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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第一線的教師若嘗試以學生所熟悉的世界來思考美術課程的規劃，

您將不得不承認，充滿「影像」與「視覺」的事物占有學生生活經驗的絕大部

分，並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深切的影響，甚至是許多價值觀建構的重要來源之

一。人類史上從未有過如當今影像如此密集、繁雜、快速的時代，拜科技與經

濟發達之賜，透過視訊相關媒體如電視、電影、網路、漫畫、動畫、雜誌等，

大量的視覺影像正以日新月異的方式，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甚至成為人們認

知現實與文化的對話工具。人類五官知覺中，「視覺」正以前所未有的需求發

揮其功能，深深影響人們去建構其所生存的日常生活之依據，其力量強過聽、

說、讀、寫的功能，但這些視覺影像如何被觀看、被解讀，或傳達出什麼樣的

視覺訊息，正是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教育希望提供學生觀察人類視覺現象一

套批判的工具，而非只是傳遞資訊或單一價值（Mitchell,1995），因為，「眼

見」並不為真，而是觀者的「詮釋」（趙惠玲，2004）。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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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關於視覺文化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有如

下的看法：

Mirzoeff（1998）提出「在當今強烈的視覺時代中，日常的生活即是視覺

文化」，「消費者經由任何形式設計用來觀看或是增強原始視覺的設備，例如

從油畫到電視及網路的視覺科技介面，並於視覺活動中，尋找資訊、意義或快

感」。

Barnard（1988）認為視覺文化為「任何人類生產、解釋或創造的視覺，

本身具有或被賦予功能性、溝通或美學價值的內容。」

Duncun（2000）則認為日常生活的視覺影像中，凡能用來建構或傳達人

們的信仰、態度與價值者，即具備視覺文化的特質。

Willson（2003）認為視覺文化反應著普遍的趨勢。視覺文化的本質，就

是沒有秩序的，視覺文化不再強調傳統藝術史與美學的經典傑作，而著重於範

圍極廣的視覺物體與事件，探討其意涵與社會意義，而非其美學價值。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能建構並傳達吾人態度、信念以及價值觀之視覺影

像（郭禎祥，趙惠玲，2002，333）。

「視覺文化」乃文化顯現在視覺形式的層面，可以稱為「視覺方面的文

化」，其中概括各種的視覺影像與意義，亦即視覺影像所客觀存有的屬性及其

可能衍生的意義（陳瓊花，2003，260）。

關於視覺文化的範疇，國外學者大致看法相近，整理如下：

Freedman 認為包含視覺藝術、電視、影片、電腦科技、時裝攝影、廣告

等（2003，91）。

Barnard（1988）提供下列細項：街道及室內家具、街道招牌、時尚流

行、各式商品、陶瓷、汽車、建築、庭園設計、廣告、個人、公眾、法人及大

眾形象、電影、電視、資訊環境、電腦遊戲、網路網頁、新聞及雜誌設計、文

字排版、產品包裝等。

Walker& Chaplin（1997）則將視覺文化的研究領域區分為四類並說明如

下（郭禎祥，趙惠玲，2002，346-347）： 

1. 精緻藝術（fine art）：

繪畫、雕塑、版畫、素描、複合媒材、裝置藝術、攝影、錄影藝術、偶發

 貳、視覺文化的定義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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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肢體表演藝術、建築等。

2. 工藝設計（crafts/design）：

都市設計、零售商設計、標誌與商標設計、工業設計、工程設計、插圖、

製圖、產品設計、武器設計、交通工具設計、印刷、木刻及家具設計、珠寶、

金工、鞋、陶藝、鑲嵌設計、電腦輔助設計、次文化、服飾設計、髮型設計、

身體裝飾、刺青、庭園設計等。

圖3-3  都市規劃中如街景、街道家具、招牌、交通工具等，是學生
熟悉的視覺景觀。

圖3-4  高中生重視自我形象給人的觀感，
可在藝術課程中探索裝飾的意義。

3. 表演藝術及藝術慶典（performing arts and arts of spectacle）：

戲劇、行動、肢體語言、樂器演奏、舞蹈、選美、脫衣舞、時尚秀、馬

戲團、嘉年華會及慶典、遊行、公共慶典如加冕典禮、露天遊樂場、主題遊樂

園、商場、電動遊戲、聲光秀、煙火秀、照明燈和霓虹燈、流行及搖滾音樂、

活動畫景、蠟像館、天文館、大眾集會、運動事件等。

4. 大眾與電子媒體（mass and electronic media）：

攝影、影片、動畫、電視及錄影、有線電視及衛星、廣告及宣傳、明信片

圖4-1~2  建築、庭園設計等，亦可成為視覺文化研究的領域。 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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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複製品、插畫書、雜誌、卡通、漫畫及報紙、多媒體、光碟機視訊、網際網

路、電視傳播、虛擬實像、電腦影像等。

 近年來，更多視覺文化相關的教學研究，將視覺文化的場域做更廣義的延

伸，幾乎可以說視覺文化的存在是無疆界的（Duncun,2000），從事藝術教育

工作者除了可從以上所提供的範疇中尋找視覺文化的素材，亦可發展出以尊重

學生之視覺經驗與感興趣之主題為前提的課程設計。

圖3-8   漫畫是大多數學生喜愛視閱與創作的
大眾文化之一。 (學生作品)

圖3-9  同人誌是青少年次文化中非常受歡迎的一種現象，值得藝術
教師研發相關課程探討。

圖3-7

圖3-5  臺灣獨特的廟會慶典活動，涵蓋陣頭表演、北
管民俗音樂、神像造形服飾、色彩等，適合做
為統整性視覺文化課程規劃。

圖3-6  美國藝術教育工作者曾以「主題遊樂園」
為主題和學生探討視覺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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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教育與視覺文化的關係

