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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它們，心理圖像（mental images）最多也只是艱澀地被描述，而且容易被攪亂。」

（116頁）。Jung為了探索人的個體化歷程，在鍊金意象裡發現物質可以變化為精神，

精神也可以變化為物質，原本兩相對立的事物互相結合將創造出奇妙的第三者。（廖世

德譯，2007：22-38； Raff，2000）。最終，Jung不但探究了個體的形成和本我自性在

感官世界中的轉化歷程（transformation），更將個體複雜的行為作出精闢入裡的四個心

理功能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個體在「人」與「物質」之間的立場、態度和心理功能，

體會藝術家和創造者在分離的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精確地滲透的那番喜樂，以及他們掌

握理性與非理性判斷的智慧（Jung & Chodorow，1997：44）。本研究規劃的科際統整

式導覽課程，嘗試還原「藝術是人藉以表達心理內容的一種行動和成果」之本質，希

望透過教學實踐來觀察「自我概念」在藝術教育中施行的狀況和成效。 

本課程研究，以 Jung的分析心理學說（analytical psychology）的四個心理功能分

析為主，目的在於希望藉著 Jung由內而外的自我心理功能研究，能提供藝術表達主體

作為自我認識和自我探索的參考。然後我們再以鏡像心理學之主體和客體關係，和現

象學的互為主體精神作為基礎態度，更發揮 Jung「積極想像」的精神來與作品和藝術

家神交。Jung的四個心理功能分析簡要如下： 

1. 思維思維思維思維（（（（thinking））））   

思維是有思想的和判斷的。思維不一定起於感官作用，其功能是了解事物及概念

之間的關係，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思維是一種根據自身規律，並藉某種方式將概念

的關係表達出來的一種理性心理功能，兼有外向主動和內向被動兩種活動（統覺活

動），二種心理活動交會時，一為固執、一為武斷，彼此交戰也互補長短。 

外向思維是主動的，屬於定向思維，是依據意識的理性規則來處理由感官知覺傳

送而來的客觀事實，屬於具體和理念性的思維。外向判斷總是以可感知的客觀事物或

是某種客觀理念為標準，這些客觀事物及理念一般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說，外

向思維可能是具體事物的思維或是理論思維。外向思考站在觀察者的角度，受到客觀

事物的外表所限制，常常無法兼顧其本質和表象，因此往往使內向思維伴隨而出

（Jung，1971：342-354）。 

內向思維是被動的，依據潛意識且合理的標準來評論表象，偏向直覺性的思維。

內向思維在主體自身的內容中往返，不從具體的經驗再返回客體，它注重對新事物的

新觀點而不是感覺。除了存有某些經驗事實，它還可無邊際地展開來自潛意識的幻覺

意象，其主觀說服力擺脫了外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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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覺感覺感覺感覺（（（（sensation））））   

感覺以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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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g認為感覺是指透過感官和體感來傳送感知的功能。感覺除了負責把從外部客觀接

收到的意象刺激傳達給大腦，還會把自身器官主觀感知到的物理變化傳遞給意識。感

覺也可能會以某種生理衝動的形成被體現出來，但只是一種感知反映的功能，和感情

的衝動有一定的關聯，卻是截然不同。 

外向感覺，是感覺中傾向意識的理性組成部分，從生理角度而得到的任何能看到

及聽到的事物，都是絕對客觀的，其內在主觀感覺部分會受到阻止和壓抑。外向感覺

只注重事物的表象和短暫的存在形式。 

內向的感覺，則是感覺中傾向潛意識的非理性組成部分，建立在主觀感覺之上的

主體，客觀事物的刺激會被注入主觀意向和意象。內向感覺會源自陳舊的主觀經驗及

直覺上的未來事件，其單純的感覺印象已轉化為有深度的內容（Jung，1971：62-366）。 

3.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feeling））））  

情感發生在自身與特定事物或概念對象之間，並會給出特定價值的過程。這一過

程建立在正面或負面的喜歡或反感的基礎上，有時也會孤立於片刻的外在刺激感覺或

意識內容當中。情感是透過無意識內容對意識進行因果評價，而非純粹就意識內容進

行理智判斷。情感所產生的生理性神經刺激相當少，只相當於普通思考的發生程度，

是可以由意志自由運用的心理功能。情感不同於感情；感情除了心理和生理之間的運

作，還有清晰的感官神經刺激狀態。情感也不是只指一般「人和人之間的情感」。事

物內容透過主動或被動的心理過程與已存有的類似內容結合而成情感。 

外向情感的心理過程是由主體自身自發的動機，和有意識的支配、領悟與歸納主

所形成，是主動、理性、客觀、定向和積極的。外向情感會竭力擺脫主觀的控制，與

客觀價值和被眾人認可的傳統價值相互協調。 

內向情感的心理過程源自外部而透過感覺，或從內部潛意識中之新型事物，再進

入意識的過程，是被強制執行理解和注意所得到的結果，是被動、非理性、主觀、非

定向和消極的。內在情感的強度永遠不能被清晰地領悟，因為它很敏感，對客觀事物

總是持逃避、沉默、冷淡的態度，並潛入主體深層結構之中（Jung，1971：342-359）。 

4. 直覺直覺直覺直覺（（（（intuition））））   

直覺是無意識的意向，以已經掌握的知識和積累的經驗為依據，既傳達著對感性

的認識，也是對邏輯活動的心理認知能力。其感性認識的對象囊括外在的、內在的，

以及內在與外在對象的組合者。直覺獨立於思維、感覺與情感三者之外，又很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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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它們的任何一種之中。直覺常常是不知所以然地突如其來的靈感，不像感覺那般

