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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國中生塗鴉認知行為及道德觀念上，轉換為教學上行動研究教學理念的探討。教學中由於他們的文字表達與流行

圖像的表現，可作為探討青少年流行塗鴉文化現象的研究，除了從相關文獻研究外，學生在校園塗寫的行為，了解青少年

心理、行為、認知發展的特徵。國中生校園塗鴉流行文化的現況，是可做為學校行政及美術教學的參考。本行動研究教學

課程分教學前及教學後問卷分析比較。全文分為五章加以探討，期望達到以下的目的： （一）探討國中生塗鴉活動之動機

、目的及行為問題。 （二）分析國中生塗鴉作品的內容和現代流行圖像之關係。 （三）探討以塗鴉藝術融入視覺課程教

學，依國中生繪畫心理發展階段以探究教學實施之適用性，提供日後視覺教學安排參考。 （四）作為日後視覺藝術教學歷

程與成效的省思，以提升個人教學之改進。 本論文將以塗鴉教學為主，分二個單元進行教學，除了教學中作品做評量分析

外，並以教學前後測問卷做量化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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