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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經由開放性的問卷蒐集資料了解美術資優生國小到大學的教育歷程與生涯
發展，用以探討國小美術資優教育對於教育選擇的影響，以及國小美術資優教育與生
涯發展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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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learning pa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art gifted stude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by open-ended questionnair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selection which affected on art gifted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rt gifted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its career development.
Keywords: Art gifted students, Educational selection, Career development

壹、前言
生涯是一生經驗的累積，是一連串計
畫、選擇與發展的歷程，人生在每個生涯
轉換的時候都會面臨到生涯抉擇的難
題，然而適當的生涯決定需要個人了解其
興趣、性向、抱負，以及個人的限制等，
生涯發展歷程中，環境、重要他人、教育
經驗以及社會價值觀皆會影響到生涯的
抉擇與發展。
資優學生從小到大在學習方面具有

優越的條件，能輕易的領先同儕，展現優
異的成就，然而資優學生在學習上優異的
表現，常常讓師長或是家人忽略資優學生
在生涯抉擇方面的困擾（林幸台，1994）。
吳武典（1998）指出資優學生只是比一般
學生擁有較高的潛能，並不表示資優學生
的日後成就會比較好，一個人的成就決定
在潛能是否有發揮，而不是在於智力。
國小美術資優教育的目的在於提早
發現具有美術潛能的學生，施以系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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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以發展美術的創作能力，然而過
去的追蹤研究發現到國民教育階段接受
美術資優教育的學生，在進行下一教育階
段的生涯決定時，並不全然繼續選擇美術
資優教育。我國從民國 83 年實施大學多
元入學，近二十年來升學管道的暢通，升
學變得多元，科系的選擇也越來越多，美
術教育所涵蓋的層面很廣，不僅僅只是素
描和水彩等繪圖的技能訓練，還有美學的
培養、媒材的認識與應用以及創造能力的
訓練，大學科系中舉凡建築、服裝設計、
產品設計等都和美術能力有關，甚至大學
推薦甄選中牙醫系也將素描的項目列入
第二階段的考試中。國小美術資優教育的
實施，除了增加學生的美術技能之外，是
否有提升學生的美學概念與創造力，而這
些美學概念與創造力是否會影響到國小
美術資優生在往後階段就學的選擇?美術
資優生是否因為接受了美術資優教育獲
得適性的發展與發揮潛能？國小的美術
資優教育對於個人的生涯發展是否有助
益？為本研究的動機。

貳、美術資優生生涯發展相關
文獻探討
美術資優生的生涯發展情形為何？
郭淑娟（1996）調查研究 55 位國中美術
班畢業生發現，27%的學生就讀大學，14%
的學生擁有國外學歷；就讀美術科系與其
他科系的比例是 3:7；從事美術相關工作
的有六成左右；六成左右的人就讀美術班
是因為自己的興趣；約五成左右的國中美
術資優班學生表示國中就讀美術資優班
對於個人的美術知能與表現能力有顯著
的影響，學生對個人目前的美術知能與表
現技能、職業成就與表現能力、生活審美
觀的表現程度，都表示滿意。
李宜潔（2002）則調查 92 年度中部
地區國小美術班教師及四、六年級的家長
發現，國小美術班教師與家長對於美術資
優教育的現況持正向看法，但是整體滿意
度不高；教師對於「發掘具美術潛能之學

