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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現代思潮深深影響藝術教育的時代中，多元資訊的學習與探索，已

經取代過去只針對藝術而藝術的一元化學習，而是必須以藝術為出發點，廣泛

地探討各種與人類生活有關的領域和議題。藝術課程的教學理念應以學生為基

礎，廣泛地考量學生的多元背景，並依照學生多元背景的需求來設計教學內

容，因此已不再是過去由教師一人主導的單向教學，學生的意見和狀況也是整

體課程設計中的重要角色。

　　根據跨領域的精神和學生背景的考量，當代藝術統整課程以多元與開放的

精神，奠基在扎實的理論基礎上，以實踐後現代藝術教育的宗旨與目標。新世

紀的藝術教育是嶄新、開闊、前瞻的。二十世紀經歷了政治、經濟、科技與人

文各層面的點滴累積，這些人文環境醞釀、涵養了人文教育的基礎，也為新世

紀的藝術教育提供了人文素養教育的環境。在瞬息萬變的新時代，全球性的互

動更為頻繁，整體社會經濟水準的提升與變化，讓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責任日益

增加不可同日而語。

　　現代生活隨著資訊與文化的交流，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社會面貌，事實

上，多元現象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若以文化之間的影響而言，它早就是人類

歷史的一部分。促成當代多元社會的一個主要力量，是來自於傳播科技、大眾

媒體以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科技的進步加速了資訊的流通，國與國之間的

有形邊界仍在，但無形的界線則漸趨模糊（Sturken〈Cartwright, 2001〉），

我們擁有越來越多接觸外來文化、吸收外界資訊的機會，單一價值和單一觀點

已經不存在，教育環境也無法避免此一多元趨勢，必須以更多元開放的教育理

念與方式，來相對反應多元與開放的現實生活。但隨著開放社會的來臨，各種

不同價值觀之間也難免發生衝突，許多當代社會議題與事件，都是由於多元環

境下的彼此差異而造成，這些差異有的來自心理觀念，如政治、宗教等；也有

的來自於生理等實質面，如種族、階級等。這些差異存在於社會之中，當然也

就存在於學校之內，並直接從學生的組成背景中反應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求透過教育學習尊重不同文化、包容與接納彼此差異性的聲浪便不斷湧現。 

（McFee, 1996；郭禎祥，2001）對藝術教育而言，在這充滿多樣性與複雜性的

生活環境中，應該以更開放、更包容的角度來重新思考藝術教育的本質。隨著

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潮的推進，藝術的社會意義不斷被教育工作者所討論，多元

 壹、當代藝術教育跨學科的
      統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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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種族、階級、性別⋯⋯等各種現象，已被認為是後現代藝術教育的重要

