。至於水生的動物如

鯨、鯊、魚等只寫生過上面與側面，因此未發現正面的表現。

八、人物畫是重要繪畫主題，持續吸引青少年學習動機

研究者在研究初期即修正了教學時間、教學主題、與寫生策略等設計。課程主題的

修正因應參與者的喜好與建議增加了「人物寫生與情境創造」及「夏天的聯想」兩人物

主題。人物是各類圖像表現的重要內容，雖然已經於一年前大量學習過，是當時的學習

重點之一，但三位青少年仍然興趣濃厚，認為需要更深入學習。這種對圖像內容之需求

與明眼個體一致。

九、繪畫是整合大腦各部分功能的創造性活動

當學生最後能畫出有創意的繪畫時，便不再只單純地物件觀察與圖像法則學習而已，

而是必須把一整組的人、物，安排在適當的時空，形成具體的主題。這樣的聯想活動，

透過繪畫教育來完成，因為要傳達意義，必須考慮到觀眾的觀點，所以自然越來越能深

入學習圖像法則。另一方面，因為聯想與口語互動，激發其運用既有的經驗、知識、思想、

情感，突破固定的思考模式，創造出新的情境組合，或加入天馬行空的新穎想法。在技

術上，為了把抽象的想法具體地表達出來，必須複習或補充學習新物件的畫法、思考表

達物件間的關係、選擇或學習適當的構圖安排，是一件必須動員大腦各部分功能的創造

性活動。因此所受益的不應僅僅是繪畫技術，還包括個體對主題相關概念與經驗的連結

力、異位思考力、統籌計畫力、執行力，與想像力的激發，最終才能提升創造力。

十、研究限制與價值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質教學研究，觀察檢討後提出全盲繪畫教育的可能策略。此系列

研究，從未知開始摸索，挑戰全盲兒童如何以視覺的媒材表現腦中所認識或幻想的世界。

或許研究結果目前無法全盤或直接轉移到大班級教室內；但是已歸納觀察結果，提供觀

念上的改變方向，並提出實際可行的方法，使沒有視覺，或是僅有微弱視覺的全盲者可

以使用視覺媒材創造傳達出心中的想像世界。本研究提醒教育政策規劃者、學校教育人

員、家長，與視障者本人，大腦是一個可塑性很大的器官，因此不要小看全盲者對嘗試

繪畫的需求與表現潛力，也不應輕忽繪畫教育可能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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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creasing totally blind adolescents’ pictorial creativity through proper 

teaching strategies. Three female adolescents participated the research. Two of them were 

congenital absolute blind (participants A and B), and one became totally blind at age seven but 

retains some weak color perception (participant C). All participants had attended 16 weeks one-

on-one drawing classes one year ago.

According to the participa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pictorial ability, and limits of perception, 

mainly two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adopted to achieve the aim. The first wa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participants’ pictorial database by sketching various kinds of realistic models from 

observation by hands as well as some tactile pictorial references. The second was to inspire their 

imagination through free associatio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verbal interaction in play-mood. 

After 16 weeks of learning, the participants’ pictorial creativity improved in many aspects, 

for instance, the unique thought,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existing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fluency in execution, flexi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he abundance and 

conveying power in the drawings, etc.

Below are several issues to discuss. 

1.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ictorial complexity and subsequent difficulty in 

recognition. When the creator’s ability improved and the picture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1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Desig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Graduate Student / Department of Desig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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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r in content, the contradiction of subsequent difficulty of tactile re-recognition arises. 

Although it makes the adolescents feel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phase 

of creating, the phase of recall and tactile reading afterward will be frustrating.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meanings of making a complex picture and gives suggestions to the dilemma.

2. The ability of pictorial learning and memorization has essential impacts on the pictorial 

creativit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with better pictorial memory also had better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about the basic materials required for 

generating creativity.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intensify the pictorial learning at an early age 

to develop the relative memory ability is an issue worthy of attention from the following 

researchers.

3. Early visual experiences and proper education have crucial influences on the totally blind. After 

learning properly, the participant with early visual experience was comparable in pictorial 

complexity and fineness to the sighted of the same age. 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the other two congenitally totally blind participants.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either early visual experience or subsequent education. 

4. There are many positive impacts of the creative drawing lessons on totally blind adolescent. 

According to the parents, teachers, and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learning and creating 

imaginative drawings had various positive effects, and can help to satisfy the middle to high 

levels i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 research le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Sketching from observation and free-association both help to foster totally blind adolescents’ 

pictorial creativity. 

2. The keys to set the teaching goals:

(1) Understanding the student’s actual eyesight, previous visual experience, and visual memory 

to set proper goals and expectations.

(2) Investigat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s in advance to adjust the lesson 

plans.

(3) Recognizing the student’s attributes to encourage and induce their creativity with a 

mentality of playing games.

(4) Properly challenging individuals with talents to fulfill their ambitions.

3. Suggestions about drawing media and teaching time:

(1) Watercolor and color markers are attractive and challenging for the blind with color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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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per with a larger size can motivate students create more complicated composition and 

details, but it requires a larger visual memory.

(3) 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is necessary to successful results.

4. Four ways to inspire imagination and foster creativity:

(1) Beginning with sketching single objects from observation to enrich the fundamental 

nutrients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

(2) Appropriate tactile pictorial references can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of pictorial data 

transformed from tactility.

(3) Arousing imaginations with free-association and frequent verbal interaction in play-mood 

to create richer scenarios.

(4) Returning student’s drawings after class and noting the content in braille/text to help the 

blind recalling the images of their works.

5. The appropriate teacher traits and abilities are essential for teaching creativity successfully:

(1) Audio description ability.

(2) Sufficient basic knowledge.

(3) Agile and comprehensive thinking.

(4) Patient and positive personality.

6. Every single totally blind individual is able to develop unique pictorial style as the sighted 

people can.

7. To depict the side look of birds and terrestrial mammals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front look. 

8. The human portra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hat keeps attracting adolesc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9. Drawing can be a creative activity that requires integrating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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