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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從探索當代藝術教育思潮之視覺文化為起點，分析歸納本研究課

程設計的理論依據，並整理分析廣告影像的理論以及相關實徵性研究。主

要分成四節：第一節探討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思潮；第二節討論視覺文化

與藝術教育課程設計之理論基礎；第三節探討廣告的內涵與相關之分析理

論；第四節則探討與廣告影像有關的實徵性研究，以作為本研究研發課程

之理論依據。 

     

第一節  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思潮 
 

一、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潮 

藝術教育思潮隨著時代背景的演變，產生不同內涵的改變。台灣早期

藝術教育界受到以兒童為中心學說影響，重視自我表現、創造力的價值，

代表學者如 Lowenfeld（1903-1961）、Read（1893-1968），演變到「以學科

為基礎之藝術教育思潮」（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 DBAE），

再進入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朝。郭禎祥（1999）認為，自從一九九○年之後，

國際藝術教育逐漸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因此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

下，專家學者們有感於台灣之藝術教育亦需因應社會文化環境的改變，故

國內之藝術教育思潮也逐漸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蘊含多重的意義，Jameson（1993/1998）認為，後現代文

化即為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商業文化）混合的成品。此時，所謂高級與

低俗之間堅不可摧的牆垣早已不復存在，各種形式、範疇與內容的藝術交

融混雜，難以追本溯源。如 Andy Warhol（1928-1987）、Wolf Vostell

（1932-1998）、 Robert Rauschenberg（1925-）運用 Coca-Cola等生活中熟

悉的廣告影像創作藝術品，商品成為藝術品的主題。迄今為止，藝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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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已成為後現代主義風潮下的現象。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在於：不確定

性、去中心、重解構、多元論（鄭祥福，1999）。此外，在後現代的社會，

人們不只是消費自身，而是消費符號，符號已經代替了物體本身（廖炳惠，

1994）。 

換句話說，在後現代的時代氛圍之下，無論是藝術或是文化，高級

（high）與低級（low），精英（elite）與通俗（popular）已不再對立，彼

此之間的疆界也已模糊化。各種藝術形式與內容交相混雜，難以找出藝術

的中心與源頭何在。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國內藝術教育界在面臨後

現代藝術思潮環境的轉變之際，需重新思考藝術教育的本質與功能。 

    台灣社會文化環境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而逐漸產生改變。現代 

人常常透過視覺影像（如廣告、電影、電視、網際網路等）與他人溝通、 

自我認同或是吸收知識。誠如Mirzoeff（1999）所說，後現代資本主義社 

會是一個以影像文化為主的社會，後現代消費社會使得人人皆身處在一個 

景觀的社會（spectacular society, p. 27）。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其他國家， 

全球都擁有共同的、顯而可見的商標，例如，Nike的閃電標誌、Starbucks 

的圓形綠標以及McDonalds’的黃金拱門。在消費文化脈動中，往往我們消 

費的是影像或是商品的附加價值，而非是真正商品本身。確實，在後現代 

的社會裡，我們時常透過無數的視覺影像，迅速地接近與了解他者（Jenks,  

1998）。因此，郭禎祥（2001）認為，未來藝術教育之課程主題應與學生 

實際生活息息相關，藝術教育工作者應當體認視覺文化與視覺符號的重要 

性，面對強大的影像力量應持以謹慎的態度，故新世紀之藝術教育應當關 

注影像本身的力量。 

由此可知，在進入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的藝術教育，面臨新世紀文 

化的衝擊當下，應該包含更全面而廣泛的內容。除了以往精緻藝術之外，

應探討多元文化的議題，諸如：社區取向藝術教育、環境主義、生態保護、

女性主義、大眾藝術、科技、景觀藝術等。無論是何種議題，實則多以視

覺影像形式呈現，於是與視覺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如 Freedma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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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未來的藝術教育將需要仰賴教導視覺文化，並且詮釋真實的社會議

題。而 Efland（2002）對未來藝術教育的願景就是：未來，藝術教育將為

視覺文化研究，並應將視覺文化納入課程內容。 

總而言之，由於科技資訊一日千里的發展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推波

助瀾，再加上國內外藝術教育工作者對 DBAE教育思潮的一種反思，重新

評估藝術教育的意義，因此提出將視覺文化融合藝術教育的主張，使得視

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結合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e.g. Ballengee-Morris 

＆ Stuhr, 2001；Duncum, 2000, 2001a, 2001b；Efland, 2002；Freedman, 1997a, 

2000a, 2000b；Tavin, 2000, 2003；Wilson, 2000, 2002, 2003；高震峰，2002；

郭禎祥，2001；趙惠玲，2001；劉豐榮，2001）。 

在本研究中，採用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潮中的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為主

要理論依據。因此，以下將對視覺文化的定義與範疇、視覺文化與藝術教

育的關係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二、視覺文化的定義 

「觀看先於文字；兒童在學說話之前，先學會觀看與辨識。」（Berger， 

1972, p. 7），我們觀看的方式乃深受我們的認知以及信仰所影響。而視覺 

的認知往往先於語言與文字，視覺所接觸之影像，更是塑造我們信仰與價 

值觀的源頭。因此，「觀看」成為人類接觸世界之基本方式。 

顧名思義，「視覺文化」也就是以視覺為主要感官，去看任何人類創 

造的可見物，以及相關的產品或是文化現象。然而，視覺影像乃是後現代

一種強而有力的表現形式，影像所擁有的優勢力量更是不容忽視

（Freedman, 1997a；Mirzoeff, 1999）。因觀看之道向來與意識型態密切相

關，影像在不同個體的解碼下，會產生不同的意義（Sturken ＆ Cartwright, 

2001）。今日許多資訊的傳播、流通，常常以視覺影像為主要的傳遞工具。

因此，吾人應該更了解我們如何與這些視覺影像進行互動（Rogoff, 2001）。

是故，視覺文化的研究探討視覺如何影響或是決定當代藝術、社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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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仰之建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 Barnard、Mirzoeff、Duncum三位學者對於視覺文化 

