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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宗旨乃是從「日常生活美學」運動所揭示的「尋常體驗遍是美感」觀

點出發，以後設認知理論為主軸，整合自我決定等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暨中外教學

現場之研究案例，綜整闡析美感體驗的全觀性質以及開放的心靈、興趣與關注、啟

動想像力、探索與發掘、產生洞見等五項全觀性美感體驗要素在教與學上的意蘊。

主張學習者若能經由教導者適當的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引導，藉互動性、動態性與

多構面性之後設認知學習鷹架，以產生深層興味與自主性之轉化學習，將有助於學

習效果之提升與生命意義之豐實。期盼此種跨領域、將理論融入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全

觀性美感體驗視野能夠提供教師實務教學、強化學生學習效果以及我國美感教育政

策制定若干參考意蘊。 

關鍵字：日常生活、全觀性美感體驗、自我決定理論、後設認知理論、美感體驗要素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open-mindedness, interest and attentiveness, imaginative 

inspiration,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nd insightful creation as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of 

holistic aesthetic experience, conducive to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subj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ervasive in the ordinary 

espoused by the movement of aesthetics in everyday Life. The paper revolves around the 

metacognition theory to integrate conceptualiz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pertinent to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longside analysis of pedagogical cases.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holistic natur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emanates from metacognitive processe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s to elicit cognitive, affective, imaginative and symbolic dimensions of 

beauty, leading students to move within and across various aesthetic fields of 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is highlighted for facilitating students’ 

holistic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embedded in the aforesaid five elements.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characteristic of interactivity, dynamicity and multiplicity, guides students to 

see through the ordinaries and appreciate the extra-ordinaries of knowledge culminating in 

holism of beau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eleas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holistic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stimulates aspiring students not 

only to excel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to seek a richer life meaning. Hopefully,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olicy-makers and 

teachers. 

Keywords: everyday life, holistic aesthetic experienc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etacognition theory, aesthetic experien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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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美感教育近年來已逐漸從藝術專業領域擴及其他學科範疇。例如，以藝術為本之生活

探究取徑的教學法漸興於 1990 年，並自 2000 年以來蓬勃發展，且含括醫藥、商業、科學、

工程、自然等領域（Sinner、Leggo、Irwin、Gouzouasis、Grauer，2006）。此一教學法的

核心概念係以藝術之知（poiesis knowledge）為扣連理論之知（theoria knowledge）與實踐

之知（praxis knowledge）的關鍵要素，於生活中形成動態之學習與知識的三度空間 

（Irwin、Cosson，2004；Pourchier，2010）；因而在教導者與學習者透過全觀性美感體驗

學習與共創意義的過程中，理論與實踐達到充分契合，學習效果亦能呈現最佳化狀態。就

國內而言，我國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

中亦清楚揭櫫「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也是生活的重心之一……藝術學習能夠促進、連

結與整合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教育部，2008：225）。 

惟教育研究在實證科學典範長期領導下，一直比較強調效率與控制；我國學校課程因

受升學主義影響也向來較著重知識技巧，而偏廢感受。雖然我國的美學教育政策、美學探

究已逐漸呈顯關注美感體驗能力的養成（例如：周淑卿，2005；陳瓊花、林世華，2004；

教育部，2005，2011a）；亦有將美感體驗應用於教學實場以培養學生相關能力素養暨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案例，諸如：資訊－蔡宜珊（2005）；科學－江欣穎（2008）；綜合活

動－陳麗文（2008）；生活－曾肇文（2008）；語文－徐靜嫻（2006）、曾玉萱（2007）；數

學－張英傑、張素宜（2008）與侯雪卿（2011）；情緒－李雅婷（2002）；品德－林家正（2006）、

劉秋和（2007）；藝術人文－林佳燕（2003）、洪詠善（2005）、陳玉婷（2007）等。但終

究仍如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針砭，藝術與美感教育之實施由於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學校

教學並未能正常化、實踐概念強調技術層面的訓練而過於狹隘、欠缺統籌之主政單位等因

素而未能驟功，故美感教育除了政策原則性的宣示外，還有很大增進空間，才能較具普遍

與成效性（教育部，2010），美感體驗之實際施行於教學現場也猶待努力。 

Degravelles 在 2012 年出版的課程理論建構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Theorizing）

所刊載的一篇論文中申論，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學科，表面上看起

來彼此獨立而沒有共通性，惟總括觀之，各類學科都可被描述為具有美感的景觀（landscape 

of aesthetics）。為增進美感體驗教學之理解與實施，本研究進一步闡明 Degravelles（2012）

學習就是徜徉於美感的景觀論述；從「日常生活美學」（aesthetics in everyday life）運動所

揭示的「尋常體驗遍是美感」（aesthetic experience pervasive in the ordinary）觀點出發

（Davies、Higgins、Hopkins、Stechker、Cooper，2009；Saito，2007），以後設認知理論

為主軸，整合自我決定相關理論與實證發現，並佐以教學案例，綜整分析美感體驗的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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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holistic）以及其主要構成要素；強調跨領域、各學科均可透過全觀性美感體驗（holistic 

aesthetic experience）的培養與導引，達至教學以及學習之品質與效果的提升。 

教育哲學家 Dewey 在其 1934 年藝術即體驗（Arts as Experience）書中提出名為「一

個體驗」之全觀性質的經驗；Pugh 與 Girod 等並進一步強調，「藝術即體驗」乃指吾人所

產生的美感體驗具有全觀性質，與一般片面的經驗（fragmented experience ）不同（Pugh、

Girod，2007）。全觀性美感體驗與片面的經驗之區別在 Hadzigeorgiou、Fokialis、

Kabouropoulou（2012），以及 Van der Hoeven Kraft、Srogi、Husman、Semken、Fuhrman

（2011）的論文中也清楚地有所闡明。他們指出，若從較為傳統的視野去理解美感，會較

著重於片斷的、欣喜的、主觀的暫時性經驗；惟就全觀性質的美感而言，則美感不僅是從

日常生活片斷的美與驚奇出發，更能昇華為轉化性體驗（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也就

是說，具有全觀性質的美感體驗植基於日常生活的經驗，並可進一步轉化這些經驗為新的

概念、行動、知覺與價值觀，並賦予其新的且具有影響力的意義。 

貳、研究目的與取徑 

雖然相關文獻對於全觀性美感體驗能促進跨域學習有所闡發，然而在此一課題之理論

與概念架構的建立方面仍處於持續發展階段。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以文獻回顧、理論之

