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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對國小高年級創造力之研究
—以新北市某國小為例

A Study on Integrating the Teacher in Role Approach in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for Enhancing Creativity of Higher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s:

An Example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收件日期 �0�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0� 年 ��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創造力之影響，主要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之表演藝術科與視覺藝術科課程進行跨科創

新教學。藉此教學方式讓學生對課程主題充滿好奇心，使學生在線畫創作過程中，能思考

不同面向的觀點，來充分發揮學生之創造力。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教學之可行性，規劃出適用的課程內

容，並深入探究其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創造力之影響。研究方法採準實驗法，為質量並重之

研究設計；資料蒐集部分，在教師入戲實施前、後對學生進行「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三種

量表；質性部份，以教學歷程記錄、學生回饋、教學省思、學生作品來綜合分析，以了解

學生在課程實施歷程創造力表現之情形。

本研究透過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分析後，發現結果如下：

一、「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之教學有其可行性。

二、 「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依據「威廉斯創造力量表」不僅能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創

造力，也能適用於國小高年級課程。

三、「線畫課程」為實驗組學生提升創作能力，並帶來成就感。

四、實驗組學生對「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多持正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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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how adopting the Teacher in Role (TiR) approach in 

a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impacts student creativity for higher-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subject of study is a cross-discipline redesigned arts course based on standard 

curricula 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Year Basic Education: Arts Area,” publish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TiR approach keeps students focused and interested in the 

curriculum; meanwhile, i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hink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help them 

fully explore their creativ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adopting the Teacher in Role 

approach in line drawing courses, to design applicable course content, and to further explore its 

impact on the creativity of higher-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employed quasi-experiments to design a well-balanced experiment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value.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conducted and collected 

data throughout three assessments of the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both prior to and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iR approach to establish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qualitative aspect, after completing the implemented teaching, we collected the teaching process 

reports, student feedback,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student works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 

examine student creativity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iR implementation. 

After completing analysis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and qualitative data, this study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 Implementing the Teacher in Role technique in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is feasible and 

valuable.

�. Based on results from the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 TiR-based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not only enhances the creativity of higher-grade students, but is also applicable 

towards their curricula.

�.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of the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showed improved 

creativity and exhibited a sense of .

�.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held mostly positive feelings about TiR-based line 

drawing curricula.

Keywords: Teacher in Role, line drawing curriculum, creativity, children's pain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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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藝術領域》之核心素養強調 :「藝術學習不以知識及技能為

限，而應關注藝術學習與生活、文化的結合，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人

發展」（教育部，�0��）。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教育方針之下，教師「注重學生的

個體差異」提供資源，讓學生開發自我興趣，並「以學習者為中心」培養學生探索自我、

同儕合作與反思學習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鼓勵將所學「實踐並應用在生活中」。

本文以此為基石，嘗試進行跨科式教學，於視覺藝術的線畫課程中，融入表演藝術

「教師入戲」手法，藉此增加與啟發學生的創造力，以利創新教學。藉由《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的教學和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與探索，以此相互結合，讓學生在課程上做中學，加

上藝術源於生活，是人類文化的累積，更是陶育美感素養及實施全人教育的主要途徑，以

體現《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藝術領域》之基本理念。

是以，將以下列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一、創造力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與探索開始

學生探索生活與觀察周遭事物是創造力的基礎。創造力不僅能增進學生的自主性、

學習動機和成就感，還能讓他們學習如何快樂過一生，勇敢地接受人生各種挑戰，加上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裡的「核心素養」強調多面向的學習，學校教育不再只是以學科

知識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重視學習者能夠將所學運用於生活

情境中（教育部，�0��）。因此，學生在生活中體會越豐富，就越容易把各種事物的某些

特點聯繫起來進行想像，且透過想像與實際動手操作，以不同角度去思考各種可能性，從

中激發學生本有的創造力。

二、教師入戲啟發兒童創造力

教師入戲 (Teacher in Role) 是教育戲劇發展中，所延伸出的教學法之一。Heinig 

(����) 指出戲劇的過程是活潑多元的 (dynamic process)，戲劇領導人（drama leader，通常

是老師）引導孩子，在互動的學習過程中去探索、想像、發展、表達想法與感覺、彼此溝

通觀念（林于仙，�00�）。然而戲劇活動是多面向的、互動的學習過程，能統整參與者個

人的經驗、鼓勵自我探索省思、與他人互動合作等，使個人獲得成長與啟發（林玫君，

�00�）。

筆者在教學過程中，為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增加師生、同儕間的想法上交流與

互動，使學生能更加投入於學習活動中，一直都是教學上值得思考的重要課題。筆者期盼

透過教師入戲的教學方式，助長學生有更多的想像與不同的學習經驗，鼓舞學生有不同的

想法與多元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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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藝術領域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跨科之創新教學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藝術領域》中提到：「課程內容適時連結各領域與各科目，並

