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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想像力是一種虛構性表現，設想將事物做另一類思考，創造新經驗，建立各種價值

可能。過去較少研究探討高職學生攝影學習使用「自陳式攝影想像力量表」進行評

量。本研究為了補足上述不足，探討創作歷程攝影想像力，編製「攝影想像力量

表」。研究者以臺灣高職 70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量表預試和正式施測。預試

部分經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後，顯示此量表具有「攝影技術」、「事物選

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因子結構，且各項分析皆為良好。

正式施測之驗證性因素分析亦顯示此量表四因子結構具備良好的模式適配度。

關鍵詞：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攝影想像力量表

Abstract
Imagination is a virtual expression that puts things i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o create new 
experiences and establish different value possibilities. Few studies on learning photography 
b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use the Self-Reporting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o supplement this deficien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photography and develops a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a 
survey on 700 students from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with a pre-test and a formal test 
of the scale. The item analysis and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on the pre-test suggest 
that the scale contains in its structure four factors: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The analysis of each factor is goo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on the formal test also suggests goodness-of-fit of the 
four-factor structure.

Keywords: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new value 
image,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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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想像是人類思維活動，思考將某些部分設想成另類世界，這種思維過程不受規則限

制，也不被既定思考影響。想像力（imagination）不僅開啟行動之路，更啟發了價值判

斷（Teuke，2006）。創造一部小說、一首歌曲、一幅繪畫、一場舞蹈，無論是浪漫主義

還是現實主義，都離不開想像力。在創作過程，創作者運用想像力刻劃人物或是敘述事

件。只有運用想像力才能將創作物描寫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引起讀者共鳴，產生身

歷其境的感覺（Moss，2010）。

一般「想像力」指個體思考心像能力，但是藝術想像力和一般想像力不同。藝術想

像力是在審美情趣下進行，取材生活中各個現象，配合情感及豐沛的經驗進行創作，但

因個體取材不同，產生不同的創作內容（高楠，1993）。就像攝影想像力，綜合技術與

藝術表現，關係著美育發展（黃嘉勝，2004），是以人的認知、情感及經驗，綜合多個

層面進行演繹，展現更高的價值（Shaden，2014）。

攝影想像力指攝影者透過照相機技術，對周遭事物進行選擇，進而影像虛構，慢慢

在腦海中組合畫面，形成各種新價值影像，達成攝影目標（秦凱，2007；Bate，2009 / 

2012）。攝影想像力表現例如人體攝影，將熟悉被攝物體揭示另類特性，使人體姿態構

成含蓄且充滿暗示效果（婁世民、袁丁月，2013）；以及紀實攝影，記錄了老城區建築

被拆掉瞬間，傳達資本主義摧毀想像，呈現當今社會問題；或是注重社會百態呈現在地

生活，傳達在地人身體與物質想像（劉瑞琪，2013）。

高職教育以充實職業知能，培育行業工作基本能力，並提升人文及科技素養，增進

創造思考，使學生具備自我學習及適應社會變遷能力（趙志揚、劉丙燈、張彩珠、邱紹

一，2010）。攝影課程目標以數位相機進行教學，引導學生學習攝影，例如運用數位相

機進行曝光控制、光圈表現景深、快門表現動作，以及運用採光、構圖、相機畫質設定

與色彩設定，表現風景攝影、生態攝影或是心像攝影等各式影像（鄒春祥，2015）。只

是目前職業學校教學，大都僅限於現有專業知識注入式教育，很少提供與想像力有關的

內容（張雨霖等，2013）。就像攝影課程學習，引導學生運用數位相機進行測光與曝光、

光圈表現影像清晰度、快門掌握影像動態形式，以及運用光線特性、形式與構圖，表現

社會百態、社會問題或是生態多樣等影像（麥仕能，2002；陳寬佑，2011）。攝影表現

偏重技術應用，輕忽想像觀念與理論，作品往往偏重於一個場景的劇情或表象，缺少了

視覺元素之間的互動（陸維元，2012）。

攝影藝術進行表現，要使每一幅作品都激動人心、充滿想像，這樣的作品就需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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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力（林路，2013）。透過想像「背景」與「主體」的互動影響，培養學生對想像力認知，

則所學的專業知能，不僅能應用想像，更可以表現具有新價值影像的攝影作品。

過去想像力量表研究，探討一般性想像力量表（王秀槐、黃金俊，2015；林偉文、

朱采翎、王毓苓、朱嘉琪、劉家瑜，2011；許育齡、梁朝雲，2012；Finke，2014），

以及探討設計領域想像力量表（許育齡、梁朝雲，2011；許育齡、黃文宗、林立中，

2012；梁朝雲、許育齡、劉育東、李元榮，2011）。攝影研究，主要探討攝影家創作風

格（林志明，2015；曾少千，2012；劉瑞琪，2013）、攝影靈感（黃金俊，2015；黃嘉勝，

2011；Shaden，2014）、攝影學習成效（陸維元，2010，2012）。

本研究主要是瞭解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編製高職學生「攝影想像力量表」，評估

學生攝影想像力。研究從想像力理論基礎、想像力涵義與面向做基礎性探討，並透過攝

影想像力學習模式（learning mode）、想像力評量與「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相關文獻進

行分析。研究者綜合秦凱（2011）、婁世民、袁丁月（2013）、Bate（2009 / 2012）相關

文獻，攝影想像力為攝影者能運用攝影技術，從周遭事物進行選擇，進而影像虛構與組

合，將熟悉的被攝物體揭示出另類特性，表現事物各種新價值影像效果。研究者綜合相

關文獻，建構出攝影想像力面向，除了釐清攝影想像力於學習者內在的心理構念（mental 

construct）外，亦藉由心理計量領域發展相當成熟的因素分析技術，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探究，

以編製適合評量高職學生的「攝影想像力量表」，作為未來高職攝影教育參考。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主要如下：（1）瞭解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2）編製高職學生「攝影

想像力量表」；（3）評估學生攝影想像力。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進一步針對下列問題加以探討：（1）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為

何？（2）高職學生「攝影想像力量表」如何編製？其內涵為何？（3）高職學生攝影想

像力評估結果為何？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樣本以高職之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美工科、圖文

傳播科學生為研究範圍。在蒐集樣本過程，由於人際與人力限制，只能以立意抽樣選定

參與者，無法以隨機抽樣選定參加者係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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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攝影想像力理論基礎

想像力為個人透過各種心智運作，將腦海中感受到的心像，加以重新整理，產生新

穎的概念（邱發忠、陳學志、林耀南、涂莉苹，2012；Lehrer，2012）。由於想像力內涵

變化莫測、包羅甚廣，如何建構出想像力，乃為值得探討的研究問題。過去相關學者指

出，人本心理學重視人的內在需要，能自由自在地思考，發揮想像力，培養藝術氣息；

行為主義方面指導個體憑藉眼前刺激物進行觀察，引發過去經驗，促發想像力；精神分

析注重人類心理潛意識作用，透過幻想、虛構過程，提升想像力，在藝術領域進行創作；

想像力與價值有關，人們運用想像力，將潛伏在第一對象的事物價值，轉化創新第二對

象，創作出藝術價值感；以及透過認知心理學學習，可以提升想像成效，促發學習者想

像力（王秀槐、黃金俊，2015；吳承澤，2007；高旭繁、陸洛，2012；馬錦華，2002；

麥惠珍，2018；陳柏熹，2013；許育齡、梁朝雲，2011，2012；許育齡等，2012；梁樹人，

2012；詹志禹、陳玉樺，2011；楊曉蓮，2005；劉沛彤、潘裕豐，2016）。因此本研究

從這些理論進行探討，以對攝影想像力提供不同的學習內涵。

（一）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

人本心理學主張每個人都有內在本性，屬於生物性、天賦既與。不僅有基本生理、

物質需求，更有追求認知、美及自我實現，這些需求使人處於不滿足狀態，特別是自我

實現需求，追求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車文博，2005）。人本心理學對

精神分析論之心靈、意識層面採取否定態度，也不贊成行為學派試圖以機械刺激反應模

式來解釋人類行為，被視為對精神分析與行為主義心理學之反動。

人本心理學對攝影想像力研究可提供下列啟示：人人皆有自我實現需求，每一個人

皆可追求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積極、奮發進行攝影實現。就像攝影表

現過程，攝影者運用攝影技術進行藝術表現，強調攝影技術想像力執行。趙樹人（2012）

指出，攝影者從看到被攝物到應用相機技術進行攝影，這一連串的過程都是自發性攝影

技術表現。

（二）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行為主義注重後天論學習，強調人類行為是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透過刺激與反