生」
、
「提升孩子的想像力」
、
「儲備文化建
設人才」、「能甄選出具美術潛能的學生」
等現況表示不滿意；在升學/未來發展方
面，美術班學生家長一致認為美術班學生
升學管道銜接不足，且國小美術班教師與
家長對於國小美術班畢業生之追蹤輔導
均表示不滿意。
陳淑欣（2005）調查 78-84 學年度台
中市大同國小 201 位美術班畢業生研究國
小美術班畢業生的生涯發展，研究發現畢
業生各階段之教育歷程以選擇就讀普通
班/非美術相關科系為主，有七成左右的畢
業生進入國中普通班就讀，高中也以選擇
就讀普通高中居多，到了大學有大約三成
左右的美術資優生選擇美術相關科系就
讀；質性訪談大多對國小美術資優教育給
予正面的評價，但是國中以後的教育階段
多提及升學的壓力，不論往後的階段是否
接受美術資優教育，升學的壓力幾乎是其
在各教育歷程中都會提到的；有九成左右
的學生表示願意再就讀國小美術資優
班，因為可以奠定藝術的基礎及有多元的
發展，但是也有少部份學生提到美術班的
經驗會阻礙思路；繼續就讀美術班的學生
影響其教育歷程選擇的因素多為學科不
好、對美術有興趣、隨遇而安等，而未繼
續就讀美術資優班的學生影響因素則有
發現其他興趣、術科不突出、僅把美術當
興趣且想要把學科念好等。
施曉峯（2008）調查 82-96 學年度苗
栗縣國小美術班資優生共 953 人，追蹤研
究苗栗縣國小美術資優班畢業生發現，就
讀國小美術資優班學生多數是因為自己
有興趣而選擇報考國小美術資優班，其次
是「父母的影響」，而當初就讀美術班的
理想以「興趣，希望多學習美術相關知能」
最多；國中階段大部份國小美術資優班的
畢業生皆以參加國中美術資優鑑定為首
要選擇，高中以普通班為主，大學教育選
擇以一般科系為多；從事與美術相關工作
的畢業生佔一成，大部分為美術教師、設

特殊教育
與
輔助科技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50
計相關等工作，不過大部分的國小美術資
優班畢業生表示國小的美術資優教育有
助於目前的工作表現，且對目前的表現感
到滿意；在教育歷程的選擇上，升學的壓
力是大部分國小美術資優班畢業生提及
會影響其生涯選擇的因素；家人的支持以
及家庭環境的鼓勵則是國小美術資優生
生涯發展的助力之一。
郭恬伶（2004）調查 107 位台北市立
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學生，研究我國師
範院校美術相關科系學生生涯決定因
素，研究發現這些學生的生涯決定自我效
能良好，高於過去相關研究之結果；具升
學傾向的學生，大多選擇與現在就讀的科
系相同或相關；具就業傾向的則大多選擇
與美術相關領域之工作。
由以上的文獻歸納整理發現，國小、
國中就讀美術資優班的畢業生大多是因
為對於美術有興趣而就讀美術資優班，認
為國小美術資優教育可以奠定藝術的基
礎；到了高中多以就讀普通班為主，大學
之後也以就讀普通科系為主，就讀美術相
關科系的並不多；在職業選擇方面，師院
美術科系學生生涯決定較穩定，擔任教職
是美術資優生的最佳職業選擇；家人的支
持與父母正向的教養態度是美術資優生
生涯發展助力，而家人的期待與經濟的壓
力則是生涯發展的阻力。

參、實例分享
研究者為了了解國小美術資優班學
生的生涯歷程以及國小美術資優教育對
他們生涯發展的影響，於是將所欲探討的
題目編製成開放性的問卷，以下選擇四位
個案提出個案分享。
一、個案一：目前就讀牙醫系的男生
國小就讀南部地區國小美術班，國
中、高中皆就讀普通班。國小就讀美術班
是因為自己的興趣以及父母的鼓勵，國
中、高中因為升學的考量選擇就讀普通
班，大學因為自己的興趣、父母的建議以
及就業的考量選擇牙醫系就讀。

