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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繪畫抒發情感及描繪思維是兒童的本能。鑒於幼兒時期是形塑性別角色之敘事

認同重要的發展階段，本研究援用八大主題意向及藝術四類現實做為理論架構，

探討六位幼兒的自發性圖像小書創作，以理解幼兒自發性繪畫的創作意涵以及所

呈現性別角色之敘事認同。研究結果顯示，自發性繪畫的創作歷程能提供幼兒探

索內在自我並展演外在自己，不同性別或個性之幼兒於圖像小書呈現有不同的主

題意向偏好以及心理現實傾向集中的狀況，並展現了同中存異的性別角色敘事，

也發現幼兒受日常生活經驗與流行視覺文化的影響甚深。然而，研究結果亦顯示，

部分性別雖相同但個性不同的幼兒也呈現有殊異性高的主題意向偏好及心理現實

傾向。換言之，性別雖可能是幼兒繪畫表現差異性的影響因素之一，但當面對以

性別二分法概論相關現象之論述時，應有所省察，以避免個體之特殊性被群體共

性所掩蓋。

關鍵詞：自發性繪畫、八大主題意向、藝術四類現實、敘事認同

Abstract
Children have the inherent ability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depict their thoughts through 
drawing. Given that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stage for the narrative identity of 
gender roles, this study u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ight themes of story drawings” and 
“four art real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spontaneous drawing books created by six childre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reative implications of children’s spontaneous drawings and the narrative 
identity of gender roles that they exhibi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spontaneous drawings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ir inner selves as well as express their outer selves. 
While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personalities displayed varied thematic preferences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ies in their drawing books,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also showed 
both similar and at times rather different gender role narratives. Additionally, it was found that 
children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daily life experiences and popular visual culture. However,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but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lso presented divergent thematic 
preferences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ies in their drawing books.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gender 
may be one of the variables that affect children’s drawing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gender dichotomy when discussing various phenomena in relation to children’s 
drawings, so as to avoid letting the generality of the collective overshadow the uniqueness of the 
individual.

Keywords: spontaneous drawing, eight themes of story drawings, four art realities, narrativ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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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以繪畫說故事是兒童自發的本能，使藝術能力早於讀寫，成為個體成長過程最早形

塑的素養（McArdle、Wright，2014），對兒童繪畫的探查，有助於理解其創作心理與人

格發展。幼兒園時期為當代個體進入系統化社會機制的初始階段，是影響其一生的關鍵，

包含生活態度、行為認知乃至世界觀的建立，均奠基於此一階段（盧美貴，2012）。因

此，幼兒階段為認識並探索自己是誰，建立自我認同以及角色身分的重要時期。在諸多

身分認同中，「性別」為最早被辨識者。然而，身分認同的建構並非一蹴即成，須在反

覆探索的過程中透過不同方式確認與自我肯定，繪畫即為最常被幼兒使用的方式（Hall，

2020）。因此，對幼兒繪畫的探究，除能理解其創作心理，並可觀察幼兒對自身性別身

分的理解，對兒童研究相關領域，應具價值。

性別身分為幼兒最早開始建構並內化的身分認同，幼兒園則為學習並實踐自身性別

角色（gender roles）的重要場域（Meland、Kaltvedt，2019）。然而，研究發現，儘管性

別平權為當代教育重要議題，教保人員性別素養的提升卻不若預期，常見持有如性別角

色分工、性別角色框架等刻板印象（楊珮萱，2021）。長期以來對性別陳規的定型看法

以及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仍潛藏於許多幼兒園教師的價值觀、活動安排、行為舉止等

諸多細節之中（劉芳琪，2020）。這些隱而不見的因素，無形中即成為侷限幼兒尋找自

身性別特質並據之決定自身性別角色的框架。Warin、Adriany（2017）指出，幼兒園長期

以來被認為是性別分化程度最高的教學場域，但透過提升教師性別信念並發展具性別意

識的教學法，將能有所改善。對幼兒階段性別議題的關注，能提醒教師省視自身之教學

慣性，亦能幫助幼兒更順利的面對未來成長階段中可能發生的性別困惑。 

繪畫是兒童另一種溝通的語言，是非聲音的傳達方式，更是記錄並確認自己觀念、

情感與經驗的重要管道（李靜芳，1992）。M. Wilson、Wilson（2010）認為，兒童在學

校的作品多為教師課程規劃下的結果，較難流露真實的創作意圖，而具主動特質的「自

發性繪畫」（spontaneous drawing）能展露兒童主動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有其探索價值。

Wright（2014）則指出，兒童繪畫中的性別差異一直是重要研究主題之一，然而，這些

研究多專注於分辨不同性別兒童在圖像表現或題材上的差異，較少觸及畫作內涵所顯露

之性別概念等訊息。為避免形成對兒童繪畫既定的性別刻板印象，應嘗試以中立的態度

累積相關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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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2014 年起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強調美感教育應從幼扎根（教育部，

2018）；於 2017 年修正公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美感為六大課

程領域之一，均凸顯幼兒園為藝術學習的啟蒙場域。藝術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鼓勵個體以

藝術活動自在地表達想法、感受和生活經歷，以從中理解自己及世界，並與他人交流。

鑒於前述，本研究乃規劃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之創作活動，嘗試探究小書的創作意涵以

及性別角色認知，以做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探查其創作意涵，以及小書所呈現性別

角色之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根據研究目的，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1. 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主題意向之內容為何？

2. 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心理現實之內容為何？

3. 幼兒對自發性圖像小書性別角色之敘事認同為何？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場域與對象為臺北市一所幼兒園六位對自發性圖像小書展露創作興趣的幼

兒。在作品詮釋角度上，本研究並不處理圖像之視覺形式以及幼兒之認知成長等部分，

亦不對作品進行價值判斷。同時，當檢視圖像時，並不聚焦於幼兒所繪之人物圖像表徵

與性別角色間的關係，而是關注幼兒透過小書內容所呈現的創作意涵與性別角色之敘事

認同。

在研究進行過程中，有部分限制可能使研究結果產生推論上的囿限。首先，本研究

並不考慮研究進行期間之外在因素，如課後才藝班等的影響。其次，研究資料之收集可

能會受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限。再者，研究者之一為該幼兒園教師，同時擔任訪談、觀

察、記錄等多重角色。為儘可能降低前述限制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透過多元的資料收

集以及多位研究人員進行資料分析等方式，建立研究信效度。

四、名詞釋義

（一）自發性繪畫

根據 Bajnarová（2014），自發性繪畫是指不受他人直接或有意鼓勵的創造性活動，

源自個體自身產生的衝動，是人類在幼兒階段即出現的一種表達方式。Collado（1999）

認為，自發性繪畫源自兒童自己的創作欲求，是以象徵符號嘗試展現關於自己和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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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於本研究中，自發性繪畫係指幼兒在未被要求的狀態下主動進行的創作行為，創

作形式為以四頁八開圖畫紙所製作的小書。

（二）藝術四類現實（the four art realities）

Kreitler、Kreitler（1972，頁 325-358）認為，人類的行為受到四類信念所指引：一

般性的信念（general beliefs）、對自己的信念（beliefs about the self）、自己的期望和目

標之信念（beliefs about ones wishes and goals）、對規定及規範的信念（beliefs about rules 

and norms）。Kreitler、Kreitler 指出，這一組叢集式的信念（a clustering of beliefs）將

激發包含藝術創作在內的行為意圖，並將之命名為藝術四類現實（頁 333）：一般性現

實（common reality）、人類學現實（anthropological reality）、規範性現實（normative 

reality）、預言性現實（prophetic reality）。M. Wilson、Wilson（2010）則進而將之發展

為兒童透過自發性繪畫傳遞的四類心理現實，本研究即以之分析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的

創作心理。

（三）敘事認同

根據 McAdams、McLean（2013），敘事認同是個體在不同角色身分中不斷內化和

發展的生活故事，包含重建過去和暢想未來，為生命提供統整性和目的性。Jiryung、

Filipenko（2007）認為，敘事是兒童描述自己的經歷並傳達對外在環境看法的重要形式，

與自我認同的形成關係密切。Boytos、Costabile、Austin、Short（2020）則指出，敘事認

同在個體的生命歷程中不斷演變，反映其對當前身分的信念、看法和期待，性別身分即

為其中之一。在本研究中，敘事認同即指幼兒透過自發性圖像小書，以繪畫及口語描述

的創作故事，包括對故事中性別角色的表達與自我定位。

貳、文獻探討

一、兒童繪畫研究之探討面向與內涵 

兒童與藝術活動的關係至為密切，許多研究均認同藝術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

（Barton，2015）。檢視藝術教育思潮的發展史，19 世紀中葉之後被認為是當代兒童繪

畫研究的開端，許多代表性論述著眼於從兒童繪畫理解其認知發展與年齡階段的相關性，

被視為是相關研究的重要里程碑。Milbrath、McPherson、Osborne（2015）在廣泛且深入

的探討相關文獻後，將歷來對兒童視覺藝術表現的研究歸類為四大類，分別為：探討兒

童的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探討兒童的知覺理論（perceptual theories）、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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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兒童的製作策略（production strategies），以及探討兒童描述的語法規則（syntax rules 

for depiction）。四類面向涵蓋了從不同觀點對兒童繪畫的探查。

根據 Milbrath 等（2015），在以認知發展理論進行探究的部分，相關研究認為兒童

繪畫的表現與其認知發展有密切聯繫，例如，空間推理（spatial reasoning）、工作記憶

能力（working memory capacity）等。然而，這類理論雖然處理了兒童進行繪畫時可能遭

遇到的認知挑戰，卻未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兒童能很快地克服這些認知概念上的限制，而

有些即便在成年之後，其畫作仍停滯在兒時的繪畫樣貌。在以知覺理論進行探究的部分，

相關論述強調藝術能力的發展，取決於兒童是否能克服對於物件存在之整體現象的感知

等艱困的學習過程，例如，從完形心理學的角度關注個體「由上而下」（top-down）的

整體與細節之處理能力。然而，這類理論雖然在解釋個體繪畫表現差異方面有所貢獻，

卻使兒童的藝術能力孤立於其他背景脈絡，而無法作為周延的解釋工具。

在以製作策略之概念進行探究的部分，Milbrath 等（2015）指出，相關論述聚焦於

探究兒童所面臨將三度空間的物件轉譯到平面空間的挑戰。例如，認為兒童畫作之所以

有展開畫、X 光線畫等特殊形式，係源自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具普遍性的認知誤識。然而，

此類探究雖證明了兒童的繪畫表現未必等同於其真正的智力，卻難以為具藝術天賦的個

體或少數具優異繪畫特徵但智力卻低於常態的差異現象提供解釋。在以描述的語法規則

進行探究的部分，相關研究認為將視覺藝術概念化為一種語言在美學領域已有一段歷史，

但將兒童繪畫的語法比擬為語言則屬於較新的探究方式。其方法強調探查對繪畫內蘊訊

息的處理能力，亦即兒童「如何畫圖」（the how of drawing），Milbrath 等認為，這一較

新的探究面向仍有待與認知理論等論述進行整合。

除前述探討觀點之外，Milbrath 等（2015）亦指出，由於文化環境是兒童成長為

健全個體的重要社會脈絡，因此，兒童畫也反映了其所處文化圈的習俗和價值觀。B. 