耙梳與整合，以及案例探討的取徑，更進一步論述全觀性美感體驗對教與學之意涵。 

首先，本研究從後設認知理論（metacognition theory）的觀點切入。所謂後設認知係

由 Flavell 於 1970 年代末所提出的一項概念，在於說明「關於認知現象的認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ve phenomena）、「關於思維的思維」（thinking about thinking）（Flavell，1979：

906）。繼起的相關研究大略循之界定後設認知為：（1）吾人對自己思維與學習的知曉、檢

測與掌控（Cross、Paris，1988；Martinez，2006）；（2）吾人對自己思維的覺知、概念內

容的覺知、認知過程的主動掌控；能有效管理自己的思維與感受，並為進一步學習而嘗試

調整己身認知過程之關係，以及應用一系列有效啟發手段以幫助吾人組織解決問題的方法

（Hennessey，1999；Kuhn、Dean，2004）。也就是說，後設認知能使吾人回憶、擷取與

部署從特殊問題脈絡下所習得的特殊策略並應用於相似但新的脈絡中，故後設認知常被定

義為一種執行涉及檢測與自我調整的形式與智能（McLeod，1997；Schraw，1998；

Schneider、Lockl，2002）。 

本研究以後設認知理論為基礎，參照日常生活美學運動的主要概念，整合自我決定相

關理論與實證研究，透過後設認知具有互動性（interactivity）、動態性（dynamicity）、多

構面性（multiplicity）之學習鷹架所涵養的全觀性美感體驗，闡釋藝術之知何以能對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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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以及實踐之知產生關鍵扣連作用。就後設認知理論衍生出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而言，本研究闡明學習效果的最佳化有賴於內在動機（internal 

motivation）的啟動，導向較為全面的認知與實踐（Beckmann、Heckhausen，2008）。傳統

的自我決定理論強調內在動機有兩個重點，其一為興趣（interest），其二為愉悅（pleasure）

（Li、Lee、Solmon，2005）。晚近關於自我決定理論的實證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內在動機

與認同（identity）有直接相關性。內在動機能促發對於學習目標產生興趣、愉悅感之外，

並且產生與自我扣連的意義（Milyavskaya、Koestner，2011；Schuler、Sheldon、Frohlich，

2010；Vlachopoulos、Kaperoni、Moustaka，2011）。換言之，最佳化之學習效果表現於高

程度之自我涉入（self-involvement）與自我投入（self-engagement）；也就是學習者知覺到

資訊與自我切身相關而油然升起關注之興趣與喜悅，在主觀上傾向肯定自己有處理資訊的

效能（efficacy），在客觀上願意尋求處理資訊的更好方法，進而積極充分了解、內化、應

用並身體力行所習得的資訊處理成果。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參照後設認知理論，主張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具有互動性、動態性

與多構面性。此一論點超越傳統感官（sensual）學派與認知評鑑（cognitive evaluation）學

派之範疇，強調感官性（sensuality）、情緒性（emotionality）、認知性（cognitiveness）的

交互運作所構成的全觀性美感體驗（Rozendaal、Schifferstein，2010）。也就是說，人類美

感體驗之形成，非僅侷限於感官層次或認知評鑑層次，而是能透過後設認知過程對事物產

生興趣、愉悅感，並且獲得與自我扣連的意義。同時，本研究亦致力於分析美感體驗之全

觀性質以及其主要構成要素：開放的心靈、興趣與關注、啟動想像力、探索與發掘、產生

洞見；主張美感體驗教學應從日常生活的體驗出發，而非僅著重精緻藝術所標榜的超凡、

高峰體驗（extraordinary and peak experience）。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學習者經由感官性、

情緒性、認知性的交互運作，獲得具有互動性、動態性、多構面性的全觀美感體驗。 

這種體驗可使其因神入（empathy）而心領神會、神馳（transportation）而思緒飛揚，

以及投入（engagement）而身體力行。因此，學校教學應導引學生趨向此五項美感體驗要

素，以培養日常生活尋常體驗中之美感體驗能力，融學習與生活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

五項美感體驗要素與全觀性質之美感體驗，必須彼此互為因果，發揮完整的交互作用。這

樣的全觀性美感體驗將一方面可增進學生的創造力，另一方面亦可強化自我、人我以及我

與環境間的互動品質，有助於各學科整體教學效能之提升。 

簡言之，本研究依據晚近相關學者專家對於具有全觀性質的美感體驗所做之分析與闡

述，界定全觀性美感體驗乃是：來自於人們對其日常生活所接觸之人、事及物進行觀察、

探尋、想像、反思之後所產生的轉化性體驗；此種體驗經由感官、認知、感情之交互作用，



陳玲璋 

114  藝術教育研究 

產生與自我概念扣連之內化過程，因而能對現有之知識、價值與意義進行持續反思及調

整，而能跳脫僵化之習慣，在鉅觀與微觀的構面中追求平衡點，成為能產生轉化效果的美

感體驗（Hadzigeorgiou 等，2012；Van der Hoeven Kraft 等，2011）。為主要教導學生以敏

銳眼光來觀察、了解外界事物，建構自我的價值意義，並以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覺、

感情、想法與看法之藝術教育學習的核心，也與個人或團體在食、衣、住、行、育、樂方

面的知識、技能和情意外顯的生活素養息息相關（陳瓊花，2008；藍惠美、林明助，2008）。 

再者，本研究針對 Kinnebrew、Biswas（2011）與 Girod、Twyman、Wojcikiewicz（2010），

以及周淑卿（2010）等學者所做的案例加以探討。而能進一步佐證本研究之主張：具轉化

性質的全觀性美感體驗可藉助後設認知以及自我決定理論主要概念所涵養，並在各類學科

中扮演啟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果的關鍵角色。此外，歸納、提煉出蘊涵著五項美感體

驗要素的三項可提升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之基本認識，闡明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之宗旨乃

在誘發內在學習動機、善用適當後設認知學習鷹架、獲得轉化性洞見之自主性學習。如此，

期能有助於將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融入各類學科之中，並增進教學效果。 

參、理論背景 

一、美感體驗：發端於日常生活 

教育哲學家 Dewey（1934）於藝術即體驗書中指出，美感體驗發端於日常生活中的體

驗。美學學者 Irvin（2008）於尋常體驗遍是美感（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aesthetic in ordinary 

experience）文中則闡述，雖然許多日常生活的體驗是簡單且尋常的，但其中確實充滿了

美感的性質；同時，日常生活體驗中的美感關注（aesthetic attention）可以提供生活中更

大的滿足，以及對於我們追尋價值意義的能力有所貢獻。並且強調，如果美感經驗僅限於

與藝術和自然的接觸，居住或工作環境處於都市或城郊的我們，由於居住於缺乏美感的結

構中，就無法將藝術融入生活。但其實只要選擇去注意，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一種每一時