應的連結，可以滿足個體需求，形成行為模式（Slavin，2012/2013）。但是行為主義不

認同個體自由意志，不重視學習者本身認知能力，也忽視個體內在心理歷程。其實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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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不單只是受環境因素所影響，還包含環境中人、事、物的認識及看法。個體是從一

個內外在因素影響，產生社會學習行為。

從行為主義的觀點來看，個體想像過程是一種刺激與反應連結。個體可經由外在環

境事物選擇，激發出想像力，形成各種反應。就像攝影想像表現過程，個體選擇周遭環

境事物，憑藉刺激物進行想像，引發過去經驗，強調攝影想像表現的「事物選擇」過程。

Hedgecoe（2006）指出，攝影想像表現過程，經由周遭事物選擇，根據對景物的感受，

在腦海中想像自己要進行什麼表現。

（三）精神分析理論（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理論主張人類心理狀態，有合乎邏輯與理性思考的意識，以及模糊記憶無法時

時察覺，必須經由思考才能喚回前意識。以及心理深層部分，是一切行為創造的根本，受

本能、慾望驅使的潛意識（Freud，1995 / 2018）。後來精神分析理論主張經由個人心理特徵、

生活經驗進行分析。但是「意識」並非只從個人心理狀態來看世界，心靈深層的意識是每

個人與生俱來就擁有，是廣泛性、普遍性，在每個人身上有相同的心理現象與行為模式。

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人類心理活動中潛意識作用，人會不自覺地積極活動和滿足各種

需求，是一切行為創造的根本。在這樣的過程中，就像超現實攝影，攝影者透過影像虛

構與組合過程進行攝影表現，強調攝影想像的「影像虛構與組合」（王楠，2017；李坤山，

n.d.）。李昱宏（2009）指出，攝影藝術表現過程反映了創作者內心的想像，同時也反映

了創作者內在的影像虛構與組合。

（四）價值理論（value theory）

價值理論主張價值是一種標準，決定人群的好惡、美醜與對錯，是行為的核心、基

礎或目標，具有預測及影響功能。價值形成，包括價值偏好、價值建立與價值呈現，為

個人愛好的目標及期望方式。但是價值一詞隨著不同學科對於價值的探討各有不同，有

的學科將價值視為永恒，從知識上的「真」，情意感覺下的「美」，道德意志上的「善」，

其他亦有將價值視為暫時（陳秉璋，2000）。

價值理論注重理想、標準，引導個人去思考周遭重要事物，並決定事物喜愛程度。

就像攝影想像過程，應用攝影技術，表現事物新鮮組合及美感關係，展現事物各種「新

價值影像」。麥仕能（2002）指出，攝影表現過程透過攝影技術，以及經由事物選擇、

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出各種新價值影像。王國良（2011）指出，攝影想像力表現過程，

從周遭去發現及選擇事物，然後透過攝影技術去表現富有意境和視覺的影像，以創造美

感的新價值影像。王翔宇（2010）指出，攝影藝術想像過程，從觀察生活周遭進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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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以及虛構事物與加工組合，然後透過攝影技術運用，表現新穎的價值影像。李曉

楊（2009）指出，風景攝影想像表現過程，已經不僅是真實、逼真紀錄，而是從大自然

中的運動或靜止的事物，進行選擇及構思，表現對事物富有內在特徵的新價值影像。

（五）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認知心理學主張人的認知行為，包括思維推理、動機與情感運作心理過程，例如注

意、感知、知識表徵及問題解決等活動，強調個體經由他人或環境互動，透過思維的心

智處理，形成各種不同的行為表現（陳烜之，2007）。由於行為主義強調只有行為可以

觀察，過分強調外在環境對學習的影響，排斥內在心理歷程研究。但是部分心理學家認

為思想是自主，當人的大腦受外界刺激後，並不是原封不動被人們記憶，而是經過轉換、

縮減或添加等多種運作的「認知加工」。

認知心理學強調認知思考歷程，指每一個人皆可以經由感知、推理，思考組合成為

行為模式，這樣的認知歷程具有一定的特徵要素與發展路徑，強調構成因素及路徑。就

像攝影表現過程，攝影者應用攝影技術，透過周遭事物選擇，以及影像虛構與組合，表

現新價值影像，想像歷程包括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等認

知因素（Mjaaland，2017）。

本研究綜合上述不同理論觀點，得到相關啟示，例如人本心理學觀點注重人的正面

本質和價值，強調人人皆有自我開發潛能，並且認為每一個人皆可追求在精神上臻於真

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積極、奮發進行攝影目標實現，強調攝影想像表現的「攝影技術」

執行。從行為主義觀點來看，個體想像過程是一種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個體接觸周遭環

境進行事物選擇，憑藉眼前刺激物引發過去經驗，強調攝影想像表現的「事物選擇」。

精神分析理論注重人類心理活動中潛意識作用，指出人會不自覺地積極活動和滿足各種

需求，在這樣的過程中，就像攝影者透過影像虛構與組合過程進行攝影表現，強調攝影

想像的「影像虛構與組合」。價值理論注重理想、標準，引導個人思考周遭重要事物，

並決定事物喜愛程度，就像攝影想像過程，強調「新價值影像」一樣。認知心理學強調

認知思考歷程，每一個人皆可以經由感知、推理，思考組合成行為模式，這樣的認知歷

程具有一定特徵要素與發展路徑，就像攝影表現過程，包括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

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等因素，強調攝影想像表現的構成因素及路徑。上述五種理論

觀點，對本研究「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的「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

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分量表均有所啟發，成為本研究編製「攝影想像力量表」，

建構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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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攝影想像力涵義與面向

愛因斯坦曾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知識是有限，想像力是無限」。韋氏字典（轉

引自 Dictionary.com，n.d.）將「想像力」定義為：對未曾經歷過或未見識過事物，產生

新想法能力。Beaney（2005）指出，想像力是指對未存在事物進行思考活動，透過「想像」

思考不存在、不真實、抽象的事物。Colins、Stevenson（2004）指出，想像力是對未存

在事物進行一連串想像組合，形成一超越外在事物的心理形式。

想像力與創造力不同，若從思考歷程進行區別，想像力經由擴散性思考過程，產生

各種新奇、獨特之想法；而創造力則是先由擴散性思考生產大量訊息，然後聚斂思考以

尋求想法。想像力指思考後產生具像實體能力；而創造力則是指思考後產生新奇、獨特

且實用之產品（邱發忠等，2012）。想像力在自由無限的思考範圍較大；而創造力在自

由思考範圍則較小。想像力與創造力的不同在於想像力能超越現實思考，以既有的知識

結構跳脫現實進行虛構與組合（王秀槐、黃金俊，2015）。想像力是創造力階段的前導，

創造力憑藉想像力作為發明的基礎（Patrick，1995）。

「想像力」是個體思考心像能力，分為「回憶心像」（memory images）與「想像心

像」（imagination images）。「回憶心像」指一般想像力，主要對既有記憶進行提取，

這些心像的形成大都來自學習、經驗或是生活周遭；而「想像心像」指對不存在心像加

以想像與創造，這些產生的影像可能被改造成新的圖像，如藝術領域想像力表現（高楠，

1993）。

藝術領域想像力表現，Rose（2016）指出，攝影藝術表現，透過攝影技術，以及在

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產生具有文化性、美學與社會性的新價值影像。林志明

（2015）指出，攝影藝術想像表現，透過攝影技術，將周遭事物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

