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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藝術教育如何關注學習者個體，增益其自我概念。研究方法

上，採用 Jung 心理功能類型、心理哲學和參與觀察法。研究目的為：一、探
討在統整式藝術教育中增益自我概念的理論；二、設計增益自我概念的表達
性藝術導覽課程；三、觀察表達性藝術導覽所顯現的自我概念行為現象。文
獻探討內容有自我概念理論、表達性藝術和課程統整理論。最後設計實施一
個美術館展覽之導覽教育教案。透過結合理論研究與實體場域體驗，初步研
究結果顯示表達性藝術可以作為增益自我概念的重要教育內容。 

關鍵詞︰心理類型、自我概念、表達性藝術、現象學、榮格、美術館導覽、

藝術教育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art education can focus on learners to promote 

their self-concept, and adopts Jung’s psychological types, psychological 

philosophy and participating-observation as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research 

purpose will focus on three aspects : (1) probing into theories which can promote 

self-concept in integrative art education, (2) developing a guiding course of 

expressive art exhibition which can promote the learner's self-concept, (3) 

observing the behavior phenomenon whether someone show his self-concept 

during a guiding course of expressive art exhibition or not . Literature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are self-concept theories, expressive art and integrative art 

curriculums. Then a guiding course for an art museum exhibition will be designed 

and practiced. Having completed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shows why expressive art ca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contents 

that will promote the learner's self-concept.  

Keywords: psychological types, self-concept, expressive art, phenomenology, 

Jung, art museum exhibition guiding,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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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背景與目的 

「人」在藝術教育中，始終既是因又是果，其身分既是主體也是客體，藝術思潮

則是藝術教育的信念，而藝術作品是藝術教育的材料。從現代藝術到後現代藝術，從

工業文明的產物到信息社會的產物，藝術體現了無限的包容性和多元發展。當代藝術

一方面保留後現代主義的戲謔、質疑、矛盾和語無倫次，和視覺文化以大眾化、科技

化和高度視覺刺激的媚惑力登場；另一方面，一股新興浪潮則是回歸古代哲思精神。

人的世界，悄悄地讓後現代主義從原初鄙視現代主義的無人性，倏而以意識形態領導

人性，再異變為媒體世界的超人，最後，流轉在迷離中懷念人性。因此當代臺灣藝術

教育的艱難是介於「大眾」和「精緻」的美感之間、「物」和「人」的體性之間、「主

體」和「客體」的判斷力之間的挑戰。學習者個體皆應被賦權，然而卻未必同時具備

認識自己和詮釋影像深層意義的能力，更遑論發展自我、創造自我的藝術教育深層意

義。因此，研究者意圖主張藝術教育應回歸「藝術是人藉以表達」的觀點來看教學，

使藝術課程能增益學習者的自我概念，進而發展藝術創作力和品鑑力。  

一、研究背景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sky，1866-1944）說：每一個藝術家，作為時代的孩子，

都不得不表現出他那時代的精神（呂澎譯，1987：89）。藝術家透過作品的形式，表達

個人在該時代的內在精神。西方藝術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而至當代，顯露著藝

術家由「認識自己」經過「空缺自己」，到「關心自己與世界」的集體存在軌跡。近

代水墨藝術則先是與西方藝術互動密切，後來深受其影響。本文首先回顧近代西方藝

術史和當代水墨的發展脈絡，了解藝術家在其中存在的自我概念形貌是什麼？  

西方藝術跨入二十世紀後，「真實性」（authenticity）、「原創性」（originality）

和「自主性」（autonomy）是構成現代藝術的三大元素。表現主義強調直接表達情緒

和感覺；抽象主義將具體形象抽離和簡約，而賦予形式與色彩純粹精神上的新意；幻

想性藝術家的共同信仰則是「內心的關照」遠比外在世界重要。「為藝術而藝術」之

態度突顯出藝術家有如英雄的個人風格，藉由與社會世界保持距離而在自己的內在找

到意義，藝術家對創作本身的自覺和自省是其最大動力基礎（黃文叡，2002：49-51）。 

1960 年代俗麗的普普藝術，抗拒高藝術的美學觀點，以商業文化、流行元素和影

像作為藝術內容的基本材料（陸蓉之，1990：29）。1970 年代的後現代藝術，延續普普

藝術、觀念藝術、行動藝術、裝置藝術、環境藝術等形態，以貫時性組合意義並產生

多重解讀與不和諧美感；也附和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把人的位置讓出來」的主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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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思考那空出來的地方。藝術家不僅走向社會，還拿受到社會權力、符碼所銘刻

的「身體」做為表達的媒介，以「去深度性」、「去純粹性」、「去主體性」為口號。

漸漸地，藝術家搖著「主體空缺」的旗幟，觀眾被賦權「在滑動的符號之下詮釋」，

因而個人的主體性顯得模糊起來。 

越過 1980 年代之後，藝術朝向跨界域對話與交互滲透的新藝術史觀，後現代主義

漸漸只是諸多論述中的一種，當代翩然重回「存有主體」的哲思，經過先前讓出空間

思考自我生命之後，把自己重新放回這個空間關心自己如何生活。藝術家 Doris Salcedo

的作品，在衣櫃裡擱放著日常生活中既平凡又隱私的貼身物件，這些存有之物質性其

實是突顯一種缺席感；衣櫃的主人突然消失不見了，衣櫃隱喻了一種難以承受惆悵和

思念。終於，「去主體」和「存有主體」的拉鋸，使當代藝術的「身體」想由虛無境

地恢復自我關注的實踐功夫，重新以主體身分面對世界。  

東方藝術方面，由於 1884 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展出的日本浮世繪，大大衝擊了西