     當我們面對當代的視覺影像時，若仔細觀察與體會，大量的人造物或影

象，透過資訊與科技時代的媒介，如電視、電腦、網路的呈現，其特性是快速

的、多元的、光學的、動態的、大量複製的、數位化的、跨領域與跨國界的，

有別於傳統視覺圖像的表現方式，如定點的、單一的、靜態的、地域性等特

質，因此任何視覺文化的形式形成或訊息傳達，在內涵與效率上皆大大的異於

過往，不僅影響著當代視覺藝術的呈現，在精緻藝術領域外廣泛的通俗影像力

量更帶動人們重新建構視覺的審美經驗，因此，傳統藝術教育的內涵或方法，

如臺灣一線美術老師所熟悉的學科本位取向之藝術課程（簡稱DBAE），強調

涵蓋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創作與美學理論的教學，已不能滿足我們對新時

代視覺圖像的解讀需求，亦無法有效分析其對我們知覺的衝擊與影響。鑑於

此，九十五年普通高級中學美術科課程暫行綱要，在分段目標與核心能力中，

第一階段希望能達成的核心能力為「培養了解美術與文化的意義」，在鑑賞領

域部分將「了解生活中的視覺文化」明列其中，第二階段亦強調培養體驗與了

解美術與生活文化的關係，第三階段則提出探討視覺符號和社會、生活的關

圖3-10   從年輕人的生活環境中，輕易可見大量的人造物或影象，透過資訊與科技時代的媒  
  介，如電視、電腦、網路的呈現，其特性是快速的、多元的、光學的、動態的、大  
  量複製的、數位化的、跨領域與跨國界的。

 參、視覺文化融入藝術教育課程 
     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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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第四階段在鑑賞部分強調學習分析與解釋特定時期人文、社會或科學之思

潮和美術的關係，以上皆明確點出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密切關係（教育部，

2003）。

二、透過藝術教育帶動學生對視覺文化之思辨能力

　　將視覺文化概念融入藝術課程，乃是透過藝術課程中的體驗、審美或思

辨，了解視覺藝術的獨特面貌，學習與認識視覺藝術的語彙、符號與圖像所傳

達的訊息，提供非語文的思考與溝通形式。學生對於藉由視覺影像來認識所處

的世界，比起透過文字的學習方式，是較容易理解並做想像或批判的，無論是

精緻藝術、通俗藝術或視覺文化相關影像，經由圖像或符號的解釋或比較，學

生很容易產生聯想，進而融入主題討論的情境中，這對從小即生活在聲、光、

影等強效媒體的學生而言，圖像或影像的魅力的確強過文字，亦較容易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

　　隨著精緻藝術、通俗藝術、大眾文化等分際逐漸模糊，藝術教育中創造及

詮釋視覺文化的潛能也就大幅提高（Willson，200，128），再者，經由視覺

文化多元的視覺素材，也讓學生有機會學習並展現獨立的影像思考與表現能

力，透過視覺文化取向深具批判性的教學與思考，探索日常生活影像或精緻

藝術圖像間各種可能的關聯或影響，引導學生從自我詮釋的觀點，產生具覺察

力、原創性、有意義與有價值的想像空間，如此不僅透過藝術課程帶動師生視

覺文化相關議題之意識，同時也讓學生了解視覺藝術與個人、生活、時代、社

會、文化的相關性。綜合上述，顯見藝術教育有別於其他科目的特質，更能提

供學生在學習相關課題時不同的教材內涵、探索經驗與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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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學生的視覺經驗與興趣

　　視覺文化既涵蓋人們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見之各種影像，其內容則與學生所

熟悉的日常可見之視覺影像容易產生連結，教師在課程設計時，須減低以教師

本位或個人專長之創作技能為主的教學設計，而是以受教者即學生的立場或生

活層面來思考題材與課程內容。視覺文化取向之藝術課程設計原則乃其「課程

內容設計」及「教學活動規劃」應結合藝術學科的「學科本質」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亦即兼顧以學生為本位之教學理念，並將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相

關學習內容置於學生的生活經驗脈絡中，較能與學生現今的生活經驗產生深刻

的連結，提供師生對視覺文化較深入的觀察與省思，其學習成效亦能夠大大提

升。

　　因此，在視覺影像素材的選擇上，盡量尊重學生熟悉的視覺影像，並考量

高中學生的年齡層、生活層面、身心發展、學習先備條件、相關具備能力及可

能之興趣考量等，較易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與研究、批判的意願。例如在教材選

擇上從青少年次文化或流行事物出發，當課程內容符合學生的視覺概念與文化

特質時，容易喚起學生的觀察經驗與批判自我視覺文化審美觀或價值觀思考模

式建立的來源，有利學習者對課程的學習達到加深、加廣的學習效果。

二、善用合作學習

此處所指的合作學習，包含師生合作與學生彼此合作兩方面。以師生合

作而言，因視覺文化涵蓋領域廣泛，即使課程設計以議題方式或鎖定單一焦

點做為主題探討，以教師一人之力，無論在對日常視覺經驗的理解或教材的選

取上，不僅備課壓力大，所選擇的教材常因以教師的觀點為主，無法精準掌握

學生所認知與理解的日常視覺經驗，容易造成與社會現況或學生經驗有落差或

距離感，建議教師除了分享自身藝術專業範疇與個人日常審美經驗外，也鼓勵

學生提出青少年次文化相關素材，尤其是流行文化或當下竄流的網路資源，教

師再從中篩選出切合教學主題或期望與學生探討的教材。經由師生合作的課程

 肆、視覺文化於藝術教育課程
     設計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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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不僅提供教學相長的機會，更因納入學生的視覺文化經驗，大大的提升