Wilson（2003）即認為，兒童繪畫的學習資源來自父母、手足、同儕等，而動漫、電視、

數位媒體等視覺文化對其繪畫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鑒於對同處一個文化圈內的個體而

言，文化亦可能有具普遍性價值之虞，論者乃援用 Gilles Deleuze（1925–1995）與 Félix 

Guattari（1930–1992）之游牧（nomad）與地下莖（rhizome）等論述，認為應將兒童繪

畫視為一個於瞬間時刻靜止，而其內涵是由創作個體當下生活中諸多相互聯繫的事物聚

斂而成，也應將之視為是一個符號系統的出發點，若遇見適宜滋長的節點（node），將

有難以臆測的迸發（Knight，2009，2013；Sackett，2021）。在數位時代下，藝術創作

更加多種多樣，應持 Deleuze 的生成（becoming）概念，以動態的（dynamic）方式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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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以其生成性思維（generative thinking），透過繪畫進行探索與實踐（jagodzinski，

2017；Scanlan，2015）。

綜上所述，兒童繪畫的研究面向多元，本研究將持開放性觀點，儘可能將每位幼兒

視為獨特的個體，理解其創作意涵。

二、兒童自發性繪畫之意義與主題

繪畫是兒童所從事最熟悉和愉快的活動之一，可提供情感抒發和訊息交流，對口語

表達能力仍未成熟的幼兒而言，繪畫更是描述自我概念的最佳方式。然而，依據兒童的

天性，若進行繪畫時得不到樂趣，應不會主動嘗試，因此，Cinquemani（2014）認為，

對於幼兒而言，自發性繪畫的意義與玩耍相類，兩者皆是饒富樂趣的活動。B. Wilson

（1976，頁 59）乃以「自發性遊戲繪畫」（the spontaneous play art）形容自發性繪畫的

玩耍特質，並以「自發性故事繪畫」（spontaneous story drawings）描述兒童邊畫畫邊說

故事的狀態（M. Wilson、Wilson，2010，頁 110）。在幼兒園中，每見幼兒手拿玩具或

象徵物件，口中喃喃編織故事，沉浸在想像的樂趣中。幼兒進行繪畫時亦然，當以線條、

色彩及象徵符號編織故事時，亦從中得到想像的樂趣，使自發性繪畫成為陳述自身想法

的一片天地。

鑒於自發性繪畫的主動特質，Richards（2014）認為，兒童的自發性繪畫可使陪伴者

瞭解其真實興趣和關注點，使之樂於與成人交流，也使兒童的藝術經驗、日常生活和學

習環境能共構更真摯的聯繫。Barton（2015）指出，受溝通能力之限，對幼兒進行研究

有其困難，但畫畫是幼兒與生俱來的有效溝通能力，使自發性繪畫的說故事特質讓兒童

有更多的發言權，而形成「藝術本位」（arts-based）的幼兒教育研究方法。Ivashkevich

（2009）則認為，應將自發性繪畫重新概念化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並將同儕互動、日

常活動和參與的流行文化嵌入，將兒童視為積極的文化生產者。Penn（2020）亦建議，

引導幼兒創作時，應鼓勵其參與繪畫命題並說明故事創意，使其透過繪畫習得批判性和

創造性的思維。

基於自發性繪畫對理解兒童有關鍵作用，M. Wilson、Wilson（2010，頁 23-37）援

用 Kreitler、Kreitler（1972）的論述，認為兒童透過自發性繪畫乃是要表達對外界的四

種信念，亦即「藝術四類現實」。其中，「一般性現實」為發明熟悉的事物（inventing 

the familiar），是指兒童透過圖像表達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事物、普遍性概念和經驗，例

如，將天空畫為藍色，樹為綠色等。「人類學現實」為描繪對自我的概念（delinea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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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self），是指兒童透過繪畫的過程勾勒對自我的認識與探索，藉之理解或表達

自己的內在觀念，例如，透過畫出恐怖的城堡，闡述內心的恐懼。「規範性現實」為試

探好與壞（experimenting with good and bad），是指兒童以繪畫表達好壞、對錯、公正與

不公正，以及內隱與外顯等個人或社會規範的認知，例如，畫出是非概念或行為的表達。

「預言性現實」為描繪未來（drawing the future），是指兒童透過繪畫表達對未來的期望

或預測，以傳達期待或減少對適應未來世界的焦慮感，例如，畫出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或

自己未來能做到的事。

在闡述自發性繪畫的意義後，M. Wilson、Wilson（2010，頁 120-131）進而透過長期、

大量且跨文化的研究，將兒童自發性繪畫所流露之最為明顯的主題意向歸納為八類，此

「八大主題意向」（eight themes of story drawings）係以兒童之創作意圖為依據，而非常

見以題材、事件或媒材等為分類依據的概念。其中，「起源」（origins）意指表現各項

事物原始、初生的主題意向，如種子發芽等；「成長」（growth）意指表現各項人、事、

物之發展的主題意向；「追尋」（quest）意指表現與冒險意涵有關的主題意向；「磨練」

（trials）意指表現有考驗勇氣或毅力的主題意向；「創建」（creation）意指表現有創造、

建構等意涵的主題意向，如建構房屋等；「失敗與成功」（failure and success）意指表現

有包含勝利、獎勵、認可和成就的主題意向：「願望實現」（wish of fulfillment）意指表

現有實現願望或期待的主題意向；「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意指表現有自然界規

律以及日常節奏的主題意向，如每天上學。

為理解幼兒自發性繪畫的創作意涵，本研究以 M. Wilson、Wilson（2010）提出之八

大主題意向及藝術四類現實作為理論依據。同時，根據 M. Wilson、Wilson，幼兒是以說

故事的方式進行自發性繪畫，隨著情節延展，將可能出現一個以上的主題意向及心理現

實。因此，八大主題意向彼此之間，以及藝術四類現實彼此之間並不互斥，在一件作品中，

可能會同時出現兩種以上的主題意向，以及兩種以上的心理現實。考量聆聽兒童述說畫中

所繪是理解其想法的重要關鍵，本研究乃透過訪談等方式收集幼兒對其畫作之陳述。

三、兒童之性別角色與敘事認同

兒童性別發展之研究雖可追溯自 19 世紀晚期，然而主流論述多集中在以生理性徵為

探究依據的二元論概念，直至 20 世紀下半葉，伴隨著女性主義、性別研究以及後結構主

義等論述的崛起，方啟開對性別意涵的叩問。當代論述多贊同，性別是意象多元，時時

處於可溝通狀況的概念，性別角色的發展則是動態的歷程，為個體依據社會文化的規範，

以及對各性別類屬的期望，來識別自己及自身性別典型的過程。至於這些身分認同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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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個人如何透過「敘事」（narrative）來定位並建構自己的故事，關係密切（McLean、

Shucard、Syed，2017）。由於性別認同的過程涉及個體與所存處社會場域及生命中關鍵

人士的相互作用，也包含大眾媒體的浸染，使性別角色之敘事認同的內涵充滿流動性。

綜整探討兒童性別認同與性別角色的理論，較具代表性者包含精神分析理論、生

物學論述、認知發展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及性別基模論等，各具立論依據，凸顯了性

別認同與性別角色形成的複雜特質。Perry、Pauletti、Cooper（2019）回顧探討兒童性

別認同典型的研究，認為這些典型面向多元，其中有五類影響較為深刻者，分別為：

感到同性別之典型（felt same-gender typicality）、感到他性別之典型（felt other-gender 

typicality）、性別滿足感（gender contentedness）、感到性別服從的壓力（felt pressure for 

gender conformity）和群體間的偏見（intergroup bias）。在兒童成長過程中，大量的認知、

情感、社會化等過程助長了這些性別認同形式，而這些性別認同形式反過來又將影響兒

童的心理及適應能力。當兒童感受到同性別典型時，會促進其自我尊重，獲得滿足感而

免於感受壓力，但須同時與他性別同儕有良好互動，或自覺與他性別同儕平等。當兒童

感受到他性別之典型時，將容易因未感受到同性別認同，或遭遇群體偏見而覺得苦惱或

產生壓力。Perry 等建議，透過成長過程中在不同場域不斷地實踐，將能使兒童對於自身

的性別角色與認同更加明確。

身分認同理論（identity theory）主張，個體的「自我」係由多個身分所組成，在社

會結構中個體有多少個「角色」，就有多少種身分認同的存在。因此，個體的身分認同

包含三類：個人身分（person identities）、角色身分（role identities）和群體身分（group 

identities），當個體能夠意識到自我個性的意義時，將得以展現主導、服從、競爭、關

懷或誠實等情緒，而角色身分即是個體在展演一個特定角色時賦予自我的內涵（Carter，

2014，頁 248-249）。Carter（2014）進而說明，前述三種身分認同並不各自獨立，而

是可以同時運作，性別認同即是具有「瀰漫」（diffuse）特質的認同構組，包含了個

人、角色和群體身分認同。根據 McAdams、McLean（2013），作為天生的說故事者

（natural storytellers），人類透過構建自己的故事創造不同角色身分的敘事認同。因此，

敘事認同是關於個體如何成為「自己正在成為的人」的故事，與其自傳式記憶關聯密切

（McAdams，2018）。Jiryung、Filipenko（2007）則指出，兒童透過敘事認同表達所擁

有及期待的經驗，探查其敘事為理解兒童如何為自己定位的重要管道。

性別身分交織著文化、生理和心理等複雜的互動關係，因此，性別角色是表演性、

關係性和流動性的。終其一生，個體都在透過對其性別角色的敘事認同來「實踐性別」

（doing gender；Butler，1990）。性別認同的表達會因在不同情況面對不同的人而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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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幼兒成長過程若對自身的性別角色敘事有越多的實踐機會，對其性別認同的影響越

