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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sign quality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nd children's books in China is gradually 

improving. Some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have won international awards. However, th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in early childhood have not changed much, and they are still selected and desig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s. Therefor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hysical form of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design theory, and proposes the design 

theory that the 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and reading of childre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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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儿童绘本、儿童读物的设计质量逐渐提高，部分儿童绘本斩获国际大奖，但处在幼儿

阶段使用的教材并未得到很大的改观，依然是以成人视角去选择和设计教材。因此笔者从体验

设计理论分析当下幼儿教材体形态，提出学生在幼儿阶段学习和阅读中教材的形态需结合幼儿

体验的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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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学生教材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在幼儿教材缺乏

严格的“课程标准”规范的情况下,我国现行的幼

儿教材在编写和使用上都极其混乱,并不适合幼儿

教学活动，对幼儿学习阶段的教材并未有准确的教

材使用规定，而幼儿教材的挑选则大多数是以当地

教育局或幼儿园自行选择。幼儿园教材市场上的书

籍质量参差不齐，教材的形态设计上缺乏幼儿视角

的考量，教材与幼儿之间教与学的体验不足，图文

设计适宜性低，受成本、时间与利益因素的制约较

大，对幼儿的体验上和心理感受上未进行深入的设

计与研究。 

2. 幼儿教材的弊端现状分析 

2.1. 外观造型单一 

幼儿教材的形态通常以二维的平面方形纸质

书本呈现，且幼儿在刚步入幼儿园学习阶段时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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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极性，往往表现出自制力差、学习时间短、

好奇心强等特点。因此普通形态的幼儿教材难以吸

引幼儿学生主动学习，在长时间的阅读体验上易造

成学习教授过程中的枯燥无味，降低幼儿学习阅读

兴趣，不易营造出隅学于乐的体验氛围，常常被动

地接受教师的知识灌输。此外幼儿教材形态的设计

过程中受到决策者等外在客观因素影响，使得教材

的形态外观造型设计得到限制。 

 

 
图 1  教材形态对比图（来源网络） 

2.2. 缺乏艺术表现 

教材的视觉艺术美感培育至关重要，社会主义

教育的教育层面不止是素质教育，美育教育也是新

时代下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目前市面上的

幼儿教材基本停留在知识教育意义的层面，依然存

在教材封面设计缺乏美感、插图绘制粗糙老旧、排

版设计混乱等问题，教材不仅仅是满足教材的实用

教学功能，也应该注重学生的艺术熏陶和艺术教育

的审美体验，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视觉美感和艺术价

值。 

 
图 2  小学教材封面设计（来源网络） 

2.3. 使用体验不佳 

随着课程和教材地不断增加，开本克重过高的

教材导致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教材的纸张形态在

设计的过程中缺乏考虑学生群体的长期使用体验。

同时，中小学生的近视问题越来越普遍，其中造成

此问题的部分原因包括教材印刷的纸张颜色过白，

字体字号过小，文字的字距、行距紧密以及低成本

的劣质印刷等因素导致学生近视的低龄化。 

2.4. 后期管理不足 

我国幼小教材闲置书籍数量多，回收效益低，

大部分幼儿教材使用后在家中闲置或低价回收，缺

乏系统的教材后期使用管理。但是在国外的某些国

家的学校管理中，鼓励学生回收的二手教材，并在

第二年的新生入学时免费发放使用，这样的循环利

用二手教材的后期管理模式不仅节约教材使用成

本，也符合当下社会提倡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3. 感观与行为体验在幼儿教材形态的表

达 

幼儿教材融入体验设计的目的是使幼儿教材

在设计的过程中注重幼儿与儿童在学习感受良好

的阅读体验，强调设计者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更

加重视人性化设计理念，在幼儿和儿童的角度去设

计教材。幼儿教育作为一个的特殊学生群体教育，

不同的教材形态在幼儿的学习体验上会产生不同

影响，考虑的因素要比普通教材更广泛、更全面，

所以幼儿教材的“形”与“态”则需要根据幼儿不

同年龄阶段和认知程度进行判断。 

3.1. 幼儿教材的“态”与感观体验 

幼儿教材的“态”是指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通

过教材的感观体验相结合所营造出一种态势，这种

态势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的氛围。在

3 至 6 岁为儿童早期, 即我们所说的学前时期, 处

于这一阶段的孩子, 生理上协调能力差, 力量薄

弱, 心理上则好奇心强, 记忆周期和注意力持续

时间短。并且幼儿时期的学生充满感知心理，运用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五感来体验这个

世界，认知和意识都处在一个感性的阶段。鉴于此，

在这个阶段的幼儿教材要打破传统的教材形态，运

用视触觉设计教材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极大提高孩

子的阅读兴趣，达到高效、趣味的学习体验。例如

日本东京出版社的出版教材中，里面的目录视觉设

计显得十分有趣，设计者把每个章节设计成一个个

视觉小关卡的任务场景，营造出通关游戏般的轻松

学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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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本教材目录（来源网络） 

再如台湾的美感细胞教科书再造计划联合众

多设计工作室共同设计教材，从小学到高中进行教

材再设计。其中一本三年级自然教材，使用了大量

手绘自然植物插图，设计师将不同颜色、形状、大

小的叶子放在一个跨页中，透过观察发现不同叶子

的差异，再引导学生认识植物的分类，除此之外，

该课本还增加了许多让孩子动手画、动手触摸和感

受的设计，以此方式增加孩子的记忆点和学习兴趣。

整个自然课本以小男孩在森林中探索为动线，给学

生极强的学习带入感，营造出沉浸式学习的氛围。 

 

 