融入各項重大議題，結合藝術領域的基本素養與社會文化的關切」。透過表演藝術之教師

入戲與視覺藝術之線畫課程相互結合，來藉此達到創新教學之目的。因此筆者規劃適切的

「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除了讓學生融入故事情境、腦中產生畫面、從中思考解決問

題的方法以外，更能藉此培養學生對事物的觀察力，並運用線畫課程各種媒材的創作形

式，來增進學生對線畫媒材的熟悉度，嘗試將所觀察到的事物具體呈現，有助於學生傳達

心中的想法，啟發其創造力。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入戲教學模式與教學策略

「教師入戲」活動主要是帶領者脫離教師的身份，運用簡單的道具或是服裝化身

為與故事相關的角色，讓參與者在戲劇「擬真」的氛圍下，與當事者面對面進行對談

(Heathcote, ����)。教師透過入戲來發問，並在適當時機介入同儕之間的討論，使學生能

建立不同角度的思考觀點。

教師參與角色係英國戲劇教育家 Heathcote 所創的教學技巧。這種教學技巧是在學生

的活動中，教師也扮演某一個角色作為引導，教師以角色之身份參與戲劇活動，能夠充分

地掌握情況、引導活動、控制進度、適時教導或提供更適切的語言、態度、動作給學生參

考，並促成愉快而有效率的學習經驗（張曉華，�00�）。

然而張曉華 (�00�) 提到 Heathcote 的教師入戲策略，讓她在教學過程中逐步地精進與

成長。其主要採用三種方式：一為儀式 (ritual)、肢體動作 (movement)、敘述 (depiction)

下列表格將詳細說明三者內容，如表 � 所示。

表 1. 教師入戲之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 內容敘述

儀式 (ritual) 以戲劇的結構來進行教學，偶爾以背景音樂穿插其中。

肢體動作 (movement) 是身體姿態在靜態與動態的表現情況

敘述 (depiction)
教師運用定格靜止畫面與移動圖片，並已進入另外一個角色的

身份來融入教學的活動。

透過教師入戲策略，引導學生了解課程要點、活動方向與思考解決問題的途徑，就如

同 Heathcote 在她的課程中，扮演各式角色來融入學生的學習狀況中，讓學習者自然地處

在一個信以為真的世界裡，從過程中，喚起學生舊有的記憶與認知，來反應現在的情況，

進而融合想像空間，來表達未來之可能性，藉此思考與提出相關議題與解決方法，最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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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討。透過教師入戲的方式來融入教學，能使學習者達到認知方面的能力，並藉由個體

之想像，將其創造力實踐而成。

二、兒童繪畫表現

從 Lowenfeld 繪畫發展上得知國小高年級學生此階段為寫實萌芽期或擬似寫實前期，

對於原先圖像能更加寫實的描繪細節與觀察到物件色彩變化與差異，因此透過線畫的課

程，讓兒童能展現出他們對事物的洞察力與創造力。

在 Gardner (����) 的兒童繪畫研究中發現藝術創作充分具有獨特性、創造力、自由性

表現能力的黃金時期是學齡前兒童，但是隨著年齡增長會有下降的趨勢，尤其是八歲到

十一歲之間的兒童，因為此階段兒童的創作風格著重於寫實，加上自我意識強烈，以至於

呈現出相似的寫實表現方式，較難凸顯作品風格的獨特性。兒童想像力、創造力與個體的

認知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心理學家 Guilford (���0) 指出：「創造 (creativity) 是一種

擴散性思考 (diverfent thinking) 的能力，可從行為表現作觀察，在認知領域包含了流暢力

(fluency)、敏覺力 (sensitity) 獨創力 (originality)、變通力 (flexibility) 和精進力 (elaboration)

的表現。」。因此，線畫方式協助國小高年級學生運用展開對創造力的創新表現，不僅是他

們熟悉的作畫方式，也為他們開啟想像力的心門，也能藉此提升他們在藝術創作上的自信

心，更是突破自我的機會。

三、創造力的能力

美國心理學家 Guilford (���0) 提出創造力有五種能力，包含：敏覺力 (sensitivity)、

流暢力 (fluency)、變通力 (flexibility)、獨創力 (originality) 與精進力 (elaboration)，茲分

述如下。

（一）敏覺力 (sensitivity)