所下的定義，主要在於觀察人們與日常生活中之視覺影像互動的情形。 

 

（一） Barnard的定義 

Barnard（1998）認為，視覺文化的「視覺」所指為一切可見物，除此

之外，這些「視覺」應該賦有「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s）。更明確一點

來說，Barnard（1998）在定義視覺文化的「視覺」為何時，他認為不單單

是因為這些事物是看得見的（visible），而是這些任何被人所生產或是創造

的事物，還必須具有文化意義，並且包含功能性、溝通性、或是審美的目

的。簡而言之，Barnard（1998）定義視覺文化為：「任何人所生產、詮釋

或是創造的視覺，應該被賦予功能性、溝通或審美的目的。」（p. 18） 

 

（二） Mirzoeff的定義 

Mirzoeff（1999）認為，視覺文化討論的焦點為視覺如何創造意義。

視覺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誠如Mirzoeff（2001）所直言，「後現代主

義就是視覺文化（postmodernism is visual culture，p. 4）」。Mirzoeff（2001）

認為，現在人類的生活經驗比從前更趨向視覺化，視覺文化是每日生活的

視覺經驗，消費者經由各種不同形式的視覺事件中，像是繪畫、電視到網

路等科技介面，尋求資訊、內涵或是滿足（pp. 3-4），因此，在視覺影像激

烈呈現的時代，日常生活就是視覺文化（p. 125）。一言以蔽之，吾人面對

日常生活中充斥的視覺影像，就是視覺文化。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想見視

覺文化所囊括的研究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 

 

（三） Duncum的定義 

視覺文化這個名詞由「視覺」與「文化」組合而成，Duncum（2000）

以為，視覺文化意味著兩種意義，「視覺」指的是對於視覺產物（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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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facts）的關注，而視覺產物常常涉及符碼（codes）與知覺模式（sensory 

modes）（p. 133）。因此，重要的是吾人如何詮釋視覺影像的意義。此外，

Duncum（2000）認為，「文化」所指為重視視覺產物包括如何生產、傳播

與使用的情況（p. 133）。總結來說，視覺文化重視的是視覺影像的社會意

義，以及如何作為人類的態度（attitudes）、信仰（beliefs）以及價值觀（values）

的延伸（Duncum, 2001a, p. 107）。這也是藝術教育工作者在選取視覺文化

研究素材時，所必須考慮的重點。 

 

綜合來說，視覺文化是一種有關於文化的視覺描述，包含了所有人造

物或是具有視覺特色的環境。承上述，本研究為視覺文化下一個定義：「視

覺文化就是每天日常生活中，具有文化意義、功能性與溝通性的視覺影

像，並且能夠傳達人們的態度、信念、以及價值觀。」 

 

然而，由於 Duncum（2001a）認為任何定義都應該被視為是暫時的以

及可爭論的（p. 103）。舉例來說，現今要定義什麼是「藝術」，已經非常

困難，遑論面對領域既廣泛又多元的視覺文化，其實更難有單一、制式化

的架構或是定義以涵蓋之。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定義只是符合研究之訴

求，不應視為視覺文化之唯一定義。誠如Mirzoeff（1999）所說：「視覺文

化仍是一個成形中的概念」（p. 6），面對這樣尚在成形中的概念，其實是

很難產生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沒有確切的定義，

反而形成一個開放的思維空間，涵蓋無限的可能性。但是，從研究方向來

說，當吾人研究視覺文化時，無非是結合了「視覺」與「文化」兩大範疇，

以影像為研究重心，關注影像如何被製造與傳播？影像產生的背景為何？

影像在社會文化脈絡中的位置？觀者如何詮釋影像？最重要的是，除了精

緻藝術的作品之外，其他具有文化意涵的視覺影像皆可為視覺文化研究範

疇，亦可作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與教學的題材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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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覺文化研究範疇 

    根據上述三位學者以及本研究對於視覺文化所下的定義，可以發現視

覺文化所包含的領域極為廣泛，並且與吾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試以 Barnard（1998）、Freedman（2003）以及Walker ＆ Chaplin（1997）

所列之視覺文化範疇為說明，可作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

計的新素材，提供研擬課程與實施教學之參考。 

 

（一）Barnard（1998）提出的研究範疇： 

    街道與房屋傢俱、道路招牌、流行時尚、紡織、陶器、吹風機、刮鬍

刀、汽車、建築、花園設計、廣告、個人、公眾、團體及流行影像、電影、 

電視、電腦環境與遊戲、網路網頁、新聞與雜誌設計、印刷品、各種產品

包裝（p. 108）。 

 

（二）Freedman（2003）提出的研究範疇： 

    精緻藝術、流行電影、部落的面具、玩具、建築物、電視節目、人體

藝術、廣告、環境設計、漫畫（manga）、學生的藝術－包括學生所創作或

是使用的物體或是影像（p. 39）。 

 