學習動機，也較易達成教師所期望學生應學習到的課程目標，在如此前提下所

經營的課堂中的視覺文化之內涵將更符合師生的共同期待與歸屬感。在學生合

作方面，如透過分組活動，依教學規畫讓學生作資料與影像的蒐集或分析，或

於課堂中鼓勵學生思考與發言，透過對藝術作品或視覺文化的觀察、探討與思

辨，讓同學間有機會互相對話，學習分享彼此的視覺審美經驗，經由多元的教

學活動之進行，引導學生釐清及建構視覺文化相關議題之價值觀，如此的學習

模式將勝於教師單方面的授課成效。

 
三、包容不同的觀點

 於高中實施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課程經驗中，除了要求學生用心的觀看

外，對視覺影像相關內涵的討論、詮釋與發表在課堂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透

過不斷探討與分享師生彼此的審美觀點，從各式回應中，如認同、反對、質疑

或接納的互動過程中，藉機省察自身的審美文化以及包容他人的審美文化（趙

惠玲，2002）。教師在課程實施的學習歷程中必須重視學生個別的看法與審美

經驗，鼓勵學生發展批判性的論述，尊重多元文化的觀點，甚至必須理解探討

與詮釋視覺文化時，常是沒有標準答案的，面對同一件視覺影像，可能存在著

每個人多元的看法。

圖3-11~12  師生合作或同學合作模式，在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教育現場，可以活化課程，並達成較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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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多元與前瞻性的視覺文化視野

後現代教育的教室氛圍呈現多元文化的特性，教師在視覺文化取向的課程

設計中，必須考量學生在文化、族群、地域、語言、宗教、階層以及性別的不

同，而有不同的規劃、選擇與詮釋。例如當我們以視覺文化中的「兩性形象」

為課程發展重點時，在教材選擇與活動設計上，可以選取具有性別與文化意涵

之視覺影像，並適當於課程中帶入不同區域及多元文化的性別視野，尤其高中

階段的學習範疇不應僅止於自身所處的地域、文化或社會的經驗，亦即除優先

考量學生的日常審美經驗外，教師有責任於課程內容上，導入超越地域、文化

或族群的不同視野，提升其多元觀點，猶如 Freedman 所言「教育中的藝術學

科應該致力於反應藝術之複雜、多元及文化上的整體定位」（2003，89）。

     另外，在課程教材選擇的脈絡上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即以學生感興趣的影像

或題材為主，考量教師能力與專業判斷，再結合現今社會所呈現之視覺現象，與

未來的視覺文化之可能性等，亦即以下的規劃概念：由學生自我視覺經驗與興趣

出發→教師對視覺文化議題的專業考量與判斷→當下社會視覺文化現象與價

值氛圍→面對未來必須具備的視覺影像能力與思考等，從中儘量找出關鍵或重

疊之處，成為相關課程教材選擇的思考。其中，學生所面對的未來視覺影像世界

之多元性與複雜性，將遠超過現在所處的世代現象，但此部分的思考與遠見常是

學生最為缺乏的，也因此教師可蒐集相關資料與研究論述，應嘗試將學生面對未

來必須具備的視覺文化能力與知識納入一定比例的內容於教材中。

五、跨領域的統整與資訊 
  科技能力的提升

 後現代教育思潮主張將社會

議題或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教學

中，因此從社會事件或生活中常

見的視覺性影像取材，如媒體、

廣告、電腦影像、精緻藝術（fine 

arts）與當代影像的關係或應用、

產品設計、環境設計、節慶、表

演藝術等，皆可成為教材或主題

的選擇，但相對其內容之豐富與
圖3-13  利用資訊影像媒體的視覺特性與優勢，適當應用於課程 

 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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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教師在實施視覺文化融入藝術教育課程時，除了藝術學科專業領域內

的知能外，必須延伸了解、擴展並統整相關領域知識，如社會學、歷史學、經

濟學、心理學、哲學、女性主義等，教師更應充實個人對跨領域知識的認知與

理解，並能有效連結和整合其與視覺藝術領域之關聯性，教師對當代社會議題

與視覺藝術的關係必須更具敏感度，而在如此跨領域的學習內涵下，學生將習

得更深入、更寬廣的藝術課程。

      另一方面，當今生活型態中，視訊影像及網路媒體對學生的意識形態影響

甚鉅，因此，利用資訊影像媒體的視覺特性與優勢，適當應用於課程活動中，

的確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能將所學運用與檢驗於日常視覺經驗中。以數位

方式呈現課程設計並實施於課堂中的案例將會越來越多，未來亦有更多的相關

課程無法背離此趨勢，也因此，藝術教師使用教學數位媒體（電腦、影音、網

路等）的能力勢必提升。

        

六、採取「融入學科式」或「小單元」的教學方式

 對於不熟悉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教師，以現階段而言，「融入學科式」

之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教學模式是最容易入手，也是有效的方法，於平時的美術

教學單元中提升通俗藝術的介紹比例，或隨機適當融入探討視覺文化議題的相

關圖像，隨著學生對課程的反應與回饋，教師可慢慢累積自己的教學素材與認

知。另一方面，一般教育工作者若考量授課時數有限或礙於臺灣美術科以小單

元教學為主的習慣，可於一學期中單獨設計一個關於探討視覺文化議題的小單

元，都是美術教師在初期實施視覺文化相關議題融入藝術課程可行之道。

七、適當結合創作活動

      強調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教學雖是近年新興的趨勢，但亦有學者批評此取

向教學較忽略創作，筆者認為視覺文化取向的創作活動，並非指臺灣一線的美

術教師所擅長的媒材取向的創作教學，應是多元形式與媒材的創作概念，其中

涵蓋當代思維的觀念與技法，因此，如何以視覺文化為教學內涵並設計緊扣主

題的相關創作活動，頗值得美術老師作課程的研究與開發。事實上，依相關課

程實施經驗發現透過課堂中的討論或思辨歷程，再結合創作活動，可以看見學

生沉澱後更深刻的體悟與具體呈現自我省思的結果，作品常令人驚嘆，尤其是

學生對視覺文化現象或青少年次文化價值觀的重新建構，建立起屬於學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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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覺文化，而非資本主義下，單向而強迫接收的視覺意象（Duncun, 2003），正