然後重新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形成新價值影像。鄒春祥（2015）指出，攝影藝術表現

透過攝影技術，從周遭選擇的事物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讓事物展現新價值影像效果。

綜合上述，想像力是對不存在、不真實、抽象事物進行思考，形成一超越外在事物

心理能力。而藝術領域想像力，是對不存在心像加以想像與重新改造，形成新形象過程，

就像 Rose（2016）、林志明（2015）、鄒春祥（2015）指出，攝影想像力表現過程，攝

影者運用攝影技術，將周遭的事物加以虛構與組合，表現出新價值影像效果。以及人本

心理學觀點強調攝影想像力的「攝影技術」、行為主義觀點重視攝影想像力的「事物選

擇」、精神分析理論觀點開啟想像力的「影像虛構與組合」、價值理論觀點注重攝影想

像力的「新價值影像」、認知心理學觀點強調「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

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構成因素及路徑。攝影想像力表現，可應用攝影技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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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面向，進行高職學生「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

因此本研究攝影想像力以此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攝影想像力是攝影技術表現

在想像力思考過程中，個體會以專業技術、形式原理及視覺需求進行應用（黃素菲，

2008；Pezzulo、Castelfranchi，2009）。Gharabaghi（2008）指出，想像力是專業技術表現，

在數位科技環境下，應用專業技術執行目標，並經由心智運作，將腦海中感受到影像，

實踐於藝術表現，產生各種新價值事物。

攝影想像力表現，使用專業技術，例如應用鏡頭焦點表現事物重心、應用鏡頭焦距

表現事物特色（Freeman，2007 / 2009；麥仕能，2002）；使用形式原理，例如應用對比

表現事物差異（鄒春祥，2015），或是在畫面中增加配角襯托主角，進行事物表現（安

泰永，2010 / 2011）。攝影想像力表現，攝影者會以視覺需求進行攝影應用，例如為了

將事物設想成另類影像樣貌，運用曝光表現物體不同的明暗階調（李少白，2011），或

是運用光線特質表現周遭事物細節（陳寬佑，2011），以及運用局部凸出細節，進行事

物表現。

（二）攝影想像力是事物選擇表現

想像力透過事物選擇，將其轉化為可運用元素，藉此創新事物（Dodson，2006）。

Lehrer（2012）認為想像力發揮從日常事物選擇後，將新舊想法連結，想像未知事物。周

遭環境之群體氣氛、社會組織，對於學生想像力影響很大（梁朝雲等，2011；Büscher、

Eriksen、Kristensen、Mogensen，2004；Dewey，1916）。藉由眼、耳、鼻、口和手選擇

事物後，進行想像表現（陳秀芬，2020）。

攝影是藝術表現形式之一，與其他視覺影像不同之處在於以「景觀」選擇事物進行

表現（章光和，2005）。攝影藝術想像表現，從觀察周遭，透過光線、陰影選擇事物，

想像影像氣氛進行表現（陳寬佑，2011）；或是從景物選擇，表現另一種神秘、寂靜美

感（麥仕能，2002）。以及攝影藝術想像，在事物選擇歷程，情感係為中介想像力與真

實重要媒介（Vygotksy，2004），會選擇從自己愉悅、討厭、恐懼事物進行想像，產生

新奇、快樂感受，表現出個人獨特的攝影風格（邱發忠等，2012；鄒春祥，2015）。

（三）攝影想像力是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

想像力結合周遭事物、地域或人物，進行各種影像虛構與組合，以在現實事物中找

到影像原型，形成各種價值的藝術表現（Root-Bernstein、Root-Bernstein，2006）。想像

力從過去沒有經歷過的事件進行幻想，做另一種思考（Bryan，2005），使其跳脫現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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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式虛構與組合，然後將感官知覺進行加工、重組（詹志禹、陳玉樺，2011），表現

自己獨特的選擇與看法。

在想像歷程中，影像虛構與組合就像做白日夢進行幻想，從過去看到的文章、故事

和聽到的音樂、歌曲虛構影像（陳曉明，2016；黃雅莉，2014）；或是幻想自己是故事

中的主角、幻想故事結局虛構影像（Root-Bernstein、Root-Bernstein，2006）。想像力影

像虛構與組合歷程會連結心中圖像，成為一個鮮明的影像，藉此延伸現存知識（Ward、

Wickes，2009），例如將相同事物與不同事物結合，進行影像組合表現。

攝影藝術想像表現，攝影者可從過去沒有經歷過的事件進行幻想，虛構與組合如何

進行攝影表現（陳寬佑，2011），或是將相同事物組合起來進行想像，表現另類風景（麥

仕能，2002）。攝影藝術想像表現，攝影者可將一件事物連同其他事情一起想像，表現

創作者的心靈世界（鄒春祥，2015）。

（四）攝影想像力是新價值影像表現

想像力超越個人知識、經驗與邏輯架構，它的基本功能在於擴增新價值影像（Irie、

Brewster，2014）。Egan、Stout、Takaya（2007）認為，想像力幻想任何先前未發生過經

驗，讓人從更深的角度思考事物，產生各種新價值影像。

攝影藝術想像力表現，攝影者注重個人偏愛事物，例如當今社會百態，就像 Andreas 

Gursky 攝影作品，充滿精密細節與鮮亮色彩的大型攝影，呈現當代社會壯麗的人造景觀

（Tousley，2009）。新價值影像會構成有價值事物，就像攝影作品呈現當今社會問題、

事物和諧美感關係（鄒春祥，2015），或是事物諷刺現象、事物暗示性效果（吳俊辰，

2013）。新價值影像注重價值呈現方式，例如注重不尋常構圖（麥仕能，2002）、遇到

瓶頸時，會想像各種可能替代方案（秦凱，2011），以及表現不尋常題材及合乎主題可

能價值（陳寬佑，2011）。

三、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

攝影（photography）一詞源自於古希臘文，photo 為光線、graph 為描寫，指「透過

光線進行描寫」。無論是傳統攝影或是專業型數位相機攝影，皆為人類生活藝術表現。

傳統攝影是類比式操作，數位攝影是數位式操作，影像記錄方式不同。數位相機拍攝影

像並非低技術，技術操作方式與傳統相機並無太大的差異，拍攝過程兩者皆應用光圈、

快門、焦距，以及應用採光、構圖與曝光方式，作為事物紀錄及賦予影像新的思維，展

露所要傳達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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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想像力表現過程，Barrett（1990 / 2008）指出，攝影想像時，攝影者運用攝影技

術，從選擇的事物，經過影像虛構及組合，形成各種新價值影像，以符合自己所要表達

的意念。Freeman（2007 / 2009）指出，攝影想像力表現並非被動反映所看到被攝物，而

是應用攝影技術，選擇事物加以組織，建立出被攝物視覺效果。Galer（2007）指出，攝

影想像力表現時運用事物選擇，從事物造形、色彩、光影進行想像及表現。張照堂（2012）

指出，攝影想像力表現，藉著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出事物各種可能，達到攝影目標。馮