（三）Walker ＆ Chaplin（1997）說明視覺文化研究領域： 

主要分成四大類： 

1.精緻藝術（fine arts）。 

2.工藝/設計（crafts/design）。 

3.表演藝術與藝術景觀（performing arts and arts of spectacle）。 

4.大眾及電子媒體（mass and electronic media） 

Walker ＆ Chaplin（1997）四大類之詳細內容，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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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產物領域 

文化產物領域 

 

 

 

 

 

 

                                        

  

 

圖 2-1  視覺文化四個研究範疇（Walker ＆ Chaplin, 1997, p. 33） 

精緻藝術          工藝/設計 

 

 

          視覺文化 

           的領域 

 

表演藝術          大眾 

與藝術景觀        及電子媒體

攝影、電影/影片、動畫、
電視與錄影、有線電視與
衛星、廣告與宣傳資料、
名信片與複製品、插圖、
雜誌、卡通、漫畫、多媒
體、光碟機互動程式、網
路、電視傳播、虛擬實境、
電腦影像。 

繪畫、雕塑、版畫、素描、
複合媒體、裝置藝術、 
照片文本、前衛電影與錄
影、意外或是表演藝術 
建築物。 

戲劇、動作、肢體語言、 
演奏樂器、舞蹈/芭蕾、 
選美盛會、脫衣舞、時尚秀、
馬戲團、嘉年華會與慶典、遊
行與閱兵、公共典禮如加冕
禮、遊樂場、主題樂園、迪士
尼世界、商場、電動遊戲、聲
光表演、煙火秀、照明與霓虹
燈、通俗與搖滾演奏會、迴轉
畫、蠟像館、天文館、大眾集
會、運動事件。 

都市設計、零售設計、團體
設計、標誌與符號、工業設
計、工程設計、插圖、圖表、
產品設計、汽車設計、戰爭
武器設計、交通運輸工具設
計、印刷品、木刻與傢俱設
計、珠寶、金屬加工、鞋、
陶藝、鑲嵌設計、電腦輔助
設計、次文化、服飾與流行、
髮型設計、身體裝飾、刺青、
庭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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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工作者可在參酌上述 Barnard（1998）、Freedman（2003）、

Walker ＆ Chaplin（1997）所提出視覺文化之研究範疇，作為以視覺文化

為核心之藝術教育教學範疇參考。但是，誠如趙惠玲（2001）建議，在台

灣欲實施視覺文化之相關藝術教育課程時，應檢視我國國情以及社會文化

現況，建構屬於台灣視覺文化研究範疇。就台灣當地視覺文化研究範疇而

言，則應當考慮台灣之社會現象，以及當地的視覺審美經驗，由於台灣是

個海島形國家，在歷史上經歷多次政治主權的更迭，在文化認同方面呈現

出糾結的情感。相對地，對於外來的文化卻有相當高的接受程度。因此，

除了 Barnard（1998）、Freedman（2003）、Walker ＆ Chaplin（1997）三

位學者所提出的研究範疇之外，研究者試著將台灣當地的視覺文化研究範

疇舉例如下，以供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教學範疇參考，主要分成

三種類型： 

 

第一、本土型 

    媽祖誕辰節慶文化（高震峰，2002）、檳榔西施、夜市文化、全天撥 

放的新聞節目、綜藝節目、連續劇、台灣本土設計之 RPG遊戲軟體（如仙 

劍奇俠傳）、布袋戲、廟宇建築、國家公園自然與人文景觀⋯⋯。 

第二、外來型 

哈日風---包括流行的日本偶像劇（e.g. 李天鐸、何慧雯，2002；邱 

埱雯，2002）、日本漫畫（e.g. Wilson, 2003；徐佳馨，2002；陳育淳，2002）、

日本動畫（例如神隱少女、名偵探柯南等）、流行商品（邱魏頌正、林孟

玉，2000）、手機⋯⋯ 

哈韓風---韓國戲劇、音樂、服飾⋯⋯。 

第三、全球文化型 

Starbucks 的速食咖啡文化、Coca-Cola 文化、Nike 運動流行風、 

McDonalds’速食文化、Disney動畫（如美女與野獸）、行銷全世界的好萊

屋電影或是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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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構思台灣視覺文化研究範疇時，感受到此研究範疇，永遠有持

續增加的可能性，更加難以找出邊際所在。在選取教材方面，趙惠玲（2001）

認為，擷取視覺文化課程教材的兩大原則，即為教師與學生的視覺審美經

驗，亦即省察自身的審美文化，與包容他者的審美文化。是故，當吾人在

選取與視覺文化相關之藝術教育課程與教學內容時，應當考慮教師自身的

興趣、學生所關注的焦點，從吾人日常生活中所感、所知、所關心的視覺

影像著手，將可串聯起師生日常生活經驗與教學內容。 

 

四、藝術教育與視覺文化 

無所不包的視覺文化，強韌的生命力幾乎涵蓋我們日常生活各個層

面，藝術教育與視覺文化的結合所勾勒出的新面貌，值得吾人進一步探

索、深思。 

 

（一）探究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關係 

    當藝術教育領域興起視覺文化研究之後，Wilson（2000）曾嘗試為藝

術教育與視覺文化繪製圖表，他形容藝術教育為枝幹分明，脈絡清晰的

樹；而視覺文化則是有如地下根莖，其所引發的議題有如地下根莖般向邊

緣處不停地延伸。此外，Wilson（2003）認為，流行的視覺媒體以及藝術

特徵的不斷改變，藝術教育也應該隨之調整，無疑地，視覺文化使得藝術

教育研究的領域更加開闊。視覺文化將為未來的藝術教育帶來新的衝擊，

需要藝術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藝術教育教學內容。 

 