全然源自於感官刺激，也非源於推理分析；它是對本能的領悟，一種內在的、必然的、

明確的，但屬於非理性的感知能力。Jung把直覺的表現形式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主

觀的直覺形式只對心理事實做一種感性認知；而客觀的直覺形式則能忽略心理事實而

對外界事實做感性的認知。如此則產生了內向直覺與外向直覺的區別。 

外向直覺是以有意識的狀態，完全指向外界客觀事物，表現出個體對事物的某種

預期之態度和洞察力。但是，一直要到最後的結果中，直覺才能明確分辨其對客觀事

物之潛在能量的知覺。另一方面，感覺卻糾纏不清地刺激控制著純真、清晰的直覺意

識，由於在外向直覺是客觀傾向的，會想要去支配近處及遠處的事物，這現象反而可

能造成直覺本身很多障礙。當外向直覺一旦占據相對優勢時，總會在客觀環境下發現

最大的可能性，尋找一個新出路。 

內在直覺會將個體內部存有的客觀事物經驗轉為主觀因素，忽視現實中擁有的事

物，傾向在無意識中等待可能發生的事情。內向直覺對個體外部的那些看起來有差異

卻「先驗地表現出類型特徵之集合」的事物有明顯的回應，事物的差異越大，內向直

覺的感覺就越強烈，再由此壓抑個體之主觀因素而明確出神經刺激的直覺範圍（Jung，

1971：366-370）。 

（（（（二二二二））））產生產生產生產生「「「「觀看觀看觀看觀看」」」」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本研究從主體（subject）和客體（object）關係，以及 Husserl的互為主體概念來

主張主體觀看藝術品的知識概念。 

1. 主體和客體的主體和客體的主體和客體的主體和客體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Lacan的鏡像心理學說之後，心理分析學者將主體往外界尋求客體認同之作用，歸

納為三種不同的精神需求：鏡映作用（mirroring）、理想化（idealizing）、變換自我（alter 

ego）。這些現象揭示出主體觀看客體的態度可能基於「心理需求的不同」而左右其與

客體的認同作用，並直接影響隨後的內化行為。同樣的，不同主體的相同觀看活動，

也往往引發不同的視覺性，因為它們背後的意義不同，而意義必須透過人主體的全部

身體感官、保留概念和心理結構來鑑別。Merleau-Ponty（1962）指出，主體以類似於

自己的經驗來解釋他者的行為，並且透過主體內在經驗，來教導自己這些被知覺的姿

勢的意義和企圖。也就是說，他者的行為總是得透過我而被我了解，而感官就是我身

上的媒介（49-50頁）。視覺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感官，人與外界的關係上，感官中的視

覺扮演了絕對優勢的角色（黃蘭譯，2008：289）。藝術家是能夠在生物遺傳（感官作

用）和環境之間搭建橋樑的人，如果沒有藝術家的干頂，人類就只能適應環境，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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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感官成為環境的一種延伸而已（汪益譯，2001：418）。 

藝術使人們有機會以觀者身分作為美感判斷的主體，以及作為藝術品的客體。 

2. 互為主體的互為主體的互為主體的互為主體的現象學現象學現象學現象學  

Husserl提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以建立「自我」與「他我」

和多元的主體群的觀念，其意涵是：世界是對著所有人的世界，是各人所把握的，也

是各人經驗共同組成的，世界是一個交互主體的世界（吳鈞汝，2001）。Husserl現象

學所主張的「觀看」不是源自於內在心理經驗的主觀心理現象；也非外界事物呈顯於

我們感官面前的客觀表象。Husserl所關注的焦點是內在於意識之流中並直接地、自明

地顯現出來的事物（吳汝鈞，2001）。他在生活世界中探究意識、直覺、本質，其學說

以 1.「還原」或存而不論（redukition）；2.「懸置」、「放入括弧」並輔以本質直觀

（wesenanschauung）；3.不增不減的描述方法（the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4.互

為主體的研究關係等要論，提供質性反思和挖掘深層意義的方法。現象學方法以積極

開放的視野面對「物自身」現象的本質問題，回歸事物的根本，提出具體描述與說明

以避免主觀的預測與偏見（吳遠山，2006）。 

Husserl闡明身體的「知覺作用」／「知覺內容」的兩重結構：知覺作用層面是實

在的、隸屬心理領域的「事實知覺」（factual perceptions）；而知覺內容則形成「物質」、

「自我」、「世界」、「他人」等非實在的「形相知覺」（eidos perceptions），也就是想像

作用（龔卓軍，2006：61-62）。觀看行為之中，知覺作用和想像作用在一個間距場域

中折衝游移，這個間距場域就存在每個人的「身體」中。 

（（（（三三三三））））擬擬擬擬定定定定可行的可行的可行的可行的統整課程大要統整課程大要統整課程大要統整課程大要 

1.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導覽教學。 

2.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共六小時，分兩次施行。 

3.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藝術家的創作是主觀的，傾向有所選擇地忠實反應個人的性格和生活的情與事。