刻完全唾手可得的美感性質。美學領域（discipline of aesthetics）相對忽視日常生活領域是

不適合的，因為日常生活領域所提供之重大滿足，其性質並不同於得自藝術與自然的經

驗，也無須刻意遊歷特殊場所諸如藝術、博物館，或自然保護區等。 

多位美學學者包括 Davies 等（2009）、Light、Smith（2005）、Saito（2007）和 Shusterman

（2000）亦分析，自 21 世紀初，美學領域出現重大變革，一項稱之為「日常生活美學」

的運動積極展開。此項運動主張，美感體驗不應侷限於感官學派與認知評鑑學派之範疇，

應超越精緻藝術之純美觀或深度認知評鑑觀；而將美感體驗與日常生活之各項事物緊密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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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以突顯「尋常體驗遍是美感」。 

二、後設認知與美感體驗之全觀性質  

上述「尋常體驗遍是美感」之論點，顯示出全觀性美感體驗與後設認知之相關性，茲

加以闡述之。多位美學教育學者指出，具有全觀性質的美感體驗會導致吾人與周遭世界關

係的轉化（Pugh、Linnwnveink、Kelly、Manzey、Stewart，2006；Girod 等，2010）；詳

言之，全觀性美感體驗具有認知、情緒與象徵等總合後設認知的全觀性質，因而也同時具

有轉化性質，應用全觀性美感體驗於跨域學習，則其與後設認知理論之相關性就益愈明

顯。Pugh、Girod（2007）發現，後設認知鷹架（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原則應納入於

課程建構與教學方法之中，使教與學的過程不僅僅是理論之知與實踐之知的傳授與解惑，

更重要的是透過可引發全觀性美感體驗的藝術之知，在後設認知學習鷹架輔助下，使學習

者先對學習內容產生熱情，進而令其在行動（action）、知覺（perception），以及價值觀的

建立（valuing）上均能產生轉化並加以體現於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說，在教與學的過程

中，後設認知鷹架的搭設極有助於學習者產生全觀性美感體驗，進而能對於各種不同學科

的理論之知與實踐之知有所轉化而提升其整體學習效果，並豐富其生活內涵與生命意義。 

根據後設認知心理學以及從該學派所衍生出的自我決定理論，吾人認知效果之最佳化

（optimization）首賴啟動內在動機，也就是自動自發、願意關注，並適當分配認知、情緒、

想像之資訊處理資源（information-processing resources）的動機。尤其重要的是，後設認

知心理學家特別著重搭設後設認知鷹架。此一鷹架包含兩大元素：後設認知知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後設認知調節（metacognitive regulation）能力。所謂後設認

知知識，乃是對於自我認知過程的全面觀照，充分知覺在認知過程中擷取正確資訊、修正

錯誤資訊、重新建構妥適的認知基模之原則。至於後設認知調節能力，則為在眾多資訊

中針對具有高度相關性資訊之選擇（ selecting）、將所選擇的資訊處理之後留存

（maintaining）於記憶系統之中、更新（updating）原有之相關資訊，進而重新組合原

有之概念、信念與價值觀（Lopez、Pellegrini，2011；Van Brvel、Xiao、Cunningham，

2012；Wernke、Wagener、Anschuetz、Moschner，2011）。簡言之，後設認知能產生全

觀性質的體驗並具有： 

1. 互動性：自我、人我，以及我與外在環境互動過程中擷取、選擇、留存、更新、 

重新組合資訊，以使認知效果更通透且更符合主、客觀之契合度。 

2. 動態性：在不同的認知脈絡中，降低認知阻撓因素（inhibitor）之負面 

影響並增加認知促進因素（facilitator）之正面影響，以使認知過程能儘量超越認

知脈絡的限制，彈性並動態地在各脈絡中獲得最佳的認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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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構面性：認知效果呈現於認知面深度與廣度的提升、感受面靈敏度之強化，以 