正面。鑒於學齡前兒童已於其敘事認同中呈現出性別認知與分野（Boytos 等，2020），

本研究乃設計自發性圖像小書，提供幼兒以繪畫實踐性別，陳述自己對性別角色的敘事

認同。

四、相關研究

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探查其創作意涵，以及所呈現性別角色

之敘事認同。根據研究目的，進行相關研究的探討。

楊惠蘭（2003）以藝術四類現實為分析策略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不同環境中所

創作故事畫的異同，發現相較於學校藝術課，自發性故事畫較能投射出自我。張耿彬

（2006）收集中大混齡幼兒的自由畫作並輔以訪談，發現幼兒畫作內容多半圍繞在生活

經驗與想像的事物上，男、女性幼兒的繪畫內容有明顯區別。男性以交通工具、動物、

爭鬥為主，展現強而有力的畫面，女性以可愛的人、事、物的主題為主，表現出裝飾性

強的畫面。

林思騏（2018）探討 320 名美國、臺灣都會區及原住民兒童創造力、人物繪製及自

由畫的表現，發現五、六歲組的創造力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男生在創造力的表現顯著

高於女生，而女生在人物構造及精密度，以及自由畫的整體表現皆顯著高於男生。Hall

（2020）收集 14 名英國四至六歲幼兒近 800 幅自發性繪畫，發現兒童畫反映了獨特、強

大和有趣的身分認同，以及渴望透過繪畫與他人溝通的欲求，並認為與兒童單獨討論其

繪畫，對於理解其世界觀至屬重要，而兒童畫作之主題雖有明顯性別差異，但若對研究

結果簡略理解，將落入性別差異刻板陳見的窠臼。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步驟

根據 Gillian（2001，頁 55），當探查以圖像為主的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s）時，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為能提供具一致性且兼具量化及質性特質的研究方法。

Kyrönlampi、Määttä（2013）指出，今日兒童相關研究愈趨強調直接從兒童自身獲得研究

資料，而以類似玩伴的角色進行「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方式，

有其實施效能。McFarland（2008）則認為，「軼事紀錄」（anecdotal records）能在觀察

幼兒行為的過程中，收集具意義的訊息。因此，本研究使用前述三種方法探查幼兒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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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進行過程中，本研究總計獲得六位幼兒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間，為期八週，

每週一件，共 48 件自發性圖像小書作品。作品收集時亦以半結構式訪談與幼兒對話，聆

聽其創作故事。作品收集完成後透過內容分析歸類計數，與幼兒之敘事交叉確認分類符

合其原意，也輔以幼兒園中之軼事紀錄等資料，以豐厚對於研究主軸的理解，最後完成

幼兒圖像小書之創作意涵以及性別角色敘事內容的梳理。

二、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之場域為臺北市一所國小附設幼兒園某中大混齡班，該班由 22 位大班生及八

位中班生所組成，規劃有娃娃家、語文區、益智區、桌遊區、美勞區、積木區等六個學

習區，於語文區內提供空白四頁小書及色鉛筆，由幼兒自行訂定主題編創內容。在觀察

一段時間後，發現該班有六位大班幼兒對小書創作頗有興趣，除常自主進行創作外，也

會在家繪製小書作品帶來學校分享。因此，本研究立意選擇這六位幼兒為對象，邀請其

每週均進行小書創作，編號及化名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說明

編號 男性 年齡 編號 女性 年齡

B1 小勇 5 歲 G1 小愛 5 歲

B2 小安 5 歲 G2 小希 5 歲

B3 小明 6 歲 G3 小薇 6 歲

三、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包含量化及質性資料兩類，量化資料來自將內容分析資料轉化為計數

者，質性資料來自半結構式訪談及軼事紀錄。以下說明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方式。

（一）內容分析

根據 Gillian（2001，頁 60），內容分析之類目建構必須符合窮盡（exhaustive）、互

斥（exclusive）及啟迪（enlightening）等三個原則，類目的發展方式則有兩種，一為依據

理論或過去研究結果發展而成，二是依據研究需求自行發展。本研究係依據 M. Wilson、

Wilson（2010）提出之八大主題意向與藝術四類現實為分析類目，分析單位為每一本圖

像小書。進行時先將小書逐本編號建檔，例如，研究對象 B1 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創作之

小書編碼為 B1010320，分別代表對象（B1）、流水號（01）、日期（0320），並依據八

大主題意向、藝術四類現實以及性別角色之類目逐一分析歸類並編碼，遇不一致處則透

過討論建立共識。所獲得之內容再進一步與訪談內容、軼事紀錄進行交叉確認、修正及

藝術教育研究(43)-03 曹亞倫.indd   77藝術教育研究(43)-03 曹亞倫.indd   77 2022/8/2   下午 04:52:132022/8/2   下午 04:52:13



78　藝術教育研究

曹亞倫、黃琬瑜、高震峰

討論。其中，圖像小書中所呈現之文字為教師依幼兒園教學慣例於幼兒完成作品時，所

記錄其當下之口述內容，以提供家長理解。同時，由於八大主題意向與藝術四類現實於

作品中可能會多重出現，本研究透過研究人員比對討論後決定主從，並視需求進行陳述。

再者，本研究於呈現統計數據時雖以性別做為整體描述之依據，然儘可能持中性立場解

讀個別幼兒之創作。

（二）半結構式訪談

根據文獻探討，兒童自發性繪畫的特質之一為以圖像說故事，因此，為確實聆聽研究

對象的聲音，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收集幼兒口述資料，以獲得其對小書故事的描述，

也以之印證內容分析之分類。根據研究問題，發展包含六項提問的訪談提綱（附錄一），

訪談全程以錄音記錄，內容依據日期匿名編碼，如「0327_ 訪薇」。訪談時在提出問題後，

均開放式邀請幼兒自由說明，當其自由述說已無法獲得更多資料後，再以指示性的問題詢

問。同時，由於幼兒語言表達及理解未臻成熟，進行時亦視個別狀況，轉化與調整提問。

其次，根據 Ahn、Filipenko（2007）對解讀兒童自發性敘事的建議，於閱讀訪談資料時，

聚焦關注幼兒敘事中的三類面向：對於自我（self）或我（I）的陳述，特別是對性別角色

部分的描述；如何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看待自我、我或我們（we），特別是如何與他人協

商性別角色；透過與他人互動的敘事陳述，重建如何建立關於自己和世界的假設。

（三）軼事紀錄

本研究軼事紀錄之目的是隨機記錄幼兒在研究進行過程中於學習區創作小書時，以

及在課堂中所表現出具有研究價值的行為或事件，以於資料分析過程中參照佐證。例如，

將幼兒於課堂中討論母親節或我的志向等過程列入軼事紀錄，並依據日期匿名編碼，如

「0624_ 軼明」。

四、研究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計採用內容效度、專家效度以及評分者信度等方式建立研究之信、效度。在

內容分析之類目部分，由於係依據 M. Wilson、Wilson（2010）所提出之既存論述，因之

具有內容效度。於進行小書創作意涵的解讀時，採用評分者信度做為檢測方式，邀請兩

位具視覺藝術教育碩士學位之幼兒園現職教師為研究夥伴協助評分。經驗證，兩位評分

者的信度達到高相關（皮爾森相關係數達 .89），對分類不一致的小書均透過複評討論後

再建立類屬共識。在半結構式訪談提綱以及軼事紀錄表部分，採用專家效度進行檢驗，

邀請視覺藝術教育專長學者兩位、幼兒教育專長學者一位進行檢視，也請兩位研究夥伴

就幼兒理解程度修正提綱，模擬訪談過程等，以增加實施時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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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之對象是五至六歲的中大班幼兒，在研究進行前，均逐一向家長說明研究主

題與方向，並以家長同意書確認參與意願。研究進行中若遇家長有所詢問，均隨時向家

長說明進行狀況。同時，所有參與幼兒均以匿名處理，亦不在班級上有任何指涉或討論。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圖像小書主題意向之分析

本節之目的在理解幼兒圖像小書主題意向的內容，進行時先依據八大主題意向之內

涵逐件分析，再印證以訪談資料後獲得主題意向分類（附錄二），完成小書主題意向總

表（表 2）以及個別幼兒的主題意向統計表（表 3），並與訪談內容、軼事紀錄交互對照

進行討論。

表 2
小書主題意向總表

項目
主題意向

起源 成長 追尋 磨練 創建 失敗與成功 願望實現 自然過程

男性 1 1 10 10 0 11 11 12
女性 4 5   1   3 4   2 16 23
合計 5 6 11 13 4 13 27 35
排序 7 6   5   3 8   3   2   1

註：幼兒作品數 N = 48（男性 n = 24；女性 n = 24）。

表 3
個別幼兒小書主題意向統計表

對象
主題意向

起源 成長 追尋 磨練 創建 失敗與成功 願望實現 自然過程

小勇 0 1 3 4 0 6 3 1
小安 1 0 4 1 0 0 4 6
小明 0 0 3 5 0 5 4 5
小愛 2 0 0 1 0 1 6 8
小希 0 3 1 2 3 0 4 8
小薇 2 2 0 0 1 1 6 7