學員的鑑賞則是被賦予主觀的權利、享有學習客觀的機會，和擁有創造思考的空間。

本課程希望引導學員以自我的高層次心理功能，透過鑑賞各種表達風格的水墨藝術

品，以增益自我概念。 

A. 體驗自我在鑑賞中的心理功能—增益內部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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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識水墨藝術變遷與世界、時代和社會文化關係—增益外部自我概念。 

C. 透過欣賞多元創作風格，發現自我概念，並尊重多元價值。 

4. 課程統整課程統整課程統整課程統整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與與與與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圖圖圖圖  

而本研究的理想是能兼顧體驗水墨藝術創作心理和鑑賞心理歷程（思考、知覺、

感覺、直覺）等「內部自我概念」之增益功能，以及認識時代變遷與社會多元文化所

衍生之水墨藝術主體性集體現象（體認自己、空缺自己、關心自己）等「外部自我概

念」之增益功能。設計流程如下： 

A. 以當代水墨為表達性藝術導覽對象，視「自我概念」為核心意義而連結近現代

東西方藝術史、心理學、學哲和課程統整概念，重視作品、藝術家、觀者和導

覽人之互為主體立場。 

B. 北美館「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圖 1）之策展論術與詮釋，是從創作者

的水墨語言風格區分為六個觀看面向（劉永仁，2009），並把北美館十個展覽空

間（302~311室）依六個觀看面向規劃之後，一一將屬性相近的藝術家作品納入

該空間。本課程設計採用這六個觀看面向為參考架構：異形與精神之拓展與變

奏、當代水墨藝術的空間意識、以水墨書寫構成有機符號、以水墨詮釋代文明變

遷軌跡、解構書法線條轉化水墨構成語言、水墨觀念．裝置．行為之形式內容。 

導覽人導覽人導覽人導覽人

現代水墨現代水墨現代水墨現代水墨

實驗水墨實驗水墨實驗水墨實驗水墨

當代水墨當代水墨當代水墨當代水墨 近代近代近代近代
藝術史藝術史藝術史藝術史

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心理心理心理心理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藝術家藝術家藝術家藝術家

觀者觀者觀者觀者

一、筆墨異形

與精神之拓展

與變奏

社會批判社會批判社會批判社會批判

思維思維思維思維

生活意義生活意義生活意義生活意義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形式媒材形式媒材形式媒材形式媒材

意像意像意像意像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

感覺感覺感覺感覺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

直覺直覺直覺直覺

二、從現代

到當代水墨

的空間意識

三、以水墨

書寫構成有

機符號

四、以水墨

詮譯當代文

明變遷軌跡

五、解釋書

法轉化水墨

構成語言

六、水墨觀

念裝置行為

之形式內容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圖圖圖圖 1：：：：「「「「開顯與時變開顯與時變開顯與時變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創新水墨藝術展創新水墨藝術展創新水墨藝術展」」」」導覽課程統整結構導覽課程統整結構導覽課程統整結構導覽課程統整結構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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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藝術品應用之規劃方面，先仔細揣摩策展的六個觀看面向，發現前三項傾向反

應藝術家的內在創作心理現象，後三項則傾向反應社會文明脈絡。研究者以兼

具「主體內部概念」和「主體外部概念」的原則，採納 Jung心理功能（思維、

直覺、感覺、情感），和當代多元藝術的特徵（空間、形式、媒材、意像、語言、

符號、生活、意義、社會、批判），也參考劉永仁對藝術家與作品的觀察（附錄

二），進一步將六個觀看面向之內涵解構為十類型鑑賞指標：從三維視覺到四維

視覺的精神；從動態到靜態的筆墨；從收到放的空間意識；從寫意到抽象的空

間意識；符號的性別表徵；符號誕生的過程；後現代的社會批判性喻意；後現

代的拼貼式多媒材技法；畫中有話；符號的序列之美（表 2）。最後，為求有效

控制導覽時間和效果，研究者進而挑選其中特別能彰顯與鑑賞指標的十五位藝

術家之十九件藝術品，納為導覽流程中的重點觀賞作品（相關藝術品圖像，請

參附錄三）。 

 

表 2 

策展精神與作品應用重點規劃 

六面向六面向六面向六面向策展精神策展精神策展精神策展精神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室室室室 十類型鑑賞指標十類型鑑賞指標十類型鑑賞指標十類型鑑賞指標  藝術家和作品藝術家和作品藝術家和作品藝術家和作品 

