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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美術館走入幼兒園會發生什麼有趣好玩的事呢？本文製作出兩組由主題名稱物

件及 10 項展示教材組成的「水墨藝術行動美術館」，將其設置在兩個北部私立

幼兒園大班教室為期四週，透過訪談及觀察記錄，採集 25 位幼兒、兩位教師及

筆者的參與情形，再將蒐得資料加以比對、分析與歸納。研究結果發現行動美術

館在美感教育的運用成效：一則，幼兒教師增進了對該水墨藝術行動美術館的認

識，並肯定它運用在幼兒師生教與學的行動經驗；另則，幼兒的學習表現包括：

在水墨藝術情境中參與體驗，增進美感的探索體驗與感受覺察；表現對水墨創作

主動正向的情意與態度，並嘗試以多元技法表現與創作；以及欣賞水墨作品的內

容、視覺元素並表達個人想法，提升認知與理解美感的能力。

關鍵詞：水墨藝術、幼兒園美感教育、行動美術館、學前教育

Abstract
What happens when an art museum meets a preschool classroom? Two curriculum models 
for a Mobile Art Museum of Ink Art were created, composed of theme-related objects 
and ten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xhibition. Then the mobile art museums were set up 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s of two private preschools in northern Taiwan for four weeks. 
Interviews, observation, and records were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and situation of 25 children, two teachers, and the researcher. The collected data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The resulting study outcomes were: First, the teachers 
felt that the Mobile Art Museum exceeded their expectations. They were able to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it thanks to its loc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ir experience affirmed i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value. In addition, the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cludes: They 
became immersed i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cenarios presented by the ink art, which enhanced 
their aesthetic exploration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they showed a proactive attitude towards 
producing ink artworks and attempted to express and create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they 
appreciated the content and visual elements of the ink artworks and expressed their personal 
thoughts, which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aesthetic.

Keywords: ink art, aesthetic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mobile art museu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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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藝術行動美術館在幼兒園美感教育之應用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若美術館可以移動到各地，帶著各式各樣的藝術品讓不同地區的民眾觀賞，會是多

麼美妙的一件事！行動美術館（mobile art museum）便是在此期許下，於臺灣開始萌芽

發展，並使得藝術能更貼近民眾的生活。我們都知曉，美術館展示的目的在促進觀眾和

藝術品交流，但因需顧及各年齡層觀眾，實難完全符合幼兒的特質與需求進行規劃，加

上教師要能經常帶著幼兒進入美術館也有其困難與限制，若能採用美術館建構行動展示

的方法，設計移動式的藝術展示與教材，再帶入幼兒園教室中和幼兒互動，將有助於累

積幼兒的美感經驗。

根據教育部（2016）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課綱），美感教育旨在培

養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及回應與賞析三項能力，且視覺藝術是重要媒介之一。然而，

從幼教現場觀察，視覺藝術教學仍有許多可突破及發展的空間，包括多偏重藝術創作，

較欠缺賞析教學；多偏向生活取材，較缺乏以藝術作品為題材；以及，少有完整且可供

參考的藝術教材資源。若可規劃視覺藝術主題的行動美術館並設置在幼兒園教室中，或

可成為實施幼兒美感教育的一項有力資源。

水墨是東方獨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卻因受到國家教育政策、科技應用及快速化社會

型態等因素的影響，不僅漸少為學校、家庭教育所重視，也漸與時代脫節並讓民眾感到

陌生，而致難倚賴教育來傳承的窘境（黃宇立，2015；鄭又嘉，2019）。在臺灣，水墨

藝術從小學中年級才開始列屬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之中，且課程內容所占比重偏低，推至

學前教育更是少見，以致幼童對水墨藝術普遍認識不足。然而，水墨媒材因具低結構及

高探索特性，不單使得當代水墨藝術能夠發展出多變的樣貌，同時可回應幼兒喜歡探索、

遊戲的天性。陳麗媜、李純憶（2016）經實證教學發現，幼兒親子覺得水墨藝術有趣好

玩，且能透過玩索水墨展現多元樣貌的創作。另一篇陳麗媜、李佾璇（2018）的研究也

發現，以張大千為主題，且具移動式設計特色的行動美術館提箱，有益於幼兒獲得藝術

認知、創作及情意層面的學習成效，未來可賡續應用。承上，本文以水墨藝術為主題，

擬擴大取材至三位水墨畫家，探討行動美術館概念在幼兒園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的實踐與成效。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鑒於上述背景，本文之目的先探討「水墨藝術行動美術館」（以下簡稱水墨行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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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教材的規劃與製作，再藉由分析幼兒師生對水墨行動館的回應，探究其在教學上的

運用成效。以此，本文欲探討問題為：水墨行動館的規劃與製作成果為何？幼兒教師參

與水墨行動館的教學回應為何？幼兒的學習表現與回應又為何？教師和幼兒的參與及回

應是否能支持水墨行動館在教學上具有正面的運用成效？

三、名詞釋義

（一）行動美術館

行動美術館是一種具流動式或旅行式特質的藝術類博物館，能打破固定在某一地點

展示的限制，亦可稱為「類美術館」（quasi-museum；黃鈺琴，2000）。本文立基於行

動美術館概念，規劃水墨行動館展示教材，並帶入幼兒園教室設置。

（二）幼兒園美感教育

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主要為兩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孩童提供教育及照

顧。本文聚焦在幼兒園實施之美感教育，以教育部（2016）課綱美感領域之視覺藝術媒

介，設計適於五至六歲幼兒美感學習的水墨行動館展示教材。

貳、文獻探討

一、行動美術館展示教育與實證研究

美術館應本著探索精神，為教育對象創造探索性學習的機會（DiCindio，2020），

藉由有目的、有計畫地陳列展覽品，使展示更具教育意義（Zetterberg，1969），並以

寓教於樂的方式豐富觀眾的遊戲與學習經驗（李斐瑩，1999）。Gurian（1991）曾言，

相較於展示物件，依目的呈現物件的展覽能提供觀眾更多的學習體驗，立基此一觀點，

李靜芳（2005）強調，展覽情境影響學習的程度更甚於展品本身，若要使觀眾與展覽有

效對話，展覽設計就必須考量到觀眾的參與動機及學習模式。2019 年國際幼兒藝術教

育大會（8th International Art in Early Childhood Conference）更提出，美術館應顧及最年

幼孩童的興趣，設置開放、包容、尊重及鼓勵藝術探索的環境（Bell、Britt、Palmer、

Rusholme，2019）。

近年，儘管臺灣各大美術館紛紛為兒童打造親身體驗、動手操作的藝術教育展示，

當中也不乏專為幼兒設計的案例，但這類展示經常不是常態設置，加上如前文研究背景

所說，幼兒園要經常性帶領幼兒參觀美術館受到許多的限制，以此，若能借用行動美術

館模式，主動帶著藝術接觸幼兒，將有益於幼兒美育的實踐，如國立臺灣美術館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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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以行動美術館，帶著美術原作到偏鄉教育服務；然而，引發筆者另一面向思考的

是，儘管美術原作的直接感染力無可取代，若就原作的壽命及安全考量，複製品的使

用即使不甚完備，卻是可行的替代方案（黃鈺琴，2001），如西班牙國立雕刻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Sculpture，Spain）以雕刻樣品製作可攜至學校的「如何創作雕刻藝

術」教學行動箱，即打破原作「請勿動手」及館外展覽環境的限制。

在展示設計上，張世宗（2013）強調，一個融合物玩、境遊與人戲三種互動要素的展

示乃是有效引導學習的要件，而此一觀點契合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及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轉引自陳正乾，1995），蘊含學習者可獨立完成，以及在協助下

能完成的學習活動，不僅可強化學習者已具備的能力，同時可激發其潛在的能力。根據

Diamond（1999 / 2005），在藝術展示中納入互動元素，將可促進觀眾參與並體驗以下四

種層次的學習歷程：（1）經驗層次，即透過感官知覺連結舊經驗或察覺過去未曾注意的

現象；（2）探索層次，為從互動操作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現；（3）說明層次，即觸及展

