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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歐洲各國的藝術教育領域逐漸接受多元的創意文化，但豐富的視覺文化資

產和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意謂著我們需要透過專業視覺素養訓練培養相關人

才。法國教育部特別為影像教育設計全新教學法。但是，負責這項課程的教師

並未接受過專業訓練，也常感到無助。為了協助這群教師備課，藝術設計符號

學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Semiotics of Arts and Design）和互動式多

媒體碩士學程（Multimedia Master’s Course）已建置多個網站，以提供資訊

與方法。簡述計畫、模式與理論後，本文會介紹我們如何運用最新數位產品來

強化文化迴路中的視覺人造物。透過這項迴路的模式，我們開始研究涉及人造

物製作、傳播和使用的所有利害相關人，另外也研究人造物的詮釋與使用社

群。最後，我們將從社會廣告學的角度，提出應用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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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言：視覺藝術與視覺研究言：視覺藝術與視覺研究言：視覺藝術與視覺研究言：視覺藝術與視覺研究 

視覺人造物視覺人造物視覺人造物視覺人造物的倍增現象的倍增現象的倍增現象的倍增現象 

藝術教育領域一向是由美術、現代藝術及當代藝術的思想、慣例、參照、

標準及價值主導，但本文將著重討論近來藝術教育領域的開發與擴展狀況，並

試圖將文化與創作研究，提到與藝術研究相等的水平上討論。 

藝術教育的「原素材」是指藝術作品本身，但如今有許多藝術人造物也加

入藝術作品的行列，其參照與價值系統和學術型藝術不同，自然不應以固有的

標準與價值來評判。因此，我們應該發展更多元的批判角度，拓展而不是遏抑

論辯的空間。 

藝術化的雙重運動藝術化的雙重運動藝術化的雙重運動藝術化的雙重運動 

區分價值系統的差異相當重要，否則便會與歐洲藝術自義大利文藝復興以

降、於現代主義時期開始過度發展的藝術化運動相互衝突。依據 Shapiro 與 

Heinich (2012) 的說法：「藝術化過程就是過程的演進，我們已經找到十種過

程，包括：移植、重新命名、重新分類、制度與組織變革、贊助、法律的強化、

時代的重新界定、勞動個人化、傳播與智識化」。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方過度發展的藝術化過程逐漸「主宰」所有藝術

人造物，無論是鳳毛麟角、光怪陸離、創造性或技術性、宗教或文化性質的人

造物，都在歷經學院藝術的標準與價值系統篩選後，搖身變成藝術。 

這種藝術化的過程不僅促成藝術內部的更新—筆者想到的是立體派的拼

貼、達達主義的集合藝術，以及後達達主義的挪用技法—同時也變成由歐洲率

先發起、國際藝壇群起效尤的人造物挪用過程。 

事實上，凡是直接或間接展現某種創造衝動的事物，都轉換成了藝術。藝

術的事實可以藝術化任何人造物。 

筆者此處特別使用「轉換」這個詞，因為藝術化向來都具有正面的意涵。

但這種看似有利的轉換也有其不利之處。它從藝術性標準來詮釋，進而扭曲人

造物，儘管這些人造物設計的初衷並非如此。整個西方，甚至非西方的宗教人

造物，都是以這種方式被冠上藝術之名。藝術家、美術館與藝術市場在這個過

程中扮演要角，其中大量涉及非洲、太平洋與美國原住民的宗教藝術作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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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處要舉一個特別的例子。所謂的兒童藝術通常是將藝術標準（原創性、創

造力、陌生度、獨特性、個體性、美感、藝術意志等）投射至作品上，而這件

作品其實主要是一種遊戲、一個圖像溝通的共同形式，以及刻板模式的追尋。

(Darras, 1996) 

視覺研究與殖民化批判視覺研究與殖民化批判視覺研究與殖民化批判視覺研究與殖民化批判 

針對這種藝術霸權以及與藝術化相伴而生的文化殖民批判，促進了視覺研

究的發展，並特別關注和批判全人類視覺文化中，各種不對稱的權力及支配關

係。藝術常被視為一種具有侵略性與階層性的霸權化過程，改變了人們對於視

覺人造物多元化製作的理解，將外來的價值強加於這些人造物之上。藝術史與

藝術哲學散播偏頗且黨同伐異—甚至狹隘而無知的—敘事，因此也同樣受到批

判、解構與再建構。 

藝術不僅是一種文化殖民與文化霸權，同時也主導了社會階級、性別、種

族等層面 (Elkins, 2003)。 

視覺素養與影像教育視覺素養與影像教育視覺素養與影像教育視覺素養與影像教育 

雖然藝術教育的視野逐漸向文化開展，但藝術教師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專

業知識，以培養學生的視覺素養。因此，法國開始發展影像教育法與課程。但

是，負責這項課程的教師並未接受過專業訓練，也常感到無助。為了協助這群

教師備課，藝術設計符號學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Semiotics of Arts 