（二）視覺文化拓寬藝術教育的研究範疇 

視覺文化研究的範疇極為廣泛，一如 Mirzoeff（2001）所言，在視覺

影像激烈的時代，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視覺文化。換言之，我們的學生不

可避免地生活在視覺文化的環境之中，例如，台灣日常生活中滲透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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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廣告影像、兒童繪本、漫畫、美日風格之卡通影集、網路、電動遊戲、

McDonalds’的附屬玩具等等。這一切學生每天觸目可及的視覺影像，真真

實實存在於學生的生活之中，卻往往在教育體制與博物館範圍之外。學生

自發性地從這些生活中的視覺文化學習，獲得滿足、認同感，建構一套屬

於自己或是同儕的價值觀。由此可知，視覺文化已不是學生生活的一部

份，而是學生每天的日常生活了。因此，Wilson（2002）認為，視覺文化

提供機會讓藝術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或是拓寬學生所製造與使用的影像。 

我們應當思考的是，視覺文化怎樣影響藝術教育課程呢？如何整合視

覺文化的內容進入藝術課程呢？此時，有許多藝術教育者開始嘗試研究電

視、速食餐廳、旅遊景點、主題遊樂園（Duncum, 2000）、廣告影像（Freedman, 

1994）、商業文化（Pankratz, 2001）以及購物中心（Stokrocki, 2001）等當

代的文化議題。藝術教育在視覺文化的衝擊之下，藝術教育的研究範疇已

經逐漸開拓。 

 

（四） 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結合的新面貌 

    在 DBAE藝術教育思潮的時代，我們將藝術教育的視野著重在精緻藝

術。Featherstone （1991）認為，「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關注的是當代社會日常生活中充斥快速流通的符號與影像

（p. 67）」。因此，Duncum（1999）認為，每天生活的審美經驗常常比精緻

藝術，更能夠塑造我們的自我認同感以及觀看世界的方式。由此可知，視

覺文化與吾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應該採取

更廣泛的審美教育範圍。 

    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交融，可能會產生何種面貌？課程會受到什麼

影響？究竟如何落實於教學之中？皆為藝術教育工作者所關心的焦點。

Duncum（2002a）提出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簡

稱 VCAE）這個名詞，並說明其對於兩者結合的看法，研究者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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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視批判性的藝術創作：VCAE質疑傳統的教學模式，過去學生只能反 

芻教師固有的意識型態，而難以將自己所學轉移到校外自己的生活之 

中。而 VCAE建立在批判教育學的架構上，鼓勵學生自己探索作品意 

義；屬於 VCAE之藝術創作更是希望學生找尋自己獨一無二的思考方 

式。 

2. 面對當代視覺影像：視覺文化重視藝術世界以及學生自身的文化經驗， 

需要直接面對主流社會之視覺影像，並且必須敏銳地探討視覺影像， 

藝術批評的方法可供視覺文化課程參考。 

3. 跨文化研究：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說，觀眾會因為不同國家、文化傳統 

或時代需求來詮釋影像，因此詮釋方式是多元化的。在這過程中，影 

像往往會因此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如McDonalds’對部分國家而言代 

表既便宜又快速的食物，對某些國家而言，卻可能是象徵較高地位。 

4. 美學與社會議題：「美學是一個社會議題（aesthetics is a social issue，p.  

10）」。藝術課程本來與價值、信仰、態度等息息相關，因為學習創作 

影像，無論是規劃購物中心、主題樂園，與繪畫同樣需要美學的考量。 

因此，一個視覺文化課程應當研究意識型態如何透過美學意義運作， 

或是美學如何形塑意識型態。 

 

視覺文化為藝術教育勾勒出的新面貌，仍在成形中，尚未有一個明確

的定論。本研究在其餘的章節嘗試從批判教育學、統整課程設計理論、符

號學、馬克思主義、媒體識讀研究等領域之探討，以建構本研究課程設計

之理論基礎。在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融合之下，無論是針對影像或是藝術

創作，都應當教導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敏銳地覺察、分析生活中的視覺

影像，Wilson（2002）認為，藝術教育應當在藝術課程內容與學生的興趣、

生活之間，創造有意義的連接網絡，使學習成果成為具有互通性的網狀系

統。因此，觀看之道（practices of looking）不應是被動的消費行為，積極

主動的解讀有助於我們影響影像的意義，以及使用影像豐盈我們每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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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Sturken ＆ Cartwright, 2001）。 

就台灣現況而言，教育部推動九年一貫教改課程，使得「藝術與人文」

走向跨領域學習的統整課程，重視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強調藝術、文化

以及生活的結合，以生活為中心（教育部，2003）。然而，視覺文化包含

我們一切日常生活，與社會現象緊密相連，生活中無數視覺文化產物，常

以視覺影像向大眾傳輸價值觀。因此，視覺文化應用於藝術與人文課程，

將有助於培養學生視覺文化素養，並思考以視覺審美經驗作為串聯視覺藝

術、音樂以及表演藝術的視覺文化統整課程之可能性（趙惠玲，2001）。

視覺文化統整藝術與人文課程為將來可能的研究方向，但是視覺文化與藝

術教育的融合，仍有需要再深思考慮的面向。 

 