永華、邱宗成（2010）指出，透過攝影想像表現出事物各種新價值影像，就像「風景攝

影」，表現自然界的各種景象；或是心像攝影，表現影像反映出創作者內心的意圖。

綜合以上文獻，攝影想像力表現過程，可運用「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

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個面向思考，表現富有想像力的新價值影像，這些

在學習過程可以經由學習模式，建立有效的學習反應及指標。學習模式是指學習者在學

習過程，與其學習環境交互影響，所培養出一種具有穩定、可重複性的反應偏好，包含

個人認知型態、情意特徵與生理習慣（Kolb、Kolb，2012）。學習模式是學習者在任何

時間、地點，透過學習方式或策略，達到個人學習目標。

過去想像力學習模式建立，Singer（1978）以成人為研究對象，編製「自陳式想像力

量表」，建構想像力學習模式，讓受試者自我評量日常生活與工作，作「白日夢」頻率

與影響因素，結果發現：想像力學習模式可分為「自發性的想像」與「控制性的想像」

兩個面向。林偉文等（2011），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編製想像力測驗，建構想像力

學習模式，測驗內容包括語文分測驗及圖形分測驗，結果發現：想像力學習模式可分為

發現問題能力、新圖像構成能力、聯想能力。許育齡、梁朝雲（2012）以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開發「自陳式想像力量表」，建構想像力學習模式，建立想像力能力特徵，結果

發現：想像力學習模式可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性想像力」兩個構面。梁樹人

（2012）以技專院校機械領域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展「消費性產品想像力與科技設計能

力量表」，建構消費性產品想像力與科技設計能力學習模式，包含消費性產品想像力、

提升產品想像力與科技設計能力兩項學習，結果發現：消費性產品想像力與科技設計能

力學習模式可包括：消費性產品想像力、提升產品想像力與科技設計能力兩個向度。

本研究「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透過想像力理論基礎、想像力、攝影想像力相關

文獻，以及參考高職攝影課程內容、相關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建構出一個包含「攝影

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與「新價值影像」四個面向的攝影想像力

學習模式，並進行「攝影想像力量表」驗證與評估，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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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攝影技術」

指攝影者自發性使用攝影技術執行目標。攝影技術，例如運用數位相機功能，或是

應用攝影形式，或是應用視覺需求，表現事物全新思維，展露所要傳達之概念。

（二）「事物選擇」

指攝影過程，攝影者從社會環境、生活中人物的選擇，將感受到的事物造形、色彩、

光影等形形色色的刺激，以及從個人喜好程度，進行事物想像與表現。

（三）「影像虛構與組合」

指攝影時，攝影者從過去沒有經歷過的事件進行幻想，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將過去

各種看到、聽到東西，或是將相同、不同事物，重新影像虛構與組合，反映出創作者內

心的意圖。

（四）「新價值影像」

指攝影表現思考周遭重要事物，注重事物價值、構成有價值影像，或是注重合乎價

值方式，建立出被攝物效果，使平凡的景象變得不平凡，表現出新價值影像。

本研究參酌認知心理學及過去想像力學習模式建立，認為攝影想像力表現過程，可

以透過思維的心智處理，構成因素及路徑，組合成行為模式（陳烜之，2007；Mjaaland，

2017）。研究假定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因素具有因果關係，其間的關係為：攝影技術會

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和新價值影像，而事物選擇會影響到學

習者的影像虛構與組合及新價值影像，影像虛構與組合也會影響到學習者新價值影像的

學習表現。本研究依據這些因素及其之間因果關係，編製攝影想像力量表，來檢視學生

是否能經由攝影技術學習，然後從事物選擇及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出新價值影像。

四、想像力評量與「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

想像力指透過感官觸發，聯想不在眼前的事物，進行一連串的組合、設計，形成各

種新穎及可能性的新事物。想像力評量，早在 20 世紀初法國心理學家 Alfred Binet 就認

為可以開放的題材，例如看墨漬圖案說故事方式測量想像力（黃玄，2009）。Vygotsky

（2004）指出，可以相關元素結合方式進行思考，評量受試者想像力。Ward（1994）指出，

可以設計概念擴展方式，從一個概念產生另一個概念，聯想具有明顯的邏輯關聯，進行

想像力評量。Costello、Keane（1997）指出，可以相關的兩個詞語聯想事物，進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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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評量。Gentner（2010）指出，可以概念結合方式，從兩個完全無關的概念找出共同新

事物，進行想像力評量。

想像力量表編製，Karwowski（2008）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編製出作品式想像力繪

圖測驗，以流暢力、變通性、精進性與轉化性為評量指標，其中發現想像與轉化之間存

在密切的關連。曹筱玥、林小慧（2012）以科技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開放式問

答題設計，編製想像力量表，並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想像力」可

分為「發想力」、「流暢力」、「變通力」與「獨創力」四個成分。王佳琪、鄭英耀、

何曉琪（2016）發展想像力測驗，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測驗有 A、B、C、D 四種作業，

結果顯示科學想像力歷程可分為聯想力、奇想力、漫想力三項向度。陳柏熹（2013）發

展綠能工程想像力測驗，研究對象為高職冷凍科與汽車科學生，測量方式請受測者寫出

一千年後的地球環境，並依環境變化進行有脈絡想像，讓受測者思考該環境特徵下所需

要的綠能工程。測驗結果顯示可包含擴散想像、延伸想像與關聯想像三種向度。

綜合上述，想像力思考自由、隨興，可以評量當事人自我知覺的思考與習慣。過去

有編製「作品式想像力量表」、「圖形繪製想像力測驗」，以及「自陳式想像力量表」。

想像力量表研究，有探討一般性想像力，也有領域方面想像力量表。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編製「攝影想像力量表」評估學生攝

影想像力。研究者依據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以及想像力與攝影想像力相關量表編製「攝

影想像力量表」，然後採用調查研究方法對高職學生進行施測，施測完將資料以結構方

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統計分析變項之間關係，並進行模式適配度

考驗。茲將研究架構及處理過程說明如下。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對象為臺灣公私立高職學校學生，採用立意抽樣，選取公私立高職之廣告設

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美工科、圖文傳播科學生，人數總計 700 人，

其中預試樣本數 325 人，正式施測樣本數 375 人，如表 1、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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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攝影想像力量表預試樣本

學校 科系 樣本數

臺北市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56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52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8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室內空間設計科   53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美工科   50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圖文傳播科   33
總計 325

表 2
攝影想像力量表正式施測樣本

學校 科系 樣本數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廣告設計科   52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68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89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室內空間設計科   63
新北市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65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圖文傳播科   38
總計 37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攝影想像力量表」，邀請相關學者審視題項內容，建立研究工具內

容效度，以及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方式，建立建構效度。

（一）內容與題項篩選

本研究工具為「攝影想像力量表」，包括「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

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個分量表。研究工具編製以想像力、攝影想像力相關文獻為

主，參考麥仕能（2002）、陳寬佑（2011）及鄒春祥（2015）出版的高職部訂課程標準之

攝影教科書，以及參酌國內外學者 Freeman（2007 / 2009）、安泰永（2010 / 2011）、李

少白（2011）、吳俊辰（2013）、陳秀芬（2020）、邱發忠等（2012）、秦凱（2011）、

Root-Bernstein、Root-Bernstein（2006）、Ward、Wickes（2009）、Tousley（2009）等想像 

力涵義、攝影想像力論點，進行量表編製。「攝影技術」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是否能

透過攝影技術、攝影形式和視覺需求執行目標。「事物選擇」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

影歷程，是否能透過外在環境事物選擇及個人喜好進行攝影表現。「影像虛構與組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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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歷程，是否能將過去看得見、聽得到的訊息進行影像虛構與組