覽欲傳遞的概念；以及，（4）擴充層次，為發掘、整合展覽的概念。張玉音（2020）也

從專訪美術館發現，一個藝術教育計畫應為觀眾中心，同時思考文本主題、空間與作品等

面向，掌握參與的、互動的、遊玩的和體驗的學習要素，從而彙整出計畫的整體。而呂憶

皖（2009）分析，為能誘發幼兒真實的學習，藝術展示的設計應以他們的先備經驗、感官

學習特性及熟悉的生活主題為切入點，並支持他們從中獲得由個人、環境和社會交織而成

的整體經驗。

就研究實例探討，林玫君（2021a）為澎湖生活博物館設計戲劇百寶箱行動博物館，

強調為使一般靜態陳列及不可觸摸的物件可於教室使用，應將純展示轉譯為互動式體

驗，並賦權學生參與，以使他們連結自身的經驗，理解展示主題的意義並形成自己的想

法。臺北市立美術館早在 2010–2011 年間就以 12 件自然主題畫作、自由觀展型態來策劃

「Ko Ko 自然：2010 探索藝術展」，專供兒童借由感官體驗、互動操作、感受想像來認

識藝術家如何詮釋自然（郭姿瑩、陳書俞，2011），而蘇芳瑩、潘英海（2014）強調上

述展示別具教育意義，涵蓋了表達、體驗與理解等藝術探索歷程，讓兒童透過動手操作，

先賞析藝術家的故事及作品，再經由創作自己的故事，將藝術連結生活。Lifschitz-Grant

（2018）探討美國國家藝術館（Reynolda House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博物館早晨」

（Mornings at the Museum）教育方案，並指出該方案的特色在於，每一次活動均圍繞一

個主題實施，如農場、顏色等，結合美術館空間及特色藝術品，並融入感官遊戲、肢體

行動、故事時間和藝術創作等體驗活動。

據上省思，儘管行動美術館具移動性優勢，要能達到教育之效，應根據幼兒對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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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並掌握以下要件來規劃展示情境：（1）提供可動手操作、遊戲探索的展示物件；

（2）蘊含物玩、境遊與人戲要素，使幼兒獲得由個人和展示物件、社會他人互動的整體

經驗；（3）提供經由互動參與，體驗經驗、探索、說明及擴充等四層次的學習歷程；（4）

擬定某一藝術範疇，如本文的水墨藝術，使學習更能聚焦。幼兒園為幼兒每日生活的環

境，本文在教室內營造一個類美術館的展示情境，邀請幼兒自主賞玩各項展示物件，並

和物件、情境及其他參與者互動，或將使美感學習成為他們生活之中自然而然的事。

二、幼兒美感教育與實證研究

所謂美感，是個體由內心深處主動建構出對生活美好事物的感知、感覺及感動的體

驗與能力（教育部，2016），而美感教育，主要在讓教育對象累積美感的經驗與感受，使

感知美好成為生活中體驗事物的習慣和方式，從而發展美感素養與偏好，造就理性與感性

協調的完美人格，並培養社會關懷與文化認同的態度，促進和諧社會的形成（Schiller，

1967 / 1989；林玫君，2021b）。綜合漢寶德（1993）、Greene（1995）和 Schiller（1967 / 

1989）的看法，每一個人均有美感天賦，不僅需要教育來啟蒙，也可特別藉由學習、參與

藝術而得之。教育部 2013 年起推行的「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 年

至 107 年）」即呼應上述觀點，致力於實踐美感終身學習，美育從小扎根的目標。

在實施內涵上，根據課綱（教育部，2016），美感領域應提供涵蓋回應式與創造式的

完整美感經驗，可回應 Duh、Zupancic、Cagran（2014）所提出，藝術教育應兼具賞析與

創作的經驗，以及 Gardner（1990）所說，應包含知覺作品的形式風格、回應作品蘊藏的

涵義，以及製作作品等三項內涵。回應式美感經驗意指幼兒經驗藝術探索、欣賞與評估等

美感經驗。幼小孩童不僅能夠觀看、談論藝術作品，甚至可以從不同的視覺藝術元素來認

知作品（Dobbs，2004；Seefeldt，1999），而重複探討、延長觀看時間，以及強化幼兒回

應和詮釋作品乃是提升賞析教育品質的關鍵（譚祥安、劉仲嚴，2016）。創造式美感經驗

著重藉由生活中唾手可得的藝術媒材，引發樂於進行想像與表現創作活動的情意，並以個

人獨特或群體合作的方式來展現對生活事物體驗的想法（教育部，2016）。

在教學策略上，美感教育應善用遊戲方法，設計可誘發自發性探索、發現與操作的

藝術遊戲物件與情境。張世宗（2013）主張，玩遊戲能引發主動學習的動機，進而促進

學習良好的成效，尤其對幼兒來說，藝術教育更應以玩為本。課綱（教育部，2016）不

僅視遊戲為美感教學的要件，也強調應予掌握的實施要點包括：提供感官探索的經驗、

規劃多元豐富的情境空間與素材、重視原創表現及過程甚於結果，以及運用社區藝術資

源。McClure、Tarr、Thompson、Eckhoff（2017）也強調，藝術學習需在具有組織性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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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且能激發感官探索、互動發現與驚奇想像的環境中，和重視幼兒各具獨特性的教

師進行互動共構。

在相關研究方面，梁可憲、張攸萍、洪家嫻（2021）運用美感領域學習指標規劃紙芝

居課程，發現該課程提升幼兒美感學習的成效顯著，且教師是幼兒在何種環境下以何種方

式學習何種美感的關鍵，尤在美感學習過程中，適時賦權幼兒自主，將可培養學習自主性。

陳麗媜、黃瓊慧（2021）緊扣藝術在情感、美感學習及遊戲操作對於激發學習動機的價值，

融合應用感官探索、欣賞回應、表現創作、問答思考及遊戲操作等多種策略設計主題性的

美感教具，尤其教具蘊含可讓幼兒多種遊戲的方法，實踐了藝術即遊戲及「奇點」藝術

教育的理念：鼓勵差異、獨特求新及多元的藝術經驗（陳瓊花，2020）。Acer、Ömeroðlu

（2008）以準實驗研究法安排六歲幼兒和藝術原作接觸、操作藝術作品拼圖、觀看藝術家

創作的過程並與之對話及討論創作的感受，以及重新表現藝術作品等美感活動，結果發現

兒童美感判斷雖無明顯的提升，但使用藝術相關概念的次數確有增加。

承上，本文應用下列美感教育理念來實施水墨行動館：（1）於生活情境當中設置美

感學習情境，以供幼兒自主賞玩；（2）學習內涵涵蓋回應式及創造式美感經驗；（3）

學習面向觸及視覺藝術元素的覺察認知與表現應用，以及情意表達；（4）藝術學習遊戲

化，以誘發學習動機；（5）教師參與其中並支持引導。

三、水墨藝術教育與實證研究

整合陳朝平（1979）與鄭政煌（2012）的探討，水墨畫相傳起於唐朝，是中國傳統

的藝術形式之一，其精髓在於，透過水與墨調和運用所產生的濃、淡、乾、溼等層次豐

富的墨色變化來表現形象，題材涵蓋山水、花鳥、人物及走獸等圍繞生活的多元性主題，

且經常不單僅是再現自然，還同時展現心中所感。尤其，現代水墨融合了東西方美學觀，

使得水墨教育在創作題材、媒材運用及形式風格上更加多變，也更注重創新表現（黃光

男，2008）。

如前文研究背景提到，水墨媒材具高探索性，除了能表現出多變的線條轉折與質感，

其渲染及流動的特性亦可展現層次豐富的墨色。以此，兒童水墨教學的核心在發展遊戲

趣味性，進而引發喜愛情意（許珂，2014；孫桂芝，2015；葉敏，2015），且其內涵與

助益包括：媒材多變特性能引發探究興趣；線性塗鴉能滿足動作及創作需求；寫意抽象

表現能開啟想像創造；墨彩渲染能萌發色彩概念；圖像描繪及偶發性視覺效果有益於感

受、覺知形象，並體驗創作歷程的樂趣；以及，東方獨特藝術形式能增進文化理解（黃

宇立，2015）。在教學策略上，兒童水墨教學首重環境的營造，以使水墨繪畫遊戲成為

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37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37 2022/8/2   下午 05:14:252022/8/2   下午 05:14:25