（四）視覺文化融入藝術教育需要考慮的面向 

當代的藝術、媒體與文學理論，漸漸傾向於把焦點放在符號上，而影

像也被視為具備文本的功能，這些理論認為觀眾依據自己個人生活的經

驗，多元化詮釋符號或是影像，並自行建構意義（Freedman, 2001）。然而，

多元化的解讀方式需要其它學門專業知識的支援。 

    融合視覺文化的藝術教育需要跨學門找尋新的養分，以作為課程設計

之理論基礎。如同Walker ＆ Chaplin（1997）提到的學門，如：藝術史、

女性主義藝術史、設計史、建築史、人類學、批判教育學、批判理論、文

化研究、語言學、文學批評、媒體研究、現象學、心理學、後殖民理論、

符號學（p. 3）等。如此一來，教師所需學習的專業知識勢必增加。因此，

教師除了原本專業的視覺藝術訓練之外，對於其他學門需加以涉獵。畢竟

知識的面向是多方向的，應該利用其他學門開拓藝術教育的視野。教師可

先從自身有興趣的視覺文化題材開始，以點滴匯集成河流的方式，累積個

人知識。此外，師資培育機構在課程內容上，亦當因應台灣社會環境以及

藝術教育的改變而有所調整。 

此外，視覺文化非常重視社會與文化研究，使得有些學者擔憂藝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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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將淪為社會研究的附庸（Eisner, 1994；Stinespring, 2001）。然而，藝術

與藝術教育豐盈我們的生活，使生命更有意義與價值，藝術教育又豈能置

身於社會現況之外呢？趙惠玲（2001）認為，視覺藝術的可貴之處，在於

反映或批評創作者身處的時代，與社會產生互動，是故，視覺藝術不應置

身於社會脈動之外，而應放棄學科間的本位意識。除此之外，劉豐榮（2001）

提出，因為藝術教育善於探討價值、世界與文化的課題，並能透過非語言

的方式，對文化內涵提供真實的知覺，故藝術教育在解決文化問題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因而文化議題也就成為近年來藝術教育關注的焦點。Duncum

（2002a）則是認為，藝術本來就與價值觀、信仰與態度相關，一個視覺文

化課程需要探討意識型態與美感價值相互運作的關係（p. 10）。 

若是從學術研究的層面來看，視覺文化並非排除 DBAE 藝術教育理

論，視覺文化仍然涵蓋精緻藝術的範疇，只是精緻藝術不再獨占鰲頭；此

外，就實際教學層面來看，教師在安排課程內容時，無論是藝術創作、鑑

賞、批評、美學或是視覺文化的內容，都應該適時安排於課程之中，讓藝

術教育課程內容趨向多元化。 

 

（五）結語 

    視覺文化產生無遠弗屆之影響力，已經不容許藝術教育工作者忽略。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傾向跨學科的研究，甚或達到社會重建的功

能，學生從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將自身生活經驗整合到課堂教學，如此一

來，學生能夠成為具有批判性的觀者，並能自己創造影像的意義（Tavin, 

2000）。因此，藝術教育工作者如何幫助學生批判性的解讀視覺文化影像

與符號，成了現今藝術教育工作者需要思索的問題。 

此外，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特色，而視覺文化屬於國外的理論，這個國

外理論是否適用我國國情以及藝術教育現況？則是台灣藝術教育工作者

所需慎思的部分。實地觀察台灣藝術教育現況之後，Wilson（2002）認為，

台灣課程首要應該從台灣本土的角度出發，取材自全球或是國際，從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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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從流行視覺文化、教師的興趣以及學生的興趣等等（p. 13）。同

時，國內學者郭禎祥、趙惠玲（2002）也提出呼籲，視覺文化為外來的研

究理論，台灣的藝術教育工作者應透過台灣在地消費文化的視覺影像，如

流行時尚、廣告、電影、電視、網際網路的解讀與詮釋，為台灣視覺文化

研究紮根，建立屬於台灣本地的視覺文化理論。 

    基於上述視覺文化理論依據，本研究擷取視覺文化領域中屬於大眾及

電子媒體部分之廣告影像作為課程設計的主題，研發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

藝術教育課程設計，期望學生學習解讀日常生活之廣告影像，並帶著懷

疑、好奇的眼光解讀廣告意涵，以成為具有自主意識的影像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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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理論基礎 
 

    本節主要探討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理論基礎。分成三部

分進行討論，依序為批判教育學理論、統整課程設計理論、以視覺文化為

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等，以奠定本研究課程設計之理論基礎。 
 

一、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 

    批判教育學源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Burbules 

＆ Berk, 1999；Boyce, 1996；張文軍，1999），批判教育學成為後現代教 

育思潮之一。 

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否定一切理論體系化的必要，主張一種「開

放性的辯證法」，認為世界在永恆的運動中，以追求不斷發展的真理為目

的（高宣揚，1991）。批判理論共同的假設為：所有的思想都與權力關係

密切，權力關係是社會機制的組成分子，事實與價值觀深受意識型態影

響，壓制的基礎是既得利益者的知識符號與實踐的再生產，批判教育學則

是從不同視角解釋教育的各種現象，並且剖析教育中與以上假設相關的問

題（張文軍，1999，p. 97）。 

批判教育學批判每日生活之大眾文化，以促進社會正義為目的，視覺

文化著重分析或詮釋，在社會結構如何建構吾人視覺經驗（Tavin, 2003）。

因此，本研究採取批判教育學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的理論

基礎。 

 

（一）批判教育學的概念 

    批判教育學並非一種教學方式，而是一種理念或態度。批判教育學著

名學者有 Paulo Freire（1921-1997）、Henry Giroux（1943-）、Ira Shor（1945-）、

Peter McLaren（1948-）、Bell Hooks（1952-）等人。首先倡導批判教育學

的 Freire 反對學校教育與課程淪為社會階級再生產的工具，是故，Fre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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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提倡提問式對話（dialogue），以培養自覺的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並作為開放練習（liberatory praxis）的開端，因此，批判