方，使得日後許多印象派和抽象表現派大師都受到中國書法的影響。二次世界大戰以

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風潮從美國擴散至歐洲與亞洲地區。到了二十世紀後半，

「東西文化」議題成為華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遠離祖國到西方，不僅是認識進步

世界的開端，也是思索傳統文化的起點（倪再沁，2005：154）。1980 年代，海外歸來

的藝術家和學者引進新興藝術思潮，本土青壯藝術家敏覺到當時政治、社會與藝術界

的巨大變動，發展出獨特的藝術語言回應環境的變遷，從歷史、政治、認同、環保、

性別、消費等議題切入，以繪畫、雕塑、水墨、空間裝置、錄像藝術、觀念藝術、行

為藝術等媒介來展現，顯得百花齊放（吳垠慧，2007）。1990 年代，臺灣當代藝術顯現

前所未有的開放、多元，水墨創作方面卻較少回應當代現象。臺灣當代水墨藝術家必

然要走向百家爭鳴的獨創主義道路，才能將傳統伴隨著解放帶向當代（王嘉驥，2009）。

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實驗水墨畫家群，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藝術雜交樣態。水墨畫走

向現代、走向當代，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開放性過程（殷　  喜，2009）。很多非傳統筆墨

繪畫的指印、剪紙拼貼、肌理表現等媒材技法，成為藝術家的最愛，也發展了新的視

覺語言。兩岸創新水墨藝術大都與西方近現代藝術淵源深厚，水墨的抽象化也普遍被

視為一種西方或西化的表現（王嘉驥，2009）。 

近代東西方藝術史的時代脈動，以及藝術家心理和作品的形貌，孰是因？孰是果？

Carl. G. Jung（1875-1961）說：「人類心理是孕育一切科學與藝術的母胎（引自黎玲等，

2004：4）。」人類心理由簡入複的進化，締造各個學科以具體和獨立的形式向前發展，

然後又反作用於人的認識本身，促進人的心理朝向更高的文明。因此，研究者將以探

討人主體觀看藝術的高層級心理功能，來支持「藝術是人藉以表達」的觀點，以促進



以表達性藝術增益自我概念之術教育前導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65 

學習者的自我概念和藝術品鑑力。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為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9 年「開

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展品為臺灣和大陸兩岸近現代水墨藝術創作，除了保

有中國水墨自六朝以後的「形、意、質、韻」特質，也深受西方繪畫精神或形式的影

響而水乳交融。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在統整式藝術教育中增益自我概念的相關理論。 

（二）設計一套以 Jung 心理功能學說為基礎理論，以增益自我概念為目標的表達

性藝術導覽課程。  

（三）觀察表達性藝術導覽所顯現的自我概念行為現象。 

三、研究問題  

（一）在藝術教育中增益自我概念的相關跨學科基礎理論有什麼？ 

（二）如何設計增益自我概念的表達性藝術導覽課程，其內容為何？ 

（三）表達性藝術導覽課程是否能促使學習者顯現自我概念？ 

四、研究方法和限制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以 1.Jung 的心理功能學說；2.鏡像心理學和現象哲學；3.參與觀察研究法，

一方面進行課程理念研究，一方面以課程統整理論進行課程設計，嘗試研發一個表達

性藝術導覽課程。並以台北市立美術館「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為場域，為

十二位一般成人實施導覽。透過觀察學員學習成效和學員課程心得與建議，以了解學

員是否能透過表達性藝術鑑賞學習而增進其自我概念。 

（二）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僅以一個梯次一般成人進行初步的前導研究，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參

考，可推及教育人員和學生為施教對象，以了解不同族群學員之學習成效。 

2. 本研究因對象和場域關係，只進行六個小時課程作為初步研究，致使課程實施

和學員回饋的深入性和發酵性有所侷限。課程使學員增益自我概念的實效性，

有待後續研究持續努力。 

3. 本研究屬質性研究，但是由於篇幅限制，許多細節未能一一詳實呈現。 

四、名詞定義  

本研究所定義之表達性藝術（expressive art）是泛指個人自發性創作的能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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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穿透性來經驗自己的身體或生命故事，是一個從抽象的自我概念具化到生活的

過程；而非侷限於藝術史上特定風格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本文探討文獻有：一、自我概念的內涵，二、藝術統整課程概念和自我概念教學