如 Duncun 所言「在視覺文化的藝術教育中，創作成為觀念探討、社會批評的一種

形式，這也是當代專業的藝術圈越來越普遍的情形。視覺文化的藝術教育並不減

低創作實作，而是改採當代的創作模式。」（2003，64）。

八、多元化的評量方式

      以視覺文化為取向的藝術教育課程，重點在於強調學生對於視覺影像的觀

察、詮釋與價值觀的形成，因此，在課程研發上，無論學習重點、課程目標、

教學內容、教學活動、教材選擇、學習評量等，皆應以學生為中心而設計。透

過多元的教學活動，多元化之評量方式，包括活動參與度、討論、發表與分享

情形、專題報告、學習單的填寫、視覺影像資料蒐集、創作等評量項目，可以

說是採取以教學活動主導學習評量重點的模式，其評量應與教學過程結合，兼

顧多元化目標，採取「教學中有評量，評量中有教學」的形成性評量方式，而

不僅是「先教學後評量」的傳統模式，較能有效呈現多元化的評鑑角度與學習

成果的全貌，對師生教與學都有很好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教師必須了解在

進行視覺文化取向藝術教育之相關課程時，除了藝術學科本身的評量重點外

（如美學、藝術史、藝術批評的相關概念與學生創作表現），須重視學生對視

覺文化意識與價值觀的建構是否成長或具批判性，雖然此部分很難量化評量，

甚至對學生內化的影響很難在短時間內即看出有明顯效果，需較常的時間沉澱

與驗證，但教師仍可透過課程的實施於課堂中不斷觀察與傾聽學生的發表、討

論，適當的給予學生質性的評量與正向的回饋。

      建議在評量上儘量凸顯客觀性，而非如臺灣傳統教學中以教師個人主觀意

識為主導的評量方式，須更重視學生的詮釋觀點與批判能力，因此適當的採行學

生自評或同儕互評的方式有其必要性，而多元的評量方式亦可達成對學生多元能

力的肯定，在此，形成性評量更顯重要，而不以總結性評量為主（尤其僅以作品

表現為主的評量），更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當代視覺文化的批判能力。評量分為兩

類，一為對視覺影像的批評與詮釋的能力，一為創作部分，不再重技法表現為最

高法則，應重視學生於作品中所表現的創意與批判性。於高中階段的學生而言，

教師更應鼓勵不同的學生面對相同的主題時，以多元媒材的方式或技法來呈現，

將自我對課程所探討主題的詮釋觀點與表現技法做更密切的結合，對藝術創作

的過程或思考將能有更深刻的體會，則可能產生更貼近於當代藝術家創作歷程

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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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筆者將提出視覺文化融入藝術教育課程之三個教學案例，分別為(一) 

Visual Talk！—報紙媒體中的視覺圖像、（二）我們正在消費藝術—精緻

藝術v.s.商業產品、（三）少女Weight的煩惱—視覺文化中的性別議題。茲介

紹如下： 

一、 Visual Talk！—報紙媒體中的視覺圖像

1.設計理念：

報紙常成為一般人們用來認識所處社會各種面貌之工具，其中包含政治、

社會、生活、娛樂、教育等各類訊息，它既是大眾媒體也是文化資訊，報導

已發生或正在進行的事件，文字與圖像構成其主要閱視媒介，多元、豐富甚至

聳動的文字標題或視覺圖像，牽動著閱報者的情緒起伏，灌輸了某些意識形態

或社會價值觀的建構而不自知。因此本課程引導學生分析臺灣各大報每天所呈

現的新聞圖文，從影像中學習尋找不同角度的觀點，如觀者到底在版面編排的

圖像中看見了什麼，接收了什麼訊息，對一些圖文並茂的新聞又有什麼樣的詮

釋，是本課程所欲探討的重點。

2.教學目標：

 (1)學習分析報紙媒體視覺呈現的方式與傳達的觀點。

 (2)體會視覺圖像的力量。

 (3)練習版面圖文編輯與美工概念。

3.教學時間：四節（每節五十分鐘）

4.課程活動設計：

 正式課程實施前，師生分享對臺灣報紙的一般觀感，大多有報導不實、八

卦充斥的感覺，但雖排斥卻又習慣透過報紙來了解最近發生的社會大事，尤其

 伍、視覺文化融入
     藝術教育課程之實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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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最熱愛的偶像明星娛樂版新聞，雖然無實質幫助，但多數學生承認是必

看的版面。課前請學生每人將平時習慣閱讀的當天報紙帶到課堂中，如臺灣常

見之四大報系—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第一節上課時

請學生分組，分析各報之張數、分版及專欄形態、圖文呈現特色等，將這些討

論心得以文字記錄下來。討論的問題包含： 

(1) 分版形態有哪些？（常見的有政治、社會、國際、地方、商業、生活、家

庭、醫療、娛樂、藝文、房地產等版面分類）在整份報紙中這些版面各自

占有多少頁面比例？ 

(2)  最喜歡哪一個版面的新聞內容？最喜歡哪一個版面的圖文安排方式？它的

版面圖文比例各佔多少？

(3) 選出今天最讓你關注的新聞？它的圖文如何安排？是否影響你對新聞的關

注程度？

(4) 注意各版頭條新聞的圖文安排，文字與圖片比例占有多少版面？形容一下

圖片呈現的內容與細節，談談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是否會影響你對新聞

的關注程度？這些內容釋放出什麼樣的訊息？呈現了什麼樣的觀點或意識

形態？有無扭曲或是沒有呈現出來的面向？如果是你，你會如何呈現這件

新聞？

(5) 請同學比較不同報系的報紙，如何處理及呈現相同的新聞事件？新聞標題

如何下？呈現的圖文內容有何異同？篇幅比例大小如何？圖片內容及大小

呈現哪一份報紙比較吸引你？為什麼？觀看不同的報紙是否影響你對同一

件新聞事件的理解或看法不同？ 

(6) 你覺得新聞圖文在版面中所占的比例，是否代表新聞的重要性？是否會影

響你對新聞的關注程度？

(7) 選出整份報紙中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一則新聞？並說明原因，以及你如何解