議題。雖然各種議題該如何納入藝術教育之中，仍充滿許多爭議，但仍呈現了

一個事實：藝術不再是超脫世俗的學科，而是與世界脈動緊緊相連的環節，藝

術在促進文化尊重與人類和諧上有其重要的定位與角色。藝術透過過去和現在

的文明和文化知識提供學生更好的跨文化理解。從人類關係來看，無法理解社

會的多元性往往導致種族、階級的緊張關係（郭禎祥，2001）。關心各種生活

議題的後現代的藝術教育，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此時更應該關心的問題是如

何將這些學生和教師都關心的問題，統整到藝術教育之中？我們該如何以學生

的角度出發，整合各種藝術與生活的問題，讓學生接受完整而有意義的學習？

 許多藝術教育的先進，其實已經指引藝術在統整與包容多元差異上的

價值，Eisner 認為，透過藝術的經驗，我們可以培養體認不同個體間彼此關

連的能力，因為藝術經驗的本質能夠鼓勵我們去關注事物的關連性（Eisner, 

1972）。多元世界的共同命運，反應出人類共同的特質與需求，唯有以「人

性」的角度去看待每個不同的個體或群體，我們才能真正體認彼此的命脈相

連，「人性」的意涵不一定須靠文字具體表達，但藝術不僅能捕捉人性的共

同特質，也能夠將其轉化為每個人都能分享的共同語言，進而幫助達成共識

（Eisner, 1972）。藝術統整的學習，最可貴之處在於將原本看似疏離、毫無關

連的群體，透過其藝術特質，同時置放在一個共同的命運體上思考。我們透過

藝術的統整學習，帶領學生認識各種多元議題，當學生認識與理解其他人的狀

況後，也學到了檢視自己生活的方法，體認自己在多元社會中的角色和功能，

而且更有機會以不同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態度、信念與價值觀。統整多元議題

的藝術學習，開拓學生的視野、跨出自我的界線，從他人的立場來省察自我的

定位和處境以及個人的思想與觀念。藝術的經驗能培養一個人的注意力和敏

銳度，正是了解別人與自我省察時所必須具有的基本能力，藝術學習讓我們

能夠體會事物的微妙關係與細節變化，使我們對事情更有反應，誠如Eisner 所

言，「藝術發展出人類關懷所需的感應力⋯⋯因而使我們對這個世界更有意義

（Eisner, 1972, p.259）」。

 面對多元環境與多元背景的學生時，我們該教哪些議題？如何統整這些議

題？都是藝術課程所遭遇的疑問，例如：

(1)學生該學習哪些文化？是否所有學生都要學習自己和別人的文化？

(2)所有的學生，不論什麼背景，是否都該認識少數族裔的作品？

(3)藝術課程的宗旨、目標、內容和評量辦法，應該由誰決定？

(4)如何統整互相對立的觀念，使學生能夠對東、西方文化傳統有所認識，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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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兼顧每個學生自身的文化？

(5)當地社會的藝術觀、文化觀與全球各地的藝術文化有何關聯？（郭禎祥，

2002）

 思考藝術統整的解決之道時，我們其實可以從藝術教育工作者長期下來所

建立的經驗和理論中，尋找突破的方法，雖然我們身處在不斷變動的當代社會

之中，但並不代表過去對於藝術教育的討論便不再有應用的價值，相反地，若

能以藝術教育固有的理念為基礎，擷取其優點和長處，並結合當代的資訊與潮

流，則更能有效達到以藝術統整各種議題的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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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讓學生對於重要的科目有源源不絕的學習動機？這是所有對自身任教

科目有著高度教育熱忱的老師所重視的問題，實際且一針見血。如果我們在這

裡空談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卻不能找到激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切入點，再重要的

教學理念距離實踐都有一大段落差。

 二○○二年時郭禎祥教授在嘉義大學的一場演講，將這個重要的問題提出

了一番見解，有兩個重點是我們現在所應該要面對並加以思考、應變的，簡潔

明瞭卻又精闢實際。

　　首先，我們必須考量的是「大眾流行文化搭起學生與藝術的橋樑」，他

指出：流行文化，結合視覺影像、音樂動作的流行文化。美國晚近有一個調

查報告顯示兒童平均看電視的時間是22,000小時，在校時間只有12,000小時，

臺灣一般學生從國中三年級以後就不再正視美術或音樂課了，由此可見中小學

藝術教育的品質何其重要。悲哀的是臺灣中小學學生，因其藝術教師缺乏專才

專用之專業師資，大半都沒有正式學過藝術作品或看過現場的藝術演出、參觀

過美術館。但也有正面的消息，全球各地的兒童聽音樂的人愈來愈多，超過以

往，為什麼？年輕人都要「自己的音樂」，就像我們這一輩也都有「我們的音

樂」。但有一點非常不同：科技改變了，傳播音樂、影像的方式改變了，現在

的孩子可以直接從有線電視、網際網路上取得數位音樂，任何地方都可以變成

音樂廳，衛星可以傳送幾百個頻道和高品質的數位音樂。視覺影像亦然，我們

的社會已經受影像所主宰，就連流行音樂也依賴畫面烘托才會暢銷。日常生活

中無處不是視覺影像，甚至電腦也變成以影像為基礎，各種小小的圖示取代了

以往動輒幾百頁的使用說明；隨便翻開紐約時報、國際論壇報、今日美國報世

界版，都可以證明視覺圖像在我們生活中有多重要。網際網路讓孩童可以即時

得知偶像的最新動態、展演會時間地點，還能直接下載完整的音樂檔案在家裡

欣賞；各大美術館的藝術圖檔，也都能在家連結欣賞。這就是我說的新語言，

影像、聲音、圖像、動作、文字全部結合在一起，我們早已邁入這種新語言的

時代。

 貳、藝術教育的一些第一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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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要秉持四大原則：在實際作為上，應秉持以下四個大

原則：

(1)社區特質與全球觀：自我認同與定位的釐清與了解，有助於放眼國際，相

輔相成。

(2)圍繞一個大觀念（big idea）研發議題，而非狹義的藝術風格形式：藝術教

育的學習，以廣泛式的網狀學習為導向，而非點狀式的藝術風格學習。

(3)內化的了解，不是侷限在視覺性的思維：要將影像的力量與意義結合完

整的知識脈絡，做全面性具有文化內涵的思考，並融會貫通成為自身的能

力，而不是一味的經由視覺去接受事物。

(4)藝術教師要增進個人多方面的能力：藝術教師要學習更多的技能與專業，

在學校的統整教學中，扮演主軸的領導角色，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課程。

　　綜觀上述內容，藝術教師如果希望教室是一個反省思考的地方，任何問

題、意見、價值都能自由的表達，那就必須教導跨文化(intercultural)的觀念，

打開學生的心胸，認識教室以外的廣大世界。新世紀的藝術教育著重在影像的

力量與全球觀的思維上，藉由社區取向的定位與多元文化的體認，達到新世紀

全人教育的基礎，讓我們期許所有的藝術及教育工作者，以一個嶄新的宏觀視

野，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讓新世紀的藝術教育領導教育改革，幫助下一代有更

完整的人文學習與成長過程，將來對社會、國家之文化建樹有更多的貢獻。

 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宏觀的視野與思考當代重要的議題，是當今藝術教

學現場不可或缺的思考，眾多議題在本書中多所論述，以下以「生態觀的藝術

教育」聯合其他文章，試圖組成對國內教師有所助益的一幅完整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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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有自己的語言，傳達無可言喻的訊息，許多教育人士相信，藝術是不