一、筆墨異形與精神

之拓展與變奏 

302 1.從三維視覺到四維視覺的精神 

（優勢心理功能：思維→直覺） 

劉國松（阿瑪達布郎峰─西藏

組曲 108） 

仇德樹（裂變—08） 

 303 2.從動態到靜態的筆墨 

（優勢心理功能：感覺→直覺） 

李重重（四季紅-1） 

張詮（長江大橋） 
304 3.從收到放的空間意識 

（優勢心理功能：直覺）               

劉庸（無題） 

葉世強（永恆之光） 

二、從現代到當代水墨

的空間意識 

305 4.從寫意到抽象的空間意識  

（優勢心理功能：感覺→直覺）        

彌力村南（印象系列之 10、 

黑白系列之 20） 

306 5.符號的性別表徵 

（優勢心理功能：感覺→情感） 

魏青吉（蜘蛛俠 1、拿紅櫻槍

的女孩） 

三、以水墨書寫構成有

機符號 

307 6.符號誕生的過程 

（優勢心理功能：思維→情感） 

閻秉會（俗禪（之一~三）） 

308 7.後現代的社會批判性喻意 

（多元心理功能 & 媒材和意象） 

李振明（五嶽看山不是山） 

洪深根（方圓無常） 

四、以水墨詮釋當代文

明變遷軌跡 

309 8.後現代的拼貼式多媒材技法 

（多元心理功能 & 媒材和意象） 

陳心懋（湖石图） 

五、解構書法轉化水墨

構成語言 

310 9.畫中有話 

（多元心理功能 & 語言和符號） 

楚戈（行吟者） 

張羽（指印-2006.1-4） 

六、水墨觀念裝置行為

之形式內容 

311 10.符號的序列之美  

（多元心理功能 & 符號和生活） 

張永村（水墨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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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擬擬擬擬定定定定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和和和和導覽活動導覽活動導覽活動導覽活動 

本研究內容著眼於以課程統整精神為本，從而整合觀眾解碼過程的主體心理歷

程、藝術家與藝術品、生活，和世界文化等鑑賞學習的多元向度。除了預備的講義之

外，現場教學運用鏡像心理學「觀者與客體關係」和現象學「互為主體」的態度，以

及 Jung的「心理功能」和「藝術心理」的知識概念。第一次上課，以非正式導覽型態

瀏覽展覽空間中的藝術品，然後以講義回顧近現代藝術史重點，其次，提示希臘神話

人物的象徵與東方創新水墨展開想像。第二次上課，開始進行正式導覽活動。上課內

容和活動概要如下： 

1. 引導學員引導學員引導學員引導學員了解藝術品的時代性和多元性了解藝術品的時代性和多元性了解藝術品的時代性和多元性了解藝術品的時代性和多元性  

史作檉（2008：21）指出「水墨」即墨、即黑、即無色、即默、即合眾彩而默、

即一而一切、唯真隱者之心能之；山水，即山、即石、即巨石、即力量。明代中期以

後，以浙派為代表的山水畫家表現出奔放的筆墨狂態，發展為寫意繪畫；部份的文人

畫家，更以恣放的草書筆勢結合寫意繪畫，形成酣暢淋漓的風格。也就是說東方水墨

的表現是：人透過眼睛觀看自然，經由心與自然的互動，最後畫出自然與我合一的形

式。西方古典藝術的表現則是：人透過眼睛觀看自然，藉由描寫自然來揭示生命個體

的精神意義。後來，，，，西方的現代繪畫發展過程中，不僅運用中國的線條，也學習中國

書法的趣味，例如：Henri Matisse認為書法的精華在身體全然投入畫布上的書寫過程，

他用大桶墨汁和大筆揮舞了起來；Jackson Pollock在作畫時用中國的筆、墨、紙，他說

只有使用中國的紙才能畫出美妙的線條和留白。 

經由西方現代藝術穿針引線的影響，東方不但先從西方現代主義學習創新形式和

多媒材表現，也從其後現主義獲取社會批判性、族群意識、拼貼式、符號學等藝術表

達方法。不論東方或西方，由於共同存在於地球的每一個時代（而且越來越扁平的時

代），因而水墨藝術和西方藝術有著像地下莖一般的，不可切割的連結（參本文之研究

背景和文獻探討）。 

本展的策展人劉永仁（2009）以為，從東方美術史的進展來看，當代水墨是現代

水墨延伸，二十世紀以來無可迴避的路徑和趨勢是將水墨視為一種承載藝術觀念的創

作媒介。以當代藝術所處的知識與科技巨變時代，水墨藝術家除了以水墨表現其個人

從現實生活經驗所得的思維和感受，也挑戰如何跨越傳統媒材的侷限性以創造無界線

的視覺語言。現代水墨畫形象內涵豐富，是其藝術精神由內部散發出來的，其強調個

人特性的性質也是西方現代主義特點；而當代水墨則往外部，一方面從當代文化語境

中進行觀念和視覺上的轉化，一方面適時轉換並回應公共性議題，體現出關懷現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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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永恆的精神空間（劉永仁，2009）。 

2. 以希臘神之形象及其象徵引導學員體會以希臘神之形象及其象徵引導學員體會以希臘神之形象及其象徵引導學員體會以希臘神之形象及其象徵引導學員體會 Jung 的四個心理功能的四個心理功能的四個心理功能的四個心理功能  

周作人認為神話中的人物和情景是象徵，當我們能把握觀看象徵的心情，就能不

受科學的限制，而以不拘束的情感對神話之意涵進行鑑賞（王秀絨，2000；周作人，

1998）。希臘神話中有很多很誇大、奇幻和奧妙的元素，跳脫歷史事件和真相，整理出

人在生活經驗所體會到的精神層次來傳遞給人，是「用人的精神講給人的精神來聽的

故事」。希臘神話不但描述外在自然現象來揭示生命體的形成；也讓抽象的精神及其活

動擬人化成為神話人物的內在心理現象，藉由故事而表現出來（王秀絨，2000）。例如

以希臘眾神來隱喻 Jung的四個心理功能分析（表 1），就會更為鮮活而令人印象深刻：

感受深入又理智的太陽神，可比擬 Jung心理功能類型中的情感；知性而條理分明的智

慧女神，可比擬 Jung心理功能類型中的思維；象徵美貌的愛神，可比擬 Jung心理功能

類型中的感覺；情緒豐富直接的酒神可比擬 Jung心理功能類型中的動態直覺；純潔高

尚的的月神可比擬 Jung心理功能原型中的靜態直覺。擬人化的希臘神話有如孕育希臘

藝術的土壤，為西方的文學、戲劇以及繪畫雕刻等藝術人文提供了豐富耀眼的寶庫，

而其形象及其象徵流傳久遠而普及，能作為觀看學理的媒介，使觀者迅速掌握。 

3. 以常見之以常見之以常見之以常見之藝術心理藝術心理藝術心理藝術心理作用引作用引作用引作用引導學員體會自我心理功能導學員體會自我心理功能導學員體會自我心理功能導學員體會自我心理功能  