靈敏於察覺事物，能很快發現問題的關鍵，足以意識到缺漏、不尋常、未完成事項的

能力。例如：「大家來找碴遊戲」，能在兩張圖片中，快速的發現到兩張圖片的不同之處，

當兒童越快發覺，即表示其敏覺力越強。

（二）流暢力 (fluency)

透過班級的活動參與及對主題的討論中，能在設定的時間內連續思考，延伸出構想多

寡的能力。例如：在課堂中，主題以「繩子有哪些用途？」來做討論，來觀察學生能發想

出多少用途。

（三）變通力 (flexibility)

能適應各種變化，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將原有的想法轉換到另一種思維的歷程的能

力，藉此延伸出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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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創力 (originality)

指獨特且新穎的想法，與他人看同一件事情，卻可以想出不同觀念的能力，和別人相

似度越低，獨創力就越高。

（五）精進力 (elaboration)

將原本的概念增添新的想法，讓此觀念變得更加全面，力求向上進步。例如：隨著科

技與時代的進步，人們時常用手機紀錄日常生活，手機照片拍出來的效果也不輸相機，加

上各家品牌互相競爭，在原有手機的照相功能與規格上不斷精益求精。

綜合上述論點，美國創造力之父 Guilford 在 ���0 年參與美國心理學會演講時，道

出對創造力研究的重要性，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能力與天賦。透過創造力的教育，鼓勵

學生動動腦筋、提出想法，以一個擴散性問題，讓學生用不同角度、各式的答案加以說

明，開啟創造力之門，增強他們自主學習的表現，藉此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自信心

與成就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了解「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是否能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創造力之影響，

採取準實驗法，立意取樣共兩個班參與本實驗研究。在教學之前先對兩組進行「威廉斯

創造力測驗」之前測；教學中以「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來進行三個大單元，本文章

取「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來做紀錄；教學實驗結束後兩組進行

「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之後測，加上質性資料參照專家與專任教師之建議，以「學生回饋

表」、「教師回饋表」、「教師滿意度分析表」「學生作品展示」、「兒童線畫作品評分與分析

表」綜合分析，最後透過量化數據分析與質性研究資料相互對照，來探討學生在創造力表

現之情形。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 所示。

圖 �.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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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板橋區快樂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採立意抽樣兩個班級，分別為

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進行教師入戲教學，控制組則是講述式教學。兩組班級的概況說

明如表 �。

表 2. 本研究實驗組與控制組人數統計表

組別 教學方式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實驗組 教師入戲教學 �� �� ��

控制組 講述式教學 �� �� ��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量化部分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三種類別之測驗來進行施測：第一種為「威

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第二種為「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第三種為「威廉斯創造性思

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其能測得學生認知、情意、態度方面的創造力，能多面向去分析國

小高年級學生在創造力上的表現。

質性部分採取「三角驗證法」進行資料驗證，以「學生回饋表」、「教師回饋表」、「教

師滿意度分析表」、「學生作品展示」、「兒童線畫作品評分與分析表」來作為本研究資料分

析之重要依據，並依此觀點作為驗證，以確立研究的效度，三角驗證如圖 �。

圖 �. 三角驗證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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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實驗材料

配合國民小學視覺藝術課程之基本能力為宗旨，發展能夠培養學生創造力及繪畫表現

能力的教學活動。課程實驗材料如圖 � 所示。

圖 �. 課程實驗材料

五、資料分析處理

本研究在實施測驗後，將資料、數據進行統整並運用 SPSS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

行量化分析，以了解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接受實驗後，在創造力方面是否有顯著差異。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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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之差異採取獨立樣本 t 檢定，並運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 來分析與了解實

驗組與控制組在教學後的創造力層面上之差異。因筆者無法隨機分派將實驗組與控制組

人數分配一致，所以會有兩組不同人數的情況，也為了要避免班級人數不同對實驗結果

之干擾，而採用共變數分析方法，排除兩組差異之影響，前後測之差異分析則是採相依

樣本 t 檢定。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分析後整體有顯著

（一）「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前測達顯著性

為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進行線畫課程前，在創造力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故採取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如表 �。

表 3. 實驗組與控制組「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測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創造力向度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流暢力
實驗組 �� ��.�� �.��� -�.��� 0.���

