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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關於藝術批評之意義，有些學者提出扼要而中肯之敘述，如 Morris Weitz

（1964）將藝術批評定義為「關於藝術品研究之一種論述形式」，Marcia Eaton

（1988）認為藝術批評是「邀請人們注意特別之事物」，Terry Barrett（2008）

之觀點似乎有綜合前述兩者之處，其主張藝術批評是一種關於藝術之報告論

述，用以增加人們對藝術之瞭解與鑑賞。而關於藝術批評能力之較高層次發

展，Harry Broudy（1972）之看法可謂為經典或代表，其強調批評常常導致

「被啟悟之珍視（enlightened cherishing）」，且其中融合了思想與感覺兩種概

念。近年來學院與學校藝術教育中，藝術批評受到相當程度之重視，Anderson 

& Mibrandt（2005）指出藝術批評是人們想要認識藝術品之意義與重要性，

所做之關於藝術的談論與寫作。藝術批評是「學科本位藝術教育（DBAE）」

中四個學科之一，其包含觀看藝術之行為、談論、以及寫出關於視覺意象，

而且應該被整合成為教室中課程的一部份。在本研究中藝術批評之意義係整

合前述之觀點，亦即是指依某種藝術探討之方法與程序，而知覺、感受、認

知、與領悟藝術品，且以一種研究藝術品之論述方式加以表達（包含談論或

寫作），若未有論述之表達則至多僅止於鑑賞而非批評。同時藝術批評教學

旨在幫助學生了解藝術批評之理論與實務，並據以更深刻地領悟與形成藝術

品之意義，且能有智慧地評析其價值。 

學院藝術教育之實施對象主要涵蓋視覺藝術相關系所之學生，以及修習

通識課程之其他非視覺藝術相關系所之學生。然而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前者而

探討與立論，且本研究所提出之觀點亦可加以淺化，以應用於對後者之教學。 

學院中藝術批評教學對於藝術批評者、藝術創作者、藝術理論者、與藝

術教育者之培養有無可取代之重要性，因這些人才之教育須在藝術之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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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評析方面，建立相當深厚之基礎，方能發展自己獨特的學術專業能

力。事實上當前學院藝術批評教學之研究仍待增進，雖然關於藝術批評與美

學之著作近年來已累積不少，可做為學院學生學習之部分參考資料，然而對

於學院教育中，專就藝術批評教學理論基礎能加以深入探究整合分析並據以

發展教學原理者，確實頗為少見，而此乃本研究所關注之主要問題。 

筆者在學院中任教藝術批評、藝術創作、藝術鑑賞、與藝術教育課程多

年，發覺學生往往以表象之感受方式以及有限之概念去體會與闡釋藝術品，

而且藝術批評學習到某特定層次時，大多易面臨學習之瓶頸，難以達到足夠

之專業性。筆者因此更深切地了解教學者宜再更深入研究，以發展較完整性

之藝術批評觀念體系，以及相應的其教學方式，期能充分而有效地啟發及引

導學生，亦即目前學院藝術教育中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探討對學院之教與學

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關於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探討，首先面臨之問題即是如何將當前現存多

元之藝術批評之類型、取向、或規準加以統整與歸納，以尋找適當的途徑。

當今藝術批評觀點漸增之多元性與複雜性或許是由於藝術批評為針對不同

的與新的藝術品需採不同之批評規準，同時藝評家之獨特立場、個人哲學、

與寫作風格亦產生各種批評方式。本研究試圖將多元之藝術批評歸納為著重

內在與外在要素兩種取向，且為尋求藝術批評教育之適切、扼要、而有效之

方法，將依各家理論之屬性與取向而分析其要義，再加以整合探討。 

前述強調內在與外在要素兩種取向之分類方式，實際上亦能反映自傳統

迄今之藝術批評兩大對立思潮。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前半段，重視形式與

強調內容之爭論盛行（Eaton, 1980），以 Isenberg（1973）之說法，則是形式

主義者與再現主義者之爭論，而其爭論超越了「形式或內容哪一個比較重

要」？Dziemidok（1993）認為當此種爭論爆發於現代時所引發之問題為：

一件藝術品是否應該侷限於「在物體本身之內在或屬物體自己本身（as an 

object in or of itself）」，而被經驗或被鑑賞？或者是在「較寬廣的藝術與文化

的脈絡之內」而被經驗、解釋、與評價？於一九五〇到八〇年之三十年間，

美學中形式主義者與反形式主義者已不再將討論核心放在藝術價值與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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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問題上。然而，最近形式主義和相關的反對形式主義之問題又再度變

得更密切關聯。如同 Eaton（1980）注意到的形式與內容之爭論最近又被擴

大了，或許可描述為「形式與脈絡之爭議」。 

本文研究之中心課題即在分析傾向藝術內在層面之形式主義，與傾向藝

術外在層面之脈絡主義，以及在教學上兩者整合之原理與可能模式。如此之

藝術批評教學應將能把藝術內在要素之本質、與豐富其內涵之外在要素加以

融合探討，並考慮個別藝術品之屬性，進而培養學生使能進行較全面與貼切

之藝術批評。基於前述，此研究目的包括：（一）闡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

學相關理論，（二）闡釋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三）探討藝術批

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 

具體而言，為闡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本研究於第二章首

先闡述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說明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之關係，

且歸納形式主義發展過程中重要哲學家與美學家之主要理論。其次將分析形

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且探討形式與內容之關係及其在藝術作品中

之角色，並說明形式主義批評應用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最後對形式主義藝術

批評之觀點加以評析，包含其優點與缺點。 

為闡釋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第三章首先闡述脈絡主義之一

般理論基礎，說明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以及脈絡主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

哲學家之觀點，分別闡述藝術史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心理分

析的藝術批評。且於意識型態之藝術批評中又分別說明了馬克思主義之藝術

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與後殖民主義之藝術批

評。其次探討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後結構、與解構觀點。其三，概述脈絡

主義所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 

為探討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第四章擬首先闡述形式

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其中包含 Feldman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

Prater 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以及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省

思。其次說明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其中包含 Anderson 結構主義藝

術批評分析模式、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與 Barrett 闡釋取向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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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模式。其三探討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最後於結論中綜論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與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

關理論之重要觀念，以及各種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重點，最後建議整合式藝

術批評教學可採用之彈性方式，及後續可進行之理論與實徵研究以落實於教

學情境，並可根據此基礎理論進一步深入探討以建立學院藝術批評教學之理

論架構且深化其在教學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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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 

對於現代主義藝術之批評，形式主義具有關鍵之角色，而且事實上除現

代主義藝術以外之各種視覺現象之分析，如前現代與後現代亦難免涉及形式

之探討。在藝術批評實務與藝術批評教學上，形式之證據往往是必要之論證

或推理之根據，因此本章擬先闡述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其次，

分析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最後，評析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觀點。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 

藝術的形式主義經常被認為是現代主義之重要一環，因此為說明形式主

義之觀點發展，宜由現代主義從早期直到二十世紀之進展情形加以瞭解，茲

就關於現代主義開端之說法闡述於後： 

一一一一、、、、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之先驅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之先驅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之先驅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之先驅 

藝術的現代主義比哲學之現代主義時間稍晚，其起源之確切時間因不同

學者而有不同的看法，如 Atkins（1993）認為現代主義大約開始於 1860 年

代至 1980 年代，現代主義之名詞是用以指涉在這段時間中藝術之創作風格

與意識型態。現代主義出現於社會與政治革命席捲歐洲之時，西歐文化從鄉

村逐漸都市化，由農業趨向工業化，且宗教組織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之重要性

逐漸消失。當政教分離逐漸產生時，對藝術家贊助之舊系統也隨著結束，因

此藝術家有更多的自由以選擇自己的內容，藝術家可自由地實驗與創造高度

個人化之藝術，故「為藝術而藝術」成為此時期貼切之口號（cited in Barrett, 

2000）。一般認為現代主義開始於十九世紀末期，但就「為藝術而藝術」之

藝術創作觀念而言似乎遠比此一時期更早，甚至早在十六世紀之藝術創作就

已出現現代主義之傾向。如 Anderson（1993）主張歐洲藝術家在文藝復興

之後，就開始進行「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創作，藝術亦開始被接受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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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理由而存在」，觀賞者對其形式做有意義之反應，而不是為其工具

性價值而反應，故對藝術之反應逐漸由對功能的關心而轉向對美感的關心。 

綜合上述，現代主義傾向之藝術批評尊重創作者「為藝術而藝術」之立

場，而且強調作品本身所呈現之美感價值，而此美感價值之呈現則依賴作品

所呈現之形式。藝術批評之重點乃在藝術家如何應用形式以傳達作品之意

義，此種以形式之表現而評價藝術作品之批評類型可稱為形式主義之藝術批

評。為妥善理解與運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首先應對形式主義發展過程中與

哲學家與美學家之主要理念加以闡釋。 

關於美究竟是客觀抑或是主觀的一直是哲學家所關心之問題，Plato 與

其追隨者都認為美是「藝術之核心面向」。Plato 之後的幾個世紀，美被認為

是「藝術之客觀品質」，亦即美是存在於對象（objects）之中的。然而到中

世紀時，Aqunias 將「主觀性」引進到對美的思考中，他強調美的經驗，而

且此種經驗是一個獨立主體的一種特性，他也強調觀賞與享受美的認知面

向，因此主體經驗美的角色即受到注意（Dickie, 1997）。由此可知美的發展

是由客觀性逐漸轉變成主觀性，且與主體之經驗相關，藝術與美之關係頗為

密切。 

David Hume 之美學理論對於後來的形式主義具有影響力，他於 1757 年

發表一篇關於藝術的重要論文《品味的標準（On the Standard of Taste）》，此

文影響了以後的美學，包括形式主義美學（Barrett, 2008）。Hume 的品味標

準包含一套的判斷規則，此判斷規則是透過經驗所發現的，他試圖了解人類

共有的感情模式。他認為一個對象是美的或在審美上是好的，乃因它激起批

評家適當的審美感情。真正的判斷至少擁有下列之品質，即強烈的感覺、敏

銳的感情聯想、藉實務而改進、藉比較以達完美、與澄清所有的偏見，同時

能使批評家欣賞這種有價值之特質，以及能共同判斷真正的品味與美（Hume, 

1970）。Hume 之品味理論主張有些人的品味比其他人更正確且更具識別力，

品味因年齡與性格之不同而有差異，然若透過一門特定藝術的不斷訓練，或

不斷觀賞與鑑賞一種特定類型的美，將可提升美感判斷之能力。Hume 認為

觀賞者對一件藝術作品要做適當的判斷，首先須避免表面的第一印象（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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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偏見），宜考慮一件作品所有相關之面向，並與其他作品做比較，且思

考其相似與差異性，以做為一種證實觀賞者判斷的方法。此外，對於任何重

要作品必須一讀再讀，且仔細而全神貫注地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方能做適

當之批評。敏銳之感受可透過訓練而改進，以卓越之智識加上敏銳之感受

性，進而透過作品之比較而趨於完善，最後祛除了偏見才能對藝術作品做出

正確之判斷（朱立元等，1999；Barrett, 2008）。根據 Mothersill（1998）對

Hume 觀點之闡述，好的批評家應具備之能力包括如下：其一、擁有好的識

別能力，其須能解釋何以一件藝術品是優秀的，而且能指出作品中各個獨立

部份如何對整體效果產生影響。其二、能夠發現一件作品中對其他人並不明

顯的面向，而使這些不明顯的面向成為明顯的。其三、具備好的批評能力與

來自實務之能力，此實務包含對藝術作品之比較。其四、為讓藝術品的比較

具啟發性（illuminating），必須避免偏見。其五、對創作者之意圖與其採取

之方式須有敏銳之感受。其六、必須發展一種能感受到「作品理性與戲劇性」

之能力。 

前述 Hume 的觀點實開啟了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中重視對作品真實現象

之客觀觀察，對部分與整體關係之覺察，以及在藝術批評教學中強調的實際

演練與感受力之培養。 

二二二二、、、、早期的形式主義早期的形式主義早期的形式主義早期的形式主義 

（（（（一一一一））））美感態度與美感經驗美感態度與美感經驗美感態度與美感經驗美感態度與美感經驗 

美學（aesthetics）一詞係源自 Alexander Baumgarten 提出之觀點，其於

1750 年在德國首先以之確認一種「感官認知的科學」，Baumgarten 主張僅藉

一些事物的部份安排，不管其正確性或真實，當其被理解時，這些事物即能

產生心理之愉悅。美感態度理論由此而開始，其後在十八世紀之英國，與石

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之德國皆有所發展。美感態度是透過形式主義的透鏡

而體驗藝術，採取美感態度之目的是使人或許能產生一種「美感經驗」，一

般而言，美感經驗比起採取美感態度是較少自發的，亦即是當一個人擁有美

感態度時，比較有可能產生美感經驗，但是美感態度並不能保證就會產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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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經驗。美感經驗發生與否是決定於人的意願（willfulness），若一個人選擇

要美感經驗的話，則可以感知事物是美的，若選擇不要，則即使是美的事物

當前他都會感覺無聊（Barrett, 2008）。因此美感態度易促使美感經驗之產

生，若有意願或存心想要從鑑賞藝術作品中獲得美感，其必須先採取美感態

度，如此，藝術之表現形式才能發揮作用，而從形式之美中產生美感經驗。 

美感經驗之觀念的可應用性可謂超過了形式主義之理論，如最有名之美

國經驗主義哲學家 John Dewey 雖然不是形式主義者，但是他確實發揚了美

感經驗真諦之主張。其所描述之美感經驗著重於將「經驗（experience）」當

成一個感知者與物體間相互作用之關係。其以兩種方式使用「經驗」這個名

詞：其一、個人與他所處之世界的互動關係，其二、前述關係中的特殊種類，

例如選出連續更深層之經驗，Dewey 稱這種特殊的種類為「一個經驗（an 

experience）」。「一個經驗」主要是擁有統一與完整特質之任何經驗，任何經

驗無論它是否為一個經驗，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程度上的美感，特別是符合

統一的條件。但也不是每一個統一的經驗都是如同每一個其他經驗一樣是屬

審美的，因為統一的程度每一個人之經驗都不相同。當一瞬間對它自己本身

就已經足夠，是個別化的，這就是一個經驗，其以觀賞繪畫作品、聆聽交響

樂、或閱讀小說等為代表。判斷是否為「一個經驗」只能以感覺，且以個別

感知者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因此每一經驗的美感品質是非常個人化的，面對

事物，美感判斷是一種非常主觀之描述。Dewey 認為個別的經驗是美感判斷

之核心，然而它隨著偉大的藝術品而來，因為偉大的藝術品是最持久之美感

的物體，它們提供了最豐富的美感經驗，或創造了最頻繁的「一個經驗」

（Dewey, 1934;  Barrett, 2008）。 

綜合前述，為教導學生獲得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所關切之美感經驗，可藉

由觀賞者美感態度之培養、對美感經驗意願之啟發，以及個人化經驗之覺

察，與偉大藝術品之引發等方式。 

（（（（二二二二））））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 

1. Immanuel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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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與 1930 年代逐漸形成之形式主義提供

哲學基礎者乃 1700 年 Kant 所提之觀點，其美感反應之理論主張不同的觀看

者若深入經驗某作品，將能夠且應該達到相似的闡釋與判斷。根據 Kant，

藝術的目標是美，最後所有被判斷是美的事物，都必須具有形式。人們觀賞

藝術時應將自己放在感官覺察上，而此感官覺察是發生於任何陳述之前的，

且應放棄個人之興趣與相關之反應，同時將藝術視為除美感外，無關於任何

目的與用途。一種美感判斷應不是個人的亦非相對的，觀賞者應超越時間、

空間、與個人習性，達到全部有理性的人都同意的藝術之美感判斷，Kant

相信美的判斷是客觀的，然其並未提供美的一般規則。Kant 認為如果我們

自己沒有經驗某事物是美的，則我們不能被任何理由或論點說服而接受它是

美的，然而判斷某事物是美的，其在邏輯上是由對象自身之存在或個人之回

想所做之一種單獨判斷，亦即是我們欣賞一朵獨特的花是美的，而不能斷定

所有這類型的花都是美的。Dickie 將 Kant 的美學理論總結為：：：：一種美的判

斷是無關心的、普遍的、與關於愉悅之必要的判斷，此種愉悅應該產生於每

個人有目的之經驗形式。美學家 Edward Bullough 於 1913 年另增加了「心理

距離」之觀念，他主張觀賞者應該以超脫（detachment）的方式凝視藝術品，

因而更強化了 Kant 的理念（Barrett, 2000, 2008; Dickie, 1997; Gaige, 2007）。

Greenberg 認為 Kant 是第一位現代主義的哲學家，現代主義不只包含藝術與

文學，它現在幾乎包含我們生存之所有文化中社會的種種景象，Greenberg

將 Kant 以來之自我批判傾向加以強調，且用以辨識現代主義，因為 Kant

是批判批評本身之方法的第一人，因此他是第一位真正的現代主義者。Kant

之美學不僅是提供瞭解對美之愉悅的顯著特質，而且提供以瞭解藝術之較深

刻意義以及美與人類對其他領域經驗之關係（Everett, 1991; Gaige, 2007）。 

根據前述，為培養美的覺察能力，應引導學生理解無關心、普遍性、必

然性、與有目的之經驗形式等觀念，同時「心理距離」之技巧亦能加強此種

美感經驗之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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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W. F. Hegel 

Hegel 是德國唯心論的哲學家，而美學是其一般哲學系統之中心。Hegel

認為藝術之價值並不是提供愉悅，而是增加我們對世界之瞭解。Kant 美學

之起點是著重於個別主體對客體之美的反應，而 Hegel 將其注意力轉向藝術

作品本身之意義與內容。Hegel 主張藝術隨著宗教與哲學之發展而成為自我

了解之形式，人類透過藝術達到認識自己及其所居住之世界，他關心藝術成

為人之自覺意識的產品，亦即是成為自由而具目的性活動之形式。Hegel 提

出藝術特質之改變是與不同的人對宗教之觀點、人們自我了解表現的不同形

式、及神授（divine）之不同觀念、或人之存在最基本之理由相關。他認為

藝術之不同於宗教或哲學只在於這些最深之洞察所表現之模式，哲學是在思

想與觀念之層面產生作用，宗教則在想像或再現上產生作用，而感覺與素材

的特性成為藝術重要之特色，因此藝術之領域被認為是理念之「感覺的外貌」

（Gaiger, 2007; Houlgate, 1998）。Hegel 如同 Aristotle 一樣主張藝術之價值在

於它能揭發真實，且再現之技巧與形式之美對他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對真誠

的（genuine）藝術而言仍是不足的。真誠的藝術必須對人基於神授之自由

而展現一種完全的尊敬，這種神授包含古希臘與基督教之表現形式，但 Hegel

還將非宗教的藝術作品包括在內。真誠的藝術讚揚人各種不同之自由，且提

供對自由、福祉、愉快的一種內在感覺，甚至在面對艱難時亦同。藝術是瞭

解人類之一種模式，如同了解哲學與宗教一樣，藝術是隨時間發展與進行

的。Hegel 相信和諧的美，這與 20 世紀末之思想家們想要從傳統美的約束

中解放是不一致的（Houlgate, 1998）。 

Hegel 認為藝術美的前提必然是作品內部具協調統一之關係，藝術美、

理念、現象、概念、真實、與真理皆是等同的（引自陳瑞文，2003）。在 Hegel

的「表現」概念中，表現是屬於形式原理之範疇，其中以「人工修飾」為關

鍵，人工修飾即 Hegel 所稱之「能媒（éther）」，它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之理

由。能媒是藝術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在 Hegel 美學中，人工修飾依循一個繼

承性之文化共同記憶系統，美感之形成亦取決於優異之修飾所引發出約定俗

成之文化記憶，因此其具文化薰陶與教養之作用（陳瑞文，2003）。Houl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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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綜論 Hegel 對美學五個歷久彌新之貢獻包含：其一，Hegel 認為藝

術是提供美感自由與經驗的一種顯著之形式，而不只是對追求政治與社會之

目標有用。其二，Hegel 探討不同藝術表現的可能性，並促使吾人思考一些

特殊的藝術或許未必比其他藝術更適合表現某些特定種類之主題。其三，

Hegel 強調藝術之歷史取向的重要性，而且他是美學理論家中認真地對非西

方藝術感興趣的第一人。其四，Hegel 藉他所熟悉的藝術作品之例證，而嘗

試著將生活融入他關於藝術與美之理念中，因此他示範了將個人對藝術品之

經驗整合於系統美學之可能性。其五，Hegel 不只是折衷主義者，他的藝術

理論與重要的哲學洞察都提供了對個別藝術品與藝術風格之闡釋。 

現代美學家 Krukowski（1998）認為許多總結形式主義之解釋皆強調

Kant 美學的重要性，而忽略了 Hegel 對美學之貢獻。Krukowski 提出兩個形

式主義理論所強調之重點：其一，所有藝術品應根據其形式特性而單獨判

斷，亦即主要依其形式特性加以判斷，而不管它們的其他內容；其二，最好

的藝術品是那些強調其形式特性之作品，亦即藝術作品應專門建立在形式主

義的規則上；此兩個重點前者屬 Kant，後者則屬 Hegel。 

綜合上述可知早期之形式主義與美感經驗有極大之關連，且美感經驗之

前提是必須先採取美感態度，對於是否能產生美感經驗則決定權在於個人。

Kant 與 Hegel 皆主張藝術與美的形式相關，且 Hegel 更進而主張藝術不只提

供感官之愉悅，更應將生活融入其中，而使藝術以其形式提供美感自由與經

驗，並藉之促進我們對於世界之瞭解。 

三三三三、、、、廿世紀之形式主義廿世紀之形式主義廿世紀之形式主義廿世紀之形式主義 

廿世紀之形式主義理論家著重於藝術之形式，特別是在繪畫方面，而較

少延伸到雕刻。早期之現代主義畫家如 Wassily Kandinsky, Piet Mondrian, 與

Kazimir Malevich 等人發展抽象藝術之形式，皆對後來的形式主義有貢獻。

於 1930 年代，文學批評領域發展出「新批評」，即一種形式主義批評取向的

文學批評，它與藝術的形式主義平行。批評家們想將更多闡釋的強調放在作

品本身，而且他們想根據作品之語言、意象、與隱喻的使用而分析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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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去更正從以前到現在之批評家實務過於重視文學作品本身之外的資訊

而非文本（Barrett, 2000, 2008）。因此新批評雖屬文學批評，而其呼籲將批

評實務之重點回歸於作品本身，該主張與形式主義之批評取向是一致的。 

對二十世紀美學有貢獻的主要美學家為 Clive Bell、Roger Fry、與

Clement Greenberg，尤其英國藝評家 Bell 與 Fry 於 1920 年代介紹形式主義

之後，現代主義理論受到大力之推動，因此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存在著密切

之關係。其主要美學家相關理論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代表美學家代表美學家代表美學家代表美學家 

1. Clive Bell 

Bell 是英國的藝評家，受到 Kant 理論以及藝術品之「美感反應」觀點

很大的影響，其主張再現與情感本身對藝術品之美感經驗並沒有幫助，而提

出兩個最重要的概念：「審美的情感」與「有意義的形式」。他認為成功之藝

術作品都擁有一個重要之品質，即「有意義的形式」，其意指美學的所有系

統都是根據個人對一個特殊情感之經驗，以及所有客體共有之品質所激起的

情感，作品中有意義的形式決定了它的藝術內容與價值。Bell 對審美的情感

定義是近似於神秘主義的，他攻擊任何一個自己個人審美反應以外的批評之

可能性。在 Bell 的觀點中確認一件客體為一件藝術品可能只有透過吾人的

感覺，任何藝評家只能幫助人們去看，至於一個客體是否能被認為是一件藝

術品，是透過人們感覺之情感反應且去證實它（Barrett, 2008; Dorn, 1994）。

Bell 相信並非所有人都能擁有一種審美的情感，他支持「藝術是被理解而不

是被教」之觀點，他甚至聲明「藝術並非學習來的，也不能被教」，他相信

我們不應該教育兒童去感覺任何東西，而是使其找出他們想要的以及他們想

成為什麼之方法，Bell 的教育觀點是鼓勵每一個人去創作藝術的形式，至少

達到一個業餘水準的程度。他相信「有意義的形式」存在於所有能激發審美

感情之事物上，因此他將其定義為引起我們審美感情之特殊的方式、特定之

形式、與形式之關係。他相信能感動我們之形式是因為它表現了創作者之情

感，藝術家與觀賞者之關係主要在於藝術家在作品中之審美情感能喚起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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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中相同的情感。他主張鑑賞一件藝術品，必須具備一種對形式、色彩的

感覺，與三度空間的知識，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不需要（Bell, 1958）。因此，

評價一件藝術作品不需要藝術史、藝術家之自傳、或藝術家的創作意圖、以

及關於作品被創作之時代、或社會相關之脈絡知識，而只需具備對形式的相

關知識。 

2. Roger Fry 

Fry 是英國之畫家與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之重要藝評家，他也研究科學、

編雜誌，且身兼一個美術館的主管。Fry 主張人們對藝術品之反應是對視覺

要素彼此間關係（即形式）之反應，而不是對感覺、物體、人、或事件之反

應。Fry 發現 Cezane 藝術之特質，使他因而定義視覺藝術之特徵為其造型與

形式之特質。Fry 對塞尚和後印象派畫家形式主義特質之欣賞，也導致他對

非洲與亞洲藝術的喜愛（Conquest, 2005; Wolff & Geahigan, 1997）。Bell 與 

Fry 都試圖忽視藝術家創作藝術作品之意圖，以及藝術家或許想要作品擁有

之社會與意識型態的功能，而以「有意義的形式」取代之。他們處理藝術的

批評方法意味著使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任何藝術作品可能做跨文化之闡釋

與評價。因此形式變成是至高無上的，而作品其他該注意之面向如主題、敘

事的內容、或與日常生活相關之儀式的使用等，都被視為是分散注意力之事

物，而且更糟的是其損傷了對藝術的一種適當考慮（Barrett, 2000）。 

3. Clement Greenberg 

形式主義藝評家 Greenberg 也是現代主義的捍衛者，他是一客觀的分析

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藝評家，他使得形式主義

在美國變成十分重要。在二十世紀之四Ｏ到六Ｏ年代間，他確立了抽象表現

派畫家與色域（Color Field）畫家的特色，並且極力推崇他們，因此對當代

藝術有很大的影響。此外，他擁護抽象表現主義，特別是 Jackson Pollock 之

作品。當一些地區性畫家表現美國風景時，這些抽象表現主義者擁護個人自

由的存在主義典範，而透過抽象將他們自己投入精神的自我表現。對他們而

言，形狀、尺寸、結構、比率、與組織極為重要，抽象表現主義許多效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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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顏料如何以種種不同的方法做出各種不同之厚度，不同行為在相異的方

法上影響著成品的差異性。在形式主義之原則下，繪畫之特質是二度空間，

而不應該表現三度空間之幻覺（Barrett, 2000; Wolff & Geahigan, 1997）。

Greenberg 的形式主義大部分是對藝術之材質性（materality）之發現與探討，

包括一幅繪畫平的表面、它的形狀、畫布的結構支撐、顏料等。因此現代繪

畫最後是關於它自身，亦即藝術之主體就是藝術（Danto, 2000）。Greenberg

如同其他形式主義者一樣強調視覺元素之重要性，他認為透過自我批評之過

程，形式之要素在現代藝術中被強調，而此自我批評方法即從內在開始。透

過批評過程它們自身被批評，如同 Kant 使用邏輯去批評邏輯一般，使用自

我批評使現代主義產生了活力，現代主義藝術使用自我批評而說明對其本身

什麼是不可減少的，與什麼是被除外的，結果每一種藝術的類目（如繪畫、 

雕刻）都刪除了對其媒材特性不獨特之要素。以此方式，藝術品讓它因其自

身而引起注意，而不是將作品自身藏在引人注意之其他事物之下（Greenberg, 

1963）。 

Barrett（2008）綜論 Greenberg 的形式主義是藉著以下之特徵而突顯：（1）

藝術品主要之價值在於它的形式，而非透過圖畫之錯覺、主題、或故事來看

作品，如果真的擁有上述這些特質則應去尋找它的結構。（2）Greenberg 致

力於使我們忽視除了作品形式之外的任何東西，拒絕以前藝術家採用以創作

圖畫的所有方法。亦即藝術為了其自律性，必須脫離任何外在世界之影射，

藝術必須退回其自身所不能再縮減之領域。（3）「平面化」與「正面性」是

一件好的藝術之顯著特徵，平面化是超越一種風格之選擇，它是一個理論的

要點，亦即指繪畫應該沒有錯覺、與外在的指涉，而得到自我指涉的自律性。

Wolff 與 Geahigan（1997）皆認為 Greenberg 之所有評價都由一種純粹的邏

輯過程所決定，對他而言，藝術批評是經冷靜思考後，對某種審視藝術之特

別方法的承諾，他認為主題之內容與藝術評價沒有實質關係，內容純粹是主

觀的不相關因素，因此在藝術批評中它沒有重要意義，藝術批評必須始終保

持客觀注重與形式有關之問題，此種對藝術的觀察評價有助於人們認識與理

解現代與當代藝術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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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Bell, Fry, 與 Greenberg 三位藝評家在現代主義興盛時期具有舉足

輕重之影響力，塑造現代主義之獨特觀點與風格，且使藝術批評聚焦於形式

的意義與重要性，然而此種極端純粹性與排他性卻難免侷限了藝術的表現幅

度，且使藝術表現與藝術批評劃地自限，而忽略藝術表現之其他可能性。由

於此緣故，有些形式主義藝評家如 Fried 與 Krauss 即有修正之觀點，且現

代時期藝術家亦基於不同之表現觀念而產生不同表現風格，且朝向後現代藝

術趨勢而發展。  

（（（（二二二二））））形式主義之其他藝評家形式主義之其他藝評家形式主義之其他藝評家形式主義之其他藝評家 

於 1960 年代出現兩個著名的藝評家，Michael Fried 與 Rosalind Krauss

兩人對形式主義有其不同之觀點。Krauss 特別在結構主義對形式之貢獻方

面感興趣。Fried 則對形式主義做了延伸，且著重於極限主義的雕刻家。當

時的社會企圖祛除社會之分界線，因此藝術運動也在祛除美感的界線，如

Joseph Beuys 宣稱每一個人都是藝術家，Andy Warhol 主張任何事物都是藝

術，普普藝術使得形式主義顯得無效，如 Warhol 的作品 ”Brillo Boxes”

與 ”Cambell’s Soup Can” 都需要社會與文化的闡釋，而非僅對它們形式之

意義做調節。Lichtenstein 使用漫畫書的意像，以重要的敘事內容創作藝術，

而該敘事內容則是形式主義想從繪畫中去除的。普普藝術祛除高級與低級藝

術、精英與一般觀眾之界線，依賴之主題是「每日生活」，每日生活之題材

包含漫畫、罐頭、漢堡等平凡事物，且它們都是形式主義者所詛咒的，然而，

普普藝術不僅將它們作為表現之主題，且還將它們帶入美術館。Danto 認為

Warhol 是將藝術帶到終結的一位藝術家，Danto 描述現代主義是一種內在沿

著「消除」之程序而發展，到 1964 年時結束於 Warhol 的 ”Brillo Boxes” 作

品展覽。根據 Danto，現代主義之歷史自從 1900 年開始，廢除了 500 年以

來的藝術觀念，藝術家們將以前藝術創作所需之基礎都分解掉了（Barrett, 

2000, 2008）。儘管 Danto 聲明藝術之終結，仍然有許多藝術家繼續創作藝術

作品，因此藝術趨向於多元主義而非限於在主流現代主義規定下進行藝術創

作。Danto 將藝術之終結看成是一種自由，每件事物都被允許，因為沒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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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歷史所指定的（Danto, 1992）。但是 Danto 與其他作者對現代主義之解

釋，以後現代主義之名辭而言，都被認為是「故事」，Danto 將現代主義之

故事皆設置在巴黎與紐約，且其並未注意到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因此它是

屬於現代西方文化的故事。上述關於現代主義之說明是 Danto 與一些其他主

流之藝評家與美學家們觀點所看之歷史，每個批評家所認定之重要藝術家各

有不同，如 Fried 強調一些極限主義雕刻家 Judd 與 Robert Morris 之重要性，

而 Danto 則認為普普藝術家特別是 Warhol 之影響最大（Barrett, 2000）。 

Douglas Crimp 對現代主義之歷史亦有不同的看法，Crimp 認為藝術之

終結乃由於攝影技術的發明，因為攝影允許影像（包含藝術影像）之複製，

因此自然而然地祛除了藝術作品之獨特性、原創性、以及原產地之特質。藝

術品藉著攝影方法被複製的重要性在 1930 年代即被法蘭克福學派的

Benjamin 所提出。在透過機械之複製下，藝術品可在圖書館中被研究，藝

術品可被放大、裁切、以及重新與其它藝術品或影像拼合，因此藝術品之「原

創性與真實性」就被認為非常不重要了。Crimp 認為重要的是現在處於世界

任何地方、時間所創作之藝術品，皆可在各式各樣的環境脈絡中一再地被觀

看（Barrett, 2000; Crimp, 1988）。 

綜合上述，對於藝術之終結 Danto 與 Crimp 雖有不同之見解，但終究扭

轉了現代主義藝術創作主流之趨勢。Danto 以普普藝術家 Warhol 的作品宣

稱其為藝術之終結，其意義是讓藝術不再只限於主流的現代主義之表現，讓

藝術家得到自由而趨向發展多元化之藝術表現。Crimp 則主張由於攝影技術

之進步使得藝術之原創性與獨特性終結，藝術家可因科技之方便性而挪用別

人之作品在自己之作品中，複製與拼貼別人之作品似乎也因此得到其合法化

之地位，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似乎將難以應用在此類的藝術作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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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 

一一一一、、、、形式主義之議題形式主義之議題形式主義之議題形式主義之議題 

（（（（一一一一））））形式與形式主義之概念形式與形式主義之概念形式與形式主義之概念形式與形式主義之概念 

美學家與藝術理論家們以許多不同的觀念來使用「形式」的概念，並對

於形式、意義、與內容間之相互關係有所探討。Pole（1983）將形式的特質

看成是一種相對的名詞，其意義與其相關物有著密切之關係；他主張「形式」

一詞之運用有四種可能性：「形式相對於素材」、「形式相對於內容」、「形式

相對於無形式」、與「形式作為結構」，其中結構之建立是藉著關係之系統，

而且都相對於與它們所相關之內容。Pole 所提出之四種形式的意義皆被使用

以討論藝術品，然而前三種更具普遍的重要性，因前三者之使用亦關係著非

藝術性的審美物體，包括了人造的與自然的物體（何文玲，2006a；Dziemidok, 

1993）。關於形式之運用，形式主義強調：（1）使用設計的元素與原理，（2）

素材之操作涉及特殊媒材之精通，以及（3）原創性之發揮：原創性是指所

有物體之生產都是「有意義的形式」或看起來是好的，或製作之技巧很好，

且非其他作品之複製（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形式主義認為藝術品

本身具內在之重要性，故傾向於本質論之取向，雖然學者們對形式主義不同

之解釋可能產生藝術評價之差異，易言之，形式主義在解釋上有激進與溫和

之差異，然其皆同意藝術品價值係取決於形式。 

就形式主義者強調形式而言，其關心的是物體看起來如何？使用何種素

材？藝術家表現甚麼技巧與技術？此本質論取向強調藝術具內在之重要

性，即「為藝術而藝術」，乃至藝術就是其形式，不是關於它本身之外的其

他事物，藝術不同於其他存在世界上之其他事物 。藝術有自我指涉

（self-referential）的品質，一件好的藝術作品是前衛的（即突破傳統）而且

是藝術發展的一種延續。最好的藝術包含設計元素與媒材的新使用，所有這

些新的特性即反映個別藝術家思想與過程中原創性之必要品質（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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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藝術價值與形式主義之關係，Dziemidok（1993）提出兩種不同之

解釋：其一，激進派之主張：藝術作品之藝術價值是「侷限於」其形式面向

所建構；其二，溫和派認為藝術品之藝術價值「主要是」由其形式面向所建

構。此兩種解釋中，「意義」與「內容」對藝術價值而言並非重要因素，且

惟有形式面向應被考慮為傑出藝術之批評標準。形式主義被使用在許多不同

的美學與藝術批評脈絡中，如果一個人相信形式的結構確是藝術品之構成要

素時，其在觀賞藝術品時將是為了作品本身之重要價值而看。 

然而，一件藝術品之藝術價值是否全由形式的優劣所決定？欲解答此問

題首先應瞭解如上所述之形式概念是否在認知上都相同，進而探究形式與內

容之關係。 

（（（（二二二二）））） 形式與內容之形式與內容之形式與內容之形式與內容之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綜合 Dziemidok（1993）對 Ingarden, Tatarkiewicz, 與 Pole 觀點之整

合，藝術作品之形式與內容之關係可歸納成四種基本的意義。並說明如次： 

1. 形式為內容表現之手段：當形式被描述為一些事物之再現或表現的

手段（means）或方法（ways）時，藝術作品的內容或許意指「在一件作品

中被再現或表現出來的所有事物」。 

2. 形式與內容相關，形式與感覺品質具交互關聯性，且內容為感覺之

品質：「形式」是一些部分的特定安排，一些要素的結構，一件作品或一些

其他物體之要素的全體組織。依此意義，與形式相關的即是內容，內容被視

為作品中所有要素的選擇要項之一，亦即內容為一件藝術作品的「素材或材

料（matter / material ）」、「物資（material endowment）」，或其「本質

（substance）」。當形式被如此窄化的瞭解時，個人感覺之品質（色彩、線條、

形狀、聲音、響亮程度等）不能被認為是形式的要素（惟有它們的交互關聯

性才是形式的要素），這些感覺的品質即是此件藝術作品的本質。 

3. 形式即為感覺之品質，也等於是外貌：感覺之品質可被視為一件藝

術作品之形式的面向，依此定義則作品中直接地與感覺上所知覺之事物（即

為感覺的品質）相關，此亦為 Tatarkiewicz 所稱的「外貌（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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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定義對非藝術的現象亦適用。 