and Design）和互動式多媒體碩士學程（Multimedia Master’s Course）已建

置多個網站，以提供資訊與方法。 

影像教育與意義研究影像教育與意義研究影像教育與意義研究影像教育與意義研究 

人造物，尤其是影像的意義問題人造物，尤其是影像的意義問題人造物，尤其是影像的意義問題人造物，尤其是影像的意義問題 

研究人造物有許多方式可以切入，包含歷史、社會學、民族學、批評理論

等面向，這些方法都想替人造物帶出意義。詮釋符號學特別適合用於研究人造

物的意義 (Darras, 2006, 2008a,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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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地說，人造物的意義不僅是人造物本身造成的結果，更是主體與人

造物在特定背景中、經歷特定經驗或一連串經驗後所產生的關係，或是類似重

要經驗曾發生在主體所在的詮釋社群之中。以影像為例，儘管影像作者賦予影

像各種有意義的資訊，但只有使用者與其互動時，影像才能傳遞意義，並且在

使用者給予充分關注後，影像才能產生符號。更準確而言，筆者方才說「影像

只會傳遞意義」，而不是「傳遞影像本身的意義」，因為即使是簡單的影像也

無法傳遞它本身的完整意義，只能傳遞與使用者互動後產生的部份相關意義。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貼在信封上的郵票有許多可能的意義。例如，郵票代

表這封信已經貼好郵票並蓋上郵戳。這張郵票確保了契約功能，既是符號，也

是證明。郵票位於信封右上角的位置也是一種符號，體現對於郵票傳統位置（正

常位置）的尊重（亦或不然）。從郵票本身來看，您也可以瞭解這封信的來源

國以及寄件人所在位置，這種關係是一種推論（屬於郵票的資訊價值）。郵票

可能是普通郵票，或是「有收藏價值的郵票」（美學價值）等。此處使用「等」

一詞，是要表示還有許多可能的意義，而我必須花更多時間來研究，才能了解

這些多元意義。但這些資訊不會同時揭露，因為它們都建立在使用者與郵票的

個別關係之上，而我們並不需要啟動所有的意義。例如，郵局員工或郵政士不

會和預期收到稅單、惡耗或情書的收件人一樣，考慮相同的意義元素，進而「產

生符號」。同樣地，郵票與郵政士、郵票與情人或與集郵者之間的意義關係，

也不會蘊含相同的情感、價值與意義。對情人來說，郵票代表寄件人的愛，而

集郵者則把郵票看成寄件人也有集郵嗜好的象徵。情人與集郵者都會保留這張

郵票，但是出自不同的表意與意義因素。對情人而言，郵票就代表愛人，而這

種關係賦予郵票獨特的「符號」價值，但對於集郵者來說，這張郵票即將列入

收藏，而其價值則來自郵票本身的稀有性，而非寄件人本身。但如果集郵者也

在談戀愛，他就得決定是要把郵票當成愛的使者，還是符號具 (semiophore)，

也就是已脫離其最初使用價值的收藏品。因此，無人可完全掌握這張郵票的無

窮意義，因為意義建立在郵票與其用途和使用者之間的一般或特殊性、肖像或

象徵性、法律等關係上。因此，人造物的意義，例如此處討論的影像，就是在

意義載體與意義使用者之間特定的經驗。這是一種對位關係 (Uexküll, 1934) 。 

意義也會隨著經驗的嬗遞而改變。稍後我們討論文化迴路時也會看到，這

些經驗其實提供了機會，介於製造與傳播界之間的象徵性人造物與使用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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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交流。上述的行動力（能動性）聚合、相互影響、競爭或結合，進而產生