控制組 �� ��.�� 0.���

開放性
實驗組 �� ��.�� �.��� -�.0��  0.0��*

控制組 �� ��.�� �.�0�

變通力
實驗組 �� �.�� �.��� -0.��� 0.���

控制組 �� �.�� �.���

獨創力
實驗組 �� ��.�� �.��� 0.��� 0.���

控制組 �� ��.�� �.0��

精進性
實驗組 �� ��.�� �.��� -�.�0�  0.00�*

控制組 �� ��.�� �.���

標題
實驗組 �� ��.�0 �.�0� -�.���  0.00�*

控制組 �� ��.�� �.�0�

整體
實驗組 �� ��.�� ��.��� -�.00�  0.00�*

控制組 �� ��.�� ��.���

*p < .0�

綜合以上結果分析，在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上是無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在這三個

向度是相同，而在開放性、精密性、標題及整體上均有顯著性差異，表示兩組在這四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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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不相同。在研究限制中有提及僅能以此兩班作為研究對象，以至於在一開始兩組人數

即不相等，故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將兩組存在的差

異排除。

（二）「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兩組間後測達無顯著差異

由於在上述「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前測整體分析中是有顯著差異，因此加以探

討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在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後的創造力是否有差異存在，故採取

單因子共變數 (ANCOVA) 分析檢視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各層面之差異性。

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之前，應先檢測「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以確認創造力各向

度是否適合共變數分析。以下為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檢定表，如表 �。

表 4. 實驗組與控制組間「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表

創造力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顯著性

流暢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 0.0��
組內（誤差） ��.0�� �� �.���

開放性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0.�0� 0.���
組內（誤差） ���.0�� �� ��.0��

變通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 0.���
組內（誤差） �0.�0� �� �.���

獨創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0�.0�� � �0�.0��

�.���* 0.0��
組內（誤差） �00.��� �� ��.0��

精進性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 0.���
組內（誤差） ���.��� �� ��.���

標題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0.��0 � 0.��0

0.00� 0.���
組內（誤差） ���.��� �� ��.���

*p < .0�

從表 � 結果顯示，在創造力向度中，獨創力向度已達顯著標準 ( p <.0�)，推翻虛無假

設，代表實驗組與控制組迴歸線的斜率不相同，因此獨創力向度不宜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然而在流暢力、開放性、變通力、精進性、標題性均未達顯著標準 ( p > .0�)，接受虛

無假設，代表實驗組與控制組迴歸線的斜率相同。說明了共變項（前測）與依變項（後

測）間的關係不會因自變項（實驗組和控制組）處理水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符合共變數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接著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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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實驗組與控制組「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表

創造力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顯著性

流暢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0.��0 � 0.��0 0.��0 0.���

組內（誤差） ��.��� �� �.0��

開放性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0� 0.���

組內（誤差） ���.��� �� �0.���

變通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0�� 0.���

組內（誤差） ��.��� �� �.���

獨創力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00.��� � �00.��� �.���* 0.0��

組內（誤差） �0�.��� �� ��.���

精進性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 0.0��

組內（誤差） ���.��� �� ��.0�0

標題
組間（實驗組 – 控制組） �.��� � �.��� 0.��� 0.���

組內（誤差） ���.��� �� ��.���

*p < .0�

從表 � 結果顯示，排除共變項（前測）對依變項（後測）的影響後，由於獨創力在一

開始的迴歸線斜率不相同，因此獨創力向度不列入參考範圍。然而在流暢力、開放性、變

通力、精進性、標題性均未顯著 ( p > .0�)，說明了自變項（實驗組和控制組）在課程後的

實驗效果並不顯著，表示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之後，其創造力各向度

的表現上與控制組相較並無顯著差異。

以整體來說，在其他向度上雖然未達顯著，在前測開放性、精密性、標題向度上原

本是有顯著差異，但是時間伴隨著學生的成長與課程上的引導，讓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的差距逐漸縮短，為了進一步了解兩組學生在前、後

測之間的差異，將採取相依樣本 t 檢定來加以探究其中的差異。

（三）「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之差異達有顯著

藉由採取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的流暢力、開

放性、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及標題等六個向度前、後測之差異性。兩組學生之前、

後測試卷均全數回收，以下為「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表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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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創造力向度 組別 個數 平均差異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後測