合，表現出新的影像。「新價值影像」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過程，是否能從事物

價值進行想像，表現原創性的攝影作品。

量表初稿建構完成後，分別給大學攝影、心理測驗學者，以及高職教師進行審題，檢

驗量表架構、題項初稿與測驗概念代表性，進行內容效度檢核。三位學者提到：（1）量

表設計周詳及充實；（2）每一題重複相同字詞應刪除，例如事物想像表現、攝影想像表現；

（3）一些抽象字詞應修正，例如大自然角度、陌生的心境、心靈對話、抒發自我觀點；（4）

各題目意義若相近可考慮與某題並用。經過學者修正後，本研究原先量表題目編訂 36 題，

後來將事物選擇相近的兩題合併成一題，量表題目共有 35 題，如同相關學者編製量表方

式，採李克式四點評量計分，每題 1–4 分（王秀槐、黃金俊，2015；余民寧、陳柏霖、湯

雅芬，2012；洪瑞黛、林清文、陳淑貞，2015；張瀚文，2012）。計分方式填答「完全符

合」給 4 分、「經常符合」給 3 分、「經常不符合」給 2 分、「完全不符合」給 1 分。若

學生答題之平均值大於 2.50，表示能持正向認同看法。審題結束後，量表初稿再經五位高

職學生閱讀，再次修正重複性文字，確認各題項可讀性。

量表題目編修完成之後進行預試，預試後進行預試分析。預試分析包括項目分析及

探索性因素分析，據此修改量表題項或陳述。

1.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主要目的是針對題目進行適切性評估，進而剔除未達檢驗標準題目。本研

究參酌Gregory（2004）建議標準，分析 325位高職學生在量表填答結果。在 35個項目中，

所有項目填答完整，無遺漏值。量表各試題平均數皆介於平均值 ± 1.50 個標準差內，標

準差皆大於 0.75，偏態皆低於絕對值 1.00。學生在所有項目答題平均數皆大於 2.50，顯

示學生對於攝影想像力能持正向認同看法。極端組 t 檢定學生得分最高 27% 與最低 27%

之極端組 t 值皆大於 1.96，p 值皆小於 .001，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各題項皆具備良好鑑別

度。分量表各試題與分量表相關係數、分量表各試題因素負荷量、分量表與總量表相關

係數皆高於 .30，顯示量表各試題相關性頗高。綜合言之，本研究量表所設計的 35 題對

高職學生而言，皆具有適切性，因此在此階段並無進一步修改而全數保留。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要是探索本量表潛在因素結構。「攝影想像力量表」探索性因素分

析 Kaiser–Meyer–Olkin（KMO）值為 .91，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而球形檢定之 χ2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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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9.76，達到顯著水準（p < .001），表示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主要是從攝影

過程攝影想像力的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來編製題目。研究

者認為各因素間具有某種程度相關，因此採主成分分析方法，並採用適合量表編製及注重

因素間相關之 Promax 斜交轉軸法，以取得更適切的收斂度（邱皓政，2011）。因素分析

時萃取特徵值大於 1 因素，轉軸後以組型矩陣（pattern matrix）係數作為刪題標準。

「攝影想像力量表」經因素分析後有四個特徵值大於 1.00（9.02、2.94、1.78、1.42）， 

保留了四個因素，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0.53%。四個因素內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3–.79 間，皆大於 .30，符合 Tabachnick、Fidell（2007）建議：因素分析時只要特徵值大

於 1.00，各因素負荷量大於 .40，且能解釋 40.00% 以上，因素分析結果就具有解釋力。

「攝影想像力量表」原先 35 題，預試後分析有三題無法歸類及兩題因素負荷低於

.40，因此予以刪除，最終量表為四個因素，經學者討論後分別命名「攝影技術」、「事

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個部分。「攝影技術」包含九題，「影

像虛構與組合」包含九題，「事物選擇」包含六題，「新價值影像」包含六題，總計 30題，

如附錄所示。

（二）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代表測量工具之正確性與有效性，本研究透過邀請相關學者，審視題項內

容，建立研究工具內容效度證據。此外，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方式，

考驗量表測量模型是否與理論構念相契合，建立建構效度證據。

（三）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代表測量工具穩定性與一致性，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 係數檢驗量表內部一

致性，並以刪題後 Cronbach’s α 明顯提高題項，作為修改與刪題的判斷原則。「攝影想

像力量表」之信度分析，總量表與各分量表題數的 α 值皆在 .70 以上，顯示本量表具備

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三、研究步驟

（一）量表題目編修

本研究第一階段進行量表題目編寫，初步區分出「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

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個因素，進一步設計相關題目，然後經過三位攝影、

心理測驗及教育學者進行審題，檢驗量表架構、題項初稿與測驗概念，進行內容效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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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預試及正式施測

本研究第二階段為量表信效度驗證，此階段分為預試及正式施測；預試實施步驟：（1）

訂定預試量表；（2）訂定預試施測對象；（3）進行預試施測；（4）進行預試結果分析；（5）

評估及修正預試題目；（6）訂定正式施測量表（王雲東，2016）。預試分析時，研究者

利用 SPSS 18.0 軟體進行項目分析（包括描述統計、極端組 t 檢定、相關及因素負荷量），

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正式施測主要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單一

效度等效度分析。正式施測步驟：（1）進行正式量表列印；（2）訂定正式施測對象；（3）

進行正式施測；（4）進行正式施測結果分析；（5）撰寫研究報告。本研究以 700 位高

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包含 325 位預試對象，以及 375 位正式施測對象。

（三）量表驗證

驗證性因素分析部分有 375 位高職學生參與，研究者利用 LISREL 8.8 軟體進行 SEM

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驗潛在因素結構之模式適配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攝影想像力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攝影技術」分量表取得九個潛在因素結構，「事物

選擇」分量表取得六個潛在因素結構，「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取得九個潛在因素結

構，「新價值影像」分量表取得六個潛在因素結構。為了能進一步瞭解攝影技術分量表、

事物選擇分量表、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新價值影像分量表潛在因素結構之模式適配

度，研究者繼續以 SEM 對這四個分量表主要構念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前，須先檢核本量表是否適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邱

皓政（2011）建議，SEM 分析樣本數最少為變項數的五倍，且大於 100。本量表共 30

題，樣本數為 375 人，符合所言之標準。再者，本研究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之前，先進

行多變項常態分配假設檢驗。Kline（2011）指出常態分配檢驗標準：偏態的絕對值小於

3.00，峰度的絕對值小於 10.00，適合採取最大概似法。本研究以 SPSS 軟體檢驗 30 個觀

察變項，偏態介於 -0.88–0.50 之間，峰度介於 -0.85–0.87 之間，符合常態分配標準。本研

究以常態分配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ML）做為參數估計，攝影想像力量表

結構模式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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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攝影想像力量表結構模式。

註：方塊內數字為量表題號。

*p < .05

接著，本研究進一步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Jöreskog、Sörbom（2006）建議檢驗模式

適配度須同時檢驗三方面：基本適配度（preliminary fi 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 t）、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 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茲將本研究之各項

適配度說明如下。

（一）基本適配度

在基本適配度方面，本研究參考 Hair、Black、Babin、Anderson（2010）的五項指標

作為檢驗標準，如表 3 所示。本量表各誤差變異數均為正值，皆達到顯著水準；估計參

數相關絕對值未太接近 1.00、各潛在變項測量指標間之因素負荷量達到標準、未有過大

之標準誤，本量表符合基本適配度檢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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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攝影想像力量表基本適配度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數值

沒有負的誤差變項 .46–.75
誤差變項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
參數相關絕對值未太接近 1.00 .08–.29
因素負荷量介於 .50-.95 .50–.73
因素未有過大標準誤 .10–.18