實踐。 

一、自我概念的內涵  

（一）自我概念的形成 

在 Jung 的分析心理學中，不同的次級人格與主人格各自以一定的自主性並存在心

靈。Jung 用「自性」這個字眼來形容潛意識背景中的我，而它在意識層次的代表者就

是「自我」，自性的範圍廣而凌駕於自我之上，自我由這裡發生（林宏濤譯，2006：

185；Jung，1984）。但是自我並非自性所創造，是個體在生活經驗中逐漸發展而成，

自我之內除了有意識層次也有潛意識層次（張春興，2003：431）。人類的個體化涉及

了心靈之自性與自我的積極對話和平衡溝通，自性主要透過直覺的感性運作模式，自

我則主要是透過思考與歸納的理性模式而得到象徵的啟示。意識及潛意識的統合是個

體一生持續的任務，統合之前的自性是「潛在自性」（latent self），開始統合後是「明

顯自性」（manifest self），也就是自性化。Jung 採用「個體化」這個字眼的英文的名詞

是 individuation，動詞是 individuate，可拆解為 in-dividu-ation 或 in-dividu-ate 來看（蔡

昌雄，2007：13-14）。也就是說這個名詞同時是一個可分離的字組，但又有不可分割

的整體字義。因而「個體化」的涵義是成為一個相對於「分裂的人」之「完整的人」，

並非個人主義的強調獨立於他人之外的個體生命的趨向，而應該是不斷面對自身的異

己性（otherness）的挑戰，進行吸納及整合的工作，使得自身實存的各個對立面得到

協調統一（蔡昌雄，2007：14-15）。個體化的結果使每個人成為一個獨特的、完整的

個體，自性居中統率一切的活動（黃堅厚，2007：115）。Jung 以為自性化能使人成為

一個真正和諧的人（廖世德譯，2007：43-48；Raff，2000）。 

自性化的歷程中，個體也就對自身有著不同階段和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人作為

一個整體，從哲學心理上來看，則同時具有不同的層次。Merleau-Ponty（1908-1961）

將動物性分為：混合形式層次—低等動物與它們的直覺；可移形式層次—能從經驗而

學 習 、 與 能 注 意 到 記 號 的 動 物 ； 象 徵 形 式 層 次 — 真 正 的 語 言 與 人 性 存 有

（Merleau-Ponty，1962：394）。由此，我們很容易發現動物生命的能力與感官作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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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人類身體則由此而運作更高層次的心理活動；感官作用也使個體與外界訊息

互動，是形成個體自我感的媒介。 

感官是泛指能接受外界刺激的特化器官與分佈在部分身體上的感覺神經，其運作

依全有全無律，是生物體得到外界資訊的通道。相同的外在刺激對不同個體很可能引

起不同的感覺。感覺是外界與內心的核心介面，個體對外境所有的理解、認知和經驗

的累積，都是基於感覺。知覺（perception）則並非由人的單一感官的所引起的，另外

還有心智的作用，因此知覺包含了人的意義成分。知覺是我們認識的初始，是一切行

為得以開展的基礎（Merleau-Ponty，1962：49）。Rudolf Arnheim（1904-1994）說知

覺的明顯特點在於它是一種統一的、組織過了的經驗，審美知覺也同樣保持了知覺這

一個普遍特點（朱狄，1989：296）。 

然而感官有其限制性，Edmund Husserl（1859-1938）指出，由於我們實際上只能

直觀到我們正面面對的物體對象，而無法在同時看到其正面與背面（Spiegelberg，1982：

116-117）。也就是說我們對物體對象的知覺帶有自身的主觀性，並非是全然客觀的。

Herbert Read（1893-1968）說知覺牽涉到兩個名詞：客體和主體。客體是分離的、外在

於主體的。主體就是敏感的人類—活的有機體個體，可對準著外在的客體，能見之、

觸之、嚐之、嗅之或聽之（呂廷和譯，2007：111）。Jean Piaget（1896-1980）（1952）

進而指出認知既不是起因於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也不是起因於已形成的客體，而

是起因於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客體只有在被主體動作圖式同化、改變後，亦即主

體結構與客體之間的同化與順應處於平衡狀態時，才能為主體所認識（S→AT→R）

（Beard，1969）。 

縱使人類的感官和身心構造複雜，Jung 認為人類行為仍是有跡可尋的。個體心理

地誌中有意識潛／意識、理性／非理性，以及感官作用所形成的外向／內向等三組內

在動力，它們是 Jung 用來交錯分析思維（thinking）、感覺（sensation）、情感（feeling）、

直覺（intuition）四個心理功能的深刻路徑。四個心理功能之中，Jung 指出思維和情感

被列在理性取向的類型，感覺和直覺則被列在非理性取向的類型；思維和感覺屬於意

識領域，情感和直覺屬於潛意識領域。此外，人們的心理活動，還可分為兩種取向的

態度（attitude），一種是外向型（extravert），朝向外在的環境和世界；一種是內向型

（introvert），朝向主觀的內在世界。每個人都兼具外向的和內向的兩種相對立品質，

其中一種傾向支配了主體的人格，另一種傾向則被壓抑處於潛意識狀態（黃堅厚，

2007）。由於外向和內向的因素，四種功能在意識／潛意識、理性／非理性的表現仍

有所流動（Jung，1971：342-341）。Jung 認為透過藝術型態的象徵，個體得以理解原

型，邁向個體化歷程，進而達到人格的統整（Rub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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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概念理論 