流暢力
實驗組 �� 0.��� 0.��0 0.��0 0.���

控制組 �� 0.��� �.��� �.�0� 0.���

開放性
實驗組 �� -�.0�� �.��� -�.��0  0.00�*

控制組 �� -0.��� �.��� -0.��0 0.���

變通力
實驗組 �� 0.��� �.�0� �.0�� 0.��0

控制組 �� -0.��� �.��0 -�.0�� 0.���

獨創力
實驗組 �� -�.��� �.��� -�.��� 0.0��

控制組 �� -0.��� �.��� -0.��� 0.���

精進性
實驗組 �� -�.��� �.�0� -�.���  0.000*

控制組 �� -�.000 �.��� -�.��0 0.00�

標題
實驗組 �� -�.��� �.��0 -�.��� 0.0�0

控制組 �� 0.�00 �.��� 0.��� 0.���

整體
實驗組 �� -��.�0 �0.��0 -�.���  0.000*

控制組 �� -�.��� ��.��� -�.��0 0.�0�

*p < .0�

綜合以上結果分析，可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後測之

開放性與精進性上是有顯著差異，在變通力兩組結果趨近水平，而在獨創力以及標調的向

度上均接近於顯著標準 ( p < 0.0�)，綜觀說明了在「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是有助於實

驗組在開放性、精進性、變通力、獨創力以及標題的層面，而實驗組在整體是有顯著，控

制組是未達顯著，也證明實驗組透過「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的表現上是有成效。

二、「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分析後整體無顯著

（一）「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之前測達無顯著

為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進行線畫課程前，在創造力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故採取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組「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之差異性，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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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驗組與控制組「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測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創造力向度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冒險性
實驗組 �� ��.�� �.��� 0.0�� 0.��0

控制組 �� ��.�� �.0��

好奇性
實驗組 �� �0.�� �.��� -0.��� 0.�0�

控制組 �� �0.�� �.���

想像力
實驗組 �� ��.�� �.0�� -�.��� 0.���

控制組 �� ��.0� �.���

挑戰性
實驗組 �� ��.�� �.��� -0.��� 0.���

控制組 �� ��.�� �.��0

整體
實驗組 �� �0�.�� ��.0�� -0.��� 0.���

控制組 �� ���.�� ��.���

從表 � 可得知此四個向度均無顯著差異，故在實施線畫課程之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

生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整體及各項度上均相同。

（二）「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之差異達無顯著

本量表為情意方面的創造力測驗，共 �0 題，其中包含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挑

戰性等四項向度的成績，表 � 為兩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表 8. 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創造力向度 組別 個數 平均差異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後測

冒險性
實驗組 �� -0.��� �.��� -0.��� 0.���

控制組 �� 0.000 �.0�� 0.000 �.000

好奇性
實驗組 �� -�.��� �.�0� -�.��0  0.0��*

控制組 �� -0.��� �.0�� -0.��� 0.���

想像力
實驗組 �� 0.000 �.��� 0.000 �.000

控制組 �� 0.��� �.��� 0.�0� 0.���

挑戰性
實驗組 �� -�.�0� �.��� -�.��0 0.0��

控制組 �� -0.��� �.��� -0.��� 0.���

整體
實驗組 �� -�.0�� ��.��� -�.��� 0.��0

控制組 �� -�.��� ��.0�� -0.��� 0.���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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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可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之「好奇性」

的向度上相較於控制組是有顯著差異，代表在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是有助於實驗組在好

奇性的層面。

三、「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分析後整體無顯著

（一）「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之前測達無顯著

為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進行線畫課程前，在創造力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故採

取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總分之差異性，如

表 �。

表 9. 兩組「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前測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實驗組 �� �0.�� ��.��� -0.��� 0.���

控制組 �� ��.�� ��.���

從表 � 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平均數為 �0.��，標準差為 ��.���；控制組的平均數為

��.��，標準差為 ��.���，而實驗組與控制組經過 t 考驗分析後的 t 值為 -0.���，顯著性為

0.��� ( p > 0.0�)，由此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前測

是無顯著差異存在。

（二）「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前、後測之差異達無顯著

表 �0 為兩組學生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

分析表。

表 10. 兩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測驗別 組別 個數 平均差異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前測

後測

實驗組 �� -�.0�� ��.��� -�.��� 0.���

控制組 �� -�.0�� ��.��� -�.��� 0.0��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未達顯著，主因可能為：

本量表是透過家長來填寫兒童日常生活的行為，而創造力的培養是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行

為改變，確實不易在短時間內看見兒童在創造力態度上的提升，因此較難以感受到兒童在

日常生活中對創造力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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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元三浮洲特區—胸章製作與撲克牌課程

本文章共三單元，擷取「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課程作為紀

錄，本課程邀請教授、校長、教師、師培生一同觀課。藉由筆者化身徒步環島背包課的角

色，讓學生理解徒步環島不只是一趟旅行，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其心境、勇氣與意志力