（二）整體模式適配度

本量表在整體模式適配度之各項指標檢驗結果如表 4 所示，卡方值（χ2
）達到顯著水

準，顯示量表之模式適配不佳。但是多數學者認為卡方值受到樣本數大小影響甚深，因此

該值僅作參考，並非主要評估指標。若是卡方值達到顯著水準，而卡方值／自由度比率小

於 3.00，則可視為良好的適配度（余民寧，2006）。本研究卡方值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卡

方值／自由度比率小於 3.00，可視為良好的適配度。而且其餘檢驗項目都符合標準，顯示

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與觀察資料相適配。整體而言，本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屬於良好的適

配度。

表 4
攝影想像力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數值

卡方值未達顯著水準 χ2
(399) = 739.72，p < .001，達顯著水準

卡方值／自由度小於 3.00 739.72/399 = 1.85
SRMR 指數小於 0.08 0.07
RMSEA 數小於 0.08 0.05
NFI 指數接近 1.00 .93
NNFI 指數接近 1.00 .96
CFI 指數接近 1.00 .96
IFI 指數接近 1.00 .97
RFI 指數接近 1.00 .92
AIC 指數小於獨立模式指數 AIC 指數（864.44）＜ 獨立模式指數（10,069.61）
PNFI 指數達到 .50 .85
PGFI 指數達到 .50 .74
註：SRMR =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NFI 

= normed fit index；NNFI = non-normed fit index；CFI =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IFI = incremental fit 
index；RFI = relative fit index；AIC =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PNFI =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GFI = parsimonious goodness-fit-index。

（三）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指模式內在品質考驗，本研究依據 Bagozzi、Yi（2012）建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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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標準判斷，如表 5 所示。本量表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組合信度符合標準。「攝

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

於 .45–.54。過去余民寧等（2012）在大學生心理資本量表編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指出，

各潛在變項的變異抽取量介於 .44–.53，顯示各潛在變項所能解釋到的變異量比值尚屬適

切；以及林碧芳、邱皓政（2008）在量表編製研究指出，組合信度如果達 .70 以上，則

潛在因素有 30% 變異源自測量誤，這過程反映量表是好的構念效度。本研究之平均變異

抽取量介於 .45–.54，組合信度介於 .77–.89，顯示各潛在變項能解釋的變異量尚屬適切，

反映了量表良好的構念效度。

表 5
攝影想像力量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數值

個別項目信度在 .50 以上 .50–.73
潛在變項組合信度在 .60 以上 .77–.89

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大於 .50

˙攝影技術（.54）
˙事物選擇（.51）
˙影像虛構與組合（.50）
˙新價值影像依序（.45）

估計參數達到顯著水準

˙攝影技術對事物選擇影響

˙攝影技術對影像虛構與組合影響

˙攝影技術對新價值影像影響

˙事物選擇對影像虛構與組合影響

˙事物選擇對新價值影像影響

˙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影響

標準化殘差絕對值小於 2.58 -0.13–0.12

估計參數之攝影技術對事物選擇影響、攝影技術對影像虛構與組合影響、攝影技術

對新價值影像影響，以及事物選擇對影像虛構與組合影響、事物選擇對新價值影像影響、

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影響符合標準。標準化殘差符合標準。

「攝影想像力量表」之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在五項指標有四項指標符合標準，根據

吳明隆（2009）指出，若初始模式適配度良好，修正模式有更佳之適配度僅是適配樣本

微小之獨特性質，因此本量表之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尚符合標準。

（四）模式各變項間效果

在使用 SEM 方法驗證理論模式時，因素間通常存在著影響關係，可以透過模式適配

度檢驗因素間彼此影響性（黃芳銘，2015）。本研究「攝影想像力量表」結構模式之「攝

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各因素存在著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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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6 所示，攝影技術對事物選擇有直接影響效果，事物選擇對新價值影像有直接影響

效果，攝影技術對影像虛構與組合有直接影響效果，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有直

接影響效果，攝影技術對新價值影像有直接影響效果，事物選擇對影像虛構與組合有直

接影響效果。由於攝影技術對新價值影像的直接影響效果，比起其他標準化值較大，而

且事物選擇對影像虛構與組合有直接影響效果，所以攝影技術對新價值影像除了直接影

響效果外，也可能有間接影響效果；攝影技術透過事物選擇對新價值影像產生影響，以

及攝影技術透過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產生影響，以及攝影技術先透過事物選擇

再經由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產生影響，事物選擇及影像虛構與組合成為攝影技

術影響新價值影像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從觀察資料中發現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及影像虛構與組合可以解釋新價值影

像的總變異量為 65%（即 R2
值 = .65）。

表 6
攝影想像力模式各變項間效果

因素間影響 標準化數值

「攝影技術」對「事物選擇」 .39***

「事物選擇」對「新價值影像」 .20***

「攝影技術」對「影像虛構與組合」 .37***

「影像虛構與組合」對「新價值影像」 .21***

「攝影技術」對「新價值影像」 .55***

「事物選擇」對「影像虛構與組合」 .52***

***p < .001

（五）區別效度檢驗

量表區辨效度檢驗，根據 Hair 等（2010）建議若各分量表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皆高

於兩兩分量表之積差相關係數的平方，顯示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本研究四個分量表的

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5–.54，皆高於兩兩分量表之積差相關係數平方值 .22–.43，顯示本

量表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

二、高職學生「攝影想像力量表」之實測分析

「攝影想像力量表」以高職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375位學生為對象之實測結果如表 7所示，不論是全量表，或是「攝影技術」、

「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各分量表，所有項目中答題之平

均數皆大於 2.5，顯示學生對於攝影想像力持正向認同的看法，這方面就如同林靜雯、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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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倫（2010）的量表之編製發展與實測分析，指出實測結果答題之分數大於平均數，顯

示施測者具有正向的認同。以及從四個分量表平均值來看，學生在「事物選擇」分量表

的平均值較「攝影技術」、「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分量表表現低分；學

生在「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表現較「攝影技術」、「事物選擇」、「新價值影像」

分量表表現高分。

「攝影想像力量表」之分量表得分最低與最高題號，以及題號平均數之實測結果如

表 8 所示。在所有分量表中，研究對象於「事物選擇」分量表的第 31 題平均得分最低，

在「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的第 10 題得分最高。從各自分量表中各題項得分平均值來

看，「攝影技術」分量表在第 1 題平均得分最低，第 20 題得分最高；「事物選擇」分量

表第 31 題答題上得分最低，第 9 題答題上得分最高；「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第 16

題答題上得分最低，第 10 題答題上得分最高；「新價值影像」分量表在第 2 題得分最低，

第 28 題答題上得分最高。

表 7
「攝影想像力量表」實測結果

量表 平均數

總量表 2.83
攝影技術 2.92
事物選擇 2.62
影像虛構與組合 3.05
新價值影像 2.74

表 8
「攝影想像力量表」之分量表得分最低與最高題號平均數實測結果

分量表
得分最低 得分最高

題號 平均數 題號 平均數

攝影技術 第 1 題 2.75 第 20 題 3.01
事物選擇 第 31 題 2.50 第 9 題 2.73
影像虛構與組合 第 16 題 2.87 第 10 題 3.25
新價值影像 第 2 題 2.51 第 28 題 3.00

三、討論

本研究綜合人本心理學、行為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價值理論、認知心理學等不同

理論觀點，發現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可包含「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

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部分。另外，如林志明（2015）、鄒春祥（2015）、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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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能（2002）、Mjaaland（2017）、Rose（2016）所言，攝影想像表現過程，攝影者透

過攝影技術，從周遭事物進行選擇，並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展現事物新價值影像效果。

從不同理論觀點及學者論點可知，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可包含「攝影技術」、「事物