意識是需要練習的（Boyce, 1996；Burbules ＆ Berk, 1999；張文軍，1999）。

其中自覺的批判意識為批判教育學核心概念之一。避免堆棧式教育堆積知

識，而應藉由師生平等之對話關係，促使師生共同思考以解決問題。 

    Giroux（1991）指出，批判教育學把學校建構為一個民主開放的空間，

重視學校邊緣與中心的權力分配現象，關心種族、階級、性別的問題，尊

重不同族群文化的差異性，並且藉由打破學科界線、建立跨學科知識。除

此之外，質疑精英主導的價值體系，懷疑知識如何被傳授？或是如何生產

隱藏的知識？如何維繫權力結構（Yokley, 1999）？換言之，批判教育學企

圖破除社會文化中不平等的現象，關心學校組織與性質，否定單一體系，

提倡多元化與社會平等的思想。 

為了達到社會平等的理想，Giroux（1991）以為，需要一個批判性的

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與可能性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以實

踐批判教育學。此外，批判教育學改變了教師的角色，Giroux（1988, 1991）

認為，由於教師擁有特殊的政治與社會位置，且必須教導社會之意識型態

與社會常規，故教師被視為文化工作者與轉型的知識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因此，批判教育學將提供學生與教師重新思考自身經驗，並

且能夠主動懷疑與建構知識。總而言之，批判教育學試圖將人們從一切理

所當然的社會習俗、價值觀、信念的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使人們得到自

由的發展（McLaren, 1996；張文軍，1999）。 

    由此可知，批判教育學追求的是開放自主的學習環境，質疑主流系統

的意識型態、知識與價值觀，重視師生平等關係與互動式對話的求知方

式，以達到師生自我檢視的批判意識為目的，最終希望學生成為具有批判

性、自省意識型態的公民，期望一個平等、自由解放的社會，以實現重建

社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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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批判教育學極為相近的概念為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溫明麗

（2002）認為，批判思考的核心為「辯證」的精神與方法，而批判思考反

對任何意識型態的箝制，必須時時反省自身價值觀，靈活運用所學知識，

是故教師應運用批判思考教學，以引發學生自主性的思考為鵠的。此外，

Burbules ＆ Berk（1999）以為，批判思考的技巧應納入教學與學習的過

程中，鼓勵學生成為「知識的批判性消費者」，自發性尋求理由與證據。

因此，批判思考被視為一種技巧、能力或是傾向。再者，依據 Burbules ＆ 

Berk（1999）的設想，認為批判教育學提倡革新，反對社會上制式化的功

能，追求社會正義與平等，但是，批判思考與批判教育學都重視提昇人們

的自覺意識、強調批判力（criticality），批判力需要邏輯性與分析性技巧，

學習「解碼」（decode）以發現事情的真相與隱藏的意義，並且進一步詮釋、

創造意義。因此，教導視覺文化課程，希望學生擁有批判力，能夠對每日

所見之視覺影像有所警覺與反省。因此，視覺文化與批判教育學關係值得

本研究深入探討。 

 

（二）批判教育學與視覺文化的關係 

    批判教育學重視權力、意識型態關係之論述，並挑戰社會不公平、歧

視與壓迫形式。近年來，批判教育學也從學校課程政治性的關注，轉移到

日常生活無所不在影像之文化研究，並擴大的課程研究的範疇，強調培養

學生對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尤其是在資訊充斥及媒體當道的後現代，應

加強批判商品化現象與被文化媒體所箝制意識型態影像（章五奇，2001）。 

    批判教育學與視覺文化具有許多共通點，如：皆反對保守的系統與非

民主之制式化結構，挑戰維持不平等與霸權關係的主流典範；覺察、分析

與批判政治、社會與經濟如何構成我們對世界的經驗（Tavin, 2003）。因此，

批判教育學與視覺文化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視覺文化研究包含了大眾文化，在批判教育學領域，Giroux對於大眾

文化有深入而廣泛的研究，以 Giroux對於大眾文化的研究為例，他曾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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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Benetton 廣告影像探討消費社會型態的轉變（Giroux, 1994）；也以