4. 形式等於作品本身，作品等於形式加內容：理論家有時將「形式」

意指藝術作品本身，其中形式的要素（在較限制的定義中）與內容的要素是

合而為一，它們形成一特定的有機整體，成為一特定的獨立自足的結構

（self-contained structure），此結構來自這世界之抽象化。在此意義上所談論

的不是關於一藝術作品的形式，而是關於一件藝術作品即是一種藝術的形

式。「形式」因此被認為是此一作品之理念或此作品物質之基礎（何文玲，

2006a; Dziemidok, 1993）。易言之，在此之形式等於藝術的形式亦即作品本

身，作品由形式要素與內容要素共同組成，在此意義下形式則涵蓋了內容，

甚至既然形式與內容是融合為一的，則形式就等於作品之內容或理念。 

前述第四項之意義可由某些抽象表現主義與其他的非具象繪畫之表現

方式佐證之，這些風格之藝術表現並未指涉可辨認的意象或可在大自然中發

現之主題，這些繪畫之意圖被看成是藝術家對於形式之關係與畫布中所暗示

之空間所做的最高審美決定，形式之議題對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而言，是繪

畫過程之探究與反思，同時也成為繪畫之內容（何文玲，2006a；Steven, 

1996）。 

由上述四種形式的意義可知其實形式與內容之關係有時是相對的，有時

是相關的，有時難以區隔且相互交融的。總而言之，不論形式與內容之關係

為何，兩者對於一件藝術作品意義之建構都各有其貢獻。 

 

（（（（三三三三））））形式與內容之爭議形式與內容之爭議形式與內容之爭議形式與內容之爭議 

二十世紀後半葉，自認為形式主義者之著名美學家中只有 Harold 

Osborne 一人，其對「形式」之觀點是屬上述第四種的觀念，Osborne（1970）

是致力於藝術理論之形式主義風格者，他認為純粹藝術作品是一個特殊知覺

的物體（perceptual objects）種類中最成功之例子，這種特殊知覺的物體又

稱為「有機的全體（organic wholes）」。 

形式主義者主張對藝術品之經驗與鑑賞應該只專心於其形式的面向，包

括那些特有的感覺品質（very sensual qualities），例如：聲音、色彩、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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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動力學、身體的運動等。一件藝術物體應是自律的而且是自足的，惟

其形式之性質與其審美價值是相關的，所有所謂之生活價值與作品之審美價

值是完全無關的。若在經驗藝術作品時，還要超越作品本身，且以歷史或生

物學的事實，或以心理與社會的現象去面對它，才能做較好或較適當的瞭

解，那麼這件藝術作品在藝術上一定是有缺陷的（何文玲，2006a；Dziemidok, 

1993）。換句話說，形式主義者認為一件作品有沒有審美價值完全與作品中

形式之安排相關，藝術品本身可自成一獨立自足的世界，若無法從作品本身

之形式去瞭解作品，還得依賴作品之外的其他資訊時，則該作品必然是不夠

完美。依據這樣的形式的概念似乎是毫不涉及作品本身以外之脈絡。然而，

在當代藝術中藝術的價值並不只限於審美的價值，例如後現代許多作品如行

動藝術或身體藝術等，往往必須超越作品本身而涉及脈絡方能理解，若要以

形式主義分析這一類之作品，或許前述第四種形式之觀念還可應用以提供闡

釋意義的部分參考，其他較完整之闡釋則應透過藝術作品本身以外的脈絡加

以探討。 

二二二二、、、、形式主義批評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應用形式主義批評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應用形式主義批評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應用形式主義批評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應用 

前述說明了形式主義藝術批評理論之要義，至於這些理論在實務上應用

之方式為何則可就 Fry 與 Greenberg 對於現代藝術之批評範例加以闡明。形

式主義之藝術批評在現代主義藝術教育中是較常被使用之藝術批評模式，且

對前現代、後現代、與非西方藝術仍有其不同程度之適用性。 

形式主義的藝術批評是一種程序性的方法，藝評家最常提出的四個基本

問題為：你看到什麼（描述）？這件作品是如何組織或建構而成的（分析）？

它的意義是什麼（闡釋）？以及這件作品有何藝術優點（評價）（Hurwitz et 

al., 2003; Wolff & Geahigan, 1997）？此四個問題之解決即是形式主義批評之

方法。 

二十世紀形式主義者的藝術與藝術價值概念之復活常與前衛藝術之復

活相關，因為前衛藝術的實驗主要在於形式的創新（Dziemidok, 1993）。形

式主義藝術批評在現代也有明顯之影響，因其較重視藝術作品本身及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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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Fry 與 Greenberg 兩位藝評家皆認為一件藝術作品之構思與創作，

形式是最重要的，其決定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和意義，故不能正確評價藝術品

形式之藝術批評是失敗的。他們堅信結構分析必定存在於批評之中，而形式

是最主要的線索，可藉以瞭解藝術家創作意圖之本質和深度，並體會他們希

望塑造與傳達之想像、感情、思想或經驗（Wolff & Geahigan, 1997）。因此

以下擬進一步闡述前述 Fry 與 Greenberg 兩位對現代藝術之批評實務，以為

後續探究藝術教育中藝術批評教學之基礎。 

（（（（一一一一））））Fry 之批評實務範例之批評實務範例之批評實務範例之批評實務範例 

Fry（1927）曾對塞尚的「玩紙牌者」作品加以評論茲就其重點闡述如

次：塞尚似乎除了最基本要素之外，其他一切都精簡到極限，畫面處理的非

常簡潔，此甚至連 Giotto 在運用此技巧時也會感到猶豫。不僅每件物體看來

都與畫的平面絕對平行，而且畫中人物皆如埃及人物浮雕般嚴謹的側面像，

他們都被對稱地安排在中心軸兩邊，且畫家故意再以放在桌上之瓶子來強調

此效果。此中軸線稍做了移動，且藉椅背之微傾與兩個人物姿勢之稍微卻已

充分之變化來重新達到均衡。尤塞尚更運用了主要體積內一些平面之移動與

變化，對比鮮明之輪廓線變化，色彩之複雜性，其中塞尚的淺藍、淺紫、與

淺綠的灰色，都扮演與橙、棕紅色對比之角色，且最後藉著手寫體般愉悅之

自由，而避免所有生硬與單調的表現。對生活的感覺以及對永恆的安靜與反

應一樣強烈，例如這些人物的手就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是在完全和諧中放鬆

的，但是它們擁有明顯的生命潛力。 

（（（（二二二二））））Greenberg 批評實務範例批評實務範例批評實務範例批評實務範例 

關於 Greenberg 之批評實務可就其對 Morris Graves 與 Piet Mondrian 作

品之評述加以說明。在 1942 年 11 月 Greenberg 對於 Graves 在 Willard 畫廊

畫展之評論既簡潔又扼要，總共以 154 個英文字呈現：Greenberg 論及 Graves

的作品幾乎都限於以不透明水彩畫在紙上，他採取之圖案大部分來自動物

學，且以裝飾方式加以修飾之，如鳥、蛇、齧齒類等。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其

表現力量產生自輕盈與脆弱之感（Greenberg, 1988）。Greenberg 最後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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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將這個特別的藝術家之屬性清楚且精確地作總結，此評論可謂簡潔、樸

素、與直截了當，他所用之文字剛好說出了關於 Graves 在 1942 年當時作品

之整個特色，而今天我們所認識的 Graves，特別是他深刻信奉之東方思想與

宗教，是直到後來才逐漸變得明顯。Greenberg 不過分注意 Graves 形而上之

主題，儘管此對 Graves 的收藏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Greenberg 卻認為主題

之內容對藝術之判斷並沒有實際的關係，因為它是主觀且無關之要素，因此

在藝術批評中並不扮演重要之角色，藝術批評必須一直是保持客觀的，且焦

點放於形式之問題上。儘管有人認為 Greenberg 之形式主義的方法並不適用

於分析 Graves 的畫，因 Graves 的畫極端主觀，甚至難以理解與表達。然而

Greenberg 能敏銳深刻的批評 Graves 之作品，是因他探索一件藝術作品表面

之下的劇本或吸引力，他認為作品之客觀的、可下定義的核心、作品純粹形

式的本身，以及創作衝動與理念是如何被成功地被轉換成表現的形式。在

Graves 的例子中，他認為 Graves 是有意義的形式與刺激的主題同樣好的一

位藝術家（Wolff & Geahigan, 1997）。 

Greenberg 於 1944 年對 Mondrian 作品之討論是較正式之評論，其文字

敘述精彩且簡明扼要，他指出 Mondrian 的畫以其優點而能在最偉大的藝術

中佔一席之地，此沒有涉及他的形上學，他的畫有著白色的底、直的黑線條、

與純色對比的長方形。它們不再是牆上的窗戶，而是小島1，放射出澄徹、

和諧、與莊嚴，於此情感被控制且被平靜下來，一種困難的掙扎被解決了，

統一被加於變化之上，在它們之外的空間藉著它們的存在而被改變了。

Mondrian 努力在畫中表現這種幾何學與機械之明確性，且其觀念藉著一套

詳細的計畫與面積計算而傳達出來（Greenberg, 1988）。Mondrian 給予形式

主義者之現代主義運動一個極富想像的力量，Mondrian 之目標是除去藝術

的神秘化，將藝術減少到它的基本要素，此並非藉除去它的魔力，而是表現

出本來就存在於白色表面、黑線條、及長方形色塊中之魔力（Conquest, 

                                                 
1
 小島包含許多文學的指涉: Melville 認為它代表「和平與歡娛」, Baudelaire 認為它代表「秩
序與美」， Conrad 解釋為「分離的幻覺」，Yeats 稱之為「避開文字的混亂與無秩序」，Thomas 

認為它表示「在永生中孤立」，Huxley 則解釋為「覺知人類關係的一種方式」 ("island 

universes" - Doors of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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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由 Fry 之批評方式可知，形式是描述的起點，形式分析中除了形式運用

方式與其效果外，亦整合藝術史相關實例之比較，同時感受的形容與意涵亦

可基於形式之安排而闡釋，價值也往往在此過程中而呈顯。根據 Greenberg，

主題之內容在藝術批評中是無關之要素，其焦點主要在客觀之形式上，其對

形式所表達之主題或觀念不加以討論，而且作品之感受層面需要在形式要素

之安排中加以發現或體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形式主義之評析形式主義之評析形式主義之評析形式主義之評析 

基於前述之分析，且整合 Dziemidok（1993）與 Barrett（2008）之觀點，

而就藝術批評之立場對於形式主義之優點與缺點可歸納並闡釋如次： 

一一一一、、、、 形式主義之優點形式主義之優點形式主義之優點形式主義之優點 

（（（（一一一一））））喚醒吾人更重視形式與藝術之自律性喚醒吾人更重視形式與藝術之自律性喚醒吾人更重視形式與藝術之自律性喚醒吾人更重視形式與藝術之自律性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可彰顯形式之獨特性、自律性、與創新性，因此形式

主義對藝術本身之發展有重大之貢獻，尤其是對於瞭解個別藝術形式之獨特

性有所幫助，且能為藝術擁有自律性與創新之權利，以及為現代藝術之探索

與成就等做辯護。此外，形式主義者對克服只以單方面的（意指對藝術的自

律性與獨特性沒有足夠的尊重）的藝術批評、與藝術研究之理論假設、以及

方法學之方向有極大之貢獻。 

由於形式主義藝術批評重視作品本身與形式，故形式主義者反對將藝術

品視為政治、道德、或宗教之代替品，而且反對將藝術作品看成意識型態教

化的一種媒介。一般而言，這些強調注重藝術外在的情況而忽視藝術作品本

身與其形式面向之藝術批評與藝術研究，是不能正確地闡釋與判斷特別的藝

術作品，而且不能代表一種適當的藝術理論。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提供了自由且只關注作品本身，形式主義讓藝術家得

到自由，從古典的期望藝術品應該看起來像什麼，或它應該如何產生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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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解放。形式主義讓藝術家從必須在視覺媒材中說故事、真實圖畫之再

現、或畫中必須包含一個主題等傳統表現中脫離，而讓藝術品未必要再涉及

超越它本身之外的世界。 

（（（（二二二二））））提昇藝評者之知覺敏銳提昇藝評者之知覺敏銳提昇藝評者之知覺敏銳提昇藝評者之知覺敏銳性與層次性與層次性與層次性與層次 

關於敏銳知覺力方面，形式主義可謂藝評者帶來敏銳之識別力，使其注

意到不同時空之藝術家如何致力於以不同之方式，而在物質的素材上形成他

們的思想與感覺。此外，關於品味與較高層次知覺之提升上，形式主義的理

論企圖讓人脫離對粗糙的商業之著迷以及處在庸俗作品中之壞品味，進而引

發人們超越日常生活所關心之物質存在而產生較高層次之知覺。 

（（（（三三三三））））使藝評者與觀賞者對現代藝術更能了解與接受使藝評者與觀賞者對現代藝術更能了解與接受使藝評者與觀賞者對現代藝術更能了解與接受使藝評者與觀賞者對現代藝術更能了解與接受 

形式主義藝評家們促進了現代藝術的被接受度，同時形式主義對社會中

藝術與美感之教育有正面之貢獻，二十世紀開始時，一些形式主義批評家如

Bel, Fry, 與 Witkiewicz 消除了對一些畫家如 Van Gogh, Gauguin, Matisse, 

Picasso 與 Braque 等人之繪畫作品的偏見與不公平的批評，這些藝評家使這

些藝術家之視覺藝術價值較容易被大眾瞭解，此不只限於現代主義的平面藝

術且還包括了一般的平面藝術。例如五Ｏ與六Ｏ年代美國兩位重要的形式主

義批評家 Greenberg 與 Fried 也幫助了四Ｏ與五Ｏ年代之美國抽象表現主義

被大眾所瞭解與接受。然而其前提在於其能激發反形式主義者之觀點，並整

合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之理論方有可能。 

（（（（四四四四））））使藝術批評理論更豐富且使藝術批評顧及更多層面使藝術批評理論更豐富且使藝術批評顧及更多層面使藝術批評理論更豐富且使藝術批評顧及更多層面使藝術批評理論更豐富且使藝術批評顧及更多層面 

 形式主義也提供反形式主義者藝術概念與藝術價值之發展，而且增進

其藝術概念之複雜度，因為反形式主義者必須重新思考形式主義者之論點，

而導致他們理論的更複雜化。此種反形式主義理論之複雜化以及對形式主義

之注意，將使藝術批評者在進行其工作時能考慮較廣之層面，且其可能使藝

術批評理論更豐富地發展。 

（（（（五五五五））））使藝術批評有視覺事實之根據而避免過度主觀之闡釋使藝術批評有視覺事實之根據而避免過度主觀之闡釋使藝術批評有視覺事實之根據而避免過度主觀之闡釋使藝術批評有視覺事實之根據而避免過度主觀之闡釋 

 因形式主義藝術批評重視在闡釋時必須根據作品形式與其表現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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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實作為證據，因此藝評者對於意義之闡釋將有其客觀之依據，此應可避

免個人主觀之闡釋，遂而喪失其嚴謹性。 

綜合上述，形式主義優點乃因為其對形式之注重且講究作品中形式之品

質，一方面使觀賞者提升其品味，增進美感之感知而引導人產生較高層次的

知覺；另一方面對創作者而言，則是使其脫離傳統藝術之必然表現方式，如

說故事、文學性、或製造三度空間幻覺等創作之限制，而得到表現之自由。

同時形式主義不但有助於人們瞭解現代藝術，且可提供藝術批評一個明確的

方法學，讓人可經由藝術作品本身之觀賞直接瞭解藝術。此外，它還推動了

藝術之發展與美感之教育，且平衡了一些非形式主義者關於藝術批評的偏

見。 

二二二二、、、、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形式主義之缺點之缺點之缺點之缺點 

（（（（一一一一））））易忽略藝術形式以外之面向而使闡釋內容受限易忽略藝術形式以外之面向而使闡釋內容受限易忽略藝術形式以外之面向而使闡釋內容受限易忽略藝術形式以外之面向而使闡釋內容受限 

 在二十世紀中期到晚期，當 Greenberg 之形式觀點廣受歡迎時，藝術

批評存在的一個主要缺點是它使我們忽視除了形式之外的藝術品中其他的

要素，形式主義在這種非常有限的觀念中是一種範圍極為狹小的藝術哲學，

它不能適當地說明所有不只侷限於形式之其他有力的藝術面向。而且晚期的

形式主義主張藝術應給予它自己一個領域，特別是離開了倫理，故藝術是一

種強大的力量而授予藝術家表現的自由，遂而離開道德所關心的事務。此種

對於藝術以外各層面之忽略將易於使藝術批評之闡釋內容更為狹隘，除非藝

評者能兼顧相關面向之闡釋，否則將難以避免此種缺點。 

（（（（二二二二））））易形成排他性而影響其他藝術風格之發展易形成排他性而影響其他藝術風格之發展易形成排他性而影響其他藝術風格之發展易形成排他性而影響其他藝術風格之發展 

形式主義常使得許多人疏遠新藝術，讓他們感覺顯示其無知且無法了

解，或更糟的是感覺到新藝術是誇大的或被藝術世界所利用的。此外，範圍

狹小的形式主義限制了藝術家們去追求社會議題，而鼓勵他們去擁護形式本

身之美感，藝術世界機構普遍忽視未跟隨晚期嚴格形式主義學說之藝術作

品。因此其他風格或非形式主義之藝術可能不受鼓勵與重視而不利於發展。 

總而言之，形式主義之可能導致有些無法以形式主義觀點闡明之藝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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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仍有難以理解或被接受之困難，可見形式主義並不能解決所有藝術批評的

問題。其次、藝術忽略其功能之面向加上藝術家追求自由的結果，則可能會

導致不關心道德之問題，也不關心社會議題，藝術家過於自我中心而無視於

藝術作品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更因為形式主義之盛行變成現代藝術之主流

時，不符合形式主義之作品顯然是普遍地受到藝術世界之忽視，因此限制了

藝術多元化之發展。誠如上述，縱然形式主義難免產生了一些問題與缺點，

它的優點也確實幫助了藝術價值回歸於藝術本身，因此它對藝術之貢獻仍是

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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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脈絡主義脈絡主義脈絡主義脈絡主義之一般理論基礎之一般理論基礎之一般理論基礎之一般理論基礎 

前章論及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主要在探討藝術品本身之視覺形式與現

象之批評層面，然而有些藝術批評卻是針對藝術形式與現象以外之因素，且

涉及表現之內容或議題，這些藝術批評通常可歸諸於脈絡主義之觀點。雖然

大部分現代主義作品屬形式主義，仍有部分作品可歸屬於脈絡主義，而許多

後現代藝術則往往與脈絡主義關係密切，因此本文之脈絡主義係整合傳統理

論與晚近學者之論著，而涉及某些學者所論之現代主義中非形式主義部分，

以及許多後現代主義關注之議題，茲就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以及脈絡主

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分別敘述如次： 

一一一一、、、、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特質 

（（（（一一一一））））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發展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發展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發展脈絡主義之起源與發展 

脈絡主義批評探討藝術之歷史、社會、與心理學等的脈絡，不論以何種

形式出現，其幾乎與藝術批評本身之歷史一樣久。有些藝術作品顯然是社會

的產品，因為它們包含了象徵與藝術家的文化信仰，而且反映其種族特質。

自從希臘開始出現這類作品後，一些對它們與社會之關係之研究即產生，視

覺藝術與文學之藝術家自傳之成為一個吸引人之題材應可回溯到十六世

紀。雖然脈絡主義起源似乎與藝術批評一樣早，但是脈絡主義從來不曾像過

去一百年來如此被強烈而成功的發展。易言之，脈絡主義批評自十九世紀中

期以來確實在藝術批評之歷史中有顯著的發展（Wilson, 1941）。 

綜合 Stolnitz（1960）對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興起與發展之因素歸納如

次： 

1. 脈絡主義本身是十九世紀思想中最根深蒂固與最具有影響力之一個

理念，脈絡主義即是：一個事物不能孤立的被了解，而只有藉著檢查它的原

因、結果、與相互關係才能被了解。此一理念刺激了許多領域之探究，其中

包括藝術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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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脈絡主義藝術批評興起與發展較特殊之因素乃由於許多十九世紀之

思想家們想使批評「科學化」，一方面是他們對自然科學之精確性與確定性

所感動，實證主義頌揚科學是人之心智最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則是思想家們

對批評判斷所無法避免之主觀性、與批評家之間無止境的爭論感到驚駭。他

們認為如果藝術可以用科學化的方式來研究，亦即是根據其脈絡來研究，或

許評價最後將也能變成科學的。 

3. 與脈絡主義藝術批評興起與發展之同時，有一種智能的發展也正在

發生，其承諾能實現個人抱負的追求目標，亦即在社會科學中引人注目的社

會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也正興起，它們都是以科學探討個人之

行為與社會，且有時其成果非凡。它們檢查各種現象，如神祕的心智過程，

又如將宗教之禁忌視為社會機制，且希望可運用相同之科學方式而對藝術加

以研究。 

綜言之，脈絡主義之興起主要源自十九世紀以降對事物之理解與探究方

式觀念之改變、實證科學之脈絡研究取向，以及晚進社會科學之態度與方法

等。 

（（（（二二二二））））脈絡主義之特質脈絡主義之特質脈絡主義之特質脈絡主義之特質 

由於前述脈絡主義起源之因素，其特質即涉及研究對象與其背景之廣泛

性、考慮層面之整體性、與探究方法之科學性。 

脈絡主義批評之取向與形式主義批評相反，脈絡主義關心的是在脈絡中

鑑賞藝術，脈絡是指與生活相關的其他部分。脈絡主義採取一種寬廣的看法

觀看問題，如同照相機之廣角鏡頭一般，每一樣圍繞在藝術作品周圍之關連

都是相關的，此包含：觀看者、藝術家、作品的物理設置、產生它的相關藝

術、文化、與社會。藝批家在脈絡中看藝術品是在觀看作品告訴我們關於人

類之狀況，藝批家檢查美感的、形式的品質，與象徵的、有意義的品質，以

及以兼具個人表現與文化意義之器物。專業的批評常受到美學理論所驅使，

當決定用某種美學理論時，其將根據該美學理論以檢查一件作品。脈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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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之結果將或多或少呈現了批評家之觀點，而且脈絡主義者認為藝術之意

義與價值惟在其所製造與使用之脈絡中方能決定。藝術是一種社會傳達，如

同語言與文字一樣，藝術家與符號接收者必須瞭解在一個特殊文化之基礎所

共享之符碼上，作品才能傳達，因為並沒有普遍的形式與意義存在。相較於

脈絡主義，形式主義只顧及存在那兒的是什麼，脈絡主義則必須熟悉作品周

圍的一些知識否則將導致脈絡主義之批評無法運作（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Hurwitz et al., 2003）。脈絡主義者使用新的概念與分析技術，產生了大

量的藝術知識體之主要部份，他們已經將脈絡主義方法使用在古典的與當代

的藝術上。此對於過去未聽過之事實帶來了曙光，因為在過去，藝術常被認

為是「瘋狂」或「靈感」之產品，因此被認為是否認事實之探究。脈絡主義

藝評家將藝術當成如其他事物中之一種經驗的現象，因此藝術能像研究物理

事件、人類歷史、或經濟活動般地加以研究（Stolnitz, 1960; Wilson, 1941）。 

當代脈絡主義者深受 George Dickie 之影響，Dickie 根據 Danto 之「藝

術世界」觀念認為藝術是機制所定義的，在一個專業的、有等級體制的社會

中，文化機制因為它的專長而有所表述，由藝術世界共同地定義藝術。因為

許多文化中的少數族群並沒有參與在藝術世界中，而被排除在普遍的形式主

義之議程外，故強烈地致力於重構主義，重構主義者特別關心被形式主義認

為無價值的藝術之敘事、社會交際、與合作的面向，許多人感覺到形式主義

者的議程不允許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而希望恢復藝術的敘事功能。因此種

不滿意只是反映出他們所見到的一種形式主義的實在，而這種形式主義是一

種暗示著無法抵抗之白人男性權力結構，故他們企圖重新建構藝術，而且透

過藝術社會，許多當代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個人的敘事與重構主義者

的主題（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因此脈絡主義之觀點使非主流之藝

術有自我表述與自我定義之機會，且提供闡釋意義與價值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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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脈絡主脈絡主脈絡主脈絡主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 

（（（（一一一一））））脈絡主義之類型脈絡主義之類型脈絡主義之類型脈絡主義之類型 

脈絡主義的藝術批評有著不同的名稱，傾向於聯合不同學科以闡釋觀

點，如脈絡主義與藝術史、社會學、及心理分析聯合則產生三種類型：藝術

史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以及心理分析的藝術批評（Wolff & 

Geahigan, 1997），茲分別說明如次： 

1. 藝術史之藝術批評藝術史之藝術批評藝術史之藝術批評藝術史之藝術批評 

藝術史之藝術批評即藝術史學者所撰寫的批評。藝術史家常常被當成藝

術批評家，且以此種身分時他們藝術史的方法學是比較不明顯的。因為好的

藝評家，以其藝術史的判斷力，總被期待在藝術批評時能對於藝術品之所以

成為藝術做出一些有價值的評論。例如 Leo Steinberg 企圖去理解美國畫家

Jasper Johns 早期之作品，特別是 1955 年之繪畫作品「有四個面孔的靶

（”Target with four faces”）」。Wolff 與 Geahigan 都非常贊同 Steinberg 對批

評之取向，因為其批評示範了對一件作品的誠實與開放，因此是藝術批評探

究之一個傑出範例。Steinberg 仔細考慮任何一個人突然遇到一種新風格之情

況，而那種新風格困擾著傳統的觀看習慣。例如 Steinberg 自己在遇見 Johns

之作品時所經驗之不舒服和不安，他在開始觀看時發現該作品是無聊的、令

人沮喪的、且令人困惑的。畢竟，這畫實際上包含了一些數字、文字、美國

國旗、與靶，以及一個木製的抽屜從畫布的一邊延伸出來，他被強迫去消化

如此一個表面上看來沒有價值的內容，而因此感到憤慨。在此一畫作中，他

可以厭惡作品中沒有藝術之幻覺，沒有形態變化之主題，沒有神奇之媒材，

這個靶之存在顯示出空白與沒有任何東西。然而，藝術世界卻經由展示它的

優點，還是授與它藝術的資格，雖然此作品表面上非常不符合 Steinberg 在

藝術中所抱持之情感，他仍然抗拒成為排斥這種藝術的人，而是著接受這種

即將到來之新的與不同的藝術（Wolff & Geahigan , 1997）。由於 Steinberg 之

開放態度才能對新的風格試圖接受、理解、與客觀分析，並善用其藝術史之

知識，而不受舊有概念所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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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berg 經長期仔細研究 Johns 之作品，因而推測「有四個面孔的靶」

畫中傳達一種無心的（mindless）、無人情味、與冷淡之氣氛，它似乎是刪除

了正常的人類表情與關係，作品像是瀰漫著絕望中等待之感覺，它暗示了此

強烈的不是從人的角度所製造的環境，作品中人的探索呈現出完全失敗的。

Steinberg 發現這樣的一種闡釋幾乎很難發現它的啟發性，但是他對問題之處

理值得去效法。Steinberg 自述其問題與省思列述如次：我所說的是我在此圖

畫中所發現的或深入解讀的，它是否完全根據藝術家的意圖？它是否符合其

他人的經驗，可向我再保證我的感覺是合理的？我不知道。我能了解這些圖

畫不必看起來像藝術，藝術就大家所了解的是解決遠比此更困難的問題，我

不知道究竟它們是否為藝術？它們是否偉大或好的？或似乎在價格上會上

升的？而且不管我對繪畫的經驗是什麼，我過去所擁有的似乎會妨礙我而無

法幫助我。我被挑戰去估計它的美學價值，例如：一個抽屜黏貼在畫布上。

但是我不曾看過任何能教導我這是如何被完成的，我單獨與這個東西在一

起，且是在沒有標準之情況下，它依賴我去對它做評價，我將對此作品做出

之評價測試著我的勇氣。在此我發現是否我已準備好以一種新穎的經驗去忍

受這種衝突？藉著極度地分析我是否正在逃避它？我曾偷聽過別人的談論

嗎？試著將此種藝術中所看到的形成特定之意義--它們是被設計以顯示關

於我自己的一些東西嗎？或它們是真實的經驗嗎？這些問題是無止境的，它

們的答案多到無處儲藏，它是一種自我分析，一種新的意象能使你投入其

中，因此我感到十分感激。我被留在由畫中所帶來、關於繪畫、關於我自己

之一種焦慮的不確定之狀態，而且我懷疑這是安全的，事實上，我對於人們

慣常地暴露於新的藝術作品之前時就知道甚麼是偉大的以及甚麼將會延續

沒有信心（Smith, 1989; Steinberg, 1972; Wolff & Geahigan, 1997）。 

Steinberg 之闡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事實之外，他說明了藝術史家對當

代藝術的批評能力不只是他的誠實，而是他能對當代藝術具同情心的瞭解。

他儘可能拋開個人之偏見與歧視，為了看 Johns 之作品真正的表現，這樣一

個取向之教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Steinberg 提及藝術史之知識是妨礙較多於

幫助的，不應該被太認真的對待。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藝術史的知識，他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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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能察覺到從 Johns 作品中缺乏的是甚麼，此種知識還使他能預期 Johns

的作品對未來藝術可能產生之影響。因此，藝術史家的藝術批評與傳統的藝

術史研究不同，藝術史將更多的關注置於將藝術作品作為一歷史的存在，或

在從傳統中之發展來研究（Wolff & Geahigan , 1997）。藝術史家因對藝術史

有豐富之知識有助於了解新藝術，只要勿被先入為主之知識所限制，其觀察

作品之經驗可從各種面向加以思考，有時對於新藝術之解釋常有獨到之處。

如上述之例由 Steinberg 對 Johns 作品之闡釋過程，發現他對新藝術之同情心

與他所擁有之藝術史家的知識，使其對於 Johns 之作品做了一些非常仔細之

探索，然而更可貴的是他對藝術史之知識並沒有將他限制在一種既定的框架

中，當還沒有批評的標準可依據時，他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且努力去找出

作品之意義，沒有以先入為主的知識去否定它的價值。 

2. 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 

有些人主張所有的思想與所有的批評在意識上都是屬意識型態的，因為

在批評時會偏好某些特定的理念和價值而不喜好其他的，一般而言這種主張

屬事實。然而意識型態的批評應更特別地是屬政治的或社會政治的批評，意

識型態的批評典型上是依所表現出之對特定理念、價值、推進社會等議題之

關心，而去評價作品。這種批評的風格可反映一個國家政府之外貌，就如它

在 Stalin 主義者之蘇俄與毛澤東的中國所呈現的，以及目前在某些地方所呈

現的一樣。它或許可能企圖去推進一種民主社會中不同的社會與政治的利

益，例如：女權主義者、多元文化主義者、性別相關的、與宗教的權益。在

它的提倡下或許呈現出意識型態的批評例子，它們促進現代的藝術與傳統的

藝術之相對，宗教主義與世界主義之相對，或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相對

(Wolff & Geahigan , 1997)。 

意識型態的批評不僅強調社會關係與階級是決定人類本性之重要因

素，更強調種族與性別之決定因素，種族、階級、性別的確已變成意識型態

批評主要的關心問題。這種批評能提供理解藝術之重要觀點，但它常常呈現

一些無法真正表現出來的部分，根據 Eaton（1988）之觀察，馬克斯主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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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問題之一是：它假設藝術與社會特徵有關係，而這種關係之存在迄今還未

被證明。易言之，這種關連必須是被證實的經驗。亦有一些反例之問題存在，

如：當 Steen 和 Vermeer 在畫資本主義的財物與休閒活動時，為什麼

Rambrandt 還繼續畫聖經中之情景？其他藝評家對意識型態批評之憂心為：

此種批評否認關於藝術的任何特殊性，認為每樣東西都是社會的，而美感價

值常常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如此一來當美感的考慮被認為與藝術優點之判斷

無關時，是否這樣的批評適合被稱做藝術批評？此時會令人質疑？故以「社

會與文化的批評」稱之似乎是較為適當之名詞（Wolff & Geahigan , 1997）。

因此意識型態的藝術批評應更謹慎為之，勿以偏概全而忽略藝術之其他面

向，而產生帶偏見之評論。屬於意識型態之藝術批評範圍頗大，本文專就較

常為人所探討之類別，這些分別為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

批評、偏好地方主義之批評、與後殖民主義批評，茲分別敘述其藝術批評之

特質、與代表學者之思想、及其優缺點。 

 （（（（1））））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 

A. 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特質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特質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特質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特質 

「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批評」，通常簡稱馬克斯主義的批評，這是

二十世紀社會政治本質之意識型態批評中最普遍的例子。它的基本的前提

是：藝術品不可能是政治中立的，社會態度與價值無可避免地藉藝術家之媒

材、形式、與內容之選擇而傳達出來，甚至連非具象的藝術品都能反映社會

的態度。藝術品因而有能力去影響人們的信仰，但此亦非表示藝術作品總與

審美價值不相關，或藝術品不應被享受，而是主張批評不能只停留在審美價

值之鑑賞上，評價作品時在政治層面上判斷有價值或無價值是有其必要性

的。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基於對人類本性之概念，而將政治置於中心地位，

Berel Lang 和 Forest Williams 亦指出，對馬克斯而言，人性的本質存在於社

會的關係中（Wolff & Geahigan , 1997）。Stolnitz（1960）認為藝術批評根本

不是依據藝術家之創造動機，雖然動機驅使藝術家去創作，但它卻是在藝術

品自身之外在。如果將馬克思主義僅僅看成是一種創造理論，顯然有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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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受到社會抗爭之感覺所鼓舞，但他們被責難為總是以經濟為根據是否不

公平？或許有些例子是如此，然而藝術家並非都以經濟之名詞去構想社會議

題，馬克斯主義者嘗試在所有的例子中說明社會問題是根源於經濟的鬥爭，

不管這是否能被說明，但是馬克斯主義批評家在他們對傳統藝術家之分析中

企圖去如此說明它。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將藝術品看成是由社會力量所形成，而不是由藝術

家以自由自主的個人而創造之獨特或天生的品質。Michelangelo 或任何文藝

復興期藝術家之作品是一種產品，且不只是藝術家所做的，而是貴族或支

持教權主義的官方所委任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推論：藝術被看成是一種產

品，其存在是為了支持這個國家，藝術品被認為是資料的一種形式，透過

它們探討社會的結構（特別是資本主義）、政治、與禠奪公權等，且經由藝

術家之透鏡使之能被了解，藝術家也必須以自己的力量做判斷，藉著重新

陳述已存在之弊病去改變社會（Huwitz et al., 2003）。馬克思主義較重要的

面向是它關於藝術品本身之理論，若描述藝術作品之起源能幫助解釋，以

Blackmur 之措辭，是什麼進入（What gets into）此作品之中，則馬克思主

義與所有其他脈絡主義之批評是有助於批評的。關於藝術起源之批評能幫

助美感的批判，只要它是與美感相關的，如果對經濟與社會議題之表現在

作品部份加以說明，而因此造成它的美感之意義有所不同，那麼馬克思主

義之批評當然應該被使用。雖「社會的」經濟概念顯然是太狹窄，但是嚴

謹的馬克思主義之分析將有助於闡明一些作品，同時可使用社會結構與社

會改變等較寬廣的觀點分析許多其他之作品。然而馬克思主義者擴大其取

向之重要性與價值，不管是基於多麼有效的理念，當其被武斷地使用時就

變成一種「狂熱的曲解（fanatic falsification）」（Stolnitz, 1960）。因此馬克

思主義之觀點確有其特色且對於某些作品有其應用之價值，它提醒了藝術

品之批評不能只論及美感價值層面，或只停留在藝術品本身，應該延伸至

其他的脈絡層面以擴展美感意義，然而它太過於強調社會之政治與經濟的

面向，有時難免有些偏頗與武斷，故在批評之實務上需注意其運用之適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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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表思想家代表思想家代表思想家代表思想家 

馬克思主義關於藝術批評之觀點可由 Karl Marx 與 Hippolyte Taine 加以

進一步說明 

   （（（（A））））Karl Marx  

Marx 之思想在脈絡主義批評之發展中是一個主要之力量，因為他在以

科學研究社會所有機制（institutions）（包含藝術）的運動中是一位領導人物。

對 Marx 而言，社會雖然由各種不同成分之機制所集合而成，這些不同成分

包括政府、教育、家庭生活、宗教、藝術等，而所有這些機制通常都有一套

特定的價值或意識型態。吾人可研究這些意識型態之因果關係，且經濟是社

會最基本之機制，生產與交易方法的所有權系統是意識型態之根源，它還影

響了其他所有的機制，因此 Marx 的理論被稱為「經濟決定論」。Marx 認為

一旦瞭解經濟活動之力量，就能瞭解社會之結構，而且能預測社會改變之因

素。然而，經濟事實與其他社會之面向如何相關則是一個難以解釋之問題，

以經濟事實做為其他機制之唯一與充分之理由的觀點是過度的簡化，況且經

濟事實對純粹藝術只是許多的影響因素之一。每一種批判的觀點都有其對藝

術之特殊洞察，馬克斯主義幫助我們去看「藝術作品存活在一個社會的世界

中」。根據馬克斯主義，社會影響藝術主要是以兩種方式：藝術家被他的時

代之重要社會議題所刺激而去創作，以及經濟力量不只是作品之外在，經濟

力量進入「藝術－物體（art-object）」本身。Christopher Caudwell 認為藝術

品總是由有社會指涉（文字、紀錄、形式）之物體所組成，並擁有關於社會

之情感的關連。藝術家的主題與其使用之象徵反映其時代的意識型態，他所

表現之理念與態度將他置於階級鬥爭之一方或另一方，因此作品中所有要素

都表現了社會之影響（Fox, 1948; Stolnitz, 1960）。 

（（（（B））））Hippolyte Taine 

Taine 是一位當代馬克思主義之法國批評家，他甚至比 Marx 更加宣傳

藝術的社會取向。他不像 Marx 是一位社會科學家，但他比 Marx 更徹底且

更有系統地研究藝術現象即社會過程之課題，而且他非常大膽地主張藝術是

一種社會力量直接且可預期之自然發展。Taine 如同 19 世紀中期的許多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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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對科學的特殊成就印象深刻，因此他採取自然科學作為他的模式，藝術、

哲學、科學、政府、它們確實都是主要的社會機制，它們就如同物理的事件

一樣，都是由因果關係所決定的（Stolnitz, 1960）。Taine 認為在道德上如同

在物理世界一樣，有許多相似的相關資料嚴密地結合在一起，Taine 如 Marx

一般，將藝術放在社會的設置之下，它不是神祕的事物，而僅僅是個人想像

力的遊戲，一種激動的頭腦孤立的狂想曲。Taine 提出著名的三位一體之組

合：種族－環境－時代。人們因種族之不同而產生有的人比較勇敢與機智，

有的人比較膽怯與依賴等，同時地理環境不同造成種族間特性之不同，環境

亦涉及其他的社會、社會壓力、與戰爭等之影響；此外，時代指的是特定的

歷史時期。Taine 因為對藝術的社會起源方法學有所探討而有其影響力，他

明顯地具有野心，但是他在因果關係的三位一體與英國文學作品中並沒有提

出一個堅固的（rigid）因果關係（Taine, 1877; Turnell, 1949）。 

Taine 之批評問題在其忽視個別藝術家顯著之特質，其試圖藉著藝術之

起源解釋藝術家的天賦似乎是失敗的，其將藝術視為時代之「鏡子」，而忽

略了純粹藝術之獨特性。整個「鏡子」的類比是誤導的，因鏡子只是複製其

反映在其中之物體，而藝術品則在它感覺之媒材與藝術形式之結構中包含了

社會之信仰與價值。因此作品應該像是一個網或是有機體，它是包含相互關

連之要素的一個獨特組織，而不是像一面鏡子。脈絡主義應只做為一種輔

助，而不應允許其淹沒或扭曲美感的價值，Taine 與其它脈絡主義的另一個

錯誤為他將「事實的－脈絡的」概念轉變成評價之批評標準（Stolnitz, 1960; 