Jung從差異類型的觀點描述了兩類型不同的藝術創作現象。一類是創作者能駕禦

自己的創作過程，讓創作素材服從自己明確的創作目的，包括作品的整體效果、風格

和造型規律。而另一類是創作者淹沒在自己的激情之中，其作品彷彿自動地、近乎完

美地湧現，作品本身才是作者的主宰（黎玲等，2004：239）。前者重理性、有控制的

思維和情感；後者重感性、釋放性的感覺和直覺。事實上，個體透過藝術創作的表達，

常常會或多或少在各種動因之間游走。Carnes（1979）認為藝術創作提供一種非語言表

達的靈感來突破口語表達的限制，藝術表達能夠使個人的構成系統變得更為豐富（引

自 Rosal，2001）。Rhyne（1973）指出應同時重視個人內在構成模式裡的思維和感覺的

連結，而經驗中的認知和情緒二要素是充分連結的，繪畫能使人廣泛地自我認同而了

解其個人構成系統（Rosal，2001）。藝術表達使人全然浸泡在思維、感覺、情感和直覺

等高層次心理功能歷程，從沉澱自己、識別自己，而至自我統整念。 

然而，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存在著許多折衷型、混合型的難以命名與定性的藝術

狀態相風格樣式，和非經典、非純粹性的藝術生長狀態（殷  喜，2009）。我們若能超

越「二元對立」或「二元分立」的觀念，就能在「黑」與「白」之間存在的廣闊「灰

色地帶」，視見更多發展已醞釀其中（殷  喜，2009）。本研究綜合文獻探討、導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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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得和藝術鑑賞素養，嘗試歸納例舉藝術表達中常見的一些多元化心理功能運作，

提供學員作為察覺藝術家的創作心理功能的參考，由此使學員察覺自我的觀看心理功

能運作，進而增益自我概念。 

（1）知覺外射（extrajection）作用 

被人所客觀描述事物，有許多屬性其實都不是它們所固有的，它們大半起於人的

感官知覺，由於外射作用，便成為物的屬性。當人聚精會神地觀照審美對象時，其生

命經驗會注入到對象中之、使對象顯示出內容表象。在只使用知覺外射作用這單一心

理功能的前提下，藝術的作為大約是客觀地觀察外在世界，尚未有進一步的創作行為。

此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外向感覺功能取向。 

（2）再現（represent）作用 

Plato（427-347 BC）的理性哲學，基本上是以一種視覺上的隱喻（visual metaphor）

為基礎，認為思維主體和感官所知覺的外世界間，存在著一種前者再現（represent）後

者的關係，再現某個程度能代替模仿的詞意。藝術表達中，線條及色彩這些視覺上的

對象，廣義地說，即是思維主體或創作主體再現實在界的產物，但是卻不代表實在界

和藝術活動有著同樣的結構及目的，即柏拉圖所說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鄭光明，1993：19-22）。再現的藝術創作主體是在感覺和思維之間往返流動。此作

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外向感覺和外向思維功能取向。 

（3）唯心主義（idealism）  

Plato又以其著名於世的理型／幻象二分說指出，時時改變的幻象不等於實在，唯

有作為知識主題及對象的實在界恆常不變，知識才有可信性及效準（validity）可言。

Rene Descartes（1596-1650）說無論是在夢境還是在真實世界，至少物體的初性（primary 

quality）總是一直在那裡，有清晰而明白的觀念。認識主體的心靈存在一個絕對客觀

中立的枓學詮釋系統，是一切確定性的判準，這系統的對象即是實在界的真理（鄭光

明，1993：26-27）。藝術創作主體若是以追求理型、初性或觀念為唯一目的，其心理

功能即特別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內向思維功能取向。 

（4）象徵化作用（symbolism）  

象徵化作用是利用事物之間的某些非本質性的類似，以一種形象來象徵性地代表

另一形象。浪漫主義運動之後的藝術創作漸漸將個人情緒象徵的成份放入作品。創作

者透過創作呈現有關內在心理運作，以及人際互動的象徵符號，也是一種心理的或情

緒的詮釋。藝術創作是一種象徵的工具，圖像能誘發人的非言語感情或觀念，用來傳

遞許多不同層次的訊息。不論從藝術過程或藝術完成品來看，人的內部因應外在訊息

所做出的象徵性溝通都是顯著的（Rubin，1978）。此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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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感覺和外向直覺功能取向。 