意義、行動、重複或變化。意義的出現，往往都是慣例與習慣所致。這些習慣

通常存在於各個社會，然後演變成習性。但有時候意義或習慣尚未被適應或成

形，大家便會產生疑慮，而人必須透過漫長或複雜的探究過程來建構意義。 

我們的計畫我們的計畫我們的計畫我們的計畫 

過去幾年來，視覺素養及影像教育環境受到視覺研究和語用符號學啟發，

在這個環境中，筆者利用數位科技，製作出幾種遠距訓練法。 

1997 年，我們首次發表一項多媒體教學計畫，為學生以及一般大眾提供

藝術史課程。這張 CD-ROM 光碟的最新版已可線上瀏覽 < http://entendrel - 

image.univ-paris1.fr/>。從此，我們嘗試以不同的教學方式和媒體來製作數位

作品。(Darras, 2010) 至 2003 年，推出<影像分析＞系列，是免費的網站資

源，內含巴黎 Sorbonne 大學出版作品。來自美學、歷史、文化研究與符號學

等領域的研究者，都參與分析視覺文件，並且介紹他們用來研究人造物的分析

方法 <http://imagesanalyses. univ-paris1.fr>。至 2006 年，我們承接了法國

教育部的一項視覺教育招標案，設計出三十多項學習計劃。諸多研究者針對視

覺文件提出互動式分析、供教師使用的課程重點筆記，以及給學生使用的教育

休閒式探索練習。整套資源都公布在網路上，供各校使用。之後，我們還承接

其他委任計畫，其中最特別的是我在此介紹的影像教育網站< http://www. 

images-education.com>。 

影像文化迴路的專案研究影像文化迴路的專案研究影像文化迴路的專案研究影像文化迴路的專案研究 

影像教影像教影像教影像教育計畫簡報育計畫簡報育計畫簡報育計畫簡報 

2011 年起，我們推出一項全新線上計畫，提供教育工具，內容涵蓋訪談

以及當今視覺藝術界的文獻資料。這項專案的理念很簡單，而且也很契合開發

影像教育的目標，相關細節容我稍後再敘。 

首先，我們挑選出 11 至 15 歲中學生可能感興趣的視覺或視聽文件，然

後針對參與人造物的製作、傳播與接受過程的人員，進行研究。接著將收集到

的資料組織成適當的介面，在網路上公開發表，供有需要的視覺教育教師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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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師透過這種方式取得了視覺文件，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提供與影像

創作及傳播者之間從未發表過的訪談，以及與初中生的重點小組訪談，這些資

料讓教師可以預先設想上課時，班上學生可能的反應。此外還提供摘要介紹，

以並列比較方式來呈現影像製作者和發佈者的意義，以及受訪年輕學子的詮

釋。最後，資料中還包含參與調查的學生所提供的回饋意見。在計畫的第一階

段，我們曾建立一個線上平台，與志工教師分享課程，但初步成效不彰，因此

我們暫時擱置這個部份的開發工作。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這個計畫的先導階段由 Sorbonne 大學符號學碩士學程的學生負責。以文

化研究為專長的第一組學生負責開發內容，而擅長互動式多媒體技術的第二組

學生則開發線上互動式介面。 

第一組學生挑選的文件作者及傳播者必須願意參與這項研究，同時學生還

必須取得免費權限，複製與傳播視覺文件以作為教育用途。一旦獲得授權，學

生便能開始進行調查，而在此之前，學生要依據他們收到的通則，準備訪談指

引，並著重於傳遞與接收意義的能力 1。訪談完成後，訪談內容必須轉為文字

稿，並加以整理，然後提供給負責開發影像教育網站介面的碩士班學生。這項

專案的目的不僅是為中學教師收集可用的資料，還提供一項以文化迴路和「心

智理論」為基礎的比較工具，接下來我將介紹這兩個概念。 

 

 

 

 

 

                                                 
1
 這也讓學生能利用最近習得的技術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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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迴路研究文化迴路研究文化迴路研究文化迴路研究 

下列圖表說明文化迴路中的幾個樞紐，人造物是其中一個要件，同時也是

這些樞紐之間的關係 2。 

 

 

 

 

 

 

 

 

 

 

 

 

 

 

 

 

圖 1  人造物文化迴路圖  © Darras & Belkhamsa 2009 - 2013 

 

各位可以看到上述討論過的五個樞紐。左邊是設計與製作樞紐，這裡是設

計師、攝影師或藝術家接受委託，創作人造物的位置。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

設計師、創作者與生產者是在群體環境（例如公司或工作室 ) 當中工作，在

這裡，同一個專案會出現幾個不同的版本。圖表頂部是新增製作的人造物系

統。人造物也成為網絡組織的一部分，因為世界上的物件與影像絕不會孤立存

在。在時空交會下，它們屬於並參與物質、經濟、社會、美學與符號關係網絡，

而人類和含非人類，亦即其他物件，都參與其中。第三個樞紐包含的角色參與

                                                 
2
 這張圖由藝術與設計符號學研究中心的 Bernard Darras 與 Sarah Belkhamsa 開發，該中心

於 2012 年改名為藝術與設計符號學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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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傳輸、行銷與傳遞人造物給接收者。這些接收者就是位於第四個樞紐的