根據表 2，幼兒小書之主題意向以自然過程 35 次為最多，占小書總筆數（48 件）的

七成以上，其次為願望實現 27 次。然而，男性幼兒小書的主題意向較為平均，於自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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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2 次）、願望實現（11 次）、失敗與成功（11 次）、追尋（10 次）、磨練（10 次）

等均呈現接近的次數。女性幼兒則較為集中，自然過程計出現 23 次，僅有一件女性幼兒

小書未呈現此一主題意向，願望實現出現 16 次，亦接近七成，兩者均遠高於其他主題意

向。其次，根據表 3，個別幼兒呈現有主題意向偏好的狀況。例如，小勇僅有一件小書

呈現有自然過程之主題意向，但有六件小書呈現有失敗與成功之主題意向；小安則有六

件小書呈現自然過程之主題意向，但無小書呈現出失敗與成功之主題意向。顯示雖然性

別相同，但不同個性、氣質的幼兒，在小書主題意向的表現上有不同偏好。

在聆聽幼兒的敘事後，發現幼兒在呈現自然過程時，常伴隨著願望實現的意向，顯

示實現內在願望為幼兒進行創作的重要動機，而其內容常以自身熟悉的生活經驗為主，

女性幼兒更為明顯。以口語表達能力極佳的小薇為例，她與媽媽的關係親密，有半數以

上的小書內容與媽媽有關，例如喜歡媽媽（圖 1），而國王和女王（圖 2）則是源自小薇

生活經驗中對於收禮物的期待。

圖 1　小薇。

喜歡媽媽（G301032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2　小薇。

國王和女王（G3030401）。

彩色鉛筆。9.5 × 6.5 cm。

根據小薇，喜歡媽媽所呈現的即是「我喜歡媽媽的故事」，目的是希望媽媽母親節

能夠快樂並實現心願。由於母親節即將到來，課堂上幼兒熱烈討論要準備的活動，小薇

說：「我想要表演『魔法城堡』這首歌送給媽媽」（0311_ 軼薇），故事的結尾是：「我

跟媽媽說：『我很愛你！』」。小薇的靈感還受到哥哥影響，她表示：「我哥哥也會畫

母親節，所以我就學他」（0327_ 訪薇）。國王和女王則以送禮物為主軸，緣起是：「我

……跟我哥哥生日的時候，大家都會送我禮物」，「就是要當一個好寶寶……可以得到

禮物是好寶寶。」（0410_ 訪薇）兩本小書均與小薇的生活經驗相關，亦帶有願望實現

的主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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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女性幼兒，男性幼兒在失敗與成功、追尋、磨練的部分有著相當數量。以小明

為例，他的創作受到電玩遊戲與電影的影響頗深，腦海中似乎有張強大的連結網，與感

興趣的人物角色及劇情密切連結。這裡到底是哪裡？（圖 3）及蜘蛛人去打壞人（圖 4）

呈現了失敗與成功，以及磨練等主題意向。

圖 3　小明。

這裡到底是哪裡 ?（B3060424）。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4　小明。

蜘蛛人去打壞人（B3020327）。

彩色鉛筆。9.5 × 6.5 cm。

這裡到底是哪裡？的靈感來自一款學習基本運算，但帶有一點恐怖意涵的電腦遊戲：

「他會給你三題，第一題很簡單，第二題還好，第三題很難……老師出題目……答錯，

鬼……這個老師就會去追你」（0424_訪明），解題過程中如果答錯，「鬼老師」就會追人，

意味著答題的失敗與成功至為關鍵。由於小明即將升上小一，對於上小學要考試感到：

「我好緊張喔」（0624_ 軼明），這本小書似乎也反映了對未來的焦慮。蜘蛛人去打壞

人的靈感則來自電影復仇者聯盟：「我看過電影畫出來的，有兩個國，復仇者跟正義，

我畫的是復仇者」（0327_ 訪明），小書主角「蜘蛛人」代表正義的英雄，任務是發揮

特長去打敗壞人，當任務成功後，故事也告一段落。

小勇是一位活潑、好奇，喜愛冒險的小男生，母親對他的肯定給予他十足的自信：「我

想像力很豐富，媽媽講的。」（0508_ 訪勇）他的創作靈感多源自自己的想像，亦有部

分來自手機遊戲，較少描述自然或日常生活。小勇連續以打架為題材畫了兩本小書（圖5、

圖 6），呈現了磨練的主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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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小勇。

我要跟警察打（B1010320）。

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6　小勇。

我要跟拳擊手打（B1020327）。

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當被問及為什麼畫打架的主題時，小勇回應：「如果遇到壞人，在不同地方像是公

園之類的……怕有壞人。」故事中的男孩就是小勇的化身，對手雖然是有著勇敢與強壯

形象的警察和拳擊手，但小勇在戰鬥過程中展現了威力無比的攻擊力，我要跟警察打中

採用腳踢攻勢，我要跟拳擊手打則用彈跳攻擊。故事的結尾：「我贏了！警察伯伯輸了，

我好開心！」、「我贏了，得到了獎盃，拳擊手輸掉了，所以他哭哭。」（0327_ 訪勇）

顯示無論對手是警察或拳擊手，小勇都擁有與對方激烈戰鬥的勇氣與毅力。

在接連畫了兩本以打架為主題的小書後，因為「太多打架，我想畫一些探險的」

（0401_ 訪勇），小勇轉而以「探險」為主題進行創作，完成富含追尋意涵的我要去探

險 I（圖 7）、我要去探險 II（圖 8）兩本小書。 

圖 7　小勇。我要去探險 I（B1030401）。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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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小勇。我要去探險 II（B1030417）。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我要去探險 I、II 書中主角都是化身為探險家的小勇，我要去探險 I 進入黑暗城堡與

吸血鬼對抗，靈感來自：「我看哆啦 A 夢的一集有吸血鬼，有兩顆尖牙」，因為黑暗城

堡很暗，因此必須借助手電筒的幫忙：「手電筒的光是我們的［教學］主題。」（0401_

訪勇）我要去探險 II 則描述探險家因為找到一張迷宮地圖而走出困境的歷程。從對話中

顯示了熱門卡通的影響力以及小勇對課堂學習經驗的援用。

小安的觀察力很敏銳，父親陪伴探索大自然以及喜愛種花的母親為他帶來豐富的生

活體驗，創作內容有許多與自然界相關，也能相當細膩的描繪植物的樣貌。我愛爸爸（圖

9）是與父親日常相處的過程，神奇的月亮之島（圖 10）則顯示了追尋的主題意向。

圖 9　小安。

我愛爸爸（B2020327）。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10　小安。

神奇的月亮之島（B2070502）。

彩色鉛筆。9.5 × 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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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爸爸的緣起來自於：「有一次爸爸帶我去爬山，然後我看到很多種我喜歡的花」，

由於「想要有人送我花」，而有故事最後的送花情節（0327_ 訪安）。神奇的月亮之島

則與一款和馬利歐有關的任天堂遊戲相關：「因為我在家玩馬利歐的時候……就是要

『得』月亮，［才能］拯救很多國家」，月亮之島的神奇在於「裡面有一個寶藏，就這

個黃色的」，而想畫這個故事的原因是「我想要探險」（0502_ 訪安），透露了冒險追

尋的主題意向。

起源、成長、創建的主題意向以女性幼兒的作品居多。其中，小愛是位熱愛繪畫的

小女孩，創作過程中會自我肯定，母親的鼓勵是極大動力。為什麼上面是藍色？為什麼

下面是綠色？（圖 11）及太陽怎麼那麼大（圖 12）呈現了小愛對於自然現象的認識。

圖 11　小愛。

為什麼上面是藍色 ? 為什麼下面是綠色 ?
（G1030401）。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12　小愛。

太陽怎麼那麼大（G101032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小愛會畫為什麼上面是藍色？為什麼下面是綠色？是因為：「我對這個問題很好

奇」，她表示確實問過媽媽，為什麼天空是藍色，草地是綠色？媽媽回答「本來就是這

個樣子的」，因此，「我用大大的眼睛看」，而部分圖像的來源則是模仿自姐姐：「這

個草地，姐姐說要這樣子畫［斜地拿筆］，不要這樣子［直地拿筆］……顏色配在一起，

可以跟淺綠色一起塗，這樣子就可以更美麗。」（0401_ 訪愛）太陽怎麼那麼大中所有

的角色都覺得很熱，太陽自己都戴了太陽眼鏡。為了降溫，小愛以下雪來終結炎熱（0320_

訪愛），兩本小書皆呈現了幼兒在成長過程中對大自然現象的觀察。

小薇的魔法城堡（圖 13）與森林公主（圖 14）都呈現了花朵或樹木成長的變化。魔

法城堡仍與媽媽和母親節有關：「因為我感覺媽媽很喜歡看『魔法城堡』，她也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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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兩個都是媽媽喜歡的」，圖像的來源則參考自卡通天空之城（0327_ 訪薇），

故事的結尾：「到晚上就沒人，花就被砍掉了，有一個不知道為什麼開在城堡旁邊，公

主就很開心。」森林公主則呈現了長的「很大、很挺」以及「很小、歪歪的」的花（0410_

訪薇），意味著幼兒對於花朵、樹木的生長狀態有所認知。

圖 13　小薇。

魔法城堡（G3020327）。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14　小薇。

森林公主（G304041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小希是一位有正義感且熱心助人的小女生，也是老師的得力小幫手，有時甚至當起

風紀股長協助管理秩序（0425_ 軼希），自己與家人、同學的互動是她常表現的題材，

本研究四本呈現了創建主題意向的小書中，有三本即來自於小希。她的為什麼雲這麼小？

（圖 15）、我的城堡（圖 16）是創建主題意向的代表。 

圖 15　小希。

為什麼雲這麼小？（G2030401）。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16　小希。

我的城堡（G2020327）。

彩色鉛筆。9.5 × 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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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希對為什麼雲這麼小？的描述生動：「有一天雲變小了，後來雲變成魚了」，「恐