同的智慧形成，多元的認知方式是一種獨特且重要的「識取能力」。能夠解讀

藝術的意義，就能提升一個人的直覺、推理、聯想與想像能力，也就是創意的

思考。以核心議題作為整合課程的策略而言，題目必須蘊含某些意義、現象或

經驗。Erickson在課程範例「我們在世界的地位（Our place in the world）」中

表示，主題可以幫助學生整合他們的知識，其主題為「我們在世界的地位」，

用義即在於使青年人連接以前的經驗和新的想法；連接藝術製作與藝術史的

課程；將藝術上的觀念與其他課程領域之觀念連接起來。（M. Erickson, 1996, 

�ematic Approach）。

　　生態觀的藝術教育不但可以培養學生對於周遭環境的關懷與互動，更可以

藉由課程的學習提升精神靈性，培養宏觀的人文素養，但非一蹴可及，須長時

間深入探索這個重要觀念，以完整的建構正確的觀念與充足的涵養。

　　生態觀藝術教育是以人本主義思想為核心，吸收東方藝術思想體系中天人

合一的精神，藉由藝術建立人與自然間的真正和諧（郭禎祥，2001）。本課程

設計從重要觀念（Big Idea）出發，透過完整的課程架構和教學流程，以藝術

學習的角度入手，「課程一」由美國裝置藝術家Sandy Skoglund 的作品探討，

進而了解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學習生態觀的藝術視野與涵養。「課程二」從

當代一些國內的藝術品引發對議題的關注，進而從自身相關的環境入手，從臺

灣這片土地放眼生態議題，以羅森豪的裝置藝術「舊愛新歡」為例，探討對生

態轉變的關注與人文情懷。

　　本文旨在針對藝術核心課程理論與實務方面進行探討。文中以課程設計

來作為當代藝術教育理論與實務銜接的橋樑。在理論方面，文中提出TETAC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Art Challenge ）專案的相關發展，探討

「重要觀念」（Big Idea）與「議題」（�eme）在藝術核心統整課程中的重要

性，並以Sydney Walker的課程架構為基礎核心，進行課程設計。在實務方面的

探討中，以重要觀念（Big Idea）實際進行課程與教學的活動。經由理論與實

務的結合，檢視藝術核心統整課程在面對教學實務時的需要與調整。

 參、生態觀的藝術教育

關鍵字

重要觀念（Big Idea）
藝術核心統整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 Using Visual Art as a Core Subject）
生態觀的藝術教育（Ecological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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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簡介國外課程與生態藝術推行的實例

　　簡介國外課程，引用郭禎祥教授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任

教時所舉的課程實例：大地之歌：學習的開始Earthly Matters: Learning Occurs 

When You Hear the Grass Singing Pickerington 湖區位於美國俄亥俄州Columbus

市西南三十公里，其中的最大湖 Ellis 過去曾經是泥煤礦坑，也供給農業、畜牧

水源。一九五○年代因為一場地下大火，焚燬了大半的排水管，湖區水位開始

恢復，過去五年來的住宅開發，也威脅到Ellis湖，一九九二年 Pickerington 公

園管理處將一片沼澤區與 Ellis 湖之間連接起來，恢復湖區的溼地生態，在許多

社區組織的共同參與下，Pickerington 湖區成為科技整合與生態藝術教育的活

教材。

　　Pickerington小學的全體教師，每年都會選定一個整合的課程主題，

1992-1993學年的教學主題是「良好的教育就是美好的大地」，老師日漸擔心

學生從書本、電視學到的世界各地的奇景，但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卻視為理所當

然。所以他們透過科際整合的教學法，希望帶領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家園。

學校選定了鄰近的 Pickerington 湖區作為生態教學的地點，各科教師、地方官

員、公園管理處和其他相關人員首先開會討論如何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有人

提議由學生集體創作陶土壁畫，呈現他們對湖區的觀察與心得；最後公園管理

處終於也同意給學生一個機會研究湖區生態以及創作壁畫。

　　活動進行並不順利，公園管理處深恐壁畫會遭人破壞，結果事實證明，壁

畫到今天仍然完好如新，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家長和社區大眾都了解到，

這個科際整合課程最可貴的一點，就在於各方的積極參與。

　　一位二年級學生看到老師用草葉吹出聲響，畫下了「會唱歌的草」，這正

是結合所有感官親身體驗的學習：在一整個學年中，學生實地了解溼地環境，

深入研究相關的問題，將他們的看法表現在美術創作與書面報告中，最後從全

年的美術作品中挑選壁畫的題材，學生學習陶片的製作和上釉，然後組合成7

×14尺的大幅壁畫，組裝過程花了兩個星期，同樣也是由所有相關人員共同完

成，揭幕時一位四年級學生敲敲自己的陶片，看著母親說：「以後我可以帶我

的孩子和孫子回來看。」

 肆、參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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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皮克林頓（Pickerington）／湖區生態壁畫