Taine, 1877）。 

C. 馬馬馬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限制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限制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限制克思主義藝術批評之限制 

除了前述 Taine 之批評所存在之問題外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尚有幾項限

制： 

（A）許多藝術作品與「社會－經濟」類目之分析並沒有相關，並非所

有藝術都適用此方法，有些作品不適合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概念，然而有些

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在這些作品中應用他們之系統，結果批評家對這些作品傳

遞負面的判斷，因而被責難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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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藝評家之脈絡概念不能很適合地解釋作品之內在結構，因此馬克

思主義的批評家常常擴展他們的意義，但是其批評將「脈絡的」與「美感的」

兩種資料之區別模糊化，而常令人困惑。 

（C）馬克思主義之問題是它具所有脈絡主義批評之內在弱點，亦即其

基本概念對藝術批評之目的而言，必然地太過於狹窄。 

（D）脈絡主義者之每一個性質都是關於藝術作品之外的，如社會之經

濟結構，它能以歷史的、社會的、或心理學等名詞談論作品，當它回到作品

本身時亦使用相同之名詞，因此它只能談論作品中從生活而來或與生活相關

的那些要素。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作品的主題與其表現之理念，這些是能以「社

會－經濟」的語言討論之事物，但是作品中形式主義的要素卻不能以這種語

言討論，馬克斯主義的批評手段不幸地會受到限制。 

（E）一旦社會的不公平或階級鬥爭「進入」作品中而成為它的內容時，

它們並非獨立的要素，內容與形式是相互影響的。在作品內之社會議題或理

念不同於作品之外，它已藉由感覺的整體組織與結構而轉換，所以有了不同

之意義。因此在判斷藝術的「內容」（脈絡主義者能談論的唯一事物）時，

其類目直接取自經濟或社會理論是不適當的。 

（F）在馬克思主義與所有脈絡主義之嚴重之限制為：儘管社會之主題

是內容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常能提供有幫助之作品闡釋。雖然有些馬克

思主義者對「狂熱的曲解」有點罪惡感，他們主張其闡釋是作品唯一合法的

闡釋，但是沒有任何派別之藝評家能做出這種主張。藝術之事實與藝術品味

之歷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者之闡釋並非都是事實，因為藝術品是多種意義

的，單獨一件藝術品有太多合理的闡釋。此外，實際上當闡釋的批評已經完

成其工作時，藝評家仍能表現其他機能。 

（G）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在進行闡釋的批評後而終止，他們也從事評

判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他們使用來描述藝術品脈絡之概念轉變成判

斷藝術的批評標準，馬克思主義者主張藝術作品來自於階級鬥爭且反映階級

鬥爭，無論其是否為真，都是一個關於事實之議題。此外，馬克思主義者認

為當一件作品為社會的較低階級發聲或抗爭且促進它革命的發展時，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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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而一件作品當它與統治階級聯合時它是不好的，但此並沒有成為一

個評判的批評之基礎。「促進革命的感覺」不是一種美感的概念，馬克思主

義者如同 Plato 與 Tolstoy 一樣，忽視且拒絕「為藝術而藝術」之價值，而認

為藝術價值在於道德的而非美感的。 

（H）使用事實闡釋的概念，如「社會的覺察（social awareness）」作為

其價值是另一種錯誤，而它在許多脈絡主義之批評中都可發現，這種錯誤係

因它傾向於它所引導之價值判斷的一方面，且認為它超過其他任何事物，此

使得我們的時代對脈絡主義產生疑慮。 

（I）在真正之實務上，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並不是對上述所描述之明顯

的錯誤總是感到有罪惡感的，社會事實、闡述的批評、美感的價值、與道德

之評價常常都是一起進行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論及「純粹的」美感事物，

他們以 Ibsen 的 象徵主義描述藝術家之模糊且不確定的與社會相關之思考

（Blackmur, 1935; Flores, 1937; Stolnitz, 1960）。 

綜合上述，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雖補充了著重於作品美感價值之藝術批

評，然卻難免有價值判斷上主觀之偏誤。此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藝術品應

站在弱勢一方，且為其發聲引起改革才是好作品，此已將藝術變成達到某種

訴求之工具，使藝術之功能太過於單純化，而且當作品之社會議題已被創作

者之感覺與其結構安排所轉化成時，其內容與形式融合為完整之作品，故藝

術批評不宜忽視作品本身與形式對表現社會議題之作用。由於馬克思主義及

其藝術批評有其限制，新馬克思主義即應運而生。 

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此三個名詞常彼此被交換

使用，於 1930 到 1970 年間，批判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之社會研究取向，

它也稱新馬克思主義，因為其確認傳統馬克思主義之限制，而將其更新，使

其更合乎時代。批判理論與各種學科相關，其來自許多理論探究之領域，包

含哲學與經驗主義之領域。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 與 Herbert 

Marcuse 在法蘭克福學派中皆是非常有影響力之思想家，他們看到現代西方

社會變成封閉的極權主義系統而失掉了個人之自律，他們意欲以批判理論透

過內在的批評對抗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認為每一個社會應該被視為其能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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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主張讓其成員過一個好的生活。透過內在的批評，批判理論企圖呈現不

同的社會如何不能過他們自己所主張的生活（Barrett, 2008）。意識型態之藝

術批評中除上述馬克思主義之藝術批評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即是女性主義

之藝術批評。 

（（（（2））））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 

一般都認為女性主義是屬於後現代批判理論的一種批評，然而事實上，

女性主義並非全屬於後現代，因早期的女性主義研究發生在現代主義之氛圍

中。Clark（1996）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最早期與最簡單的一個目標，即是針

對西方藝術史文本中缺乏女性藝術家與女性特質為主的藝術形式。女性主義

主要之理論研究被定位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兩極之間，它反應了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兩者所關心之議題。Derrida（1976）之解構概念對於

女性主義之探究有特殊之重要性，其提供呈現與瞭解想像之力量與修辭的過

程，即創造性的、「說故事」之技巧涉及敘述獨一無二之歷史。解構之操作

必須是從內部的，從舊的結構中借用所有的策略，以及質疑強調以男性特質

觀點之語言所說的故事。茲首先說明女性主義之發展，其次分析其特徵，並

進而闡述其美學主張、以及批評實務： 

A. 女性主義之發展女性主義之發展女性主義之發展女性主義之發展 

第一代的女性主義讚揚女性的性感，公眾揭露她們自己，常常表現性感

的、裸體的，因此被批評是玩弄父權之權力結構。後現代女性主義者企圖破

壞「為了使男人滿足的享受美感而犧牲女人」，她們常追求一種破壞偶像的

形式，而選擇用女人的媒體影像卻以暗中破壞女性魅力之方式，或者避免運

用再現理論中使女人不朽之觀點（如理想美）所表現女體的任何形式

（Heartney, 2001）。1960 年代末期，大多數女性藝術家為了在男性所支配之

主流中競爭而企圖使她們的藝術「祛除性別（de-gender）」，亦即不使其藝術

透露出女性特質，這種反文化於 1960 年代中不再認為男性支配的主流在意

識型態上是中立的，而且女性主義藝術家認為藝術系統與藝術史使得性別偏

見制度化。她們發覺女性藝術家在過去是被忽視的，於是許多女性主義者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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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工藝與高級藝術之區別，且在 1970 年代開始，女性主義藝術家在她們

的藝術中包含了「裝飾」，一些女性主義者以許多不同於傳統藝術所使用之

媒材製作自傳式的作品，以及淨化的、儀式的表演。於 1980 年代，一些女

性主義藝術家偏愛觀念的創作，如 Cindy Sherman 以攝影探究女性在文化中

之角色扮演，Lorna Simpson 在影像與文字中探究認同議題，女性主義之原

則逐漸被廣泛地認識。而且相對於現代主義的純粹性與排斥性，女性主義者

要求一種廣泛與多元的藝術創作取向，包含使用敘事、自傳、裝飾、儀式、

與手工藝於作品中且使之成為藝術品，此外，女性主義者對流行文化之接受

亦有助於催化後現代主義之發展（Hein, 1990）。 

B. 女性主義之特徵女性主義之特徵女性主義之特徵女性主義之特徵 

女性主義具四個重要特徵：其一，生物特徵之性別（sex）不同於社會

學習之性別（gender），女性特質（feminine）及男性特質（musculine）特徵

與社會學習之性別相關，女性主義之理論是建立在社會學習之性別區分上。

其二，女性主義之理論是工具性的，意即在改變事物原來的方式，女性運動

之社會與政治目標是尋求減輕女人被壓迫，女性主義是一種選擇之身分，而

並非所有女性藝術家都是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藝評家不認為美學與政治可

各自獨立，而主張它們是相互依賴的。其三，女性主義與女性特質不是可互

換之名詞，女性特質是指社會所決定之女人品質的內涵義（connotation），

如細緻的、溫和的，而這些品質常被假定是天生的且是超越歷史時期，亦即

不論在任何時代之社會都認定女性應該要具備溫柔且細緻之特質。因此女性

主義應該要在「政治所帶來之特殊歷史時刻」下改變，以及「符合女性所要

求之生活」的特殊需要下而被瞭解。其四，女性主義之複雜性必須加以注意，

女性主義不是以一套固定的原則、或以單一的立場或取向去了解，它是持續

在發展中的各式各樣之哲學（Gaber, 1991）。Rosalind Coward 也持相同之觀

點，認為女性主義永遠不是女性在經驗與興趣上之認同，這樣的統一性是不

存在的。女性主義總是女人在政治運動中以特殊的政治目標與目的而結盟，

它是因政治興趣而統合，而非由一般經驗所形成之團體（Grover, 1989）。 

近年來之女性主義教育研究都根據一個前提：因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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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經驗世界。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尋求反映女人認知的方式，且對性別議題

之內容與結構有高度的敏感性（sensitivity），女性的敏感性被嚴肅地介紹，

且其觀點相對立於被藝術史所公認的看法：重要的作家與作品之意象是與男

人經驗相關且其價值優於女人。如同在藝術中之其他學科一樣，早期女性主

義藝評家注重在學術上解構女人所創作作品之重要性，此種取向很快發展為

對女性之敏感性的檢查，因為女人與男人感知「實在（reality）」的方式有品

質上之不同，故一般認定有一種女性美學之存在，此種尋找女性之敏感性以

作為女性藝術之品質，在 1970 年代比起現在更顯得重要。因為現在的一些

女性主義者認為對女性敏感性之強調會加強了社會對於性別所指定之特

質，她們主張女性的敏感性將限制了女人可以是什麼，及女人可以是誰，故

許多女性主義者則強烈反對將女人的概念限制在任何一種品質之中。Gaber

認為女性主義者這種爭論是健康的，且能導致多樣化的女性主義美學，各種

美學代表都是為了結束一些爭論，亦即結束社會、經濟、知識、與精神上對

女人之壓迫而選擇之立場的爭論，或解構關於女人敏感性之刻板形象概念。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Barrett, 2000; Gaber, 1990, 1992; Hagaman, 

1990; Raven, 1988）。 

C. 女性主義之美學主張女性主義之美學主張女性主義之美學主張女性主義之美學主張 

Karolyn Korsmeyer 是當今最重要女性主義美學理論家，她與其他人發

展一些理論且說明女人在美學學科中的歷史位置，以及美學與藝術哲學可能

包含的種種問題取向，其認為若不由既定的男性觀點作為基準，則女人在學

科中可擁有歷史的位置，且享有較大的聲望（Fenner, 2008）。女性主義美學

常涉及女性之敏感性議題，女性主義之文學與藝術常與敏感性相關，其採用

的最明顯形式是在回應「何種藝術對女人是獨特的」之問題，如此的回應常

常是涉及品質之定義，它可能區別了女性與男性藝術創作之差異（Gaber, 

1992; Lippard, 1976）。Lippard 觀察屬於女性藝術之品質包括：具有一個中

心焦點，且常常呈現是空的、圓形、或橢圓形，比喻的袋狀物形式，含使人

著迷的線條與細節，隱藏的組織層，與自傳體的強調等，上述這些表現方式

較常出現於女性的作品中。常被引用之例子為：Georgia O’keeffe 作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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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心漩渦的花朵、Frida Kahlo 之自傳式的繪畫作品、與 Marian Schapiro

之充滿細節的圖案與裝飾之和服以及房子畫作等（Lippard, 1976）。雖然

Lippard 所尋找之女性敏感性在女性主義藝術運動中受到許多人的認同，然

而尋找女性敏感性之普遍性質卻也受到其他一些女性主義者之攻擊，如

Waugh（1990）就提出有些女性主義者強烈反對女人與任何特別的品質相

關，她認為傳統指定給女人敏感性之相關品質是站不住腳的，且主張這是社

會指定給性別之規範與一直都存在的一種二元對立。Devereaux（1990）則

提出女性主義者特別要問之問題為：我們願意重新思考我們認為是有價值

的，以及我們認為其有價值之理由為何？因此他們問的問題必須是關於為何

繪畫被認為是藝術，而拼布最多只是一種少數人的藝術或手工藝，以及為何

戰爭主題之價值超過以母親與小孩或花為主題之繪畫。關於美學家、藝評

家、與藝術史家所使用之批評標準常常會在女性主義之分析下而重新被探

討，且大多數的女性主義者認為藝術評價應該包含一些外在影響的考慮。

Fenner 認為瞭解女性主義美學其中之一個意涵是將它看成後設美學

（meta-aesthetics），亦即所有觀看者是從某處而觀看，故所有的觀看者乃依

其觀看位置產生之觀點而被脈絡化了（Fenner, 2008）。易言之，Fenner 此主

張實際上提示女性主義美學主張背後有其立場，亦即觀看者皆以脈絡化之特

定立場而觀看。探討女性主義之美學主張對於藝術批評之啟示在於藝術批評

除了須注意女性主義美學觀點外，亦可利用女性主義對評價標準之解構方

式，而分析觀看者美學之後設立場與脈絡之觀點。 

女性主義之美學議題頗為廣泛，其包含關於美學與藝術哲學上之傳統問

題，而女性主義美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對這些傳統議題的觀點是透過「性別」

而陳述，且關於這些問題之回答有其特別的表達與建構方式，此外其亦探討

藝術經驗與美感經驗是如何被了解的（Fenner, 2008）。根據 Worth（2002），

女性主義美學之主張包含：（A）女性主義美學意圖使藝術品得以保留在它

們的脈絡之中，而非將它們孤立或將它們放在美術館中分別做展覽。（B）

女性主義美學挑戰純粹的、無關心的凝神專注是理想之美感鑑賞與適當瞭解

藝術特徵之主張；相反地，女性主義美學強調藝術與生活之關聯，因為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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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感價值產生於道德與認識論之結合，而非與它們相反。（C）根據女性

主義美學，感知者將焦點置於藝術與藝術家、文化、自然、以及脈絡之關係；

而此種取向使人傾向於宗教、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考慮，因為這些對脈絡

而言是重要的。（D）女性主義美學承擔一種任務，亦即使我們覺知自己過

去所使用之觀看、闡釋、與判斷世界等注視方式。以及（E）女性主義之分

析企圖連結美感判斷與判斷結果所暗示之意義，以及藝術品之價值對每日生

活之信念與渴望之關係，且惟在此藝術創作周圍之社會狀況與其複雜聯結

中，吾人才能完全瞭解作品之意義。 

總而言之，女性主義美學著重不以既有男性觀點為基準，且探討女性敏

感性特質之存在與普遍性議題，強調藝術評價時需考慮外在因素。從性別角

色探討傳統美學與藝術哲學議題，重視藝術品之展覽宜與環境脈絡結合，主

張藝術賞析不離生活、道德、與認識論、以及各種脈絡因素，提示自我覺知

自己慣用的看世界之方式，重視意義，以及藝術與生活之關聯。同時，女性

藝術家之創作往往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女性敏感性之特質，然而亦有些女性主

義者認為不應將它當成一種特定品質而限制了女性之藝術創作，並反對傳統

藝術之評價標準輕視女性相關之表現主題，且主張藝評應考慮作品之外在影

響，即脈絡。 

D. 女性主義批評實務女性主義批評實務女性主義批評實務女性主義批評實務 

前述說明了女性主義美學之觀點，這些觀點亦為藝術批評實務之基礎，

女性主義藝評家將各種批評策略具體化而成為不同的藝評實務，Gaber

（1990）根據美國與英國白種人的女性主義者之文獻，而將女性主義批評實

務分為基礎以及各趨勢之層面，茲分別分析如次： 

（（（（A））））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基礎層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基礎層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基礎層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基礎層面 

基礎層面是主流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共有之目的與目標，其包含社會分

析、政治的行動主義、與自覺。 

a. 社會分析社會分析社會分析社會分析 

社會分析根據之重點是社會系統及其對藝術世界之評價與區別力之影

響，故其著重分析該社會制度的基本結構，因為該制度結構基本上乃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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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觀看與評價女人，以及如何觀看其他邊緣化團體與藝術之關係，這

些分析亦採用綜合女性主義以外的批評方法，如：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

與後結構主義等。分析的女性主義學者檢查社會與文化現象對女性之負面影

響，如在學校中關於學生未來之生涯規劃與進昇相關限制之考慮，會將性別

模式加以區分（Clark, 1996; Gaber, 1990）。以下政治的行動主義與自覺兩個

基礎層面則是將焦點從社會系統轉移到政治與女性之自我認知。 

b. 政治的行動主義政治的行動主義政治的行動主義政治的行動主義 

行動主義之女性主義者將其工作中心放在地方與國家的政治活動場

所，且建立與工會會員或宗教組織彼此有利的連結。女性主義者之貢獻乃在

於其對已存在之父權系統提供選擇之自由，女性主義自身與社會改變之政治

特質是來自於女性主義運動之結果（Clark, 1996; Gaber,1990）。 

c. 自覺自覺自覺自覺 

自覺或自我認知乃主體經驗，其對個人之自我價值是有效而重要的，自

覺也是關於創造女人成為社會與政治階級的一種覺知。「主體性和自覺」與

「政治的意識增強」有關聯，雖然自我政治意識增強為將個人變成焦點的一

種技巧，且是在較大的政治與社會焦點之外才會被想起自我主體性。自覺還

是在女性主義藝評中使人覺察到這些最初的社會與政治之基礎（Gaber, 

1990）。 

上述這三個基礎層面在主流的美國當代女性主義藝評中全部都有明顯

地呈現，每一個基礎層面在其趨勢中各強調其明顯的形式。分析的女性主義

藝評家著重揭露與暗中破壞壓迫女性的社會與文化之力量；行動主義的女性

主義藝評家特別強調女性主義的政治投射，此乃藉著報導女性主義藝術的政

治內容，以及擁護它的政治因素；以女性為中心的藝評家，將主體性的確認

看成是自覺之一部分，它變成是一種讚揚，亦即藝評家稱此類藝術品為「個

人參與」之藝術品，以表示對女人的一種讚揚（Frueh, 1985a）。綜上所述，

有社會分析可瞭解社會制度對觀看與評價女人之影響，行動主義顯示女性自

由與自主選擇之重要性，而自覺層面將有助於認知自己在社會或政治之階

級，且喚起自我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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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趨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趨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趨勢女性主義批評實務之趨勢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女性主義藝評實務之三個趨勢各有其不同的強調，其所產生之衝擊亦各

不相同，而且各實踐者採用之取向、方法、與影響亦有所差異，茲就此三個

趨勢說明如次： 

a. 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 

分析的女性主義藝評家主要分析在社會機制下如何建構女人，以及女人

在社會中被認定之地位為何？他們發現性別是所有人類經驗中強而有力之

要素（Gaber, 1990）。例如： Solomom-Godeau（1985）在分析 Sherrie Levine 

所重拍的 Walker Evans 之攝影作品時，指出 Levine 攝影的挪用，將焦點放

置於文化的符碼，而且 Levine 藉著複製其他藝術家的影像，拒絕原創性、

著作者身分、主體性、與藝術品之權威，Levine 所拒絕的這些批評標準是現

代主義藝術實務之基本標準。同時 Solomom-Godeau 亦稱 Levine 之作品是

在資本主義系統中一種對藝術之挑戰，以及對藝術受制於父權體制所之質

疑，她對 Levine 作品之闡釋實際上連結了女性主義、馬克斯主義、與符號

學。此外，由 Sigel (1988）對 Levine 之訪談中，發現 Levine 之藝術不僅是

對現代主義關於原創性理念之批判與分析，而且也批判後現代主義者因對於

藝術所在之脈絡感興趣而忘了去看圖畫本身。對 Levine 而言，圖畫本身亦

是非常重要的，當觀看自己作品時，她對先前意象之知識與對複製意象的覺

知兩者所產生之「空間」感到興趣，此種心靈感應（vibration）來自於沒有

圖畫存在之「空間」，而此種「空間」存在於自己作品與被挪用之原作兩幅

圖畫之間。Levine 所描述之心靈感應不同於從形式主義的藝術對象所散發之

美感的靈氣（aesthetic aura），Levine 之心靈感應是她個人的，且對她的藝術

並非必要的，事實上她認為如果有人對她的作品感到愉悅而不知道所挪用之

原始作品也無所謂。Parker 與 Pollock（1981）認為原創性、著作者身分、

與個別的自我、以及權威等，都是強調男性與父權之文化價值，然而此卻為

女性主義者所爭論的。女性在藝術中最常扮演的角色是被觀察的主題與意義

之傳達媒介，而非製造者、觀察者、或闡釋者。Solomom-Godeau 使用符號

學之策略，研究被許多觀看者了解之影像中所暗示之內涵義，以解釋這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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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對觀眾而言意指什麼。 

根據前述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實務有助於顯示現代主義偏於形式主義

與男性中心之限制，同時呈顯某些女性創作觀點能兼顧作品本身之重要性，

因其存在著有別於形式主義之某種「空間」。此外在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

中女性在藝術中之角色，以及觀看者對影像符號之解讀方式，亦為分析的女

性主義批評實務所關注之問題。   

b. 行行行行動主義的女性主義動主義的女性主義動主義的女性主義動主義的女性主義藝藝藝藝評評評評 

行動的女性主義之藝術對社會是重要的，行動主義的藝術是文化彼此溝

通的一種產品與對話，它取代了美的特殊規劃，或來自由上而下之意識型

態。為了促進對話，行動主義藝術家必須思考溝通與傳播之策略。Lippard

認為行動主義之藝術活動是長期且深入社會中的，風格與美感深深交織在社

會結構之中，行動主義藝術家在社會結構中產生了影響，而且這些活動應該

整合藝術家個人之信仰，且須有其他感興趣的人涉入才能產生此種整合。行

動主義藝術經常與特殊的社會議題相關，有時並沒有引起注意，因為其議題

可能不是藝評家所關心的。行動主義藝術並不是形式主義，因為它與形式主

義藝術家所關心的美無關，它也不是脈絡主義，因為它並不是依賴一種藝術

的脈絡而成為藝術，它可以同時是社會工作與藝術兩者（Lippard, 1983）。

雖然 Lippard 認為行動主義之藝術既非形式亦非脈絡主義所能界定，但行動

主義之藝評卻不能不由藝術本身以外之脈絡與社會因素而探討。Lippard

（1984）的批評屬行動主義的女性主義批評，她稱自己的寫作為「倡導式

（advocacy）批評」。她擁護許多種行動者之藝術，她報導行動主義藝術並

為之辯護，例如她討論 Suzanne Lacy 的表演片斷，其中包含對「壓迫」的

非正式討論會，該表演表現一個女人被山坡上的壓迫者所謀殺，以及變老之

過程。其真正作品包含整整一年之計畫組織與工作坊，最後才有作品之呈

現，以及隨著作品發展之影片與文件。Gaber（1990）認為 Lacy 的表演過

程涉及社區參與，同時致力於引發觀眾對社會改變之需求，以及對執行改變

之政治行動的覺知。 

綜合上述，行動主義的藝術關切社會議題且與社會結構關係密切，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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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藝術家與社會人士之力量，其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改變，且其藝術形式不受

限於形式主與脈絡主義，但對於行動主義藝術之批評仍需藉助脈絡因素之分

析。  

c. 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 

女性主義在讚揚女人時強調自覺，自覺是個人與政治的工具。例如 Frueh

（1985b）闡釋 M. B. Doogan 的 ”Basic Black with Pears” 作品時，開始即寫

著：或許你並不想要她，她對其他的女人與男人尖叫，且扮鬼臉與裝出不自

然的笑，好像她知道一些令人厭惡的實在，並看穿你的謊言。最後評論提及

因為她創作了一個真正女人的醜陋臉孔，然而卻呈現她不尋常的美。Frueh

藉此投射出強壯的女人不依賴男人與男性的文化，她也傳達出女性拒絕由社

會所建立出女人應該具備的標準。透過 Frueh 的闡釋，我們必須對這個女人

的美與善重新建立概念，其應包含力量與自覺。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是較廣泛之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它是流動的、持續進

行的，開始時是個人有意識的瞭解他或她自己與世界之關係，且發展成與社

會相關且被接受之意義，此種批評能變成一種學生對世界之主動反應與介入

（Gaber, 1990）。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引用了符號學之解釋，且對視覺文化

之女人之形象作反省式批判，學生可藉由生活中具影響力之影像反思自己的

立場，以及可能被社會建構而未覺察到之面向，其對於批評之觀察與自覺反

省力的確有提升之作用，且其對形式主義美學之反動亦能使人省思原有對美

之評價。 

（（（（3））））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 

意識型態的或社會政治的批評未必根源於官方強化的價值標準，或源自

關於種族、階級、性別的推論，它也可能包含某特定風格與藝術表現對於其

他作品之辯論，例如：美國藝術中有偏好地方主義之表現。 

二十世紀早期的藝評家 Thomas Craven 是美國工人階級的傑出鬥士，他

偏好美國藝術中地方主義之表現，他認為工人階級之都市與鄉村的價值是美

國藝術最適合之主題。Craven 與知名的倡導地方主義之三人小組：Thomas 

Hart Benton, John Steuart Curry, 與 Grant Wood，成為現代主義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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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ven 在 1919 年曾擔任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雜誌”the Dial”之藝術寫作者。在

1930 年代中期 Craven 熱烈的反現代主義，且熱誠的提倡地方主義。為了擁

護這些地方主義者，他感覺必須去毀謗關於現代之每件事物，特別是屬於法

國的，並強力主張一個沒有污染的、國產的美國藝術。他發現如他所主張之

這種藝術就存在於 Benton, Curry, 與 Wood 的大幅農村題材之繪畫中，與一

些稍微帶有本土意味之都市寫實主義作品，例如：John Sloan, William 

Gropper, 與 Reginald Marsh 之作品。他對這些畫家只有讚賞，而對與之相反

之現代主義則只有輕蔑和憤怒，他亦是美國有史以來擁有最多讀者的藝評家

(Wolff & Geahigan , 1997)。 

比較現代主義之闡釋者與捍衛者的 Greenberg，與對現代主義嚴厲之批

評者 Craven，可見兩種截然不同之藝術批評，他們分別都產生相當大的影

響。Greenberg 在二十世紀之四Ｏ、五Ｏ、六Ｏ年代對當代藝術的影響，在

於他確立了抽象表現派畫家與色域畫家之特徵，並極力推崇他們。而 Craven

於三Ｏ與四Ｏ年代之影響在不斷攻擊現代主義，宣揚本土畫與美國生活畫的

至高無上之地位。Greenberg 是一位客觀的分析家，他所有評價都由一種純

粹的邏輯過程所決定；而 Craven 明顯屬於主觀的，對藝術品之評價取決於

該作品接近他對美國藝術看法之程度。Greenberg 是一位形式主義的批評

家，他的藝術批評是經冷靜思考後，對某種審視藝術之特別方法的信守；

Craven 則是屬於社會政治或意識型態批評家，他比 Greenberg 更帶感情色

彩，更加武斷，對他來說，藝術批評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為擺脫歐洲現代主義

之控制與影響，而拯救美國藝術的道德之戰。他們兩人對藝術與藝術批評觀

點雖截然不同，但對藝術以及自己對藝術所負的責任都十分嚴肅，他們兩人

分別代表了美國藝術批評之兩極 (Wolff & Geahigan , 1997)。 

（（（（4））））後殖民主義藝術批評後殖民主義藝術批評後殖民主義藝術批評後殖民主義藝術批評 

後殖民主義是一個與各種學問相關之領域，其開始於 1980 年代，到了

1990 年代已變成引人注目之領域。一般而言，它包含文學批評、藝術史、

文化研究、哲學、與人文學科等。後殖民主義的學者探究曾在帝國主義殖民

力量控制區的人們與國家之文化情勢，其研究包含考慮殖民地化與殖民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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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之過程，這些歷史的事件如何影響被移民者與移民者雙方之文化產品、

以及所有包含在這些系統中的「主體地位」。殖民主義是統治力量控制該區

本地人們之社會主張，此乃基於殖民者相信自己無上的優越性賦權使他們在

政治與文化上去統治本地人民，以及控制他們的原料與土地。當區域的控制

停止之後，殖民的物理機制尚未停止，學者們企圖了解統治與主從關係的這

種持續影響，雖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之關係是嚴重的不對等，但雙方團體

都被殖民所影響。殖民者統治的方式類似於在文化器物與行為上秘密破壞性

的對抗方法，這樣的對抗提供後殖民分析的主題，進一步之研究主題承續了

「混血（hybridity）」之觀念，或在兩個文化間之辯證關係與它們的接受與

對抗（Cornwall, 1998; Barrett, 2008）。 

關於脈絡主義藝術批評，前述除了說明藝術史之藝術批評強調藝術發展

之歷史背景宜加以比較分析外，亦闡明了各種意識型態藝術批評之要義，且

這些類型大多涉及藝術品之社會與政治等外在脈絡要素。除此之外，藝術表

現尚有一關鍵要素，亦即內在人格之結構與心理之功能。因此，藝術批評必

然需要對藝術創作涉及之心理動力與防衛機制加以分析，基於此認識，以下

擬扼要闡述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觀點。 

3. 心理分析的藝術批評心理分析的藝術批評心理分析的藝術批評心理分析的藝術批評 

（（（（1））））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特質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特質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特質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特質 

心理分析之藝術批評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獲得重視，此運動之發展事實

上乃受到批評家 Sainte-Beuve 的激發，他不是一位嚴格的決定論者，其認為

若吾人得到關於藝術家生活對其作品主要影響等之知識，則將能對該藝術家

之作品有較適當之了解，因此亦將避免解讀不相干之事物或遺失作品之真正

意義。心理分析之批評取向是從藝術家生活中引申出來，它能為作品說明其

所包含之心理學涉及之動機與性格，心理分析之批評較少注意對藝術品之審

美經驗中所產生之個人感覺，或較少注意作品相關之社會、歷史背景。相反

地，它對藝術家的潛意識心理動機做出種種推斷，對作品所隱含的象徵意義

也做出猜測，以心理分析方式能將戲劇與小說中角色之行為或文學與繪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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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徵加以分類（Stolnitz, 1960; Wolff & Geahigan , 1997）。心理分析取向發

展之中心人物為 Sigmund Freud，他的理論刺激了無數的對於藝術心理學與

心理分析之研究（Hoffman, 1945; Rank, 1932）。心理分析的批評家並沒有將

他們限制於分析表現主義的藝術，而對於寫實主義之作品亦加以分析，因為

心理分析理論一般都假設藝術家是表現埋藏於潛意識下之事物（Barrett, 

2008），事實上藝術家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各種心理狀態於作品之中，

可能是以表現主義形式，亦可能以隱喻或象徵符號，或以寫實或抽象等方式

而呈現。心理分析之藝術批評主要在發現藝術家之表現動機、作品中呈現之

防衛機制、以及探討作品特質與作者之人格、心理經驗之關係等問題。 

（（（（2））））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代表學者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代表學者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代表學者心理分析藝術批評之代表學者 

A. Sigmund Freud 

Freud 是奧地利的醫生，他在 1922 年為心理分析下定義，其中包含三個

面向：（A）心理分析是將焦點放在無意識的一個學科，（B）心理分析是治

療精神錯亂之治療方法，（C）心理分析研究文化的許多面向，包含藝術史、

文學、與哲學（Emerling, 2005）。「潛意識」是 Freud 理論之重要概念，關於

潛意識一詞在 Freud 著作中早期以「無意識（unconsciousness）」稱之，後來

才改以「潛意識（subconciousness）」，且於其理論中兩者並無實質差異（Winner, 

1985 ），故本文乃以引述之原文而兩者並用。Freud 提出人可以被看成「文

本」，「無意識」與「壓抑」是兩個相互關聯的名詞，它們是 Freud 心理分析

理論之基礎，且有強烈之作用。壓抑是潛意識的一部分，壓抑之產生是從無

意識的內在出現，但是卻被意識認為是危險的、脅迫的、不穩定的、或社會

的禁忌。無意識（unconcious）是心理非意識（nonconcious）的部份且影響

意識的思想與行為，但非可直接自由地闡釋，因此必須加以分析。Freud 描

述人的主體可分為本我（Id）、自我（ego）、與超我（super-ego），本我即無

意識，自我則是衝突與妥協之場所，超我則是調節本我與人之理性思考與良

心的場所，自我會將無意識之慾望加以變形或偽裝（Barrett, 2008）。Freud

認為變形係由無意識之慾望與壓抑所引起，其透過顯著的刪除、干擾的重

複、極其明顯的矛盾等方式，事物符號之傳達從未是有意識地表現（Em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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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Freud 的思想激發了無數的藝術心理學與心理分析之研究，佛洛伊德

學派將藝術當成一種文件，且根據其分析呈現藝術家人格上無意識的心理力

量，或是以之支持作品中不被瞭解的部份，或推測藝術家心理的偽裝；關於

潛意識力量分析之取向顯然只對心理學感興趣，而關於偽裝方式之表現分析

取向則常在闡釋的批評中極富成效，特別是當作品之符號使用是含糊不清或

難以理解時。佛洛伊德學派的最大貢獻在於顯示許多藝術品中產生豐富象徵

的絃外之音，以及其潛在的隱藏意義。他們之所以能夠表現此種隱藏意義是

藉由呈顯這些象徵在心理需求與藝術家慾望中之起源（Hoffman, 1945; 

Stolnitz, 1960）。 

（（（（3））））佛洛伊德學派之限制佛洛伊德學派之限制佛洛伊德學派之限制佛洛伊德學派之限制 

佛洛伊德學派之分析能對創作之動機、表現之內容產生深度之闡釋，然

而亦有四方面之限制： 

A. 它是一種心理學理論而不是一種美學理論，故它能處理作品中心理

學意義的這些要素。它所強調題材、主題、象徵、理念，所有這些要素與心

理相關的事件都來自於作品之外，且被看成是心理學之概念。 

B. 它僅能藉著相同之表徵，而卻不能處理藝術的形式、媒材、風格、

技巧，這些所有與藝術領域相關之要素。 

C. 佛洛伊德學派與其他脈絡主義相似，不適合做公平的批判。因為它

主要是處理藝術之「內容」，而內容只是美感對象之一部分，因此它對於一

件作品美感之價值不能做有充分理解力之判斷。 

D. 有些佛洛伊德學派學者如 Taine 與馬克斯主義者，為了評價之目的，

也使用根據事實的與解釋之主張。心理分析之批評家如同任何之批評家一樣

必須尊重純粹藝術本質之意義，不應該讓其心理學之興趣蒙蔽其眼睛而沒有

發現作品中美感之優點（Hoffman, 1945; Stolnitz, 1960）。 

如果批評家能注意勿將藝術「融化（dissolve）」於心理學之中，則心理

分析之批評將有許多可讓我們學習之處，因此我們亦不應極端反對，認為藝

術家之人格與作品無關，心理學之知識能幫助闡釋的批評。許多最好的脈絡

主義批評並不屬於馬克思主義或佛洛伊德學說的堅定支持者，它能混合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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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心理分析，歷史、社會學、與其他學科（Wellek & Warren, 1949）。 

（（（（4））））心理分析藝術批評範例心理分析藝術批評範例心理分析藝術批評範例心理分析藝術批評範例 

A. Panofsky 曾對 Titian 之「Allegory of Prudence（謹慎的寓言）」作品

闡釋與解碼，作品上有一拉丁文之警句，可翻譯為：「從過去的經驗，現在

行動是謹慎地，免得它損壞將來的行動」（Jones, 1955）。畫中描繪了三個面

孔，其中一位老人轉向左邊，在中央是一位中年人，第三位是一個年輕人轉

向右邊。Panofsky 探尋此畫中之警句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藝術中之象徵，他

表示這些面孔各代表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是畫中亦描繪一匹狼在左邊，

一隻獅子在中央，一隻狗在右邊，Panofsky 發現這種象徵主義起源於埃及之

宗教，並表示此三隻動物與畫中三個人的頭部之意義相同。此涉及到是甚麼

引起這些偉大藝術家明顯地混合這兩種異質的主題以說相同的事物？易言

之，探究 Titian 畫作之目的是甚麼（Panofsky, 1955）。Stolnitz（1960）認為

此畫之目的需要進一步之研究，故藝評家開始去研究藝術家之生活與他的其

他作品，Panofsky 因此能呈現一些過去的世代所沒有見到的，亦即是畫中老

人的臉是 Titian 自己本人，中年人是畫家的兒子，年輕人則是他領養的孫

子。此作品不只是寓意的，它也是一種藝術家個人的信仰聲明。但是 Panofsky

認為在我們還未對其模糊的語彙解碼時，這種「人的文件」是否已經完全呈

現它措辭之美與適當性還是令人質疑的。Stolnitz 認為闡釋之批評與批判之

批評是密切相關的，Panofsky 對 Titian 作品的「解碼」更清楚且更有力的告

訴我們，它是一個「人的文件」。 

B. Spitz 分析 René Magritte 之繪畫「監聽室（The Listening Chamber）」，

這件作品似乎是一個幻覺，畫中包含一巨大的蘋果放在一個幾乎不能容納它

的擁擠房間，這種蘋果亦出現於 Magritte 之一些作品中，Spitz 觀察到該作

品中一再地拒絕使用正常的距離和體積。此巨大的水果激起一種幽閉恐懼症

的感覺，而此相應的體積也暗示了一個墳墓，且其繪畫標題「摔角選手之墳

墓」而強化了此種聯想。該作品於 1960 年完成，畫中只藉著一個打開的窗

戶呈現對死亡聯想之無力的否定，該作品中蘋果的表現方式如同 Magritte 在

其他作品常呈現的「此蘋果是無重力的」。此作品中之巨大蘋果不僅是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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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近，且因它已經佔滿所有可用之空間，故幾乎沒有空間可容納下任何人或