怖的城堡裡住著恐怖的鬼，我跟媽媽說『不要進去會被鬼吃掉！』媽媽進去後喊『救

命！』恐龍出現把鬼吃掉。」（0401_ 訪希）「鬼」可能代表令小希害怕的未知事物，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她創造了「恐龍」的角色讓鬼消失。我的城堡則內容豐富，人物眾多，

包含親友以及想像中的人物，情節交織著童話故事、想像與真實的生活經驗。故事結尾，

尚在世的阿嬤在阿姨生日時，以過世者的姿態出現：「阿嬤出現在她面前說：『好久沒

看到妳，我愛妳！』」（0327_ 訪希）小希似乎透過創造現實中尚未發生但隱然擔心的

事情「我阿嬤 66［歲］」，「還沒，快要［過世］」，來暫時消弭心中的恐懼。

二、圖像小書心理現實之分析

在理解圖像小書之主題意向後，本節接續依據藝術四類現實分析幼兒小書之心理現

實，再印證以訪談資料後獲得四類現實之分類（附錄三），完成小書心理現實總表（表 4）

以及個別幼兒的心理現實統計表（表 5），並與訪談內容、軼事紀錄交互對照進行討論。

表 4
小書心理現實總表

項目
心理現實

一般性 人類學 規範性 預言性

男性 14 20 2   9
女性 22 11 6   9
合計 36 31 8 18
排序   1   2 4   3

註：幼兒作品數 N = 48（男性 n = 24；女性 n = 24）。

表 5
個別幼兒小書心理現實統計表

對象
心理現實

一般性 人類學 規範性 預言性

小勇 2 8 1 2
小安 7 4 0 5
小明 5 8 1 2
小愛 7 4 2 2
小希 8 6 2 3
小薇 7 1 2 4

根據表 4，幼兒小書的心理現實以一般性現實 36 次為最多，占小書總筆數（48 件）

的四分之三以上，其次為人類學現實 31 次、預言性現實 18 次、規範性現實八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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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幼兒心理現實的分布狀況有所不同，女性幼兒以一般性現實最多，男性幼兒則

以人類學現實為最多。女性幼兒小書中僅有兩件未包含一般性現實，男性幼兒小書中僅

有四件未包含人類學現實，顯示女性幼兒對於陳述日常生活經驗的動機較為明顯，男性

幼兒對於探索自身的動機較為明顯，但幼兒們於呈現規範性現實的動機均較不明顯，男

性幼兒尤然。此外，根據表 5，個別幼兒呈現有心理現實傾向集中的狀況。例如，男性

幼兒中小安呈現一般性現實的小書共有七本，小勇則僅有兩本，但小勇的每一件小書均

呈現出人類學現實。女性幼兒中小希有六本小書呈現了人類學現實，小薇則只有一本。

顯示雖然性別相同，但不同個性、氣質的幼兒，在小書心理現實的表現上有不同之傾向。

在個別之心理現實的部分，一般性現實是指對日常生活之共同性概念和經驗的描繪，

為幼兒小書中創作動機最為普遍者。小愛的我第一次上學（圖 17）即呈現了此類心理現實。

圖 17　小愛。我第一次上學（G1020327）。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我第一次上學描述的是小愛第一次上學時的心情轉折，從剛開始時焦慮不安：「我

兩歲的時候我去上學，我本來覺得老師很可怕」，到漸漸適應學校生活：「後來我上

1234，然後老師陪我們玩，然後吃飯，媽媽就會來接我，所以我不覺得老師可怕了」，

最後則覺得開心而期盼：「回家的時候，明天我就想再上學。」（0327_ 訪愛）第一次

上學是多數幼兒都擁有的共同經驗，雖然每個人的狀態與適應過程不盡相同，但與父母

的分離焦慮均是需要調適面對的心理歷程。

人類學現實是指在繪畫中透過自己外在形體的表現及內在觀念的表達來「界定自我」

的過程。在小書作品中，發現幼兒在這個部分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面向。小勇的忍者去找

寶藏（圖 18）、小明的這裡的奶奶怎麼這麼可怕（圖 19）及小愛的媽媽怎麼這麼辛苦（圖

20）雖然都顯露了這類心理現實，但每個人所經營的故事情境以及所需面對的議題均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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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小勇。

忍者去找寶藏（B104041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19　小明。

這裡的奶奶怎麼這麼可怕（B3010426）。

鉛筆、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20　小愛。媽媽怎麼這麼辛苦（G1040410）。彩色鉛筆。9.5 × 6.5 cm。

小勇的忍者去找寶藏描述一位忍者獨自快樂尋找寶藏的故事，會畫忍者是因為：「我

喜歡忍者，忍者就是我啊！我覺得很酷」（0411_訪勇），小勇對於忍者相當崇拜與嚮往，

他表述自己的志向：「我長大後想當忍者！」在班上甚至自創一個「忍者隊」代表正義

的一方，並號召大家參加。在學期末同學會的表演活動中，也想以忍者為裝扮造型。因

此，在小書中小勇將自己轉化為主角，透過一連串的描述投射出自身熱愛冒險的個性，

似乎將潛意識中理想的自我呈現在小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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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這裡的奶奶怎麼這麼可怕源自一個密室逃脫的手機遊戲，在遊戲情境中，小

明意識到內心的恐懼：「我發現外面恐怖阿嬤拿槌子好像要打我的感覺」，藉由「找櫃

子裡汽車鑰匙」，最終小明以「騎上車撞恐怖阿嬤」為策略來對抗內心的恐懼（0426_

訪明）。在課堂中觀察小明時，發現平日較為畏縮的他在遊戲中往往能呈現出「反擊」

的一面，似乎也透過這本小書創作為自己加把勁。

小愛常有與夢境相關的主題，畫媽媽怎麼這麼辛苦的動機是：「我有做噩夢，做很

可怕的」，夢境與巫婆有關，「她把我綁架然後關進籠子裡」，小愛談到自己做了惡夢

時表情緊張，吞吞吐吐，可以看出對被女巫綁架感到害怕，但是故事的結尾則讓人安心：

「女巫覺得弟弟很可愛，就沒綁架。」（0411_ 訪愛）雖然故事中有被綁架之虞的是弟弟，

但小愛似乎是以弟弟來替代自己。同時，雖然夢到了可怕的事情，卻用天真的想法來化

解焦慮與不安，也發現透過故事創作轉化後，小愛的態度顯得輕鬆，也展露笑容。

規範性現實是指在繪畫中表達個人對社會規範與道德標準的適度認知。根據研究結

果顯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幼兒在這個部分的心理動機都偏低。小希的大王國的小女孩（圖

21）及小勇的小小科學家（圖 22）則展現了這個部分的內涵。

圖 21　小希。

大王國的小女孩（G204041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22　小勇。

小小科學家（B1080508）。

彩色鉛筆。9.5 × 6.5 cm。

小希的大王國的小女孩描述的是小姊妹因為爭奪髮飾產生紛爭的過程：「妹妹就搶

走我的［蝴蝶結］」，而且還發生尖叫的行為，於是「媽媽就打她屁股，［因為］是我

說我要戴那個蝴蝶結，然後她又搶我的」，有趣的是，妹妹雖然因為做了社會規範不被

允許的事情而受罰，但是小希因為媽媽不讓她帶喜歡的髮飾而說媽媽「霸凌別人」（0410_

訪希）。小希在學校是老師的得力助手，常常協助老師管理班上的秩序（0425_ 軼希），

顯見小希對於與社會規範相關的對錯標準有較明顯的表達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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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學家中的科學家是小勇的化身，他發明了會幫助人和物件長大的橘色藥水，

但由於「媽媽覺得藥水很危險」，因此媽媽訂了一個規範：不准他發明藥水。小勇為了

避免「做出的藥水，媽媽都叫他丟掉」，所以「設了一個密碼」，否則「媽媽發現［這

個實驗室］會有一堆藥水被丟掉」（0508_ 訪勇）。在真實的世界中，實驗室裡確實隱

藏著一些風險，如果稍加不慎可能會導致危險情況的發生，因此幼兒能理解適度的規範

有其必要性，但或者小勇心底深處仍期待能發明橘色藥水，因此在表達理解規範之餘，

仍透過設置密碼為應對策略，得到心情的抒發。

預言性現實是指在繪畫中表達對未來世界的預測性看法。小希的稻草人（圖 23）與

小安的怎麼那麼多太陽（圖 24）流露了這類心理現實的意涵。

圖 23　小希。

稻草人（G2050417）。

彩色鉛筆。9.5 × 6.5 cm。

圖 24　小安。

怎麼那麼多太陽（G2050410）。

彩色鉛筆。9.5 × 6.5 cm。

小希的稻草人描述了與家人、手足、朋友相處及遊戲的過程，她形容：「我喜歡小寶，

有時候會吵架，有時候不會，我喜歡小寶跟我一起牽手」，在回家前：「我就跟小寶說：

『妳要不要去我家玩？』小寶就說：『好。』」由於玩伴的媽媽不同意，所以只得「玩

一下就走了」，但是小希期待未來可以再度邀約小寶到家裡玩：「因為我想跟她玩我的

新玩具。」（0417_ 訪希）故事隱藏了小希心中對未來友情發展的期待，表達出預言性

的心理現實。

怎麼那麼多太陽呈現的是爸爸帶小安去公園的日常經驗：「爸爸每天都會帶我去公

園」，而「我每天出去都會看到太陽」，之所以有那麼多太陽，是「因為我走到哪太陽

就跟到哪」，使故事中「小鳥出去玩覺得好熱……樹也覺得好熱，魚也覺得好熱」，最

後則「終於下雨了」，小安也預告：「最近晚上的月亮也會跟著我，下次的故事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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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0411_ 訪安）或者由於幼兒對數量的概念尚不清晰，太陽無處不在的現象給