行動導向的探討

　　我們相信生態藝術教育的經驗，其哲學在於「聽到草的歌唱，就是學

習」，也就是說，不論師生都能透過與自然環境的接觸互動，了解藝術、文化

與大自然的複雜關係。行動導向生態研究，能夠促進終身的學習。當代生態藝

術家應用行動導向的研究，進行長期的計畫，以期恢復生態系統。生態藝術家

必須學習與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人士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這些計畫。

生態藝術推行的實例：藝術與生態討論會

　　這些遠大的觀念如何落實於藝術教育？一九九六年的「藝術與生態討論

會」就是在於探討自然環境與行動導向的研究。活動為期五天，與會代表

來自美國、印度和中國大陸，首先以幻燈片介紹各國的生態問題，其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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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erington 小學的科際整合藝術課程，然後所有代表一起到 Pickerington 湖區 

實地體驗。現場有一位生態學家、藝術教育專家以及公園管理處人共同引導各

項討論，讓與會代表從多重感官的經驗中探討社會、歷史和生態各層面的問

題。與會代表也參觀 Pickerington 小學半英畝的新生溼地。教師利用這個沼澤

區進行許多學科的整合教學，包括藝術、社會、自然、語文等科目，幫助學生

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自然特色，學生將這片溼地命名為「麋鹿沼澤」，希望有

朝一日麋鹿能重回俄亥俄州。接下來大會介紹生態藝術家 Lynne Hull 的作品，

討論有助於溼地生態保育的藝術創作觀念。與會代表也與霍爾（Hull）一起利

用樹枝等尋常的材料來創作。

          圖5-2  霍爾／月形流水／1992-95／地景藝術／猶他州

　　隔天大會討論如何利用新科技擴展資訊來源及生態系統。有些人認為科技

不可能促進生態保育，甚至認為科技正是今天環境遭受破壞的主因。不過大會

主辦單位認為，教育工作者有責任介紹環保、合乎倫理道德的科際。與會人士

透過互動式光碟、全球資訊網，探討生態與藝術的相關問題。之後，大會以生

態藝術家 Ann Hamilton 的作品為例，繼續探討人與大自然如何維持和諧。接

下來 Hamilton, Hull, Suzi Gablik 共同主持一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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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3   漢彌頓／反射／1999-2001／119.4 x 86.4 cm

　　隔天與會代表到 Serpent Mound 史前印地安人的肖像墳塚參觀，由一位考

古學家、一位人類學家和藝術教育專家共同討論該古蹟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現

代社會的種種意義。隨後的行動劇鼓勵觀眾以開放的胸襟、多重的角度來探索

不同種族、文化的遺產，學習尊重所有的生命體系。

            圖5-4   蛇本塚／美國俄亥俄州

　　主辦單位繼續安排生態之旅，實地探索鄰近的生態環境。Suzanne Serrif 安

排了一項展出—「來自全球廢鐵堆的藝術」，說明工業副產品與全球資源回

收潮流，能夠與藝術的創作結合。Serrif 證明人與萬物必須相互賴以共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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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包括人與人的相互依存。