事物了。這個不可思議的意象再次預示了一種被壓制的表現，且以嬰兒的經

驗形式而呈現，亦即當使嬰兒口腔產生快感之母親胸部呈現如此巨大之比例

時，將導致產生威脅而征服或抑制這個嬰兒，而並非去滿足他，因此嬰兒產

生了驚慌、無助的憤怒、與無抵抗力。這些感覺又混合了墳墓的聯想，畫中

表現乃一種開始與結束的聚合，對 Magritte 而言，此具特殊的個人意義，而

且也與夏娃之誘人而危險之蘋果的悠久傳統相連結。此作品以「監聽室」為

標題，藉著將焦點放在比視覺更難避免之聽覺（聲音）的存在，以強調與呈

現嬰兒期的被動性。當其口腔、視覺、空間、與聽覺的感覺，即包含內在的

與外在的全都被合併時，它們暗示著嬰兒時期典型上是「統合感知的

（synaesthetic）經驗」（Spitz,1995; Wolff & Geahigan , 1997）。然而，是否思

考與感性真正進入 Magritte 畫作之經驗中而產生沒有預料到之意義嗎？

Wolff與 Geahigan 主張若能以一種對 Magritte 作品整合同情的瞭解與心理分

析知識，即能揭露其作品中所隱藏之意義。 

三三三三、、、、脈絡主義之貢獻與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之貢獻與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之貢獻與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之貢獻與應用之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脈絡主義之貢獻脈絡主義之貢獻脈絡主義之貢獻脈絡主義之貢獻 

脈絡主義對所有藝術之評價產生一種微妙而有力之影響，綜合 Stolnitz, 

1960）之觀點，脈絡主義之貢獻可歸納為六點：其一，脈絡主義強調藝術創

作不完全是屬於一種個人的「靈感」，而是個人處於其他人之中的社會活動，

亦即藝術家屬於社會之一份子，其創作必然受社會之影響。其二，根據賣絡

主義，人類學家研究一個文化之藝術乃對其家族之結構做研究，因而使人們

對原始藝術或其他社會之藝術更具有同情心，並使他們的藝術能引起西方社

會之注意。其三，脈絡主義讓人們之品味變成更為寬容，而且使人們的判斷

標準變得更有彈性，早期之藝評家將希臘或文藝復興盛期之藝術當成所有藝

術判斷之基準，而現代的脈絡主義藝評家更能接受完美之藝術可能存在於任

何一種主題或風格之中，且不只侷限於某種特定的類別，此觀念使人們能接

受藝術品之範圍擴大。其四，脈絡主義之取向刺激了西方藝術本身對藝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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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使更寬容且更有耐性，當人們學習到一件事物之起源與其形成所受之

影響後，較不會傾向於將它認為是「永恆的」與「絕對的」有效，因此使藝

術之評價更具包容性。其五，脈絡主義在其產生之特殊情勢中是有價值的，

但並非在所有情勢中都相同；脈絡主義將藝術置於其自然的情境中，純粹藝

術並非一種「心靈的神祕事物」，它是由人類生存的環境中所產生的且回應

了人之需求。其六，藝術之起源非常多樣化，在不同時期與文化中，都能於

「藝術－物體」中創造不同之價值。脈絡主義者認為不同的藝術在其自己的

方式中全都是有價值的，此亦即使人們更能持相對論之方式觀看藝術。 

綜合上述，脈絡主義使人注意到藝術家之創作實際上是與社會有著密切

之關連，並提醒人注意且尊重不同脈絡所產生之藝術品，而不以一種普遍化

的標準評價之，根據脈絡主義，對各個時代不同文化與社會所創作之作品都

宜抱持一種寬容與瞭解之心態，且對於各種藝術品應在其文化脈絡下探尋其

意義與價值。雖然脈絡主義對藝術批評有其特殊之貢獻，然而在使用它批評

藝術品時亦應思考其可能產生之問題。 

（（（（二二二二））））脈絡主義批評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批評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批評應用之注意事項脈絡主義批評應用之注意事項 

當我們應用脈絡主義之批評時應注意之事項可歸納如次：其一，觀賞者

自己必須小心分辨關於起源的事實（亦即是作品之起源）、闡釋（解釋什麼

是在作品之內）、與評價，因為脈絡主義批評家並沒有提供這些說明。其二，

觀賞者必須要留意脈絡主義取向之限制，注意在作品之內有什麼事物是不能

以關於社會的名詞而解釋的？藝評家是否將社會的主題視為作品內獨立之

要素，因此而忽視它們與其他要素間之關係？藝評家所持與社會相關之偏見

是否引導他進入錯誤解讀（Stolnitz, 1960）？因為脈絡主義批評家所關心的

是作品本身以外之相關面向，有時會忽略對作品本身之關心，因此應用脈絡

主義之藝術批評時，需常檢視其所使用之批評依據與作品之相關性是否為最

重要的，以免許多不重要之資訊干擾作品之解讀，故應在脈絡相關的龐雜資

訊中篩選出重要且相關的以為闡釋之依據，且闡釋過程需注意脈絡與作品本

身之相互關係，才不至於變成一種文化或社會評論而非藝術批評。 



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研究－形式主義、脈絡主義、及其整合之應用 

 55 

本節區分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為藝術史的藝術批評、意識型態的藝術批

評、與心理分析之藝術批評，此種分類方式是較為人所熟知之分類。然而，

脈絡主義涵蓋範圍頗為廣泛，除上述所討論之分類外，尚有其他學者主張不

同之分類方式如表現主義、認知主義、或意向主義之藝術批評等，它們大部

分亦可歸納在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之下。此外，許多後現代之藝術現象往往

與脈絡密切相關，因此亦需將其放在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架構下加以討論。因

此下一節中將探討與脈絡相關之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之觀點

及其在藝術批評中之應用。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後結構後結構後結構後結構、、、、解構觀點解構觀點解構觀點解構觀點 

一一一一、、、、 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之關係與解構主義之關係與解構主義之關係與解構主義之關係 

雖然結構主義在一般之認知上屬於現代主義，而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

被歸納於後現代主義，但是因結構、後結構、與解構有相互關聯之關係，且

上述之歸屬關係實非絕對，因此本節擬將之並列論述，以便於能適當闡明其

意義與關係。Morss（2004）將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關係解釋為一種吞

沒之運動，因此後結構主義中包含了結構主義，而非後結構主義取代或打敗

了結構主義。Barrett（2008）認為解構是趨向分析所有各種文本之種種策略，

其文本包含寫出與說出的文本、藝術作品、與廣大範圍的社會實務。解構反

對「扼要的表示」或將解構減少到成為一種「方法」，後結構主義與解構是

互通的，且對後現代主義是重要的，然而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不應該被合

併而混為一談。 

（（（（一一一一））））結構主義的藝術批評結構主義的藝術批評結構主義的藝術批評結構主義的藝術批評 

1. 結構主義之發展與特質結構主義之發展與特質結構主義之發展與特質結構主義之發展與特質 

結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於法國，受到語言學家 Sau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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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之符號學理論很大之影響，Saussure 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其包含

符徵（文字）與符旨（觀念），它們以一種文化所指定之方式而彼此相關連，

且其關連是任意的。結構主義者企圖藉著辨別隱藏之系統而解釋現象，他們

相信沒有現象能從其他之現象中孤立而解釋，而且他們也不同於先前之學者

以歷史事件之先後程序而解釋事物。結構主義學者如 Clade Lévi-Strauss 在

人類學中使用語言學分析，Jacques Lacan 發展結構主義之精神分析，Louis 

Althusser 則提倡結構主義之馬克斯主義，這些學者在不同的學科中皆企圖在

現象學之基礎下，發現無意識之符碼或規則，並且希望使先前看不見的系統

變成看得見的，他們就如現代主義者一樣致力於客觀性、連貫性、與嚴謹性，

且為他們的理論提出科學之主張，他們相信此種科學立場能淨化其主觀的評

價。Livi-Strauss 與 Roland Barthes 倆人都主張文化現象是故事，且他們認為

所有的故事都有共同的特性、符碼、與結構（Barrett, 2000; Barrett, 2008;  

Best & Kellner, 1991）。結構主義理論家包括 Marx, de Saussure, Freud, 

Lévi-Strauss, Piaget, 與 Lacan，他們都各自發展其思想的系統，且都提出合

法、與解釋的深層結構，而且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人強調語言在形成權力關

係上之重要性（Crosz, 1989; de George & de George, 1972; Sands& Nuccio, 

1992）。結構主義學者之共同信念為：一些表面之事件與現象可以經由表面

之下的結構、資料、與現象所解釋（de George & de George, 1972）。結構主

義至今仍然在世界上有廣大之影響力，尤其是文學研究與批評、美學與批

評、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理論等方面，結構主義者在一系列的學科領域中且

在跨學科上進行其工作，然而他們並沒有堅持單一的一套程序（Barrett, 

2008）。結構主義者亦被稱為工具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藝術

永遠不是為它自己的緣故而被創造，其審美反應也應該符合非本質之目的，

亦即應導致一些超越它自身之具體的思想、行為、與活動（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2. 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之關係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之關係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之關係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之關係 

（（（（1））））符號學之主要概念符號學之主要概念符號學之主要概念符號學之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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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許多社會與文化之研究領域中，實在與它的象徵化符號幾乎無明顯

區別，因此實在是一種象徵的建構。符號（如文字或影像）形成我們的知覺

與經驗之瞭解，且無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符號學的指示事實上創造我們對

於實在之觀念，因此透過此觀念之架構使得實在容易被理解。此提示了有意

識的經驗或思想是一種由符號所建立之結構，人們大都是生活於其中，且是

根據人們所繼承與發展的不同符號系統（Atkinson, 2002）。 

符號系統是事物得到意義或重要性之方式，它包含了語言、肢體語言、

臉部表情之呈現、服裝之穿著等。當代之符號學家研究符號並不是將之孤

立，而是將之作為符號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號學家研究意義如何被製

造以及實在如何被表現。許多形式中關於意義之製造與表現，其中最明顯

的是「文本（text）」與「媒介（media）」的形式，對符號學家而言，一個

文本可存在任何媒介之中，文本常涉及一個訊息以某些方式而紀錄，故在

物理上文本是獨立於它的傳送者與接收者。文本是一些符號（如文字、影

像、聲音、或姿勢等）之集合，它常涉及與一些與慣例相關之類型或風格，

且在一種特別的傳達媒介中被建構。藝術家或創作者可以製造影像或媒體

文本，然而非可完全控制其作品隨後被觀看者闡釋之意義（何文玲 2006b， 

Chandler, 2002; Mckeown, 1998; Sturken & Cartwright, 2003）。符號學之核心

涉及接收（reception）之問題，如同 Bathes 之主張：符號學的研究並非指

意義必須明確地歸因於某件作品，它不是提供或甚至發現一種意義，而是

描述根據意義而被引起之邏輯（Bathes,1966）。視覺藝術的符號學分析並非

一開始即產生藝術品的解釋，而是研究藝術品如何清晰的呈現給觀看者，

且藉由觀看過程觀看者能理解其所觀看的，類似處於解釋這作品之面向，

符號學擁有如其客體（object）一樣之能描述慣例與概念之作用，而形成觀

看者所做的，且不論觀看者是誰。然而當吾人觀看符號時，必須注意的是

它具意義分歧之性質，亦即是符號本來就是模糊不清或不穩定的，因為符

號可以做開放性的闡釋，而且闡釋乃依賴著文化，如同依賴個人一樣。我

們所碰見之大多數符號都擁有許多要素，而且每一個要素都能以多種方式

表示（Bal & Bryson,1991; Branston & Stafford, 1996）。符號之意義會隨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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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闡釋者、與時間而改變的，甚至連符號學名詞之定義也都是多重的，

因而以符號學分析視覺影像時，必須對所使用之符號學名詞做清楚之定義

（何文玲 2006b；Chandler, 2002; Fiske, 1990）。 

   （（（（2））））符號學代表學者符號學代表學者符號學代表學者符號學代表學者 

    本文主要以介紹三位學者關於符號學之概念，雖然 Peirce 之符號學並

無明顯與結構主義相關，但是他與 Saussure 同為符號學之創始人，且其理

論有助於人們對符號學之暸解，因此在探討與結構主義相關之符號學學者

Saussure 與 Bathes 之前，宜先說明 Peirce 之符號學理論。 

   A. Charles S. Peirce 

根據 Peirce，符號之意義為對某人而言，在某種情況或條件下代表某事

物。因此每一個符號有三個部分：符號自身（符號）、符號即關於它的客體

相關的（即符號之指涉）、以及符號即被解釋以代表一個物體（符號使用者）

（Peirce, 1965）。因此 Peirce 為符號意義之研究建立了一個模式，此模式係

由符號、解釋義、客體三個意義元素所構成之三角形，亦即此三者形成一個

三角關係。其中任何一要素需與其他兩要素緊密關連，且任一要素需在與另

兩者相提並論時才能為人所理解。若一個人向某人表達，亦即是在該人之心

中創造一個相同之符號，或者是一個更精緻的符號，此由該人所創造的符號

可稱之為原先符號之解釋義（interpretant），而此符號所代表之事物即為指

涉物。易言之，符號所指涉其自身以外之事物稱為客體（object），而符號在

使用者心理產生作用，此作用稱為解釋義。Peirce 認為解釋義並非指符號使

用者，而是「適當的指意作用（signification）」，「指意」是符號義與實在世

界之關係，它是一個心理的概念，由符號與使用者對物體之經驗所共同製造

而產生的，因此解釋義並非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使用者經驗之範圍而有所

不同（何文玲 2006b；Fiske, 1990；張錦華譯，2005）。 

根據 Peirce，符號的更基本特質是圖像的（iconic）、指示的（indexical）、

與象徵的（symbolic）。茲說明如次：（A）圖像的符號：是指與符徵（或稱

符號具/signifier）類似或模仿符旨（或稱符號義/signified），具可辨認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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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感覺等，相似於它所擁有之品質的一部分。（B）指示的符號：符徵

乃非任意的，但是在某方面與符旨有直接之關係，這種關聯可以被觀察或

被推論的。在符號與它所指涉物之間提供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C）象徵

的符號：符徵並不像其符旨，符旨是任意的或完全是慣例的，因此了解兩

者之關係需要靠學習，只有透過文化慣例共享的知識，符號才能被瞭解。

在任何例子中，符號的含意指出符號的意義是在一種特殊之文化傳達的脈

絡之內，這似乎是明顯的表示了意義是社會所建構的（Chandler, 2002; 

Leeds-Hurwitz, 1993）。對 Peirce 而言，語言與思想是符號解釋的過程，意

義並不是存在對一個符號最初的知覺，而是存在於對此知覺之闡釋，與其

後以此知覺為根據之行動；在思想未被闡釋之前，每一個思想都是無意義

的符號，直到此一思想經過闡釋，符號才產生了意義。人們對象徵、符碼、

及其意義之聯想是非常不固定的，他們藉著闡釋之線索或暗示的意義，而

對影像加以解碼，這些線索可能是形式要素，或者是它們的社會歷史脈絡。

因此，一個影像作為一件藝術品而出現在美術館中，與被複製在一個廣告

中，其實兩者所呈現之意義是相當不同的（何文玲，2006b；Sturken & 

Cartwright, 2003）。 

由上述可知 Peirce 提出圖像的、指示的、與象徵的三個符號特質，說

明有些符號可以直接或以推論方式而理解，然而有些符號則需經過學習文

化之慣例方能加以理解。此乃因為符號是由社會所建構，故必須在文化脈

絡中才能被理解，意義是須經過闡釋之後才能產生，而且未經過闡釋之符

號是不具意義的。然而意義之闡釋則不固定，同樣作品放置於不同脈絡中，

皆可能產生不同之意義闡釋。 

   （（（（2））））Ferdinand de Saussure 

Saussure 與 Peirce 兩人是符號學之建立者，Saussure 是瑞士語言學家，

因其具語言學背景，故其關心之重點在符號本身，重視符號與符號間之關

係，認為符號是一個具有意義的實體。Saussure 將所有人類語言看成是一種

自給自足的符號系統，有其自己的使用規則與調節，Saussure 將語言分成兩

類：語言系統，與個人使用之言語（即口語）。他將語言類比為西洋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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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給自足、自動調節的、且由規則所引導的。如西洋棋的規則允許「卒」

做一些移動，而「馬」則做其他的移動等，這些棋子藉著它們功能為何而被

定義，有如一個字在語言中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而產生作用，個別的棋子（文

字）以其差異而被認識。Saussure 解釋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其由一個

符徵（即文字），與符旨（即心理的概念）所組成。如「貓」這個字與「一

隻貓之心理的概念」在心中結合，而成為一個瞭解之行為（Barrett, 2008）。

符徵與符旨都是文化之成果，符旨是人為的，由文化所決定，同一文化中的

人們使用相同語言系統或符號系統互相溝通，符旨即是這系統的一部份。符

徵與符旨兩者是不可分的，像是一張紙的兩面。符號在符號語言學的脈絡中

不可能單獨存在，因符號是符號系統或符碼的一部分，所以觀看符號及其意

義時，必須在與其結構之關係或它與其他符號結構之關係中去評量之（Dyer, 

1986; Fiske, 1990）。任何一個文字若離開它所存在之句子就沒有意義，如名

詞「卒」沒有西洋棋的概念它就沒有意指任何事物。Saussure 認為在世界上

一個字與事物間之關係是任意的，且是相關的，但不是固定的，依 Saussure

的核心理論，意義是隨著脈絡與語言的規則而改變（Barrett, 2008; Sturken & 

Cartwright, 2003）。Saussure 所建立之概念後來成為 Lévi-Strauss 與 Barthes

以及其他人作品之基礎。Barthes（1972, 1978）認為 Saussure 的任何符號系

統就是一種語言，語言包括了書寫與口語的文字、聲音、音樂、影像、或姿

勢。符徵與符旨在理論中是分開的，但是在聯結一些傳達的表現以及一個概

念或意義之過程，符徵與符旨是一起作用的，符徵與符旨結合而產生了符

號，透過這種理論之關聯它被稱為指意（signification/即符號的含意）或表

意行為（semiosis/即與符號相關的事物）。關於語言的基本結構則透過結構

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而散播。 

   （（（（3））））Roland Barthes 

在 Barthes 的符號學模式中，所有影像都有兩層之意義：外延義

（denotation）與內涵義（connotation）。影像的外延義是指涉其文字的與描

述性的意義，內涵義則是依賴影像之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以及影像的觀看者

對那些情況所生活的與意識到的知識。Barthes 將 Saussure 關於符號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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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展成為第二層級的意義，他將之命名為神話（myth）或意識型態。因此

符號在第一層級的意義變成在第二層級的一個符徵。此兩種符號學之層級可

以一個知名的消費者品牌名稱 Clavin Klein 為例說明：在符號學之第一層級

這些字母（符徵）僅僅指稱一個名字（符旨），然而在第二個層級，此 Clavin 

Klein 的名字意指一個設計師的時尚世界，它變成了一種時尚的表達，成為

流 通 在 當 代 時 尚 設 計 較 廣 泛 之 文 本 的 符 號 學 （ 視 覺 與 言 語 ） 之 內

（Barthes,1973; Sturken & Cartwright, 2003）。我們認為第一層級是外延義的

層級，在此層級中可研究形成符號之符徵與符旨的表面層級關係；第二層級

是內涵義的層級，在此層級中，符號與較寬廣的意義系統相連結，其中包含

了意識型態之議題，如階級、種族、性別、與性徵。Barthes 關心互文性，

且重點放在外延義層級符號之存在，且在一個複雜的符號學領域中互相關

聯。互文性因此涉及符號相關事物之複雜過程，其中符號系統是互相關聯。

Barthes 熱衷於探討意義的外延義層級，以及它的意識型態或神話面向如何

以自然的方式呈現（Atkinson, 2002）。因此影像對觀看者個人與社會來說是

重要的，符號的製造是依賴社會歷史與文化之脈絡，也依賴影像在脈絡中之

表現與被觀看者之闡釋。我們對影像之闡釋常依賴歷史之脈絡與文化相關之

知識，這些知識包括它們之使用、扮演角色之慣例、指涉的其他影像、以及

它們所包含之熟悉的人物與象徵。如前所述，影像之意義闡釋會隨著不同的

脈絡、時間、與觀看者而改變，因此在一個符號學的架構中，不同類型的闡

釋能夠根據不同意義之系統來解釋，而不同之意義系統可以是平行的、總括

的、或互相重疊的（何文玲，2006 b，Sonesson, 2002; Sturken & Cartwright, 

2003）。 

Barthes 之神話的兩個層級可被用以考慮兒童與學生之藝術作品，例如

一棵植物或一個人的觀察素描，在第一種符號學外延義之層級可被認為僅僅

是一件觀察素描，可根據素描之形式組成要素來分析一系列的素描痕跡。但

是在第二個層級上，當該素描作品被放在學校之評量架構內時，素描就意指

學生的能力，接著可變成研究自然。易言之，素描作為符號而會與較廣的意

義系統相關聯，該意義即與再現及實務的文化瞭解相關，而那些符號系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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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珍視與被標準化的，而且透過標準化之過程，學生的能力與其呈現之自然

物相關。在神話之層級，此素描之功能對教師在特殊社會文化之再現符碼內

是一種符徵，而且在其中它被給予一種價值。在第二個層級（神話的）之意

義是在機制的評量意識型態之空間中被建構，在該機制的評量中，依據一個

學生對自然的描寫似乎可完美且合理地表明其能力（Atkinson, 2002）。 

Barthes 是從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他後期之

寫作中包含了一些後結構主義之影響與後結構主義一些學者之概念。Barthes

與一些後結構主義者對於刻板的結構主義方法學、及結構主義堅持語言學模

式對所有文化現象都給予一種秩序等皆採保持距離之態度，他於 1974 年出

版書籍”S/Z”，其中他提出所有的文本應該都被看成是「符徵的銀河系（galaxy 

of signifiers）」，其中具有無盡的意義資源，且能做多元之闡釋（Barrett, 2008; 

Barthes, 1974）。 

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結構主義之代表學者結構主義之代表學者結構主義之代表學者結構主義之代表學者 

（（（（1））））Claude Lévi-Strauss 

Lévi-Strauss 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他思想的基本原則為神話創造「詩

的智慧」之概念，其概念激勵他對「原始人」世界之反應，他最後之目標是

製造「人的一般科學」。Lévi-Straus 將語言當成「人的科學」之一個主要面

向，他因使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分析非語言之資料而著名，由於語言是人之

最顯著特色，其建構了文化現象的直接模範，而且藉著那個模範，社會生活

的所有形式即可被建立，或使其永遠存在。在所有社會中，藝術被當成具有

一種語言之功能，它是藝術家所使用以表示物體之一個符號系統，因為其缺

乏對其材料（material）完全的控制，因此藝術家無法複製與物體完全一樣

的東西，然而若藝術家能複製物體，則他所製造的將不是藝術。藝術與語言

之差異在於能清楚表達的語言是個任意的符號系統，其與被指示之物體無

關，然而藝術則是在符號與物體之間存有一種可感知的關係。Lévi-Strauss

認為詩與藝術有類似性，詩是以語言為作為未加工之材料，用來傳達語言學

之目的，其係由非清楚表達之演說片段所製造的，藝術家則用類似的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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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種非清楚表達之語言為目的。Lévi-Strauss 與其他脈絡主義者一樣，

將藝術視為一種語言，他主張在我們的文化中，藝術之目的是去激起一種美

感反應，藝術應該有一種特殊的氛圍（ambience），而他也擔心藝術正處於

失掉這種特殊氛圍的危險中。Lévi-Strauss 觀察到威脅藝術之兩層改變：其

一為藝術變成一種冒充的語言，而成為缺乏意義的語言主題中之獵物；其二

是藝術變成一種絕對的語言，其成為一種清晰表達之語言，然後藝術將變成

指示，而不能激起任何真正之審美情感；因為當沒有意義之物体變成符徵時

會引起人們的美感反應，然而當藝術如語言表達般變得非常清晰時，即失去

了想像之空間，因此無法令人產生美感反應。當藝術家將物體提升至符號層

級時，即呈現出一種結構，而該結構在物體中原本是隱藏的，卻在符號中變

成明顯的，亦即是物體之結構藉著繪畫之平面或詩的表現而瞬間就浮現了，

因藝術品允許人們能看到物體之特性，且其特性符合人之心理結構及功能

（Lévi-Strauss, 1961, 1972）。Lévi-Strauss 應用 Saussure 的語言學理論而研

究文化且將其做為類似語言傳達系統之作用，他的結構主義觀點建立在結構

的人類學概念上，他認為無意識的心理歷程在所有文化（包含未開化的與有

教養的文化）中是維持不變的。在一個社會中所有的習俗都充滿著特殊的功

能，且扮演著補充語言之角色。藝術對 Lévi-Strauss 而言，是一種對圖騰信

仰的形式，其中它採取所需要事物的狀態，定義對圖騰信仰之關係中所反映

的行為規則，而且它沒有設定之規則、內在之特質、或規定之素材。在此脈

絡中，藝術之功能是確保社會系統中不同階層所持之理念的可轉換性。

Lévi-Strauss 企圖在神話、文化的象徵、與社會組織中確認心理的普遍結構，

例如文化之神話所根據之主題有許多種類，若一個解釋的神話必須有神的介

入，則神話之功能是存在所有文化的神話中，但具各有不同的形式，如人形

神、動物神、或一個憤怒的自然之神，他們可能都以毀滅性的暴風雨形式呈

現之，而這些不同的故事共享一個相似之深層結構，其需要透過結構的分析

來發現。Lévi-Strauss 後來與 Roman Jakobson 合作將結構主義的影響帶到美

國（Barrett, 2008; Dor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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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cques Lacan 

Lacan 是一位法國心理分析理論家與臨床心理分析師，思想曾受結構主

義之重大影響，它是結構主義中精神分析美學主要代表人物，他試圖藉結構

主義之科學力量修正精神分析學之過份主觀性與任意性，Lacan 運用結構主

義與後結構主義語言學之理論，探討關於人之主體的所有問題，特別是無意

識與語言關係的問題。藉著從 Saussure，Lévis-Strauss 與結構主義語言學理

論家之洞察力，對 Freud 學派加以修改與重新闡釋，他修正了 Freud 學派之

發展理論，說明「生物學的人」變成「有人性的人」之過程，以及語言與意

識型態對形成生物學存在之認同的影響。Lacan 提出自己解讀與批評之策

略，而實現其對傳統精神分析學的一次語言革命，他反對精神分析之醫學化

與科學化，也反對行為主義，而且也不同意 Jean-Paul Sartre 對精神分析所做

之解釋，而形成他獨具特色之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美學（朱立元等，1999；

Barrett, 2008）。 

Lacan 不同意 Freud 認為無意識先於語言之觀點，他認為兩者是同時出

現，而且也認為無意識為語言之產物。Lacan 認為「無意識就是非我之論述」，

其中表達了無意識與語言一樣，並非自我內在的心理活動或機制，而是自我

與非我主體間之關係，或共有的東西，因而包含著「他性（otherness）」。此

外，也暗示了語言實際上先於無意識心理學之體驗，或由語言行為才產生了

無意識。Lacan 不同於 Freud 將無意識看成純粹的本能，或無意識是由本能

之慾望所形成。Lacan 認為先有超個人、超主體的語言、與無意識，才能形

成與產生包括性本能之內在慾望，他認為因為有了無意識才有慾望，亦即有

了在結構與效果都不受主體約束或控制之語言後，慾望才存在。亦即在語言

中超出意識控制的部分才有慾念的用武之地，因此無意識只是語言的一種特

殊作用，且是語言對慾念加以組織之結果（朱立元等，1999；Lacan, 1996）。

Lacan 受到超現實主義之影響而給予潛意識運作方式一種感覺，他認為主體

是沒有一個中心的，且被認為具「缺乏（lack）」的特徵，他不太同意認同

是屬於常識之主張，而認為個人之自律是一種幻想。他將需求（need）、慾

望（desire）、與要求（demand）加以區別，自我或主體是透過對「他者（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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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之識別而建構，且透過這種識別之必要性，而使一個人覺知到自己

的缺乏，語言則在意識之前，其指示並調整一個人的慾望（Ward, 1997）。 

根據 Lacan，主體依賴著三個互依而不可區分之階層：象徵界、想像界、

與真實界。自我或意識本身並非生物性所決定的，也不是自律的，當這個主

體進入事先存在之語言與慾望所建構之象徵界階層時，它不只是變成一個

「我」。該語言和慾望是由於兒童與母親分開，或由於父親介入兒童與母親

之關係所引起，因此語言與父親意指禁止或權威。想像界之階層則混合了「自

己是他者」與「自己與他者」，Lacan 著名之「鏡像階段」就是想像界的一

部份，在想像界之階層，經由鏡像階段之發展，兒童在 6 到 18 個月大時，

開始覺知他自身是一個意象，他能由鏡子中認出自己，而且認同他自己的意

象為一個整體，但是也經驗自己不能協調之身體是不完整的，這種鏡像的意

象構成一種異化（alienation）的感覺。當這個兒童被成人抱著在鏡子前面時，

這個兒童觀看「自己是他者」，也看到「自己與他者」（Barrett, 2008; Ward, 

1997）。Lacan 之思想影響了藝術批評，其心靈發展之「鏡像階段」被後來

一些理論著作當成工具，如影片理論，與所有以鏡頭為基礎之媒材，包含素

描與繪畫之透視紀錄。Lacan 的「注視（gaze）」理論特別引起藝術家與藝評

家之注目，Lacan 認為注視呈現了眼睛與視線（sight）之劃分，視線檢查一

個人所觀看的事物，而注視則產生於一個人所觀看之事物。在「對自己的視

線」與「事物看回來之注視」間之關係是對稱的，如 Lacan 所言「你從來不

曾在我看見你的地方觀看我」，「注視」強調了 Lacan 之「主體在自身之中」

的主張（Emerling, 2005）。Lacan 以兩個工作挑戰我們對藝術之觀看，即在

觀看時認清我們自己的欲望，以及傾聽、閱讀、 與闡釋「文本」，而非作者。

此外，Lacan 要求我們對於文本給予較多之注意而非著重於作者之心理

（Barrett, 2008; Emerling, 2005）。 

（（（（3））））Louis Althusser 

Althusser 是 1960 年代法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結構主義透過 Althusser

的作品在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影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Althusser 主張社會

構成包含經濟、政治、與意識型態三個基本要素，而此三要素分別對應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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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社會階級、與國家機制三層面之社會實在，以處理資本主義之社會結

構問題。他看到機制內壓抑的結構，其功能是控制個人的思想與行為，國家

控制媒體、教育、與合法的系統，它能審視警察與軍隊（Barrett, 2008; Craib, 

1992）。Althusser 堅持意識型態不能被誤解成一種對資本主義之「實在」的

簡單扭曲，意識型態是呈現個人對其真正存在情況之想像的關係。意識型態

不只簡單的反映這世界之情況，不論其對或錯，如果沒有意識型態，我們將

無思考或經驗「實在」之媒介，因此意識型態是必要的再現媒介，透過此媒

介我們即能經驗與感覺到「實在」。Althusser 強調對所有社會生活情況（從

經濟到文化）的再現，且從心理分析來強調意識型態是一套透過無意識而形

成之理念與信仰，同時與其他的社會力量（如經濟與機制）相關（Althusser, 

1971）。 

結構主義的批評如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兩者皆拒絕藝術的獨特性，以及

皆主張沒有一個人能免除他們工作中之時間與空間力量的影響。後結構主義

重視生活之自由與不穩定的特質，以及拒絕相信藝術形式在基本上是統一

的，結構主義如同解構主義一樣皆是尋找存在於表象之下與超越表象的多元

意義（Huwitzet al., 2003）。 

（（（（二二二二））））後結構主義的批評後結構主義的批評後結構主義的批評後結構主義的批評 

後結構主義一方面吸收結構主義，另一方面轉變結構主義，結構主義認

為在語言中產生之意義是固定的，而後結構主義卻將意義看成是多元的、不

穩定的、與開放的闡釋（Weedon, 1987）。後結構主義者著眼於意義是關於

特殊的社會、政治、與歷史之脈絡中說與寫的語言。他們將論述（文本）與

讀者看成是被安置在某種情境下而不是中立的，因此後結構主義者避開堅持

有普遍真理存在之「巨型理論（grand theory）」（Sands & Nuccio, 1992）。 

後結構主義從結構主義繼承了三個寬廣且重疊之理念是：（1）語言不能

指出它自身以外的事物，（2）語言製造意義而非反映意義，（3）語言沒有表

現個人的特徵。後結構主義者就如同結構主義者一樣，繼續探索關於意義與

各種文本之問題，然而後結構主義提供之答案範圍較寬廣，且反對任何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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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後結構主義不是思想的一種單獨系統，也不是學院中的學科，它是

自由混合許多學科之一種研究取向，其混合之學科包含哲學、政治理論、精

神分析理論、文字研究、符號學、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等（Ward, 1997）。

最 具 影 響 力 之 後 結 構 主 義 者 為 Jacques Derrida ， Michel Foucault ，

Jean-Francois Lyotard，與 Roland Barthes，他們攻擊結構主義者自詡是科學

的、尋找宇宙之真理、以及相信一種不變的人之本性。後結構主義者共同的

理念是「人的主體是由語言所結構而成」，因此否認笛卡兒哲學或自由主義

所主張之「自我」是個統一之意識，且是意義或實在最大的權威者。後結構

主義最主要的觀點是個人的「去中心化」，一個人的主體是由語言所結構而

成，且在社會所限定之語言結構脈絡之外，將不可能有統一的個人意識

（Anderson, 1997; Best & Kellner, 1991; Sarup, 1989 ）。 

1.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比較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比較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比較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比較 

結構主義者與後結構主義者都拒絕獨立存在之主體，堅持沒有人能生活

於歷史之外，但是後結構主義者特別強調所有符號之任意性，他們強調語

言、文化、與社會是任意的，以及在慣例上是意見一致的，而非自然的。後

結構主義者使用歷史的策略去解釋意識、符號、以及社會在歷史與地理上是

如何互相依賴。後結構主義者在其符號學計畫中，認為馬克思強調經濟關係

的力量太過於教條式，且限制了歷史與社會發展之解釋。他們企圖在政治的

競爭場所確認力量與控制的形式，大多數的後結構主義者發現馬克思主義太

絕對且專制，其與後現代的時代不再相關，取而代之的是致力於徹底的民主

（Best & Kellner, 1991）。後結構主義者與結構主義者相似處在於他們繼續將

文本與「實在」及「個別的作者」拉遠。但與結構主義者不同的是後結構主

義者認為在意義之下沒有任何最初且基本的依據；結構主義者相信他們在所

有的文本之後能發現永恆的普遍真理，後結構主義者則相信我們都受自己探

究領域之限制，因此不能也不應該企圖解釋每樣事物；結構主義者傾向於認

為語言是相對的、穩定的、甚至是「任意的」；後結構主義者則強調其「差

異性」，且將文本看成總是在進行的，而永遠不會結束，永遠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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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 2008; Ward, 1997）。後結構主義者塑造了後現代論述之理論、文

化、與社會趨勢的一部份，且後結構主義者批判現代理論，提出思想、寫作、

與主體性之新模式，其部分內容後來為後現代理論所吸收並採用（Best & 

Kellner, 1991）。後結構主義者質疑存在之認識論所主張之絕對事物，如真

理、確定性、實在、或美；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則依賴有說服力的修辭，爭

論是來自於資訊而非知識，並且接受資訊總是暫時性的（MacGregor, 1992）。 

2.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代表哲學家 

（（（（1））））Jacques Derrida 

Derrida 是最有影響力之後結構主義者，他亦被認為是解構主義之創立

者，他在學生時代曾與 Foucault 和 Althusser 共事過。Derrida 於 1966 年之

研討會中發表一篇文章而使美國人開始熟悉結構主義，在研討會中他介紹了

其最有影響力且是最具爭議性的概念「解構」。許多對解構之爭論皆在其意

義之不明確，因此 Derrida 拒絕將解構當成一種固定的方法，或允許從解構

他自己之批評中而免除此概念，他也不允許自己安逸於做瞭解與誤解之選

擇，而認為每一個都是另外一個的一部分。當一個人解構了一個文本時，其

即為文本打開了一個意義與闡釋之範圍，其經常在文本中找尋關鍵之理念，

結果常就變成二元的、對立的、且被定義嚴格地固定住。然而，解構的閱讀

不是如同起初的想法一樣的固定或穩定，而是表現出「意義是不確定的」，

且「自然地在文本內在之邏輯中彼此互相推翻」，Derrida 並沒有對文本做甚

麼，而是觀看文本對它自身做了甚麼。Derrida 認為經過「解構」，對立之態

勢可以部分地被削弱，或在分解文本意義之過程中，可看到對立的雙方在一

定程度上互相削弱對方之力量。他主張語言是一種「自我－指涉」系統，其

並沒有超出它自身之外，因此他否認本質主義者所主張之「深度結構」（朱

立元等，1999；Barrett, 2008）。Derrida 之一些論著質疑傳統關於符號文字之

觀點，他批判西方哲學自 Plato 以來一直維護之「邏各斯（logos）中心主義」

傳統。邏各斯是任何一種知識所尋求之終極意義，邏各斯可以是上帝，可以

是 Hegel 思想體系中的「絕對者」，也可以是中國思想中的「道」。他對以



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研究－形式主義、脈絡主義、及其整合之應用 

 69 

Saussure 為代表之「語音中心主義」之語言學、Strauss 之神話結構論、Rousseau

之「文字起源論」及其自然、文化的對立觀都進行解構，批評他們都是以「存

在」為中心。Derrida 認為從 Kant 以來的一些思想家都預設了一個定點作為

立論基礎，並稱之為純粹、先驗、固定、與實在，其實它們都是這些哲學家

為堅持真理所建立之「假設」，西方思想家們對這些假設非但不質疑，反而

進一步引申為「邏各斯」。Derrida 批評西方所有形上學思想都依賴邏各斯中

心式的，他認為世界上沒有純粹的根源式存在，沒有模範，也沒有中心，因

此沒有足以提供價值判斷之標準。他解構了所有的「中心論述」而代之以「意

義完全的自由遊移」，如此則可免除被任何固定之實在所羈絆，其思想屬後

現代存在主義一脈（朱立元等，1999；艾愷，2007）。Derrida 在《繪畫中之

真實》書裡之文章〈附屬物（parergon）〉中提及我們如何觀看一件作品，他

主張當我們觀看一件作品時，我們將畫框看成牆的一部份，當我們觀看牆時

畫框則被認為是畫的一部份，這附屬的畫框以牆或畫兩種背景襯托而突顯出

來，但是其與這兩種背景之關係則彼此又互相融合（Derrida, 1987）。 

（（（（2））））Michael Foucault 

Foucault 在傳統上被視為結構主義者（Smart,1988; White1979），然而

Dreyfus 與 Rabinow（1983）則是以結構主義、現象學、與詮釋學三層面而

定位 Foucault，亦有人將其看成是結構主義之領導人之一，且其與後結構主

義之發展也有關（Craib, 1992）。Foucault 之理論具反中心、反權威、及反成

規之特徵，其與解構主義對傳統之消解相似，他認為人本來就生活在各個具

時代意義的斷裂層中，只有用考古學的方法才能發掘出。因此 Foucault 在其

著作《知識考古學》中以考古學方式對歷史知識之轉變提出更周全之解釋，

其以考古學方法分析人文科學的可能性條件，用以揭露建構之原則、規律

性、以及隱含於特殊知識建構背後之思想組織模式，這些原則雖不在科學家

的意識之中，但對於科學知識與論述之建構卻相當重要。Foucault 將一切歷

史性、記述性文獻、與文字材料、知識型態都看成與考古學所發現的實物一

樣，且以考古學方法處理歷史學、史料學的記述性史料、與文獻知識型態，

亦即著重研究它們在特定時期如何產生並存在之可能。知識考古學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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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色是將歷史視為論述之構成，故在一定意義上可稱之為「論述理論」。