38　藝術教育研究

陳麗媜

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媒材與工具成為他們的一項玩具，再以欣賞活動，引導他們探究作

品的筆墨、用色、構圖及意境（胡寶林，1996）。高木森（2002）探討水墨教學可突破

的方向為：擴及學習者的生活日常及感興趣的題材、鼓勵嘗試原創且多樣性的表現方式，

以及看重創作者賦予水墨作品的個人獨特生命特質及意境。黃宇立（2015）也強調，現

代水墨運用拓印、潑流、揉撕等如玩遊戲般的多元創作技法，提升了幼兒教育推展水墨

媒材可行性，而幼兒水墨教學的策略特別著重在玩索媒材，如體驗水和墨混合的關係、

水墨線條及墨色的層次變化，運用不同物體拓印而產生不同肌理的美感，或者，和其他

相斥媒材並用而形成的獨特效果。而綜覽文獻卻發現，臺灣水墨教學實務研究多以國小

以上孩童為對象，鮮少向下延伸至幼兒階段並探討成效，僅前文黃宇立提出將水墨媒材

納入幼兒教育的策略，以及陳麗媜、李純憶（2016）和陳麗媜、李佾璇（2018）的兩篇

實務研究，承上可知，幼兒水墨教育尚有許多待發展的空間。

基於上述探討，本文水墨行動館可應用的教學策略包括：（1）順應幼兒學習特性，應

用遊戲策略發展趣味性水墨教材；（2）備妥水墨學習情境，並提供充分玩索媒材的機會，

使賞玩水墨變成幼兒生活一部分；（3）支持幼兒自生活或依興趣取材，並以多元方法表現

原創性。

統合以上理論，本文以較少為幼兒園美感教育取材的水墨藝術來設計行動美術館，

所嘗試傳達的幼兒美感教育觀點是：若藉由行動美術館將水墨藝術帶入幼兒園教室，規

劃可觀賞觸摸、可動手操作的藝術探索、欣賞與創作遊戲活動，並以之建構可支持幼兒

師生與藝術作品互動、對話的情境，除利於幼兒教師實踐寓教於樂的美感教學，亦可使

幼兒自小接觸水墨，增進對自我藝術與文化的理解。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對象與場域

本文以新北市某兩家私立幼兒園中，兩個大班全數 25 位幼兒及兩位幼兒教師為研究

對象，分別在教室內設置水墨行動館，並探討幼兒師生運用水墨教材進行教與學的情形。

幼兒編碼以 CL0101 代表第一個班級的第一位幼兒，以此類推；幼兒教師則分別編碼為

T01和T02。就研究對象背景分析，幼兒在美勞區經常進行的藝術活動包括：剪貼、摺紙、

彩色筆及水彩繪畫等創作活動。依照 Lowenfeld（1947 / 1983）的分析，他們處於藝術表

現樣式化前期，經常以生活接觸到的事物為繪畫題材，所繪圖像不僅可辨認，線條與色

彩的樣貌也豐富多變，並能逐漸繪出圖像更多的細節。彙整 Gardner 和 Parsons（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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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福鎮，2001）的美感知覺發展階段，他們符合認知及美感偏好期，基於對作品色彩和

內容的喜好來判斷美術作品，並能進行開放性聯想。兩位幼兒教師皆為幼兒教保科系畢

業之女性，在學期間曾修習藝術教學相關課程，前者已累積 26 年的教學年資，對學習區

的運作及班級經營技巧甚為熟稔；後者為應屆畢業之初任教師，帶班剛滿 11 個月，與前

者同具主題教學設計之能力。

二、方法與工具

為達研究目的，本文採用訪談調查及觀察研究兩種方法蒐集研究對象參與情形，研

究方法、對象、工具與資料編碼如表 1，並說明如下。

表 1
研究資料彙整表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資料編碼

訪談調查

幼兒教師
幼兒教師訪談問卷（前測工具） IQ-PRE
幼兒教師訪談問卷（後測工具） IQ-POS

幼兒
幼兒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前測工具） FGI-PRE
幼兒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後測工具） FGI-POS

觀察研究 幼兒 師生互動與幼兒表現觀察紀錄表 OR

（一）訪談調查法

訪談調查法是由訪問者直接面對受訪者，以口語問答來蒐集資料的方法（王文科、

王智弘，2020）。為使研究兼具客觀性及深入性，本文採用內含結構性及開放性問題的

半結構性訪談工具，並分別就教師、幼兒施以訪談調查，以蒐集他們運用與操作水墨行

動館的回應與感受。訪談工具如下說明。

1. 幼兒教師訪談問卷（前、後測工具）

在參與水墨行動館前、後實施。前測訪談問卷內容為幼兒教師對行動美術館及水墨

藝術的認知與瞭解情形、水墨藝術學習與教學應用的經驗，以及對教室內設置水墨行動

館的想像與期待等，編碼如 IQ-PRE-T01，表示第一位教師訪談前測問卷。後測訪談問卷

內容則為教師對水墨行動館和水墨藝術的認知與瞭解情形、運用水墨行動館教與學的經

驗，以及教室內設置水墨行動館符合想像與期待情形，編碼如 IQ-POS-T01，表示第一位

教師訪談後測問卷。

2. 幼兒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前、後測工具）

幼兒焦點團體訪談前測提綱內容包括幼兒對行動美術館及水墨藝術的認知與瞭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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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水墨藝術學習的經驗，以及對教室內設置水墨行動館的想像與期待等，以 FGI-PRE-

CL01 編碼，表示第一個班級幼兒焦點團體訪談前測。訪談提綱內容則涵蓋幼兒在參與之

後，對水墨行動館和水墨藝術的認知與瞭解情形，包括：對水墨行動館的聯想、認識；對

於水墨行動館的學習經驗，包括：參與喜好、喜歡的展示活動、獲得的新經驗及學習、對

水墨藝術認知的增進等面向；以及對在教室內設置水墨行動館的看法，包括：符合想像與

期待的情形、感受喜愛的情形、希望繼續停佇在教室內的時間，以及是否贊成移動到其他

的幼兒園班級教室等，以 FGI-POS-CL01 編碼，表示第一個班級幼兒焦點團體訪談後測。

（二）觀察法

根據蔡保田（1987）和 Miller（2007 / 2008），觀察法時常為教育領域運用，是經由觀

察直接蒐集教學實況資料，以推論教學適當性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本文由筆者（代碼 R）

擔任參與觀察者，並使用非結構性「師生互動與幼兒表現觀察紀錄表」做為觀察工具。而

紀錄表欄位依照展示 1–10 排列，用於描述性記錄各該展示的實施情形，編碼範例如 OR-

001-CL0101，OR-001 代表第一次觀察記錄，CL0101 代表觀察到第一個班級第一位幼兒。

三、研究實施

研究實施包括規劃、實驗及檢核期。

（一）規劃期

先探討含教育部（2016）課綱美感領域內涵等相關學理，再以此立基，製作水墨行

動館及設計研究工具，並由一位具豐富幼兒藝術教學經驗之教師協助檢核展示內容、遊

戲操作方式及研究工具，以提升研究之信實度。

（二）實驗期

於 2018 年 6–7 月期間執行實證研究，並經由幼兒師生訪談、筆者參與觀察及蒐集幼

兒作品等途徑，取得不同來源及性質之資料。歷程及重點工作如下。

1. 預告與前測

由筆者向幼兒師生預告教室內將設置水墨行動館，並採全班團討的方式實施焦點團

體訪談前測，逐題邀請並鼓勵每一位幼兒以口語表達個人想法，而幼兒大多也能踴躍回

應；幼兒教師則實施個別訪談前測。

2. 展示設置

依據兩間教室美勞區的現有空間設置水墨行動館，並提供幼兒師生一天的觀察探索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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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示導覽