都是對自我的挑戰，因此本週學生的自我挑戰為自製胸章。以下將紀錄整體教學歷程。

透過上週學生認真地在「線條任我型」學習單上進行兩個圖案設計，一個為胸章圖案

繪製，另一個為撲克牌的圖案。在課前教師精選六張上週學生繪製出有特色的胸章圖案，

邀請自願的組別來參與《比手畫腳》的遊戲，請自願的組別從六張圖案中選擇想表演的主

題，運用肢體與小組合作的方式，來展現出該圖案的樣貌，由臺下同學做猜測及搶答，從

中讓學生學習鑑賞與發現他人作品中的特點。

接著，說明製作胸章的步驟，讓學生清楚明瞭胸章壓製機的安全規範與設備使用守

則，每次請一組學生到前來製作，再來請其他等候的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撲克牌疊疊

樂》的遊戲，並請各組構思 �0 張撲克牌立起的方式以及發想出有趣的立體造形，後續則

邀請自願的組別上分享創作理念。

最後，筆者請學生回顧浮洲地區的文化、歷史、生態，並記錄浮洲地區的特點，將其

特點貼於筆者身上，讓化身成背包客的筆者可以在旅途的過程中傳達大家的想法，讓更多

人可以看見浮洲地區的特色。教學活動照片，如圖 �。

圖 �. 教學活動照片

五、教學省思

在《比手畫腳》遊戲的部分，筆者邀請自願的組別從六張優良的作品中，選擇一張作

品以小組合作及肢體展現的方式，讓其他的同學們猜測是哪一件作品。關於這六張胸章作

品，是筆者與專任藝術與人文教師於前一週以「線條流暢度」、「色彩配置性」、「主題明確

度」三項作為評估基準、共同精選，其目的是讓學生欣賞「線條」、「色彩」、「主題」上的

應用，同時也以不同的角度來觀賞他人作品。但是以學生的角度來看，有些學生仍希望自

己用心、努力繪製的作品能獲選，看到自己作品未選入其中，內心難免會有失落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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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當下應與學生清楚說明精選這六張的標準或是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進行全班投票

的方式來一同選出心目中理想的六張作品。

六、學生回饋單分析

實驗組學生對「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之學生回饋分析如表 ��。

表 11. 學生回饋單分析表

題　　目
非常

符合

有點

符合
普通

有點

不符合

非常

不符合

�. 我覺得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能引起我的

學習興趣。
��% ��% �% 0% 0%

�. 我覺得教師入戲的方式能讓我產生更多畫

面和創意。
��% ��% 0% 0% 0%

�. 我覺得教師入戲的方式能讓我動腦思考、

解決問題。
��% ��% ��% �% 0%

�. 我覺得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能讓我更加

喜歡畫畫。
��% �% ��% 0% 0%

�. 我覺得教師入戲的方式能讓我和同學互相

幫助、團結。
��% ��% ��% �% 0%

�. 我覺得老師設計的課程很有趣，會想再繼

續上。
�00% 0% 0% 0% 0%

�. 我喜歡上這些課程是感到愉快的、期待

的。
��% �% 0% 0% 0%

整體平均 ��% ��% �0% �% 0%

從表 �� 的整體平均可得知，「非常符合」、「有點符合」的程度加總達到 ��%，有

��% 的學生對於「上這些課程是愉快的、期待的」感到「非常符合」，甚至 �00% 的學生

認為「老師設計的課程很有趣，會想再繼續上」，因此多數實驗組學生對於教師入戲融入

線畫課程是有正向的感受，同時也受到學生的肯定與喜愛。

七、教師回饋單分析

以下將紀錄教授、校長、教師、師培生等共 �0 人以上參與「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

型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公開課程後之教師回饋內容，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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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教師回饋單分析表