使用者。所有人造物，包括影像，都會循著人造物的文化迴路流動。跟這套迴

路有關的研究也都算是一種製作，在此以第五個樞紐代表，亦即分析者（同時

也參與網絡之中）樞紐。這些分析者包括研究者、教師與學生，他們觀察不同

人造文化迴路中心之間的意義建構過程，他們往往也身處自己正在研究的文化

當中。在這些樞紐之間，物質、能量與資訊流不斷循環，尤其是迴路參與者投

射在其他參與者身上的「心智理論」。 

心智理論心智理論心智理論心智理論 

何謂「心智理論」？心智理論一般用來描述人類與幾種動物所特有的能力。 

這種能力讓我們能了解別人的想法，甚至可以從他人角度來思考。同理心

就是這種能力的一部分，讓人能思考他人的思想，甚至「感受」他人的情緒、

悲喜、愉悅與痛苦。我們針對他人思想所發展和投射出來的這種情境，就稱為

「心智理論」。其生理基質可能是由鏡像神經元系統或「同理神經元」組成，

這種神經元在社會認知與模仿學習中很重要
3
。 

設計師、繪圖師或攝影師製作影像時，他們會沿著下列思緒，發展出各種

心智理論：「委託客戶會怎麼想」？「我的同事會怎麼想」？「我的同事看到

我的作品時會怎麼看我」？甚至「同事會不會覺得我怎麼敢給他們看這些圖

片」？當然設計師也會問自己，最終接收者會如何理解自己為他們製作的影

像，以及他們的反應會如何。他／她會喜歡還是排斥、瞭解或質疑這張影像，

會不會受到影像的影響？他／她是否會依據影像的訊息採取行動等等。 

撰寫本文時，筆者針對讀者和聽眾，研擬出幾種心智理論，並且「從他們

的立場思考」，也就是各位的立場思考。 

反之，受到視覺文件影響，或者不太確定其意義的使用者會自問：這代表

什麼意思？他們想告訴我什麼訊息？他們想要讓我做什麼等問題。此處的「他

們」代表造成疑惑的影像作者群體。因此，使用者心中開始展開某種探究過程。 

我們的訪談會詢問文化迴路的所有參與者，某個特定影像的意義。這些問

題包含有關心智理論的問題：「您認為，接收者如何瞭解您的影像」？以及反

                                                 
3
 1990 年代在猴子身上發現這種能力 (Rizzolatti 等, 1996)，2010 年在人類身上發現這種能

力(Mukamel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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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從接收者的角度問道：「您認為設計師、攝影師等人，想要告訴您什麼，

他們對你會瞭解這個影像的 方式有甚麼看法」？ 

以下摘要簡表可供我們進行交互參照、組織並比較來自各個樞紐的參與者

的訪談資訊。該表提供有關影像的完整符號學評價。 

 