了小安有許多太陽的感覺，而下起了雨則反映了預言天氣的心理現實。 

三、圖像小書性別角色敘事認同之分析

為理解六位幼兒對圖像小書中性別角色的敘事，本研究先依據訪談資料將每件小書

出現的角色依據性別屬性進行分類（附錄四），其中除女性、男性之性別角色外，尚有

無性別之類屬，如太陽、樹、花、魚等非人物角色，但幼兒於描述時賦予生命屬性之角

色類屬。於完成小書性別角色總表（表 6）以及個別幼兒小書性別角色的統計表（表 7）

後，再與訪談內容、軼事紀錄交互印證進行討論。

表 6
小書性別角色總表

性別
角色性別（次數／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無性別 合計

男 34（49.3%） 10（14.5%） 25（36.2%） 69（100%）

女 28（32.9%） 56（65.9%） 1（1.2%） 85（100%）

表 7
個別幼兒小書性別角色統計表

對象
角色性別

男性 女性 無性別

小勇 12   3   1
小安   5   3 24
小明 17   4   0
小愛   5 17   1
小希 14 24   0
小薇   9 15   0

根據表 6，男性幼兒小書出現之角色性別計有 69 次，其中男性角色 34 次（49.3%），

女性 10 次（14.5%），無性別者 25 次（36.2%）。女性幼兒小書出現之角色性別計有 85

次，女性角色 56 次（65.9%），男性 28 次（32.9%），無性別者一次（1.2%）。顯示整

體而言，幼兒多傾向以自身的生理性別投射為故事角色，但相較於女性幼兒，男性幼兒

表達與自身生理性別不同之故事角色的傾向較不明顯。其次，根據表 7，發現雖然幼兒

傾向以自身的性別投射為故事角色，但在個別幼兒部分卻呈現有值得關注的狀況。小安

的小書共出現有 32 個故事角色，男性角色有五次，女性三次，但無性別者有 24 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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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全部小書中的無性別角色幾乎都出自於小安的小書。同時，小安小書中的男性角

色雖然也多於女性，但男、女角色的比例亦不若其他幼兒般懸殊。綜合前兩節之發現，

顯示當僅以性別二分法的角度詮釋資料時，將有可能忽略具特殊性的個體，使其特質泯

沒於群體共性之中。以下就個別幼兒之敘事內容逐一陳述。

如前所述，小安的書中有許多具生命屬性的無性別角色，如太陽、樹、花、魚等，

與有性別角色的比例約為 24：8。我愛爸爸（圖 9）中，除了對植物有細膩的描繪，也陳

述家人之間互送花朵的過程。對於可不可以送花給男生，小安認為，「男生還是女生，

都可以收花或送花」（0327_ 訪安），他所畫小書中的太陽、樹、魚等角色則「都沒有

分男生或女生」（0411_ 訪安）。小安的爸爸曾擔任愛心家長，並到校分享鍬形蟲的飼

養過程，小安以父親做為題材的動機是：「爸爸都會陪我看書，我家有養魚」，顯示父

母親有意義的陪伴對於幼兒至為關鍵。在談到將來的志向時，小安想當：「床單設計師，

因為我很會畫畫，就像這個花盆，都是我想的，就是用粗［的］和細的［筆來畫］」，

至於設計師能不能有女生？小安認為：「女生只要很厲害都可以，因為媽媽跟我說設計

師都是用電腦畫」（0509_ 訪安），顯示或者因為操作電腦較不受體能限制，小安認為

這是男、女皆可從事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顯示幼兒的意識形態受到父母的影響，家長若

提供適宜的價值觀，對幼兒的性別認知將有正向助益。

小勇的小書多以男生為主角，男、女角色的比例約為 12：3，且大部分的男主角均

指涉自己，似乎透過小書敘事來探索及實現對自己的想像。在討論未來志向時，小勇迫

不及待的說未來想當「科學家」（0411_ 軼勇），或者受到這次討論的影響，他畫了小

小科學家（圖 22）。在討論科學家的性別時，小勇說：「應該有［女生］吧！我不知道

有男生還是有女生，應該兩個都有。」（0411_ 訪勇）然而，被問及我要跟警察打（圖 5）

中的警察可以換成女生嗎？他毫不猶豫的回答：「警察不可以換成女生，男的比較凶會

打架」，雖然「我媽媽好凶。但是男生更凶」，但當被問及有沒有女生警察時，小勇明

確的回答：「有啊！」而我要跟拳擊手打（圖 6）的拳擊手「也不能換成女生，因為我

沒看過，如果換成女生我覺得很怪」（0327_ 訪勇）。顯示當討論性別角色更換的適當

性時，小勇會參照生活經驗以及自我意識來決定。例如，沒看過女生當拳擊手，所以應

該沒有女拳擊手，也意味幼兒對於不常接觸的職業角色概念較為模糊。而相較於女生，

男生「比較凶、會打架」，則顯示小勇對性別角色的特質有其堅持的認知概念。

小明書中以男生為主角的比例也相當高，男、女角色的比例約為 17：4。蜘蛛人去

打壞人（圖 4）中的英雄角色勇敢強壯也膽大，當談到角色的性別轉換時，他認為：「可

以換，因為蜘蛛人有白色的，白色就是女的，沒有粉紅色，鋼鐵人、黑豹都不能換成女生，

藝術教育研究(43)-03 曹亞倫.indd   92藝術教育研究(43)-03 曹亞倫.indd   92 2022/8/2   下午 04:52:252022/8/2   下午 04:52:25



藝術教育研究　93

幼兒自發性圖像之性別角色敘事

壞人可以是女生……死侍是男的，可以畫成女生。」（0327_ 訪明）其中白色女蜘蛛人

是來自動畫版蜘蛛人電影中的角色，顯示小明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受到電影或電玩人物

潛移默化的影響，也顯示了對於粉紅色的性別標籤。這裡到底是哪裡？（圖 3）中的男

老師，小明認為：「也可以［換女生］，因為我看過它的女生，可是女生版的比較可怕。」

（0425_ 訪明）小明的志向是修理房子的「工程師」，在性別考量上，「［女生］可以，

可是我只看過男生……可是我怕女生挖一個洞，然後掉下去，她就說：『欸！快救我出

去！』」（0508_ 訪明），顯示雖然小明覺得男、女生都適合擔任工程師，但對女生執

行工作的效能則有些保留。小明的小書受電玩、電影的影響甚深，也顯示這些媒介對於

幼兒的性別角色認知有深層影響。

小薇的小書以女生角色居多，女、男角色的比例約為 15：9，創作靈感多來自日常

生活經驗、電影或卡通。當問及國王和女王（圖 2）中超人角色的性別轉換時，她回應：

「超人也可以是女生，就像麵包超人一樣，麵包超人有三個女生。」（0410_ 訪薇）而

森林公主（圖 14）中的女生「可以［換成男生］……可是頭髮要短的……男生有一些

是長頭髮但我不喜歡畫男生長頭髮，王子也可以當作故事主角……就像青蛙王子那樣」

（0327_ 訪薇），魔法城堡（圖 13）中的公主也可以換成王子，但是「最後一頁完我還

想要讓王子和公主結婚」（0327_ 訪薇）。喜歡媽媽（圖 1）中父母的角色也可以替換，

因為「爸爸也很喜歡我……媽媽會幫我煮飯，爸爸也會煮」（0327_ 訪薇），顯示親近

成人的行為表現會影響幼兒，當父母的角色趨向性別平權，幼兒亦有所感。未來小薇想

要「當 ABE 老師……我喜歡 ABE……姑姑說外國人的小孩很可愛，所以我想要看看」，

同時，「［男生］可以［當英文老師］……也有一些英文老師是男生啊！」（0509_訪薇），

小薇對性別角色的互換彈性較大，但對男、女生的外在形象（男生短髮、女生長髮）以

及異性關係（美好婚姻）似乎存在著既定印象。

小愛的小書也以女生占大多數，女、男角色的比例約為 17：5，創作靈感多來自日

常生活以及夢境等。被問到太陽怎麼那麼大（圖 12）中的小兔子是否能換成男生時，小

愛表示：「顏色想換，因為我覺得男生有一些人比較喜歡咖啡色，女生有一些人比較喜

歡粉紅色，男生喜歡深色，女生喜歡淺色。」那有沒有女生會喜歡深色呢？小愛指出：「會

啊，我媽媽就會，深紫色、還有深藍色跟淺藍色。」而男生會不會喜歡淺色？小愛認為：

「會，一些男生喜歡淺咖啡色、淺藍色、草綠色。」（0327_ 訪愛）顯示小愛對於男生、

女生的認知包含顏色的既定印象。那麼我第一次上學（圖 17）中的幼兒園老師可以是男

生嗎？小愛認為：「可以是男生，像是體育老師，可以當作是爸爸。」（0327_ 訪愛）

媽媽怎麼這麼辛苦（圖 20）的巫婆也可以換成男生，但是「有男的巫婆可是我沒有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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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不會畫男的衣服」（0411_ 訪愛）。小愛的志願是當「美術老師」，但「我覺

得男生不行，女生比較看過」（0508_ 訪愛），顯示小愛對於性別角色的判斷與生活經

驗相關，因此擴增幼兒的生活經驗，並適時給予機會教育相形重要。

小希書中的女生角色亦較多，女、男角色的比例約為 24：14，創作靈感包含日常生

活、童話故事等，常見以自己及家人為主角。當被問及我的城堡（圖 16）中的巫婆角色

是否可以進行性別轉換時，小希說：「巫婆原本是女生，可以換成男生，因為她的臉很

像男生的臉，因為她是巫婆的鼻子，像男生的鼻子，男生鼻子這裡凸凸的，女生鼻子有

一點點凸」（0327_ 訪希），顯示小希似乎是以外貌特徵來決定性別角色的適配度，並

有自己的審美觀點。大王國的小女孩（圖 21）也呈現了與生活經驗有關的愛美心情，小

希描述故事情節：「妹妹說：『我不喜歡辮子，我喜歡馬尾』」，最後則以「漂亮」兩

字形容令自己滿意的打扮（0410_ 訪希）。小希表示自己未來想當警察，然而當被問及

男生及女生擔任警察工作的適當性時，小希的想法卻是：「我覺得［女生］不適合，路

上……比較看到……男生」，不過，小希又表示：「女生也可以出來巡邏啊！就是……

本來女生要出來對不對？然後男生搶著要出來，然後女生就沒辦法出來，就讓男生了」

（0508_ 訪希），似乎小希雖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想像，但又受到生活經驗囿限而遲疑，