個案國小的時候經常在畫畫比賽中
得獎，就讀美術班只是因為單純喜歡畫
畫，就讀國小美術班之後除了畫畫的學習
之外，也學會美術鑑賞。個案提及自己剛
進入美術資優班的時候，學業成績不是很
好，因此個性變得較為悲觀，但是因為美
術“資優”班成績一向是全校最好的班
級，且同學都很會念書，讓個案也對自己
的課業學習變得比較積極，不知不覺中變
得善於念書，個性也變得比較開朗。
大學科系選擇時，個案認為牙醫系是
很需要手工技術的科系，且從小的美術教
育訓練讓他的手工技術比同學好，因此選
擇牙醫系而非醫學系就讀。
二、個案二：目前就讀機械工程系的男生
國小就讀南部地區國小美術班，國中
就讀普通班，高職就讀非藝術相關類科，
目前就讀機械工程系，國小因為師長的鼓
勵就讀美術班，國中因為升學的考量選擇
普通班就讀，因為就業的考量以及自己的
興趣所以選擇高職製圖科就讀，大學因為
興趣以及就業考量選擇機械工程系就讀。
個案認為國小就讀美術班讓他學習
到捏陶、染布、製作機器人等技能，同時
也增強了自己的美術能力，讓自己的繪
圖、設計、創作能力更加分，在生活上也
具備欣賞能力、對於事物也更具有美感；
美術資優教育也讓個案養成凡事喜歡動
手做的習慣以及讓自己較有耐心，因此生
活中的一些瑣事都難不倒他。
國小就讀美術班要花很多時間在練
習術科，而且作品完成的時間會排擠到一
般課程的時間，但是個案認為自己對學科
較無興趣，學了美術後，自己畫插圖的能
力變好了，所以常常替作業畫上插圖，美
化作業，雖然說學業成績並沒有班上同學
理想，但是卻增加了許多生活的樂趣。
在未來的職業選擇上個案表示不一
定會從事藝術工作，但是美術能力中的繪
圖能力、設計及創作對很多職業都是有助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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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三：目前就讀美術系的女生
國小、國中皆就讀北部地區美術班，
高中就讀一般智能資優班，個案國小、國
中因為自己對美術有興趣以及父母的鼓
勵，選擇就讀美術班，高中因為同儕的影
響以及升學的考量選擇就讀一般資優
班，大學因為興趣以及師長的鼓勵選擇美
術系就讀。
個案國小因為喜歡畫畫，以未來能當
畫家為志向而就讀美術班，認為就讀美術
班可以加強繪畫技巧，培養平時看展覽的
習慣，尤其是對於當代藝術、雙年展之類
的展覽，個案特別提到現在大學班上有一
些過去沒有就讀美術班的同學較難有看
展覽的習慣；在課業學習上面，個案認為
當時國小美術班的學生大多數是來自於
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自然而然家長也付
出較多的心力關心孩子的課業，因此班上
同學也比較傾向於擁有優異的課業表現。
個案認為與普通班比起來，美術班擁
有較多的資源，但在這樣的環境下，讓個
案有優越感，甚至變得驕傲。且美術班教
學傾向於畫和美展評審品味相符的作
品，而忽略掉個體的差異性及創造力，這
反而讓班上同學失去信心和興趣。
因為目前就讀美術系，且對美術有濃
厚的興趣，所以個案希望未來能夠選擇與
藝術相關的職業。
四、個案四：目前就讀建築系的女生
國小、國中皆就讀北部地區美術班，
高中就讀一般高中，個案國小、國中因為
父母、師長的鼓勵以及自己的興趣就讀美
術班，高中因為升學的考量就讀普通班，
大學因為興趣以及升學的考量選擇到國
外就讀建築系。
國小因喜歡畫畫，希望將來成為一名
畫家而就讀美術班，就讀美術班後認識以
及接觸各種媒材形式的創作，讓個案善於
利用材質特性並加以發揮。
接近國中美術班考試時，個案有特別
加強術科訓練，也讓其繪畫技巧進步許