翌日，由筆者進行團體導覽，向幼兒師生介紹展示內容及使用方法。

4. 實務研究

由幼兒師生運用學習區時間使用水墨行動館為期四週，採幼兒自主玩索、教師引導

的方式實施，筆者則入班進行參與觀察，和幼兒師生互動並蒐集他們的使用情形。筆者

在進行參與觀察時，不斷地自我提醒，秉持客觀角度記錄真實發生的事況，同時輔以錄

影及錄音，以利客觀地進行教學回溯與記錄。

5. 統整與後測

與前測模式相同，分別針對幼兒師生實施訪談後測，蒐集並同時提供他們統整自己

在教室內應用水墨行動館進行教與學的情形及成效。

（三）檢核期

將蒐得的各項資料進行建檔、分類、比對及分析，據以討論水墨行動館對幼兒師生

美感教學的影響情形，再以此歸納、評估研究結果，以降低因研究資料屬性單一而可能

產生分析上的偏差。

四、水墨行動館設計製作

（一）題材規劃

水墨行動館主要以吳冠中、劉國松和張大千三位水墨藝術大師、其故事及各一件水

墨作品，包括紫藤、陰山和江山晚興（表 2）為題材來設計展示教材。三位藝術家的創

作理念與風格分析如下。

吳冠中的墨彩畫融合東西方的藝術形式，最大特色在於富變化的線條表現，並且結

合點、線、面等元素，黑、白、灰等墨韻，以及紅、黃、綠等色彩來構成千變萬化的畫面。

本文以紫藤為題材，因其使用富有墨韻層次的墨點、彩點及變化萬千的曲線線條來表現

紫藤枝葉盤根錯節的畫面。

劉國松的水墨藝術均取材自生活，他以實驗及創造自許，因而創作出面貌嶄新、別

具風格的現代水墨。他強調非僅能以筆畫畫，而是可運用各種紙材、布料當作畫筆，或

以拼貼手法作畫，除了獨創出紙拓法、抽絲剝皮皴、水拓法、漬墨法等新技法外，更發

明新的水墨畫紙—劉國松紙（張淯、葉惟禎，2016）。本文選用陰山做為題材，考量

它源自劉國松嘗試以紙張拓墨取代畫筆來創作線條，並呈現自然偶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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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歷山川與辛勤摹寫是張大千繪畫的最佳寫照。又因旅居接觸到西方藝術，他的繪

畫開始展現水與墨自然流淌的變化，晚年更以石青、石綠代替墨色，並大量地運用潑墨

潑彩技法發展出青綠山水（馮幼衡，2012）。本文取用代表作之一江山晚興，即試圖引

導幼兒認識這種極富偶然性效果，且傳統與現代風貌並蓄的創作手法。

表 2
選用的水墨畫家、作品和特色

項目 吳冠中 a 劉國松 b 張大千 c

藝術家照片

藝術家自畫像

作品圖像

作品名稱 紫藤 陰山 江山晚興

創作年分 2008 1961 1976
創作媒材 彩墨紙本 彩墨紙本 彩墨紙本

技法特色 線畫 拓印 潑墨潑彩

資料來源： a 大師之大（2021）；大懿文化（2015）；中央美術學院（n.d.）；b 劉國松文獻庫（n.d.）；劉慶倫、
林洪錢（2014）；c 典藏 ARTCO（2019）；書法易（2016）；鼎元藝術（2020）。

綜上，本文選材的動機在於，三位水墨大家均兼蓄東西方藝術理念，擅長並用墨與

彩進行創作，而三件水墨作品皆取材自大自然，圖像元素豐富，有寫實也有抽象，能展

現畫家具代表性的創作特色，並可呼應大班幼兒的認知發展與藝術表現特徵：吳冠中的

紫藤由多元豐富的彩墨線條構成，契合幼兒經常以多元線條、豐富色彩玩塗鴉的創作特

色；劉國松的陰山呈現拓印法的應用，而玩拓印是幼兒經常玩索的創作遊戲；張大千的

江山晚興以潑墨潑彩的繪畫手法呈現，不僅具偶發趣味性，能引發對多變化墨彩層次的

好奇心，也可驅使幼兒透過潑顏料的動作來滿足遊戲的慾望。承前，從圖像認知面向討

論，在尚未識字及發展出成熟語彙之前，以圖像表現所見所想是幼兒與外界溝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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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加上，圖像不單是右腦學習的要件，我們每天的生活也離不開視覺訊息的接

收與處理，因此，袁巧玲（2017）認為，提升對圖像的敏感度與理解力是幼兒時期應習

得的認知能力，若能長期以遊戲或描述方式引導他們注視圖像並產生自由聯想，不僅能

培養觀看圖像的興趣，也有益於發展視覺專注力及個人美感偏好。

（二）展示目的與教材設計

以上述三位水墨畫家的作品為題材，水墨行動館的目的聚焦在設計具操作性的展示

教材與物件，以提供幼兒經由參與涵蓋回應式與創造式美感經驗的多元藝術賞玩活動，

增進和水墨藝術互動的機會。回應式美感經驗涵蓋對水墨畫家、作品題材與視覺藝術元

素的認知，包括：圖像內容、媒材技法、色彩配置、線條運用、形狀造形及肌理質感的

探索、欣賞、感受、回應、評估及遊戲操作活動；而創造式美感經驗則以把玩及運用展

示物件、水墨工具與媒材來進行想像創作與表現、情感表達等活動為主。除上述教材內

容，立基於 Vygotsky 鷹架理論設計及搭建支持遊戲操作的三類鷹架如下：展示教材本身

屬材料鷹架，用以提供幼兒借由動手操作、遊戲來參與並朝向美感學習，如展示 3 設計

記憶遊戲來強化對水墨畫家及其作品的觀察、辨識與認知；展示 4 和 5 藉由拼圖遊戲，

體驗尋找圖像線索；展示 9 運用畫作局部，引導經由欣賞來玩畫作修復或聯想創作遊戲。

其次，教師參與及口語引導屬言談鷹架，如展示 2、6 及 10，由教師述說水墨藝術家的

故事、進行遊戲任務提問，以及導引創作遊戲方法等。此外，展示教材除了提供幼兒個

別遊戲外，如展示 2–10，同時提供能與同伴一起遊戲學習的同儕鷹架。另一方面，本文

根據教育部（2016）課綱所列大班幼兒的學習指標，訂定水墨行動館學習指標如表 3，

做為展示教材設計的指引，使之能涵蓋完整性的美感經驗。

表 3
水墨行動館學習指標

學習面向 
（美感能力）

情意 藝術媒介

探索覺察 1-1-1 探索水墨藝術的美，體驗各種

美感經驗

1-2-1 探索水墨藝術的色彩、形體、質地的

美，感受其中的差異

表現創作 2-1-1 玩索水墨藝術媒介，發揮想像

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2-2-1 運用水墨藝術素材與工具的特性，進

行創作

2-2-2 運用水墨藝術的線條、形狀或色彩，

進行創作

回應賞析 3-1-1 樂於接觸水墨藝術，回應個人

的感受

3-2-1 欣賞水墨藝術創作，依個人偏好說明

作品的內容與特色

註：第一位數字代表能力：1為探索覺察、2為表現創作、3為回應賞析；第二位數字代表學習面向：1為情意、
2 為藝術媒介；第三位數字代表流水編號。

資料來源：彙整自教育部（2016）。

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43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43 2022/8/2   下午 05:14:262022/8/2   下午 05:14:26



44　藝術教育研究

陳麗媜

再者，思量應用推廣的可行性，水墨行動館以遊戲箱形式設計，且內含可同時設置

於兩個不同班級教室的兩組展示物件。而在展示情境規劃上，為能營造類美術館的學習

情境，使幼兒能夠在每日生活中與之接觸，水墨行動館採用融入班級教室內美勞區一隅

的方式設置。

肆、水墨行動館實施成效

一、製作成果與設置

水墨行動館是由兩組包含主題名稱展示板及 10 項展示物件組成的實體教材組成，不

僅可推疊成一個長方體收納於紙箱中，具移動便利性，也可供幼兒自主選擇任一感興趣

的教材開始操作，能回應個別化學習的需求。水墨行動館的製作成果如表 4，除了呼應

表 3 規劃的學習指標，也試圖連結回應式及創造式兩類美感經驗。回應式美感經驗內含

於全數展示教材當中，可供幼兒在遊戲操作中，感官探索、觀賞回應水墨圖像的題材內

容、媒材技法、色彩配置、線條運用、形狀造形及／或肌理質感，以及將所見事物和自

身情感連結，表達內心感受及喜好。展示 5、7 至 10 則涉及創造性美感經驗，其中，展

示 7–10 使幼兒藉由操作教具物件及運用水墨工具及材料，體驗媒材實驗與創作想像的樂

趣，而展示 5 和 7 提供幼兒經由自製教材的機會來擴展展示物件的數量，進而提升遊戲

的豐富度。

表 4
水墨行動館製作成果及對應之美感學習經驗

展示

編碼
展示名稱與製作成果

展示內容

與目的

學習指標 美感學習

經驗1-1-1 1-2-1 2-1-1 2-2-1 3-1-1 3-2-1

1

水墨畫家及作品展示

水墨畫家

照片及作

品

   