及更能領悟價值與意義面的蘊涵，從而將認知效果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由單構

面到多構面，體現於相對應的生活情境之中。 

由上可知，由後設認知所形成之全觀性體驗來自於人們對其日常所接觸之人、事及物

進行觀察、探尋、想像、反思之後所產生的轉化性體驗，經由感官、認知、感情之交互作

用，產生與自我概念扣連之內化過程，因而能對現有之知識、價值與意義進行持續反思及

調整，故能跳脫僵化之習慣，在鉅觀與微觀的構面中追求平衡點，成為既見樹又見林之全

觀性體驗。 

將「尋常體驗遍是美感」之論點與後設認知之全觀性體驗特性加以對照配合，顯示後

設認知理論可提供「尋常體驗遍是美感」論點更趨完備的理論基礎。在這個理論基礎上，

秉持「尋常體驗遍是美感」論點的美感體驗學者，包括 Lussier（2010）、Rozendaal、

Schifferstein（2010）與 Kinnebrew、Biswas（2011）等所闡述美感體驗應為全觀性質之主

張，就愈為圓熟。這些學者的研究指出，美感體驗乃是感官層次、認知評鑑層次、意義構

築層次共創與共構的結果。因此，具有全觀性質的美感體驗，來自於對事物產生興趣、愉

悅感，並且獲得與自我扣連的意義。換言之，全觀性美感體驗搭配後設認知理論所形成的

定義，不同於感官學派（例如：Desmet、Hekkert，2007）與認知評鑑學派（例如：Leder、

Belke、Oeberst、Augustin，2004）的觀點。感官學派側重耳眼舌鼻身五感所引發的感官愉

悅（delectable）與情緒激盪的直覺（visceral）美感，難免較易落入受限於賞心悅目的純

美窠臼，甚或易於走向絢爛卻華而不實的膚淺之美。認知評鑑學派則過於強調專業知能對

於美感產生的重要性，定位美感為高級文化（high culture），甚或有意地忽略或貶抑庶民

文化與庶民美學，以致將缺乏或不擅長理解與獲取進階知能的人排除於鑑賞（evaluative）

美感的範圍之外。 

不論是直覺美感或是評鑑美感，均有所偏頗，係將感官、情緒、認知予以三分，較不

易引發全觀性美感體驗，未若後設認知理論能緊扣互動性、動態性與多構面性的原則，並

能充分體現全觀性美感體驗於日常生活中。茲舉 Rozendaal、Schifferstein（2010）關於物

品設計之美感體驗的實證研究為例，說明日常生活美感體驗的全觀性質。該研究在關於

423 個物件的反應分析中發現：全觀性美感體驗含括四個主構面與七個次構面（如圖 1），

主構面為：感官（sensing）、感受（feeling）、思維（thinking）、作為（doing）；次構面為：

社群性（sociality：神入、社會連結、仁慈）、審美性（aesthetics：多元、簡潔、和諧）、

安適性（comfort：珍愛、新穎、飽足、安寧）、能動性（agency：能耐、自主、規訓）、聯

想性（association：夢幻、懷舊、體認）、生動性（vitality：整全、固定、活力、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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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性（progression：學習、洞察、挑戰、發現）。四大主構面乃是後設認知理論所謂的

後設認知鷹架的主椽（mainstay），七個子構面就是鷹架中的連接橋梁（connecting 

bridges）。主椽的功能是於認知過程中對美感資訊進行擷取、選擇、留存、更新、重新組

合，以達成主、客觀美感之契合度；橋梁的功能在於超越認知脈絡的限制，彈性並動態地

在各脈絡中獲得最佳的美感資訊處理效果。主椽與橋梁彼此環環相扣，使美感體驗提升認

知面的深度與廣度，強化感受面的靈敏度，領悟價值與意義面的蘊涵。因而美感體驗由內

而外、由近而遠、由單構面到多構面，體現於各種日常生活相對應的情境之中。由此一實

證研究，反映出全觀性美感體驗乃經由後設認知過程所涵養，能全方位動態地整合感官、

情緒與認知，而與偏重感官美感的純美以及偏重評鑑美感的高文化之美有所區別。也就是

說，全觀性美感體驗更能貼近日常生活，從尋常甚至不起眼的事物體察並淬取認知、情緒、

感官三者共同產生的互動、動態與多構面之美。 

 

圖 1  日常物品引發美感之多重構面 

資料來源：Rozendaal、Schifferstein（2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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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觀性美感體驗應用於教學 

Hadzigeorgiou 等（2012）指出，全觀性美感體驗有助於跨域學習的命題，並非是所

有相關學者專家都同意的；尤其，以科學教育為例，有不少人認為，科學教育的目的是研

究客觀事實，而全觀性美感體驗則主要源自於主觀，故與科學追求客觀事實的規準有所牴

觸。但晚近逐漸出現若干科學教育研究者提出重大修正，他們強調，藝術雖有主觀的成分，

惟其並不妨礙客觀事實的追求，反而更能將客觀的事實進行轉化，超越主觀與客觀的截然

二分、推理與想像的僵固對立、現實與理想的生硬割離，使科學的知識與概念成為真正創

意與創新的推力。也就是說，全觀性美感體驗所蘊育的轉化性體驗可適用於各類科目的教

與學之中。 

本研究前曾提到，根據晚近從後設認知所衍生之自我決定理論的實證研究，學習之內

在動機能促發對於學習目標產生興趣、愉悅感，並產生與自我扣連之意義。不少學者的研

究亦顯示，由後設認知所涵養之全觀性美感體驗恰能有效啟動上述學習的內在動機，並進

一步佐證全觀性美感體驗應用於教學，可促使學習者經由互動性、動態性、多構面性的後

設認知之學習鷹架，而能全面觀照自我的認知過程、充分知覺在認知過程中擷取正確資

訊、修正錯誤資訊、重新建構妥適的認知基模，以助其在學習過程中透過觀察、探尋、想

像、反思之後獲得轉化性（transformative）的學習體驗（例如: Hadzigeorgiou 等，2012；

Van der Hoeven Kraft 等，2011）。茲以下列教學案例進一步說明全觀性美感體驗應用於

教學時，如何發揮促進教學效果的功能。 

一、案例 1 

Kinnebrew、Biswas（2011）的一項實驗可展現學習者在八年級自然科學課程中經由

後設認知所涵養出的全觀性美感體驗，該實驗使用隨時可自動上線的電腦學習環境，藉虛

擬之被教導角色 Betty 讓學習承擔教師之角色與責任，並以導師角色 Mr. Davis 提供即時

回饋，使得學習者在與 Betty 及 Mr. Davis 交互作用下，藉教導而學習（learning-by-teaching）

之方法，獲得對全球氣候變遷科學主題之理解。令學習者經由即時（spontaneous）、反思

（reflective）回饋的迴路機制（loop mechanism），針對學習文本進行閱讀、編輯、詢問、

解釋及小型測驗等活動，而獲得教學者與學習者雙重觀點的知識地圖建立方法（knowledge 

mapping methods）。教學者的知識地圖在於描繪如何有效組織、詮釋、教學資訊並檢驗其

成果的過程；學習者的知識地圖則顯示如何有效接收、理解、應用教學資訊的過程。學習

者在此實驗中經由扮演教師暨學習者雙重角色的交互體驗，認知並感受到教與學過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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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的美感來自於所教授的知識被理解後的滿足；學的美感來自於所學習的知識被實

踐的成就。理解的滿足與運用的成就，從相對到統合，成為學習者全觀性美感體驗的再現

（representation），達到教與學之品質與效果的最佳化。 

此一實驗乃以後設認知體現社會建構的學習架構為基礎，提供學生自我導向與開放的

學習（Biswas、Jeong、Kinnebrew、Sulcer、Roscoe，2010），這樣的學習令學生置身於類

似日常生活社群互動的情境，並且充分發揮其潛在的能動性，既能從學習者的角度主動學

習，也能從教導者的角度反身幫助自己有效學習，同步感知教與學之美，進而從如是教與

學的全觀性美感體驗獲致轉化體驗。因此，學生成為主動學習、心靈開放、更加願意並

能夠想像及創意、探索與知識相關的多重面向之學習者。於是，學生可產生更豐富的

學習創見。 

二、案例 2 

美學教育學者 Girod 等（2010）執行一項關於全觀性美感體驗與學習效果的縱貫性

（longitudinal）實驗，在這一項為期九個月的研究中，實驗對象為 10 至 12 歲的小學生，

所研習的課程是自然科學。該研究將實驗對象分為兩組，每組男女人數相等；第一組為實

驗組，使用全觀性美感體驗的教學方法；第二組為對照組，使用一般傳統的自然科學教學

方法，全觀性美感體驗的教學方法包含三項策略構成要素：（1）引發學習者對學習資訊的

驚奇與熱忱；（2）改變思考世界的方式，幫助學習者重新觀看世界；（3）與學習者個人經

驗整合並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為落實三項策略構成要素，具備充分的全觀性美感體驗知