讀這則新聞？請描述出圖像中有哪些內容？它的圖文安排如何？是否能夠

吸引你？ 

(8) 從整份報紙中選出一張你最喜愛的圖片，你如何詮釋它？形容一下圖片呈

現的細節，它們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是否影響你對它的喜愛程度？

(9) 你覺得整份報紙的份量是否過少、適中或過多，其中的每一條新聞是否都

有刊登的價值？哪一類的新聞可以減少？哪一類的新聞可以再多一點？

(10)對臺灣四大報的新聞媒體你滿意嗎？如果可能，你會如何呈現一份報紙？

 請同學選擇一大報，持續觀察並記錄一週，記錄當週報紙每天不同的分版

形態以及頭條新聞的呈現方式，在視覺圖像分析過程中，同學們必須嘗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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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和觀點的連結，試著分析表面可見與背後看不見的觀點或意識形態。經過

一週的觀察，學生發現新聞是可以被操作的，透過篇幅的大小、圖文呈現的內

容與方式、出現率的高低、持續報導多久以及不同家報社的政治立場或新聞觀

點不同等，都使得相同的新聞有著不同的詮釋。透過不同報紙的比對，同學甚

至驚覺新聞也有可能是部分虛構或是被加油添醋，當新聞文字的敘述寫實，有

如實況報導般，如同身歷其境似的參與新聞事件的發生歷程，我們很容易就相

信它所傳遞的訊息，尤其新聞照片使得「眼見為憑」似乎更顯真實，卻也可能

因為經過選擇與呈現方式的不同，而傳達不同的印象，令觀者有不同的解讀，

如果不察，很容易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工具。

      有趣的是，學生大多覺得政治版與社會版大多呈現紛爭、悲苦、黑暗面且

無建設性的新聞，照片多選擇較為聳動或容易帶起觀者情緒的畫面，相關篇幅

占據過大，而國際新聞一點也不具國際觀點或具有前瞻性（學生覺得大多呈現

國際蒐奇的感覺，尤其有些照片呈現奇人軼事，新奇有趣很吸引人，但不太具

有意義）。報紙整體出現的圖片影像大多為負面的訊息，讓人容易對生命、臺

灣與世界感到失望。覺得藝文版面圖文呈現最令人感到舒服，某些報系對藝文

的新聞報導過少，從版面比例的呈現，學生也感受到文化經營在臺灣的弱勢。

家庭生活版則過度報導消費新知，容易喚起人們的物質慾望。學生覺得明星娛

樂版的新聞份量尚可（但也有學生覺得過多），但承認似乎有不少八卦新聞值

得商榷。另一方面，學生也覺得，清涼照片過多，尤其對女性身體形象的呈現

幾乎是不尊重的，而報紙中過多的廣告版面，也帶給閱報人過多的視覺負荷，

不過，媒體中的廣告現象並不在本課程探索的範疇中（將在「少女Weight的煩

惱—視覺文化中的性別議題」中討論），若為臺灣各大報新聞的表現打分

數，學生一般認為不及格，內容亦呈現過多不必要的新聞，大約只要三大張就

夠了。

      第二、三節創作活動，請每位同學擔任實習記者的工作，分組合作製作一

份自己的報紙，各組可以選擇自己所需的張數，依現行出版的報紙版面做為分

類參考，專欄可自行企劃，並自由安排其在整份報紙中佔有的比例。以本週新

聞做編輯，標題、文字可自己寫或選擇所認同的網路或舊報紙中相關新聞的文

字報導直接剪貼使用。而圖片部分，可以從網路或報紙剪輯適合的照片，甚至

某些配圖鼓勵學生以自己的相機拍攝，呈現自己的觀點。老師可稍加介紹報紙

的版面編排概念，鼓勵學生透過熟悉的電腦軟體，如photoshop、photoimpac做

編輯再輸出或以手繪美工與拼貼方式呈現，版面形式不拘，方便視閱即可。



70 美術

      第四節課為報紙出刊發表，同學必須說明自己在圖文安排與呈現方式的

原因以及想傳達的觀點為何？分享過程中，各組可提出質疑、反對或贊同的看

法，老師可將各班各組的編報成果闢專區展出，讓同學可以看見不同的觀點、

訊息與呈現方式。

     在這個「Visual Talk！—報紙媒體中的視覺圖像」課程中，學生深入分析

報紙媒體所呈現的視覺現象與力量，並學習探索新聞的不同觀點，同時也練習

報紙版面的美工設計與編排概念。

二、我們正在消費藝術！—精緻藝術v.s.商業產品

1.設計理念：

臺灣中小學視覺藝術課程多以創作活動為主，並多重傳統媒材及技法的基

本素養，而在比例不高的鑑賞課程裡，教師亦習慣以其長期所受專業的藝術內

涵，尤其是以精緻藝術為主要的教材選擇，這些教學內容對許多學生而言實在

過於沉重也無趣，難以和其生活經驗產生連結。吾人並不否認傳統繪畫技法在

某些創作手法中仍有其需要，在面對精緻藝術的形式表現或審美經驗的學習亦

可應用於視覺影像的解讀，可思考如何將精緻藝術與視覺文化做一連結，將專

業領域和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尤其，精緻藝術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