（5）情感外射作用 

藝術家的情感外射是把自己的情感向外投注審美對象，使得對象本身也具有了自

己的情感，其中一種是托物寄情，指藝術家通過描寫客觀的具體可感的人物、景物來

寓意自己的感情，欣賞者通過對作品中的人物、景物的解讀和感受，從而在情感上與

作者產生共鳴（黎玲等，2004︰336）。另一種是移情（empathy），Lipps指出，移情是

直觀與情感直接結合，從而使感覺表象與情感相融合的過程。（黎玲等，2004︰339）。

此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內向感覺和外向情感功能取向。 

（6）昇華作用（sublimation）  

Freud認為受壓抑的本能欲望足夠強大時，便潛入到心底深層成為潛意識；潛意識

又被壓抑之後，就轉移成為夢和想像，藝術想像也是一種特殊的轉移方式，Freud稱為

昇華（黃堅厚，2007：65）。因而，藝術上的昇華作用即是一種藝術想像，是從心靈所

產生之幻想的、非真實世界的內容，以社會所允許的形式（藝術形式）顯示出來。此

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內向直覺和內向情感功能取向。 

（7）抽象衝動（excited）  

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1908年在《抽象與移情》文中指出，移情衝動之

外，抽象衝動是另一種相反的衝動。移情來自人與外界的同化關係，抽象則來自人與

外界的對立關係。抽象是從外界現象的雜亂無常中看出規律性和必然性，好比人們缺

乏空間安全感時，就企圖在藝術的形式中取得安寧，或從中把握宇宙事物的絕對和永

恆。埃及金字塔和拜占庭鑲嵌畫所展現的對生命力的抑制性。此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

功能中的內向直覺功能取向。 

（8）抽象表現（expressive）  

抽象表現是一種自發性的（spontaneous）表達，自發性行為很難確定是如何引起

的，可能是新陳代謝作用所引起，也可能是由某種不明的刺激所引致。（張春興，2007：

707）。抽象表現藝術是直覺的、感性的，其過程會有情緒宣洩（emotional discharge）

和情感淨化（catharsis）的作用。情緒宣洩是將形成在內部的情感或感受表達出來的行

為；情感淨化是藉由身心放鬆，無拘無束地活動或自由表達，使心中鬱悶放散的歷程。

（張春興，2007：125）。此作用相近於 Jung心理功能中的外向直覺功能取向。 

4. 導覽活動導覽活動導覽活動導覽活動  

正式進入展覽空間之後，依預定導覽動線和挑選畫家作品，一一參觀各個展覽室。

首先，學員經由觀看藝術品，可立即體驗到藝術家直接把內心狀態顯示在藝術品中的

表達，其整體的意念及情感狀態，經由視覺化將其內射形成具體的心象，而得到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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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召或移情，更與藝術品互為主體；研究者又引導學員透過自由和積極的聯想，與

神話人物故事連結，不但可充分體驗太陽神理性而多重意義的思考力、智慧女神知性

而條理分明的知覺力、愛神象徵美感和情感的感受力和酒神情緒豐富直接的直覺力，

也使自己經驗一場高層次心理歷程（知覺、感受、思考和直覺），讓自己的情感和意念

從外而內得以統整。其次，配合展覽策展之六個觀看面向，和研究者之十類型鑑賞指

標，以及參考策展人劉永人對藝術家與作品的詮釋（附錄二），在半結構式的流程中進

行提示重點、活動和提問等開放性互動的導覽活動。 

本導覽希望經由蘊含著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視覺文化的質變歷程的創新

水墨，引導讓觀者嘗試使自己的情感和意念，由外部的刺激和內部的外射，而體會到

自我概念。 

5. 評鑑記錄與回饋評鑑記錄與回饋評鑑記錄與回饋評鑑記錄與回饋  

研究者自我擬定幾項評鑑工具，並將此資料分別依照屬性編碼（如表 3），以作為

質性分析與未來課程改革之依據： 

A. 自編的學習單：研究者針對導覽流程總覽表之中的提問，設計簡單的答問單，

開放給學員隨手自由紀錄自己的感想（參附錄四）。 

B. 觀察紀錄表：觀察紀錄表是由研究者紀錄教學過程的資料，在內容上需寫明教

學時間、教學地點、學生人數、教學流程、心得感想、反省建議等（參附錄五）。 

C. 學員的口頭反應：這是非正式的評量，包括研究者與學員口語互動之中所間接

發現之導覽學習的優缺點，以及學員在預設提問之外的心得或看法（參附錄六）。 

表 3 

資料編碼表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編碼舉例編碼舉例編碼舉例編碼舉例 意義或作用意義或作用意義或作用意義或作用 

學習單 SA20091116-302 為學員 A 學習單，20091116表示日期，-302表示展

覽室。 

觀察紀錄表 TO20091115-302A 為老師的觀察紀錄資料，20091115表示日期，-302表

示展覽室，A表示學員 A。 

學員其它口頭反應 TA20091115-302 為學員A口頭反應紀錄資料，20091115表示日期，-302

表示展覽室 

肆、課程實施與結果 

一一一一、、、、教學實施限制教學實施限制教學實施限制教學實施限制 

本課程有實施對象和時間上的限制，使得本文所探究的理論只能做到概略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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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而學習單的填寫，也主要因時間和行走中不便書寫的限制，致使回應效果不