Jung 強調，自我與本我之間要不斷的對話才能達成個體化（王秀絨，2000）；也認

為自我概念應該兼具因果律和目的論的觀點：一方面人格發展是基於昨日經驗一直向

前進的趨向；同時生活的目標能預測其行動方向，是導引人格發展的重要作用。也就

是說，Jung 乃由內而外，兼顧個體的內部和外部概念，他認為個體發展的終極目的，

是使人格的各部分能獲完全的分化，並能各自獲得完全充分的發展且表現其功能，進

而和諧地統合成為一個整體。個體化的結果使每個人成為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個體，

由 self 居中來統率一切的活動（黃堅厚，2007：115）。 

內部取向自我概念理論方面，Sigmund Freud（1865-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最先由

夢的碎片拼出人的自我驅力藍圖（Freud，1900/1955）。Rougers（1961）以現象學觀點

來看自我概念，認為個體對其周遭情境和事物的知覺，構成了主觀看法的現象場（其

主觀的世界），其中個體對自己的印象就是「自我觀念」（self concept），而「理想自

我」（ideal self），即個體希望自已所具備的樣子。如果一個人的「自我觀念」、「理想

自我」和「現實自我」（real self）都能相符合或十分接近，表示他對於自己不但有比較

正確的印象；也對自己較為滿意（黃堅厚，2007：163-164）。Burns（1979）則指出自

我概念乃是個人對其行為、能力、身體、個人價值感，所持有的態度、判斷和價值。

Kelly（1955）將知覺（perception）視為一個主動積極（active）的認知過程，個體經

由與環境的互動而發展自己獨特的知覺世界，進而選擇其行為（Rosal，2001）。張春興

（1989）也以為自我概念是對自己多方面認知的總合。以上學者為強調「自我概念」

乃是個體對於自我身體和心靈等整體性的知覺與評估。人本取向心理學家都認為每個

人都是有價值的、有尊嚴的、有自我選擇（self-direction）的能力和與生俱來朝向成長

的動力，只要給個體自我增能的機會，就可以有能力去找到適當的自我方向，而發現

獨特潛能和自我概念（Rogers，2001）。 

外 部 取 向 自 我 概 念 理 論 方 面 ， Jacques Lacan （ 1901-1981 ） 的 鏡 像 階 段 （ the 

mirror-stage）學說是主體形成的重要理論，視知覺是其關鍵。Lacan 發現嬰孩起初對自

我的存在是渾沌不清的，在成長過程一個極端重要的時刻，約為十五個月的時期，透

過視覺從鏡中看到熟悉的環境，也看到了鏡像異己（真實我的影像）和第二個異己（可

能是其母親的影像）（Adams，1996）。嬰孩會有識別熟面孔和依附母親的能力，面孔

影像與母親對嬰孩之情緒反應相結合在一起，而形成客體關係結構。最後，即使母親

不在眼前，也能在心中保有其影像，正是所謂「客體恆存」的功能（李文瑄，1999：

85-86）。由於第二個異己的對照，嬰孩對鏡像異己產生一種原始的認同，對自己能作

為一個整體（gestalt），感到異常的快樂，可是這完整自我的想法缺乏生物性基礎，鏡



以表達性藝術增益自我概念之術教育前導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69 

像其實與真人不同，他在此被動條件所成形的自我影像只是以理想我（ideal-I）的情況

出現（李文瑄，1999：84-86）。當孩童的能動力和觸覺漸次發達，進而又能藉由聽覺

學習運用語言系統掌握「我」、「你」、「他」的象徵意義之後，他的主體性正式確

立起來（Adams，1996）。由此可知，感官作用越驅成熟，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越發達。 

Miller 和 Dolla（1941）認為社會學習理論銜接了精神分析理論「內在心理過程與

行為」與學習理論「外顯行為」之間的鴻溝（Rosal，2001）。James、Mead、Cooly、

Shavelson 和 Sullivan 等學者都傾向於主張個體的自我認知來自於與他人以及世界的互

動經驗，並藉由他人的反應而增進對自我的了解，因此自我概念是藉由個體與環境的

互動而逐漸形成的（Burns，1979）。Bandura（1969）也指出，人們在環境中不斷從事

「自我效能」（self-evaluative）和「自我增強」（self-reinforcing）（Rosal，2001）。 

（三）表達性藝術和自我概念 

藝術表達是主體透過感官作用來理解世界，又通過某種媒介來傳遞情感或想法的

創作和審美活動，進而再涉及許多個體內部的心理活動，以及個體與外部世界溝通的

心理活動。所以，人類的藝術表達也不外乎進化論的進程，從身體的，經由心理的，

而至哲學的。史前時代的人類在岩洞中留下許多的壁畫藝術，除了為表達其對大自然

等許多現象的敬畏之心之外，詮釋藝術源起的諸學說有：模仿說、遊戲說、心靈表現

說、巫術說、勞動說等。而近代重要的審美態度類型有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

的遊戲態度、Minsterberg 的孤立態度、Theoder Lipps（1851-1914）的移情態度、Edward 

Bullough（1880-1934）的心理距離態度（黎玲等，2004：275-277）。 

藝術的表達，不論是透過藝術來再現個人內部身體和生命的故事，或是透過藝術

來傳達個人對外部環境訊息的互動，無非是從自我出發，將抽象概念具現在生活之中

的個體化歷程；藝術表達具有符號象徵與創造等特質，Freud 因而企圖由夢來探索心理

地圖；此後許許多多學者循著分析心理學、社會文化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等多元向度，