Foucault 認為個別論述形成過程中會有一些規則產生，用以界定此一領域之

相應對象，從而建構基本概念，繼而建立理論，此論述組織中之規則組合就

形成了論述之組織系統，分屬不同歷史階段或考古層面。Foucault 的論述建

立在批判結構主義之文本理論上，他認為文本並非意義之中心，不能是一個

意義之總前提，而只能是一個條件，文本之作用是對多重複雜的語言意義賦

予活力，使多種意義在此種條件下得以表現與存在。Foucault 批判結構主義

以孤立、靜止方式研究語言系統與文本，他認為世界絕非僅由文本之簡單因

素所構成，政治、經濟力量、意識型態、與文化控制了整個指意之過程，而

「論述」與「權力」才是構成社會文化之活動因素，且論述是人類一種主要

之實務，它也包含非語言之面向（朱立元等，1999；蔡采秀譯，1998）。Foucault

之貢獻是以人類學與系譜學兩種富影響力之取向分析社會現象，他認為人類

學是歷史之假設，且是以任何思想系統為基礎的，他藉著系譜學而呈現任何

一個被給予之思想系統如何發展與轉變（Emerling, 2005）。Foucault 一直都

對超現實主義感興趣，他寫了一篇關於 Magritte 的作品「這不是一支煙斗」

之論文，該作品為一件煙斗的再現繪畫，畫中有文字敘寫「這不是一支煙斗」

在相同的畫布上。此作品對許多後現代主義畫家是重要的，因為它混合繪畫

的符碼與語言，它否定再現的真實性與對符號系統任意性之瞭解。Foucault

使用此繪畫以提出「相似（resemblance）」與「比擬（similitude）」之不同，

他解釋「相似」是依賴一個模特兒、一個指渉物、或一個來源，十五至二十

世紀之繪畫創作是根據對模特兒模仿之精確性，而將之區分等級（此即寫實

主義）。然而「比擬」並非依等級制度，而是在些微差異之變化中，使其自

身增殖（propagates）。「相似」使其自身以模特兒為根據，它必須回到模特

兒，但是「比擬」是循環的，如同某種相似性到另一種相似性之不確定關係。

Magritte 打破對事物具現之再現系統，其繪畫是「文本」對「文本」之關係，

而非「文本」對「實在」之關係。對 Foucault 而言，文本與影像兩者繞著「物

自身」的雙重圖像循環著（Barret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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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解構主義的藝術批評解構主義的藝術批評解構主義的藝術批評解構主義的藝術批評 

解構之字根來自於「解（to undo）」、「瓦解（deco-stouct）」，是由 Derrida 

與 Hedegs 之「解構（destruction）」哲學概念所發展而來。經典的結構主義

試圖運用二元對立法以體現觀察意識型態之特點的方式，解構非為了證明此

種意義之不可能，而是將作品（構）解開，析出意義之力量（解），使一種

解釋法或意義不致於壓倒其他之解釋。解構主義者試圖證明既然一個對立面

之術語隱密地包含於另一個對立面之術語中，這些對立面之事物為了保持其

自己的地位，有時是如何地相互轉化與毀滅自己，或它們是如何將帶來極大

麻煩之某些細微末節驅逐到文本之邊緣地帶，最後達到瓦解文本，成為一個

整體對立物之目的（朱立元等，1999）。解構是後現代理論的一個面向，它

批判意義與闡釋。他並非尋求在對象中加入新的意義，而是問哲學之問題：

其可能的意義是如何？且在解構的分析中尋求被邊緣化的意義如何的被壓

制（（（（Walker, 1997）。 

解構主義的批評開始時是一種文學運動，其較注重觀看者破解作品中所

隱藏或暗示之意義的能力，而拒絕基於邏輯辯論之探究形式，它也質疑藝術

作擁有任何可下定義的本質或實在性，且提出關於誰制定這些規則？以及對

觀看者而言作品中有什麼之問題（Huwitz et al., 2003）。後現代主義與現代

主義之注重形式的純粹性相反，其所關心的是意義之闡釋，因此解構也是後

現代藝術之核心。然而，因為每位藝術家與觀看者類似，都是從各種不同的

觀點從事闡釋之過程，其意義闡釋之結果必然是不同的，涉及此種現象之相

關文獻即與解構觀念有關。後現代主義者偏好意義之多元闡釋，藝評家以多

元論之觀點看藝術品，並採改革者取向之藝術批評（Clark, 1996）。解構主

義之活動並非以傳統之闡釋觀念上問「這個陳述（意象）意指什麼？」而是

問「什麼是它的假定與前提？」此類的活動假定一個人必須在能提出挑戰之

前先瞭解組織文本意義之系統，且解構活動必須嚴謹而有系統的實行。後現

代關於文本性之主張豐富了闡釋之意義，教師可鼓勵學生將藝術品放在一個

豐富連結之闡釋脈絡中，學生在有能力從事解構之前必須先發展其對藝術品

文本性及多重之意義之瞭解。文本之解構與去中心並非設計一個破壞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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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證明那個意義是不可能的，而是取代之以「一種意義的模式超過另一

種模式之支配權」。此在使學生從事於「取代」或「去中心」而接受藝術品

之意義，並能有效尋找隱藏的或不明顯的意義。當脈絡比單獨一件作品或藝

術家重要時，教師必須從視覺文化的觀點來引導藝術批評，此亦稱為社會中

心的藝術批評，它將社會議題與較廣大脈絡之重要性視為超越任何單獨的作

品（Hurwitz et al., 2003; Johnson, 1981; Walker, 1997）。 

對教學實務而言，解構是一個困難的觀念，解構之取向或許對小學生與

中學生並不太適合，但是對於一些高中生或大學生是有益的，因為其方法能

引起動機而使人尋找其所忽略的，且能發現那些被邊緣化之領域（Walker, 

1997）。Derrida（1976）認為每一個意義總是有問題的，且永遠是不確定的，

亦即我們所建構的每一個意義都是解構的一個候補者。Derrida（1981）在其

《散播（dissemination）》一書中，說明解構地閱讀一個文本並非作為文本意

義之解構，而是一種分析，而企圖在文本中取消指意系統。Johnson（1981）

則主張解構與去中心的一個文本不是故意破壞一種文本的形式，而被設計以

證明意義是不可能的，且取代「一個意義的模式超越另一個之優勢」。 

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相關之創作與批評涉及許多後現代藝術之特

質，後現代之複雜性與多元面向常使得藝術批評之工作增加倍困難度，因此

有必要對後現代之觀點與藝術現象加以分析，以利於批評之實務。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脈絡主義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脈絡主義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脈絡主義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脈絡主義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 

如第二章所述，形式主義者主張藝術作品是自給自足且與社會有所區

隔，藝術藉其獨立自主性而引起社會之改變。脈絡主義者則認為藝術是傳

達，將藝術之情況看成導致社會發展之一種方式；而後現代主義者卻強調藝

術是資訊，且是無意義的，當藝術資訊被放在脈絡中時它才變成有意義的

（Everett, 1991）。後現代主義常被用來與現代主義做比較與對照，甚至是對

立，因為其在藝術創作之觀點、藝術之評價、傳統美學、與藝術之認知等方

面與現代主義有極大之差異，因此在當代藝術教育課程中必須發展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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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方法，方能使學生面對後現代之藝術創作能做適當之反應。以下將扼

要說明後現代之起源與特質、後現代藝術之相關概念、後現代視覺文化現

象、以及後現代批評實務。 

一一一一、、、、 後現代主義之起源與特質後現代主義之起源與特質後現代主義之起源與特質後現代主義之起源與特質 

有些學者主張後現代主義已存在數十年，而有些學者則象徵性將其誕生

日期定於 1968 年五月，當時由巴黎的一些學生在重要學者之支持下，要求

參與改變他們認為僵化、封閉、與精英人物統治的歐洲教育系統。Derrida

與 Foucault 之最早期著作對這種動盪的時期有其貢獻。後現代理論在美國

呈現活動之優勢是在六Ｏ年代中期到七Ｏ年代早期，與民權運動、激進的女

性主義、同性戀之自由、與反越戰運動一起發生。後現代建築名詞則於 1950

年代被引用，其與建築師反對國際風格之形式主義建築之嚴僅性，而做機智

的裝飾性反應方式有些相關。現代建築以極簡抽象派藝術的鋼鐵、玻璃帷幕

的摩天大樓、與「形式跟隨機能」之標語聞名；後現代建築則根據六Ｏ、七

Ｏ年代之普普藝術、觀念藝術、與女性主義藝術，且再度運用現代主義者所

斥責的各種類型、題材、與表現，如 Robert Venturi 於 1966 年所提出之關於

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就頗具影響力，其中表達一些對現代主義之反動層

面，包含偏好混雜而非單純之元素、妥協而非勻稱無暇、曖昧而非清晰、乖

張卻又有趣等。然而，也有些學者認為 Lyotard 在 1979 年出版《後現代的

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才是後現代思想的開始。文化理論領域

是在六Ｏ、七Ｏ年代才廣泛使用後現代主義以描述與現代主義對立之作品；

藝術家則於六Ｏ年代開始混合各種媒材，將通俗藝術與大眾文化統合在其創

作之中，以新感性呈現多元化，而後現代主義名詞被藝評家們頻繁且習慣使

用則在 1970 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比現代主義少了些嚴肅性與道德性，因

此，後現代藝術展現了一種新的而漫不經心、詼諧、與混合風格，並以之對

抗現代主義的嚴肅性、純粹性、與個體性之價值觀（Atkins, 1990; Barrett, 2008; 

Best & Kellner, 1991）。 

後現代時期的特質是科技快速發展、興盛、與擴散之時期，因此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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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要求新的觀念與理論。其實關於後現代性並沒有統一的

理論，實際上同時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論與理論趨向，甚至其中有一些理論卻

是與其他理論相衝突的，但它們都同樣被放置在「後現代」之名詞下（Barrett, 

2000）。因此後現代理論彼此間也不是皆有一致的目標與方向，因此應用後

現代理論時也必須對其立論之立場與價值觀有所了解，才不至於陷入其中而

混淆或迷失。 

後現代的觀點藉著質疑實在、權威、與社會標準，常攻擊傳統所持之價

值、信念、與實務。後現代主義被描述為從現代主義以科學為前提轉變成以

社會理論為根源的模式，科學的派典產生於牛頓發現重力之自然法則，現代

主義依賴此科學之派典，因此現代主義注重邏輯的、理性的、普遍的、穩定

的、與客觀的；然而後現代模式卻與之相反，轉而偏好反霸權的、多元的、

暫時的、地方的、與對立的（Best & Kellner, 1991; Doll, 1989; Lyotard, 1984）。

後現代主義者不再受限於形式主義者之慣例與現代主義者之普遍性，後現代

藝術家依賴寓言、隱喻、與敘事之要素而創造藝術，其藝術在本質上是諷刺

性的模仿當代的文化。後現代主義者論及符徵與解構意義，而製造了一系列

許多相互關聯與迂迴的闡釋，因此其藝術中沒有獨創性之理念，意象永遠能

夠被解構，而呈現先前的構造與觀念（Clark, 1996）。將解構應用於藝術批

評教學時，教師宜引導學生充實脈絡知識與增進批判能力，尤其須充分理解

後現代主張及其與現代主義觀點之差異。 

 

二二二二、、、、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藝術之藝術之藝術之藝術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一） 論述論述論述論述 

論述在字典上之定義為透過文字、談話、會話來傳達。論述在後現代主

義中是一個重要的名詞，但後現代主義者不是以其原有字典之定義使用它。

Foucault（1970）將它描述為「特殊的社會實務」，因這些社會實務是「透過

語言而被建構」，故與論述相關。Foucault 藉著詢問在論述之內，社會規則

允許什麼特定的陳述與實務而定義論述之結構？進一步又問關於論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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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哪些陳述是對的？哪些是錯的？Hutcheon（1988）為論述與後現代主義

所做之結論為：在討論後現代主義、藝術、與理論時，論述變成一個重要且

不可避免之名辭，它使我們不能忽視社會實務、意義之歷史情況、以及「製

造與接受文本」的立場。Walker（1997）主張論述的觀念是將藝術作品之製

作與闡述放置於社會的脈絡中，確認一件藝術品之論述即對作品闡釋之開

放，藝術的對象包含無數之可能論述，且對藝術對象之瞭解是藉由人們在建

構意義時所用以表達之論述所決定。藝評家與藝術史家常使用一些特定的論

述與觀念以解釋藝術品，他們為闡釋提供了一般架構。Walker 發現最常被

使用之論述包含社會文化之議題、藝術家之意圖、以及藝術史的與作品的批

判反應。藝評家所具備之知識概念架構能提供藝術教師進行藝術批評教學時

之指導方向，然而須注意這些領域所要求之知識並非在藝術品中可直接感知

的，故學生在其能應用這些領域外之知識於闡釋之前必須先具備這些知識。

易言之，面對作品進行闡釋之前，對作品外之相關知識的事先瞭解是重要

的，且這些相關知識並無法直接由作品學習，故必須在批評前先進行脈絡之

探討。 

後現代理論依循結構主義之理論，而賦予論述理論最重要之地位，結構

與後結構主義都曾發展論述理論，其用符號系統與該系統之符碼及論述以分

析文化與社會。依據論述理論，所有社會現象都可被符碼與符號規則所建

構，因此適合以語言學加以分析。論述分析可解釋為符號學之變體，它以符

號系統分析社會，後來論述理論逐漸取代並吸納先前符號學理論，它預設心

理、社會、與日常生活是由語言、符號、想像、符碼、與指意系統所組成，

許多後現代理論都是依循此預設。然而大部分的後現代主義者並未將每件事

物都化約成為論述或文本，而成為語言的唯心主義者或泛文本主義者（Best 

& Kellner, 1991）。根據上述，論述理論是由符號學演變而來，且其預設之觀

點對後現代文本之分析有極大之貢獻，然而在應用時還是需注意其語言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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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批判批判批判批判的論述的論述的論述的論述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除了前述之論述觀念以外，批判的論述分析亦對於作品意義之闡釋開放

了許多的空間。Janks（1997）認為批判的論述分析是關於語言之批判理論

的主幹，語言之批判理論是將語言之使用看成是社會實務的一種形式，所有

社會的實務與特殊的歷史脈絡是維繫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種方法，藉之存

在的社會關係被再製、或競爭，以及提供不同的興趣。Fairclough（1989, 1995）

曾提出一個批判的論述分析模式，其中進行的程序並非依一定步驟進行。其

批判的論述分析提供分析入門之多元觀點，且該模式包含三個互相關連之分

析過程，該分析過程與三個互相關連之論述面向相聯繫，此三個面向為：.

分析的對象（包含口語的、視覺的、或口語加視覺的文本）、對象被人類主

體製造與接受（寫、說、設計與解讀、聽、觀看）之過程、以及決定這些過

程之社會的歷史情況。這些面向之每一個都必須包含不同種類之分析，即文

本分析（描述）、過程分析（闡釋）、與社會分析（解釋）。批判的論述分析

模式取向使得分析能著重於構成文本之符徵、特殊語言的選擇、以及它們的

並列、程序、與成果。然而，其亦要求這些選擇之歷史決定是被認可的，為

瞭解這些選擇與可能之情況的連結關係，Janks（1997）曾示範了如何使用

由此三個部分所組成之文本分析模式，然而言語描述之弱點為文字不能以完

形表現，文字以行的方式一個接著一個排列，而構成一個有意義之秩序，而

分析則無法都是整齊以及呈線性的。Fairclough 試著捕捉其批判的論述分析

模式之方法，以嵌進三種不同分析中，而以一個在一個之內的方式呈現於一

種模式中（如圖 1 所示），且它們可同時進行。 

Fairclough 的圖形模式可被想成是三度空間的盒子，其彼此相互依賴且

錯綜複雜地在三個不同類型之分析中做前進與後退的移動。Janks（1997）

說明使用此模式之技術，即在開始分析文本的最初階段，可先畫出三個大

的、空的、一個嵌進一個的盒子（如圖 3-1）。當分析過程進行時，再將分析

的評論記錄在其中一個適當的盒子中，此模式使其能同時進行不同類型之分

析，而非依照程序，並可幫助畫出盒子之間連結的線，以強調其相互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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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Fairclough 之論述面向與論述分析 

 

Janks（1997）也提出閱讀文本的態度應同時包含投入與疏遠兩者，他

認為當讀者沒有共享某一個文本的符碼時，這樣的讀者常常被標示為一種文

化資本之不利，亦即對於「主宰讀寫能力的文化資本」之不利或缺乏，此乃

是為了製造一種閱讀方式，即以理想的讀者立場去支配一個文本之閱讀，這

種標示暗示一種主張社會同化者讀寫能力之模式，該模式中讀者被期望去辨

認文本之立場，而非一種批判的模式，批判的分析模式要求讀者去從事且去

質疑這些立場。 

若學生能夠瞭解與認清自己與他人在特殊的與不同的論述中之立場，其

即就能透過自己與嵌進藝術文本中之論述關係，檢查他們自己的闡釋。藉著

解構藝術文本中之論述，學生開始將自己看成是社會中的一份子，與世界上

之其他人是有連結的。例如：Brown（1994）透過關於論述立場之教學，引

導學生更深入之闡釋，且為藝術品發展多元的闡釋，她在課堂上強調引導學

生對自己個人論述之覺知。她首先以墨西哥藝術家 Frida Kahlo 的自畫像為

例而進行藝術批評教學，開始時教師介紹藝術家生平與藝評家 Hayden 

 

 

 3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產品與闡釋的情況 

產品與闡釋的過程 

   論述實務 

2 

描述（文本分析） 

闡釋（過程分析） 

解釋（社會分析） 

  社會實務（情勢的、機制的、社會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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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era 對 Kahlo 作品所寫之批評，然後學生在此脈絡下觀看與闡釋 Kahlo

的自畫像，此時教師發現學生由個人不同的立場而論述作品中所呈顯之資

訊：女人、墨西哥人、藥物、痛苦，由此構成他們的闡釋。當教師發展學生

覺察力而覺知他們自己論述立場所產生之影響後，學生再重新檢查他們的闡

釋，學生回到 Herrera 的批評且認清這位藝評家論述之立場，他們不僅在她

的寫作中認清一個女性主義者之立場，而且從藝評家之文字使用如「壁畫主

義」、「有個性的天才」，認出藝術史與藝術批評之論述。隨後教師以 Kahlo

在 1944 年所畫之「破碎的圓柱」讓學生寫出他們的闡釋之後，再讓學生分

析他們呈現自己特殊之論述立場，與寫出之文字及語詞。當學生繼續進一步

闡釋其他藝術家之作品與論述立場時，有些學生開始瞭解自己與生活的某一

領域相關的意義闡釋，此可藉著他們特別的論述立場而構成，而不只是藝術

品。學生瞭解到新的知識總是透過個人的再闡釋，他們可開始理解與檢查個

人之論述立場，且探討不同觀念之主張（Walker, 1997）。 

（（（（三三三三））））文本與文本性文本與文本性文本與文本性文本與文本性 

後現代主義者使用文本的名辭涉及了從多元的社會觀點以瞭解對象，社

會論述為文本之闡釋提供了架構。Bathes（1977）認為「文本」是來自無數

文化之核心的一連串引文，Walker（1997）認為一個文本或許在物理上有所

限制，如：一個雕像、建築、書、電視節目、新聞、或人，而且它或許是一

個較沒有正確定義之對象，如婚禮、法庭審判、雞尾酒會等一些社會事件。

然而「文本性」之決定並非是特殊的對象或事件而產生一個文本，而是其闡

釋的取向。對後現代主義者而言，一個文本與一件作品不同，因為一個文本

總是處在形成之過程中，而永遠不是在最後的一種狀態。若將藝術品視為文

本之對象，且其與「能無所羈絆地闡釋的文化論述」相關，那麼藝術教師將

可為學生開放闡釋之可能性。後現代文本性之主張鼓勵學生將藝術品放在一

個完全相關的闡釋脈絡中而豐富闡釋之意義，而且鼓勵探討由不同成分形成

的闡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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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後現代之視覺文化現象後現代之視覺文化現象後現代之視覺文化現象後現代之視覺文化現象 

藝術史家認為「視覺文化」名詞之使用並非指涉二十世紀當代文化之轉

變，而是指視覺文化以創新的方法，試圖在脈絡(context)中觀看藝術品，並

且將影像（或意象）與物體視為顯示與形成「文化信仰與價值」的範圍，而

超 越 以 往 藝術 史 所使 用 之 「 鑑識 （ connoisseurship ）」、「 圖 像 誌

（iconography）」、與「圖像學（iconology）」等傳統方法（Stankiewicz, 2004）。

在當代文化中，影像以其運用各種新的媒材與科技而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且

造成一個前所未有之視覺環境。依 Mizeoff（1999）之闡釋，視覺文化使我

們的注意力從有結構的、正式的觀看環境（如電影院或畫廊中）轉移開，而

集中於每日生活中的視覺經驗，因此視覺文化不只是成為我們每日生活的一

部份，它也變成了我們每日的生活。Rose（2001）主張「視覺的（visual）」

2是所有感官中最基本的部份，「視覺的」層面在視覺文化中可定義為「任何

被人以視覺方式所製造、解釋、或創造的任何事物，它擁有功能性並具傳達

或審美之意圖」。Fyfe 與 Law（1988）亦主張描寫（depiction）、描繪

（picturing）、與觀看（seeing）是同時且普遍存在於大多數人認識世界之過

程中。Berger（1972）主張觀看是發生於文字前的，以兒童為例，在其能說

話前都先學會觀看與辨認。歷史上亦認定「視覺的」層面有其重要性，且許

多人亦藉著視覺影像追蹤他們所看的，而這種過程至當前已達到前所未有之

水準，西方人現在與世界之互動主要是透過「吾人如何看世界」之方式。故

Jay（1993）以「視覺中心主義」描述當代西方生活顯然以「視覺的」層面

為中心。現在西方社會皆同意許多意義乃藉視覺影像而傳達，人們常被各種

不同的視覺科技所圍繞，而這些不同的科技與影像提供了關於世界之景象，

並以「視覺的」方式記錄這個世界。然而此種記錄，甚至是攝影，都絕非天

                                                 
2
 Sturken 與 Cartwrite(2001)認為在許多方式上我們的文化乃一種「視覺的（visual）」漸
增。Freedman(2003)也承認許多當代的文化已變成「視覺的」。Rose ( 2001)提出雖然文化
之爭論各有差異，但是最近有許多學者都主張「視覺的」層面是當代社會生活文化之建
構中心。Barnard(1998)主張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對藝術會有不同的定義方式，所以對「視
覺的」定義也將有所不同，視覺文化必須使用這些差異作為視覺文化解釋的一部份。正
因為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對「視覺的」定義各不相同，因此藉著視覺文化之研究，「視覺的」
自己本身也是一被探究與解釋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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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無知的呈現，這些影像永遠不是像一扇透明的窗戶去面對世界，其實它們

皆在「闡釋」這世界，且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呈現，因此有時人們必須對「視

覺(vision)」與「視覺性(visuality)」做一區別（Rose, 2001）。「視覺」意指人

的眼睛在物理上能夠觀看到的事物，同時關於該能力之觀念會隨著歷史而改

變，且可能持續改變（Crary, 1992）。「視覺性」則指視覺被建構的種種方式，

包括我們如何觀看，我們能如何觀看、我們被允許如何觀看、或我們被塑造

成以何種方式來觀看，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觀看」與「未觀看」的情形

（何文玲，2005；Foster, 1988）。由前述可知「視覺」涉及「我們所能觀看

的」，而「視覺性」則關係到「觀看的方式」，此方式不僅包括個人觀看的方

式，亦涉及被文化或社會制約下的觀看方式，且涵蓋我們如何看待這種「我

們僅觀看到某事物而忽略或迴避某事物之情形」；進一步而言，我們對自己

之自主選擇或文化制約下之選擇性觀看方式應有所覺察乃至加以省思。 

此外，另一個與「視覺性」具相似內涵的名詞為「視域體系（scopic 

regime）」，這兩個名詞都涉及「甚麼是被觀看的」與「它如何被觀看的方式」，

且兩者都是被文化所建構的（Rose, 2001）。Baudrillard （1988）也認為在「後

現代性」中不可能區別所謂真實與非真實之影像，其結果變成脫離了與真實

世界的任何特定關係，導致人們現在正生活在由擬仿（simulations）或擬象

（simulacrum）所支配的一個「視域體系」中。Mirzoeff（1999）亦提出在

後現代文化中，視覺經驗的充斥以及對所觀察到之符號意義之分析能力，兩

者之間隙是存在的，為了解釋將「視覺的」層面作為每日生活之此種後現代

全球化現象，視覺文化領域之研究便有其必要性。Davis（2002）也認為在

當代世界中，視覺文化之範圍對於「知識之建構」、「認同」、「信仰」、「想像」、

「時地感覺」、「行動者之感情」、以及「所有年齡層之生活品質」均能加以

反應而且有所貢獻。 

由上述可知視覺文化乃人類透過視覺或視覺化方式所形成與感知的所

有事物，且是由人們每日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然而，大部分的視覺文化還是

由視覺藝術所組成，但視覺文化之範圍比視覺藝術更廣泛，視覺文化可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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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藝術在大眾化藝術和精緻藝術間之關聯提供脈絡（Freedman, 2003）3。視

覺文化名詞之使用，部分反應了當代視覺影像與器物之充斥與遍在，以及對

社會生活之重要性，視覺影像與器物之即刻接觸性與短暫的性質皆影響全世

界的人，當代一些訊息、理念、與故事，透過廣泛的視覺藝術，而呈現於所

有知識領域，例如科學與科技（Davis, 2002）。視覺藝術的擴展不只在形式

上，且在透過與社會議題範圍之關聯而產生影響，結果視覺藝術變成了政治

談論、社會互動、與文化認同等這些被認為是後現代文化改變的基礎

（Jameson, 1984, 1991）。且自高階藝術與低階藝術之區別模糊化之後，人們

不再著重於建立藝術之規準，如今在民主制度中凡與生活一致的所有反應呈

現之作品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相較於以往惟有藝術專家的聲音才被認為是

有教養的（Heise, 2004）。Danto 亦批評現代主義之結束是藝術的終點，流行

文化現在正挑戰著藝術的本質，並且接受各種不同的影像為藝術（何文玲，

2005； Danto,1997）。 

視覺藝術提供人類經驗的一個範圍，它包含獨特的內容，隨著它自己的

邏輯擁有它自己獨特的視覺面貌，而甚至必須依賴其被評價的內在視覺品

質，從一個文化的形式到另一個文化，所涉及的不只是傳達（transmission）

而已，而總是涉及到轉化（translation），而轉化則是涉及一種創造的過程，

而這種過程不可避免的會改變其原本的意義（Eisner, 1972）。檢閱一件特別

的繪畫或雕像其文化意義的事實時，總是依賴人們先前知識、 器物、與其

標題間之互動。形式的要素是影像的要素，但並不是意義的要素。甚至在畫

廊中，影像是被脈絡化的，其脈絡化是藉著在畫廊空間中影像的被立即接

受，與依據歷史學家、藝評家、以及關於影像之理論書寫的語言（Duncum, 

2004）。在當今社會，吾人觀看藝術品的地點已不只限於美術館中，範圍已

擴展及電視、銀行、報紙、購物中心、公園、與網路等。透過流行的視覺文

化與純粹藝術之混合，產生新的影像，所以人們需要學習藝術的新意義。人

                                                 
3 Freedman 認為視覺文化包括了純粹藝術、部落的藝術、廣告、大眾化的影片與錄影帶、
民俗藝術、電視與其他的表演、居家與衣服的設計、電腦遊戲與玩具設計、以及其他視
覺產品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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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觀看藝術作品的過程，可發展其關於藝術之觀念，包括：定義、藝術範

疇、到審美判斷、以及甚麼是意指「有教養的（cultured）」。在過去判斷一

個物體是否為一件藝術品時，媒材的類型、技術的層次、與組織的複雜度扮

演了大部分決定性的角色，然而，現在這些視覺形式之間品質的差異已經變

得較無區別了。例如：一位藝術家在美術館中將一堆垃圾做安排可以被認為

是一件純粹藝術作品，因為垃圾是環境中視覺文化的一部份，垃圾可以被概

念化成為人們表現其意圖的一個重要視覺反映（何文玲 & 陳俊宏，2006b；

Freedman, 2003）。 

由前述可知流行文化中之視覺影像不僅深入於生活，更進入藝術之範疇

中。然而，關於影像在藝術領域被以非傳統與創新之運用實涉及了一些美學

最近發展之觀念與藝術社會學之背景因素。有些當代之視覺文化影像確實是

需透過闡釋方能瞭解其意義，關於意義是如何產生與其如何被闡釋，學生學

習新的美學觀念與當代文化社會知識，須透過教師引導，以及幫助他們瞭解

視覺文化的形式、意義、與目的。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正頗適合運用於分析

與闡釋這種視覺文化影像，而此種對視覺文化影像之批評必然會涉及批判理

論之運用。後現代之視覺影像，尤其是視覺文化之影像，常以強烈的諷刺與

批判社會議題做為內容，甚至挑戰道德之標準，因此以傳統藝術批評方式進

行意義之闡釋似乎已不足因應，因此進行此類作品批評時必須加強批判思考

與省思之能力。 

四四四四、、、、後現代藝術批評之實務後現代藝術批評之實務後現代藝術批評之實務後現代藝術批評之實務 

後現代主義者在藝術世界中呈現了各種與現代主義不同之審美形式，例

如 Sherrie Levine 被認為是卓越的後現代藝術家，透過檢查她的一件作品可

引 導 吾 人 進 入 複 雜 而 無 秩 序 之 後 現 代 藝 術 理 論 。 Levin 以 「 挪 用

（appropriation）」藝術品為著，她曾挪用過去最常被稱為大師之現代主義者

且為白人男性藝術家之作品，如歐洲畫家 Piet Modrian、與美國攝影家 Walker 

Evans 與 Edward Weston 之作品。她曾複製（挪用）Evans 之攝影作品，且

將之做為她自己的藝術作品而展覽，其標題為「在 Walker Evans 之後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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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Levine 在該作品呈現了她從 Evans 原作所拍攝之原始底片，並將其

放大複製第五或第六次之照片，其中以增強的白與黑，以及捨棄微細漸層之

亮暗變化方式。此外，攝影的發明造成了現代主義之浩劫，原創的照片與藝

術品是不重要的，複製品可為數百萬的人們帶來影像，否則人們可能因沒有

旅行到 Evans 照片所懸掛之處，而無法看到它。Levine 在她大膽的與公然的

複製中嘲笑原創性，而這些挪用、抄襲、或剽竊的行為，皆是後現代主義者

嘲弄現代主義者所崇敬之原創性而使用之策略。Levine 對於原創性之嘲諷主

要是在引起一個議題，而非發明一個新的影像，她與後現代主義者皆認為原

創性是不可能的，因此發明與獨特性不再是藝術創作之本質。對後現代主義

者而言，原創性是在世界中為了個別之識別而產生的一種利己之執著，而為

達到此目的，其實更需要的是與利己相反的合作與整合（Yenawine,1991）。

後現代主義提醒吾人關於大多數西方與全世界之傳統藝術中缺乏原創性之

主張，因自古以來，大多數的文化似乎皆令人感到沒有確認個別藝術家之需

要，甚至連有天份的藝術家都未必在作品中留下姓名（Barrett, 2000）。例如

古今中外許多傑出之藝術品大多是未留下藝術家的名字，如中國著名的瓷器

與建築、希臘的一些雕像與神殿、羅馬時期的壁畫、或埃及的雕像與建築等

即是如此。 

Hamblem（1991）亦質疑透過藝術可達到普遍傳達之可能性的信念，她

認為大多數的學者相信，在觀看者未具備關於該作品製作之時地知識之前，

藝術對象並不具有傳達能力。因此大多數的後現代藝評家主張對於與自己不

同之其他文化或社會，若不事先具備充分相關之文化人類學知識，則將不能

闡釋與單獨判斷該社會之藝術品。大部分的藝評家現在皆認為藝術品擁有基

於其社會文化脈絡之特質與意義，同時瞭解藝術品在不同之時間與地點可以

做不同之闡釋，後現代主義藝評家現在也考慮關於藝術家與觀看者個性之差

異、社會經濟之背景、性別、以及宗教信仰等面向。相較之下，現代主義的

藝評家將注意力較集中於藝術對象本身，且相信他們個別對藝術品之反應皆

能得到一致的認同。 

後現代主義之影響使得藝評家更理解藝術的觀看者、以及觀看者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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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應，同時他們重視對相同藝術品有多樣性之瞭解。May（1992）與

Hamblem 一樣都主張後現代主義之目標是對事物保持開放，祛除我們所創

造的關於實在之神祕元素。因現代主義之僵化範疇使我們傾向於比我們原來

或所希望的批評更為固定，而後現代之作品帶來的是啟發而非教訓，其所激

發的是關於可能性而非封閉性。Barrett（2000）認為新與舊的批評最大之區

別，在於大多數的當代藝評家與所有後現代主義之藝評家皆認為一件藝術品

確實是由許多人所寫之文本，其提供了觀看者許多可能之解讀。 

誠如上述，後現代主義藝評採不同於過去之新的批評方式，同時考慮到

創作者與觀看者之種種與作品相關之面向，而不只是將焦點放在藝術品或創

作者，此方式似乎將脈絡的範圍又加以擴展到包括觀看者相關之脈絡。同時

也注重藝評家對其所不熟悉之文化或社會之藝術品應先做一些該作品相關

之文化人類學研究，並以之作為判斷之依據。此種藝評取向趨向於更有包容

性，容許更多元之意義闡釋，而不再以意義之普遍性為其批評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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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 

 基於前兩章關於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藝術批評理論之探討，本章擬對

此兩種藝術批評之教學模式分別加以分析，此兩種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曾被應

用於西方藝術教育中，且為頗具成效之教學模式；本章最後將進而探討將此

兩種藝術批評教學取向加以整合之教學模式，就此兩種藝術批評取向整合之

教學模式進行闡釋。以下首先分析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其次分析脈

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最後闡釋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一一一一、、、、Feldman 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一一一一））））Feldman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 

在第二章所述之 Fry 與 Greenberg 皆重視客觀之視覺現象，此態度在

Feldman 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中充分地反映出來。Feldman 認為批

評應該來自藝術品中已存在的客觀事實，且強調藝評規範中「視覺事實」之

意義與重要性、完整觀看之必要性，以及藝術批評實事求是的客觀性與嚴謹

性。 

Feldman（1994）所提出之關於藝術批評之規範可歸納為四點： 

1. 以視覺事實為根據以視覺事實為根據以視覺事實為根據以視覺事實為根據：藝評家首先必須注意作品的「視覺事實」，視覺

事實是指一件作品中可被人看到之物理外貌，是一件作品中「顯著的」或「可

知覺的」表現形式。藝評家之闡釋應該來自於客觀存在於藝術品中之事物，

其評論應根據別人能夠予以證明的方面，藝評家處理資訊之方式是透過自己

親眼所見的。 

2. 文字只是指針作用文字只是指針作用文字只是指針作用文字只是指針作用：視覺事實應優先於文字，文字僅是延伸藝評家

之視覺經驗，使視覺經驗能被確認才有效，藝評家應使用文字做為指針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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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審美之事實。 

3. 完整觀看以獲得美完整觀看以獲得美完整觀看以獲得美完整觀看以獲得美感感感感經驗經驗經驗經驗：藝評家宜避免因無法完整觀看作品而過

早結束批判之過程，以致於無法得到美感經驗。因此 Feldman 主張藝術批評

應該要注意事實、分析事實、解釋事實、最後方能評價整件作品（何文玲，

2007）。 

總而言之，藝術批評應以視覺事實為根據，批評的文字旨在指引，完整

的觀看有其必要性。 

（（（（二二二二））））Feldman 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根據 Feldman（1985），形式主義為一種傳達的理論，其所支持的理念

為優秀（excellence）是存在於形式關係與物理要素之組織中，形式主義者

相信藝術批評在確認「普遍與理想的基準」。Feldman 認為批評行為可以被

概要化且可在藝術教育中實行，其藝術批評模式包括四個部分：描述、分析、

闡釋、與判斷，所有這些藝術批評的構成要素全都包含於美學之歷史中

（Cromer, 1990; Feldman,1985）。Feldman 基於形式主義而提出之藝術批評教

學模式包含描述、分析、闡釋、與判斷四個階段，茲分別闡述其要義如次： 

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描述涉及覺知到一件作品中的事物，探究甚麼是作品中可看見的，文字

是暗示且讓群體能同意此描述符合他們所看到的，同時藉描述而建構出一個

「完整且中立的目錄」。藝術批評於開始收集資訊階段時是致力於視覺事

實，其方法包含：（1）從標題入手：當標題是有意義時，吾人則可用標題以

形成一個關於作品意義之假設，但是當標題與視覺事實衝突時，就未必需使

用它。（2）命名：此乃為現存之事物列出名冊或詳細目錄，此只是為所看到

之事物命名而不描繪其特質，且應使用中性而不帶價值判斷之語言，此階段

應避免使用表現性的文字去呈現感覺或偏好。雖然描述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操

作，然而卻具兩個複雜的目標，即以誠實且不帶偏見的態度去面對作品的外

貌，以及儘可能立即且直接地認識作品。在描述之批評階段並不涉及作品之

意義與價值，然而觀賞者必須具備對設計、技巧、與作品之基本知識（Feldman, 

197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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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分析階段旨在發現描述階段中所命名的事物之間的關係，亦即檢查主要