觀察辨識、欣

賞水墨畫家及

作品，包括主

題內容及畫面

的視覺元素

2

哈囉，藝術家你好！  

水墨畫家

故事板
   

觀察水墨畫家

故事板內容並

聆聽故事；評

估藝術家創作

方法並提出對

故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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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編碼
展示名稱與製作成果

展示內容

與目的

學習指標 美感學習

經驗1-1-1 1-2-1 2-1-1 2-2-1 3-1-1 3-2-1

3

水墨畫家拼圖遊戲

水墨畫家

自畫像三

層拼圖

   

操 作 拼 圖 遊

戲，觀察辨識、

欣賞水墨畫家

自畫像的形象

特徵

4

水墨作品拼圖遊戲

水墨作品

三層拼圖
   

操 作 拼 圖 遊

戲，觀察辨識、

欣賞水墨作品

的圖像特徵，

包括主題內容

及畫面的視覺

元素

5

水墨藝術記憶遊戲
水墨畫家

照片、自

畫像及水

墨作品三

種翻翻卡

     

操 作 記 憶 遊

戲，觀察辨識、

欣賞水墨畫家

照片、自畫像

及水墨作品；

幼兒自創翻翻

卡，擴充遊戲

物件

6

跟著藝術家一起去遊山玩

水

跳格子遊

戲板及內

含藝術家

造 型 物

件、欣賞

問題卡及

八面骰子

之遊戲盒

   

操作跳格子遊

戲，觀察辨識、

欣 賞 水 墨 作

品，包括主題

內容及畫面的

視覺元素，以

及創作技法；

回應想法並表

達喜好

7

用水墨點線面玩創作

水墨底板

以及點、

線、 面、

景物物件

     

觀察、把玩物

件線條、形狀、

色彩、質感；

使用物件玩創

作遊戲、幼兒

自創及擴充遊

戲物件；欣賞

自己或他人作

品

表 4
水墨行動館製作成果及對應之美感學習經驗（續）

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45藝術教育研究(43)-02 陳麗媜.indd   45 2022/8/2   下午 05:14:272022/8/2   下午 05:14:27



46　藝術教育研究

陳麗媜

展示

編碼
展示名稱與製作成果

展示內容

與目的

學習指標 美感學習

經驗1-1-1 1-2-1 2-1-1 2-2-1 3-1-1 3-2-1

8

水墨創作怎麼玩
水墨媒材

工具展示

卡；毛筆

墨彩、紙

拓及潑墨

潑彩等水

墨創作工

具及材料

     

探索把玩各式

水墨作畫方式

的工具及材料；

玩毛筆墨彩、

紙拓及潑墨潑

彩等創作實驗；

欣賞自己或他

人作品

9

水墨作品修復工作室
水墨作品

局 部 畫

紙、媒材

及工具展

示卡

     

觀察、欣賞水

墨作品局部畫

面的主題內容

及視覺元素；

使用水墨作品

局部畫紙、各

式工具及材料

進行作品修復

或想像創作；

欣賞自己或他

人作品

10

水墨大師實驗室

水墨媒材

工具展示

卡、內含

點、 線、

面、背景

水墨創作

任務卡、

骰子的遊

戲盒  

     

抽選創作任務

卡，探索及觀

察點、線、面

圖像及背景等

水墨創作任務

卡圖像特色；

依任務卡玩創

作；欣賞自己

或他人作品

資料來源：表中圖片由筆者拍攝。

水墨行動館設置在兩間教室的結果如表 5，主要運用天花板、牆面懸垂或吊掛，以

及櫃體、檯面擺放來設置展示教材，並將展示劃分為作品展示、遊戲操作及水墨創作等

三個區域，便於幼兒自主拿取物件使用與歸位，然而，因現有的環境空間、設備條件不

同，使得兩間教室的展示空間也具不同的樣貌。

就上述製作與設置成果檢視本文待答問題，水墨行動館是一個具水墨藝術教育目的

性、計畫性的展示設計，試圖支持幼兒師生獲得美感教與學的經驗。

表 4
水墨行動館製作成果及對應之美感學習經驗（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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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水墨行動館設置結果
教室

編碼

設置說明

整體展場設置 作品展示區 a 遊戲操作區 b 水墨創作區 c

CL01

CL02

註：a 天花板懸垂設置展示 1 物件；b 櫃體檯面設置展示 2–7 物件；c 牆面懸掛（CL01）或天花板懸垂（CL02）
及櫃體檯面設置展示 8–10 物件及水墨媒材、工具。

資料來源：表中圖片由筆者拍攝。

二、幼兒師生教與學應用成果

（一）幼兒教師教學應用回應

1. 超出預想與期待

水墨行動館因涵蓋不同的水墨材料、遊戲和創作活動，可讓幼兒藉由多元的學習內

容體驗美感，因而獲得教師的正面評價，教師表示：

材料變得豐富加上不同的遊戲，不是只侷限在創作和剪紙方面……畫紙能看到

顏料的深和淺，因為［墨彩］會在紙上渲染開來，幼兒會去欣賞畫濕和曬乾的

作品很不一樣。（IQ-POS-T01）

比我想像中的好，原本想像只是展示一些墨汁、水和紙，沒想到還有那麼多變

化，像是［展示 9］挖一半的圖，［展示 3、4］拼圖和［展示 6］跳格子。另

外，［展示 7］黏土也很特別，能讓幼兒從接觸這個開始，熟了之後再拿筆畫。

（IQ-POS-T02）

承上，幼兒教師認為水墨行動館設置於教室內超出預想的效果，並希望延長在教室

停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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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對水墨行動館的認知

在水墨行動館設置之前，幼兒教師能簡單地描繪出行動美術館的概念，即帶著玩

具到偏鄉去展覽（IQ-PRE-T01）或到處展覽（IQ-PRE-T02）；水墨藝術是墨汁畫（IQ-

PRE-T01）或在白色紙上染深淺色交替的墨汁（IQ-PRE-T02）。而後測發現兩位教師擴

充了認知範疇：一為水墨藝術多元的表現形式與方法，教師說：「［行動美術館］進來

後，孩子們可以用墨汁畫之外還能用蓋印的、潑的，也能玩水墨主題的遊戲，我覺得還

蠻多元……增加我和孩子對藝術材料的認識」（IQ-POS-T01）；「認識了三個藝術家和

作品呈現的方式、工具與材料」（IQ-POS-T02）；二為水墨教學應用的策略及意圖，例

如：運用遊戲提升學習趣味性：「我發現水墨不只有畫，還可以藉由遊戲去認識」（IQ-

POS-T01）；提供不同媒材以促進多元表現及玩法：「知道水墨的工具、材料和使用方法，

原本完全不瞭解，不知道有這麼多玩法和變化」（IQ-POS-T02）。

3. 肯定水墨行動館提供的教與學行動經驗

幼兒教師獲得並肯定使用水墨行動館進行教學的經驗。他們會先提供幼兒自由探索

的空間，等待並關注他們的需求，再視需要為他們搭建學習鷹架：「剛開始，會讓孩子

依照自己的想法，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等到畫到第二張、第三張時，會適時介入，詢問