與藝術表達交構之，尋找人類形成自我人格的哲學。 

表達性藝術創作，被視為常常不自覺地展開自我探索的行動和心理歷程，而觀者

經由與藝術作品互動的過程，也有溝通、心理宣洩和自我探索之效果，或可喚起潛意

識中被忽略的經驗，增進個人自我概念。因此，從表達性藝術中，我們不但感受到個

別主體透過想像而形成自我概念，也覺察到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和文化。Jung 認為積極

想像（active imagination）是一種對川流不息之內在心象的自我省思方法（Wallace，

2001），唯有讓自己融入創造性想像及其不確定路徑之中「積極想像」，才有可能踏上

精采的「發現之旅」來與自己的潛意識相遇（王秀絨，2000）。整體而言，「表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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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藝術是人類觀看並理解世界時，通過某種媒介來傳遞情感或想

法的一種表達方式和審美活動，因而涉及到個體的感覺、情感、思維、直覺等綜合心

理活動。從自我概念理論之「主體內部概念」和「主體外部概念」二方面來看表達性

藝術中存有的自我概念如下： 

1. 表達性藝術和內部自我概念    

現代生理醫學觀察到一個人專注於藝術創作時，不僅肌肉、呼吸有了變化，腦波、

荷爾蒙、血糖、血壓等也都會改變，可見得從事藝術表達觀念時，個人內在確實形成

情緒和感受的變化。表達性藝術創作過程使主體得以經驗自己的內在情緒和心理運

作。Aristotle 認為藝術是一種宣洩（catharsis）。Freud 則進一步認為藝術創作中的精力

宣洩（catharsis）和昇華作用（sublimation）是人們得以逃避防衛機制而表現內在情緒

的方法。Freud 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和 Jung 的積極想像（active imagination）

實質鼓勵了自發性創作，將為未經審查的象徵符號做溝通並且真實的傳達出來。藝術

成為一種瞭解的方法，二十世紀許多藝術家使用這種自動性技法，去表達視覺藝術的

潛意識素材（Naumburg，1955）。 

Naumburg（1955）以為藝術和自發的自由創意表現，對潛意識中被壓抑的題材、

情緒及衝突的宣洩有所助益。表達性藝術具有活潑性、深入性、淺出性、延展性及變

化性，透過創作的過程能獲得釋出的快感，並且直接經驗到能量的改變。因而表達性

藝術能促進表達、宣洩情緒和激發潛能，使個別主體能經由體認自己各種心理現象和

歷程而形成自我概念。Naumburg（1955）又指出個體在創作中可以直接由繪畫表達語

言難以清楚傳述的內在經驗，繪畫可以減低心理防衛而投射潛意識狀況。Kramer（1971）

認為藝術創作過程可以增加個人的經驗，在創作過程中，內在願望會在意志下重新選

擇與分類，內在衝突也會被重新體驗、重新統整、並被解決。儘管衝突並不會完全消

失，但是有一大部分將被創作活動所滿足。由創作活動所自然產生的昇華作用能幫助

個案將他的永久衝突在原始欲望、與社會道德要求之間得到平衡，也是最好減輕人性

問題的方式。Carnes（1979）指稱個人的構成兼有非語言和語言的，藝術創作提供表達

非語言想法的機會，而且也可能正是個人構成系統的核心（引自 Rosal，2001）。 

2. 表達性藝術和外部自我概念  

Freud 視圖像中的夢境、夢幻或是潛意識（unconscious）為有待解釋或是解答的謎

語。Jung 則是從外部文化心理層面來檢視意象（images），提供另一種較為開放方式來

了解內在經驗（Rubin，2001）。Jung 認為抽象的心靈活動必需透過發掘和體驗夢境、

幻想、聯想與日常生活中的原型象徵，來進行個體化歷程，原型（archetype）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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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最基本與共通的結構，是許多概念之內在普遍範型，是人類學的、文化的、以及

