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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中心思想，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心思想是求「進

步」，但至二十世紀末，「危機意識」取代了「進步」成為當世的中心思想。

二十世紀的後二十年間，隨著冷戰時代結束，國際情勢急遽轉變，整個世界不

論在政治、經濟、生態環境以及科技發展、哲學思想、學術領域都面臨了巨大

變革。人類自啟蒙時代以來奠基於理性思維及自然科學的現代主義思考模式面

臨了極大的挑戰與顛覆。在教育體系中，以往著重真理、價值、秩序、典範的

現代主義教育觀已無法因應紛雜、繁亂、多元的後現代社會。在後現代思潮的

氛圍下，教育界人士開始反思「教育」在當代多元社會的意義與內涵。時至今

日，教育界強調穩定、秩序的現代主義認知典範，已被充滿變動性及複雜性的

後現代教育觀所取代。在一九九○年代之後，後現代教育的氛圍普遍擴及藝術

教育界，後現代藝術教育理論興起，「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思潮成為

藝術教育界在後現代的代表作。

　　一九八○年代中葉，當後現代教育學已在西方教育界漸獲迴響時，卻

正是藝術教育界現代主義思潮─學科取向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DBAE）到達到顛峰之際（參Clark, Day & Greer, 1987）1 基本

上，雖然學科取向藝術教育對於當時西方藝術教育思潮的主流─創造性取向

藝術教育─採取杯葛批判之勢，指稱創造性取向思潮導致藝術教育成效不

彰，地位下降。然而，學科取向思潮的提出並未在當時美國的藝術教育學界招

致太多的反擊，甚且一時之間，以美國為主的藝術教育界，談論學科取向的思

潮似乎成了集體共識，此一現象的背後當然有不同層面的原因，諸如企業金主

的支持以及美國自一九八○年代末開始，所進行提升學校教育水準、重視學生

評量和學業成就的教育改革計畫等（參Eisner，2001）。然而，另一個重要原

因是學科取向思潮事實上是企圖鞏固藝術教育在教育體系諸多學科中的合法主

權，因而與藝術教育學者本身的地位休戚與共。自從十九世紀末葉，學校藝

術教育與工業設計教育分流，藝術教育的社會功能不彰，使藝術教育在教育

體系中的重要性下降，藝術教育者便迭為提升藝術教育的地位努力不懈（參

 壹、藝術教育思潮的轉向

註1.
學科取向藝術教育思潮雖在一九八○年代達到高峰，但一般公認其源起始於一九六六年Manual Barken在西方藝術教
育史上著名的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藝術教育研討會上，提出將藝術史、藝術批評等加
入藝術教育課程中，而非祇以藝術創作為主的看法（參王秀雄，19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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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and，1990）。因此，學科取向思潮可被視為是對藝術教育學科主權的捍

衛，攸關藝術教育學門的縮減或茁壯，自然極為重要。學科取向思潮既是為藝

術教育主權進行捍衛，藝術教育的學科專家便是受惠的一群，自然要對之加以

護航。即便有部分學者仍為創造性思潮辯護或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質疑學科取向

思潮，但多為零星聲浪，並未立即蔚成風潮。

　　進入一九九○年代之後，多元文化思潮在藝術教育界已成氣候，藝術學界

對於視覺文化的討論，也影響了藝術教育界。由於視覺文化涵蓋了日常生活中

的通俗影像，不再獨尊精緻藝術，受到對學科取向思潮感到不耐的藝術教育界

人士所擁抱。九○年代中葉之後，國際藝術教育思潮的風向球，由美國「藝術

教育學會」（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NAEA）所舉辦一年一

度的學術研討會，每年都開始以視覺文化為探討主軸的專題討論，關於視覺

文化思潮的辯證陸續出現。在相關思潮被探討一段時日後，西方藝術教育界

鼓吹視覺文化思潮最早也最力的澳洲裔學者Paul Duncum，於二○○二年正式

提出VCAE（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簡稱VCAE）（Duncum，2002a，

2002b）一詞，意圖以之代表藝術教育界中的視覺文化思潮。然而，上一波的

學科取向藝術教育思潮在挑戰創造性取向思潮時，整個過程尚稱順遂，畢竟創

造性取向思潮的始祖Viktor Lowenfeld已在一九六一年去世，創造性取向思潮似

乎群龍無首。然而，這一波的視覺文化思潮，一則因為挑戰了學科取向藝術教

育思潮所捍衛的藝術學科本質；二則因為當年學科取向思潮的部分主力人物，

目前仍在藝術教育界具有相當分量，視覺文化思潮在被提出之後，受到不小撻

伐聲浪，直至目前仍受到藝術教育學界的質疑，持續的辯證仍在進行。

　　事實上，「教育」本來就是一個具有彈性、沒有特定內容、持續不斷的變

革歷程。由於具備這樣的特性，方能容許各個時代、國家依照其社會環境的現

實需求，賦予教育各式目標及內涵。換言之，教育思潮的演變必須要能反映社

會現實的需要，藝術教育既是教育的一部分，自然也不應超然獨立於社會的價

值體系以外，須因應時代變革，調整內涵。在當代的氛圍中，「視覺性」已超

越「讀寫力」，成為今日傳播資訊的最主要媒介，視覺文化既然成為社會表象

的主脈，成為藝術教育的新養分。在視覺文化的氛圍之下，當代藝術教育不再

強調技法的熟練與媒材的認知，轉而重視生活周遭事物與藝術教育的關聯以及

對各式日常視覺影像的思考與解讀。由於視覺文化與現代生活緊密相連，如何

將視覺文化的概念融入藝術課程，亦是藝術教育工作者的當代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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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視覺文化」？簡而言之，「眼見」並不為真，而是一種「詮釋」。