他們是否想玩［展示 10］的任務遊戲」、「會有幼兒需挑戰或和他人合作一起玩的部分」

（IQ-POS-T01），例如，教師經常教學介入涉及文字認讀和高複雜度的遊戲規則的展示2、

6 和 10，以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教師說：

我在一開始先跟孩子說［展示 2］藝術家的故事，他們還沒有辦法自己認讀故

事內容；［展示 6］遊山玩水依數字「走格子」讓幼兒玩得很開心，若要完成

問題卡任務就需老師協助唸讀；［展示 10］抽任務卡畫水墨可由教師教幼兒認

識點、線跟面等文字，再試著讓他們自己抽任務卡。（IQ-POS-T01）

［展示6］跳格子遊戲需要老師協助，不然他們只是單純丟骰子、走來走去而已，

沒辦法進入遊戲的核心；［展示 10］的畫畫遊戲一開始也需要教師帶著幼兒玩。

（IQ-POS-T02）

相對地，幼兒也覺察到教師陪伴引導的重要性：「我喜歡［展示 6］遊山玩水，它很好玩，

老師陪我們一起玩，因為我們不會唸字」（FGI-POS-CL02）。其次，教師發現展示教材

的遊戲操作可視為水墨創作的鷹架：「［展示 5］記憶遊戲能引起孩子的注意力，讓他

們從記憶卡先認識藝術家及作品，再慢慢地帶入創作」、「讓幼兒循序漸進地從接觸［展

示 7］的黏土開始創作，熟了之後再拿筆畫」（IQ-POS-T02）。而在媒材使用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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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引導幼兒思考材料的取用：「我會提醒他們思考要倒出多少顏料，避免一次會倒

出很多。」（IQ-POS-T01）。承上，幼兒教師對水墨行動館應用於教學的適切性給予正

向評價如：

［展示 4］水墨作品三層拼圖板有層次，有挑戰性；［展示 7］點、線、面物件

的創作很有意思，他們可以選擇底板，而且會說出做的這是什麼；［展示 10］

幼兒覺得抽的過程很好玩，抽卡時的表情還蠻享受的。（IQ-POS-T01）

可以讓小孩學習到比一般美勞區更多的東西，像融合墨汁可以讓顏色更有復古

的感覺，很適合帶入教學，也讓幼兒發展不同的畫畫方式，像是噴水可以讓顏

料暈開、紙張可以蓋印章等；［展示 5］記憶遊戲跟孩子很貼近；［展示 7］用

點、線、面黏土物件創作，不用畫筆改用物件擺設的方式畫畫，孩子每次擺的

方式都不一樣。（IQ-POS-T02）

綜上，幼兒教師對於水墨行動館的教學回應可歸納為：（1）水墨展示融合遊戲法則

所提供的多元學習經驗，有助於他們認識水墨藝術、創作技法及遊戲策略的應用，此一

回應正可呼應所謂以玩為本的藝術教育（張世宗，2013）；（2）肯定水墨行動館讓幼兒

師生以行動實踐教學的成功經驗，而此項回應，不僅呼應水墨行動館設計的原意，置幼

兒於 Vygotsky 近側發展區，在展示教材、教師引導及同儕互動三者共同構建的鷹架中學

習，同時，連結李靜芳（2014）提及，一個教育展應提供觀眾文化參與的機會，而在水

墨行動館裡，幼兒師生正藉著互動參與來體驗東方代表性的藝術文化形式—水墨藝術。

（二）幼兒學習表現回應

以下就本文訂定水墨行動館學習指標所依據的三大美感能力來討論幼兒的學習表現

與回應。

1. 在水墨藝術情境中參與體驗，增進美感的探索體驗與感受覺察

根據訪談前測，除了一位幼兒有玩墨汁的舊經驗，水墨行動館對其他幼兒是全新的

體驗，且幼兒會將這些新經驗和以往在美勞區操作的經驗比較：「美勞區跟行動美術

館不一樣，因為材料都不一樣」、「美勞區也是畫畫，只是它不像這次是潑墨潑彩」

（FGI-POS-CL02）。首先，水墨行動館全數的展示物件均「邀請動手」，提供幼兒透過

感官來接觸、把玩及探索各項物件，並經由遊戲參與來理解各項水墨遊戲規則：幼兒會

主動觀賞展示 1，並和同儕討論水墨藝術家和作品（圖 1a），也會拿取展示 2 故事卡觀

賞（圖 1b），或將該展示和看櫻花的生活經驗聯想：「我覺得［展示 2］很漂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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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那邊當作櫻花看」（FGI-POS-CL02）。展示 3 和 4 提供幼兒玩拼圖並尋找圖像線索，

遇到阻礙時，幼兒會尋找解決途徑，例如和展示 2 作品圖片對照（圖 1c）：「CL0206

發現他自己無法完成［展示 4］拼圖，跑去櫃子裡拿［展示 2］的展示卡放在前方對照，

漸漸地就拼出來了」（OR-004-CL0206），幼兒教師也提及：「當幼兒不會玩拼圖，會

主動尋找作品圖片來對照」（IQ-POS-T01）。透過展示 5 記憶遊戲，幼兒不僅加強水墨

畫家和其作品關聯性的認知（圖 1d），如幼兒說：「我要認得藝術家和他們的畫才可以

得分」（FGI-POS-CL02），也知道展示 5 包含了兩種玩法：連續翻到兩張一樣的卡片，

如兩張吳冠中照片，或者三張有關聯的卡片，如吳冠中照片、自畫像和作品，如幼兒清

楚地指出：「可以找三張，一個照片，還有他畫自己和他的畫，找兩張一樣的也可以。」

（FGI-POS-CL02）展示 6 提供體驗遊戲任務，幼兒教師說：「孩子很喜歡跳格子遊戲，

就算玩了好多次，還是不厭其煩……他們會討論、輪流、認字、認圖像、數數……還要

記住誰走到哪裡或輪到誰。」（IQ-POS-T02）在展示 7–10 中，幼兒除了直接觸摸展示物

件外，也實際玩索、操作各項水墨媒材與工具並進行創作（圖 1e–1h）。另一方面，水墨

行動館也讓幼兒同儕互動、共同訂定並遵守團體遊戲的規則，如幼兒教師說：「會有幼

兒需挑戰，或者和別人合作一起玩的部分」（IQ-POS-T01）、「幼兒學會在團體中一起

訂定、遵守規則，一開始孩子常常吵架，後來慢慢學會如果一次太多人，就會猜拳輪流」

（IQ-POS-T02）。

a. b. c. d.

e. f. g. h.
圖 1　幼兒參與展示照片紀錄。

註：上排圖 a–d 依序為幼兒參與展示 1、2、4 和 5 的情形；下排圖 e–h 依序為幼兒參與展示 7–10 的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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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現對水墨創作主動正向的情意與態度，嘗試以多元技法表現與創作