精神層次和超越時空的（王秀絨，2000）。 

Rubin（2001）認為藝術創作是一種象徵的工具，用來傳遞許多不同層次的訊息。

無論是在與藝術媒材的工作過程中或最後的藝術作品裡，象徵的溝通都是顯著的。藝

術作品經由形式將創作主體的意念保存起來之後，能穿越時間與空間而流傳，從外部

世界去引發觀者主體內部的感受與之溝通，因而成為一種社會的溝通工具。Freud 提到

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的重要性，觀者往往把自己想像為劇中的人物而有豐沛的感

受（Freud，1900/1955）。Lipps 認為觀者在欣賞藝術作品時，是以同理心把主觀情感向

客觀事物「移置」或「外射」的活動（黎玲等，2004：4）。Arnheim（1969/1974）認

為知覺是神經運作歷程的結果，相似的表徵會被歸類並引發內在特定情緒的反應。 

（四）藝術教育與自我概念 

藝術教育思潮自十八世紀以來，每個時代因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不同，會因其所

設定位之教育意義而選擇工具論或本質論來採取不同的目標、內容和方法，主體的位

置即隨之而不斷變換。後現代藝術教育理論帶來了多元文化觀點，先逐步促成超學科

統整課程概念、消弭了學科的限制和知識結構；繼而興起美感教育和視覺文化；到了

當代，更融合兒童中心、學科本位、社會取向的藝術教育理念，以蘊含己課、己我、

己世的全人發展為信念，視學生個體為中心。林曼麗（2003）指出，二十一世紀藝術

教育的內容，將由點的擴展—超越作品中心的藝術主義、技術主義的線性擴展，而至

面的擴展—超越個體的成長、人格形式的內在關連，而至全方位的擴展—人與環境相

互關係的交流、確認與自覺。林曼麗的呼籲，指向直接回歸以一個「人」為單位的教

育接受態度，再循序延伸其線性、面性、結構性和全方位性的教育發展。 

綜觀各種藝術教育理念和理論，陳瓊花（2004）綜合學者 Arthur D. Efland 和 Paul 

Duncum 的看法指出，藝術教育有別於其他一般的學科，不外是培育個體能運用多元的

方式與媒介來進行溝通與表達，並促進其心智的想像、思慮、賞析與詮釋的能力（33

頁）。 

過去許多有貢獻的藝術鑑賞教育論述，多數研究取向是如何使外部訊息內化於學

習者，並積極引導學習者與作品相互指涉，進而向外創造發展；較罕見藝術教育論文

研究如何引導學習者個體具體形塑自我概念，進而理解自己的藝術態度是如何發生

的。陳瓊花（2004）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於描述藝術作品時的觀念傾向〉的研究成果，

提供了一個寶貴省思：「教師必須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164 頁）。現今多元化趨勢的

教育，是否獨獨遺漏了關照個體內部心理反映—不論是作為教育材料的藝術家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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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為教育對象的學習者個體？ 

二、藝術統整課程概念和自我概念教學實踐  

（一）藝術教育課程統整的概念 

1. 課程統整的概念  

課 程 統 整 的 概 念 是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改 革 的 最 主 要 色 。 課 程 統 整 （ curriculum 

integration）的目的是將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加以組織成一種有意義的、統整的學習內

容或經驗，使學習者得到更趨完整的生活智能。Beane（1997）指出課程統整並非只是

科目領域界限中精熟片斷的資訊組合，應著眼於生活的當下，視學習為新知識和新經

驗的持續統整，並得以加深加廣我們對自己和世界的理解。黃譯瑩（1999）從系統科

學 觀 點 提 出 四 大 類 統 整 課 程 的 模 式 ：（ 1 ） 學 科 統 整 課 程 ， 包 括 單 科 統 整 課 程

（disciplinary curriculum）、複科統整課（pluridisciplinary curriculum）、多科統整課程

（multidisciplinary curriculum）、跨科統整課程（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科技統

整課程（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2）己課統整課程，課程除了與個人「認知」

連結以外，也要與其連結「情」與「意」。（3）己我統整課程，連結個人感知、意識、

心理與生理變化，從而探索、肯定、發展、統整自我，進而超越自我。（4）己世統整

課程，發展本身的世界觀過程中，建構出與人類組織及整體世界的共生共存感。 

2. 藝術教育和課程統整  

黃譯瑩的己課、己我、己世等統整課程概念符合分析心理學說的視野，而跨科統

整課程概念最為貼近本研究的意圖：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領域之間建立新連結，以其

中一種學科之研究方法、語言與觀點來探究、描述及解釋連結的學科，賦予全體「核

心意義」及「知識型態」，以轉化對於學科知識既有的思考（黃譯瑩，1999）。因此，

站在藝術教育立場，回歸學習者主體自身，藝術教育可以表達性藝術的特質來連結心

理學和課程統整概念，以「自我概念」為核心意義，進而發展知識型態來轉化藝術教

育之既有作為。 

學者陳瓊花（2001）提到美國學者 Krug 和 Cohen-Evron 所提出四種具體的課程統

整的立場與做法，不但吻合以上精神，也適足作為以藝術為主軸而發展統整課程之設

計參考之用： 

（1）藝術是其他學科的資源： 

以能夠激發多元感官知覺的藝術為核心，不論創作或鑑賞過程，都必定會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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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領域而有助於學習者的認知與學習。 