能之實驗組老師，帶領學習者經歷九個月的學習過程，透過諸如實地體驗、模擬應用、相

互激盪、協力互助等學習方法，令學習者在自然科學的相關領域方面獲致較為深度的理

解。該研究並針對學習動機（包括興趣、愉悅、認同感）、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解

與應用能力進行分段與總結之評量以及後續追蹤之訪談。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實驗組的學

生可互動地、動態地、多構面地藉助於涵養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後設認知學習鷹架，獲得轉

化性的學習體驗，故在前述學習指標之評量上，呈現較優於控制組學生的表現。更重要的

是，實驗組的學習者對於所學科目產生的全觀性美感體驗不僅展現於所學習的學科中，更

擴及他們在校外日常生活與各種人事物的互動中。例如：學生提及，他們曾樂於在假日中

回味、也曾津津樂道甚至特別為其朋友或家人展示與複製該課堂上美感體驗的方法。與對

照組學習者相比，他們不僅更能掌握學習重點，且知覺到自然科學之美以及其對於生活的

價值與意義，並後續顯現於其對自然科學持續的興趣與進一步探索的自我效能信念上。也

就是說，傳統的自然科學教法，縱然能傳遞知識，但較不如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方法之能

使教學效果更為深遠與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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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後設認知相關理論，本案例中的三項教學策略構成要素，第一項要素植基於自我

決定理論，旨在啟動內在動機，也就是學習者先要對學習資訊有興趣、愉悅感並與自我產

生扣連。第二項要素植基於後設認知學習鷹架概念，旨在為學習者搭設有效之學習鷹架，

也就是幫助學習者全面觀照與反思自我認知過程，充分察覺如何建構妥適的認知基模，並

重新組合原有之概念、信念與價值觀，而能全觀性地感知知識之美。第三項要素除了植基

於後設認知理論外，更進一步運用自我決定理論，旨在更加強化學習者的內在學習動機，

逐漸地將學習資訊與其生活中點點滴滴相互呼應，並建構與其生活有關連的價值與意義，

從而不僅理解並牢記學習成果，且能充分應用學習成果於生活情境中，最終將知識之美浸

透於日常生活之中。 

三、案例 3 

國內學者周淑卿（2010）進行藝術與科學兩門課堂在學習歷程中的美感體驗性質之探

究，對象為具美感體驗信念及教學方法的兩位教學經驗豐富且與學生互動甚佳的自然生活

科技及視覺藝術的小學教師所任教的班級。經觀察與訪談教師及學生後發現，該兩課堂（科

學與藝術）中，學生的學習體驗具有以下特質：（1）興趣所驅使的學習投入；（2）充滿情

感性的學習歷程；（3）新奇與美好的感覺。透過兩位教師貼近生活、陪伴引導學生解決問

題的教學方法，藝術課程經由拼貼素材之「解構與重構」，領會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從

而能跳出習以為常的框架；科學課程則引領學生透過感覺為美的事物，體認與欣賞自然界

的奧妙，進而了解自然現象的原理，使得科學的學習成為理性與情感的結合、認知與欣賞

融合的過程。研究者並闡述，學習中的美感體驗具有轉化的功能，能導引學習者轉變觀看

自己與世界的方式；其中亦包含一種意識提升與自由的感覺以及對事物另一番的洞察。 

四、綜合分析 

案例 1、2 發生於自然科學場域，案例 3 則並列科學及藝術場景。案例 1 為後設認知

社會建構之學習環境，案例 2 充分混合全觀性美感體驗構成策略與後設認學習鷹架之運

用，案例 3 則在具美感知能教師貼近生活地引領下完全體現與達成案例 2 全觀性美感體驗

策略的效果。因而，從這些案例中可提煉出與後設認知相關之全觀性美感體驗的共通歷程。 

首先，學習者先要對學習資訊有興趣、愉悅感並與自我產生扣連。其次，後設認知的

學習鷹架是涵養全觀性美感體驗的要件。然後，學習者以新的思維與觀點觀看周遭生活世

界，並能漸進自主地將學習資訊與其生活中點點滴滴相互呼應；同時，學習者能應用學習

成果於生活情境中。上述分析顯示，全觀性美感體驗能力的培養可藉助後設認知理論以及

從其延伸之自我決定理論的主要概念。綜合而論，自我決定理論對啟動學習者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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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墨甚深，但比較缺乏關於如何將內在動機直接轉變為培養全觀性美感體驗能力之動能，

並提供具體的方略。晚近後設認知學家從後設認知鷹架原則發展出的一系列提升教學效果

的策略與執行方案，卻可與自我決定理論充分結合，為美感教育勾勒具體可行的概念導引

（例如：Lopez、Pellegrini，2011；Wernke 等，2011）。簡言之，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效

果的提升應把握三項基本認識： 

1. 內在學習動機與接受新事物的意願是主要誘發關鍵，展現於學習者心靈之開放以

及關注與興趣。 

2. 後設認知學習鷹架為教學過程中所不可或缺之促進關鍵，展現於學習者想像力之

啟動以及其探索與發掘之有效途徑。 

3. 全觀性美感體驗乃是可產生洞見之轉化性體驗，故適用於跨領域、跨學科之教與

學。 

本研究以後設認知理論為核心，整合「日常生活美學」的相關概念以及晚近發展之自

我決定理論為主要理論基礎，輔以相關教學實場案例綜合歸納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具有前述

三項基本認識與五項美感構成要素：開放的心靈、興趣與關注、啟動想像力、探索與發掘、

產生洞見（如圖 2），期有助於美感體驗在教與學上的運用及參考。 

 

圖 2  全觀性美感體驗要素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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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從「日常生活美學」以及後設認知理論觀之，我們應視美感體驗具有全觀