佳；多數現場狀態的紀錄是以研究者之導覽教學觀察為主，雖盡量保持客觀立場，仍

恐有主觀之嫌。事實上，面對非語言的藝術品，較能立即增益的自我概念也是非語言

式的；其次，一方面由於時間限制，一方面由於文字書寫需要沉澱感覺；因而，能有

所表達的學員，傾向以口語表達的，明顯多於以文字書寫於學習單的。 

二二二二、、、、北美館創新水墨展覽導北美館創新水墨展覽導北美館創新水墨展覽導北美館創新水墨展覽導覽覽覽覽活動流程與內容活動流程與內容活動流程與內容活動流程與內容 

導覽活動流程與內容如表 4，藝術品描述和圖像可參附錄二和附錄三。 

表 4 

北美館創新水墨展覽導活動流程與內容 

導覽主題導覽主題導覽主題導覽主題 
十類型十類型十類型十類型 
鑑賞指標鑑賞指標鑑賞指標鑑賞指標 

展展展展
覽覽覽覽
室室室室 

挑選畫家作品挑選畫家作品挑選畫家作品挑選畫家作品 提示重點提示重點提示重點提示重點 

體悟藝術家體悟藝術家體悟藝術家體悟藝術家
或自己的心或自己的心或自己的心或自己的心
理功能和藝理功能和藝理功能和藝理功能和藝
術心理作用術心理作用術心理作用術心理作用 

劉國松 

（阿瑪達布郎峰─西藏

組曲 108） 

仇德樹（裂變） 

演練觀者自己的視覺作用，

領會藝術家工作時的視覺表

現意圖。 

活動和提問 

1. 

從三維視

覺到四維

視覺的精

神 

302 

1.活動：引導學員伸雙手張開手掌，睜開眼睛描述手掌

的特徵，再瞇眼微開眼縫端詳模糊了的手掌，用一點

感覺和想像力，最後閉上眼睛自由聯想，說說腦海浮

現的「雙掌」。 

2.提問：請以兩幅作品中比較「視覺性」和「非視覺性」？ 

3.提問：你在兩幅作品的分別看到藝術家什麼樣的精神

特質？ 

4.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太陽神的情

感和酒神的

直覺。 

2. 

昇華作用、

象 徵 化 作

用。 

 

李重重（四季紅-1） 

張詮（長江大橋） 

演練觀者自己的體覺，領會

藝術家工作時的有靜有動的

肢體狀態，以及運筆用墨間

的筆觸特徵。 

活動和提問 

一、 

筆墨異形

與精神之

拓展與變

奏 

  

2. 

從動態到

靜態的筆

墨 

303 

1.活動：觀察兩幅畫的筆觸，舉起手憑空模擬藝術家運

筆姿態。 

2.提問：如何從兩幅作品的筆墨痕跡中區分出「動態」

和「靜態」的歸屬。 

3.提問：「動態」和「靜態」分別代表藝術家什麼樣的

身體特質？ 

4.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酒神和月神

一動一靜的

直覺。 

2. 

抽象表現、

情感外射作

用。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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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劉庸（無題） 

葉世強（永恆之光） 

以直覺觀賞作品，領會作品

給自己的感受是收縮或解

放，再進一步揣摩藝術家工

作時的情緒和肢體狀態。 

活動和提問 

3. 

從收到放

的空間意

識 

304 

1.活動：引導學員用「吸」和「呼」的詞意與體覺活動

來領會「收」和「放」的差異，再對照藝術品給人「凝

聚」和「紓解」的感受。 

2.提問：那一幅作品比較「理性」？會聯想到什麼樣的

空間？ 

3.提問：其中比較「感性」的作品中，有哪些肢體動作

的痕跡？ 

4.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太陽神的情

感和酒神的

直覺。 

2. 

抽象表現、

象 徵 化 作

用、唯心主

義。 

彌力村南 

（印象系列之十、黑白系

列之 20） 

以感官觀賞作品，勾起自己

在山水之中的身體與空間記

憶，再進一步揣摩藝術家工

作時的空間感和心靈狀態。 

活動和提問 

二、 

從現代到

當代水墨

的空間意

識 

4. 

從寫意到 

抽象的空

間意識 

305 

1.活動：引導學員回憶在山上渡假看日出的經驗，分享

視覺、聽覺、膚覺和體覺的感受。 

2.提問：那一幅作品比較「寫意」？描述畫裡的空間。 

3.提問：黑白系列作品中的空間，比起印象系列有無迷

濛消失的感覺？ 

4.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愛神的感覺

和酒神的直

覺。 

2. 

象 徵 化 作

用、情感外

射作用、抽

象表現。 

 

魏青吉 

（蜘蛛俠 1、拿紅櫻槍的

女孩） 

欣賞視覺文化中的幽默，理

解圖像符號的傳達力量，以

及作者的批判態度。 

活動和提問 

5. 

符號的性

別表徵 

306 

1.活動：給學員 1-2分鐘的時間仔細觀看作品。 

2.提問：那一幅作品裡的人物像男生？為什麼？  

3.提問：那一幅作品裡的人物像女生？為什麼？ 

4.提問：畫中的蜘蛛俠像是與蚊蟲格鬥？代表什麼？  

5.提問：畫面中的女生在衣角上有高級品牌標誌，代表

什麼？ 

6.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愛神的感覺

和太陽神的

情感。 

2. 

唯心主義、

象 徵 化 作

用、情感外

射作用。 

 

三、 

以水墨書

寫構成有

機符號 

6. 