表表表表 1  收集自五個文化迴路樞紐的資訊摘要簡表收集自五個文化迴路樞紐的資訊摘要簡表收集自五個文化迴路樞紐的資訊摘要簡表收集自五個文化迴路樞紐的資訊摘要簡表 

1-意義的製造者意義的製造者意義的製造者意義的製造者 2-帶有意義的人帶有意義的人帶有意義的人帶有意義的人

造物造物造物造物 

3-意義的符號與意義的符號與意義的符號與意義的符號與

媒體傳播者媒體傳播者媒體傳播者媒體傳播者 

4-意義的使用者意義的使用者意義的使用者意義的使用者 5-分析者、中介者。分析者、中介者。分析者、中介者。分析者、中介者。 

製作階段訪談期

間提出的有意義

事項 

詮釋的視覺文件

之要素 

傳播階段訪談期

間提出的有意義

事項  

接收階段訪談期

間提出的有意義

事項 （重點小組） 

由中介者比較、說明與中

介的有意義事項  

這項概述表顯示設計師與傳播者的意圖及心智理論，是否符合年輕人的心

智理論。反之，年輕人對於影像的詮釋，是否符合設計師與製作者的溝通意圖，

而他們認為設計師希望他們對於這些影像的理解又是什麼？ 

這個過程憑藉的是迴路參與者本身的自我宣示，而分析者的角色就是在揭

露這些資訊。分析者的任務是向參與者提問，而不是如同傳統符號學研究一

樣，以自己的詮釋概括他人的看法。 

社會廣告宣傳活動的應用研究社會廣告宣傳活動的應用研究社會廣告宣傳活動的應用研究社會廣告宣傳活動的應用研究4 

在後續研究中，我們使用了 2013 年學生團隊所收集的資料。在此感謝他

們傑出的貢獻。這些學生選擇研究的影像是一張由傳播公司 BDDP & Fils 製

作的社會宣傳海報，取自 Ronan Merot 攝影師為阿貝皮耶基金會（Fondation 

Abbé Pierre）拍攝的作品。該基金會專門救助貧困、無家可歸和居住環境惡

劣的人，並呼籲社會各界重視這些弱勢族群的處境。 

                                                 

4 本研究的訪談活動於 2013 年進行，由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及文化碩士班學生 Fernando De 

Oliveira、Gabrielle Hayot、Perrine Ibarra 及 Aurore Stalin 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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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 2008 年冬季發表的公益廣告當時引起巨大迴響，曾獲獎肯定，並且

引發模仿熱潮。我們的訪談對象包括創意總監、負責阿貝皮耶基金會財政事務

的副總監，以及五位年約 14-15 歲的巴黎女性。 

 

12M
2
 POUR UNE AFFICHE, C’EST 

NORMAL, MAIS POUR UNE FAMILLE? 

12 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裡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裡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裡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裡

面住了一家人呢？面住了一家人呢？面住了一家人呢？面住了一家人呢？ 

AGISSONS. 行動吧。 

Fondation abbé Pierre abbé Pierre 基金會 

圖 2  2008年冬季為阿貝皮耶基金會製作的視覺宣傳廣告 

 

攝影師 Ronan Merot / BDDP & Fils 公司 

「12 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住進一家人呢」？ 

「大家一起伸出援手吧」。 

阿貝皮耶基金會 

www.fondation-abbe-pier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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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們建議的方式，青少年的訪談分成兩個階段。首先呈現約十秒鐘的

影像，為觀眾製造第一印象，並讓我們知道這些青少年立即的個人反應，我們

請他們將心得寫在紙上。接著讓影像停留三分鐘，之後是重點小組活動。 

比較表和訪談文字紀錄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這五位青少女已經瞭解海報

的主要內容，並且深受影響。但是，相較於製作者和傳播者提出的聲明，這些

青少年似乎未掌握宣傳廣告的三個優先目標： 

1. 瞭解惡劣居住環境與無家可歸這兩種情況的不同（在法國，估計約六千五

百萬人當中，就有三百六十萬人面臨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只有」十四

萬一千五百人無家可歸）。 

2. 瞭解兒童也遭受惡劣居住環境影響，不只有成人受到影響。 

3. 捐款給基金會，以行動回應。青少年完全明瞭這些人需要幫助，但她們沒

有注意到這項資訊，而得知以後，她們認為這條資訊篇幅太小了。至於其

他意義建構的過程，青少年能敏感察覺製作者與傳播者希望她們瞭解的訊

息。 

4. 公寓面積大小和標準法國海報尺寸大小之間的修辭關係：海報標題強調 12 

平方公尺這個數字，「12 平方公尺，大小的海報很正常，但如果住進一家

人呢？」在小組討論當中，這些女孩瞭解海報大小和公寓大小之間的關係，

因而感受到巨大的震撼。 

以下是 Iris 的反應：「這張海報想要告訴我們，相同的空間未必適合所有

用途，像是一家人就得擠在 12 平方公尺的空間裡。海報比較了公寓與海

報的大小，想要強調這間窄小公寓裡，每個家庭成員的壓迫感，就和坐牢

沒有兩樣。這張海報的面積與公寓一樣；用一比一的比例重現，就是要讓

觀眾瞭解這家人住的地方有多小。」 

5. 廣告公司採用的紀錄片式直擊效果奏效，Keyenne 也認為：「這是無法容

忍的情況，五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所有東西都堆疊成山，完全沒有個人

隱私，這個空間實在太小了。住在這麼狹窄的空間裡真是可怕，也讓人看

不下去。」 

6. 正如製作者所期望，這張海報撼動了這些年輕人，而據她們自己的說法，

這張海報傳達了一種充滿焦慮、哀傷與無助的壓迫性氛圍。她們想對這整

個社會提出控訴。Camille 總結她對海報的感想：「窄小的公寓，無法容納



影像與媒體分析新

模式：影像教育網

站之案例研究  

InJAE13.2 ○○○○C  NTAEC 2015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100 