多；個案認為就讀美術班對於課業沒有明
顯影響，但小六因準備美術班考試，所有
課外時間都在練習術科，沒有額外的休閒
時間；就讀美術班後，買東西時特別注重
美感，喜歡裝飾家裡，空閒時喜歡塗鴉和
電腦繪圖，讓生活更添樂趣。
未來希望從事設計相關工作(建築
師)，因為在設計課程中發現自己對於材質
的掌握度非常高，製作的模型有美感且獨
特，手繪作圖細緻精確。對設計的興趣和
技巧和從小的藝術訓練有非常直接的關聯。
就讀國小、國中美術班和普通班的學
生較少接觸，沒有什麼別班的朋友，高中
念普通班初期有些不適應，不太了解非美
術班學生的想法。國小國中時有些老師會
對美術班學生有成見，造成不必要的心理
壓力和自我質疑，則是個案認為美術資優
教育對她的負面影響。
綜合以上的敘述研究者將美術資優
教育對於個案生涯發展的影響整理如下：
一、影響教育歷程的選擇原因
個案都是因為自己本身對於美術有
興趣而選擇就讀國小美術班，然而之後的
教育歷程，有些個案會因為升學的考量選
擇就讀普通班，高中階段選擇就讀普通班
的個案都是因為升學的考量，因為興趣以
及升學的關係影響到教育歷程的選擇和
陳淑欣(2005)以及施曉峯(2008)所做的研
究符合。影響資優生生涯發展的文獻指出
資優生多元的潛能會影響到其生涯的發
展，而生涯抉擇也多數受興趣影響，父母
及師長的鼓勵也是資優學生生涯抉擇的
影響因素，教師及父母對於資優學生的期
望，會影響到學生的成就，並且激發學生
的潛能，對於資優學生的生涯發展也具有
積極正面的影響力，本研究參與的四位個
案在教育歷程的選擇上面，興趣、父母師
長的建議與鼓勵幾乎都是影響他們教育
歷程的抉擇因素。
受訪的個案也提到，美術班的課程除
了學科之外，還要加強術科的練習，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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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壓縮到學科學習的時間，這也跟陳淑欣
（2005）的研究中提到國小美術資優生在
國中以後的教育階段多半具有升學的壓
力符合。大學選擇非藝術相關科系的二位
個案中，選擇牙醫系的個案提到小時後的
美術資優教育訓練，讓他在手工技術上面
較其他同學好，所以在科系的選擇上，他
選擇了需要較多手工技術的牙醫系而不
是醫學系；選擇就讀美術或是設計相關科
系的個案則都是因為對於美術有濃厚的
興趣，加上國小奠定的美術基礎，這與郭
淑娟(1995)和施曉峯(2008)所做的研究發
現到就讀美術班的學生他們的美術能力
對於往後的職業以及工作表現是有幫助
的符合。
二、國小美術資優與生涯發展的關聯性
國小就讀美術班的學生在課業學習
及課業表現上面，因為班上同學及家長較
為重視，所以擁有較佳的學業成績，吳武
典（1997）調查我國資優教育政策結果發
現，56％批評資優班是一個超級升學班，
28％認為助長菁英主義；個案 3 提到美術
班擁有較多的資源，在這樣的環境下，讓
個案擁有優越感，甚至個性變得比較驕
傲。資優學生的優異表現容易造成學生表
現出驕傲的姿態而影響到人際關係，而課
業的競爭所造成的挫折也會影響到學生
的心理健康。
研究者實務上面的經驗也顯示有些
家長送孩子進入美術資優班就讀，是因為
美術班擁有較佳的師資以及較好的同
儕，然而當孩子進入美術班之後，卻常常
看到孩子之間為了功課斤斤計較，甚至導
致人際關係不佳的狀況。在課程教學上，
因為升學或是競賽成績而過度練習相同
的技巧與技法而窄化教學目標也是常見
的，蔡典謨(1998)表示缺乏彈性的僵化課
程與過多的機械式練習，會阻礙資優生的
潛能發展，然而過度的練習學生已經學會
的技能，是不是會造成學生對於學習失去
興趣造成低成就資優生，形成資優資源的

浪費，升學與競賽領導資優教育，造成美
術班的教學傾向於升學，讓學生失去繪畫
的興趣與信心，作品過度的強調技法而失
去藝術性，是美術資優教育的隱憂。

肆、結論
美術資優教育旨在提早發掘具有美
術潛能的學生，培養其美術創作能力，透
過本研究四位參與者的研究結果也發現
到，國小美術資優教育的確有增進學生美
術能力，然而學術科皆要注重，讓美術資
優生的壓力過於龐大，升學取向的教育與
教學，也讓美術資優生在國中以後的教育
階段並不全然的選擇繼續接受美術資優
教育。
雖然沒有繼續接受美術資優教育，但
是美術資優教育的養成，除了讓美術資優
生擁有較優異的美術技能之外，學業能力
通常也較佳，繪畫能力更是增添了他們的
生活樂趣，也成了他們未來職業選擇的附
加價值。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到一些美術資
優教育隱藏的危機，資優教育旨在發掘優
秀人才，開發其潛能促使國家進步，然而
現在升學主義掛帥，造成升學領導教學，
而資優生也因為受到社會價值觀或是長
輩、同儕的影響，選擇較熱門的科系就
讀。誠如本研究參與者提到的教師的教學
偏向升學以及競賽的表現，扼殺了學生的
藝術性與創造力，美術教育應該是創造力
與技巧並重，如果過於強調技巧而忽略藝
術性，會框架住學生的想法，美術創作也
需要大膽、有創造力跟挑戰性，學生必須
試著去挑戰不同的創意，且技巧雖然重
要，但是國小、國中階段是學生自我探索
的時候，應該要多讓學生發揮創意。研究
者在升學考試的試場也看到坊間美術補
習班打出「牙醫保證班」的廣告，如此注
重升學是否會影響到藝術才能資優教育
的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人格發展，這是值
得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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