性質，遍存於日常生活人事物的互動中。學習者經由感官性、情緒性、認知性的交互運作，

獲得具有互動性、動態性、多構面性的體驗。在這樣的體驗過程，學習者易於放棄成見、

轉換觀點而神入，認知情緒聚焦而神馳，與自我概念扣連而認同且投入心力。也就是說，

全觀性美感體驗可使學習者心領神會、神思飛揚且身體力行，有助於建立樂於學習、精於

理解、長於實踐的轉化性學習體驗。 

順應全觀性美感體驗的思潮，我們不必將美感體驗教學侷限於一個特定科目，而應廣

泛應用於各類課程教學領域。美感體驗的教學宗旨，乃在誘發內在學習動機、善用適當學

習鷹架、獲得轉化性洞見之自主性學習；換句話說，就是導引學生趨向開放的心靈、興趣

與關注、啟動想像力、探索與發掘、產生洞見等五項美感體驗要素以增進學習效果。以下

將從後設認知的觀點，就上述五項美感體驗要素對教與學之意涵，進一步闡述之。 

伍、全觀性美感體驗要素與教學效果 

一、五項美感體驗要素 

（一）開放的心靈 

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形成，首要在於學習者具有開放的心靈。根據自我決定理論

（Milyavskaya、Koestner，2011；Vlachopoulos 等，2011）、後設認知理論（Kinnebrew、 

Biswas，2011；Lussier，2010）等學者關於美感體驗的實證研究顯示，開放的心靈與自我

調節（self-regulation）以及自我檢測（self-monitoring）甚有關聯。所謂自我調節是指學習

者對自己認知與感受行為過程所訂立的樣態（pattern），而自我檢測則是對此種樣態的反

思與調整，學習者是否能具有開放的心靈，有賴於其在自我調節與自我檢測的反覆運作中

獲得啟發，察覺自己的認知與感受行為的侷限：成見（prejudice）、僵化（rigidity）、偏執

（obstinacy）等弊病，從而捐棄這些桎梏心靈的侷限，勇於欣賞與採納不熟悉但創新的觀

念、現象事物。因此，教學者應促使學習者養成正確的自我調節與自我檢測的習性，以令

其敞開心胸、擁抱世界。 

（二）興趣與關注 

美感體驗研究者如周淑卿（2010）、Girod 等（2010）與 Kinnebrew、Biswas（2011）、

Lussier（2010）等指出，全觀性美感體驗最顯著的指標之一就是興趣與關注。人們的總體

行為受到內在（intrinsic）與外在（extrinsic）動機的驅動，而內在動機所驅動的行為較為

持久且產生較大之影響（Schuler 等，2010；Milyavskaya、Koestner，2011）。內在動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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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前置因素（antecedent）是對所知覺之人事物與本身有高度的關聯性（relevancy），且

此關聯性與自我概念以及自我認同密切扣連，故而自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行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該意向生起的興趣與關注直接導向對所知覺的人事物進行深度觀

察、體會、想像、賞析乃至融入與吸納。換言之，建置全觀性美感體驗啟動引擎最先應著

力於內在動機所生起的興趣與關注。例如，Rozendaal、Schifferstein（2010）關於物品全

觀性美感體驗的研究強調，吾人若只注意所知覺的物品是否有立即的實用價值（外在動

機），則難以就該物品之社群性、審美性、安適性、能動性、聯想性、生動性、進步性之

美，進行全觀性體驗。因此，教學者應協助學習者跳脫立即實用價值的框架，嘗試以較為

寬廣的視野激發內在動機生起的興趣與關注，而隨時體驗平凡中的絢爛，甚或看似無用卻

隱藏著大美的人事物。 

（三）啟動想像力 

根據「日常生活美學」的觀點，全觀性美感體驗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表徵就是

想像力的強化（Davies 等，2009）；這項觀點也獲得教育學者的支持（周淑卿，2010；

Girod 等，2010）。所謂想像力是一種以多重路徑建立聯想結點（association nodes）的

能力，使得吾人可就相關的人事物做垂直水平、交叉各種不同方式的聯想，而獲得既

深且廣之文字、圖像、聲響等元素所組成的心靈圖像（mental image）。啟動想像力的

關鍵因素之一乃是神入與神馳，其結果則是投入與體現（embodiment）（Argo、Zhu、

Dahl，2008；Luedicke、Giesler，2008）。吾人對體驗對象感同身受是神入，與體驗對

象無縫融合是神馳，因神入與神馳而採取與體驗對象相關的具體行動則為投入與體

現。由此可知，想像力的充實有賴引發神入與神馳過程的展開，而全觀性美感體驗的

圓熟境界恰能引發這樣的過程。 

例如，Lussier（2010）在將全觀性美感體驗融入運動、舞蹈課程的論述中指出，美國

紐約林肯中心學院所提供激發想像力的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可使學習者提升；深層留意

（noticing deeply）、落實體驗（embodying）、詢思（questioning）、串連（making connections）、

辨識類型（identifying patterns）、神入（exhibiting empathy）、創造意義（exhibiting empathy）、

採取行動（taking action）、反思∕評價（reflecting∕assessing）的效能。此九種效能甚有

助於強化學習者的想像力。另外，Argo 等（2008）的實證研究顯示，人們的神入與神馳

傾向雖有高低，但經由適當的訊息設計，可令該傾向提升，並增進其投入與體現的結果。

換言之，全觀性美感體驗的教學能強化想像力，使學習者不受限於與生俱來能力傾向的

差異。 



陳玲璋 

124  藝術教育研究 

（四）探索與發掘 

決定學習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目標導引的探索行為（goal-directed exploration），

也就是在設定明確目標之後為達成目標所進行資訊蒐集、分析、運用，進而發展為行

動方案的行為（例如：Moreno、Gonzalez-Cutre、Sicilia、Spray，2010）。學習者必須事

先就其主觀的知識能力資源以及客觀的機會與極限做出全面的評估，繼而設定清晰明確、

可達成、有意義的目標。一旦目標被設定之後，學習者則開始選擇最有利於目標達成的手

段並加以執行。因此，學習者對自我與客觀環境的全觀性體察與理解往往是目標導引探索

行為品質良窳的關鍵。缺乏如是體察與理解，將導致夸父追日（追求與探索不可能的任

務）、守株待免（只有目標而無達成目標的行動方案）或隨波逐流（設定低成就無意義的

目標而虛應故事）。 

在周淑卿（2010）、Girod 等（2010）與 Kinnebrew、Biswas（2011）的實驗中顯示，

接受過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之學習者比較擅於對自我與客觀環境的全觀性體察與理解，不