一整個家庭，貧困、壓迫、沒有空間、沒有自由、沒有空氣」。Léa 說：

「這是一間很小的公寓，我覺得對這個家庭來說，是種羞辱，這裡的情況

真的太糟了。他們需要幫助；他們應該擁有更大的公寓和更高的薪水。這

會讓你對整個爛社會感到很生氣；對這樣的社會，我真的很討厭」。 

7. 如製作者所推測，選擇俯瞰式拍攝角度的確可以吸引觀眾，正如 Camille 所

言：「這家人絕望地看著我們，彷彿在乞求援助。照片從上方拍攝，讓觀

眾處於一個優越的位置，也突顯了壓迫、渺小的空間感。照片裡的人看起

來像螞蟻，我覺得他們很可憐，想要幫助他們」。但是，我們也該注意到，

這些女孩提到這種拍攝角度的人為層面。寫實主義的震撼感壓過了現實的

效果。 

8. 對於傳播公司而言，他們製造出一種危機感，讓我們感同身受，並且自問：

「下一個會不會是我」？Iris 就提到這種恐懼感：「而且這太可怕了，你會

想要做些甚麼，以免落入相同的下場」！Léa 說：「這張照片會讓你想要

做些什麼，以免變成那樣，你會恍然大悟，了解這種情況真的存在。我很

生氣」。 

9. 至於公益團體透過這張海報來提高社會意識的能力，這些青少年的想法也

符合廣告公司的本意。正如以下對話所示： 

—「我認為法國人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牽涉層面太廣，一般人可能無能為

力。 

—而且這太可怕了，你會想要做些什麼，以免落入同樣下場！ 

—（海報）應該貼在更醒目的地點，地鐵站裡廣告太多，很容易被忽略。 

—對，可以貼在高樓大廈的牆上！每個人都一定會看到這張海報，也許這

樣人們就會有所行動」。 

在這方面，青少年與創意團隊的想法一致，後者曾規劃「游擊」日，把類

似的海報貼在巴黎的地標上。媒體獲得相關資訊後，開始報導這個活動，讓這

次公益宣傳成為熱門話題。那年協會收到的捐款增加了 15%，但創辦人最近過

世了。 

這份比較研究顯示，在這幾位青少年身上，這張海報已經達成大部分主要

傳播目標。然而青少年並未辨識出廣告公司設定的優先要點。但青少年能夠辨

識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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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清楚呈現了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內容也很容易理解，但海報中沒有任

何元素讓人聯想到無家可歸的問題。 

—這張海報無法讓人瞭解，事實上，兒童也是惡劣居住環境的受害者，因為海

報主要描繪的是一整個家庭。 

—最後，即使所有參與訪談的女孩都受到強烈的感召，她們卻沒有注意到有關

捐款的訊息。 

相較於廣告公司的期待，海報影像與文字所顯示和訴說的，只不過是他們

所顯示的內容，並未真的鼓勵人們進一步反思這個議題，即使在小組討論的情

況下也是如此。但我們可以透過討論，進一步探討這些議題。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這項有關文化迴路意義的研究顯示，資訊收集方式十分有效，可以為教育

界提供可貴且實用的見解。 

因此，教師準備青少年影像教育課程時，可以有充分的資料來瞭解設計、

製作與傳播樞紐的意圖，還可預期和刺激學生的反應。 

影像的意義並非授課教師的個人活動產物，而是外在資源的產物，也是廣

告公司的傳播手法和接受者社群的詮釋能力匯聚比較後的產物。 

我們收集製作者、傳播者與使用者資訊的方式還有待改進，尤其是創作與

製作過程的資訊，同時也應該更貼近真正使用者的實踐與經驗。 

數位傳播的媒體編輯靈活性引發無止盡的探索與研究，鼓勵我們不斷修正

與改良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視野。因此，線上呈現的工具與材料只是持續不斷

變化與調整過程中的「片刻」。 

我們邀請讀者到這個多國語言網站上，全面了解我們提供的工具：

<http://metabolisme.design/> 

最後，我們認為這張社會廣告影像，算得上傑出的社會藝術作品。透過跨

學科之間的比較研究，我們有機會對於影像的力量、政治宣傳、藝術的社會功

能和廣告宣傳等議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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