人類是「看」的動物。然而，在使用視覺與外在環境互動的歷史上，人類的認

知從未像今日一般容易為「視覺性」所役。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全球經濟體

系的緊密連結以及科技視訊的超速發展，人類的生活急遽複雜化。檢視過往的

發展歷史，人類所遭逢的視覺刺激於今日到達前所未有的巔峰，也比以往任何

時代更加倚賴視覺去認知外在世界。視覺對於人類而言，已不僅只是用以感知

外在世界的知覺之一，更是賴以建構並判斷外在世界的五大知覺之首；「影

像」也成為後現代社會中主控資訊傳遞的重要媒介。在當代社會中，人們日常

生活中的諸多活動，食、衣、住、行、育、樂，幾乎無一不與視覺相關。有

鑑於視覺影像對於建構與解構社會生活暨文化現象的力量，許多學者重新審視

「視覺」在今日社會環境下所具備的積極功能，發現「視覺文化」已淩駕「讀

寫文化」（literate culture），成為今日許多相關學門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

　　事實上，視覺文化並非一個新名詞，然而，直至近年，科技視訊發展一日

千里，面對全球化高度競爭的強勢消費文化，人類社會結構產生極大轉變，

再加以後現代思潮風起雲湧，藝術教育工作者始繼前一波對「學科取向藝術

教育」思潮的探索後，又重新省思藝術教育的內涵，部分學者並著手進行視覺

文化與藝術教育的連結，提出以視覺文化做為藝術教育新取向的看法。檢視以

往藝術教育的內容，可以發現，不論是強調以學生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

為教學原則的創造性取向，亦或強調將藝術視為獨立學門的學科本位之教學取

向，其著眼點均以精緻藝術為主要教學範疇。然而，時代丕變，人類所處的環

境日新月異，當代藝術創作的風貌多彩多姿，日常生活中更是充斥著各式視覺

影像，值此時刻，學校藝術課程的步伐自也應該有所調整。

　　若細究視覺文化於藝術教育上的意義，可以發現，推動「視覺文化藝術教

育」的最終目的，便是協助學生在與生活中影像的互動中，釐清並建構自身的

主體性，進而能建立「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生活在今日這個影像充斥

的社會中，學生習慣以視覺影像來建構外在世界；因而，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

最重要目的，便是要協助學生在透過影像來「建構」外在世界後，也要透過影

像來「解構」外在世界，並進而檢視自身的意識形態，澄清、建立自我認同。

同時，一旦個體的信念及價值觀有所改變後，其行為則較易發生自發性的改

 貳、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
     源起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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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此，當學生的自我認同及價值觀有所改變，其社會行為也將隨之改變。

從教育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青少年時期原來即是自我意識發展的危機時期，

對於自身存在的價值、意義常有疑惑，尤其身處後現代的視覺文化現象中，若

未能對於自身的價值觀有所把持，將極易在五光十色的影像環境中有所迷失。

今日的世界越來越視覺化，個體若欲在視覺環境中生存，則須能閱讀這個由影

像所建構的環境。因此，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首要意義，便是希望協助學生在

與影像的頻繁互動中，掌握建立自我價值與認同的能力，使學生身處多樣的視

覺文化現象中，能時時詢問自己：我是誰？我的意義是什麼？我應如何與外界

進行溝通？ 

　　在將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意義進行歸納後，另外一個重要的澄清，是解讀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觀點下，原來學科取向中的精緻藝術四領域：藝術創作、藝

術史、藝術批評、美學的當下意義。其實，雖則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挑戰原有學

科取向的藝術學科本質，但並未推翻藝術的存在，而是強調要將原來過於菁英

取向的身段拋開、視野放大；而原來學科取向的藝術本質四項分類，仍有其意

義，祇是須隨著對原有藝術範疇的解構而擴充。

　　以在學校藝術教學中向居要角的藝術創作而言，在以往的藝術教育思潮之

下，從傳統藝術教學強調師徒制技法的臨摹訓練，到創造性取向課程著重以多

種媒材的探索作為學生創造力的觸媒，再至學科取向教學在藝術創作上重視系

統化學習的教材安排，啟迪學生的獨創力、技法，並結合美學、藝術史與藝術

批評的知識為止，大致而言，這些教學觀多傾向將「藝術創作」作為藝術課程

的學習主體，而組構藝術品的元素如技法、媒材等，便成為學習的重心，藝術

創作課程乃常成為技法、媒材的開放性實驗過程。在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觀點

下，認為藝術創作應以追求「意義」為訴求，透過創作來探索社會文化經驗與

自我定位之間的關係，並重建自我的概念；創作的過程不再是媒材的試驗體

認，而是批判思考的歷程。Paul Duncum（2002a）便指出，在視覺文化藝術教

育中，影像創作與批判思考彼此共存互依，創作表現本身並非是視覺文化藝術

教育的目的，而是期望學生經由自由地探討影像意涵的製作過程中，理解創作

被應用於思想表達的意義，並由其選擇所欲使用的媒材以及技法。

　　再就藝術史、美學及藝術批評等三領域而言，此三種類別在以往的藝術教

育思潮之下，一直居於附屬地位，直至學科取向教學，強調藝術教育的目的並

非在訓練藝術家，而是在培養鑑賞者的宗旨下，此三領域方才從以往的附屬地

位，躍居至藝術教學的第一線，與藝術創作分庭抗禮。然而，在後現代藝術觀

點下，所謂的「藝術定義」，原本就包含了某種固著的價值、信仰與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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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藝術史、藝術批評、美學即等同於由不同社會的主流藝術團體依自身意