 在這場討論會中，美術教師、音樂教師、社會科教師、行政人員、國家

公園管理處人員以及其他人士，共同參與跨越科際的意見交流，也聯手創作藝

術，最後一天則是透過各種型式的作品以及討論報告，呈現他們對生態教育的

關切和看法。

　　藝術與生態是非常複雜的科際領域，要教導藝術與生態，教師必須了解本

地與全球的環保問題和現況，本文說明行動導向的探討，是當代生態藝術教學

中一個有效的方式，我們相信，研究藝術、文化、大自然的相互關係，有賴終

身的學習。透過直接的經驗、觀察與省思以及共同的努力，更進一步了解藝術

與生態，在當代生態藝術與藝術教育中，教師、學生和整個社區都可以應用行

動導向的探索，共同解決環保的問題，創造健康而永續的生活方式。

一些生態藝術的相關介紹

　　除了一些大家熟知的地景藝術家之外，提供一些當代的藝術家與藝術品，

以供教師資料蒐集與撰寫課程的參考，教師可利用網路進行搜尋，十分方便，

不妨一試。

　　平面作品有國內藝術家有林英典的攝影作品〈殉情燕鷗〉、楊恩生的繪

畫等，立體作品則有國外著名藝術家葛德斯沃斯（Andy Goldsworthy）、斯瑞

夫（Suzanne Serrif）、漢彌頓（Ann Hamilton）、霍爾（Lynne Hull）、海查

（Michael Heizer）、史卡格蘭（Sandy Skoglund），國內有羅森豪、劉時棟的

帶烏龜上大雪山尋根行動藝術以及晚近社會事件，如梨山大火、墾丁龍坑油污

事件等都是可參酌的良好教材。

圖5-5  霍爾／〈鵝築巢〉／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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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海查／裂縫／美國內華達州凹地九之一／1968／158×4.5×3 m／美國內華達州

圖5-7  葛德斯沃斯／冰片／1987／照片／76×76 cm／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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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人與自然生態的互動

課程設計

‧前言

 在藝術領域的風格發展中，多采多姿的作品往往帶給我們各種不同的感

受。但是，你知道這些作品是在什麼情形下被創造出來的嗎？ 從小到大，相

信自己也做過、看過不少作品吧，是不是每一件都能有所了解，並知道作品的

意義呢？

 這一課，我們將要探討一些有關於「人與自然」互動關係的作品，藉由這

些作品我們要來了解一些深入的觀念，探討人與生態互動的緊密關係。

‧討論重點

（一）我們如何與生態環境互動？ 

（二）生態如何影響我們？

（三）如何透過藝術加強人與生態的互動關係？

‧關鍵概念

 經由結構式的解析藝術家作品，了解藝術品：

圖5-8  史卡格蘭／狐戲／1989

1. 這類風格的藝術品，是否透露出哪些作品的意義呢？

2. 你曾探討過作品的意義嗎？藝術家透過作品所要表達的是哪些意義呢？

‧作品的重要概念（Big Ideas）、議題（�eme）和題材（Subject Matter）

 在創作的過程中，藝術家是需要一個完整的過程  去進行「有意義的創

作」，這是藝術創作的可貴之處，以當代的藝術家為例，首先對創作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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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做一番探討。大致上，可以分為：創作的重要概念（Big Ideas）、議題

（Theme）和題材（Subject Matter）。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種廣泛的、重要的人

類議題—通常是一種複雜的、模稜兩可、矛盾與多樣性。不論把它描述為單

一的措辭、用語或是完整的敘述，重要概念是沒有辦法完全地以一種概念來闡

述，因為它象徵著一組從概念而來的觀念。當然，藝術家個人的興趣在引導重

要概念的選擇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這是創作作品的基礎，卻也是最抽象的

一種層次。

　　重要概念主導著藝術家的藝術創作 ，代表著藝術家創作的所有目的，也

訴說著藝術家所關切、所從事的事物。至於所謂的議題，並不一定要和重要概

念一致。假設一個議題持續地在一位藝術家的作品中呈現出來，那麼它就是和

重要概念一致。而一件作品所表現的單一意義，便是作品的「主題」了。

　　重要概念提供了藝術創作的概念性背景，而創作題材的研究，可以引導出

一些創作的基本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透過藝術家去探討重要概念。我們必

須透過作品去了解一些藝術家們寶貴的經驗，幫助我們釐清重要概念與藝術

作品的相關性，我們也需要充分研究藝術家的作品與背景，以免對作品和藝術

家的重要概念做錯誤的連結。藝術家常將重要概念從一種題材轉移到另一種題

材，辨別不同題材的單一關鍵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探索概念裡更深層的意涵 。

　　我們是不是透過作品更能夠了解藝術家的想法呢？在這作品中，藝術家所

要表達的是有關「人與生態」的互動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透過作

品，完整的接收藝術家的訊息和想法呢？

‧個人的連結（personal connection）

　　許多創作方式，都可以幫助我們提升作品的意涵，進行一個有意義的創

作，當然有別於無意識，不能自主的胡亂表現一個畫面或是作品，藝術家們有

一些經常表現的意義，例如：「個人的連結」。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需要以學生的生活環境加以連結。

‧為創作奠定知識基礎（Building a knowledge Base for Artmaking）

 郭禎祥教授在二○○一年「廿一世紀教育的展望—論生態觀藝術教育與

整體性教育建構」中提出：生態觀藝術教育不是純粹的藝術知識教育，更不是

藝術技法教育，而是以培養兒童敏銳的審美感受力、豐富的審美情感和審美創

造能力為基礎的全面人格塑造的素質教育。它模仿自然的生態系統，使審美與

藝術學科、審美與其他各科之間達到最佳的組合，形成一種互生、互補、交叉

融合、持續發展的生態關係，最後培養出知識經濟時代最需要的智慧型人才。

這樣的人，最善於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訊息，從而不斷產生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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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念、新創造。