McDonald’s為例，說明廣告商運用影像與音樂，以銷售漢堡與薯條，其他

諸如 Benetton、Reebok等商家，無一不利用新興電子媒體影像，塑造年輕

人內心的渴望與認同感，並以購買該產品來象徵一個年輕族群（Giroux, 

1996, pp. 72-73）；此外，他以文化研究的觀點，對於 Disney理想世界與文

化進行分析（Giroux, 1994, 2000）。後現代教育思潮中，文化研究逐漸成為

趨勢，大眾文化重新被定義，批判教育學也不再囿於階級壓迫的觀點，擴

充到種族、性別等多元文化議題。綜觀 Giroux的研究，實則希冀運用批判

性的觀點，幫助學生學習如何使用與閱讀新興媒體技術，以批判性的對話

教育進行教學，並且檢視自我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此點可供研究以視覺

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參考。 

後現代的消費社會，影像隱含的意義勝過千言萬語，視覺文化的議題

能夠引發不同性別、階級學生的討論，因為視覺影像是我們生活的一部

份。批判教育學中探討大眾文化之媒體研究，由於學生置身於影像、聽覺

等文化之中，這些媒體主動產生特殊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改變了閱聽者

的文化、知識與認同等觀點（周珮儀，1999）。換句話說，大眾文化在有

形與無形之中，已經成為社會知識的來源之一。學生從中尋求認同，其中

以媒體研究影響最為深遠。視覺文化包含大眾文化之媒體研究，因此，本

研究以廣告影像為研究內容，可以說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方向。廣告影像可

以說是大眾文化中媒體傳播工具的重要形式，也是視覺文化研究的一項重

點，已有許多學者察覺到廣告影像滲透吾人生活之影響力，進而分析研究

廣告影像（e.g. Barnard, 1998；Freedman, 1994；Freedman ＆ Wood, 1999；

Niblock, 2001；Sturken ＆ Cartwright, 2001；Walker ＆ Chaplin, 1997）。 

依據 Kellner（1991）的觀點，認為廣告具有無所不在的特性，堪稱一

個重要的社會文本，廣告描繪出社會現有的商品、消費方式、生活型態、

當代價值觀、性別角色、流行時尚、並提供新資訊，因此，特別值得加以

描寫、詮釋以及批判。視覺文化強調的是解讀生活中的視覺影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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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影像蘊含的豐富符號與象徵意義，更需要學習如何批判性地解讀影

像，並且找出影像、文本、社會趨勢與商品之間的關係。因此，Kellner（1991）

認為，要學習批判性地解讀廣告影像，就要運用批判教育學的批判的語

言，學習解構的技巧、瞭解廣告如何影響與塑造它的觀者。 

然而，解讀大眾文化的方式是複雜而多元的，應瞭解大眾文化如何形

塑學生的經驗與教育，大眾文化的課程使得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不

再對立，因此，大眾文化應該被納入課程內容（周珮儀，1999）。研究視

覺文化之廣告影像於藝術教育領域時，可參酌批判教育學之概念，豐富藝

術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內容。 

 

（三）應用批判教育學於藝術教育 

    批判教育學與視覺文化皆具有跨領域（transdisciplinary）的特色，使

藝術教育跨越學科之間的邊界，並且把研究焦點放在每日生活領域。前者

促使學生評論大眾文化，以促進民主過程；後者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以瞭

解或挑戰透過影像所建立的現象（Tavin, 2003）。同時，批判教育學可解讀

藝術作品，亦可辨讀電影、廣告、印刷品等大眾文化影像。在教學與學習

過程中，師生可以共同探討權力、知識、意識型態等問題。然而，藝術作

品與視覺文化影像蘊含豐富的象徵符號，會因不同詮釋而產生不同的意

義，是故學者認為應將批判教育學應用於藝術教育領域（e.g. Duncum, 

2002a, p. 7；Muri, 1999；Tavin, 2003；Yokley, 1999；高震峰、陳秋瑾，2002）。 

運用批判教育學於藝術教育領域，Tavin（2003）認為，可幫助學生分

析與詮釋大眾文化之政治、社會或是經濟等特殊議題。Yokley（1999）指

出，應提倡教師與學生以辯證、懷疑的對話方式一起發現知識，師生成為

互動合作的關係。因此，如何選取視覺影像，成為決定課程主題與內容之

重要因素。然而，視覺文化將影像視為文本（text），加以分析探討影像形

成元素與產生原因，以及影像本身潛在的意義、訊息與價值觀，一如施良

方（1997, pp. 277-278）所舉 Giroux之語文教學例子：反對傳輸式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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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閱讀－解釋－批判的三個步驟；首先，使學生「閱讀」作品的文化符

號，瞭解作者如何應用符號，對作品加以概述與擴充；其次「解釋」是在

閱讀的同時，對作品加以評述，並聯繫其他課文進行分析，促使整體認識，

學生應認清自己的主體地位，充分去闡釋；「批判」則是學生運用自己的

經驗評判課文，分析其缺點，確定作者意識型態的真正受益者，考察權力

結構促使作品產生的因素，以形成學生獨立批判思考能力。 

簡言之，批判教育學強調教學過程中的批判與質疑，重視討論與批判

性的分析，上述三個層次的語文教學，與藝術批評的描述、分析、解釋、

判斷四個階段之內涵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作為解讀電視廣告影像之參考。 

 

二、統整課程設計理論 

    課程設計的理論與模式眾多，然而，近年來，資訊流通快速，統整課

程幫助學生將知識化零碎為整體的觀念，俾使知識能夠活用，成為教育界

一股新趨勢。本研究之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可參酌統整

課程設計理論，以作為研發課程設計之參考。 

 

（一）課程設計的意涵 

    課程設計具有豐富的面貌，對於課程的定義也因人而異、眾說紛紜。

過去定義課程，往往傾向教學計劃的內容，而現在的課程專家則是以整個

學習的情境來定義課程（黃光雄，1996）。 

    然而，課程設計係指課程因素（如時間、教學策略等）的安排，課程

設計重視成品，是決定過程的最後產物（黃政傑，1991）。廣義的課程設

計近似於課程發展，包含目標、選擇、組織與評鑑之總和；而狹義之課程

設計接近課程計劃範圍，一是指定目標、選擇內容及組織三部份，二是指

選擇內容與組織兩部分（黃光雄、楊龍立，2001，p. 79）。顯然地，課程

選擇與組織是課程設計必備的部分；質言之，課程設計乃是指決定課程目

標，選擇課程內容與學習經驗、建立課程組織與架構、以及課程評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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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應考慮影響課程的相關因素，需對課程因素加以選擇與組