形式間之關係，且使用視覺要素之簡單名詞以描述之，觀者藉著比較這些視

覺要素與原理之設計關係，以進行分析作品中之形式要素。當人們觀察大

小、形狀、與色彩關係時，常會引起語意學上之聯想，因措辭巧妙的形式分

析有時就已傳達了觀賞者之審美判斷，故 Feldman 相信分析會顯露出觀賞者

之情感與理念。儘管如此，此階段之討論主要還是放在結構與組織上，但是

其後闡釋作品整體時，則必須考慮其形式關係與相關之感覺與理念。描述與

分析的過程是使用文字，將觀賞者之注意力引導到藝術品中真正的色彩與形

狀，而不是引導到對它們描述之語言。根據 Feldman 之形式主義觀點，藝術

品相關之人類學、歷史、或文獻之資料或許皆能令人著迷，但它們在藝術批

評之分析階段可能未必有用，因為作品中關於非視覺之資訊部分在此階段是

被排除的（Feldman, 1970, 1985, 1992）。 

3.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在藝術批評中，闡釋是確認主題與理念之過程，於此階段觀賞者開始覺

知到作品之情感與意義，以及形成一個描述與分析之觀察的整合。Feldman

認為此一階段是最困難的，也是最具創造性，且是最有價值的，而且闡釋（或

解釋）亦是批評工作中最重要之部分，它具相當大的挑戰性。當還未確定該

件作品欲解決之問題以前，暫時不要加以評價，亦即先著重於它現在所意味

的是甚麼。其實若已完整闡釋作品，隨後評價之工作就似乎已顯得多餘了，

因為在闡釋中所發現之意義已令人滿意。此乃因好的闡釋涉及發現藝術品之

意義，並陳述它與人們生活及一般情況之關係（Feldman, 1985, 1992）。然而

闡釋之好壞如何判斷，則需有一些依據。根據 Feldman，好的闡釋所應具備

之特性、闡釋之進行過程、以及闡釋之修正與檢驗，可歸納如下： 

（（（（1））））好的闡釋之特性好的闡釋之特性好的闡釋之特性好的闡釋之特性 

Feldman（1992, 1994）主張好的闡釋須具備之特性包括九項：A. 完整

性：完整性指視覺事實大多已被解釋，作品的重要特徵未被遺漏。B. 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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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乃藝評家之論點是合理的且令人信服的。C. 個人之關聯：此即藝評

家在批評時主要訴諸於自己的經驗，而非依靠內在知識或外在權威。D. 持

久性：持久性著重藝評家之闡釋經過一段時間還可以被許多觀賞者所瞭解。

E. 情感之力量：此乃藝評家之闡釋傳達了觀賞者最深層的感覺與體認。F. 知

識之力量：此乃藝評家之闡釋有效的連結藝術品與理念的世界。G. 洞察力：

此即藝評家之闡釋能解釋藝術品令觀賞者快樂之原因，亦即其何以如此或何

以非如此之緣故。H. 視覺之回應：此指經由批評家之解釋，觀賞者能感覺

到或回憶起作品之意象。I. 原創性：原創性指當藝術品與我們所認識之世界

或所過之生活相關聯時，藝評家之闡釋能有助於發現作品中的新意義。 

（（（（2））））闡釋進行過程闡釋進行過程闡釋進行過程闡釋進行過程 

闡釋進行過程，首先，藝評家在開始闡釋時可形成一個假設，而且在描

述與分析之過程中其實許多可能的解釋幾乎都自發性地呈現出來。其次，藝

評家宜謹慎地解釋，此解釋（explanation）是概述觀賞者在前兩個階段已累

積之證據，然而當解釋是來自不完全證據之分析時，嚴格來說它們只是這作

品的部分解釋，但一些不完全的證據所形成之部分解釋或許其中就包含了一

些有用之暗示，故可先使用其做為假設，進而看看是否能做整體之闡釋。解

釋一件藝術品可以使用許多假設，相同之作品，在不同的時間或由不同的人

來觀賞，都可引起不同之闡釋，然其重點在於此種闡釋是否能回應一系列特

定的視覺事實。在某些程度上，藝評家所提供給大眾之闡釋，即使是思考關

於作品之立即感覺，或僅僅「感覺像」、「看起來像」、或「讓我想起」的反

應，皆能導致十分複雜的假設，闡釋之理念亦能由此而產生（Feldman, 1992, 

1994）。 

（（（（3））））修正與檢驗假設修正與檢驗假設修正與檢驗假設修正與檢驗假設 

若視覺證據不能支持闡釋，則必須修正所提出之陳述，一直到符合事實

為止。如前述，Feldman 闡明了假設提出之自發性，假設因情境而產生多元

性，以及更重要的是以回應事實之原則達成檢驗假設之嚴謹性。藝評家主要

之興趣並不是用藝術品去發現一位藝術家的想法，而是藝術品變成藝術家理

念之託付，其理念或許並非藝術家所能意識到的。因此藝評的一個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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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藝術家未必是對其作品意義之最具權威者，藝評家感興趣的是藝術家對其

作品之想法，然而藝術家自己詮釋之觀點不能全部被輕易接受，且必須藉著

分析與闡釋之方法以確認藝術家所敘述的是否能在作品中具現。Feldman 認

為藝術批評不能完全取代美感經驗，語言之功能是在闡釋過程中處理「藝術

品形式所引起的感覺品質」對「鑑賞者感情與理智之衝擊」（Feldman, 1992, 

1994）。易言之，語言在闡釋視覺現象時亦有其限制，必須注意其使用之適

當性。 

4.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評價藝術品意指對與該風格相關之其他作品進行比較後，而給予該作

品一個等級，雖此藝術批評之面向常備受爭議，然而如前所述，若一個令人

滿意之闡釋被提出後，評價或許是不必要的。人們由於種種動機常會想將藝

術品區分等級，在藝術批評實務之情況下將藝術品區分等級與評價是無可避

免的。當代之藝術批評與對未來審美價值之預期頗有關聯，藝評家總是預測

著人們將會喜歡甚麼，希望為人們評價出好的藝術品（Feldman, 1992）。至

於評價藝術品之好壞所依據之標準可考慮以下兩個面向：亦即將之與歷史上

同類別之作品做比較，以及從其技巧或技術應用之優秀與否而判斷，茲就此

兩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下： 

（（（（1））））與歷史的模式與歷史的模式與歷史的模式與歷史的模式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嚴謹的藝評之評價首先是根據大範圍之時空中，可用以比較之對象為基

礎，一般形成評價之錯誤往往是涉及太近或過份狹隘的關於藝術創造性脈

絡。事實上從古至今關於藝術創造性的例子中，相關的對象範圍非常大，瞭

解藝術史愈多，愈能避免評價之主觀性，因其可採用歷史上之例子做為優秀

的標竿或標準。其次，藝評家需注意能做比較之作品必是屬於相同的藝術分

類，一般而言，藝術之分類可依地點、風格、媒材、文化、宗教、主題、意

義、與目的而分，而在藝術批評中最好的分類是依意義與目的之分類，因每

一種類有其自己的批評標準，只有相似分類之作品才能做有效之比較評價。

以意義做分類之優點是其跨越許多不同的類目，當進行評價時不應放棄在闡

釋階段所努力發現與所創造之意義的價值。此外，以目的做藝術之分類亦是



第四章  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 

 

 90 

組織藝評家評價工作的一種有力方式，在從事比較的評價之前必須建立目的

之相似性，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先認識藝術品，理解其意義，而此理解即是闡

釋，當我們經過闡釋作品而瞭解其意義之後，就可將它與相似之藝術品做比

較，而為評價之工作做準備（Feldman, 1994）。 

（（（（2））））與技巧之關聯與技巧之關聯與技巧之關聯與技巧之關聯 

藝術之理念並非因技術的表現而產生，而乃由於藉著技術聯合了理念與

媒材而成為藝術，關於技術次於理念之概念是一種哲學的錯誤，此種錯誤長

久以來使得美學與藝術批評被迷惑了。在批評中實不能忽視製作技巧或技

術，因製造與成形的過程中，製作技巧或技術具豐富之表現力與令人滿足之

功能。對於作品技巧分析與前述批評之描述階段相關，而在批評之評價階段

主要是在檢查「作為審美價值工具之技術」。因為在藝術中，技巧不只是趨

向於目的之方法，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目的，美感之中有一種特殊的審美愉

悅就是來自於技巧，它或許源於我們的手與手工具之強烈聯合，因為人類畢

竟是使用工具之動物，此種合理與有效的工具使用乃為人類掌握環境最基本

的表現之一。好的技巧在過去主要指關於物體之持久性與迷人的效果，技術

意指控制技巧所花費努力之力量，然而持久性在當代藝術中之重要性似乎已

較不顯著了，此乃現代的媒材甚至允許壞的製作就能生存，且當我們大多數

貴重的財產常常是機械製造時，人的努力跡象做為重要地位之標記，於現在

卻變成較不重要了（Feldman, 1992）。縱然如此，在為許多藝術品評價時，

藝術技巧之優劣仍可作為作品表現優劣之參考，因為技巧仍為理念傳達之有

效工具。 

根據 Feldman（1992），技術或技巧之優秀意指工具與媒材使用之邏輯，

以及外貌與功能之一致性。技術之優秀雖然難以判斷，然而至少可注意到一

些品質，包括實用性（在實用的物體上）、邏輯與經濟（使用媒材上）、以及

形式、目的、與意義之關聯性等。外貌與功能的一致性指它應該看起來像它

所呈現之樣子，媒材之真誠使用也暗示了外貌之真誠性，故倫理與審美因此

遇合，其要求外貌需滿足吾人視覺對可見資訊之需求。然而在當今之文化與

設計中，技術幾乎不再只是為了表現幻覺，藝評家必須依據藝術的表現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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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查其技巧之使用，研究其實行結果，且觀察藝術家是否控制了他們的表

現？是否該表現確實展現了創新、機巧、與媒材表現性之運用？同時，呈現

技巧時仍必須保持作品之感動性、理念、或目的。 

關於第四階段評價在教學上之使用，Hurwitz 等人（2003）建議當學生

評量藝術品之成功或失敗，而還未達到充分精緻化時，教師可鼓勵學生為其

闡釋或觀點做辯護。學生可提出他們在批評中所熟悉的資訊而支持某種觀

點，評價是持續在進行且是是藝評過程中必然的階段，例如某位學生或許引

證 Kandinsky 在一幅畫中斜線之使用是作品的主要力量，而另一位學生卻可

能將 Kandinsky 的色彩看成是該作品之主要要素。一般而言，學生以何種方

式感知作品中之事物，常決定了他們要以何種方式蒐集資料以支持一種闡釋

或評價，此亦是專業批評家常常採用的方式。當學生藝術批評之經驗累積一

段時間後，且當其需要藝術要素相關知識以辯護其某種觀點時，就可開始進

行作品之闡釋而不只是描述。然而，描述之作用仍是有效的，因其不同於驟

下的評價，且因其能提供學習藝術語言的一個架構。在批評之步驟中，闡釋

面向能反應個人最強烈之觀點為當學生能指出支持自己觀點所需要之視覺

證據時，其觀點即可算是被接受的。 

由上述可知 Feldman 之藝術批評之過程是循次漸進的，每一階段皆有明

確的指導原則，由描述逐漸進入分析，再由闡釋結果而自然形成評價，若經

由此批評過程對作品充分瞭解後，則評價似乎就自然順應而生。然而應用此

模式仍需注意的是評價所依據之標準是否適當，且是否透過與同類別作品之

比較與表現技巧之檢驗而得到，亦即應避免因個人主觀性而做出缺乏事實依

據之價值判斷。Feldman 之藝術批評過程縱然具相當的教育價值，似乎仍有

些不足之處，以下將對於其不足處進一步加以討論。 

（（（（三三三三））））Feldman 藝術批評藝術批評藝術批評藝術批評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模式之評析模式之評析模式之評析模式之評析 

Prater 發現 Feldman 的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可能對作品意義之瞭解尚有不

足之處，因此 Prater（2002）對於 Feldman 藝術批評取向之弱點提出如下四

點評析：其一，Feldman 的藝術批評取向不足以應用於西方與非西方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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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儀式性、或實用性之藝術品。其二，評價藝術品之重要性與價值必

須具備與它相關之社會與文化脈絡之知識。其三，Feldman 之形式主義批評

方法中四階段彼此有相互重疊之處，例如：在第一個階段藝術之要素被編列

在主題的目錄中，其又在第二個階段以設計的原理重新加以檢查，且在第一

個階段描述意象時很容易與意象之表現相互重疊。其四，Feldman 之藝術批

評模式在本質上是形式主義者，若依其模式，意義之產生需依賴一套規則或

批評規準之體系，且將所有藝術品與這套體系作比較，但是當被審視之藝術

品不容易關聯到這些規則與批評規準時，這個模式就會產生問題。因此吾人

必須對此標準模式稍加修正，以應用於更大範圍之藝術品。 

誠如上述，Feldman 之批評模式中各階段無法明確劃分是其較大之問

題，尤其在學生進行藝術批評時，描述與分析階段常有相當的重疊性，且批

評的第一階段有時未必以描述為開始。如 Hurwitz 等人（2003）即認為描述

因具普遍化特質，因此它是一個藝術批評之基本方法，但卻不是所有年齡層

學生開始從事藝術批評之唯一方法。例如當面對一件藝術品是完全抽象而無

任何可辨識之事物可描述時，其解決方法即是以一種描述的態度對待作品中

之視覺元素，例如在觀看 Williem Dekooning 之抽象表現作品時，批評家曾

使用之辭彙如「拉長的、扭曲的形體，白色的空間被用力揮擊的紅色與藍色

所打破」，其討論此作品所使用之名詞實際上已是融合了描述與形式之分析。 

此外，Feldman 之批評模式以客觀的描述與分析開始，此未必符合人們

觀賞藝術品之習慣。因人們觀賞作品時難以將主觀感覺完全排除在客觀之描

述與分析之外，其主觀之感覺與作品中客觀呈現之品質常相互交融而產生美

感經驗。如根據 Broudy 之觀點，主觀感覺與客觀描述分析並毋需做截然的

劃分，而在藝評開始時就可能有互動之關係，依 Feldman 之模式則是到了第

三階段闡釋才涉及主客觀之互動關係。Broudy（1972）主張研究一件藝術品

是依據感覺的特性（形狀、色彩、質感），與形式的特性（感覺特性被組織

的方式）。而我們陳述一件作品之技術或媒材的各個狀況，以及它表現之特

性（每件事物傳達著作品之意義、內容、與心情）時，亦即是陳述「表現的

覺知」，對此 Feldman 與其他人則稱之為闡釋，而在 Feldman 之模式中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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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第三階段才出現。 

上述 Feldman 之批評模式以客觀視覺事實為依據，而較不依賴相關之脈

絡知識，雖在藝術教育上有其使用之立即性與方便性，然而初學者對於視覺

轉化成語言之過程仍需有足夠之練習機會，尤其在名詞與專門藝術語彙之概

念與其使用上仍須加以教育，使其能有學習之「準備度（readiness）」。此外，

有些作品若不提供相關之脈絡資訊，則恐將無法進行批評與瞭解。因此

Hurwitz 等人（2003）主張當某些作品之批評需要脈絡相關知識時，教師之

角色必須從提出問題的討論引導者，轉變而成為能夠提供或指導學生去發現

作品之相關特別資訊的協助者與教導者。 

易言之，教師在使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教學模式時，不能過於侷限在

形式主義著重之作品內在要素，關於作品外在要素之脈絡相關知識仍須加以

注重，以便學生在闡釋過程時能為其提供意義探索更有效之指導。 

二二二二、、、、Prater 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 

（（（（一一一一））））Prater 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鑑於上述 Feldman 批評教學模式的一些問題，Prater 認為 Feldman 的

模式必須加以修正以擴展其藝術批評之範圍，其提出之修正模式將 Feldman

的藝術批評四階段加以分類，並給予它們各不相同之目標，此修正模式對藝

術作品機能性面向（包含儀式與實用的）亦能有所評估，且能注意到一些脈

絡之問題。 

Prater（2002）之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涉及一些「階段」，及其所

屬之「目錄」與「概要」。這些「階段」除了第一個以外，都各包含了一個

「目錄」以列出觀者所看到的，以及一個「概要」用以決定事物之重要性。

茲將其藝術批評教學模式闡述如下： 

1. 引導學生記錄主題、藝術家姓名、與文化或地理之屬性（如果有的

話），然後以一般的詞彙描述此藝術品：如此可使未見該作品的人由描述中

似乎也能身歷其境地目睹其尺寸、材料、以及分辨出外貌，且其中包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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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象與主題之描述。 

2. 檢查藝術品表象與直接接觸到之品質（包括表面的或正確的細節）：

此特別是指學生列出其所知覺到之藝術品如何確切顯現主題的方式。學生陳

述最為重要之表象或表面品質，以及說明這些品質對整體作品之重要性。 

3. 檢查藝術品機能之品質：學生列出此藝術品之機能，如傳達實用或

儀式的目的之可能面向，學習者可基於他們對此藝術品或類似作品之知識，

而對其可能之機能建立理論，且能藉著陳述藝術品所呈現的所有機能，以及

這些機能對整件藝術品之重要性作一個綜合之概述。 

4. 檢查藝術品形式之品質：可引導學生列出作品中所使用之設計原理

及其用以組織藝術要素之方法，且能描述作品所呈現之最重要的設計品質，

並扼要說明它們對整件藝術品之重要性。 

5. 檢查作品之表現性品質：此階段可引導學生檢查由作品所傳達或表

現出之表現性品質（如情緒、心情、象徵）與理念，以及藝術品本身可能之

意義。學生可依據自己感覺到的、以及此作品表現這些情緒之方式，而列出

他們對此作品之情緒反應，學生能綜合概述哪些情緒品質或理念顯得最重

要，以及說明它們對整體作品之重要性。Prater 建議表現性品質也可以是理

念，且當強調藝術品所表現之理念即為內容時，將可使觀賞者對當代或後現

代作品有較佳之陳述。 

6. 決定相關之理論：學生綜合概述前面四個階段之發現，以決定哪一

個或哪些美學理論（模仿主義、機能主義、形式主義、情緒主義）與此作品

最為相關，且在最後的結論中考慮哪一種或哪些理論對此作品最為重要，以

及討論他們認為藝術家在此作品中企圖要完成的為何。 

在最後一階段中 Prater 建議使用此模式者若缺乏脈絡知識時，則應避免

對藝術品之成功與否下判斷，而只著重於瞭解藝術品與四種美學理論之關

係。吾人可鼓勵學生去思考來自某一個文化或時代的藝術家如何融合多重美

學理論之目標在其藝術品中，而此種融合使得作品、藝術家、或文化成為獨

特的。此目的並非作判斷，而是使用熟悉之理論架構而開始分析藝術作品，

初始的分析之完成須經由學生將作品與關於該物體（作品）之歷史與文化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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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資訊作比較，因為此物體（作品）是其歷史與文化脈絡的一部分（何文玲，

2006a ；Prater, 2002）。Prater 之模式中所敘述之方法並沒有要求廣泛的歷史

研究，其中之脈絡研究旨在達到對藝術作品較完整之理解。但藝術批評教學

往往限於課堂上時間之限制，教師必須要求學生做課外的研究，方能將第六

階段進行得較理想。雖然 Prater 在對 Feldman 之批評中指出 Feldman 之模式

可能不適用於一些實用或機能性之藝術品。然而事實上，Feldman 之藝術批

評模式從 1970 年到 1994 年之發展，其闡釋階段已逐漸著重於發現作品之意

義，且依照作品本身所呈現之情感與理念，同時作品呈顯之機能意義亦可包

含其中，此與 Prater 之檢查表現性品質著重作品之理念或內容並不相違背。

因就發現作品意義之過程而言，雖然 Feldman 在早期所提供之方法確實是從

作品的內在形式開始，然而進一步的探索過程往往還是會觸及作品之理念與

內容，乃至機能面向，而這些面向之表現也藉助於形式方能傳達，因此

Feldman 的批評模式若能靈活運用，應仍能適用於一些機能性作品與部分當

代或後現代之作品（何文玲，2006a）。再者，Prater 舉出之四種美學理論是

以典型的或常見的四種而立論，然而在當代美學上或不同文化如東方藝術與

美學，可能尚有其他不同觀點或理論，有待再加入考慮範圍，亦即似可擴增

美學理論之類型，以符應對多元文化藝術表現批評之需求。此外，因為後現

代藝術走入多元化，當代出現了一些不重視形式表現之作品如：觀念性、行

動、身體藝術或文件展覽等，它們可能有意忽略視覺形式而採取其他的表現

方式，而此類作品或許就無法從形式之面向加以瞭解，而需藉助脈絡層面。

因此以形式主之藝術批評模式進行藝術批評教學仍需注意其不足之面向，以

下探討其教學上可能產生之問題。 

三三三三、、、、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省思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省思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省思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之省思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涉及一些值得省思之問題，茲歸結為以下三

點： 

（（（（一一一一））））易於忽略文化與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易於忽略文化與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易於忽略文化與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易於忽略文化與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 

前述 Feldman 之應用模式中所依據的藝術理論主要是模仿主義、情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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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形式主義，若行之過當往往會忽略文化與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

Hobbs 與 Rush（1997）認為評價一件藝術品之重要性或價值不能不具備其

社會與文化脈絡之知識，此種取向被認為是一種「多元論」的取向，其與脈

絡主義之理論密切相關。在脈絡主義取向下藝術品之社會與文化脈絡的研究

是必要的，Chapman（1978）提出了以脈絡為基礎之審美批評規準，在原本

已存在的三種美學理論中增加了第四種美學理論，即「機能主義」或稱「工

具主義」，此一範疇中包含了擁有儀式的或實用的品質，或以這些品質為主

之藝術作品。 

總而言之，藝術表現在內容上或功能上之可能性相當多元，且很可能超

越 Feldman 主要關注形式之部分，在應用形式主義藝評之教學模式時須留

意，並對其不足有所補足。 

（（（（二二二二））））易於輕視藝術作品之主題內容易於輕視藝術作品之主題內容易於輕視藝術作品之主題內容易於輕視藝術作品之主題內容 

形式主義的批評模式雖在分析藝術作品的結構特點方面有獨到之處，但

總體看來，它的侷限性更大。由於它輕視藝術品的主題內容，因此就不可能

考慮到藝術吸引人與激發人興趣的首先是它的主題內容，同時此種批評模式

也未能充分注意到「方法、形式」和「主題、內容」之間相互作用能夠賦予

藝術品更深刻之內涵與表現力（Wolff & Geahigan, 1997）。Danto 曾舉過一個

著名之例子：九張顯然無法區別的畫布，它們整個畫面全部都由紅色所畫

成，因為其各由不同的藝術家所畫成，故有著不同的標題，且每件作品各有

不同的闡釋，最後它們被確認為同樣都是傑出的作品（其中包括了〈以色列

人的十字架〉、〈紅海〉、〈Kierkegaard 的心情〉、〈紅色桌布〉…等）（Danto, 

1981）。在 Danto 之例子中，使得這些紅色畫布不相同的並不是藝術鑑賞者

所提供之闡釋，而是根源於這些藝術家他們自己的闡釋，因為這些紅色畫布

都是「有標題」之畫，作品早就被藝術家以不同的感覺給予闡釋（Lamarque, 

2000）。亦即藝術家對作品之命名已給予作品意義之闡釋，若單由形式之層

面看這九幅畫則並無法闡釋這些作品，由於藝術家創作之動機及其給予之標

題形成它們不同之內容，因此若不從脈絡取向之藝術批評則無法解讀這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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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易忽略易忽略易忽略易忽略藝術價值不等於審美價值藝術價值不等於審美價值藝術價值不等於審美價值藝術價值不等於審美價值 

反形式主義者如 Irzykowski（1929）認為評價一件藝術品時，吾人不只

考慮藝術品之形式特質，而應考慮以下諸要素，例如：包含在此作品中之理

念、情感之表現性、再現外在真實之正確性（在具象的藝術中）、洞察力之

深度、以及人的道德與精神的問題分析。在一件藝術品的知覺與評價中，吾

人不能也不必將自己限制在對其形式特質之鑑賞，而應包括它可能的認知與

道德價值等之關注。大約在二十世紀初，藝術的形式主義與藝術的審美概念

密切相關，兩者之聯合是一種對藝術自律性之防衛。然而，自從六Ｏ年代以

來，藝術的審美概念在藝術之實務與藝術哲學中逐漸被質疑，愈來愈多的理

論家相信藝術之價值是不能被減少到只有藝術之審美價值。因為有一些藝術

的類型（例如文學、戲劇、影片）其非審美價值（如認知、哲學、道德等）

常常是與審美價值一樣重要。易言之，審美價值只是藝術的一部分而非全

部，因此形式主義藝術批評若只考慮形式之特質時，它充其量也只能評鑑出

作品的一部份。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脈絡主義脈絡主義脈絡主義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脈絡主義取向課程之特質在於其偏愛建構與闡釋意義之相關技巧，在共

識之社會基礎中發展符號、象徵、與符碼，以及分析、闡釋、與評價意象等

三方面。脈絡主義之課程比傾向實驗或技巧之創作課程更為依賴學術層面，

而且脈絡主義之創作課程涉及敘事的與其他的社會主題。脈絡主義之課程一

般傾向反對創造性的自我表現，因為符號與符號系統必須是被相互瞭解的，

然而創造性則常導致作品之個別化、有特性、與難以接近。在脈絡主義課程

中，不管學生闡釋藝術品或創作藝術品，最有價值的是作品告訴吾人一些超

越藝術世界且關於人之重要經驗，而且作品擁有驅使吾人行動之力量，因此

脈絡主義取向之課程是根據主題的，基本上是以人們所關心之主題而組織成

為教學（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因此在脈絡主義之課程設計必須考

慮學生之知識與生活背景，因為以脈絡取向闡釋作品意義時，必須對作品之

脈絡事先做研究，其中包括該社會中所使用之符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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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特質在於其須探討脈絡知識、與生

活有關之主題、以及瞭解符號系統與文化之關係。本節擬將現有理論中具有

此脈絡主義屬性之藝術批評教學歸納為三種，並加以探析，這些包括：結構

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以及闡釋取向之藝術

批評教學觀點等。 

一一一一、、、、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 

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著重學生在解構與脈絡化訊息之前，先學會建構

與脈絡化而整合脈絡知識與作品符碼，使其有統一概念而成為一貫之闡釋。

同時其只是強調學習以建構為先，並未排斥後續解構之可能性或必要性，對

學院藝術批評教學而言，事實上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過程很可能由結構延

續到解構與重構之部分。因此在未說明 Anderson（1988）之結構主義批評

模式前，宜先扼要說明解構批評之基本意義。根據 Barthes（1987）與 Thompson

（1990）之觀點，在藝術批評中有許多的描述方式，傳統的描述著重於辨認、

解釋、與分析視覺影像中表面的、幻覺的、與表現性的特質。然而最近解構

主義之批評使用所謂深度描述，它是以對藝術對象或事件的反應作為開始，

但是隨後就完全離開此藝術對象之範圍，而著重於對象或事件所引起之關連

與關連之意義，此種描述將藝術對象或事件看成繼續變動的許多符徵之一。

Walker（1992）與 Anderson（1993）皆認為意義在批評中是一種網絡之關

係，而非維持在藝術品影響之範圍內，因此 Anderson 在其教學模式中深度

描述之重點不是對藝術品本身有很多的了解，而是藉由呈現作品與其他相關

事實，且將作品視為其脈絡中生活之文本而加以了解。然而，解構之批判方

法在教育之目的上未必適當，因為解構與重新脈絡化意指一個人對文化假

設、習俗、信仰、與機制的符碼已相當的瞭解，然而學生尚未具有此種基礎。

在他們能將文化的資訊解構與重新脈絡化之前，必須先學習建構它、將它脈

絡化、以及整合它的意義。因此結構主義教育之批評在教育上是比較適合的

模式，因為結構主義之藝術批評模式是研究形式與主題之結構關係，且此批

評模式是與脈絡相關的，因此企圖將其發現在概念上能達成統一。當解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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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企圖將意義延異或重新脈絡化，其是將意義附屬在一種不確定的且滑動之

符徵鏈上，而傳統與結構的批評是透過統一的關係而試圖建構意義。 

Anderson（1988）之批評模式是將其他學者（Feldman 與 Smith）的藝

術批評模式做了調整，他根據教育學上之結構，而形成其分析模式的藝術批

評方法。Anderson 之批評模式由 1988 年開始發展，經過實務與研究之修整

後，於 2005 年他與 Milbrandt 共同發表之著作”Art and Life”中提出此一分析

模式，其中包含反應、描述、闡釋、與評價四個階段。 

（（（（一一一一））））Anderson 之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結構主義分析模式 

1. 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四個階段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四個階段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四個階段結構主義分析模式之四個階段 

Anderson（1988）曾提出教育中之藝術批評模式為：（1）反應；（2）知

覺的分析，包含再現、形式分析、形式的特性描述；（3）個人的闡釋；（4）

脈絡的檢查；與（5）綜合，包含決定與評價。此模式隨著教學之應用而繼

續發展著。Anderson & Milbrandt（2005）將之修正成為分析的模式，此分

析模式曾在 1990 年以前測試幼稚園到 12 年級、與大學學生，且以實施之經

驗結果將此模式加以修正，研究發現此模式應用於所有年齡層都頗具成效。

此藝術批評之教育結構包含四個主要的過程（或階段）：（1）對藝術品之反

應：包含初始的、一般的、與直覺的反應；（2）描述藝術作品看起來的樣貌：

包含描述明顯的主題與形式品質，檢查形式與圖形之關係，描述作品對觀看

者情感之衝擊，及對作品本身以外而影響其意義之品質做脈絡之檢查；（3）

闡釋作品之意義；以及（4）評價作品之價值。 

茲將 Anderson 與 Milbrandt 提出之分析模式的四個階段分述如次： 

（（（（1））））反應反應反應反應 

當人們遇見新的或不了解之任何事物都會問自己：這是什麼？人們對藝

術品大都是以初步的反應為開始，而許多人也以此反應做為結束。要超越僅

以反應做結束必須有一些策略，其中一種策略為使用反應以指導人們的探

究，可以人的本能去建構意義，並據此而進一步檢查它是否可以產生引導之

作用。因此這一種初始之反應將變成進一步觀看之理由，觀看此意象中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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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引起這樣的反應。  

 

（（（（2））））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描述是由最初的反應所引出之客觀的、可觀察到之品質。以描述引導而

接近藝術品，甚至只是停留在該對象或事件之範圍內。它可在種種不同之階

段產生作用，從表面到深處，從粗略的到重要的，從明顯的到微妙的，以及

從許多不同觀點而強調凡由藝評家所提出的都是重要的，並由種種觀點之中

提出自己批評的觀點，這些事實相當於傳統教育中「批判思考」之取向

（Anderson, 1993）。而描述可依其深淺而分為兩個階段： 

A. 描述的第一階段描述的第一階段描述的第一階段描述的第一階段 

（A）粗略的描述階段：此即在批評時指出明顯的主題、視覺、技術、

或結構之品質，它是在檢查作品的外貌。若該藝術品在文化或時間上距離學

生很遙遠，則或許最好從一些脈絡之檢查開始。當開始描述外貌時，應該從

明顯的特色開始，如再現與幻覺之品質，這些包含了構成主題之事物、基本

的視覺元素、與明顯的技巧效果。批評進行過程中此種知覺之分析應該深化

到逐漸加強注意其微妙品質，在描述過程中最初所發現之徵兆會隨著發現隱

藏之證據而改變，而這種改變在描述過程中應該被允許（Anderson, 1993;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B）較深刻的描述階段：此種描述常被稱為形式分析，形式的描述是

由明顯的開始而逐漸到更微妙的特色，最後分析其組織與情感之效果。形式

分析是一個較深刻階段之描述，此階段強調發現形式與形式間以及主題與內

容間之關係，藝術品之意義總是在重要的關係被發現之後而產生。學生應該

被引導去試用每一個視覺原理，看它是否符合？或如何符合？以及為何符

合？而將那些不符合的暫放一旁，且從符合作品之視覺原理中尋找意義

（Anderson, 1993;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此描述所處理的即是關於組

織與風格。這些組織原理之應用在此階段是檢查作品中各部分之關係，以及

它與較廣大世界之物質特性、社會、或心理之關係。使用有效的組織方法以

瞭解內在之物質特性關係即是設計原理，設計原理是形式分析最有效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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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藝評家在應用統一、變化、比例、律動…等設計原理之重點放在為獲得

作品之形式與表現性的感覺，以及辨識理智與情感之特質給予藝評家闡釋的

重要資訊。 

當以任何一種理由而產生作品焦點時（如律動的改變），它就是重要的，

或因此而產生了意義，此時若重新思考情感的效果將可確認初始的反應，或

發現新的證據正引導你朝向別處。不論是確認初始反應或新證據導引到別的

方向，觀看者重新思考其情感反應皆為以後之闡釋提供了一座橋樑（Battin et 

al., 1989;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此外，作品主題之風格與特質決定

了作品之表現品質，好的描述或許從作品表面開始而注意其明顯之品質，但

是其將自然地陳述引導到其本身與形式之關係，以及藝術的意義核心之表現

性特質（Anderson, 1993）。 

B. 描述的第二階段描述的第二階段描述的第二階段描述的第二階段 

此階段旨在檢查脈絡之品質，此將有助於使作品產生意義與表現性，而

這些品質並不是真正可見的。脈絡描述之重點包含：藝術家之生活與意圖、

創造作品之情況、作品之功能、以及其在社會之立場（如象徵的意義、信仰

反映…等）。易言之，在此第二階段之描述不只如前一描述階段只注重作品

自身而已，它轉向描述對作品之意義與表現有影響之外在要素（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3））））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闡釋為感知作品而假定一個意義，此時需使用前階段之描述所收集的證

據，並以創造性方式而綜合它們，且對這些證據加以說明。「清晰地傳達意

義」是一種創造性而非分析的過程，它是綜合而非解剖。藝評家在此時使用

其直覺與生活經驗去解讀證據，且告訴人們該作品之重點、以及如何與為

何，同時在決定作品重點時提出被描述作品之表現性特質也是重要的。意義

之決定是批評的核心，要達成一個意義須儘可能要多收集一些證據，描述之

目的是使觀看者走向闡釋，而闡釋是觀看者對作品意義最好的一個猜測。在

闡釋階段中意義是被投射的，這個意義是根據最初的反應，以及對內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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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特色之分析結果，也是所有知覺資訊集合而成之綜合體。此闡釋階段

是認知功能上的主要轉變，從「分析的引入」占優勢到「直覺的綜合投射」

占優勢。在批判過程中之創造性投射階段，觀看者必須回到視覺證據（形式、

組織、技巧、美感與情感之衝擊、與脈絡之資訊）之關連，至於能否推出一

個闡釋則依賴其能否依證據而評估（Anderson, 1993;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闡釋是一種創造性活動，因此多元的闡釋應該被包含在互動的教育批判

之內，在闡釋過程中，專業的藝評家對於意義常會做一些嘗試性的猜測，教

師可引導學生也依照專業藝評家之方法，而教師還必須在每一個階段觀察學

生之嘗試性闡釋是否適當，如此闡釋之益處或許能刺激學生在試圖評價時可

做進一步的證據檢查。然而，可能出現之問題為學生之不成熟的闡釋有時會

追求不相關之證據，反而忽視進一步之相關證據，因此使批評遠離原有之軌

道。若教師有信心以保持群體能將其焦點放在描述之證據上，則嘗試性之闡

釋在發現之過程中或許會是個愉快之經驗（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因成功的闡釋包含著個人擁有之相關經驗，假設該形式是有意圖且有意義

的，而該藝術品所表現的也超過表面的形式，則教師應隨著闡釋之進行，適

當地介紹或讓學生研究脈絡與歷史之資訊，故此一階段又可稱為脈絡的檢

查。其提供了作品創作時之狀況，或從作品被創作之後隨著歷史附增之觀

點，脈絡的檢查包括作品周圍之外在要素，其為關於「誰、什麼、何時、何

地、為何、與如何」，亦即得到「關於」作品之資訊，而非「從」作品本身

得到資訊（Anderson, 1993; Mittler, 1986）。綜合上述，闡釋為決定作品意義

之重要過程，此過程是歸納前階段所有之分析，應試圖在過程中產生創造性

闡釋，然而又必須隨時檢查是否有證據之支持。因此雖然在闡釋階段是著重

脈絡之檢查而產生創造性之意義，而隨時亦需考慮作品內在要素，以免錯誤

解讀。 

（（（（4））））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在評價階段中，觀看者應用前面三階段所完成之所有工作，而達到一個

關於作品價值與面對作品經驗之結論（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在脈



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研究－形式主義、脈絡主義、及其整合之應用 

 103 

絡檢查中，可解決個人與互動所發展之解釋以及專家所決定之解釋的問題，

視覺意象之力量是「呈現再現性質」的狀態，意即對不同的人它可能是不同

的事，且各種不同的意義都應該被接受。學生如能證實一個與專家相反，甚

或與藝術家相反意義之主張，且能指出視覺證據，則他們所提出之論點應該

被尊重。此時應該會引申出關於審美之問題，例如：藝術家所言是否對藝術

作品之意義有決定性？藝術家是否比被教育過之觀看者更有權力去決定意

義？如果我們拒絕接受藝術家所言，我們能完全漠視那些藝術家所說或所寫

文字嗎？我們應如何融合我們、藝術家、與藝評家所提供之闡釋？此時亦是

教師該提供美學理論之適當時間（Eaton, 1988）。大部分的人（包含專業藝

評家與學生）經由此批評過程都會發展出一種關於作品價值之感覺，而作品

價值總是在觀看者準備談論它之前早就被認識了，成功的評價關鍵在於批評

規準，亦即對評價之價值與重要性給予一些理由。「偏好」或「美感判斷」

之差別就在於美感判斷是基於可觀察到之批評規準及其相關之理由，而在專

業的批評上這些理由則來自於美學理論。各種美學理論如：形式主義、表現

主義、模仿論、實用主義、與觀念主義…等，應該被用以做為藝術作品之整

體評價。藝術品之評價可擴展至社會之範圍，作品中的內容主題或作品本身

對人類而言是重要的嗎？抑或是微不足道？技術與組織之品質是弱的或強

的？內容之技術處理如何影響主題？同時亦可評價面對藝術品之經驗，例如

知覺與附加價值經由此過程或許已改變或被強化，當面對可觀察到之證據而

做闡釋時，所有評價之陳述必須以批評規準為基礎而且是合理的（Anderson, 

1993;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總而言之，藝術批評教學不僅應提供開

放之氣氛，鼓勵學生積極提供有根據與有知識之判斷，更宜引導他們思考關

於意義與價值之決定所需要之理論議題，如自己、藝術家、與其他藝評者之

觀點在價值判斷上之角色，以及如何應用美學、或社會與相關脈絡觀點作為

價值判斷之規準或理由等議題。 

（（（（二二二二））））分析的批評模式結構中各階段問題範例分析的批評模式結構中各階段問題範例分析的批評模式結構中各階段問題範例分析的批評模式結構中各階段問題範例 

專業批評家可使用上述這些步驟去決定藝術作品之意義與重要性，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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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教育上之使用，區別批評的過程或步驟將有助於資訊之蒐集與學生瞭解