識形態所選擇、建構的標準，以之為自身所維護的藝術價值把關。在這樣的觀

點下，過往學科取向中所謂的「鑑賞者」，事實上僅是對於既定藝術價值或意

識形態的被動承襲與再製者，較少被以「觀者中心」的思維鼓勵其對作品進行

解構，遑論顛覆。當推動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時，便強調應自兩個角度出發，其

一是「以新眼光重新看待藝術作品」，其二是「將各式視覺影像納入藝術教育

的範疇中」。也就是說，就前者而言，在面對已被「定論」的藝術作品時，仍

應將之視為全新視覺產物，自不同的角度解析其於被創作時代中的社會意義。

就後者而言，是指在面對向來未被與藝術作品置於同樣平台上的日常通俗影像

時，亦應將之視為嚴肅的視覺產物，同樣自不同的角度解析其於被創作當下的

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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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現代主義思潮下的課程理論多以美國課程理論學者Ralph Tyler

（1902-1994）於一九四九年提出的課程模式為基礎結構，強調以教學目標主

導課程的發展，大凡教學活動與評量皆須符合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則以學科專

家或教師為主導，忽視學生與其所處社會與文化間的互動，也忽略了對學生現

實生活經驗的反省。後現代的課程觀則反對線性化的課程目標模式，強調課程

是動態循環的非線性建構，同時，課程的學習主體應為學生，並應以師生互動

的模式進行學習內涵的建構（參黃光雄、蔡清田，1999）。同時，西方傳統哲

學觀的二元論思維，也可見之於現代主義思潮中的課程理論。例如，以往學科

取向的課程便常見存在著主流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優越與宰制現象，並以主流文

化為學習內涵及檢核標準，漠視弱勢文化的聲音。在西方教育界，重視白人男

性思想，漠視女性、第三世界或少數民族的聲音；在臺灣早期教育界中，重視

中原道統，漠視本土族群及原住民文化。而在藝術教育界，則獨厚精緻藝術，

輕忽工藝及流行文化等即是例證。後現代的課程觀則至為強調文化多元性，並

從「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解構思想，反對主流文化的霸權機制，

呼籲關懷弱勢文化；主張學生的學習應該要橫跨不同的學科、領域與文化，將

知識統整並於生活情境中活絡運用。

　　在相關之後現代課程理論中，與建構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相關者，包括社會

重建主義（social reconstructionism）、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文本

互涉（intertextuality）及超廣超深（superflat/superdeep）理論等。其中社會重

建主義及批判教育學為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課程釐清發展的意義與主軸，文本

互涉及超廣超深，則為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課程，提供建構的策略。

　　美國藝術教育學者Arthur Efland（1990：187-188）將二十世紀藝術教

育思潮區分為三大脈絡。分別為「科學運動」（the scientific movement），

「表現主義思潮」（the expressive stream）以及「重建主義思潮」（the 

reconstructionist stream）。其中重建主義將藝術教育與社會的文化、經濟等發

展連結。根據劉豐榮、簡瑞榮（2002：194-195），以社會為中心的藝術教育

思潮主張藝術課程應能符合社會需求，學習活動的設計亦應以學習社會主流價

值為依歸，其最常見的面向為助益社會經濟發展，而其最早的發展可以上推至

一八四○年代。然而，「社會重建主義」於二十世紀末時，則是基於對全球化

 參、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
     課程建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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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過度膨脹後所形成文化同質化所產生的「危機意識」，而進行社會文化

議題的反思（Freedman，2000）。事實上，藝術活動為人類社會的重要表象之

一，藝術教育與社會發展也關聯緊密。藝術教育的發展或能助益社會某一特定

面向之發展，而當社會發展出現偏頗時，藝術教育則負擔著矯正的平衡責任。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特質之一便是強調視覺影像背後的社會性意涵，在視覺文