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因素，成為本研究編製高職學生攝影

想像力量表來源。關於這方面就如同 Buhrs（2011）指出，攝影藝術想像表現時，拿起相

機透過攝影技術，將周遭社會環境選擇的形形色色事物，重新虛構及組合，可使平凡的

景像變得不平凡，表現出新價值影像；以及顧錚（2013）指出，攝影藝術想像表現時，

攝影者透過攝影技術，將周遭選擇的事物，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出新價值影像。

「攝影想像力量表」從學習模式評鑑發現，大多數指標皆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學習

模式假設可以符合觀察資料。關於這方面研究結果，就如同黃金俊（2015）編製之「攝

影靈感啟發學習量表」，包含「感覺組合」、「經驗喚起」、「動機執行」與「價值構

成」四因子結構，可作為未來高職教師評量學生攝影靈感啟發學習之參考；以及許育齡

等（2012）在視覺傳達設計學習者發揮想像的內在因素探索與驗證研究中，開發視覺傳

達設計學習者「促發想像相關因素工具」，可包含「認知生產」、「促發動機」、「正

向情緒」、「壓力挑戰」、「做中悟」與「自我效能」六因子結構，以洞悉卓越設計者

的創意來源及其想像力開展歷程。

透過本量表在高職攝影教學評量，老師可應用量表瞭解學生對攝影想像力認知，瞭

解學生攝影想像時的「主體」與「背景」運用，發現促發學生想像力之攝影技術、事物

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及新價值影像等因素內容，以引導學生想像未知，找到原創心像

運用，產生更具有價值的攝影作品。就如同 Beck（2009）以隱喻方式培養學生想像力研

究，探討在攝影教學過程，發現透過照片運用隱喻方式評量學生想像力成效，可提升學

生想像力。以及張麗麗（2002）指出，攝影藝術是一種回應觀察、想法、感覺及經驗的

表現，藉由想像力評量工具，可瞭解學生不同藝術形式的創作方式，以及協助學生在創

作時做選擇，以便日後進行發展。而學生透過攝影想像力量表評量，可學習瞭解攝影想

像力發揮過程，如何透過攝影技術、如何運用事物選擇、如何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以

建立各種新價值影像，產生具有個人想像力風格的攝影作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問題是瞭解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然後以高職學生為對象，編製「攝影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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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表」、評估學生攝影想像力，希望能提供高職一份評量學生攝影想像力表現的工具。

除了能瞭解攝影課程對學生攝影想像力方面成效，以及利於未來攝影想像力人才培養。

本研究屬於試探、前導研究，除了呈現研究結果，也提出相關建議做為未來研究參考。

（一）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

本研究綜合不同理論觀點，以及學者論點，攝影想像力組成成分，包含「攝影技術」、

「事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四因素，作為本研究攝影想像力

學習模式，編製高職學生攝影想像力量表來源。攝影藝術想像表現時，攝影者透過攝影

技術，將周遭選擇的形形色色事物，重新進行影像虛構與組合，表現出新價值影像。

（二）「攝影想像力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本研究目的在於編製「攝影想像力量表」，評估學生攝影想像力。參考高職攝影課

程內容，並透過想像力理論基礎、攝影想像力涵義與面向、攝影想像力學習模式、想像

力評量與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相關文獻探討，以及學者效度檢驗後，形成量表初稿。然

後經過 325 位高職學生實際進行施測後，資料結果顯示在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

信度分析檢驗指標上皆獲得良好數據。本研究再以 375 位高職學生實際進行施測後，將

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在各項檢驗指標上皆獲得良好數據，表示本量表編

製具備良好之建構效度。本研究藉由原本理論架構，劃分出「攝影技術」面向、「事物

選擇」面向、「影像虛構與組合」面向、「新價值影像」面向，其構念與題項皆能反映

初始理論概念，證明本量表內容架構符合量表初始編製目標，可作為未來高職教師評量

學生攝影想像力參考。

（三）評估學生攝影想像力

本研究以研究對象在攝影想像力量表實測過程，探討量表架構四大面向在數據結果

背後所看到的意義，結果發現：

1. 本研究 375位高職學生在攝影想像力量表表現，不論是全量表，或是「攝影技術」、「事

物選擇」、「影像虛構與組合」及「新價值影像」分量表之答題平均值皆大於 2.50，

顯示學生對於攝影想像力持正向認同看法。

2. 研究對象於「事物選擇」分量表平均得分最低，「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平均得分

最高：從四個分量表平均值比較來看，學生在「事物選擇」分量表表現，其平均值較

「攝影技術」、「影像虛構與組合」、「新價值影像」分量表表現低分；另外在「影

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表現，其平均值較「攝影技術」、「事物選擇」、「新價值影像」

分量表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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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對象於所有分量表中，有平均得分最低與最高題號：在所有分量表中，學生於「事

物選擇」分量表的第 31 題平均得分最低，在「影像虛構與組合」分量表的第 10 題平

均得分最高。

4. 研究對象於各自分量表皆有平均得分最低及平均得分最高題號：從各自分量表中各題

項得分平均值來看，「攝影技術」分量表在第 1 題平均得分最低，第 20 題平均得分最

高；「事物選擇」分量表第 31 題平均得分最低，第 9 題平均得分最高；「影像虛構與

組合」分量表第 16 題平均得分最低，第 10 題平均得分最高；「新價值影像」分量表

在第 2 題平均得分最低，第 28 題平均得分最高。

二、建議

（一）考量其他因素及研究方法對攝影想像力量表建構之影響

本研究屬試探性、前導性質研究，選擇「攝影技術」、「事物選擇」、「影像虛構

與組合」、「新價值影像」構面，探討攝影想像力，主要考量個體攝影想像時，是否會

應用攝影技術，以及以「景觀」選擇事物，然後透過虛構及組合，創造出新價值的影像。

然而攝影想像力可能與許多變項有密切關係，包括 Beck（2009）研究指出，透過攝影課

程之攝影作品實驗，發現運用隱喻方式可提升學生想像力；以及許育齡、梁朝雲（2012）

研究發現：想像力包括直覺與辯證。因此隱喻、直覺與辯證等心理構念，是否會對學生

攝影想像力產生影響，或是藝術表現過程之表現評估面向、作品評價面向，會對學生攝

影想像力產生影響。本研究由於時間及人力因素未選用這些心理構念，建議未來可採用

量化、質性研究方法，或是以文獻分析方式進行研究，以建構一個攝影想像力學習整體

模式。  

（二）量表題目內容可持續修正

「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在初始時期，尚需要更多的樣本來建構常模，未來相關研

究，可以從增加施測對象來建構常模，讓使用者參考更完整的資訊。

（三）未來研究可發展更成熟的「攝影想像力量表」

本研究以高職之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美工科、圖文傳播

科學生為研究範圍。在蒐集樣本過程，由於人際與人力限制，只能以立意抽樣選定參與

者，無法以隨機抽樣選定參加者。但是周新富（2018）指出，立意抽樣主要考量研究時

間、成本，以及樣本選取便利性、可行性，希望在某種程度可以推斷並通則化至母群體，

但是較未考慮母群體的數據估計和抽樣誤差。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採用隨機抽樣，發展更

成熟的「攝影想像力量表」。

藝術教育研究(40)-03 黃金俊.indd   99藝術教育研究(40)-03 黃金俊.indd   99 2021/1/4   上午 10:21:402021/1/4   上午 10:21:40