（2）藝術是擴大課程統整的軸心： 

以藝術為中心主題，環繞著一界定的題材範圍或學科，經由單純化與比較的教學

過程，以使不同科目統整在一起。 

（3）藝術是題材、觀念或主題之詮釋者： 

學習者透過藝術所提供的有關藝術家、風格或創作活動等許多複雜性的訊息，能

得到從多元觀點探討理念和內容的經驗。 

（4）藝術涵括以生活為中心的議題： 

把藝術與其他的題材範圍交融，進行相關觀念、議題與問題之個人或社會層面的

探討，有助於學習者探索地區與世界性的議題。 

（二）國內研究學習者在觀看圖像中識別自我概念之實踐案例 

陳瓊花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鑑賞知能有系列式的研究成果：〈我國青年藝術觀念之

探討─「像」與「不像」問題的看法〉、〈兒童與青少年之審美推理─兒童與青少年在描

述，表示喜好，和判斷一件藝術作品時的觀念傾向〉、〈兒童與青少年於描述藝術作品

時的觀念傾向〉、〈兒童與青少年之審美思考〉。以上案例，目的在於研究兒童與青少年

觀看作品時的描述或判斷行為，而這些探討取向較偏重以量化方法研究個體外部的行

為現象，態度，觀念傾向，以及主客體關係。這些研究，讓陳瓊花給出一個重要的省

思：「不同的學習者面對作品時，可能的實際思考的起始點為何，卻無從瞭解，以教學

的觀點，教師必須瞭解學生的這些起點行為」（陳瓊花，2004：164）。 

趙惠玲以〈臺灣地區兒童與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研究〉探討兒童與青少年的觀看

模式的解讀類型。觀看模式的部分，依據相關學理和審美研究，區分為四個面向，分

別為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喜好判斷，並將對影像的價值判斷區分為喜歡

原因、吸引原因、成功原因等三個層面。解讀類型的部分，則依據研究所得，區分為

五類解讀類型，分別為：主觀好惡、形式美感、社會價值、互涉敘事、其他等五類（趙

惠玲，2004/2005：243-247）。趙惠玲的研究結果顯示，價值判斷目的不同，會造成不

同觀照面向的解讀，然而與個體心理最貼近的「吸引原因」及「喜歡原因」的價值判

斷層面，則較多呈現「主觀好惡」的解讀類型。這個結果，對應於前述陳瓊花之省思

「教師必須瞭解學生的這些起點行為」的話語，我們終於看到那個與個體心理最密切

的起始點是—「主觀好惡」。然而，趙惠玲有關「主觀好惡」這個起始點的「行為現象」

仍有進一步分析研究的空間。 

承上，研究者認為「行為現象」背後有其「行為動因」，「行為動因」則與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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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功能」有密切關聯，這也是本研究想探究的深層議題。 

參、課程方案的擬定與實施 

本研究預期在兼顧工具論和本質論的方法下，以「增益自我概念」為目標，針對

台北市立美術館之「育藝深遠」系列展之「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藝術品（展

出時間為 2009/10/10-2010/1/17），建構導覽表達性藝術作品的知識型，並設計實施一個

美術館教育導覽教案。希望能透過此種結合理論與實體場域的研究，初步形成實踐「自

我探索教育」的藝術教育前導研究。 

一、教學實施對象 

（一）教學對象 

以一個非正式成人團體為對象，該團體普遍對多元文化的鑑賞學習，有濃厚的興

趣，學員共十二名。 

（二）教學場域 

當今臺灣美術館教育方興未艾，不論是要破除傳統美術館予人冰冷的刻板印象，

或是要在前衛美術館的迷離狀態中尋得存在，都必須重視觀者面對世界的人文體驗，

因而在導覽教學活動方面需要以人主體本身為焦點，並期待新的教育概念。本研究以

台北市立北美術館三樓共十個展示間（302~311 室）之展覽場，作為教學研究與實施場

域，探索導覽過程中的「人」，包括藝術品所透露的藝術家創作心理和觀者與藝術作品

互動的心理。 

（三）教學資源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由策展人劉永仁精選臺灣「現代水墨」與大陸

「實驗水墨」藝術家作品，共有二十七位藝術家的八十件展品。藝術家們不僅以水墨

語言觸及時代之敏感性，而且懷抱理想，具體呈現多元豐富的藝術內涵與價值（劉永

仁，2009）。在北美館展示現場，參觀大眾可以取得的導覽資源為 A4 規格的中英文對

照紙本簡介，簡要說明了當代水墨與現代水墨和西方現代藝術的淵源，以及當代水墨

的新境遇和挑戰，又提到將作品依策展的論述與詮釋區分成六個觀看面向來詮釋—（1）

異形與精神之拓展與變奏、（2）當代水墨藝術的空間意識、（3）以水墨書寫構成有機

符號、（4）以水墨詮釋代文明變遷軌跡、（5）解構書法線條轉化水墨構成語言、（6）

水墨觀念‧裝置‧行為之形式內容（劉永仁，2009）。相關敘述也可在北美館網站中搜尋

到。本研究其它導覽之資源有四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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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研究背景所涉及之西方藝術史現象，以及文獻探討所整理之相關