化藝術教育中融入社會重建的觀點，可以增進學生的民主意識並默化其行為，

開展更多元的視野，就長遠而言，也可以增益社會福祉。因之，在進行視覺文

化藝術課程的設計時，不論是自藝術品外的社會脈絡探究著手或是由視覺文化

影像的學習開始，均著重於社會與文化議題的探討。

　　據於前述，社會重建主義於二十世紀末時的面向是以矯正社會負面現象，

重視社會文化議題為主，劉豐榮、簡瑞榮（2002：196）乃指出其於藝術教育

中的推動有三個特質，分別為重視生活經驗、強調教材統整、結合社區環境。

劉豐榮、簡瑞榮（2002：193）並將藝術教育中的社會學論題歸納為兩大面

向，其一為「群體中有關個人特質之課題」，諸如：性別、年齡、性取向、特

殊能力、身體認同等。其二為「關於各種範圍之群體特徵的課題」，諸如：家

庭、社區、社會變遷、文化、政經、階級、人種與民族、生態、宗教等。前述

兩大面向所涵蓋者不獨為視覺文化研究工作者所積極關懷者，亦可作為教師規

劃視覺文化課程時發展的軸線，與前述社會重建主義於藝術教育中的特質結

合。例如，在規劃課程主軸時，可以自青少年頗為關心的「身體認同」議題出

發，除自「個人面」探索自我的價值觀外，亦可擴及於「群體面」，探索不同

家庭、社區、社會、文化、宗教對於「身體認同」議題的意識形態。

　　Susan Brown（引自Clark，1996）認為社會重建的課程是結合對人類自

我、藝術與文化三個層次之間的研究，要運用社會重建觀點在藝術教育上，在

課程實施方面可自不同角度進行考量。就教師而言應以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中心

規劃適當的課程，並能運用行動研究模式透過親身經驗、觀察、參與、教學反

省日誌等，了解學生對於學習的反應。同時教師應拓展自身對社會與文化的相

關知識，跳脫傳統、普遍、單一的「理想」教學形式，嘗試保持意識形態的中

立。就學生而言，應強調學習的重心是對社會意義的探索，培養對視覺產物能

具有誠懇批判的態度，並以關懷的心態對社會不平等現象進行省思與概念重

建。

　　「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最早源自馬克思主義，經過法蘭克福學派

思想家推波助瀾，成為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批判教育

學受批判理論的啟迪，其概念發端則源自巴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者Paulo Fre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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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97），經過美國後現代教育學者Henri Giroux（1943-）、bell hooks 

（1952-）、Peter McLaren（1948-）等人的轉化實踐，成為後現代教育的重

要思潮之一2。在西方的教育體系中，批判教育學時期開始於一九六○年代，

教育學家逐漸意識到如果祇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反省批判，將無法促使人類生活

經由教育獲得改善，乃開始探討教育行動理論，希望將教育理論的反省落實

到教育實踐中，以達到人類進步的理想（梁福鎮，1999）。Freire 於一九七○

年代，當時巴西專制的政治環境下，提出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即為批判理論於教育中的實踐（參Freire，1970）。其「解放教

育」（liberatory education）的概念鼓勵受教者批判意識的覺醒，體察個人社會

背景與其所遭遇問題的關係。當代舉凡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運

動、後殖民主義及酷兒理論等，都看得到Freire批判意識的影響。一九八○年

代之後，美國當代批判理論學者則將 Freire的批判思想置於多元的教育議題之

上，乃有「批判教育學」的進一步開展。根據Kevin Tavin（2003）的說法，由

於批判教育學和視覺文化研究之間具有許多共同的特性，兩者之間如同「對話

夥伴」般關係緊密，彼此互相為用，並肩征戰於日常生活中的大眾文化場域。

Tavin（2003）指出，批判教育學和視覺文化研究都是對以往社會結構中的保

守型態、實證主義理論以及不民主機制的一種反動。借力於批判教育學，視覺

文化研究一則從「權力關係」的角度對藝術領域進行批判探究，質疑沉浸霸權

標準裡的藝術傳統形式；二則擁抱大眾文化，了解藉由通俗影像所組成的文化

氛圍，戮力批判大眾文化所傳遞的意識形態，借力於視覺文化研究，拓展其

「後現代教育學」（postmodern pedagogy）的視野。

　　在考量視覺文化課程所具的「超文本」（hypertext）特質後，Brent 

Wilson（2000， 2003a）建議使用「文本互涉」做為課程發展的策略。「文

本互涉」3 一辭語源出自拉丁文“intertexto”，意為「在編織時加以混合」

（to intermingle while weaving）4。文本互涉首次於學術界被使用是在一九六

○年代末期，由法國保加利亞裔女性主義批評家Julia Kristeva（1941-）所提

出。Kristeva（1986）立基於 Jacques Lacan、Jacques Derrida 及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等人的理論，打破傳統對作者加諸於文本絕對影響力的認同，

註2.
參McLaren, http://www.gseis. ucla.edu/~mclaren/。2004/01/28瀏覽。

註3.
「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亦常見譯為「互文性」，於本文中，考量「文本互涉」中明確指出「文本」一詞，
於使用上較貼近藝術領域，而與文學領域有較大區隔，乃使用「文本互涉」為譯文。

註4.
參Keep, McLaughlin & Parmar, http://www.iath.virginia.edu/elab/hfl0278.html, 2004/01/29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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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有的「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s），從餐具的排置到詩詞等，都受

到早先其他表意系統的影響。根據 Kristeva，任何一個「文本」結構都不會是

單獨存在，而是由無數的文本鑲嵌（a mosaic of quotations）拼貼而成，是對其

他文本的吸納（absorption）和變形（transformation）（Kristeva, 1986：37）。

　　高震峰（2002）在將文本互涉的理論應用於藝術與人文課程設計時，從建

構主義的角度提出「超廣超深」的課程建構策略，亦可同時應用於視覺文化藝

術教育的課程設計中。高震峰綜合Brent Wilson所建議「文本互涉」的概念及

源自日裔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超扁平」（superflat）5 之文化

省思，提供「超廣超深」的課程建構策略，強調以視覺影像進行超廣度與超深

度的課程發展和概念連結。高震峰（2002）指出，「視覺影像」便是一個「視

覺文本」，教師於建構課程時須以自身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尋找連結，建構

觀看機制，並從自身與學生所浸淫的生活圈擷取「刺點」，從而自這些刺點省

察己身，體識他者。在「超廣超深」的課程建構下，教師與學生於課堂中享有

同等的權利也同具義務，彼此賦權也彼此砥礪。同時，誠如 Kristeva 所指的，

任何一個「文本」（text）都不會是單獨的存在，每一個「視覺文本」也都不

會是懸空存在的結構，而是在其與無數的文本進行具體的以及抽象的互涉現象

後「鑲嵌拼貼」而成。高震峰（2002）並強調，當教師以「文本互涉」的概念

進行超廣度與超深度的視覺藝術課程設計時，需關注該視覺文本的構成符碼，

包含其物質性組構元素，如形式、內容、媒材、圖像意義等，也包含其創作者

或創作背景等元素，如創作者的性別、種族、宗教、社會階層、歷史背景等，

為該視覺圖像進行完整的探索。同時，也需考量該視覺文本的「觀看機制」，

包含教師與學生的觀看經驗、性別、種族、宗教、文化圈、意識形態等，賦予

來自不同社群環境的觀看者廣闊而多元的「觀看權」。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概念源自後現代思潮中的藝術及教育理論，於進行課