僅願意進行目標導引的探索，也能跳脫習慣之桎梏，並降低目標與手段僵化的可能性。在

鉅觀與微觀的構面中追求平衡點，既見樹又見林，學習者目標導引的探索往往因而導致較

佳的成果。 

（五）產生洞見 

根據 Sill、Harward、Cooper（2009）基於 Levine（1988）的體驗學習理論的研究顯

示，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最具有總括性的成效就是轉化性體驗：學習者將現有的知識與新

學習到的知識整合、反思、去蕪存精、重新架構而創發新穎的洞見性觀點（insightful 

views），並將所創發的觀點加以應用、檢驗，繼而導出轉化（transformation）與轉型

（transition）。從 Sill 等（2009）的實證研究中明顯可看出，接受過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

的學習者不論在自然、社會人文、社區意識等領域的學習、知識建構、實際應用的過程中，

較能採行轉化性體驗的學習原則，使得知識的轉化與轉型更為落實，而達成產生洞見的結

果。例如，若干學習者接受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之前，社區意識薄弱且活動參與度低；接

受教學之後，不僅社區意識得以提升，也開始參與社區的公益活動。這說明了轉化性體驗

所產生的洞見不是僅止於觀念的改變、意識型態的轉型而已，更促使新的行為與作法落實

於實踐之中。此外，Girod 等（2010）的縱貫性實證研究也指出，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所

蘊育的轉化性體驗對於學習者在學校以及日常生活中，都能促進其產生較寬廣且具深度的

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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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效果 

綜上，學校教育若能強調導引學生趨向開放的心靈、興趣與關注、啟動想像力、探索

與發掘、產生洞見等五項美感體驗要素，以培養日常生活中之全觀性美感體驗能力，將有

助提升各類科目、領域之教學效果。 

開放的心靈有賴於學習者自我調節與自我檢測的反覆運作而獲得啟發，察覺自己

的認知與感受行為的侷限。關注與興趣來自內在動機，對所知覺之人事物與本身有高

度的關聯性，且與自我概念以及自我認同密切扣連，直接導向對所知覺的人事物進行

深度觀察、體會、想像、賞析乃至融入與吸納。啟動想像力出於神入與神馳，也就是

對體驗對象感同身受、無縫融合，其結果則是投入與體現。探索與發掘表現為學習者

事先就其主觀的知識能力資源以及客觀的機會與極限做全面評估，繼而設定清晰明

確、可達成、有意義的目標，增進探索行為達成目標的機率。產生洞見緊扣轉化性體

驗，學習者將現有的知識與新學習到的知識整合、反思、去蕪存精、重新架構而創發

新穎的洞見性觀點，並將所創發的觀點加以應用、檢驗，繼而導出轉化與轉型。 

同時，全觀性美感體驗確如本文研究緣起所言，是扣連理論之知與實踐之知的關

鍵要素。此種體驗可貫穿各科目∕領域之理論與實踐，使得理論與實踐相互為用；理

論可以引導實踐，實踐可以強化理論，學與用在生活實踐中充分結合，使學生在各科

目∕領域的學習，最終都能導向豐富其生活與生命之意義。 

就各項科目∕領域而言，全觀性美感體驗不僅適用於藝術教育場域，更應貫穿於自

然、社會、人文各領域中。教師與學生都可成為學習者，尤其教師係領頭羊，所以應率先

跳脫框架，接受及培養全觀性美感體驗概念與能力並將之應用於教學之中，俾帶領學生也

培養全觀性美感體驗的能力。就人我關係而言，全觀性美感體驗，可令學習者由自我、人

我、社會、環境的日常生活接觸及互動之中，發展互動性、動態性、多構面性的知覺、行

為意向與身體力行的實踐，以此逐漸形成發展和諧、互助、互惠的人際關係基本素養。 

陸、討論與建議 

一、討論 

本研究在研究緣起中曾提到學習就是徜徉於美感的景觀之見解（Degravelles，

2012），亦即不同領域的學科看似毫不相關且並無共通性，惟統觀之，則各類學科均可被

描述為具有美感知識的景觀。所謂之美景，事實上即是由全觀性美感體驗扣連生活與生命

意義所產生，不僅只是感官或理論所產生的美感而是能將學習到的知識充分轉化為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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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可加以實踐體現、充分滿意的美感。本研究所提出的全觀性美感體驗及其美感體驗要

素，從尋常體驗遍是美感的觀點出發，恰能反映 Degravelles（2012）的見解。學習者一旦

敞開心胸、興趣盎然地關注、既天馬行空又有系統的想像與思考、廣泛而深切的探索、迸

發出前所未有的洞見，就易於沈浸於學習的喜悅、理解知識之精髓、體驗知識之美感而能

樂學與活學，且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 

教育思潮越來越注重培養學生特質，諸如：好奇心、心胸開闊、勇於挑戰等；認為教

育的真正價值乃在對於學生的思考和行為所帶來的影響，形塑學生的潛在態度及智能特質

可為他們帶來終身、長久的學習態度，甚至多年後的生活。誠如哈佛大學零計畫研究員

Ritchhart 指出，很多技能和知識一旦不用，就會消失，會留下的是在一個領域中的應對處

理模式（Berrett，2012）。全觀性美感體驗的能力即具如是重要特質，並能擴展運用於其

他範疇；晚近美國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的一項研究結果或亦可為日常生活全觀

性美感體驗跨域影響學習效果之佐證，該州教育廳以其公立高中 2007 年到 2010 年 1 萬

4,653 名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顯示，多修一些藝術學分（兩個或以上）的學生，與其他

沒有多修藝術學分的學生相較，州測驗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會多 1.3 到 1.5 倍之機率被列為

優異，美國大學入學測驗（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簡稱 ACT）之預備測驗的成績也

會更佳（Whisman、Hixson，2012）。這個例子進一步顯示，藝術教育的功能並未侷限於

在與藝術品交互作用時，所享受之令人愉悅與滿足的美感體驗，也不限於將個人珍視的價

值或夢想以特殊形式創作表達成藝術的美感體驗。而是能以追尋美感體驗滿足時所獲得的

能力素養為樞紐，循以藝術為對象的理解、溝通方式，也對其他的學科、領域、對象敞開

心胸、發現興味、釋放想像力，產生主動探索之學習熱忱與行動，而獲得非藝術課程學習

效果的提升，並將相關學習效果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從而終身受用。換言之，藝術教育