觀課者 層面 質性描述

教授 整體回饋

　　看到阿睿老師貫穿全場與即時的表演，表現得很好！本課

程對跨領域美感教育是個很好的 demo。
　　課程中，老師在操作胸章機時運用實物投影的技巧，能即

時地讓全班觀看投影幕來了解整個操作過程，這真的是很不容

易！這堂課有許多操作步驟，學生幾乎一次達成，也就是說，

教師將鷹架搭得很好，可以讓學生知道接下來怎麼做，甚至在

最後總結時，運用串場的方式讓我們感受到如何拉近與學生之

間的距離。

校長 整體回饋

　　這個跨領域課程，希望讓孩子認識浮洲在地文化，所以在

本課程中可以看到運用胸章與歷史建築結合的概念，讓學生

能夠體會在地文化的特色，更透過跨領域課程，包含表藝、視

覺、歷史、綜合等領域，帶給學生更有意義的學習，這部分我

覺得非常好，非常的有意義！

　　阿睿老師真的很棒！她的教學讓我嚇一跳，非常成穩，而

且她的引導語用得非常好，她所用的教學方式能讓孩子擁有很

多的學習空間，她並不是把全部的內容講完，因為在教學現場

的老師，有時候會習慣性的把該怎麼做、怎麼教就講完了，可

是阿睿老師保留彈性、給予學生空間，甚至讓孩子從解決問題

中克服困難，是很好的引導方式！

教師 0� 整體回饋

　　利用不同的教學活動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疊疊樂 )，將討論

過程穿插實作等待的時間內，使活動之銜接轉換不空白無聊。 
將另一組教學對照組控制組的流程調整，更清楚佈達每一步

驟，亦利用遠端實物投影 APP 讓所有學生聚焦且投入。

最後的統整活動中，讓學生將色卡貼在教師身上，展現親和力

並營造下課前的最後高潮，讓學生意猶未盡，回味無窮。

教師 0� 整體回饋

　　以浮洲作為出發點，不僅讓學生更認識自己居住的地方，

也讓他們了解如何愛惜這片土地，讓學生投入學習，為這片土

地創造新事物。

師培生 0� 整體回饋
　　透過教師引導加深學生對浮洲地區的了解，更藉由實際操

作，讓學生印象深刻！

師培生 0� 整體回饋
　　教師上課時活潑生動，和學生互動良好，在教案的構思上

結合了鄉土文化，非常棒！

從表 �� 回饋中，可以發現到本課程為跨領域教學，包含表藝、視覺、歷史、綜合等

領域，並與在地文化相互結合，不僅培養學生對家鄉的認同感，也帶給學生更有意義的學

習。透過有彈性地給予學生發揮的空間，並陪伴學生勇於嘗試與挑戰，學習克服當下的困

難，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建立自我認同感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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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師回饋滿意度分析

以下為「浮洲特區─胸章製作與撲克牌」教師回饋之滿意度分析，如表 ��。

表 13.「浮洲特區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教師回饋之滿意度分析表

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 對於本次公開授課「課程內容」滿意度 ��% �% 0% 0% 0%

�. 對於本次公開授課「地點安排」滿意度 ��% ��% 0% 0% 0%

�. 本次公開授課對您「教學實務」的幫助度 ��% ��% 0% 0% 0%

整體平均 ��% ��% 0% 0% 0%

從上表「整體」向度可知，參與課程之教師對此課程的「課程內容」、「地點安排」、

「教學實務」之「非常滿意」及「滿意」加總高達 �00%，由此可見，「教師入戲融入線

畫課程」具有其可行性也獲得高度支持。

九、學生作品展示

實驗組學生在製作胸章後，迫不及待地想帶成品回家，因此當天課後讓學生帶回胸

章，故部分呈現課程中學生完成的胸章的樣子，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胸章作品展示，

如圖 �。

圖 �. 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胸章作品展示

十、兒童線畫作品評分與分析

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撲克牌線畫作品分析由該校藝術領域專任教師與筆者以自

編「兒童線畫作品評分與分析表」進行作品評論，A 表「優秀」、B 表「良好」、C 表「基

礎」依此等級來評分。以下將整理出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撲克牌線畫作品評分表，如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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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撲克牌線畫作品評分表

編號 評分 編號 評分 編號 評分

S0� A S0� B S�� A

S0� B S�0 B S�� A

S0� B S�� B S�� B

S0� B S�� A S�0 B

S0� B S�� A S�� B

S0� B S�� A S�� B

S0� A S�� A S�� B

S0� B S�� B S�� A

從表 �� 顯示，在整體線畫表現上有 � 人達 A 等級，�� 人達 B 等級，0 人達 C 等

級，表示全班 �� 位學生在線畫創作上均達良好、優秀的表現。

本單元胸章與撲克牌繪製的重點均為線條變化度與主題性，下表 �� 為單元三浮洲特

區任我型 – 撲克牌線畫作品分析表，這次在 A、B 等級中各挑選 � 位學生作品來加以分

析，以了解學生在撲克牌繪製上的創造力表現。

表 15. 單元三浮洲特區任我型 – 撲克牌線畫作品分析表

評量描述 作品圖例

A

線條多變

主題生動

    S0�            S��               S��              S��                 S��             S��

說明 能充分地運用線條與造形來展現新穎及有特色的圖像或主題風格

B

線條流暢

主題明確

    S0�              S0�              S0�               S0�              S��              S��

說明 能運用線條與造形展現新穎及有特色的圖像或主題風格

從表 �� 中可以發現到，A 等級 S0�、S��、S��、S��、S��、S�� 在繪製撲克牌時，

線條變化度高，能展現其細節，整體活潑生動地表現浮洲地區的特色；B 等級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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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S0�、S0�、S��、S�� 線條流暢度佳，可再多嘗試不同的線條形式來處理細節。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此課程在各界支持下證明「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其有可行性