程設計時，先自社會重建主義及批判教育學出發，釐清課程發展的意涵，再以

文本互涉的概念結合超廣超深的課程建構策略，將視覺影像視為承載多重意涵

的視覺文本，進行「水平軸線」的廣度連結及「垂直軸線」的深度追索，在因

組成份子不同而異的觀看機制運作之下，同一個視覺文本，將發生不同的互涉

現象，激發不同的識讀經驗，進而使視覺文本的意涵能獲得多元詮釋的可能。

註5.
「超扁平」（Superflat）源自日本當代藝術家村上隆，意指在當代社會中將不同時空的歷史文化現象壓縮於同一層
面的現象（Goy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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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學門中，教學策略的發展常受到不同時代教育觀的影響而有所調

整，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建構主義」的出現影響了近年教學策略的概念發

展。建構主義強調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教學不是教師單向傳授知識的過

程，而是依據學生學習的需求，由教師引領學生建構知識的互動過程。在傳統

藝術教學的領域中，由於各類藝術學門均有其專業的學科知識與技能，因此，

以單向方式由藝術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與技能，似乎成為藝術教學的主要模式

（參高震峰，2002）。然而，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則強調應以學生為主體，以學

生之日常視覺經驗為重心，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課程教授。因此，就學理依

據而言，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之教學策略源自建構主義的概念。此外，視覺文化

藝術教育之教學策略於實施層面上，尚有其他特性，將一併於本節予以討論及

澄清。

　　首先，與其說後現代藝術是一種「時間性」的藝術階段，不如將之視為是

一種「態度樣式」；同樣的，在探討進行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所使用之教學策略

時，也可以說，「視覺文化教學策略」（visual cultural teaching strategy）與其

說是一種明確而有步驟性的教學策略，不如說是一種信念及態度的建立。由於

視覺文化場域的「現在進行式」特質，使得其範疇多變且廣泛，不若精緻藝術

般範圍確定，較易有固定之教學原則可以追尋。因之，若要嘗試以一種結構化

的教學策略來網羅不能結構化的視覺文化場域，將難以施力。反之，若藝術教

學工作者能認同實施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之意義，則在具有認同信念下，較能持

積極的態度因應自身教學場域、學生特質及外在視覺文化環境的特性，一則規

劃適當的視覺文化藝術教育課程，二則發展自身的「視覺文化教學策略」。換

言之，進行視覺文化藝術教學的首要重點是教師心態上的調整，於建構視覺文

化教學策略前，應能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理論，具有認同的信念以及積極實

踐的態度。

　　其次，如同解構主義須立基於過往所建構的論述上方能盡情揮灑，而後現

代藝術創作則常擷取過往藝術名作，予以挪用、模仿；所謂建構「視覺文化教

學策略」並不意味著在實施課程時，教學者須將原有的教學方式或策略全盤推

翻，而是可以因勢利導，將原有的教學方式或策略加以修正，添入新元素，使

之能因應新的教學需求。再者，由於推動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協

 肆、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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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能在與生活中影像的互動過程中，建立自我認同；因之，進行視覺文化

教學時，學生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及習慣的養成，是相當重要

的部分。而在諸多教學策略中，採用「問題導向」的對話式策略能在透過參

與討論、對話、分享的過程中，鼓勵學生從學習客體轉為主體（參溫明麗，

1997）。在實施視覺文化教學時，透過「問題導向」的對話式策略，教師可以

針對因某一視覺文化影像所引發的問題作深入評述，同時也鼓勵學生發聲，發

表自己的看法，透過課堂中與教師及其他同學互動的機會，質疑並剖析自身的

意識形態，澄清自身的價值觀，進而省視、反芻，再建自我認同，如此一來，

在探究過程中，師生雙方皆能增益自身之批判性思考能力，「批判式的探究」

（critical inquiry）（參Geahigan，1998）乃應運而生。

　　在探討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實施層面時，Brenw Wilson（2003b：

112-114）嘗試區別「藝術教學」（art teaching）與「視覺文化教學」（visual 

cultural pedagogy）。他認為前者即是由上到下的傳統藝術教學方式，教師是

教學場域中的權威角色，在國家教育機器的體制下，將本身的專業知能，授予

學生，而學生則專司被動學習。至於「視覺文化教育學」，則類似是一種教

學的網狀系統（network），在這個教學的網狀系統中，包含教師及學生雙方

的學習興趣、使師生感到有探討意涵的視覺文化產物以及與探討視覺文化現

象或產物相關的人士、團體等。Wilson（2003b：112-114）指出，在「視覺文

化教學網」中，任何一個參與者均能自由的發表各自的想法，與其他成員交

流、討論、爭辯、協商或修正個人之知識、價值觀以及對意義的看法。Wilson

（2003b）同時強調，「視覺文化教學」是一個尊重他者的過程，不但尊重他

者作為個體的尊嚴，同時也包含尊重代表他者的影像。在視覺文化教學網中，

人人有權參與，追求其意義，而由於參與個體的有機性，視覺文化教學網的意

義也是開放而持續增殖的有機體。然而，於此必須注意的是，推動視覺文化藝

術教育時，尚須強調教師本身須具備主動的批判思考能力，否則，即便建立了

「視覺文化教學網」，「教學內容」民主化，但教師若無法放下習慣已久「循

循善誘」的身段，教學策略並未相對調整轉換，便失去推動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的初衷。