　　生態觀藝術教育的方法，不是傳統的灌輸式藝術教育、園丁式藝術教育所

能承擔的。灌輸式藝術教育也是我們直至當今仍普遍採用的，以藝術的技能技

巧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向學生灌輸技法。培養出來的人才，藝術技巧高，

文化素養低；模仿性強，創造性低。園丁式藝術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一大突破，

把兒童看成是一粒正在發育的種籽，教育要順應兒童的自然天性，把兒童藝術

的自我表現放在第一位，提倡讓兒童自己去探索發現。教師要像園丁那樣，為

兒童的藝術潛能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

　　生態觀的藝術課程有其前瞻性、時代性與必要性，透過「人與生態」的重

要觀念學習，學生將進一步了解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並對於藝術素質與涵養

有正面的提升作用。

‧教學步驟

 首先，教學者可詢問學生，他們認為人和生態的互動關係是什麼？所有

的想法都可考慮在內。然後教學者展示史卡格蘭的作品〈採集天堂〉、〈輻射

貓〉、〈狐戲〉等作品或是其他可以運用進而成為課程基礎的資料，並搭配圖

片與網路連結的影像與資源。為引導學生討論，教學者可運用下列問題：

1. 現在你認為人和生態的互動關係是什麼？

2. 由誰來決定人和生態的關係？

3. 你認為應該用什麼樣的想法可以幫助促進人與生態的關係？並謹記討論中

所提的作品是史卡格蘭的裝置作品。（再次地，這將是討論引導學生學習

的好時機，特別是應將對話引導向本質論，也就是視功能與社會脈絡為決 

定性的藝術價值。）

4. 你認為史卡格蘭為何要表現這樣的作品〈採集天堂〉、〈輻射貓〉、〈狐 

戲〉？

5. 史卡格蘭將人和各種不同的動物放在同一個空間裡，試圖將我們的注意力

從富裕的白人上層階級轉移到被我們忽視的動物身上，史卡格蘭為我們展

示了美國歷史的一些觀點。它是真實的嗎？它的意義具有怎樣的思索？是

否可能存在許多個作品中的互動關係？為何如此？這樣的人與生態互動關

係是如何而來的？或只是被建構的？它是由誰所建構的？它會隨著時間改

變嗎？

6. 在史卡格蘭的作品中，幾乎每件作品中的各個元素都有可能在某個情形下

被遺漏。檢視藝術品的每個元素讓你學到了什麼？

7. 史卡格蘭創作的是裝置藝術。告訴學生課程基礎中的資訊，並詢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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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的裝置藝術是什麼？」裝置藝術不像繪畫或雕塑，他們只是暫時

性的。你認為裝置藝術是一種藝術作品嗎？存在於作品中的一部分、呈現

作品的圖片中或是存在於想法中的人與生態互動關係，是不是有很多要告

訴我們的訊息？

     接下來的討論必須具有持續性，如果可實行的話，那麼更深入的了

解史卡格蘭的作品是需要的。學生必須了解他們正試著尋找潛在意識的議

題，也就是生態藝術的重要。當學生看著這些作品時，他們可以想像生活

在作品情境中的人們將如何的看待或是面對人與生態的關係。他們可以了

解哪些是我們社會所重視的嗎？他們會認為哪些行為是我們社會變遷與所

謂的「進步」所帶來的特質？而人與生態的關係將何去何從呢？他們是依

據實用、環境、社會或其他時代變遷的影響而改變？未來的人類學者又會

如何面對人與生態的關係？學生應持續地以另類的方式去思考如何探討這

些藝術作品。可將學生分為小組，再將他們帶進團體中分享自己的想法，

然後再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深入討論。

      接著，學生與教學者將對他們要創作的裝置藝術主題進行腦力激盪，

試著重新建構有意義的關係或文化上的想法。其意義的線索在於學生從作

品的每個細節探索他們未曾發現過的，包含作品的表現與隱喻的意義。其

中之一的方法是讓學生從家裡帶一些可以代表他們想法的物品，那些物品

可以是個人的、社區的、自然的、環境的或具有生態代表意義的；當這些

物品被放在一起進行討論時，將使人聯想到分類問題，甚至產生一些新的

想法。為了開啟人與生態議題的討論，學生們共同討論，決定哪些物品是

和生態緊密相關，哪些物品又應該是人與生態互動關係的重要元素。

8. 協助學生蒐集所在地區相關的生態議題資訊，篩選或建議需要帶來的物

件，準備以身邊的生活經驗為切入點，著手進行裝置藝術的開發與創 作。

9. 當學生決定主題、討論內容與分類方式後，他們開始著手進行裝置藝術的 

創作。在此時，美感也是必須被傳達的。為了讓裝置成為一種藝術，物件 

的安排需具有美感嗎？如果真是如此，什麼是最好的安排？為什麼？我們 

是否必須藉由彩色布景或展示箱的運用來加強美感效果？當學生在安排這 

些物件時，裝置藝術的美感是我們必須傳達的。

在進行裝置藝術創作的教學中，可以因應學生的能力給予集體創作的規

範，包含作品大小（甚至成為一件小型立體作品也可以，不一定要以裝置藝術

的形式加以要求），作品材料的使用精熟度等，然而最需要要求的，是作品元

素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儘量引導學生使用有意義的元素組成作品，以充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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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創作上的經驗。