之所以有助於跨域學習，乃是當後設認知學習鷹架的理念適當地應用於藝術教育教與學的

過程中，能經由互動性、動態性、多構面性的後設認知屬性涵養日常生活全觀性美感體驗。

若以藝術教育為主軸，十字打開，將後設認知學習鷹架以及其所涵養具有五項美感要素之

全觀性美感體驗，逐漸滲透至其他各學科領域中，則藝術教育所產生促進跨域學習的效果

就會顯現出來。 

教育即生活，是經驗不斷的改造，學校非但是為生活做準備，實乃生活本身。教師應

在習以為常的尋常生活中，從全觀性美感體驗的角度，引導、激發學生扣連與追求各科

目∕領域內涵的動機，培養其具有開放的心靈、興趣與關注、啟動想像力、探索與發掘、

產生洞見等五項要素的美感體驗能力；以跳脫偏執、僵化等習慣的束縛，獲得全面且真實

的自我觀照，在生命的歷程中經由生活實踐，不斷超越自我並創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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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具體而言，本研究就全觀性美感體驗對教與學之意涵提出下列三點策略思考方向： 

（一）在教材的內容與教學方法的執行上，須著重搭設後設認知學習鷹架，以啟動內在動 

機。透過這樣的鷹架，讓學生處於一種自主資源（autonomous-supportive）的情境，

令其感受心悅誠服、自動自發地投入學習，而非僅灌輸式、被動地接受教導。此外，

應儘量多運用可引領學生討論、實際觀察、角色互換等教學的多元途徑，逐漸使其

心靈開放，跳脫固有思維與感覺，重新檢視自己與周遭世界的關係。接下來，由近

而遠再由遠而近、從熟悉到不熟悉再由不熟悉到熟悉、自尋常越入不尋常又自不尋

常回歸尋常，使學生的涉入感上升，更加關注所學習的對象，掌握學習的重點。再

者，提供各項可能的資源與機會，鼓勵學生對學習對象不僅天馬行空水平思考，也

進行垂直與交叉的深度思考；令其想像力既能馳騁飛揚，又能聚焦穿透到學習對象

之中。最重要的是，透過後設認知的學習鷹架，學生可揭開事物的表象、凝視事物

的本質、發掘問題的核心，提出具有洞見的看法、觀點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將

學習心得滲入於日常生活人事物之互動中。 

（二）上述後設認知學習鷹架旨在將學生視為能動者而非被動者，是積極的吐納者而非消 

極的承受者。於是，教與學便透過交相激勵與動態運作的形態，多構面地貫穿於學

校、日常生活以及學生的生活世界，並以全觀性美感體驗要素所涵養的藝術之知充

分整合理論之知與實踐之知。教師與學生同樣是此一學習鷹架的創造者，但仍以學

生為主體，並以其藝術之知為切入點，從而助其凝練、昇華、煥發理論之知與實踐

之知的精髓，鋪陳出知識的美麗景觀，且在徜徉於此景觀之餘，活學活用所獲取的

學習心得。同時，後設認知鷹架所涵養的全觀性美感體驗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就目

的而言，學生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培養，可使其生活品質與生命意義更加豐富；就手

段而言，具轉化性質的全觀性美感體驗乃有助於學生貫穿理論之知與實踐之知，徜

徉於各類知識之景觀並獲取優異的學習效果。 

（三）由後設認知學習鷹架所涵養之全觀性美感體驗，不僅能應用於藝術領域，也能跨域 

實行；以藝術教育為主軸的美感教育，應擴增其適用的範圍，經由藝術教育領域延

伸進入人文社會乃至自然科學相關領域。因此，師資培育所必須著重的構面雖然很

多，但是如果能將藝術教育定位為不可或缺的培育要素，則更能使各學科的教師理

解並執行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引發，有助於提升整體教學的品質及效果。 



陳玲璋 

128  藝術教育研究 

本研究所提出之全觀性美感體驗及其美感構成要素是從「日常生活美學」運動所揭示

的「尋常體驗遍是美感」觀點出發，並納入後設認知理論、自我決定理論等相關理論架構

與案例之探討。可呼應當前教育體系日益著重日常生活美感教育的世界潮流，同時強調此

美感體驗可透過後設認知之互動、動態、多構面學習鷹架體現與促進各類學科的學習效

果，期盼或許此全觀性美感體驗概念可提供教師教學實施不同思維之參考暨我國教育政策

制定推行美感教育時之一些思考的方向，考慮結合國內外學者專家的力量，專責統籌、規

劃執行與推動能促進教師及學習者全觀性美感體驗能力的教學培育機制或機構，俾使強化

教學效果並確實達成智德體群美並重的教育宗旨。 

誠如本文研究緣起所提及，我國教育長期受到升學壓力的影響，導致學校教學並未能

正常化實施，學科考之外的學習與配合學生性向興趣的適性輔導長期被忽略，以紙筆測驗

為主的僵化學習，造成學生壓力居高不下，妨害其全人均衡發展並失去主動學習的動機。

因而臺灣學生之閱讀素養（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

雖排名界第九，但其閱讀興趣與自信心卻相當低落，在接受評比的國家中位居後段班（陳

至中，2012）。本研究所論述：經由後設認知學習鷹架所涵養的全觀性美感體驗，能在各

類學科中扮演啟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果的關鍵角色，此一主張或許較易於被教育者、

決策者與一般大眾所理解與接受。故針對全觀性美感體驗之實施與推行，行政當局或可配

合現行鼓勵適性、多元之活化教學列車（教育部，2012），透過藝術教育全觀性美感體驗

教學示例之展演，從藝術教育之培育全觀性美感體驗教學出發，漸次將全觀性美感體驗

教學擴展至其他學科領域，以提升教學∕學習效果並期進一步落實九年國民教育以能力為

導向（教育部，2008：6）及促成 12 年國教「適性揚才」的宗旨（教育部，2011b：5）。 

三、未來研究方向 

最後，由於本研究係以文獻探討為主之總括性論述，僅分析他人研究之案例，並未提

供教學現場的實例，也未考慮到藝術教育應用在生活環境中，諸如，族群、性別以及意識

形態等差異對全觀性美感體驗之涵養可能造成的影響。未來相關研究，允宜將這些差異做

更細緻的檢視，以觀察、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討論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具有不同的族群

背景、性別、世界觀、價值觀等學習者，如何能在照顧個別差異的教育方法之導引下，使

全觀性美感體驗之教與學，臻於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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