　　George Geahigan（1998）於探討如何於藝術課堂中應用批判式的探究時，

建議教師可以採用能挑戰學生價值觀與信念的視覺影像或藝術品，並提出「兩

難」的問題，讓學生尋找相關的資料，再透過課堂的對話來回應教師拋出的問

題。當構思能引發學生探討動機的問題時，可借鏡於視覺文化的研究方法，以

及當代視覺文化面向等探討的內涵，作為教學思考的方向（參趙惠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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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例如，長久以來，學校藝術課程對精緻藝術史的教授觀點多著重在藝

術作品中形式主義及表現主義等特質的導賞或對藝術家生平傳記之介紹，較少

引導學生自社會主義的觀點或從「反躬自省」的角度對藝術品、菁英藝術家進

行批判性解讀。久而久之，便為精緻藝術品或藝術家蒙上了一層神祕的面紗，

反而將其與欣賞者間的距離拉大，形成疏離感。於進行視覺文化教學時，便可

自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角度，引導學生剖析形成藝術階級的原因。同時引導學生

領會，在後現代的藝術價值觀下，藝術創作不再有高下之別。也讓學生了解，

誠如Nicholas Mizsoeff （1998／2001）所言，在當代，以往精緻藝術史中的藝

術天才以及偉大的藝術作品雖仍有其意義與重要性，但是隨著時代遞嬗，其

「當下」之價值以及為不同世代觀者所帶來的「快感」需被重新定位及檢視。

或者，也可以將社會發展視為一流動性的河流，將每一件藝術作品均視為河流

中的一滴小水滴，告知學生，若欲了解小水滴，不能僅單獨化驗小水滴的成份

或品識其氣味，還應將小水滴放回河流中，探視其與整條河流的脈絡關係。

　　建議教師將馬克思主義之觀點運用於發展視覺文化教學策略的目的，便是

要提供學生自較具批判性的社會觀點去面對各式視覺影像。尤其在進行藝術

史課程之教授時，應使學生了解，藝術史「被」撰寫的立場並非絕對客觀，其

中有可能包含史家所具有的個人偏見，甚或時代性的集體偏見。因此，在欣賞

藝術作品時，應該同時學習如何去質疑藝術史上被認定為「真相」的史料，鼓

勵學生去「思考」藝術作品，而不是僅僅去「看」或「感受」藝術作品。換句

話說，歷史誠然是過去事件的紀錄，但其紀錄面向並無絕對的客觀性，隨著時

代變遷及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歷史應有重新被解釋的空間，教師則應嘗試傳遞

給下一代新的思維及重新被解釋後的「史實」。至於在面對其他視覺文化現象

時，教師亦可鼓勵學生檢視各式視覺影像的傳達目的，探究在其傳達目的下，

是誰在受惠？誰被壓抑？又有誰被忽視？其後，再行檢視各式視覺影像的審

美價值，查驗是誰被該視覺影像所吸引？誰厭棄該視覺影像？哪些視覺影像代

表該社會的主流審美價值？哪些不是？又是誰決定該主流審美價值？而什麼是

「美」？什麼又是「醜」？誰又有權力決定？

　　而視覺文化研究方法中的女性主義理論，亦適合應用於視覺文化教學策略

中，進行師、生性別意識形態的自省。尤其在近年的課程改革中，一項可喜的

貢獻是決議將「性別」等重要議題融入教學中，以開拓學生關注社會議題的

視野。然而，一個教育政策要能有效落實，必須仰賴站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

對於該政策的認同與推動。趙惠玲（2003a）以Schuster 及 Van Dyne（1984／

1998）的理論為框架，提出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與人文課程之發展模式，並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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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定名為六個概念階段：無知期、尋覓期、萌芽期、研究期、挑戰期、轉

變期，再自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角度，分析各階段的意涵。趙惠玲（2003a）指