也顯示了提供幼兒性別均衡環境的重要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之主題意向：日常經驗與視覺文化的浸染

根據研究結果，在以自發性繪畫的主題意向來分析幼兒圖像小書後，發現八大主題

於小書中均有出現，但比重及狀況不一，其中以自然過程之主題意向出現最多，願望實

現居次。尤其女性幼兒這兩類主題意向出現的次數遠高於其他主題，但追尋、失敗與成

功則偏低。男性幼兒雖亦以自然過程為較高，但願望實現、失敗與成功、追尋、磨練亦

出現次數接近的比重，起源、成長兩類則偏低，也未發現創建主題的出現。此外，也發

現個別幼兒呈現有特定主題意向偏好的狀況，顯示幼兒在自發性繪畫主題意向的呈現上

雖具有群體共性，不同性別的幼兒也可能出現相異的主題意向偏好，但部分性別相同的

幼兒，或因個性、氣質等因素的不同，其自發性繪畫亦呈現殊異的主題意向偏好。 

在進一步分析幼兒的敘事後，發現當小書呈現自然過程的主題意向時，內容多為幼

兒熟悉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共處，又為最常出現的內容。而當呈現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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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實現的主題意向時，亦常伴隨著自然過程的日常節奏，顯示實現內在願望為幼兒創作

的重要動機之一。在小書題材的靈感來源上，發現幼兒普遍受到當代視覺文化現象的影

響，尤其男性幼兒的靈感大量受到電玩、手機遊戲、電視卡通、電影所影響，日常生活

經驗反較居次。女性幼兒的靈感則主要來自日常生活經驗，使女性幼兒的小書呈現了類

似「日記畫」的特質，其次則為童話故事及電視卡通，也有夢境等。而在題材選擇或圖

像繪製的技法上，也發現有出自對於兄姊的模仿。

（二）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之心理現實：畫其所現與畫其所隱的意涵

根據研究結果，在以藝術的四類心理現實來分析幼兒圖像小書後，發現以一般性現

實為最多，其次為人類學現實、預言性現實、規範性現實，且一般性現實與人類學現實

的比重遠高於其餘兩類，而規範性現實則遠低於其他三類。同時也發現，於本研究中，

性別不同的幼兒在四類心理現實呈現的比重也有所不同。女性幼兒以一般性現實為最多，

其次為人類學現實、預言性現實、規範性現實。男性幼兒則以人類學現實為最多，其次

為一般性現實、預言性現實、規範性現實。此外，也發現個別幼兒呈現有心理現實傾向

集中的狀況，顯示幼兒自發性繪畫的心理現實傾向雖具有群體共性，不同性別的幼兒可

能出現相異的表現傾向，但部分性別相同的幼兒，或因個性、氣質等因素的不同，其自

發性繪畫亦呈現殊異的心理現實傾向。 

在進一步分析幼兒的敘事後，發現本研究中的女性幼兒以陳述日常生活經驗的心理

動機較為明顯，男性幼兒則以探索自身的心理動機較為明顯。亦即，男性幼兒多傾向「畫

其所隱」，表現出內心隱藏之另一個我的形狀，女性幼兒則多傾向「畫其所現」，表現

出正在與日常生活中之人、事、物，互動之我的樣貌。同時，人類學現實係指將對自我

的認識、想法或困惑，甚至不被社會規範所認可的行為透過創作抒發或釐清。研究也發

現，如同成人世界中的大人各自有必須面對的「功課」一般，當幼兒透過人類學現實闡

述內在自我時，每位幼兒所處理或面對的議題亦不相同。其次，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對

於規範性現實的呈現動機雖均偏低，但相較於男性幼兒，女性幼兒於規範性現實的表現

程度普遍較高，顯示女性幼兒似乎較為關注外在世界的規矩方圓，並會以之做為行為對

錯價值判別的依據。

（三）幼兒自發性圖像小書之性別角色敘事：群體共性與個別殊性的交織

性別角色之建構為幼兒認識自己的重要歷程，當探查圖像小書中性別角色之敘事認

同時，研究結果顯示，於本研究中，小書中出現的性別角色以與幼兒自身性別相同的角

色數量為多，但相較於女性幼兒，男性幼兒表達與自身生理性別不同之故事角色的傾向

較不明顯。其次，研究發現，少數幼兒的小書中亦出現有無性別的角色。同時，雖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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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幼兒傾向將自身的性別投射為故事角色，且部分幼兒小書中男、女角色出現的比

重相當懸殊，但當觀察個別幼兒時，發現亦有幼兒小書中的男、女角色比例相對接近，

數量亦較少，反而無性別角色出現的比重甚高，顯示幼兒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有其個別

殊性。

在進一步對照幼兒的敘事後，發現幼兒多傾向以自己作為小書主角進行陳述，當轉

化為其餘故事角色時，亦多將自身投射為主角進行描述，使小書之敘事能反映出幼兒的

性別角色認知。其次，發現幼兒在描述性別角色之特質時，呈現了共性與殊性交織的狀

況。首先，在決定性別角色的職業類別時，發現幼兒受生活經驗之影響甚深，會依據自

身經驗決定職業之性別類屬，例如，對沒看過或較少見到的職業如拳擊手、警察甚或美

術老師等，出現有性別固著之印象。其次，在性別角色之特質部分，呈現出不同的刻板

印象，例如，將粉紅色與女性連結、認為男性較女性兇猛、男性不應留長髮，以及女性

因性別之限較不勝任某些工作，而部分工作因其靜態特質故男、女皆可從事等。再者，

研究也發現男性幼兒對性別角色的認知受電玩、手機遊戲、電影、卡通的影響甚深。女

性幼兒則受繪本、童話故事、電影卡通的影響較深，也存在有其餘刻板印象，例如，完

美的故事結局應包含異性戀婚姻等。同時，也發現父母家務分工的模式影響幼兒對性別

角色的認知彈性。因此。擴增生活經驗，提供性別均衡的外在環境與媒體氛圍，對於幼

兒性別角色之認知應有正向影響。

二、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結論顯示，自發性繪畫的創作歷程能提供幼兒抒發情感及表達思維，使其藉

之既探索內在自我也展演外在自己。同時，不同性別或個性之幼兒的小書呈現有主題意

向偏好以及心理現實傾向集中的狀況，也發現幼兒透過小書展現了同中存異的性別角色

敘事。未來宜透過更長期的研究，例如，進入個別幼兒的家庭觀察，以進一步探究形成

前述差異的原因，或更深層的個別探討幼兒自發性繪畫的主題意向、心理現實及性別角

色敘事等。其次，本研究之對象為年僅五、六歲的幼兒，卻已流露出性別定見以及刻板

印象，其影響是來自家庭、學校亦或媒體？又如何被幼兒內化為其敘事認同？亦宜進一

步探索。再者，本研究發現，雖然性別可能是幼兒繪畫表現差異性的影響因素之一，但

不應以性別二分法的方式進行概述，而應細查每一個體的表現特質，以避免個體之特殊

性被群體共性所淹沒。因此，當面對以性別為視角的相關論述時，也應有所省察，或進

而校正過往以性別二元論之立場解讀兒童繪畫的觀點。同時，亦可聚焦探究幼兒自發性

繪畫之人物圖像表徵與其性別角色敘事間的關係。最後，本研究發現流行視覺文化以及

媒體對幼兒影響甚深，由於這些影響涉及龐大的社會機制，使幼兒是否能在成長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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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真正決定自身性別角色的自由，有待商榷，則對性別弱勢之小眾，如同志或跨性別

幼兒等，應如何透過藝術教育提供其探索自身、表達自己的中性空間，皆應進一步予以

關注。

本研究於陪伴幼兒創作的過程中，可清楚地觀察每一位幼兒畫畫時所呈現之思維與

作品交織的狀態，有些幼兒表情豐富的畫出正在腦海中上演的情節，有些幼兒則沉醉於

經營所畫物件的本身。在聆聽幼兒畫與話交融的敘事時，發現六位幼兒氣質各不相同，

也展露了不同的創作意涵。小勇的每一本小書都看到他在其中的活潑展演；小安以沉靜

細膩的描寫表達喜愛的生活經驗；小明將自己沉浸於喜愛的電玩、電影角色與劇情中；

小薇與媽媽親密的情感與互動躍然於紙上；小希以富有正義感的思緒創建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小愛則透過小書洗滌夢境帶來的困擾。幼兒的小書創作乍看在視覺圖像上或許未

必豐足，但其故事內涵卻飽滿動人。

幼兒時期是個體成長過程中初次接受各方規矩馴化管理的階段，舉凡家庭、學校、

社會，甚或媒體文化均有其規準，性別角色則是其中隱而不顯卻無處不在的框架。在思

考兒童研究與藝術教育的關係時，Thompson（2017）認為，長久以來學術圈似乎把兒童

的藝術發展視為理所當然，好像對兒童繪畫已有全盤瞭解，但實則不然。當我們習慣從

已定調的大論述看待個體的繪畫發展時，很可能將忽略甚或辜負了每一位正嘗試進入社

會秩序而各自有特殊議題須面對的幼兒。自發性繪畫是兒童的本能，每位幼兒都是獨特

的個體，其畫與話各具深刻意義。教育工作者宜持 Deleuze 的生成概念，將自發性繪畫

視為認識幼兒的起點，鼓勵其將視覺圖像作為表露生成性思維的動態方式，自在的表現

自身所見，傳達自身所想，以及探掘自身所隱，做為成長過程中表達自我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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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提綱

一、你的小書畫了什麼樣的故事？這次的故事和上次有哪裡不一樣？

二、你的小書主角是誰？還有哪些角色？他們是男生還是女生？他們發生什麼事？

三、你為什麼想畫這個故事？

四、你的小書為什麼要訂這個名稱？

五、小書的人物可不可以換成別人（不同性別）？為什麼？

六、你的小書會想與大家分享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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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小書主題意向分類