在「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之「單元三浮洲特區 – 胸章製作與撲克牌」公開授課

中，教授與校長提到：「透過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社會歷史、綜合的跨領域教學，同

時結合在地文化特色，除了培養學生對家鄉的認同感，也帶給學生更有意義的學習，從

中激發學生不同的想法，增進了學生的創造力。」；加上從教授、校長、藝術領域專任教

師、觀課教師、師培生各個角度可得知，「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透過筆者融入角色，以聊天對話的方式，給予學生輕鬆的班級氣氛，並在創作時，

鼓勵學生從線畫創作中嘗試、實驗與感受，了解到其不只是單一線條，也能運用線條營

造出不同的情緒與視覺感，藉此讓學生體會到探索線條更多變化的可能性，有助於啟發

學生創造力的發展。

（二）不僅能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創造力，也適用於國小課程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為測驗認知方面的創造力量表，從量化相依樣本 t 檢定的

結果達顯著性；雖然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與「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

表」結果分析為無顯著，但是可發現透過「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有助於學生「好奇

性」的情意發展，從中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且透過師生雙向溝通的互動關係激發出

多元的想法，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有趣的創造力，也透過學生回饋表與教師回饋表的質性

資料顯示，其適用於國小課程。

（三）實際操作能為高年級學生帶來成就感，提升自主創作能力

本研究之線畫創作形式多以平面繪畫類為主，實驗組學生能從單一線條逐漸轉變為多

變化的線條形式，讓學生發現線條粗細、彎曲、折線的變化，並且在線條重疊、重複、大

小、漸變的認知上加深加廣，提升學生對線條組合的概念。從學生回饋表質性的資料分析

中，發現「線畫」結合「實作」與「發表」，能增加課程的有趣度，透過實際製作胸章以

及撲克牌線畫作品，除了帶給學生成就感以外，也提升他們對線畫的學習興趣與喜好度，

藉此也培養他們自主創作的能力。

二、建議

（一）成立教師共備社群，集結各領域教師進行課程設計

「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也鼓勵將此融入於各科領域中，



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對國小高年級創造力之研究—以新北市某國小為例 ��

但是由於規劃課程內容需要構思主題與教師化身角色的關聯性，以及思考線畫創作媒材與

時間分配上的合宜度，因此建議現場教學者與未來相關研究者欲嘗試「教師入戲」與「線

畫創作」融入其科目領域中，可成立跨領域教師共備社群，集結各領域教師之專長與創

意，統整出更完善的跨領域教學方案。

（二）線畫創作可結合生活中線性媒材使創作形式多元化

本研究實施的線畫課程以彩色奇異筆、彩艷筆、鉛筆為主，其好處為易操作、大眾

化，能營造線條粗細、彎曲、漸變等變化，使畫面更加豐富有趣，倘若未來在實施相關線

畫課程時，能嘗試以生活常見線性物品作為媒材，包含：毛線、水管、繩子等，不僅能讓

學生體會到生活物品再利用的重要性，也同時結合了環保議題，更是活化了生活物品的

本質，對於學生的創作來說，能從生活常見的媒材中，營造出更多元、富有新意的線畫創

作，也展現出不同的新樣貌。

（三）延長教學週數，以證明學生在創造力情意方面與態度方面的影響

本研究因原班藝術與人文專任教師在學期前已規劃好該學期之課程方向，在筆者實施

教學後，已安排和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故本研究的教學實施為：兩週前、後測以及六

週的「教師入戲融入線畫課程」，總共八週的時間。創造視為問題解決的心理歷程，所以

創造力是解決問題的能力（Dewey, ���0），而創造力是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由於本研究實

施教學僅有八週的時間，導致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與「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

評定量表」的研究結果上較無明顯差異，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筆者或現場教學者能延長教學

週次，延伸設計創造力課程，深入探討在創造力「情意」與「態度」方面的影響，以利追

蹤後續國小學生在創造力測驗的發展，且更能了解對學生創造力表現上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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