出，六概念階段之發展模式一則可以作為藝術教師檢驗本身性別意識的標的，

二則作為教師規劃性別議題融入課程設計時的參考。同時，趙惠玲（2003a）

強調，由於性別議題性質特殊，並非「即知即能行」，或是「即學即能行」的

知識或技能。因此，教師之「性別意識」是性別議題融入課程成功與否的關

鍵。亦即，將女性主義理論應用於視覺文化教學設計時，有賴於教師具備對性

別議題的認同度，並具有相當的性別意識，方能逐步落實。

　　在以女性主義觀點發展視覺文化教學策略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從對各式

日常影像的觀看經驗出發，查驗該視覺影像在可見的表象或不可見的意義蘊涵

中，是否對不同性別對象均施以平等對待？該視覺影像是否傳達「刻板印象」

甚至「性別偏見」？再請學生檢視各類視覺影像的生產者以及起源，了解其創

造過程是否對不同性別對象提供相同機會？同時，女性主義研究強調要以個人

經驗出發（hooks，1994）作為進行研究或教學的養分。因此，由於藝術教師

本身具備豐富的藝術學習經驗，在進行視覺文化課程之教學時，教學者可以先

從省察自身經驗出發，查驗自身性別的相關經驗，並與學生分享，進而發展自

己的「女性主義教學策略」（feminist pedagogy）（參Chao，1999、2003；趙

惠玲，2002a、2003b）。其次，教師可以再鼓勵學生自其個人經驗省察著手，

檢視自身的性別偏見或刻板印象，並查驗自身的「觀者心態」是否有被制約的

現象。總之，以女性主義觀點發展視覺文化教學策略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導學

生當面對生活中繽紛的視覺文化現象時，能夠以多元的性別視野進行關照。

　　再者，趙惠玲（2004／2005）將當代的視覺文化面向釐出三大面向，分別

為視覺文化中的消費性面向、後殖民面向、全球化面向。這些不同面向亦可提

供教師作為發展視覺文化教學問題的內容。臺灣由於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再加

上地理環境使然，在文化表現上不但呈現一種開放、多元，甚而混雜的特質，

對各式流行文化吸取力至強，尤其對於美、日等強權消費文化更是免疫力薄

弱，這些強勢消費文化乃以各種視覺形式具現於臺灣當下的視覺文化現象中。

因此，消費文化、後殖民主義、全球化反思即成為發展視覺文化教學策略時的

重要依據。

 於應用前述概念對我國視覺文化現象進行檢視時，教師可以進行下列問題

之引導。例如，邀請學生對於自身生活周遭之外來消費文化進行解構與批判，

詢問什麼是外來消費文化？這些外來文化是以哪些視覺影像為其承載符號進

行傳輸？這些視覺影像的來源是什麼？審美價值又是什麼？外來消費文化對學



47第二篇    當代藝術教育思潮：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生自我及對全體社會的影響又為何？以及什麼是本土消費文化？本土消費文化

又是以哪些視覺影像為其面向？這些視覺影像的來源是什麼？審美價值又是什

麼？本土消費文化與外來消費文化的視覺相關影像的審美特質差異為何？兩者

與學生間的互動又為何？其次，於應用後殖民理論進行視覺文化教學設計時，

教學者也可採用跨領域課程設計之模式，將藝術教育結合不同領域，探討臺灣

視覺文化現象中哈日風潮背後的歷史淵源。或者，引領學生探討目前臺灣盛行

的西方節日之由來與意義，進而深究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消費文化卻移植

甚而壟斷成為全球性的文化？

　　除以前述問題引發學生進行思考之外，亦可將符號學理論，應用於視覺

文化藝術教學活動中，作為解構影像意義之教學活動的發展策略。符號學自

十九世紀末被系統化的開展以來，已然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相關領域中的顯學，

也是從事視覺文化研究時，進行影像解讀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符號學理論中，

法國學者Roland Barthes（1915-1980）對影像的解讀方式，常被援引。Barthes

對於符號學理論最大的貢獻便在於將影像的意義「層級化」，第一個層級是

「明示義」（denotation），討論的重點是影像表象中的「誰」（who）或「什

麼」（what）是「怎麼」（how）被呈現在影像中；第二層意義─「隱含

義」（connotation），討論的重點是藉由影像表象的「誰」或「什麼」及「怎

麼」，影像進而傳達了何種意念及價值（Leeuwen, 2002：94）。Barthes對於

影像意義的梳理方式，被廣泛使用在今日消費社會中各式影像的解讀；例如，

Carey Jewitt 及 Rumiko Oyama（2002）便提出以「社會符號分析策略」（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進行影像意義的探究。Rick Iedema（2002）則將社

會符號分析策略應用於影片、電視的分析。

　　前述研究的取向及Barthes的影像解讀策略可作為教師設計教學活動之參

考。例如，美國藝術批評理論家Terry Barrett（2003a）便指出，Barthes的影

像解讀策略可彈性運用於不同年齡階段的教學對象。Barrett應用Barthes的影

像解讀策略，以大學階段學生為教學對象，解讀流行音樂雜誌的封面（另參

Barrett， 2003b）；以中學階段學生為教學對象，解讀美國大學足球季的足球

賽T恤圖案；又以早餐食品的麥片盒包裝，以幼稚園的孩童為教學對象，請

其將麥片盒依圖案分類為成人食用者與給兒童食用者，並說明原因；Barrett

同時也以頗受幼小孩童歡迎的泰迪熊玩偶，針對學齡前幼童，自泰迪熊的外

觀、形體觸感，比較真實的熊和泰迪熊，來探索泰迪熊的隱含意義。Barrett

（2003a）認為，影像所隱藏的明示義和隱含義對於觀者的影響力甚於影像

創作者，這些意涵往往影響觀者對於生活中各項事物的選取意圖。同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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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化、年齡、性別的差異，學生對於同一幅影像的詮釋亦不同，然而，祇

要給予機會和適當引導，所有年齡的學習者都可辨認影像中的訊息。Barrett

（2003a）也建議，於面對年齡較長的教學對象時，教師可以進行較深入的引

導，甚至使其理解 Barthes 的影像解讀策略；但若面對理解能力尚未成熟的學

童時，則不須強調策略的學習或術語的了解，而是以引導學童回答問題的方式

進行教學，培養學童對於影像的主動思考能力。

　　總之，根據趙惠玲（2002b、2003c）的理論，教學信念反映了教師對於

與教學相關之概念及問題的認知和判斷，並影響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所表現的行

為，可謂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關鍵因素之一。若藝術教學工作者能認同實施視覺

文化藝術教育之意義，在具有認同的信念下，便較能持積極的態度規劃適當的

視覺文化藝術教學課程，並發展自身的「視覺文化教學策略」。然而，視覺文

化藝術教育的教學主體為學生，除了教師發展自身的「視覺文化教學策略」，

更期望學生在浸淫於視覺文化的學習環境中後，能同樣地發展自身的「視覺文

化學習策略」（visual cultural learning strategy），如此一來，學習的過程方不至

隨著教學活動的結束而消失，而能持續於學生生活中的各類視覺文化場域中，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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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若將二十世紀至今的藝術教育思潮進行梳理，可大致區分為