100　藝術教育研究

黃金俊

（四）未來可編製更完整的「攝影想像力量表」

本研究「攝影想像力量表」之編製為前導性質，僅以高職學生為樣本，建議未來的「攝

影想像力量表」編製時，能擴大樣本收集範圍，以科技大學設計科系學生，或是使用手

機、簡易型數位相機等低技術設備攝影學習者，進行「攝影想像力量表」編製，比較量

表差異性。量表編製過程，可加入影像傳播複製性與拍攝對象圖像符號運用條件，以及

使用學生實際攝影作品做進一步探討，以編製更完整的「攝影想像力量表」，檢核學生

攝影想像力發展成效。 

（五）運用「攝影想像力量表」培養攝影想像力人才

建議相關教育單位，運用「攝影想像力量表」，評定學生攝影想像力，發展攝影想

像力人才培育課程，培養攝影想像力人才。

（六）提供量表重測信度或是效標關聯效度指標

量表的重測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是量表編製重要資訊。本研究參考曹筱玥、林小

慧（2012）、梁朝雲、許育齡、金忻瑩（2014）、梁朝雲等（2011）量表之編製，本研

究屬前導性質、試探性的研究，主要以高職學生蒐集樣本作分析，未來可以擴大樣本收

集範圍及時間，進行量表重測信度或是效標關聯效度分析，以瞭解量表分析結果的一致

性與穩定性。

（七）考量其他相關理論對「攝影想像力量表」建構之影響

本研究提及行為主義之個體想像過程是一種刺激與反應連結，個體可經由外在環境

事物選擇，激發出想像力，形成各種反應。希望學習者可接觸環境事物，激發出想像力，

發揮創造潛能。以及提及精神分析的潛意識，支持超現實攝影，攝影者透過影像虛構與

組合過程進行攝影表現。未來亦可加入其他相關理論，探討對學生攝影想像力影響，以

建構一個攝影想像力學習整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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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攝影想像力量表

一、攝影技術

題目

完
全
不
符
合

經
常
不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我會運用適切的曝光，來表現物體明暗的階調 1 2 3 4
5. 我會運用局部凸出細節的方式來進行事物想像表現 1 2 3 4
7. 我會運用光圈，來表現被攝體與周遭的清晰度 1 2 3 4
8. 我會運用對比的方式來進行事物想像表現 1 2 3 4
12. 我會在畫面中增加配角來襯托主角的方式進行事物想像表現 1 2 3 4
13. 我會運用快門，掌握影像的動態形式 1 2 3 4
14. 我會運用各種焦距，表現事物的特色 1 2 3 4
20. 我會運用焦點，作為事物畫面重心的表現 1 2 3 4
29. 我會應用各種光線的特質，表現周遭事物的細節 1 2 3 4

二、事物選擇

題目

完
全
不
符
合

經
常
不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6. 我會從討厭的人進行想像 1 2 3 4
9. 我會從摸到的事物進行想像 1 2 3 4
11. 我會從聞到的事物進行想像 1 2 3 4
15. 我會從嚐到的事物進行想像 1 2 3 4
23. 我會從自己恐懼的事物進行想像 1 2 3 4
27. 我會從討厭的事物進行想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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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虛構與組合

題目

完
全
不
符
合

經
常
不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3. 我會將一件事影像連同其他事物影像結合起來，進行想像 1 2 3 4
10. 我會從看過的文章、故事及劇情內容虛構影像 1 2 3 4
16. 我會以跳脫現實的方式來進行幻想虛構影像 1 2 3 4
17. 我會從過去沒有的經驗進行幻想來虛構影像 1 2 3 4
18. 我會將相同的事物影像結合起來，進行想像 1 2 3 4
19. 我會以做白日夢的方式來進行幻想虛構影像 1 2 3 4
21. 我會從聽過的音樂、歌曲旋律虛構影像 1 2 3 4
24. 我會將現實中的事物影像與虛擬事物影像結合，進行想像 1 2 3 4
25. 我會幻想故事中的結局來虛構影像 1 2 3 4

四、新價值影像

題目

完
全
不
符
合

經
常
不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2. 我呈現了當今現代社會的問題 1 2 3 4
4. 我呈現了事物暗示性的抽象效果 1 2 3 4
22. 我注重不尋常題材的可能 1 2 3 4
26. 我呈現了事物諷刺的現象 1 2 3 4
28. 我會想像各種可能的替代方式 1 2 3 4
30. 我展現了不尋常構圖的可能性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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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Scale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Chin-Chun Huang1

Summary

Imagination is a virtual expression that provide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o create new 

experiences and establish different value possibilities. Past studies and scales on imagination 

examined the scale of general imagination and design imagination. Relevant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d on creative style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photographers. Few studies on the learning 

of photography b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use the Self-Reporting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o supplement this insufficien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photography and produces a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o assess the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of students. The first step is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and examine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dimensions of imagination by referencing the photography 

curriculum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literature, scholars’ arguments on imagination and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academic papers on the learning patterns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he purpose is to develop a model with four factors: (1) Photographic Technique, (2) 

Choice of Things, (3)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4) New Value Image, to address 

the components and the learning patterns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his paper presumes a web of causal relations across the factors concerning learning patterns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as following: Photographic Technique directly affects th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Choice of Things affects 

learner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lso affects the learning expression of New Value Image by learner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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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factors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 among them, this paper develops a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to assess whether students are able to express New Value Image first by acquiring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and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The second step is to conduct a pre-test survey on 325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advertising design, multimedia design, indoor spatial design, arts and crafts, and graphic 

communication. The item analysis and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pre-test suggest 

that the scale contains in its structure four factors: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This is broadly in line with the four-

factor theoretic framework for the initial design of the scale—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The following step is to 

implement a formal survey on 375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advertising design, 

multimedia design, indoor spatial design, arts and crafts, and graphic communication. The 

collated data is then processed into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variables and the goodness-of-fit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has decent goodness-of-fit in relation with the observed data. The test 

on internal quality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cale meets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All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as the four factors in the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are similar to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this scale intends to measure. Both the constructs and the questions can 

reflect the concept of the preliminary theory and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observed data.

Finall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based on scale of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the data gathered on the four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a positive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full-scale number (M 

= 2.83) or the numbers derived for respective factors (M = 2.92, 2.62, 3.05, 2.74). The means of 

the individual factors suggest that students score the lowest for Choice of Things (M = 2.62) than 

for Photographic Technique,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New Value Image. The 

mean value for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M = 3.05) is higher than for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hoice of Things, and New Value Image. As far as the mean scores of individual 

questions of all four factors are concerned, students score the lowest with Question No. 31 (M 

= 2.50) in the scale of Choice of Things and the highest with Question No. 10 (M = 3.25) in the 

scale of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When it comes to mean scores of the questions in a 

single factor, the scale of Photographic Technique reports the low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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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2.75) and the high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20 (M = 3.01). The scale of Choice of Things 

sees the low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31 (M = 2.50) and the high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9 

(M = 2.73). The scale of Image Fabrication and Combination has the low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16 (M = 2.87) and the high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10 (M = 3.25). The scale of New 

Value Image shows the low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2 (M = 2.51) and the highest mean with 

Question No. 28 (M = 3.00). These mean values of questions on individual factors demonstrate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 of the scale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designed by this paper.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our factor scale produced by C.-C. Huang 

(2015) of photographic inspiration inspired learning: (1) Combination of Feelings, (2) Awaking of 

Experiences, (3) Driven by Motivation, and (4) Constituents of Value, as a reference to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for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photographic inspiration inspired learn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lso in line with the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study by 

Hsu, Huang, and Lin (2012) on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stimulate imagination of learne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he contributors and tools that encourage imagination of learne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e in a structure of six factors: (1) cognitive production, (2) 

triggering motivations, (3) positive emotions, (4) stress challenge, (5) learning by doing, and (6) 

self-efficacy, to gain an insight on the sources of designers’ creativity and the imaginative journey.  

In sum, the Scale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developed by this paper can explain and 

support the observed data in real life and serve as a template for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for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photographic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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