新藝術，到六○年代普普藝術與大眾通俗文化的結合，至今在當代生活中也以

前所未見的多元形式不斷出現在日常生活的視覺影像中，如廣告、電影、商品

設計、服飾等，皆可看到藝術與生活的融合，正如Freedman所言：「視覺藝術

的核心，就是不同的影像、圖像形式、內涵意義彼此之間，在觀念上及實際上

的互動關聯」（2003，91）。

      本課程即是探討精緻藝術被轉化運用於消費時代的許多案例，在教學手法

上採取反向操作，非採一般以精緻藝術為唯一教學重心，乃以高中學生認識或

熟悉的商品或視覺影像為教材，探索商業設計如何從精緻藝術中找尋新意與養

分，同時引發學生對精緻藝術的認識與興趣，希望帶動學生認識精緻藝術原創

的時空背景與創作手法及概念，並比較精緻藝術作品形象與創作概念如何被轉

化運用在商品設計或通俗影像中，進而理解藝術融入生活的時代趨勢，透過本

課程的探索，精緻藝術不再高高在上，艱澀難懂，在學生眼中，「精緻藝術」

也可能是「通俗藝術」，其在視覺文化中甚至是某一種生活實踐與消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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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目標：

(1)認識精緻藝術融入商品設計的趨勢，體會

藝術如何提升生活品味。

(2)了解藝術與商業的關聯性。

(3)練習將精緻藝術轉化成商品設計的創作手

法。

3.教學時間：四節（每節五十分鐘）。

4.課程活動設計：

      教師蒐集藝術作品融入商品設計的相關示

例，如名畫印在T恤、飲料瓶、馬克杯、新潮文具等或藝術家參與商業設計的

案例，於課堂中向學生介紹和討論，透過藝術作品與商業產品賞析的過程，引

導同學思考精緻藝術、當代藝術和商品設計之間的差異性，當彼此互通運用

時，又是如何轉化。

精緻藝術v.s.商業產品作品示例：

(1)蘇拉西‧庫索旺(Surasi Kusolwong)╱通通二十元，極度渾沌╱2000年╱綜

合媒材裝置╱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雙年展

(2)王俊傑╱微生物學：ｅ計畫╱2000年╱綜合媒材裝置╱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雙年展

(3)洪東祿╱霹靂大魔域——金剛戰士╱2000年╱180×120公分╱電腦數位、

光柵片輸出

(4)洪東祿╱美少女戰士╱1999年╱180×120×25公分╱電腦數位、半透明片

輸出、壓克力、燈箱、馬達

(5)洪東祿╱春麗╱1999年╱180×120×25公分╱電腦數位、半透明片輸出、

壓克力、燈箱、馬達

(6)哈林（Keith Haring，1958—1990，美國）╱如街頭塗鴉╱1986年為

Absolut Vodka設計的海報、為瑞士Swatch品牌設計錶款（Swatch與其他

藝術家也有許多合作設計案例，參考網址：Swatch History  http://www.

swatch.com.tw/）、許多市售新潮文具或T恤結合其作品做為圖案設計。

(7)Absolut Vodka邀請世界各國當代藝術家設計其形象創意海報（其中包括安

迪．沃霍爾）。

圖3-14  「美少女戰士」漫畫作品受到慕夏《寶  
  石》系列畫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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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28—1987，美國）為艾迪達（Adidas）設

計的球鞋，結合籃球明星賈霸和自己的肖像作品做為圖案。

(9)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 Lautrec，1864-1901，法國）於十九世紀末為巴

黎紅磨坊設計的商業海報。

(10)新藝術風格或慕夏（Alphonse Mucha，1860—1939，捷克）作品被運用在

商品上之案例：如〈春〉作品運用於紅茶鋁箔包裝、日本漫畫家武內直子

的「美少女戰士」作品受到慕夏〈寶石〉系列畫風的影響、新藝術風格的

家具或燈飾。

(11)日本畫家奈良美智作品融入多款新潮文具與商品設計。

(12)於一八五四年創立，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時尚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與許多藝術家有合作的經驗。為了塑造品牌形象年輕化概念，

於2003年邀請作品風格深具漫畫特質的當代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1962∼）參與LV時尚設計，巧妙結合藝術與時尚，吸引眾多年

輕的消費族群，一時蔚為流行，創造廣大的商機。

(13)服裝設計師Jean Paul Gaulter和 Paola Frani，從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

1907-1954，墨西哥）的畫作中擷取時尚設計靈感。

(14)一九六○年代，服裝設計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結合新造形主義

藝術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蘭）的作品融入服裝設計

中，成為服裝界的經典案例。

(15)義大利服飾品牌亞曼尼（Giorgio Armani）於二○○○年的春夏晚禮服系

列，主要圖案的靈感來源及來自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俄國）的作品，表現了抽象畫派自由而隨機的造形美感。

(16)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作品中充滿諷刺、思辯與智慧的精神，也成為服

裝設計師發揮的主題，如比利時設計師運用相同的手法，在一九九八年的

秋冬服飾上，如袖子、前胸、後背印上書寫字體，呈現相似性的辨證精

神。

(17)林明弘結合臺灣早期桃紅色花布的裝置作品，並將相同概念延伸至二○○

三年為米蘭家具展中的義大利家具名牌MOROSO所設計的客廳沙發家具

展場。

(18)臺灣文建會邀請書法藝術家董陽孜與設計師陳俊良設計的〈美意延年〉餐

具系列，讓飲食文化充滿中國風的古典美感。

(19)屏東縣政府邀請日本知名設計大師福田繁雄，為黑鮪魚之鄉——東港所設

計的藝術雕塑地標，以地方產業結合設計大師作品，將鮪魚產業推上國際

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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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故宮Old is New系列商品，以中國名畫或古文物為創意靈感來源，融入現