知識。  

2.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展覽畫冊  

本畫冊除了收錄全部展出藝術品，還收錄策展人劉永仁的詮釋前言，以及中國藝 

評家殷　  喜的導論〈開放與延伸：當代文化中的實驗水墨〉。殷　  喜不但適切呼

應研究者所擬之研究背景，更為面對急劇現代化、全球化和西方藝術影響的大陸實驗

水墨，舉出深刻的見解： 

實驗水墨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期的產物，它與傳統水墨的區別在於它的人文內涵

與精神追求，即它以表達當代人的精神與心理狀態、審美趣味為己任，但同時又

堅持實驗水墨的變化應該從傳統的國畫中尋找語言的資源與風格的生長點。實驗

水墨特別強調藝術創作中「心物關係」中「心」的方面。（殷　喜，2009） 

劉永仁的詮釋更在回顧與前瞻當代水墨之外，更一一探究藝術家的作品特質，區

分為六個觀看面向：（1）異形與精神之拓展與變奏：劉國松、李重重、劉國興、仇德

樹、張詮。（2）當代水墨藝術的空間意識：葉世強、劉庸、劉子建、王天德、瀰力村

男。（3）以水墨書寫構成有機符號：李錫奇、石果、閻秉會、魏青吉。（4）以水墨詮

釋代文明變遷軌跡：袁金塔、洪根深、李振明、黃朝湖、陳心懋。（5）解構書法線條

轉化水墨構成語言：吳學讓、楚戈、李蕭錕、張浩。（6）水墨觀念‧裝置‧行為之形式

內容：張永村、王川、張羽、王南溟（劉永仁，2009）。本研究後續課程設計所選取的

重點導覽之作品和藝術家，也在本畫冊中有劉永仁精闢的描述（參附錄二）。 

3. 場地觀察表  

台北市立美術館三樓共有十個展覽室，研究者依從本展策展的六個觀看面向，觀

察並紀錄二十七位藝術家八十件展品的所屬展示空間位置（參附錄一）。 

4. 講義  

由研究者研究展品之策展說明之後自編的講義，包括「不只用眼睛的水墨創世紀」

和「希臘諸神的象徵和五大藝術風格」。前者敘述重點有（1）水墨藝術的自然起源、（2）

西方藝術的神話起源、（3）西方現代藝術發展中受到的東方影響、（4）東方現代水墨

發展中受到的西方影響、（5）水墨的未來之路。後者舉列希臘神話故事中不但象徵意

象鮮明、有史獻詳盡描述，也常為藝術家所描寫的太陽神、智慧女神、愛神、酒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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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使其成為各個心理功能的代言人，將在導覽活動中穿針引線，讓學員更能藉此

寓意來體受心理功能（表 1）。因篇幅有限，講義文本不在本文中呈現。 

 

表 1 

希臘諸神特質和 Jung 四種心理功能 

 希臘諸神 希臘諸神的特質 Jung 心理功能 

一 

智慧女神 

雅典娜 

（Athena） 

雅典娜是宙斯與聰慧女神墨提斯（Metis）所生，一身

甲冑，挺舉金矛地從宙斯的腦裏跳出來女神。雅典娜

是處女神，具有威力與聰慧，為宙斯最寵愛的女兒。

雅典娜是希臘人，最崇拜的女神，不但主管工藝、農

牧業與園藝，也是法律和秩序的保護神。 

思維（thinking） 

了解事物及概念之間的

關係，探求解決問題的

方法。 

二 

愛與美神 

維娜斯 

（Venus） 

維娜斯是從海中泡沫誕生的，擁有古希臘最完美的身

段和驚人的美貌。維納斯曾為凡間國王 Pygmalion 的

痴心所感動而賦予其象牙雕像有了生命，使之成為終

身伴侶。Pygmalion Effect 即是象徵人們對他人寄予希

望，後終於使其在潛移默化中逐漸符合期望的結果。

維娜斯信奉自由戀愛。 

感覺（sensation） 

以視、聽、嗅、味和其

他接收器官的活動了解

外在環境和本身體內的

情況。 

三 

太陽神 

阿波羅 

（Apollo） 

阿波羅為宙斯之子，是最具多重意義和職能的神，做

事光明磊落受到大眾尊崇，是真理、預言之神。阿波

羅多才多藝，通常手拿里拉豎琴，或一面弓。琴代表

著，通過詩歌、音樂、舞蹈，凡人可與眾神交流而獲

喜悅；弓則概括了距離、死亡、與敬畏。 

情感（feeling） 

依對某事物或概念所引

起的正面或負面的感受

或情感。 

酒神 

戴奧尼索斯 

（Dionysus） 

戴奧尼索斯是宙斯與凡人公主所生的兒子，受希拉忌

恨而流浪人間，教導人類種植葡萄和釀造美酒而成為

酒神。祂具有雙重性格，佈施歡樂與迷醉，極有感召

力；但同時又殘忍、易怒，正像酒一樣。酒神豪放不

羈的性格近似藝術家的感性行為，祂代表了西方文化

的感性精神，與阿波羅理性精神相輔相成，又互為對

抗。 

直覺（intuition）／動的

不知所以然地突如其來

的靈感，既非源於感官

刺激，也非源於推理分

析而。身體較衝動外

向。 

四 

月神 

阿特米斯 

（Artemis ） 

 

 

阿提密斯是個純潔高尚的月神和狩獵之神，經常背著

彎弓巡視山林。有一次，阿提密斯瘋狂地愛上了一個

青年，以至於忘記了每晚應該用皎潔的月光照亮大

地，哥哥阿波羅利用她視力不佳的弱點，指那正站在

遠處的青年為野獸，騙她將其射死。阿提密斯傷心而

萬念俱灰，月亮也因此變得冰冷而沒有活力。 

直覺（intuition）／靜的

不知所以然地突如其來

的靈感，既非源於感官

刺激，也非源於推理分

析而。身體較安靜內

向。 

註：整理自世界歷史編委會，2009：8-13；黃堅厚，2007：116。 

 

二、課程發展程序  

（一）產生課程的核心意義 

Arnheim（1969）說：「許多意象來自於潛意識，不熟悉自我觀察的人往往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