男性幼兒 女性幼兒

作品編號 書名 主題意向 作品編號 書名 主題意向

B1010320 我要跟警察打 磨練、失敗與成

功

G1010320 太陽怎麼那麼大 起 源、 願 望 實

現、自然過程

B1020327 我要跟拳擊手打 磨練、失敗與成

功、願望實現

G1020327 我第一次上學 自然過程

B1030401 我要去探險 I 追尋、磨練、失

敗與成功

G1030401 為什麼上面是藍

色？為什麼下面

是綠色？

起源、自然過程

B1040410 忍者去找寶藏 追 尋、 願 望 實

現、失敗與成功

G1040410 媽媽怎麼這麼辛

苦

磨 練、 願 望 實

現、自然過程

B1050417 我要去探險 II 追尋、自然過程 G1050417 城堡的花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1060424 植物與殭屍 磨練、失敗與成

功

G1060424 花朵被摘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1070502 小精靈 失敗與成功 G1070502 漂亮的大樓 願望實現、失敗

與成功、自然過

程

B1080508 小小科學家 成長、願望實現 G1080508 我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2010320 媽媽我愛你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G2010320 我很愛媽媽 成長、自然過程

B2020327 我愛爸爸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G2020327 我的城堡 創建、自然過程

B2030401 我喜歡爸爸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G2030401 為什麼雲這麼

小？

成長、追尋、磨

練、創建、自然

過程、願望實現

B2040410 怎麼那麼多太陽 自然過程、起源 G2040410 大王國的小女孩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2050417 史萊姆找朋友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追尋

G2050417 稻草人 成長、創建、願

望實現、自然過

程

B2060424 為什麼晚上有太

陽和月亮

追尋 G2060424 小花偷油吃 磨練、自然過程

B2070502 神奇的月亮之島 追尋、磨練 G2070502 很漂亮的花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2080508 神奇的月亮之月 追尋、自然過程 G2080508 為什麼企鵝這麼

多？

自然過程

B3010426 這裡的奶奶怎麼

這麼可怕

磨練、追尋、失

敗與成功

G3010320 喜歡媽媽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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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幼兒 女性幼兒

作品編號 書名 主題意向 作品編號 書名 主題意向

B3020327 蜘蛛人去打壞人 磨練、失敗與成

功

G3020327 魔法城堡 成長、創建、願

望實現、自然過

程

B3030401 我的好朋友史帝

夫不見了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G3030401 國王和女王 失敗與成功、願

望實現

B3040410 我好想成為史帝

夫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G3040410 森林公主 成 長、 願 望 實

現、自然過程

B3050417 去找神奇寶貝，

到底要去哪裡

找？

磨練、追尋、自

然過程

G3050417 好吃的餐廳 起 源、 願 望 實

現、自然過程

B3060424 這裡到底是哪

裡？

磨練、失敗與成

功

G3060424 怎麼會有彩虹 起源、自然過程

B3070502 這個人怎麼這麼

帥

追尋、磨練、失

敗與成功、願望

實現、自然過程

G3070502 越南好好玩 願望實現、自然

過程

B3080508 夾娃娃怎麼那

難？

失敗與成功、願

望實現、自然過

程

G3080508 森林裡有螢火蟲 自然過程

註：小明 2019 年 3 月 20 日因事請假，改列 4 月 26 日於學習區自發創作之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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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小書心理現實分類

男性幼兒 女性幼兒

作品編號 一般性 人類學 規範性 預言性 作品編號 一般性 人類學 規範性 預言性

B1010320  G1010320 

B1020327  G1020327  

B1030401   G1030401  

B1040410   G1040410  

B1050417   G1050417
B1060424  G1060424   

B1070502  G1070502   

B1080508    G1080508  

B2010320    G2010320 

B2020327    G2020327  

B2030401  G2030401  

B2040410   G2040410   

B2050417    G2050417   

B2060424  G2060424   

B2070502   G2070502  

B2080508  G2080508   

B3000426  G3010320   

B3020327   G3020327 

B3030401   G3030401  

B3040410   G3040410  

B3050417   G3050417  

B3060424   G3060424 

B3070502   G3070502 

B3080508    G3080508  

合計 14 20 2 9 合計 22 11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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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小書性別角色分類

男性幼兒 女性幼兒

作品編號 男性角色 女性角色 無性別 作品編號 男性角色 女性角色 無性別

B1010320   2   0   0 G1010320   0   3 0
B1020327   2   0   0 G1020327   0   4 0
B1030401   2   0   0 G1030401   2   0 1
B1040410   1   0   0 G1040410   1   3 0
B1050417   2   1   0 G1050417   1   3 0
B1060424   2   1   0 G1060424   1   2 0
B1070502   0   0   1 G1070502   0   1 0
B1080508   1   1   0 G1080508   0   1 0
B2010320   0   1   4 G2010320   3   4 0
B2020327   2   2   0 G2020327   1   2 0
B2030401   0   0   6 G2030401   2   2 0
B2040410   0   0   4 G2040410   1   2 0
B2050417   3   0   0 G2050417   2   3 0
B2060424   0   0   3 G2060424   2   3 0
B2070502   0   0   2 G2070502   3   5 0
B2080508   0   0   5 G2080508   0   3 0
B3000426   1   1   0 G3010320   0   3 0
B3020327   5   0   0 G3020327   1   1 0
B3030401   2   1   0 G3030401   4   2 0
B3040410   1   1   0 G3040410   0   2 0
B3050417   3   1   0 G3050417   2   2 0
B3060424   2   0   0 G31060424   0   2 0
B3070502   2   0   0 G3070502   1   2 0
B3080508   1   0   0 G3080508   1   1 0

合計 34 10 25 合計 28 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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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elling stories with drawings is a spontaneous instinct for children. Exploring children’s 

drawing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ir creative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early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stage for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roles’ narrative identity, this study applies the four art realities: common reality, anthropological 

reality, normative reality, and prophetic reality proposed by Kreitler and Kreitler (1972). And the 

eight themes of children’s spontaneous drawing: origins, growth, quest, trials, creation, failure 

and success, fulfillment of wishes, and natural process, proposed by M. Wilson and Wilson (2010) 

are take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children’s spontaneous drawing book creation,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ed thematic intentions,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d the narrative 

identity of the gender roles.

This research has three male and three female children in a upper kindergarten class in Taipei 

City as subject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ecdotal records to 

analyze their drawing books. However, when interpreting, this study does not deal with the visual 

form of images and the cognitive maturity of children, nor does it make value judgments on 

drawings, but focuses on the creative meaning and gender roles’ narrative identity that children 

present through the content of their drawing book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study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 Teacher / Affiliated Preschool, Taipei Municipal Bai Ling Elementary School
3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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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matic intentions

Immersion of daily experience and visual culture. Among the eight themes, natural process 

appeared the most frequently, followed by wish fulfillment,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girls. It 

is also found that children show individual preferences for specific theme intentions, which 

indicates that despite group commonality often being influenced by their gender,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perhaps due to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emperament, and other factors, show 

distinctive pre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themes in their spontaneous drawings. With further analysis 

of children’s narrative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content of drawing books is mostly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s that children are familiar with, and their coexistence with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parents, is the most common content, showing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inner desires is one of the 

main motives prompting children to create. The sources of themes are generally influenced by 

visual cultural phenomena and boys in particular are highly influenced by video games, mobile 

games, cartoons, and movies. In comparison, the inspiration of female children comes mainly 

from daily life experience, fairy tales, cartoons, dreams, and so forth, as a result of which girls’ 

drawing book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ry painting.”

2. Psychological reality

Interpre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what is presented and what is hidden.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in art, common reality is the most frequently depicted, followed 

by anthropology, prophecy, and normality. The proportion varied amo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Common reality is most often presented by girls, while boys children tend to depict 

anthropological reality to a greater degree. In addition, individual children show a tendency to 

focus on one specific type of psychological realities, indicating that although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children’s spontaneous drawing has group commonalities,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may show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 realities, though some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also show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reality tendencies. After further analysis of children’s narratives, it was 

observed that girl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describe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while boys tended 

more often to explore their inner selves. In other words, boys tend to “draw what is hidden,” 

showing the form of another hidden self, while girls tend to “draw what is presented,” showing 

the ways that they themselves interact with people, things, and objects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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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nder role’s narrative identity

Interweaving of group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 specificity. Many of the roles depicted in 

children’s books are the same as their own gender, but the proportion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of the author. However, the tendency to assign to their depicted roles the same genders 

as their own is observed to be less significant for boys than it is for girls. There are also few 

gender-neutral roles, indicating that children’s cognition of gender roles develops individually. 

After further analysis of children’s narratives, it is found that children tend to use themselv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to make statements, and when they draw imaginary stories, they also project 

their own gender onto the protagonist; hence the drawing book narrative can reflect children’s 

gender role cognition. Second, it is observed that children have different stereotypes when 

describing gender roles, and their cognition of gender role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pular visu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tern of parental division of household chores affects children’s 

cognitive flexibility with regard to gender roles. Therefore, enlarging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s 

and providing a gender-balance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media atmosphere shoul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cognition of gender roles.

In conclusion,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spontaneous drawing can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ir inner selves and to express their outer selves.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or personalities have different thematic preferences. Among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ies 

presented in their drawing books, a preference tendency is found, which show the similar gender 

role narrative while some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That is, young children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daily life experiences and popular visual culture. However,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lso show specific theme preferences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tendencies. Therefore, although gender may be one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drawings,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gender dichotomy when discussing related 

phenomena, and a degree of introspection is needed so as to avoi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overshadowed by the commonality of the group. Spontaneous drawing is instinctive for 

children; each child is a unique individual, and their drawings and words have profound meanings. 

Educators should adhere to Deleuze’s generative concept, regard spontaneous draw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young children, and encourage them to use visual images as a 

dynamic way to express their generative thinking, freely express what they see, convey what they 

think, and explore the hidden inner self as a channel for self-expression as they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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