图 4  台湾自然教材封面（来源网络） 

3.2. 幼儿教材的“形”与行为体验 

幼儿教材的“形”是以幼儿行为体验为出发点

的教材设计形态，让学生产生舒适、健康的行为体

验，体现教材的安全、绿色、高效之美，是幼儿教

材体验设计的重要目的。在幼儿处在具体初步运算

阶段，幼儿的逻辑思维有所提高，阅读量和阅读时

间逐步增加，教材的使用基本占据学生的学习时间，

而长时间的阅读以及频繁的写字记录对学生的视

力健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需要考虑教材的使

用体验和阅读体验。由此可见幼儿教材的印刷不仅

是考虑用户心理、安全健康、绿色环保等综合因素，

同时还需重视教材的印刷体验和后期使用上。譬如

日本的教材课本中在排版印刷和文字等细节部分

都经过了用心的设计，并且专门开发了一套类似手

写风格的字体，手写风格的字体不仅增加对幼儿的

阅读体验，也可帮助幼儿在规范书写过程中进行模

仿参照。 

 
图 5  左边是常规体右边是手写体（来源网络） 

4.幼儿教材形态的多角度设计策略 

4.1. 多感官设计教材 

   “当我们拿到一本书, 用指头翻开书页, 这时

书的流动便随着阅读的速度而展开, 阅读的速度

又因读者心情、目的以及书的内容不同而发生微妙

的、美妙的变化。同时,还带动几个感官诱导出读

者的触觉、嗅觉、听觉、味觉以及最重要的视觉五

种感觉的增强。”人的感官与印刷的形态有着密不

可分的微妙联系，不同的印刷物形态传递的感受也

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物质材料表面的光滑与粗糙

给人的触觉产生的生理刺激信息以及由此而形成

的高雅、粗犷等心理感受；高光、亚光等反光效果

所形成的光影流动变化对人产生的沉稳与张扬、外

向与内敛的心理感受；材料的色彩给人所产生的冷

暖、兴奋、冷漠等视觉心理感受。肌理、材料、结

构、色彩等是物质形态传达的精神之美，造型、色

彩、装饰等因素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和情感价值是一

个印刷形态艺术性的体现。在现代书籍创作中,材

料与工艺甚至可以通过具有观念性的语汇融入到

书籍的设计整体中,显现其潜在的设计价值,因此

也是当代书籍视觉创作过程中一种有效的设计方

法。 

4.2. 多维度设计教材 

打破传统教材形态，运用多维设计方法设计教

材，不仅是创新的体现，更是科技时代下的与时俱

进。如在生活中所见到的立体书籍便是运用了纸张

结构之美打破二维画面，把纸雕艺术融入书籍中呈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80

302



 

现出三维的立体效果，在阅读使用结束后，仍可当

作小型艺术品放置家中装饰。立体书籍充分利用儿

童的好奇趣味心理，把普通的书本设计成一本具有

互动性、趣味性的书籍。布面书籍同样如此，为防

止儿童误食图书、撕毁书页，运用材料推翻纸质教

材载体，利用布面形态和刺绣艺术结合在一起，设

计出安全耐用的布面图书。孩子在布面书籍阅读中

感受快乐的同时，也激发儿童的各种感官并增加儿

童的想象力，让孩子体会艺术工艺的精妙之处。 

 

 
图 6  布面书籍（来源网络） 

    这种印刷背后的审美艺术价值是普通教材教

育价值之外的，使孩子潜移默化的提高阅读兴趣和

审美水平。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VR教学逐

渐步入学生课堂，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见虚拟的实

景教学。这种新技术的教学不仅节约印刷成本，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极大的激起学习兴趣。由此可见，

图书印刷的载体不仅限于材料的肌理触感和立体

结构的形态，慢慢向高科技、多维度延伸，新技术

的开发对于教育行业的进一步改革亦是一个新的

拓展与尝试。 

 

图 7  AR书籍（来源网络） 

4.3. 幼小教材的体验设计与艺术设计相
统一 

黑格尔指出:“美的形式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

内在的, 即内容, 另一种是外在的, 即内容借以

显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内在的显现于外在的;

就借这外在的, 人才可以认识到内在的, 因为外

在的从它本身指引到内在的。”体验设计功能和艺

术设计功能是幼儿初阶教材形态中的重要部分，二

者的结合才能得以完整呈现。吕敬人在《书艺问道》

中这样说到:“书籍设计，设计方方面面，从封面

到内文版式，外在造型到信息传达、材质构建及工

艺兑现，从阅读审美到实用功能⋯⋯是一系列书籍

整体设计的创造性运作。”因此在教材形态的设计

中所传达的艺术审美价值层面同样属于其教材本

身的教育意义的。幼儿教材的体验设计功能与艺术

设计功能的有机统一是从外而内、从内而外的整体

设计理念，使得教材变得更为和谐与舒适，到达人

际协调、人境协调、人人协调。 

5. 结论 

幼儿教材形态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已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的打印、复印的工序，还需要考虑设计、

心理、功能、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本文基于对幼

儿体验设计的分析研究得出教材形态与幼儿的行为、

心理等体验息息相关。幼儿教材的体验设计理念在基

于现代设计美学下把教材形态的与体验设计、幼儿学

生用户角度结合，更是体现设计合目的性、合规律性

的功用和效能之美。若要达到高质量、高效率的教育

目的不但需要精心的排版设计与印刷，还需要从幼儿

心理、行为和教材的功能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因素的

考量。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下，基于体验设

计的幼儿教材形态设计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

信在未来的学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幼儿教材的形态设

计能够不断地得到改善，幼儿的教育相关设计产业亦

变得更为合理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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