代的設計手法，將故宮古文物融入生活美學中，重現新造形與新生命，

並衍生概念商品，如「Y世代設計新主張」，及「新銳設計精品」研發

產品系列。另外結合國內、外設計界知名品牌如義大利Alessi、臺灣瓷

器名品法藍瓷公司、水越、華碩、頑石設計公司合作的產品設計等，例

如頑石設計以宋代蘇漢臣〈嬰戲圖〉為發想的的積木公仔設計、法藍瓷

結合清朝宮廷畫家郎世寧〈櫻桃嬉春〉畫作的瓷器茶盤茶具組、義大利 

Alessi 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 以故宮典藏文物發想設計的吉祥物等。

(21)故宮以古文物結合現代思維的系列形象廣告：〈到故宮找美夢〉、〈到

故宮找新鮮〉、〈到故宮找想像力〉、〈到故宮找驚喜〉。影片下載網

址：http://www.npm.gov.tw/hotnews/movies/。

(22)電影與名作的結合：電影〈達文西密碼〉、故宮投資首部商業電影，鄭

文堂導演拍攝之〈經過〉，以蘇東坡書法名作〈寒食帖〉貫穿整部電影

劇情。

 賞析課程結束後，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從日常生活中觀察並蒐集以精緻

藝術作品運用於流行商品、產業或請藝術家參與規劃設計的商品案例，將圖文

資料整理成一份個人的藝術檔案。

 第二∼四節進行個人創作活動—仿古新作。嘗試以精緻藝術為內涵，利

用圖像或形式內涵與造形特色，將之轉化運用在產品設計，如服飾設計、杯盤

設計、文具設計等。先構思並繪製草圖，正式作品表現形式與媒材不拘。三週

後繳交完成作品，完成後，可提醒學生以文字說明其設計想法或理念，並於課

堂中發表與評論作品。

圖3-15  學生作品：米勒時鐘

圖3-16  學生作品：名牌吐司／米勒拾穗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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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  學生作品：達利與卡拉花盆 圖3-20  學生作品：梵谷星空魚缸

圖3-21~3-22  學生作品：百老匯爵士狂想曲／服裝設計、樂高積木

圖3-17  學生作品：秀拉名牌雨傘 圖3-18  學生作品：梵谷樣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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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女Weight的煩惱—視覺文化中的性別議題

1.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兩性權益相關議題中的「大眾傳播媒體中性別歧視的批判」與

「身體自主權」為教學主題，教導學生思辨性別的自我突破。課程設計上結合

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之教學活動特色，將透過實際的肢體伸展體驗，探索個人

身體形象的價值觀並運用視覺文化影像中常見的電視廣告、電影、平面媒體廣

告、芭比娃娃玩具、音樂、MV、新聞事件等，引導學生思索自我的身體形象

價值觀的建立來自何處？是如何被建構的？進而了解視覺影像的力量，從流行

文化中學習解讀視覺現象，建立對視覺影像思辨的能力；最後再結合古今中外

不同時代、社會文化下表現女性形體主題的藝術作品賞析，體會不同時代的審

美觀。藉由課程活動的體驗與學習，不斷的省思並建立個人對身體形象的審美

價值觀。

2.教學目標：

(1)從流行文化中學習解讀視覺文化裡的性別形象。

(2)透過視覺藝術作品的欣賞，了解東西方不同時代、文化下對女性美的不同

審美觀。

(3)省思並建立個人對身體形象的審美價值觀。

3.教學時間：四節（每節五十分鐘）

4.課程活動設計：

●第一節

(1)引起動機活動：事先不告知活動內容，讓學生脫鞋進入教室，兩人一組，

全班共分為二十組，每組其中一人先攤開已貼妥的四全開大紙張在地板

上，以輕鬆自在的體態，隨意躺在紙張上，擺出自己最喜歡的四肢伸展動

作；另一人準備深色奇異筆，將其身形描繪在紙上。教師提醒同學描繪時

儘量以筆貼緊躺在紙上的同學的身體四肢邊緣來畫，較能掌握出同學傳神

的身體外形。畫完後互相交換，換剛才畫的人躺在自己的紙張上被描繪，

兩人互換完成後，請同學每人在自己的身體形繪紙張上的右上角簽下姓

名、身高、體重，完成後，請同學們自由的在教室中走動，互相觀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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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別人的身形，教師提醒同學仔細觀察人物身形的造形、比例與美感。

(2)教師請問同學對自己的身體形象的看法，並由同學推薦兩位大家覺得班上

身體形象佳的同學，分享大家對其美好的身體形象的看法。

(3)教師播放動畫電影〈史瑞克〉（SHREK）片段，討論傳統童話故事中女

主角的共同特質有哪些？對片中公主每天一到太陽下山就變身的魔咒及故

事結局—公主在婚禮上變回醜女樣子，被堡主嫌棄，卻因史瑞克的真愛 

而和其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看法為何？

(4)播放〈Herba天然飲料廣告〉，討論廣告中男、女主角的心態，女主角在

男主角面前一直營造的外貌形象，標準有哪些？這些標準來自哪裡？日

常 生活經驗中常見的兩性身體形象為何？為什麼大部分的人們如此重視

外貌？老師鼓勵同學和全班分享自我對身體形象中「美」的看法，覺得

男、女性對身材或外表在意的是什麼（包含對自我的要求以及對異性的期

圖3-25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體形象美感。圖3-24  畫下自己的身材，找尋自己的身體比例。

圖3-23  兩人一組，互相畫下自己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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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同學對自己的身材印象如何？教師適時播放關於減肥或改變男女外