　　最後的階段是將作品藉由拍照的方式存檔紀錄。圖片、創作過程的描述以

及作品的主要理念也是裝置藝術所包含的一部分，應該連同裝置藝術作品一同

展示。

‧史卡格蘭（Sandy Skoglund）

　　藝術家史卡格蘭是當代著名的裝置藝術家，讓我們以他的作品來進行探討

與學習。

發掘構想：

 對史卡格蘭來說，意義的創新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她的裝置作品從完成到

構想通常需要花費四、五天時間。她也習慣先在一段時間做一件獨立的裝置，

然後花至少六個月的時間去完成，在這樣構想的過程中，藝術家逐步醞釀出完

整的作品。

圖5-9  採集天堂／Gathering Paradis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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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延續：

 史卡格蘭的整個創作實踐已經顯露出她對於作品意義的努力。又如早在十

多年前，她創作〈輻射貓〉（Radioactive Cats）時，開始去觀察那些逗留在她

工作室附近的貓，這些人和周遭環境的互動關係，往往就是構成完整生態的各

個層面。

 透過這些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整個藝術創作的實踐

部分，並透過對藝術品的了解，對人與生態的互動關係有深入的體驗。藝術家

追求了解其美感選擇所形成的表現，更追求作品的內涵、意義與精神。對於成

熟的藝術創作而言，我們除了必須了解藝術家在媒介、風格、形式內容上的選

擇，對於表現的影響、作品內涵的探索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課題。

 在這層層解析之下，是否讓你對於「人與生態」有更清楚的了解？不論自

己以往對於社區、環境、自然、生態等相關的文化體系是否忽視，將生態視為

無關緊要，相信透過這些寶貴的作品，可以幫助自己在未來的學習與創作中善

用值得探討與可以連結的理念，「人與生態」不僅讓我們了解藝術品的內涵，

也讓我們知道藝術家是如何透過藝術品，凝聚出令人讚賞的作品，關心著重要

卻又被忽視的人文議題。

 圖5-11 〈新歡舊愛〉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展／鹿港／1998圖5-10  輻射貓／Radioactive Cat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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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

1.你是否透過藝術家的作品對於「人與生態」的意義有更深的了解？

2.你是否能參酌這些寶貴的經驗融入到自己的創作經驗中？

‧參考資料

藝術家年代：史卡格蘭（Sandy Skoglund）（1946-）

網路連結資源：史卡格蘭網站http://www.sandyskoglund.com/

課程三：自然生態的變遷

課程設計

‧前言

 這一課，我們將要探討一些有關於「人與自然」變遷而相互影響的作品，

藉由這些作品我們要來了解一些深入的觀念，探討人與生態互動的緊密關係，

希望此一課程的學習，能讓我們更加主動的察覺人與自然相互的影響力。

‧討論重點

（一）我們如何影響生態變遷？ 

（二）生態變遷如何影響我們？

（三）如何透過藝術改善人與生態的互動關係？

‧關鍵概念

 經由結構式的解析藝術家作品，了解藝術品的內涵，並體驗人與生態的互

動關係，進而透過作品表現出審美與思辨能力。

‧學習目標

（一）能透過對藝術品的內涵探討人與生態的互動關係。

（二）能從自己的創作經驗中思索人與生態的相對意義。

（三）能將人與生態的審美與思辯融入個人的作品中。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件作品，他是不是在告訴我們一些訊息和意義呢？

1. 這類風格的藝術品，透露出哪些作品的意義呢？

2. 你曾經探討過藝術家作品的意義嗎？他們透過作品所要表達的是哪些意義

呢？

‧教學步驟

 首先，教學者可詢問學生，生態在日積月累的變化中，我們是不是常常

會忽略了什麼？所有的想法都可考慮在內。然後教學者展示羅森豪的〈新歡舊

愛〉作品，可從網路搜尋或一些容易的管道中找到資源（如：公共電視「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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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單元等），作品中作者以窄橋做伸展台，每隔一段路程，放置一些廢棄