之增進，其不僅涉及內容方面且還包括認知之過程。為了讓其分析模式更為

有效，Anderson 與 Milbrandt（2005）提出在分析的藝術批評結構中可應用

之問題範例，這些問題範例使其分析模式之實務成效更能發揮，茲分別敘述

如次： 

1. 反應反應反應反應 

   在此階段可探討之問題: 

（1）你對此作品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2）此作品讓你感覺如何？ 

（3）它使你想到什麼？ 

（4）它使你回想起什麼？ 

2.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在此階段可藉著開始描述所看到的是什麼，以找出為什麼有這種反應，

此涉及問題如下： 

（1）明顯的主題、形式、與技術的品質 

A. 你看到什麼意象（幻覺、可辨認事物的圖畫）？ 

B. 你看到什麼色彩（形狀、質感…等）？ 

C. 你注意到有任何明顯或不尋常的特徵嗎？ 

D. 你還看到其他什麼東西嗎？（鼓勵逐漸增加細微的識別力） 

E. 有任何暗（亮）的區域嗎？有粗糙或不尋常的質感嗎？大或

小的形狀…？ 

F. 你認為此作品是如何製作的？（它是一幅繪畫？一件雕刻？

一張照片？或其他？） 

G. 為什麼你認為這樣？你看到什麼類型的筆觸（雕刻的潤飾、攝 

影的技巧等）？ 

H. 在這個藝術家關於物質特性之觀點是什麼？你找到哪些線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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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狀與意象彼此之關係方面，資訊分析之關鍵在尋找形式與意象

之關係。區分如節奏之改變、或事物比其他的較大、較暗、較亮，

對意義而言是特別重要的線索，故此時焦點是放在設計的原理

上，此方面可藉以下問題而分析： 

A. 支配此意象的是什麼（形狀、色彩、質感、線條）？為什麼？ 

B. 在此作品中有重要的負面區域或空間嗎？是什麼使它們變得

重要？ 

C. 你看到什麼動勢？是什麼視覺元素與原理而造成動勢？ 

D. 你看到對比嗎？是什麼造成的？ 

E. 畫中這個人物看著什麼地方？靠在哪裡？指向哪裡？（此強調

隱含的動勢） 

F. 此作品之焦點是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不是？是什麼特質引

起我們以那種方式看它？ 

（3）形式的特性描述方面涉及形式、色彩、主題、以及它們的關係之

預期衝擊等，其問題包括： 

A. 它呈現什麼心情？我們該如何感覺此作品之呈現？為什麼？

證據是什麼？ 

B. 為什麼我們該集中焦點於我們所看的（為什麼它沒有一個中心

的焦點？為什麼它有一個中心的焦點？） 

C. 此作品是寫實的嗎？屬形式主義的？表現主義的？還是混合

式的？ 

D. 你認為它的特質可作何描述？（如：原始的、華而不實的、

侵略的、大膽的、智力的、使人無法忍受的、溫和的、不朽

的、流暢的、抽象的、冷酷的、靜止的、有節奏的、熱情的…

等）。為什麼？有什麼證據證明？ 

E.（有時你必須問相反的問題得到一件作品之特質），如果它的

背景是一種不同的色彩呢？如果這個作品是寫實的以取代其

放大之形式呢？如果它有柔和之邊緣而不是銳利之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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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脈絡之檢查方面包括歷史的與文化的脈絡，這些有關之問題一般

是由教師回答或透過課外的研究，若作品對學生而言是非常陌生

的，則此階段在對作品開始做物質特性之描述前教師就提供所有

或部分問題。若作品是來自學生自己的文化中，此過程應該以物

質特性的描述開始進行，其問題涉及： 

A. 誰創作此作品？ 

B. 此藝術家之重點或意圖是什麼？ 

C. 此作品之標題是什麼？ 

D. 此作品在何時、何地完成？ 

E. 它如何反映其創作的地點與時間？ 

F. 它被認為是什麼風格？ 

G. 它是否擁有或曾經擁有過一種機能的目的？是什麼機能？ 

H. 影響它製造的因素有哪些（社會脈絡、其他藝術、科技）？ 

I. 此作品對其以後之作品或一般社會將造成什麼衝擊？ 

J. 對關於創造它與使用它的人，此作品告訴了我們什麼？ 

3.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闡釋可謂為最難、然卻最重要之藝評階段，其可應用之問題可歸納為四

方面： 

（1）你認為此作品之意義是什麼？（可提醒學生先前描述過之主題、

品質、與特性以刺激闡釋。） 

（2）如果你處於此作品之中而成為其中一個特殊之角色、抽象之形式、

或人物，你會想到什麼或會有什麼感覺？ 

（3）面對無形象或非常抽象之作品，它使你回憶起什麼或使你想到什

麼？ 

（4）如果你是這位藝術家，你會給此作品什麼標題？為什麼？ 

4.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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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可由以下四層面探討之： 

（1）個人之經驗 

A. 在批評此作品時你經驗了什麼品質？ 

B. 自從開始批評後你的知覺或感覺改變了嗎？如何改變？ 

C. 你想要擁有此一作品嗎？為什麼想或不想？ 

D. 你感覺到需要以脈絡檢查中所發現的去解決透過你個人批評

（觀看作品）所發現的問題嗎？能夠做到嗎？如果可以做到則應

如何做？ 

（2）美感判斷 

A. 此作品做的很好嗎（是否它表明了一種高程度之技術、組織、

或觀念的技巧）？你認為其形式組織與技術是好的嗎？為什

麼？ 

B. 此作品清楚的表現了某一種觀點嗎？ 

C. 整體而言，此作品是美麗的、視覺上是令人滿意的、其自身之

內、或自身是完整的嗎？ 

（3）脈絡的判斷 

此作品是否陳述了一些重要的人類問題或需求？如果是，它做得

好嗎？為什麼？ 

（4）最後的判斷 

A. 此作品表達清楚嗎？（它完成了它似乎試圖去做的嗎？）它

達到了我們已經確定此作品是為它自己所設定的工作嗎？它

的創作是值得的嗎？ 

B. 最後它感動了你嗎？它擁有美感的力量使你產生一些強烈的

感覺嗎？或它使你想到一些新的、或使你想以任何方式採取

行動嗎？ 

C. 最後它值得仔細地檢查嗎？為什麼？ 

上述之分析模式是依順序的，首先，身為教師需注意學生自己所創作作

品之評論並非在此所定義之藝術批評，關於技術、組織、觀念的藝術批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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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學生之作品時，只用以改進學生做將來之作品計畫。其次，應注意藝術

批評最好注意保持其整體性，藝評家經常將描述、闡釋、與評價之間做靈敏

的連接。Anderson 與 Milbrandt（2005）所提出之結構只是一個引導，幫助

教師與學生瞭解若進入藝術批評時應該思考與說出之類目。此藝術批評過程

在最後階段應該是作品本身之引導，若多花一些時間以敏銳且與深入地觀

賞，作品本身將會引導你。 

將上述之結構主義作品分析模式相較於形式主義之分析模式，其相似處

在於兩者都經過仔細觀察，描述與分析作品所表現之視覺品質，才進入闡釋

與評價階段，且兩者都遵循著程序性之步驟而進行。此外，此結構主義之分

析模式主要是幫助教師引導藝術品之分析而非應用於教室中學生同儕間之

作品評論。由於 Anderson（1993）提出之藝術批評主要方法來自於 Dewey

（1934/1958），Munro（1941），Feldman（1970,1987），與 Smith（1967）四

人，而其在教育學上是嘗試根據真正之結構，將風格、陳述、以及認知的階

段分開，雖然 Anderson 之分析模式是採用 Feldman 與 Smith 之模式而加以

修正，但是 Anderson 並不贊成 Smith 之結構的內容是以脈絡與歷史的素材

開始，其認為以教育學之情況而言，專業藝評家已具備相關知識，故可從脈

絡或歷史開始，然而學生並不具備相關之知識基礎，可能對於歷史學家已提

出關於意象之真實觀點與自己得觀點差異過大，而因此感覺受到打擊。相對

地 Feldman 在前兩個階段是去除掉歷史與脈絡之資訊，直接由作品本身知識

決事實而蒐集證據，直到第三階段學生才根據前兩階段資訊而發展意義，似

乎又有點太遲。Anderson 認為脈絡的資訊在發展意義上是重要的，但只有

在學生有機會去發展他們個人的意義之後，隨後專家之觀點即可提供學生一

個多樣性之豐富資源，或對其進一步討論之確認。Anderson 不同意 Feldman

之主張描述應該是中立的，他們認為描述的中立性常常是將作品之品質列出

一個明細表而結束，缺乏將它們編織在一起的線而組織成為意義。Dewey

也認為進入美感的知覺是不可能排除評價的，或至少附加上開始時並沒有分

析到之品質印象，因此描述時教師應引導學生去發現那些支持（或剝奪）最

初評價之品質，而尋找那些品質可給予一個方向以發現作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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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Anderson 之結構主義分析批評模式之特質包含：其一，

Anderson 將形式主義較不注重之脈絡層面在描述過程中就先加入，改進了

形式主義在描述過程只著重於作品本身之缺點，而在批評作品之開端先以對

作品之反應開始，讓觀賞者先將自身感情移入，檢視作品所引發之感覺並探

討其原因。相較於 Feldman 在第一、二階段希望觀賞者以客觀方式接近作

品，Anderson 的批評模式比較接近一般沒有受過藝術批評訓練的觀賞者接

觸作品之習慣，批評的生手由對作品之反應入手應該比較容易。其二，

Anderson 在第二階段之描述步驟中涵蓋了 Feldman 在第一、二階段的描述

與分析所做的工作，且加入了脈絡的檢查，將描述由作品之內在要素延伸到

作品之外在要素，且提出具體的實行方法宜由教師提供或藉課外時間研究文

化與社會脈絡之資訊，此應對於第三階段之闡釋有相當之助益。其三，

Anderson 將闡釋活動認為是一種創造性活動，但是它是屬於有範圍的創造

性，因為猜測必須根據描述之證據而證實，其由不斷做脈絡之檢視以尋找適

當的意義闡釋，經由討論的互動過程，且允許形成多元的意義。其四，

Anderson 在最後第四階段之評價中提供一個明晰的進行步驟，讓人在評斷

藝術品價值時有思考的一些參考程序，可免於個人過於主觀性的評價。就上

述結構主義之分析模式而論，它的確結合了形式主義與部分脈絡主義之優

點，在藝術批評之教學上其可提供非常清楚且有程序性而又頗具成效的批評

方法。 

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模式除上述之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模式之外，另一個與

批判理論相關之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模式為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模式，以下探

討其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包含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背景、教學原則、教學

策略、與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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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 

（（（（一一一一））））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背景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背景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背景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背景 

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女性主義運動之功能主要是增進關於女性之藝術

與女性藝術家之討論，其包含認清與建立女性藝術史，探究藝術的過程、作

品、與美感反應時存在之性別差異，以及瞭解與鑑賞藝術時發展無階級分別

之取向，而這些議題都是以對談（dialogue）為中心（Congdon, 1991）。女

性主義之批評所關心的是修正歷史對女性藝術家之評價，以及在男性藝術家

作品中注意到女性主義之脈絡。在 20 世紀之前，只有人類學家提供了關於

女性藝術家的資訊，一般而言，女性藝術家是被排除在 20 世紀前半葉的藝

術史著作之外。雖然今日的藝術世界或專業藝術家已提供給女性較多機會，

然而在藝術的發表與畫廊中仍存在女性作品被視為代表性不足之問題，教師

在課堂討論任何社會中之性別意涵時，也應考慮其相關的問題（Huwitz et al., 

2003）。Anderson & Milbrandt（2005）認為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是一個「工

具主義者之再建構批評模式」，他們尋求解構現代之父權制的、等級制度之

藝術分類，提供一個取而代之的、與生活相關的、且對藝術更流暢之瞭解。

女性主義的教育者常常將其對人的關心擴展到所有人，以及致力於跨文化與

多元文化的批判策略與內容。女性主義反對現代主義藝術所強調之藝術家之

天賦、作品之原創性、與自我指涉，這些皆是與男性發展相關之品質（Lipton, 

1988; Parker & Pollock, 1981; Pollock 1987）。因為藝術家在過去常被認為是

一個反社會、反家庭的自由思想家，而女人的角色則是與社會再製及文化之

細微區別相關，女性主義者瞭解這樣的關係是由社會決定，而非本體論所決

定的（Gaber, 1990）。易言之，藝術家之形象與女性之角色的觀點完全是由

社會所建構。Nochlin（1971）亦認為藝術並非是個人特別天生就具有之一

種自由的且自律的活動，而是發生在一種社會情況之中，因此藝術是一種整

合社會結構之要素，且是被特殊的社會情況所調解與決定的。 

（（（（二二二二））））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原則教學之原則教學之原則教學之原則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原則宜掌握女性主義藝術批評之特色，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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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藝術批評教學上，關於其特色，首先須了解女性主義藝術批評並無預定的

結構，因女性主義者不相信有任何一個結構是普遍的，或適用於所有時代與

情況中的所有作品。因此女性主義藝術批評的結構在情況上是特殊的，每個

批評之工作都是一直在變動的。此外，它在本質上是個人的與主觀的，其在

形式上常常是非正式會談的或合作的。然而其最常用之形式常是敘事且非限

定的形式，而且它最常檢查與女人相關之內容（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女性主義藝術批評研究的方法與內容現在已被更廣泛地接受，且對

形成當代的藝術批評產生影響，包括趨向於探討藝術作品中之敘事，此乃相

對於現代主義者所強調之形式。這些女性主義藝評家常從事於批評當代藝術

作品，相對於藝術史家典型上選擇與歷史相關之主題做研究，女性主義者與

相關的後現代藝評家在藝術批評的學科中常採取一種強烈的聲音，這或許讓

受過形式主義批評取向訓練的藝術教育者感到驚訝，例如在美感的審視方面

（Broudy, 1987）。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拒絕一般的、與客觀的實在之主張，而

透過每個人、社會結構、與文化器物間之關係，追求知識與意義之建構。女

性主義之探究進入大學之主要的學科中是一種比較新的現象，第一代女性主

義學者在每一個領域中探究「失落的女人」，乃企圖將女人融入該領域現存

的知識體系之成就中，以促進女人在專業中得到較大的認可；並揭露在父權

制的西方藝術中女人意象之本質，以及探討女性特質相關之審美敏感性的基

本性質。第一代女性主義學者常藉「性別的優勢」而發聲，到了第二代女性

主義學者則主要藉著「性別的平等」而發聲。且第二代女性主義學者傾向於

質疑這些學科本身，特別是它們的基礎假設，以及關於什麼主題值得研究、

資料收集方法、問題導向研究之概念化、與在每一個領域中闡釋的內在偏見

等。許多後來的女性主義學者就像其他後現代藝評家一樣，主張這些學科不

只須被修正以包含女人與少數族群，而且須重新被建構，以便在學科本身性

質內提供認識論的平等，這些概述對藝術相關學科之探究也提供了一個有用

之背景（Clark 1996; Gaber, 1990）。 

誠如上述，因為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不贊同藝術批評應有固定之結構，

且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模式可適用於所有藝術之批評，因此要如同其他的藝術



第四章  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 

 

 112 

批評一般建立起一個模式似乎是較不可行，故僅依其藝術批評之特色而歸納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應用之參考原則如次：  

1.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宜對與教學宜對與教學宜對與教學宜對與女人相關之內容女人相關之內容女人相關之內容女人相關之內容重新發掘其意義重新發掘其意義重新發掘其意義重新發掘其意義 

大多數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所指向之內容都是關於未被人注意的、被忽

略的、或次要的藝術家或運動，尤其是關於女性之內容，其目標是根據女性

主義者或女性的批評規準與規範重新評量。例如：藝術家 Miriam Schapiro

之作品，Schapiro 與一些女性主義藝評家闡釋她的作品是有意識地解構女人

次於男人的刻板形象、影像、與圖像。雖然大多數的藝評家將專業藝術中所

表現的「心形的東西」或「花」看成是感情脆弱的、或多愁善感的，Schapiro

與其作品之批評家們企圖將它們重新定位為關於一些人類狀況之景象有意

義的表現。心形與花被次要化與自動降級成為刻板形象，是因為心形物和花

與女孩和女人有關，因此具女性之特質，即多愁善感、感情主義、溫和、感

性；而與傳統被認為是男人所擁有之機智、洞察力、理性之特質相比較，它

們顯得較無價值。因此心形物和花代表女人認知之方式，容易變成次級之象

徵，或較不嚴肅的藝術家、與消費者、以及那些不需要以智力去從事工作者

之象徵。Schapiro 在其作品中以心形圖案與家庭的材料拼貼，代表一種不是

次要而是最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們反映女人之經驗與女人認知之方式，且因

為它們代表主觀的與個人的。因其具主觀的與個人的觀看方式，而在世界上

擁有很大之價值，Schapiro 將她個人之經驗以一種巧妙的轉換而在她的藝術

中傳達出來（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2.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可運用教學可運用教學可運用教學可運用敘事性之對話與討論作為策略敘事性之對話與討論作為策略敘事性之對話與討論作為策略敘事性之對話與討論作為策略 

根據女性主義觀點，男女性別角色之差異是社會因素而非生物因素所造

成，女性主義之美學家與藝評家認為男性與女性不同，其觀看之方式亦反映

在藝術批評的結構與策略中。女性主義者認為「分析的藝術批評」在意識型

態上代表男性的認知方式，因為他們傾向於識別與分析品質，而非全部地觀

賞與感覺。分析的藝術批評藉著定義、建立、與辯護，幫助男性的典型控制

策略，而非女人典型之取向，其乃從親近一個形式而產生合作的討論，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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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控制的理由而是為自我滿足或個人轉變之理由。若女性主義的藝術

批評之重點是透過接觸藝術而達到個人的保證或滿足，則普遍的、限定的分

析策略將是不適合的，而較適合女性主義觀點之藝術批評所用之策略應是敘

事的對話與討論（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3. 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教學可涵容教學可涵容教學可涵容教學可涵容主觀與個人化主觀與個人化主觀與個人化主觀與個人化之觀點之觀點之觀點之觀點 

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反映女性的認知方式，其藝術批評比標準的分析模

式更為主觀，批評者從一種個人的觀點而探究藝術品，且考慮她自己對於作

品中之形式與意義之感覺。女性主義批評者並不使用不帶價值判斷之語言或

第三人稱，以使個人觀點中立化，此亦說明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模式不像分析

模式那麼高度地結構化。因此女性主義之批評是受到批評者對作品之個人直

覺的感覺所引導，重點在於發現意義，而所發現之意義往往是屬個人的，而

非去定義事實（Anderson & Milbrandt, 2005）。因此藝術批評教學時，可鼓

勵學生嘗試非高度結構之主觀與個人化之批評取向，以達到不同於傳統方式

之學習價值。 

4.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宜鼓勵教學宜鼓勵教學宜鼓勵教學宜鼓勵開放的開放的開放的開放的、、、、包容的包容的包容的包容的、、、、與個人參與的與個人參與的與個人參與的與個人參與的氣氛氣氛氣氛氣氛 

在女性主義的藝評中，人們沒有相互的控制，或強加上一個「正確的解

讀」或形式，而是對於作品之關係合作地建立個人之意義。因此鼓勵開放與

包容關於意義與重要性之新理念，重點在於擴展個人可能之關係，而不是辯

護個人的闡釋。當使用女性主義批評模式時，沒有人是試著去證明任何事

物，所以在探討多重可能性與觀點時，幾乎沒有失敗的危險。批評在這個意

義上像是非正式會談，參與者不知道何時將結束，然而他們確知若其為開放

的、包容的、與參與的，則此目的與過程將是有價值的（Anderson & Milbrandt, 

2005）。易言之，教師在藝術批評教學時可運用此種探討之目的、過程、與

溝通方式，如此學生可能產生有意義之批評理念與創造性之觀點。 

5. 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教學可引導學生教學可引導學生教學可引導學生教學可引導學生採取解構的態度採取解構的態度採取解構的態度採取解構的態度 

女性主義學者試圖為女性作品之立場提出要求，以及在學科的問題中去

發現女性固有的角色與再現被隱藏之偏見，女性主義學者採取一種解構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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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挑戰這些學科傳統的每一個架構與過程。此種批判議題在藝術教育中，

使藝術教育者面對固有的「整合三學科－藝術史、藝術批評、與美學於藝術

課程中」觀點的挑戰，且必須重新檢查任何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亦即關

於藝術史、藝術批評、美學、與藝術創作之內容與探究過程。藝術課程至少

必須被擴展，經由歷史的重新發現，與當代駁斥關於女性藝術家之錯誤概念

的資料紀錄，所有藝術家必須在他們的時代、經驗、與文化的脈絡中被研究。

西方藝術史傳統上的風格之線性發展觀念，以及藝術批評中形式主義的批評

標準皆必須在脈絡中被檢查。女性主義哲學家主張意義與知識是建立在人與

其所研究之主題或對象的關係中，教師必須為學生在任何一個被給予之經驗

中提供一個檢查脈絡之機會（Hagaman, 1990）。關於解構與脈絡探討之重要

性，Gaber（1996）認為進行女性主義之藝術批評時要為社會之改變而開放

目標，且所有藝術作品應在它們真正的社會與文化之脈絡中研究。 

（（（（三三三三））））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 

前述說明了敘事的對話與討論，以及開放而包容之溝通等教學原則之重

要性，在此教學應用上可透過非正式會談、比較方式、與多元化教學策略而

具體落實，茲分別說明如次： 

1. 非正式會談非正式會談非正式會談非正式會談（（（（conversation）））） 

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作為一個趨向於了解種種不同之存在與其合法性

之模式，而其採用非正式會談是在特別的領域內利用不同的比較，而允許在

闡釋藝術時採取較寬廣之看法，且使學生透過批評而覺知到藝術之不同觀

點，且在瞭解藝術時能得到較廣泛的意義（Gaber, 1990）。Schweickart（1985）

亦曾提出非正式會談，其目的是瞭解而非同意。在藝術教育中，藝術批評的

目標是在多樣性與尊重上變成一致，而非在邏輯上達成一致之統一。若尊重

多樣性是藝術批評在教育中所計畫之結果，另一個則是擴展對「他者特性」

之瞭解。「他者」定義了每一個文化團體中的每一個個人，「他者」是指當我

們與不同文化產生關係時，在我們每個人之內的一種潛能。每一個人都是一

些別人的「他者」，多元性非正式會談的教育成果以及我們自己的自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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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是矛盾的，而有時是他者支持一種自我的瞭解而作為一個形成之過程，

其重點是此種過程而非結果（Gaber, 1990）。女性主義教育家 Ellsworth（1989）

認為非正式會談之結果是我們醒悟到所有知識都是不完全的，且是帶偏見

的，我們醒悟到真正的敵人是信仰的系統，因信仰系統抹去任何一種瞭解的

部份特色。Anderson 與 Milbrandt（2005）亦主張當藝術批評是在一個群體

中互動進行時，女性主義之模式鼓勵非正式會談與對話，而非一種監視、主

張、或辯護之線性的與規定好的策略。這種開放的對談鼓勵關於作品之敘事

或說故事，且以它作為一個主要的批判策略，其所說之故事常與個人之生活

經驗相關。在非正式會談的模式中，對於要陳述什麼或如何陳述並沒有事先

決定之指導方針，女性主義之藝評家使用沒有性別歧視而有時是具明顯女性

特質之語言，其中帶情感之語言是被允許甚至是被鼓勵的。 

2. 比較的策略比較的策略比較的策略比較的策略 

比較的取向強調一些觀點的個別主張、爭論、與對其他人的挑戰。「主

觀性」與「觀點」不只是被確認，而「瞭解」是必然的重點，其對逐步形成

之知識形式與內容皆有貢獻。Frances Maher 與 Charles Rathbone 論及師範

教育之女性主義理論意涵時，呈顯了比較的策略，且使用不同的觀點，亦即

利用一種互動的、合作的教學風格（Gaber, 1990; Maher & Rathbone, 1986）。

易言之，比較策略著重各種主觀看法之表達、議論、與了解，同時在互動與

合作之過程中共同形成知識。 

3. 多元主義的取向多元主義的取向多元主義的取向多元主義的取向 

關於多元主義之價值有正反兩面之看法，Collins（1981）主張多元主義

之作品是重構了包容性的藝術社群，並包含許多價值與實務之機制，且其為

從男性藝術之建立與女性對抗行動而產生，多元主義藝術將能自由的尋找適

合的情況與觀眾且沒有偏見與苦難。Gaber（1990）認為行動主義者與分析

的女性主義批評家皆趨向於這樣的重構，多元主義的終點常常是期望「更好

的生活享受」。然而有些學者亦注意到多元主義之負面影響，例如 Gablik

（1984）認為多元主義最後所呈現的是沒有真正的價值與意義，Pol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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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亦指出其容許很多風格，而沒有挑戰其現狀或它潛在之意識型態，

它會不自主地停留在洋洋得意的自我表現為終點。 

儘管有前述兩種看法，多元主義取向在藝術教育中確實有其重要之角

色，Ellsworth（1989）確認多元主義存在之需求是一種教育之模式，相對於

宇宙真實只有一種常模，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是以女性為中心之批評，其中心

是頌揚女性之特色與女性之間的一種聯繫，且將之作為改變的一個途徑，教

學生學習此種多元主義與其差異性是有其價值的，識別與尊重差異性應該是

學習之焦點，而不是以其中一個作為最高標準而評價。 

（（（（四四四四））））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在教育中之應用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在教育中之應用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在教育中之應用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在教育中之應用 

一些藝術教育者認為在藝術教育中一向最受人注意的藝術批評方式是

對藝術品中形式或表現特性之檢查，Gaber 認為此方式其實是有問題的， 

Hamblen（1986）亦認為藝術教育者依賴傳統美學為根據的意義是不夠的，

她強調藝術批評中關於社會學的關係、藝術對象之社會重要性的研究、以及

跨文化美學皆必須加以研究，以作為藝術教育中藝術批評之基礎。Gaber

（1990）主張女性主義取向的藝術批評取代了近年來藝術教育者常使用之方

法，她認為藝術是文化與社會中一個有意義之要素與反應。女性主義批評並

非單一的方法而是利用許多批評之途徑，其焦點都是在瞭解藝術與社會價

值、意識型態、權力鬥爭、經濟、階級、性別、倫理、以及種族考慮之關係。

因此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在批判的論述中並沒有對性別加以孤立探討與過

度呈現，所有階級、種族、年齡、性別、偏好、種族地位、國籍、以及附加

的影響都被保持在平行的位置。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最後是根據藝術以外的社

會與政治運動，就如同其概念基礎是根據藝術意義與社會了解間之關係一

般。Hagaman（1990）認為藉著歷史的復原與經由當代關於女性藝術家駁斥

其被誤解的相關資料紀錄，所有藝術家應該被放置在其時代、經驗、與文化

的脈絡中而被研究。且傳統的西方藝術史之風格是線性進展，以及形式主義

的規準也都必須在脈絡中被檢查，因而 Hagaman 建議藝術課程必須被擴展，

以涵蓋前述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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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Barrett 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 

（（（（一一一一））））Barrett 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過程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過程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過程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過程 

Weitz 曾提出藝評家應該做的事為：描述藝術、闡釋藝術、判斷藝術、

與將藝術理論化（Weitz, 1964）。Barrett 則依據 Weitz 提出之四個批評活動

而建立他的批評模式，而特別注重闡釋在批評活動中之重要性與複雜度。 

茲就 Barrett（2000）之藝術批評過程，依次敘述如下： 

1. 描述藝術描述藝術描述藝術描述藝術 

Barrett 認為藝評家的文字描述與闡釋成分往往多於判斷，且在語調上正

面多於負面。其主張描述很少是價值中立的，因為藝評家對作品之想法對其

描述有很大的影響。描述即為一種心理的過程，它也是對藝術品收集資訊的

方法，而其所收集之資訊可分為兩種： 

（（（（1））））內在資訊內在資訊內在資訊內在資訊 

細心的觀察能由作品內在而收集到描述的資訊。為了教學目的之需，內

在資訊可以三個標題加以分類：主題、媒材、與形式。 

A. 主題：主題涉及藝術作品中之人、物、地、與事件，有些藝評家將

主題與內容作區別。內容是混合了藝術品中之主題、媒材之處理、形式、與

意圖，當主題無法辨識時形式本身就成了主題，然而內容必須被闡釋且或許

包含藝術家表現之個別性。 

 B. 媒材：有時包含外在資訊，關於媒材外在資訊之例子如 Beckett

（1988）為 Magdalena Abakanowicz 之纖維雕塑作品媒材所做的描述，其論

及當納粹入侵波蘭時，Abakanowicz 看到酒醉的騎兵對她的母親開火，當時

她的心就因此而支離破碎，而就在那時她開始瞭解人的身體就像是一片纖

維，很容易就被撕裂。當她以後成為一位成人藝術家時，她經過非常仔細的

選擇而以纖維來創作，因這種最卑微的媒材是脆弱且容易彎曲的。這特有的

柔軟性對她而言卻是一個挑戰，她感覺極度需要去抗議這種舒服、實用、控

訴、與柔軟性。在上述這些描述句子中作者確實提供了脈絡的資訊。 

C. 形式：藝評家討論藝術品形式時，提供了關於藝術家如何藉媒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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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主題之資訊，此包含視覺元素與設計原理。如同藝評家混合其闡釋與判斷

在其描述之中一樣，他們也自由地混合其評論在主題、媒材、與形式、以及

來自內在與外在的資訊之中。 

（（（（2））））外在資訊外在資訊外在資訊外在資訊 

在作品中看不見之面向的描述性資訊亦稱為脈絡的資訊。藝評家根據對

其闡釋之重要性，而選擇地描述所有能被描述的部份，亦即所有的事實與圖

形都能被提到，特別是談及關於以歷史事件為依據之藝術，因此藝評家有目

的地選擇他們要精細或要省略的描述。 

描述並非批評的一個序曲，而是一個正式的批評，藝評家的豐富描述有

助於瞭解與鑑賞藝術品。專業的藝評家以生動而細膩之描述方式，且描述藝

術品時常常帶著感情。藝評家描述其所見到的作品，也描述其所知道的關於

藝術家與作品創作之時代，亦即同時包含內在與外在之資訊。描述常被認為

是處理事實，而這確實也是如此。然而所有事實則是依賴理論，且所有的描

述都與闡釋和評價交織在一起，因此批評家之描述很少是價值中立的，因為

其寫出之批評是要說服人，故其喜歡或不喜歡該作品都會流露在其描述之

中。 

關於前述描述內在資訊部分，Barrett 對其說明雖著重媒材傳遞外在資

訊，然而吾人亦應能就媒材特性而知覺與經驗其表現的內在品質、感情、或

理念。 

2. 闡釋藝術闡釋藝術闡釋藝術闡釋藝術 

闡釋是對我們所見到與經驗的，在思想、感覺、與行為上之反應，同時

與其他經驗做有意義之連結，而且藉著文字去理解我們的反應。當寫下或說

出我們所看到的與經驗到的一件藝術品時，不只是報告它而已，實際上我們

建立了意義。闡釋是藝術批評中最重要且最複雜的活動，哲學家兼藝評家

Kuspit 曾說闡釋者最困難的工作是：試著明確而有力的表達藝術品吸引我們

的結果，這些是非常複雜的主觀陳述。每一位藝評家對相同藝術品之闡釋各

有不同之重點，且相同作品之不同闡釋能擴展與深化對藝術品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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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 2000, 2002; Van Proyen, 1991;）。Barrett（2003）歸納出一套闡釋之

原則，這些原則包括：（1）藝術作品總是關於值得重視之人或事物。（2）主

題＋媒材＋形式＋脈絡＝意義。（3）闡釋一件藝術品即是以語言去瞭解它。

（4）感覺是闡釋的嚮導。（5）描述、闡釋、判斷之批評活動與藝術作品之

理論化是相互關聯且相互依賴的。（6）藝術品可引起多重之闡釋，闡釋之目

標並非要達到單一的、全部的、統一的、與混合的闡釋。（7）任何一件藝術

品將允許一個闡釋之範圍。（8）藝術品之意義並沒有限制在其藝術家所企圖

表現之意義中。（9）闡釋並非都絕對的正確，但是多少應是合理的、令人信

服的、有啟發性的、與使人獲益的。（10）闡釋暗示著一種世界觀。（11）好

的闡釋關切藝術作品比關切藝評家多。（12）闡釋之對象是藝術品而非藝術

家。（13）所有藝術是其世界的一部分。（14）所有藝術是其他藝術之一部分。

（15）好的闡釋是統一的、前後一致的、與包含一切的。（16）藝術品之闡

釋是一種個人與公眾的努力。（17）有一些闡釋比其他的闡釋較好。（18）一

個闡釋若要進入被接受之資格，則其最後是由闡釋者的社群所決定，而且此

一社群是有自動修正的屬性。（19）好的闡釋邀請我們為自己而看，且靠我

們自己繼續去看。關於這些原則之使用方式 Barrett 亦詳加說明，其認為這

些原則可以被擴展或縮小。這是一套沒有對立的原則，所有原則都被認為是

合理的，然而並非所有關心闡釋之有理性的人都同意所有的這些原則，因此

它是一套開放而可去修正的，且並未意味著要被當成教條式的解讀。這些原

則幫助引導任何藝術對象或事件之闡釋，其提供了一些安全性與穩定性，可

作為我們試圖去創造藝術對象或事件意義時之基礎，同時依據著這些原則能

使人產生信心，知道其闡釋的努力是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人們可以使用這

些原則作為方法學，以建構對一幅繪畫、一場舞蹈、或一首詩的闡釋。任何

一個單獨的原則，都將使人確定一個方法以趨向於有意義地面對藝術品。全

部使用這些原則於每一個闡釋之情況亦將是有益的，然而如此恐將過分地使

人精疲力竭，除非是在很嚴肅的探討時，才需要全部使用這些原則。在一些

闡釋的討論以及對一些藝術品而言，有一些原則是比其他的更為恰當，因此

可選擇性的使用這些闡釋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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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批評之判斷不僅僅是表達看法，而應該給予理由，且應基於可定義之規

準，藝術可以被判斷的部份包含許多面向：此展覽有多好？它是展覽中最好

的作品嗎？此藝術家是如何的傑出？其最好的作品是什麼？或最好的作品

產生時期是何時？此美術館館長對展覽的理念有多好？這十年或一世紀間

的藝術有多好？這種藝術在社會與道德上有什麼結果？任何藝術都應該被

檢查嗎？藝評家經常判斷的是藝術品而非藝術家，人們在理性與心理上，可

能不喜歡一個藝術家而卻認為這藝術家之作品有價值，或不喜歡一個批評家

而同意其批評的立場。然而有些人相信藝術家或藝評家之判斷不能也不應該

與他們對作品之判斷分開，因藝術品中隱含了藝術家的特質。當藝評家判斷

一件藝術作品時，他們企圖決定該藝術作品是如何的好或不好，與好或不好

的理由，以及用什麼批評規準。判斷藝術就如闡釋藝術一樣沒有對與錯，只

有令人信服或不令人信服而已。完整的批評評價包含分等級、說明理由、與

批評的規準，而批評規準是藝術創作之規則，且在批評中常是用暗示而非明

顯的陳述（Barrett , 2000）。 

相對於前面 Feldman 的理論，Geahigan（1999）與 Barrett 一樣，兩人

都沒有特別強調藝術批評程序的固定性，也未充分致力於描述與闡釋的區

別，他們兩人挑戰教室中使用藝術批評的程序性形式，以及其中細膩之區

分，因其認為描述、闡釋、與判斷較像是一種分析的工具，而非專業藝評家

所真正採用之實務方式。 

 

（（（（二二二二））））Barrett 理論中理論中理論中理論中闡釋階段之要點闡釋階段之要點闡釋階段之要點闡釋階段之要點 

在前述批評過程中 Barrett 特別注重闡釋階段，因為闡釋藝術品是為了

使藝術品有意義。根據一些藝評家如 Gablic（1970）, Alden（1999）, Meuris

（1994）與 Hammacher（1985）對 Magritte 作品之闡釋，Barrett（2003）

綜合他們的觀點提出一些關於闡釋之要點，茲分述如下： 

1. 闡釋必須注意到相同藝術家在許多作品中之統一與變化闡釋必須注意到相同藝術家在許多作品中之統一與變化闡釋必須注意到相同藝術家在許多作品中之統一與變化闡釋必須注意到相同藝術家在許多作品中之統一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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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agritte 三百多件作品中，Barrett 將十二件有蘋果之繪畫聚集在一起

研究，發現藝術家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使用蘋果的意象，Magritte 使用蘋果與

其他循環出現的物體而呈現不同的主題，而在其生涯的不同時刻一再地回到

這些主題上，且闡明了每一個主題。 

2.闡釋不必限於藝術家闡釋不必限於藝術家闡釋不必限於藝術家闡釋不必限於藝術家所所所所企圖要呈現的企圖要呈現的企圖要呈現的企圖要呈現的 

Gablik（1970）在她的書中曾寫著 Magritte 並不想要他的作品被闡釋，

因為他認為其作品已成功的表現，不需要解釋原因與意義就能滿足人們的好

奇心了。Magritte 特別不喜歡人們努力尋找其作品中之象徵，他認為意象必

須被看成就如同它們所呈現的一般，如果人們去尋找其象徵的意義將無法捕

捉其內在的詩意與神秘。Magritte 表示他不相信對其藝術之闡釋，然而 Gablik

直接接近藝術家且參與他的生活，以及從瞭解藝術家與其作品之朋友中得到

她闡釋的支持證據，她並沒有闡釋 Magritte 單獨之畫作，而是書寫了關於他

作品的群組。 

3. 闡釋可參考闡釋可參考闡釋可參考闡釋可參考藝術家對其作品提供之洞察力藝術家對其作品提供之洞察力藝術家對其作品提供之洞察力藝術家對其作品提供之洞察力 

Gablik 重新說出 Magritte 曾對她談及關於藝術家自己的故事，Gablik 作

為一為闡釋者，必須在藝術家自己的寫作中選擇出藝術家的洞察，且重新表

現在她書中的脈絡，同時要超越藝術家曾對其作品與工作方法的清楚表達。

因此 Gablik（1970）確認了 Magritte 在其繪畫中建構意義所使用之八種視覺

策略：（1）孤立：將一個物體從它平常之範疇中移開到一個矛盾的或有力的

新範疇中，將它從被期待之角色中釋放出來；如在天空中的蘋果。（2）修改

（modification）：Magritte 使用修改的方法，藉著介紹一種新的關係，或從

一熟悉的屬性中引開，以改變一個物體的外觀；如石頭的蘋果、或沒有重力

的蘋果。（3）異種混合：混合兩種熟悉的物體而製造出令人迷惑的第三種物

體，如一顆帶著面具的蘋果。（4）改變比率：此法創造一種不調和，如一個

桌子站在一個蘋果頂上。（5）偶遇：如 Magritte 畫一個岩石與一朵雲在天空

中會面。（6）雙重意象：一種視覺的雙關語類型，如 Magritte 在 1950 年畫

的誘惑者，且表現由藍色的水做成的一艘船在藍色水上行駛。（7）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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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物：Gablik 認為矛盾對立是細心的去平衡對立之事物，而且引用