三大脈絡，分別為源自教育領域的「科學運動」（the scientific movement），

「表現主義思潮」（the expressive stream）以及「重建主義思潮」（the 

reconstructionist stream）（Efland, 1990）。其中科學運動為藝術學科能力及學

習成就的檢驗，以及藝術課程的發展提供了科學化的方式；表現主義思潮促成

藝術教育中創造性自我表現概念的發展；重建主義思潮則將藝術教育與社會的

文化、經濟等發展連結。這三大脈絡雖然均起源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卻持續影

響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的藝術教育思潮發展。科學運動、表現主義思潮可見之於

「現代主義的藝術教育思潮」，重視個人創造力發展、情感表達與對藝術本質

的認知，較傾向菁英培育的藝術教育；重建主義則可見之於「後現代主義的藝

術教育思潮」，重視對社會脈絡、多元文化議題、非主流族群的關懷與省思。

　　依據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藝術為「一種」文化的產物，強調唯有從認識

文化的本源及其來龍去脈，並對該文化的本源產生興趣和欣賞的能力，才能

夠對藝術有深刻的了解（Danto，1997）。因之，相對於後現代藝術思潮的變

化，在今日藝術教育中對於藝術的學習，除就精緻藝術進行學習之外，也要擴

及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的大眾藝術、流行文化產物及通俗影像等。尤其以往臺灣

藝術教育過於重視形式創作、技法學習與個別創意的引導，往往使學生難以著

力，並因為課程內容脫離現實生活而喪失學習興趣，甚而失去學習動機（袁汝

儀，1996）。既然學生為學習活動的主體，則當代藝術教育便應擴展對生活環

境、社會背景的關注，使藝術學習的經驗接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使學生亦能體

會藝術創作中「為生活而藝術」的愉悅。同時後現代思潮的出現正代表藝術學

科既有模式的改變，不再僅著重知識、技法的累積，轉而強調藝術學習經驗與

個體所在社區、自然世界和生活本身的關聯性。因此當代藝術教育勢必提供學

生更全面的教育環境，結合各方藝術工作者，規畫協力合作的藝術學習模式。

　　然而，正如同歷來的藝術教育思潮均有其盲點及未及之處，「視覺文化藝

術教育」思潮亦有應被質疑而須省思之處。大致而言，在藝術教育界對於視覺

文化思潮可能產生的質疑可以大別為四部分：視覺文化思潮使得藝術教育與社

會學及文化研究等學門的分野模糊、視覺文化思潮造成藝術原有學科本質的消

散、視覺文化思潮對於師資培育形成衝擊，以及對於視覺文化思潮本體概念的

 伍、藝術教育思潮的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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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等（參趙惠玲，2004／2005）。由於視覺文化的思潮係源自於後現代理

論，其中採用了許多社會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觀點，乃有學者質疑此種過於強

調社會或文化議題的結果，將有使藝術教育淪為社會學研究的附庸之嫌。究竟

視覺文化的激盪對於藝術教育界而言，是確實帶來「軸心的轉變」，還僅只是

招來「專業的瓦解」？視覺文化將藝術傳統疆界解除，崇高位階推翻，菁英身

段下拉的做法固然痛快，但是否也使得藝術教育界努力建立的「藝術學科本

體」瀕臨肢解？確實發人深省。

　　揆諸藝術教育的發展史，藝術教育由於跨越「藝術」與「教育」兩大面向

複雜的人類活動，向來即為附庸於社會主流勢力之下的混種學門；也因為如

此，即便藝術教育在某些時代或有式微之虞，但大體上在各個不同時代均能找

到贊助的力道，是以存活無慮。由於「視覺感官」的運用向為視覺藝術工作者

所擅，在「視覺轉向」的當代，如何引導學生在影像的洪流中有所自省，視覺

藝術教育工作者似乎是責無旁貸。雖則各家學者的見解殊異，然則不論將視覺

文化視為一個風潮、時尚、反動或理論軸心的轉向，其對人類傳統知識體系

最大的貢獻之一應是作為一個「策略」，甚且是一個「批判方法論」（visual 

culture as a critical methodology）（Mitchell，2002：231），不限於剖析當代現

象，也可以用之來解構過往任何時期的影像文化。

　　自一九六○年代之後，國際藝術思潮邁入後現代氛圍，藝術創作不再於

「為藝術而藝術」的窠臼中打滾，而是將藝術創作視為手段，探索人類在所處

時代中的意義。當代藝術教育的主要著眼點，便是考量在後現代社會影像充斥

的環境下，該提供怎樣的藝術教育課程給當下世代的兒童與青少年？視覺文化

藝術教育便在這樣的考量下醞釀成形。我國的青少年學生，是在多彩多姿的視

覺文化現象下成長的新世代，其終日處在繽紛炫目的視覺環境中，以往被認為

不登大雅之堂的漫畫、電玩、電視等「視覺加工物」，事實上卻是學生日常生

活中的視覺經驗重心。面對此一影像時代的來臨，藝術教育工作者確實不能再

有所自限，除須於教學取向上進行調整之外，甚且可能須有面對「藝術教學本

質」發生轉變的準備。期望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推動，能為下一世代與其所處

視覺文化環境建立具自主性的互動管道，藉此管道並能時時澄清其自我的意義

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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