電視、機車、輪胎、沙發⋯⋯。象徵鹿港人忘了舊愛，只追求高樓大廈、柏油

快速跑道等「新歡」。作品資源包含圖卡、影片等或是其他可以運用進而成為

課程基礎的資料，並搭配圖片與網路連結的影像與資源。為了引導學生討論，

教學者可運用下列的問題：

1. 你覺得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沒有忽略了一些和生態變遷相扣的互動關係？

2. 這些關係的潛移默化，會呈現出哪些結果？

3. 你認為應該用什麼樣的想法可以促進人與生態的關係？並謹記討論中所提

的作品是羅森豪的裝置作品。（這將是討論引導學生學習的好時機，特別

是將對話引導向本質論，視功能與社會脈絡為決定性的藝術價值。）

4. 你認為羅森豪這樣的作品表現出哪些人文思想和意涵？

5. 這些元素逐一的呈現，是作者在哪些不同觀點下的細心安排呢？作者為何

使用這些素材？作者在這些結構的設計上用了哪些想法？作者本身在作品

上的表現行為有哪些意義？最後把這樣的作品焚燬，又有哪些象徵意義？

6. 檢視這件作品有沒有哪些元素是你遺漏的？檢視藝術品的每個元素讓你學

到了什麼？

7. 接下來的討論必須具有持續性，如果可實行的話，那麼增加學生對相關藝

術品的廣度了解是必須的。學生必須了解他們正試著尋找潛在意識的議

題，了解生態藝術的重要。當學生看著這些作品時，他們可以想像生活在

作品情境中的人們將如何看待或是面對人與生態的關係。學生應持續地以

另類的方式去思考如何探討這些藝術作品。可將學生分為小組，再將他們

圖5-12、5-13、5-14  「新歡舊愛」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展／鹿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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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進團體中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後再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深入討論。可參

考相關作品，舉例如下：

    接下來，學生與教學者對他們要創作的裝置藝術主題進行腦力激盪，

試著重新建構有意義的關係或文化上的想法。其意義線索在於學生從作品

的每個細節探索他們未曾發現的意涵，包含作品的表現與隱喻的意義。方

法是讓學生從生活環境中撿拾一些被忽略的物品，當這些物品被放在一起

進行討論時，我們要著重的是：這些物品是在哪些考量下被購買、使用？

又在哪些考量下被拋棄？這些拋棄行為忽略了哪些價值上的思考？這些忽

略將造成生態上哪些潛移默化的改變？

8. 協助學生收集所在地區的生態議題資訊，找尋被忽略或者是被遺忘，但其

圖5-15   陳錦芳／都市的拾穗者／1986／海  
     報／61×91公分／李清來夫婦藏

圖5-16   楊恩生／丹頂鶴／1999／水彩／74×104公分

圖5-17   鄭義郎／母子親情（瓶鼻海豚）／1999／油畫／45×9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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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又是很重要的觀點進行切入，篩選或建議選擇需要帶來的物件，著手進

行裝置藝術的開發與創作，或者是進行一份裝置藝術發展觀念整合的作品

計畫書，內容可以包含：作品主題、使用素材、各素材的象徵意義、整體

意涵、直觀描述作品的價值、作品草圖、操作事項等。

‧自我評鑑

　1.你是否透過藝術家的作品時對於「人與生態」的意義有更深的了解？

　2.你是否能參酌這些寶貴的經驗融入到自己的創作經驗中？

‧參考資料

   藝術家年代：羅森豪（1965-）、楊恩生（1956-）、鄭義郎（1964-）

‧網路連結資源

 生態保育聯盟資訊網  http://twstudy.sinica.edu.tw/~ngo/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special/eart/

 生態藝術  http://www.scout.org.tw/~nature/learn/ecoart.html

 當代藝術—裝置藝術

  http://210.5.4.91/gate/big5/www.cnarts.net/cweb/arts/ddyishu/zhuangzhi/

 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http://www.csn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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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禎祥教授在二○○一年提出「廿一世紀教育的展望∼論生態觀藝術教

育與整體性教育建構」認為藝術有自己的語言，傳達無可言喻的訊息，許多教

育人士相信，藝術是由不同的智慧形成，多元的認知方式，是一種獨特且重要

的「識取能力」。能夠解讀藝術的意義，就能提升一個人的直覺、推理、聯想

與想像能力，也就是創意的思考。以核心議題作為整合課程的策略而言，題

目必須蘊含某些意義、現象或經驗。Erickson在課程範例「我們在世界的地位

(Our place in the world)」中表示，主題可以幫助學生整合他們的知識，該主題

「我們在世界的地位」，在於使青年人連接以前的經驗和新的想法；連接藝術

製作與藝術史的課程；將藝術上的觀念與其他課程領域之觀念連接起來。(M. 

Erickson, 1996, �ematic Approach)。

 具生態觀的藝術教育不但可以提高學生對於周遭環境的關懷與互動，更可

以藉由課程的學習提升精神靈性，培養宏觀的人文素養，但非一蹴可幾，需要

長時間且深入的探索這個重要觀念，以完整的建構正確的觀念與充足的涵養。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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