1958 年「黑格爾的假日」，其中 Magritte 表現一杯水站在一把打開的傘頂端。

（8）觀念對立：兩種情況在相同的優勢位置，以改變空間與時間的期待，

如 1955 年的「歐幾里得的散步」是一幅畫中畫，Magritte 同時表現一個真

實的室內與一個難以置信的室外，在室外他並列了與圓錐形的塔相似而令人

困惑的圓錐形。 

Gablik 所確認這些 Magritte 使用之視覺策略提供我們一種有力量之工

具，用以檢查所有 Magritte 之作品，此一目錄亦可用於檢查其他超現實主義

畫家之作品，並比較 Magritte 與其他超現實主義畫家之異同。Gablik 不僅提

供我們一個方法讓我們能建構我們我們自己的闡釋，亦可使用這些 Magritte

之視覺策略去看作品；我們可以此方法去看任何一位藝術家或在畫廊或美術

館中的一群藝術家之作品，而確認他們創作作品所使用之視覺策略。 

4.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時時時時不不不不僅僅僅僅闡釋藝術家的個別作品闡釋藝術家的個別作品闡釋藝術家的個別作品闡釋藝術家的個別作品，，，，還還還還可可可可包括其一生之藝術作品包括其一生之藝術作品包括其一生之藝術作品包括其一生之藝術作品與與與與

思想思想思想思想 

Gablik 對於 Magritte 之觀察，在其 1970 年出版之書籍”Marritte”中對此

藝術家做研究，書中探討藝術家相對論之使用，以及他呈現形而上學之孤

獨。她闡釋 Magritte 之作品是對任何不相容之對立的排斥、對生活意義相關

問題之黑白分明的回答、以及包括對所有問題之含糊不清的態度。Magritte

透過他的作品質疑相對論中絕對與確定之原則，他不接受每件事物都是偶然

發生的，也不接受從自身而分離的世界，他信奉神秘的事物。由此可知 Gablik

對於 Magritte 之闡釋不僅針對單一作品，還探討其系列作品與其思想之關

係。 

5. 闡釋時宜瞭解任何闡釋時宜瞭解任何闡釋時宜瞭解任何闡釋時宜瞭解任何單一闡釋單一闡釋單一闡釋單一闡釋皆未必能窮盡皆未必能窮盡皆未必能窮盡皆未必能窮盡藝術品之意義藝術品之意義藝術品之意義藝術品之意義 

Gablik 對於 Magritte 一生之作品提供一個廣泛的闡釋之論述，在她之後

許多人參考她的書籍而繼續闡釋 Magritte 之作品，因此使我們更增加瞭解

Magritte 及其作品。而 Alden, Meuris, 與 Hammacher 對 Magritte 作品之闡釋

皆與 Gablik 之書有關連，且根據 Gablik 而增加了細節，提供細微差別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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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闡述以強調 Magritte 生活的不同觀點，並提供了新的洞察。易言之，闡釋

只能在其闡釋之系統中盡量發揮，但不易面面俱到地詳盡論述該藝術之全面

意義。  

6. 闡釋影響闡釋影響闡釋影響闡釋影響藝術品之評價藝術品之評價藝術品之評價藝術品之評價 

上述之每一位作者除了將 Magritte 放在知識份子的脈絡中，還將它放在

藝術家的脈絡中，而從個人的觀點去解釋。Gablik 認為 Magritte 的繪畫主要

之貢獻是二十世紀藝術的重要事實，即「傳統幻覺的再現方法之瓦解」。這

些作者都認為 Magritte 特別是與自然的模仿相反，而表現一些符號，而符號

是根據發明或慣例而非根據自然，因為符號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因此

Magritte 被放在現代藝術發展的中心，這樣的放置是闡釋的也是正面的判

斷。易言之闡釋之方式與結果能導致對作品之評價與判斷。 

7.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將藝術品放置於哲學與藝術的脈絡中將藝術品放置於哲學與藝術的脈絡中將藝術品放置於哲學與藝術的脈絡中將藝術品放置於哲學與藝術的脈絡中 

為呈現 Magritte 對二十世紀藝術有什麼貢獻與如何貢獻，必須藉著

Gablik 與其他作者的闡釋論點，而將這種影響歸因於 Magritte，此也是一種

判斷的行為。Gablik 與其他作者不只指出他們認為 Magritte 如何適合於二十

世紀，也做了正面之評價而論及他對於藝術史之重要性與理智的思想。 

8. 闡釋者對藝術家意象之選擇決定了對該藝術家闡釋者對藝術家意象之選擇決定了對該藝術家闡釋者對藝術家意象之選擇決定了對該藝術家闡釋者對藝術家意象之選擇決定了對該藝術家作作作作品之品之品之品之瞭瞭瞭瞭解解解解 

當一些闡釋者選擇了一些意象在其書中時，作者應該是認為這些是最重

要的，而這些作者之選擇提供了一個濃縮的作品體系，我們被暗示地接受它

們，而將之視為這位藝術家一生作品之正確地再現。易言之，藝評家闡釋之

選擇形塑了藝術家作品之特色與被理解之方式。 

（（（（三三三三））））Barrett 闡釋取向之特質及其對教學之啟發闡釋取向之特質及其對教學之啟發闡釋取向之特質及其對教學之啟發闡釋取向之特質及其對教學之啟發 

 Barrett 闡釋取向之特質與教學啟示可歸納如次：其一，其呈顯出對藝

術品一種投入與真誠的具求知之好奇心，此基本特質顯示了一種對闡釋的傾

向，此為一種積極從事思考藝術品之態度。教師在教室中若能示範此種投入

與需求知識之好奇心，則將創造一個有力的批判討論藝術之環境。其二，

Barrett 的取向以探索與知識為重點，藉著深思對藝術家之瞭解與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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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社會與文化之環境，而分析作品在直接的與隱喻的閱讀間來回探討。其

分析階段引出先前知識，考慮同一位藝術家其它相關作品、以及思考其他人

之闡釋，這些都有助於對該作品之闡釋。其引導如採礦般的方式對這些資源

作具洞察力之研究，然後基於這些工作而進行闡釋，其方法及問題與基本的

結構主義學習取向相關。其使用 KWL 之策略，其中包含體驗（know）、質

疑（wonder）、與學習（learn）之過程，此過程能為研究之循環特質提供一

個結構。藝術教育者能應用此一策略而引導學生整合 Barrett 對藝術批評闡

釋之取向。其三，透過上述之探索，可見闡釋藝術之報償，闡釋藝術得到之

回報是闡釋者在努力追求內在之愉悅時，得到對世界與對經驗之一種新的洞

察，甚至可啟發他們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四，對 Barrett 而言，重要

的是清晰的表達對於一件藝術品之反應，他認為寫出或說出我們在一件藝術

品表現上所看見與所經驗的，則將建立意義而不只是報告而已，清晰的表達

視覺與口語的探索應是闡釋過程的一部份（Barone ＆ Bresler, 2006; Barrett, 

2003）。 

Barrett 的闡釋取向可綜結為反思、質疑、與反應。首先他反思對藝術家

之瞭解，及其創作之脈絡，以及他在作品中看到的事實與隱喻的意涵；其次

他質疑能從中學習的是什麼，且透過探索問題之指引而研究它；而同時基於

先前之經驗與新的知識他建構了一種闡釋，並且以言語清晰的表達出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 

本節將根據前述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理論與模式之觀

點，進而構思與發展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概念。亦即整合形式主義與

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於學院教學中而形成可應用之概念架構。玆分四方面加

以闡述： 

 

一一一一、、、、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形式主義與脈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形式主義與脈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形式主義與脈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形式主義與脈絡絡絡絡主義模式或策略可主義模式或策略可主義模式或策略可主義模式或策略可

交錯與整合式運用交錯與整合式運用交錯與整合式運用交錯與整合式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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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依學生之學習準備度、個別需求、以及該單元之教學目標、與課

堂情況，而適時地交錯或整合應用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模式或策略。具體而

言，如表 4- 1 所示，面對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f），可整合（F + f）與（C 

+ f）之方式。面對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c）可整合（F + c）（C + c）之

方式。以下簡表係用以輔助分析其運用方式： 

 

表 4-1  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分別與整合運用方式 

  

 

藝術品取向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取向

（F） 

脈絡主義藝術批評取向

（C） 

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f） 

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

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F + f） 

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形

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C + f） 

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c） 

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脈

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F + c） 

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脈

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C + c） 

 

（（（（一一一一））））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在表中（F + f）表示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形式

主義理論或觀點最能符合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且呈顯其特質，如第二章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實例所言 Fry 與 Greenberg 等人對現代藝術之評析即頗有

其適當性。若藝術批評教學時能指導學生以形式主義角度批評該類藝術，則

較能明確闡釋其表現特性或形式傳達效果，且使學生更了解現代藝術品之獨

特性與優點。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脈絡脈絡脈絡脈絡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在表中（C + f）表示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雖然

某些藝術品從表面觀察上或從藝術史之分類上，具有形式主義之傾向，然而

藝術批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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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引導學生進行脈絡或相關議題之探討，則學生很可能找到該類藝術之新

意義與豐富內涵，例如曾有學者 Lee（2001）闡釋現代主義之印象派作品時

刻意引導學生不侷限在慣常之形式分析，而把焦點放在當時社會文化與生態

污染之議題討論上，使藝術批評教學更能激發學生的看法。除了前述學者之

方式外，亦可引導我們的學生從文化與社會脈絡之角度，探討印象派藝術家

如何受東方藝術與哲學之影響。 

 

（（（（三三三三））））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脈絡脈絡脈絡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在表中（F + c）表示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某些

後現代藝術品在表現議題時，其對形式溝通之普遍性或許不如現代主義藝術

家之強調，然而藝術批評教學時能指導學生瞭解形式在溝通或表現之角色以

及視覺事實可作為闡釋之客觀依據，則學生對作品內容與脈絡意義之闡釋與

判斷將更為嚴謹與具說服力。 

 

（（（（四四四四））））以以以以脈絡脈絡脈絡脈絡主義理論批評主義理論批評主義理論批評主義理論批評脈絡脈絡脈絡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主義取向之藝術品 

在表中（C + c）表示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例

如某些後現代藝術品著重文化社會議題之表現，故教師宜指導學生瞭解前述

第三章脈胳主義相關知識，且引導學生據以探討作品，如此將可使學生能整

合相關概念進行較深入之批評，否則學生恐難使用比較充分與適當之概念闡

釋該作品。 

綜言之，在整合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策略時，不僅可依

作品屬性而應用相同或類似取向之藝術批評理論加以分別評析，亦可尋找不

同取向之藝術批評理論參酌應用與探討，如此可能將因參考架構之彼此互補

與整合，而產生較多元、豐富，而且有創意之批評觀點，學院藝術批評教學

實可善加運用此整合方式。 

 

二二二二、、、、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可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可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可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可調整批評步驟且整合形式與脈絡調整批評步驟且整合形式與脈絡調整批評步驟且整合形式與脈絡調整批評步驟且整合形式與脈絡

觀點觀點觀點觀點以以以以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適性之適性之適性之適性之階段式教學階段式教學階段式教學階段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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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說明了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可交錯與整合式運用形式主義與脈絡

主義藝術批評策略，於此將延伸前述觀點，並特別著重依學生之程度而調整

批評步驟，且活用藝術批評模式以進行適性之階段式教學。玆分三個階段加

以說明： 

（（（（一一一一））））初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初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初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初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 

教師對初學者之教學可視情況而靈活運用 Fairclough, Anderson, 與

Feldman 之批評模式，此三者之特性以 Fairclough 之模式最為有彈性，

Anderson 之分析模式次之，而以 Feldman 之批評步驟較嚴謹，教師可由較

彈性較嚴謹之程序引導初學學生，茲說明如次： 

此藝術批評之初學階段可應用前述第三章中 Fairclough 所提出之批判的

論述分析模式（參閱圖 3-1），因其進行之程序並非依一定步驟進行，學生在

陳述對作品之反應與個人觀點時，幾乎是以現象學之立場面對藝術品，且儘

可能由作品之現象（即作品之內在要素）而發覺與討論。對於不諳藝術批評

方法之初學者而言，以此為起點較能引起其參與討論之興趣。隨後再將其論

述內容按 Fairclough 所提之批判的論述分析模式架構，而將討論出之文字內

容放入適當位置中，經過幾次練習之後，再教以 Anderson 結構主義或

Feldman 之形式主義之分析模式，因此兩種教學模式皆是以作品之內在要素

為核心，且依程序進行，故可培養學生在觀賞作品時能更有組織與更有系統

地觀察視覺事實。且在此兩種模式中因其每一階段都有明確的原則可以遵

循，故容易建立學生表達之信心，將視覺之感受轉化成語言表達時，首先經

過口語表達之練習而累積其經驗，可做其後文字表達之基礎。在此階段關於

作品意義闡釋之教學，因為並未特別要求要求學生對作品相關脈絡要有事先

之研究，故教師可提供同一位藝術家之一系列作品（如以類似主題、或同一

創作時期之作品、或一再重複出現相同象徵之作品等），而讓學生由一系列

作品內在要素的相互關係中，蒐集意義闡釋之證據。此外，學生亦可在探討

過程中融合內外在要素，故此不必如 Feldman 所提供之模式般，完全先由作

品本身客觀之深入觀察後，才進行闡釋且加入外在要素。易言之，若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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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之自然狀態下，即有涉及外在脈絡，則即可在描述或分析階段即溶入外

在脈絡之理念，如 Anderson 所提供之模式中，其在描述階段就包括作品外

在要素之描述，亦即在其深入描述中實與闡釋階段並無太大之區隔。 

（（（（二二二二））））進階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進階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進階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進階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 

當學生對基本藝術批評方法－描述、分析、闡釋、判斷－之程序已有充

分之瞭解且多次運用之經驗後，教師即可加強其對作品意義闡釋之深度。因

此，本階段可以要求學生在藝評進行前預先對教師指定之藝術家或作品相關

資訊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於此階段宜鼓勵學生主動探討與形成多元之意義

闡釋，以及為他們自己之闡釋找出充分且能說服他人之證據，進而在教室討

論的互動中培養尊重不同觀點之態度。此階段之批評過程除了在課堂中以言

語表達方式之互動討論外，也鼓勵學生將討論之重點整理成書寫文字，並在

文字整理過程中，能仔細檢視與思考自己對於意義闡釋之觀點是否有充分之

理由。而 Barrett 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因其注重脈絡之探討，故對於藝

術品意義外在要素之探討具有啟發性，有助於學生學習進行意義之深度闡

釋，因而在此階段可善加利用其闡釋取向之特色。 

（（（（三三三三））））精精精精熟練熟練熟練熟練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 

當學生已具備批評方法之概念架構、說與寫的藝評表達、以及深度闡釋

之能力之後，教師可進而以各種不同表現形式之藝術品挑戰學生之省思批判

能力與形成創造性觀點之思考能力，如女性主義相關之視覺文化意象，殖民

主義之意象，乃至東方藝術品等。並鼓勵其從不同作品與文化之背景中思索

自己、藝術、與社會之關係，同時在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中尋求自我之認同。

此階段可挑戰學生如何對作品做適當且有創意之評價，並為自己評價提出充

分之理由，並思考「觀賞者自己」、「藝術品」與「脈絡（包含觀賞者自己的

文化脈絡與作品本身之文化脈絡）」三者之關係，進而為藝術品尋找新的意

義與價值。 

關於藝術批評在程序之指導上，前述主張形式主義與部分脈絡主義批評

模式的大部分學者皆以線性程序化之步驟進行藝術批評，此固然是一種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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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有程序之批評方法，且在專業批評能力之訓練上有其教育之成效。但是對

於此種線性程序化步驟亦有人批評其實並不符合真正藝評家之批評實務，儘

管如此，以教育之立場，在藝術批評學習過程逐漸熟悉這些步驟、模式、與

觀點，有助於建立良好基礎，故初步學習仍以有法度遵循為宜。雖前述建議

在藝評入門時可以不依程序，而先鼓勵其發表個人對作品之意見與觀點，再

進行歸類於步驟中，此乃為引起學習之興趣與動機，使學生感覺藝術批評並

不困難。其後則可逐漸引入依程序之嚴謹性藝術批評，待其熟悉步驟與法度

後，則可在引導學習非程序性之藝術批評模式（如女性主義與闡釋取向之批

評模式特別著重脈絡部份），其對意義闡釋有獨特之貢獻，故於藝術批評教

學之精熟階段最好能融通各種模式與策略，亦即於各種法度學得而後才能不

拘於法而應用自如，屆時即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地達到專業而適當之藝術批

評層次。 

 

三三三三、、、、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整合客觀的認知層面與主觀的情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整合客觀的認知層面與主觀的情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整合客觀的認知層面與主觀的情意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整合客觀的認知層面與主觀的情意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同時兼顧批評的邏輯結構與自發而多元的溝通同時兼顧批評的邏輯結構與自發而多元的溝通同時兼顧批評的邏輯結構與自發而多元的溝通同時兼顧批評的邏輯結構與自發而多元的溝通。。。。 

根據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理念，批評邏輯的結構與客觀的認知是很重

要的。脈絡主義中的結構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理念亦著重學習以建構為先，且

可能由結構而延續到解構與重構之部分，其中客觀的認知扮演必要之角色。

亦即藝評之相關知識內容，以及分析、歸納、批判、與省思之認知能力實為

藝術批評教學之重要範疇。此外，脈絡主義中的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所珍視主

觀、個人的觀點、非高度結構之批評取向，以及開放而包容之溝通能力亦有

其不可忽視之重要性，這些皆可透過非正式會談、比較方式、與多元化教學

策略而達成。Barrett 之闡釋取向藝術批評亦呈顯描述中感情之角色，以及闡

釋中價值之因素，而且強調藝術品可引起多重之闡釋，闡釋目標並非要達到

單一的、全部的、統一的、與混合的闡釋。後現代藝術批評亦強調在作品與

作者之外，亦需重視觀看者之看法與脈絡。因此學院藝術批評教學須兼顧客

觀與主觀觀點之價值，認知與情意之均衡學習，以及線性邏輯思維與全面多

元整合思維能力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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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綜綜綜綜    結結結結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院藝術批評教學之理論，且特別針對形式主義、脈絡

主義、及其整合之應用等理論。具體而言，主要目的在闡釋形式主義藝術批

評教學相關理論，闡釋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以及探討藝術批評

教學模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本節將探討結果歸納如次： 

一一一一、、、、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方面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方面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方面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方面 

關於現代主義與形式主義觀點之發展，約自 1860 至 1980 年代之現代主

義藝術是指該期間之藝術創作風格與意識型態，源自文藝復興而復甦之「為

藝術而藝術」現代主義觀念，使作品之美感價值與其賴以表現之形式受到特

別之重視，故形式主義之藝術批評重點乃在評析形式本身之安排以及形式在

傳達意義上之運用。對形式主義發展過程中重要哲學家 Plato 與其追隨者都

認為美是藝術之核心。其後美的發展是由客觀品質逐漸轉變成主觀經驗，且

藝術與美之關係頗為密切。Hume 於十八世紀之著作對於後來的形式主義具

有影響力，涉及對作品現象、部分與整體之關係的客觀觀察、以及實際演練

與感受力之培養。十八世紀中葉美學一詞由 Baumgarten 提出後，感性認識

之功能與價值受到更多人之理解與認同，促使美感態度理論由此而開始，美

感態度與藝術形式相輔相成，且由此可從形式美中產生美感經驗。美感經驗

真諦之主張由 Dewey 而發揚了，其美感經驗理論之重點在於將「經驗

（experience）」視為感知者與對象物交互作用之關係。關於美與形式之重要

性，Kant 主張美是藝術的目標，且被判斷是美的事物都必須具有形式。

Bullough 之「心理距離」觀念承繼了 Kant 之理念，而強調觀賞者應該以超

脫方式凝視藝術品。而 Hegel 相信和諧的美，且主張真實的藝術讚揚人各種

不同之自由，且提供對自由、福祉、愉快的一種內在感覺。 

早期之現代主義畫家發展抽象藝術之形式，都對後來的形式主義有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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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Bell 受到 Kant 理論之影響，且認為再現與情感對藝術品之美感經驗無

所助益，而提出「審美的情感」與「有意義的形式」。Fry 主張人們對藝術

品之反應是對視覺要素彼此間關係（即形式）之反應，而不是對感覺、物體、

人、或事件之反應。Greenberg 的形式主義大部分是對藝術之材質特性之發

現與探討，包括一幅繪畫平的表面、它的形狀、畫布的結構支撐、顏料等。

1960 年代的 Krauss 特別注意結構主義對形式之貢獻方面；而 Fried 則延伸

形式主義且著重於極限主義的立體作品。Danto 關於現代主義之故事輒以巴

黎與紐約為中心而論述，並未注意到非西方之區域。此外法蘭克福學派的

Benjamin 所提出的攝影術造成藝術品被複製的問題，因此藝術品之「原創

性與真實性」即受質疑了，而藝術品皆可在各種環境脈絡中一再地被觀看，

且產生新的意義。 

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議題與應用方面，Pole 主張「形式」一詞之運用

有四種可能性：「形式相對於素材（matter）」、「形式相對於內容」、「形式相

對於無形式」、與「形式作為結構」。關於形式之運用，形式主義強調使用設

計的元素與原理，素材之操作涉及特殊媒材之精通，以及原創性之發揮。關

於藝術價值與形式主義之關係，激進派之主張為藝術價值是「侷限於」其形

式面向；溫和派則認為藝術價值「主要是」在其形式面向。形式與內容之關

係可歸納成四種意義：形式為內容表現之手段；形式與內容相關；形式即為

感覺之品質，也等於是外貌；以及形式等於作品本身，作品等於形式加內容。

雖然形式主義者認為審美價值完全與作品中形式有關，然仍有許多作品必須

超越作品本身而涉及脈絡方能理解。 

形式主義批評應用於現代藝術之實務方面，Fry 之批評方式係由形式開

始進行描述，其形式分析著重形式運用方式與其效果，且整合藝術史相關實

例之探討，同時基於形式而闡釋情意與意涵，評價也由此產生。Greenberg

批評焦點主要在客觀之形式上，且不討論主題或觀念，而且在形式要素中體

會之情感層面。 

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之優點包括：喚醒吾人更重視形式與藝術之自律性，

提昇藝評者之知覺敏銳性與層次，使藝評者與觀賞者對現代藝術更能了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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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使藝術批評理論更豐富且使藝術批評顧及更多層面，以及使藝術批評

有視覺事實之根據而避免過度主觀之闡釋。其缺點則包含：易忽略藝術形式

以外之面向而使闡釋內容受限，以及易形成排他性而影響其他藝術風格之發

展。 

二二二二、、、、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相關理論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脈絡主義之一般理論基礎中關於脈絡主義之起源，脈絡主義批評自十九

世紀中期以來在藝術批評歷史中即有顯著的發展。其興起主要源自對事物之

理解與探究方式之變遷、實證科學之脈絡研究取向，以及社會科學之態度與

方法等。脈絡主義之特質包括研究對象與其背景之廣泛性、考慮層面之整體

性、以及探究方法之科學性等方面。 

分析脈絡主義批評之類型與代表哲學家之觀點包括：藝術史之藝術批

評；意識型態之藝術批評，此涉及馬克思主義之藝術批評、女性主義之藝術

批評、地方主義之藝術批評、與後殖民主義之藝術批評；心理分析之藝術批

評。 

脈絡主義之貢獻在於脈絡主義使人瞭解創作必然受社會之影響；使人們

對原始藝術或其他社會之藝術更有同情心；以及讓人們之品味變成更寬容，

判斷標準變得更有彈性；刺激了西方對藝術之評價更寬容且更有耐性與包容

性；將藝術置於其自然的情境中，揭示純粹藝術是回應了人之需求；使人們

更能持相對論的方式觀看藝術。脈絡主義應用之注意事項包括：宜分辨作品

之起源、闡釋關於作品之內在事實、與進行評價；須注意作品之內無法以社

會的名詞去解釋之事物，且勿以社會相關的偏見而誤導解讀。 

視覺藝術的符號學分析乃在研究藝術作品如何清晰的呈現給觀看者，且

藉由觀看過程觀賞者能理解其所觀看的。符號原本就是模糊不清或不穩定

的，因符號是可以開放闡釋的，而且闡釋依賴著文化，如同依賴個人一樣。

符號之意義會隨著文化、闡釋者、與時間而改變，以符號學分析視覺影像時，

須對使用之符號學名詞清楚定義。 

脈絡主義涉及之結構主義學者 Lévi-Strauss 與其他脈絡主義者一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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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視為一種語言，他主張在我們的文化中，藝術之目的是去激起一種美感

反應，藝術應該有一種特殊的氛圍。對 Lévi-Strauss 而言，藝術是一種對圖

騰信仰的形式，藝術之功能是確保社會系統中不同階層所持之理念的可轉換

性。Lévi-Strauss 主張在神話、文化的象徵、與社會組織中心理的普遍結構，

不同的故事共享一個相似之深層結構，且其需要透過結構的分析來發現。以

Lacan 的觀點，主體是沒有一個中心的且具「缺乏」的特徵，個人的自律是

一種幻想。自我或主體是透過對「他者」之識別而建構。主體是依賴三個互

依之階層：象徵界、想像界、與真實界。Lacan 的思想影響藝術批評，包括

其「鏡像」、「注視」理論等。Althusser 認為意識型態非僅單純的反映這世界

之情況，若無意識型態吾人將無思考或經驗所謂的「實在」之媒介。 

Althusser 則堅持意識型態不能被誤解成一種對資本主義之「實在

（reality）」的簡單扭曲，意識型態是呈現個人對其真正存在情況之想像的關

係，意識型態不只簡單的反映這世界之情況，不論其對或錯，如果沒有意識

型態，我們將沒有思考或經驗所謂的「實在」之媒介，因此意識型態是必要

的再現媒介，透過此媒介我們將經驗與感覺到「實在」。Althusser 強調對所

有社會生活情況（從經濟到文化）的再現，從心理分析來強調意識型態是一

套透過無意識而形成之理念與信仰，與其他的社會力量（如經濟與機制）相

關。 

結構主義的批評與馬克思主義一樣皆拒絕藝術的獨特性，且皆主張無人

能免除於他們工作中時間與空間力量之影響。結構主義如同解構主義一樣是

尋找存在於外貌之下與超越外貌的多元意義，而後結構主義重視生活之自由

與不穩定的特質，以及拒絕相信藝術形式在基本上是統一的。後結構主義最

主要是個人的「去中心化」，亦即一個人的主體是由語言所結構而成，在社

會所限定之語言結構脈絡之外不能有統一之個人意識。 

Derrida 解構了「中心論述」而代之以「意義的完全自由遊移」，如此則

可免除被任何固定之事實所羈絆。Foucault 藉 Magritte 的「這不是一枝煙斗」

作品說明其混合繪畫的符碼與語言，它否定再現的真實性與對符號系統任意

性之瞭解。他認為 Magritte 之畫是「文本」對「文本」之關係，而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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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在」之關係。解構是在批判意義與闡釋，且尋求被邊緣化的意義受主

要意義壓制之方式，解構主義的活動不是探討傳統的闡釋問題：「此陳述或

意象意指何者？」而是問「其假設與前提為何？」其主張吾人在挑戰文本意

義結構之系統以前須先瞭解其假設與前提。 

關於脈絡主義所涉及之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觀點，後現代主義者不再受

限於形式主義慣例與現代主義之普遍性，後現代藝術家重視藝術中的寓言、

隱喻、與敘事，其藝術是諷刺地模仿當代文化。後現代主義者探討符徵與解

構意義，而產生許多相互關聯而迂迴的闡釋，因此藝術中沒有獨創性的理

念，意象永遠能夠被解構而呈現先前的構造與觀念。後現代理論賦予論述理

論最重要之地位，其用符號系統與該系統之符碼和論述以分析文化與社會，

然而大部分的後現代主義者並未將每件事物都化約成為論述或文本，而成為

語言的唯心主義者或泛文本主義者。此外，後現代主義藝術批評不只將焦點

放在藝術品或創作者，其亦將脈絡擴展到包括觀看者之相關脈絡，同時強調

宜對藝術品之社會與文化加以研究，以為判斷之依據，而且其亦使批評更為

有包容性。 

三三三三、、、、藝術批評教學模藝術批評教學模藝術批評教學模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方面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方面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方面式及其整合之可能途徑方面 

在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中，Feldman（1994）之關於藝術批評之

規範為：以視覺事實為根據，文字只是指針作用，完整觀看以獲得美感經驗。

Feldman 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包括四個部分：描述、分析、闡釋、與判斷。

Feldman 之藝術批評過程縱然具相當的教育價值，Prater 認為 Feldman 的模

式仍須加以修正以擴展其藝術批評的範圍，其提出之修正模式將 Feldman

的藝評四階段加以分類，並給與它們各不相同之目標，此修正模式對藝術作

品機能性面向（包含儀式與實用的）能有所評估，且注意到一些脈絡之問題。

此外，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教學觀點存在值得省思之問題：其易於忽略文化與

社會可能影響作品之面向，其易於輕視藝術作品之主題內容，以及易於忽略

藝術價值不等於審美價值等三方面。 

在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中，Anderson（1988）之結構主義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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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模式包含反應、描述、闡釋、與評價四個階段。其主張創造性闡釋，然

其必須有證據之支持，因此雖然在闡釋階段是著重脈絡之檢查而產生創造性

之意義，而亦需考慮作品內在要素。結構主義作品分析模式與形式主義之分

析模式相似處在於兩者都經過仔細觀察，描述與分析作品所表現之視覺品

質，才進入闡釋與評價階段，且兩者都遵循著程序性之步驟而進行。至於女

性主義藝術批評，其特色為：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大都是與女人相關之內容，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以敘事性之對話與討論作為策略，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是

主觀的與個人化的，女性主義的藝術批評是開放的、包容的、與個人參與的，

以及女性主義批評採取解構的態度。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教學之策略涉及非正

式會談、比較的策略、與多元主義的取向。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在教育中之應

用上宜確認藝術是文化與社會中一個有意義之要素與反應。女性主義者的批

評並非單一的方法而是利用許多批評之途徑，其焦點都是在瞭解藝術與社會

價值、意識型態、權力鬥爭、經濟、階級、性別、倫理、以及種族考慮之關

係。 

在 Barrett 闡釋取向之藝術批評模式方面，其藝術批評過程包括：描述

藝術、闡釋藝術、以及判斷，在上述批評的過程中 Barrett 特別注重闡釋階

段。Barrett 提出一些關於闡釋之要點，包括如下：闡釋必須注意到相同藝術

家在許多作品中之統一與變化；闡釋不必限於藝術家所企圖要呈現的；闡釋

可參考藝術家對其作品提供之洞察力；闡釋時不僅闡釋藝術家的個別作品，

還可包括其一生之藝術作品與思想；闡釋時宜瞭解任何單一闡釋皆未必能窮

盡藝術品之意義；闡釋影響藝術品之評價；闡釋往往將藝術品放置於哲學與

藝術的脈絡中；闡釋者對藝術家意象之選擇決定了對該藝術家品之瞭解。 

最後根據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理論與模式，進而發展整

合式藝術批評教學模式之概念架構，此架構總共分為三方面： 

（一）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模式或策略可交錯

與整合式運用。整合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策略中，面對形式

主義取向之藝術品（f）時，教學上可整合「以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

取向之藝術品（F + f）」與「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形式主義取向之藝術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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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之方式。面對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c）可整合「以形式主義理論批

評脈絡主義取向之藝術品（F + c）」與「以脈絡主義理論批評脈絡主義取向

之藝術品（C + c）」之方式。 

（二）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可調整批評步驟且整合形式與脈絡之觀

點進行適性之階段式教學，藝術批評教學時可依前述 Feldman 藝術批評步驟

之描述、分析、闡釋、與評價等步驟或階段而依序進行，然而亦能視情況而

彈性調整。比如可參酌 Fairclough 之方式，於學生觀察作品現象後可將其想

法自由發揮，而再依所談內容之特性放入描述、分析、闡釋、與評價等步驟

或階段之相應類別或位置，亦即初學之學生可能首先所言之內容屬闡釋階段

之範疇，而後才談描述或分析階段之範疇，教師可使學生先自由談論再於事

後整理歸納，且最後才使自己論述之邏輯重新修正得更合理而一貫。而且必

要時可如前述結構主義所論之將描述與分析同時進行甚至歸為一類或同一

階段，易言之，實際進行時描述與分析可同時整合探討。同樣地，必要時闡

釋與評價亦可能一起探討。藝術批評教師在引導學生進行描述、分析、與闡

釋時，可如前述第一項之形式與脈絡之整合式觀念，除注意形式要素、原理

與客觀視覺現象與其引發之直接感受外，亦能探討脈絡主義較關心之表現事

物、象徵、圖象、隱喻、寓言、敘事等之名稱、類別、意涵、以及議題涉及

之相關理論。在評價或判斷作品時，不僅須針對形式及其表現，亦應考慮前

述脈絡主義相關理論之參照對作品價值判斷之啟示。例如前述 Prater 之修正

模式對藝術品機能性面向之考慮，如儀式與實用的機能，亦可加入闡釋之層

面與評價之規準中。適性之階段式教學包括藉由初學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

已逐步熟悉藝術批評之步驟與概念；透過進階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以增進

學生之闡釋深度；以及經由精熟練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而探討關於意義與

價值之創新觀點。 

（三）整合式藝術批評教學強調整合客觀的認知層面與主觀的情意層

面，同時兼顧批評的邏輯結構與自發而多元的溝通。不論形式主義或脈絡主

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理念，皆重視學生認知與感受能力之增進。形式主義藝術

批評之學習需較多的關於藝術本質與美學之概念，脈絡主義藝術批評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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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依賴社會、文化、心理、政治、經濟…等相關知識，然而兩者皆要求學生

將情感與經驗之融入於作品中，並使知識、作品、與情意相互交融，由認知

與情意之相互激盪而使兩者能整全發展。學院藝術批評教學之方向宜朝向兼

顧客觀與主觀觀點之價值，認知與情意之學習結果，以及邏輯思維與多元整

合思維能力之發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學院藝術批評教學實務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實務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實務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實務方面 

（（（（一一一一））））藝術批評教學時可分別或整合形式主義與脈藝術批評教學時可分別或整合形式主義與脈藝術批評教學時可分別或整合形式主義與脈藝術批評教學時可分別或整合形式主義與脈絡絡絡絡主義之教學策略主義之教學策略主義之教學策略主義之教學策略。。。。 

藝術批評教學時面對不同取向之藝術品，宜了解前述形式主義與脈絡主

義之藝術批評取向之要義與功能。同時學院之藝術批評教師一方面須熟悉形

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藝術批評教學策略而可分別使用，必要時亦能兩者整合

運用。學院藝術教師透過整合式之藝術批評教學模式，較易引發學生發展有

根據之評論與多元創意之觀點。 

 

（（（（二二二二））））藝術批評教學策略既可彈性調整藝術批評之各種步驟藝術批評教學策略既可彈性調整藝術批評之各種步驟藝術批評教學策略既可彈性調整藝術批評之各種步驟藝術批評教學策略既可彈性調整藝術批評之各種步驟，，，，亦能善用亦能善用亦能善用亦能善用適性適性適性適性

之之之之階段式教學程階段式教學程階段式教學程階段式教學程序序序序。。。。 

 藝術批評之描述、分析、闡釋、與評價等步驟可依序進行，亦能整合

探討，同時形式主義藝術批評步驟與脈絡主義藝術批評階段皆可加以運用，

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藝術批評探討之內容與觀點亦可適時涵蓋，並啟發學生

主動探討。而且教師在引導學生時可依程度參考應用前述適性之初學階段、

進階階段、與精熟階段之藝術批評教學重點。 

 

（（（（三三三三））））藝術批評教教學之目標宜兼融認知之提昇與情意之發展藝術批評教教學之目標宜兼融認知之提昇與情意之發展藝術批評教教學之目標宜兼融認知之提昇與情意之發展藝術批評教教學之目標宜兼融認知之提昇與情意之發展，，，，啟發之方向啟發之方向啟發之方向啟發之方向

須兼顧批判思考之能力與多元溝通之態度須兼顧批判思考之能力與多元溝通之態度須兼顧批判思考之能力與多元溝通之態度須兼顧批判思考之能力與多元溝通之態度。。。。 

教師可透過啟發進行藝術品意義之建構、或解構與重構，而培養學生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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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思考與批判思考之能力，同時經由開放而包容之教學方式、或非正式會

談、比較方式、與多元化教學策略，而鼓勵學生尊重多元觀點，考慮觀看者

之脈絡，以發展自己的闡釋，且能重視藝術之體驗、溝通、以及批評中認知、

感情、與價值之角色，同時建立於藝術與相關領域中之同情與理性之溝通態

度，此皆為藝術批評學習之目的與價值所在。 

二二二二、、、、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研究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研究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研究方面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研究方面 

(一一一一)藝術批評教學之藝術批評教學之藝術批評教學之藝術批評教學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實徵研究實徵研究實徵研究實徵研究 

未來之實徵研究可基於本研究之理論基礎，進行質化之個案研究或行動

研究，探討不同階段之藝術批評學習者，經由某種藝術批評教學理論或模式

發展之課程，或透過整合學習方式，及藝術批評能力或整體（含認知、情意、

與態度）學習之情況與成效。此外，未來之研究亦可根據本研究之理論而發

展測驗或評量工具，經由量化研究方法，而評估本研究相關觀點或教學模式

在教育情境中之應用結果。 

（（（（二二二二））））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批評教學之批評教學之批評教學之批評教學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理論研究 

未來之理論研究可根據本研究已發展之理論基礎，針對個別之理論或整

體之理論，進行更廣度與深度之探討，如此將可以建構相關的或延申的理論

架構，甚或藉以發展新理論。同時亦能據以探尋其在學院藝術教學、或其他

學校層級藝術教學之應用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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