水墨行動館提供幼兒玩索水墨及表現創作的經驗，包括：引發玩墨汁的興趣，增進

墨彩混色經驗，並覺察到色彩的層次變化，如幼兒說：「我喜歡每天玩水墨，然後調成

綠色」（FGI-POS-CL02），如筆者觀察到幼兒在混出不同藍色時說：「哇！變成不同的

藍色，好漂亮喔」（OR-006-CL0201），也如教師說：「孩子很喜歡實驗混色，對調色

很有幫助」（IQ-POS-T02）、「他們看到顏色在紙上渲染開來的深和淺，也發現作品乾

了以後，顏色和剛畫好時不同」（IQ-POS-T01）；玩索並樂於實驗各種水墨材料、工具

和創作方法，因而增加媒材運用的認知與掌控度，如幼兒說：「我會想怎麼用畫畫工具，

用紙塗顏色再蓋上去，用湯匙倒顏料，用筆畫」（FGI-POS-CL02），也如教師說：「我

們班的孩子很喜歡畫水墨，會優先選擇玩它，不怕手弄得都是顏料」（IQ-POS-T01）、「幼

兒會使用很多玩法，用噴的，或用紙張去蓋，還發明用手指去抹，也比較懂得掌握如何

使用」（IQ-POS-T02）；像藝術家一樣，進行觀察思考與創作計畫，如幼兒自述：「［展

示 8］可以用一張很大的紙，自己動腦來畫東西」、「我常常拿［展示 9］來練習，會先

想好及調好很喜歡的顏色再塗上去」，亦如教師所說：「幼兒會先思考要創作什麼主題

或者用什麼方法」（IQ-POS-T02）；觸動愉悅專注的參與態度，如幼兒評估自己喜愛水

墨行動館的原因在於，可選用不同的水墨媒材、工具與創作方法玩創作，也可以一邊玩

遊戲一邊畫畫：「我喜歡這個美術館，因為很好玩，可以用毛筆、湯匙來畫畫，然後那

個油紙［報紙］蓋印」、「［展示 10］畫畫可以骰骰子和抽卡很好玩，因為不知道會骰

到、抽到什麼」（FGI-POS-CL01）；互相分享、合作或教導，如教師回想：「畫畫的時

候，孩子會和同儕互動，也會分享自己畫的是什麼」（IQ-POS-T01），也如筆者觀察到的：

「CL0201：『我超喜歡綠色的。』CL0210：『深綠、淺綠呢？』CL0201：『我都喜歡。』」

（OR-007-CL0201、CL02010）、「C0104 請 C0108 協助在他的手心塗上顏料後，開始在

紙上蓋印。接著，C0101 也請 C0108 在他的手掌心塗上顏料，開始在紙上蓋印」（OR-

004-CL0101、CL0104、CL0108）、「C0203：『什麼配什麼顏色才會變綠色？』C0201：『藍

色加黃色就會變綠色。』」（OR-008-CL0203、CL0201）。另外，表 6 呈現的幼兒作品

樣貌多元且各具趣味創意，更能具現他們對實驗、混用創作方法進行表現創作的能力。

而延續前文展示 7（圖 1e）的討論，幼兒乃是借由以水墨作品點線面元素製作出的黏土

物件來玩「另類水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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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幼兒作品與創作方法
展示

編碼
幼兒作品與創作方法

8

CL0210 CL0211 CL0202 CL0201
毛筆彩墨 彩墨拓印 潑墨潑彩

9

CL0108 CL020 CL0205 CL0201
毛筆彩墨 毛筆彩墨與潑墨潑彩 彩墨拓印與潑墨潑彩

10

CL0104 CL0109 CL020 CL0210
點線面組合

略

（自由

創作）

CL0107 CL0116 CL0201 CL0206
毛筆墨彩與潑墨 毛筆墨彩、手掌蓋印及潑墨潑彩 紙拓與手掌蓋印

CL0206 CL0206 CL0210 CL0210
紙拓與毛筆墨彩 潑墨與剪貼 毛筆墨彩與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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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欣賞水墨作品的內容、視覺元素並表達個人想法，提升認知與理解美感的

能力

水墨行動館提供幼兒認知水墨畫家、他們作品的內容、視覺元素及創作方法與特色，

以培養美感回應與賞析的能力，例如：展示 1 使幼兒認識水墨畫家和作品：「認識畫畫

家和他們的畫」（FGI-POS-CL01）。展示 2 透過聽故事及觀賞展示板，增進幼兒認識水

墨畫家，如「CL0107 在聽完張大千的故事之後，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他潑墨潑彩的創作

方法」（OR-007-CL0203）。幼兒在操作展示 3（圖 2a）和 4（圖 2b）時，會一邊嘗試拼圖，

一邊觀察辨識、欣賞圖像的銜接特徵及組合，而在展示 5 中亦同，也會一邊翻卡記憶，

一邊觀賞圖像內容（圖 1d）。展示 6 跳格子遊戲聚焦在引導觀察三位藝術家的水墨作品

內容、創作方法、回應想法並表達自己對作品的喜好及理由（圖 2c），如：「CL0201 唸

讀問題卡：『請說一說，你在這一幅畫［吳冠中紫藤］裡面看到了什麼呢？』，並接著回答：

『我看到黑色線條，還有黃色點點、紫色點點』」（OR-003-CL0201）；「R唸讀問題卡：『請

說一說，你喜歡［張大千江山晚興］這一種畫畫的方法嗎？為什麼呢？』幼兒CL0108：『喜

歡，因為用潑的很好玩』」（OR-001-CL0108）。展示 7 讓幼兒觀賞點線面等不同物件

的視覺特性（圖 1e），並運用這些物件玩想像創造：「我可以拼車子，也可以換成拼其

它的東西」（FGI-POS-CL01）。在參與展示 10時，幼兒會以口語表達任務卡上的圖像（圖

2d），也會主動或在引導下一邊創作一邊欣賞創作的成效，如幼兒教師和筆者的觀察：

幼兒在玩點線面的創作時，會自己講出「這是什麼？」，是點、是線還是面。

（IQ-POS-T01）

CL0109 擲骰子擲到線，動手抽到淡墨線條任務卡。R：「這是什麼？」

CL0109：「很多水的線。」CL0109 放回淡墨線條任務卡後，拿毛筆沾淡墨並

在畫面右下方畫了一個淡墨方形圖案。R：「很多水的線在哪裡？」CL0109 用

手指出右下方畫好的淡墨方形圖案。（OR-007-CL0109）。

此外，在訪談後測時，幼兒也能清楚表達學習收穫：「張大千是潑的、吳冠中是用毛筆的，

劉國松是蓋上去再畫」（FGI-POS-CL01）；「我認識三個畫畫家和他們的畫，很漂亮」

（FGI-POS-CL01、C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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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　幼兒參與情形。

註：a–d 依序為幼兒參與展示 3、4、6 和 10 的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綜合以上幼兒在探索、創作和欣賞上的正向學習表現與反應，可進一步歸納：水墨

行動館確能為幼兒打造一個「邀請自主參與」的學習情境，實踐教育部（2016）課綱美

感領域目標，發展水墨探索、創作和欣賞的經驗與認知，並引發如喜愛、愉悅、自主、

嘗試、專注及分享等正面的情意感受。特別是在水墨藝術認知上，幼兒如 Dobbs（2004）

所言，可以從經驗不同視覺元素來認知水墨藝術。再者，水墨行動館提供幼兒體驗

Diamond（1999 / 2005）四種層次的學習：先經由感官感知水墨藝術，進而獲取新知、形

成概念，再到體認水墨藝術的價值。

檢視本文待答問題並統整上述幼兒師生教與學應用成果可知，水墨行動館走入幼兒

園教室具有正面的應用成效，無論對教師的教育專業成長，亦或幼兒接觸、經驗水墨藝

術，均可收實質之效益。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水墨行動館的實驗開展幼兒園美感教育新面向

本文為一行動美術館概念運用在幼兒園美感教育的實現與實驗。以水墨藝術為主題，

發展出包含 10 項具遊戲互動性的實體展示教材，並探討其在幼兒園教室的應用成效，試

圖解決目前幼兒較欠缺與藝術展示，特別是水墨藝術接觸的經驗。

最初，本文先經由探究行動美術館展示教育、幼兒美感教育及水墨藝術教學等三項

學理，建構出水墨行動館的教材文本，包括教學目標、內涵、展示教材物件和遊戲操作

方法，以及教學應用策略，再以此立基，完成展示教材的製作。就製作成果分析，水墨

行動館是一個專以幼兒師生美感教學為目的而設計的展覽，特別著重於借由一系列具遊

戲性的水墨藝術展示教材，去成就幼兒師生對視覺藝術美感教與學的體驗和培力，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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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美感教育新途徑的可能性。一方面，水墨行動館嘗試促進幼兒教師對多元水墨藝

術表現及遊戲在教學上應用模式的認識，並獲得運用此項資源教學的成功經驗包括：提

供幼兒探索的環境、等待、觀察及鷹架幼兒的學習等。另一方面，水墨行動館的教材內

容設計特別著重適於幼兒的個別化學習興趣及美感學習特性，符應呂憶皖（2009）、林

玫君（2021a）、張世宗（2013）和Diamond（1999 / 2005）所強調，感官操作、遊戲互動、

結合生活及自主參與等幼兒學習的要素，且就其設置成效結論，水墨行動館在幼兒園教

室內營造出一個揉合物玩、境遊與人戲的水墨藝術學習情境，使幼兒參與經驗、探索、

說明及擴充等四個層次的學習歷程，並從中體驗到不同於以往，且涵蓋探索、欣賞和創

作等「完整美感經驗」，意即從感官探索及遊戲操作的行動學習模式中，獲得欣賞表達、

判斷回應及想像創造水墨藝術的美感經驗，且內含客觀的藝術媒介認知，如藝術家的故

事、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藝術媒材與創作方法等，以及主觀的情意，如展現喜愛、愉悅、