型相關產品的廣告。

   ●第二節

(1)延續上一節的討論重點—大部分的人們重視自我的身體形象，且對身體

的形象評價標準常來自媒體的力量。教師說明本節課的學習重點在於探討

視覺影像的力量，以及學習如何解讀影像。教師以 power point 投影片放映

服裝雜誌模特兒展演照片，鼓勵學生透過下列問題的分析與討論，學習嘗

試解讀影像：

 ‧妳覺得這些模特兒的形象給妳什麼樣的感覺？

 ‧妳覺得她們美嗎？

 ‧ 美在哪裡？請觀察影像中的各種視覺提示，如人物造形、體態、眼神、

衣著服飾、髮型、化妝、色彩、燈光、整體風格⋯⋯等。

 ‧妳覺得這些模特兒的視覺形象想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 妳認為這張照片是在何處拍的？拍攝的目的是什麼？它是一則新聞攝

影、藝術作品、個人生活照或是其他類型的影像？

(2)教師接著放映芭比娃娃各式造型，請學生同樣以上列前四項問題檢視芭比

娃娃的身體形象共同特色為何？其所傳達出來的訊息是什麼？並思考這些

訊息所營造的視覺力量將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3)教師播放水叮噹（AQUA）樂團一九九七年熱門歌曲〈芭比娃娃〉音樂

MV，說明歌詞意涵，並提醒學生思考芭比娃娃銷售四十幾年來對許多未

成年女孩們可能產生的影響。

(4)教師以 power point 投影片放映關鍵藝術品—翁基峰╱少女商品╱1995

年╱ 綜合媒材╱41×16公分，探討其藉由芭比娃娃所欲傳達的概念為何。

(5)教師播放電視廣告〈華歌爾—曼波美臀褲╱俏臀篇〉廣告，討論大家經

常在內衣相關產品的廣告中，看見哪些共同的身體形象特色？這些廣告會

產生什麼影響？ 

(6)教師播放電視廣告〈泛亞電信—全民半價優惠費率╱大胖呆篇〉，討論

廣告中如何類化胖子？將胖子型塑成怎麼樣的人格特質？ 

(7)師生探討日常生活到處可見強力放送相關身體形象的視覺影像，將會改變

我們對自我與他人的身體形象價值觀與評價標準嗎？師生分享實際案例，

教師舉例有關身體胖、瘦新聞事件電子報。教師將同學所討論發表的意見

與想法分類記錄於黑板中，鼓勵全班同學試著從中理出大家對外表及身體

形象的迷思與盲點，並試著從視覺圖像中找出其對人們心理的影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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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解讀分析視覺圖像。

(8)師生探討努力維持美好的身體形象，到底是為了誰？教師播放電視廣告

〈低脂鮪魚罐頭〉，說明廣告中所呈現的現象，思考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

地位。

   ●第三節

(1)教師以 power point 投影片放映下列關鍵藝術品，說明如果為了滿足別人

的眼光，每個時代的少女都有煩惱，同時賞析與探討每個不同的時代與文

化下，對身體形象有著不同的審美觀。關鍵藝術品如下列：

‧ 唐寅／王蜀宮妓圖／明朝／絹本．設色／124.7×63.6公分／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

‧作者不詳／彩繪女俑／唐天寶年間／陶塑／高50公分／日本私人收藏

‧ 宮樂圖／唐朝／絹本．立軸．無名款／48.7×69.5公分／臺北故宮博物

院

‧ 作者不詳／維勒道夫（Willendorf）的維納斯／約B.C.30000-B.C.25000

年／石灰岩／高11公分／奧地利維也納自然歷史博物館藏

‧ 洛塞爾之手持牛角的維納斯／法國／石刻／BC22000-19000年／高47公

分／聖日爾曼昂萊國家考古博物館

‧ 作者不詳／米洛的維納斯／約B.C.2000年／大理石／高約204公分／法

國巴黎羅浮宮藏

‧ 波提且利／維納斯的誕生／1484-1486年／畫布，蛋彩／174×279公分

／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藏

‧ 波提且利／春／1478-1481年／畫布，蛋彩／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

藏

‧ 達文西／蒙娜麗莎／1502- 1505年／畫板、油彩／77×53公分／法國巴

黎羅浮宮藏

‧波特羅／蒙娜麗莎／1977年／畫布、油彩／183×166公分

‧辛蒂．雪曼／無題#122／1983年／攝影、相片

‧ 芭芭拉．克魯格／你的身體就是戰場／1989年／照相絲版印於塑膠布／

112×112 inches

‧ 芭芭拉．克魯格／我購物所以我存在／1989年／照相絲版印於塑膠布／

112×112 inches

‧ 芭芭拉．克魯格／無題（我們跟我們表面上的不一樣）／1988年／照相

絲版印於塑膠布／278.1×243.8公分／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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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惠晴／去你的，來我的／2001年／電腦輸出／180×110公分×7張／

於臺北當代藝術館展出

(2)提醒同學再一次思考：「是什麼塑造我們的手臂、腿、小腹、胸部及臀

部？看起來都「應該」像媒體裡的身體形象一樣的標準與完美 」、「對

於 身體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教師播放電視廣告〈BLUE WAY—

箱子牛仔褲／收集情人〉，請同學試著解析廣告中所呈現的現象，思考女

主角處於觀看者或是被觀看者的地位。

(3)教師總結本單元子題課程，勉勵同學「你是世間唯一的你」，並請同學利

用課後上網蒐集廣告影片或剪貼報章雜誌平面廣告，嘗試分析相關影片或

資料。

   ●第四節

 創作活動：選擇一篇近期的電視、報紙或網路廣告，分組進行創意思考，

將如何改編或設計這篇廣告，既能達到廣告目的，又不失性別

平權與正向的身體意識或形象，完成後張貼於教室中，讓全班

分享。

圖3-26   維勒道夫（Willendorf）的維納斯／舊石器時代雕像  
多為歌誦女性生育天職的形象，造形圓胖誇張。

圖3-27   米洛的維納斯／古希臘時期的維納斯雕像  
有著完美的人體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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