符號誕生 

的過程 

307 閻秉會 

（俗禪（之一~三）） 

學習如何使生活物象從觀

察、描寫、掌握特徵、簡化，

最後發展為符號的可能性。

而簡單的符號在解讀時，又

需要還原為生活中的物象。 

1. 

愛神的感覺

和太陽神的

情感。 

2. 

唯心主義、

情感外射作

用。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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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活動和提問    

1.活動：給學員 1-2分鐘的時間，先由左往右，再由右

往左，來回仔細領悟作品三連作的意義。 

2.提問：贊成三連作應從右邊看起的舉手？為什麼？  

3.提問：贊成三連作應從左邊看起的舉手？為什麼？ 

4.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5.活動：取出事前備好的紙和筆，請學員 2~4人將畫中

的水瓶完成為一個“符號”並展示分享。 

 

李振明 

（五嶽看山不是山） 

洪深根（方圓無常） 

體驗後現代主義「不確定性」

的原則和對於統治地位與文

化傳統的批判態度，以及不

止於形式和結果的創造精

神。 

活動和提問 

7. 

後現代的

社會批判

性喻意 

308 

1提示重點。 

2.活動：給學員 1-2分鐘的時間仔細觀看作品。 

3.提問：李振明的作品中你看到什麼？  

4.提問：洪深根的作品中你看到多少個人？  

5.提問：兩幅作品有沒有共同的意義，是什麼？ 

6.綜合整理問答。 

1. 

愛神的感覺

和太陽神的

情感 

。 

2. 

唯心主義、

象 徵 化 作

用、情感外

射作用。 

 

陳心懋（湖石图） 發現後現代主義基於「不確

定性」的原則和創造精神，

而任意挪用、分解、拼貼、

重構等所使用的圖象、媒材

和技法等自我突破的創造精

神。 

活動和提問 

四、 

以水墨詮

釋當代文

明變遷軌

跡 

8. 

後現代的

拼貼式多

媒材技法 

309 

1.活動：給學員 1-2分鐘的時間仔細觀看作品。 

2.提問：說出你在作品中看到的圖象？  

3.提問：說出你在作品中看到的媒材？ 

4.提問：說出你在作品中看到的技法？   

5.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愛 神 的 感

覺、酒神的

直覺和太陽

神的情感。  

2. 

知覺外射作

用、象徵化

作用、情感

外射作用、

抽象表現。 

 

五、 

解構書法

轉化水墨

構成語言 

9. 

畫中有話 

 

310 楚戈（行吟者） 

張羽（指印-2006.1-4） 

書法美的表現，“實”的方

面是有形的，它包括用筆、

結構、章法等內容；“虛”

的方面是無形的，包括神

采、氣韻、意境等內容。 

 

1. 

愛 神 的 感

覺、智慧女

神的思維和

月 神 的 直

覺。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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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活動和提問    

1提示重點。 

2.提問：那件作品是畫中有話？ “實”是什麼？“虛”是什

麼？ 

3.提問：那件作品是指中有話？ “實”是什麼？“虛”是什

麼？ 

4.活動：事前準備好空白紙本、自動毛筆和印泥，輪流

給自願學員 2~4人，先想好一個情境，分別以自動毛

筆書寫一個形容詞在紙本上，又用該詞義形容的意境

以指連續蓋印在紙本上。 

5.提問：問體驗活動後的學員喜歡哪種說話的方式？為

什麼？  

2. 

象 徵 化 作

用、情感外

射作用、抽

象 表 現 抽

象、衝動。 

張永村（水墨家族） 現代抽象主義去除了具象符

號的符號作用；後現代則重

新尋找符號的作用，也促成

一些畫家用新的方法實驗生

活形象的符號化或設計化。 

活動和提問 

六、 

水墨觀念

裝置行為

之形式內

容 

10. 

符號的序

列之美 

311 

1.活動：給學員 1-2分鐘的時間仔細觀看作品，然後即

時聯想作品中複數衍生的基本造型像生活中的哪些

物象。 

2.提問：描述你在作品中看到的符號是如何製作的？ 

3.提問：說出你在作品中看到的序列性？  

4.提問：說出你在作品中看到的律動性？ 

5.綜合整理問答，並提示重點。 

1. 

酒神的直覺

和智慧女神

的思維。 

2. 

象 徵 化 作

用、情感外

射作用、抽

象衝動。  

 

 

 

三三三三、、、、學員心得學員心得學員心得學員心得 

本導覽課程目的在觀察藝術鑑賞增益思維、感覺、情感和直覺等自我概念的現象，

學員心得可從參與觀察學員學習狀況、學員口頭學習心得和意見表達三方面來整理︰ 

（（（（一一一一））））觀察學員學習展現自我概念的概況觀察學員學習展現自我概念的概況觀察學員學習展現自我概念的概況觀察學員學習展現自我概念的概況 

依據 Mirzoeff 的觀點，當代視覺文化研究旨在討論「視界（visuality）」和「超視

界（hypervisuality）」的問題，也就是「人主體」與「視覺媒介或影像」的互動關係（陳

瓊花，2000）。透過眼睛的觀看活動會引發不同的視覺性，因為它們背後的意義不同，

而意義是經由人主體的全部身體感官、保留概念和心理結構的鑑別而發生。本課程從

十個展覽室挑選作品發展為十個小主題，在一一導覽欣賞的過程，常見全體學員發出

共感，有時候大家也會有兩極的反應或多元看法。整體而言，學員們對這樣的導覽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