專注、好奇及穩定等情意態度。

（二）水墨行動館具正向影響幼兒師生水墨藝術教學對話之價值

前文研究討論呈現了幼兒師生應用水墨行動館進行教與學的正面效果。在幼兒教師

教學應用上，水墨行動館超出了他們預想的效果，增進了水墨藝術多元表現形式、技法

及展示教材中遊戲策略應用的認知與瞭解，並且具現了他們和幼兒進行水墨藝術教學對

話的行動經驗。在水墨行動館裡，幼兒教師體驗到等候、觀察並視幼兒的學習需要，適

時地搭建學習鷹架，引導他們以遊戲式的行動參與充分地探索、嘗試水墨藝術。或許，

水墨行動館提供幼兒師生在緊湊的、經常以教師為主導的課程教學下，稍獲喘息的空間，

尤其，使教師能提供幼兒更寬廣的自主學習空間，並適當地與之互動與對話，實踐以幼

兒為主體的教學。

在幼兒學習表現與回應上，水墨行動館實踐張世宗（2013）所強調以玩為本的教育

理念，且幼兒是當中的主動學習者，在和展示物件、幼兒教師及同儕的互動中，開啟了

賞玩水墨藝術的多元視窗。綜合歸納幼兒的學習成效包括：在水墨藝術情境中參與體驗，

增進了美感的探索體驗與感受覺察；表現出對水墨創作主動正向的情意與態度，嘗試以

多元技法表現與創作；以及，欣賞水墨作品的內容、視覺元素並表達個人想法，提升了

認知與理解美感的能力。承上，水墨行動館試圖提供幼兒透過在生活中參與水墨藝術來

學習與經驗美感，正呼應 Greene（1995）和 Schiller（1967 / 1989）強調，美感可以透過

藝術學習來培養；其次，促進了幼兒體驗 Diamond（1999 / 2005）經驗、探索、說明和

擴充等四種層次的學習，並以此培養探索覺察、表現創作及回應賞析水墨藝術的能力，

回應教育部（2016）課綱美感領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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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文總結：水墨行動館展示教材的製作與設置儘管不盡完善，卻在幼兒園美

感教育的目的下，嘗試呈現一個具計畫性、結構性和整體性藝術主題展示，提供幼兒師

生自主選用教材及反覆教學互動與對話的機會，無論對教師的水墨教學認知，亦或對幼

兒美感學習均可發揮實質的幫助。水墨行動館不僅是幼兒園美感教育一種可行的模式與

資源，亦可做為美術館為幼兒設計行動展示教材的參酌，確具研究推廣之價值。至此，

呼應本文研究背景，當行動美術館走入幼兒園教室的確會發生有趣好玩的事，若能移動

到更多幼兒園，帶入各式各樣的藝術形式與遊戲供幼兒賞玩，將是一件美妙的事！

二、建議

（一）幼兒園運用水墨行動館實施美感教育之建議

本文嘗試以行動美術館概念為基礎，設計水墨行動館來實施幼兒美感教育介入研究。

根據研究結果，水墨行動館具有繼續移動到更多幼兒園教室的價值。在運用上，幼兒教

師可視教室的空間條件，獨立或結合學習區來設置展示教材，並將之融入應用在已規劃

的課程，亦或提供幼兒自由操作。在幼兒參與過程中，幼兒教師若可適時介入，如同是

為他們搭建得以深化美感學習層次的鷹架。再者，期待幼兒教師熟稔後，能夠再延伸擴

充，和幼兒共構出更多元的展示物件，以提升遊戲的豐富度。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文依據教室現有的空間條件與設備設置水墨行動館，並將展示劃分為作品展示、遊

戲操作及水墨創作三區，且幼兒可自主運用空間角落及地面遊戲操作，若空間更充裕，可

採學習區的區中區概念，以及教材物件之間的輔助特性做為配置考量，例如：展示 2、3

和 4 可比鄰而置。在資料蒐集上，可增加幼兒個別訪談，以便更深入採集幼兒個人的認知

收穫；可增加收集參與前後幼兒的水墨作品，用以呈現圖像表徵的轉變；可延長實務研究

時間及擴大樣本數量，以厚實研究信實度。在題材上，可採用其他藝術主題設計行動美術

館，拓展幼兒美育資源。最後，本文以幼兒遊戲操作為出發，運用藝術複製品做為展示物

儘管可行，卻是權宜作法，若仍可觀賞原作，才是培養美感知覺最直接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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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bile Art Museum to Pre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Taking Ink Art as an Example

Lee-Chen Chen1

Summary

Instead of being restricted to a single location, a mobile art museum is capable of bringing 

art to different places, such as a kindergarten. Visual art is a crucial tool for pre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nk art, in turn, is the visual art most representative of Eastern culture. Considering 

that these three ideas are tightly related to aesthetic education, a Mobile Art Museum of Ink Art 

(the Ink Mobile Museum) themed on ink art, portable, playable, and conducive to a complete 

aesthetic experience was designed for this paper, wherein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exhibited. It 

was set up in a kindergarten classroom as an aesthetic learning scenario similar to an art museum. 

Its practical outcomes were explored by collecting respons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goals of this paper were as follows: (1) explore design concepts for the Ink 

Mobile Museum and plan and produce outcomes based on those, and (2) look into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Ink Mobile Museum by analyzing the respons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learning theories of mobile art museum exhibitions, pre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nk art were consulted to discern important bases and strategies to plan 

the Ink Mobile Museum, including such museums must possess art themes, provide a scenario and 

structure for learning, be available for daily use, prompt participation, and allow manual operation, 

exploration through play,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as well as encompass a comprehensiv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ncourage diverse expression. In a similar fashion, these theories support the ideas 

of pre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tha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alize. A mobile art museum bringing 

ink art into a kindergarten classroom with plans for game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viewing 

1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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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uching/manual operation, can lead to art explor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In such 

a manner, interactions and dialogs between teachers/students and the artworks are promoted, 

affec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learning through play, and early contact with ink art for the students. 

In this way,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own art and culture. 

The Ink Mobile Museum in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physic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form of a toy box, mainly composed of two sets containing theme names and ten exhibition items. 

It was set up with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s of two private preschools in northern Taiwan for 

use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learning corner time.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either hung 

from the ceiling, walls, and shelves or placed atop tables, with the space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artwork exhibition, teaching tool operation, and creative play. Children were able to grab objects 

and put them back into the place of their own accord. Nonetheless,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these objects varied due to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facilities of the two classrooms. It 

was set up and used for four weeks in June and July of 2018 with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of teacher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of children, and observation 

record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25 children, two teachers, and the author underw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upon collection.

The resulting study outcomes of using the Ink Mobile Museum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were: 

Firstly, the Ink Mobile Museum exceeded the teachers’ expectations. They were able to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it thanks to its loc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ir experience affirmed i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value. The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performance had many facets. They 

became immersed i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cenarios presented by the ink art, which enhanced 

their aesthetic exploration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they showed a proacti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roducing ink artworks and attempted to give rein to their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using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and they appreciated the content and visual elements of the ink 

painting works and expressed their personal thoughts, which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aesthetics.

These results simultaneously demonstrate that effecting and experimenting with the Ink 

Mobile Museum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in pre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at the exhibite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Ink Mobile Museum positively impact and enrich the dialog between 

teachers/students and ink art.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flexibly use a mobile art museum to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 preschool. For 

example, it can be set up in the classroom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earning corner, as part 

of a class or open for the children to explore freely. Teachers can participate and guid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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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ecessary to assist their learning. Also, the museum can be expanded upon, so teachers and 

students jointly create more exhibition item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ould 

be, when space and facilities suffice, to divide the learning corner into sections when designing 

the exhibition space, and to place the exhibition items in a way that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individual interviews to children and children’s ink works before 

and after participation can be add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e exhibi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eriod of the Ink Mobile Museum can be extended, the number of samples can be expanded, or 

different art subjects can be used to design the mobile art museum. However,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paper was young children’s play. Using replicas of artworks as exhibition items is only an 

expedient means; the most direct,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aesthetic awareness is through direct 

appreciation of origin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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