織。一般說來，課程因素包含了目標、內容、活動、評鑑、時間、空間、

教學資源、學生組織、教學策略、以及教師專長等，此外，學生的需求與

興趣、社會活動、學校文化、課程意義、教師能力等問題，皆是進行課程

設計所需考量的相關因素（黃政傑，1991；黃光雄、蔡清田，2001）。 

    課程設計的本質在於實踐教育理念，達成教育目標。因此，課程設計

在教育活動中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一如 Jacobs（1997）所言，每一位

教師都應有能力建構自己所需要的課程，規劃課程設計時應考慮一個「大

的圖像（Mapping the big picture）」。再者，為了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意義，

藝術教育學者也開始提倡統整課程（Parsons, 1998；Krug ＆ Cohen-Evron, 

2000；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ETAC mentors, 2002；陳瓊花，2001）。此

外，就國內藝術教育現況而言，郭禎祥、趙惠玲（2002）指出，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教改強調課程的統整，再者，視覺文化統整課程重視以視覺經

驗作為串聯各科別的基礎，具有跨領域之統整特質。是故選取統整課程設

計為本研究之探討重點。 

 

（二）統整課程設計意涵 

    黃政傑（1991）認為，課程設計的統整，係指科目之間、科目與活動、

學校課程與校外生活之間的聯繫，而課程統整的重要性則在於整合學生分

割的學習知識，將各個領域的學習統合起來，產生關聯性，增加學習的意

義與效度。 

    然而，統整課程係指課程設計或是課程組織的一種方式，需要全面而

整體的考量，才能稱之為統整（林佩璇，2002）。研究者整理 Beane（1997）

認為統整課程應當考慮四個向度，茲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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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驗統整（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s） 

人們對於世界或自身的觀念，多半是藉由信念與價值等經驗的建構所

得，成為處理未來問題的資源。因此，幫助學生組織課程經驗、知識以及

學生原有的意義系統，才能將零碎的細節統整為易於理解學習之整體觀

念。 

 

2.社會統整（Social integration） 

學校之目的，在於提供社會中不同特色與背景的年輕人可分享的教育 

經驗。因此，課程應該就個人與社會議題加以規劃，師生共同合作與實施， 

使知識統整，並建立一個民主的教室環境，以作為社會統整的情境。 

 

3.知識統整（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知識本身是沒有學科界線的。知識存在於真實問題與情境脈絡之中，

統整與運用知識，使之成為解決真實問題的工具，才是統整課程觀念之下 

的深層意義。 

 

4.統整即為課程設計（Integration as a curriculum design） 

統整一詞係指特定種類之課程設計。統整課程具備的特點，如下所述： 

（1）課程應該對個人與社會有意義的問題加以組織。 

（2）組織相關的學習經驗，俾使知識統整於適宜的脈絡之中。 

（3）知識的發展應當強調當下的學習，而非為了考試或是升級做準備。 

（4）強調實際方案與行動，增加學生將統整課程經驗融入他們自身的意 

義系統的可能性。同時，讓學生親身體驗解決問題的民主過程。 

 

此外，Beane（1997）認為，統整課程另一個重要的概念便是：學生

應當參與課程計劃，學生參與規劃其個人經驗成為課程設計之一個重要層 

面（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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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需要判讀每日生活中能夠傳達信

念、態度與價值觀的視覺影像。而 Beane（1997）認為，統整課程著眼當

前的生活，加深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了解。因此，統整課程重視經驗統整

與社會統整，與視覺文化課程重視個人生活經驗與結合社會脈動的觀點契

合，並呼應後現代教育思潮關注社會議題等特色。再者，知識的統整打破

學科界線，與視覺文化跨領域的特質相近。因此，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

術教育課程設計，可參酌統整課程設計模式作為理論基礎。 

 

（三）統整課程設計模式 

    由於台灣九年一貫教改活動的推行，重視提昇學生之統整能力，統整

課程儼然成為一種趨勢。然而，課程統整不應該流於表面上的統整，應重

視內容本質上的統整。當吾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研發設計藝術教育統整

課程時，必須瞭解統整課程相關概念，並對統整課程的適用情形與限制做

出相關評估，以免流於為統整而統整，僅有表面上科目的統整，而失去統

整課程的真正意義。 

    本研究採用 Drake（1998/2001）對於統整課程之概念，以作為統整課

程設計之參考。 

 

1.統整課程的概念 

    多數課程專家認為，統整課程應是一個連續性的課程概念，Drake 

（1998/2001, pp. 26-27）提出六種統整課程的概念，茲描述如下： 

 

（1） 傳統（Traditional）：以單一學科或領域進行教學，如國語、數學、

社會、美術等。 

（2） 融合式統整（Fusion）：找一個共同關心的主題，安插到不同學科教

學。如融合環境議題，於美術、地理、生物等科目中。 

（3） 科目內統整（Within one subject）：在同一科目領域內統整次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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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如陳瓊花（2001）所言，視覺藝術中藝術批評與美學之統整、

創作與鑑賞之統整，即為科目內統整。 

（4） 多學科統整（Multidisciplinary）：透過一個主題或是議題連結若干 

學科，促使學生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作連結。統整各個領域知識以 

解決生活問題，學科與學科之間具有密切關聯（黃譯瑩，1998）。 

（5） 跨學科統整（Interdisciplinary）：以超越共同主題或議題的方式， 

建立學科之間內部的連結，連結課程的方式可能是透過一個引導的 

問題、共同的概念，打破了學科的界線，融合學科的知識。 

（6） 橫貫學科統整（Transdisciplinary）：超越學科界線，在規劃過程中， 

不從學科出發，而是從真實的生活脈絡開始，學生為提出問題者與 

研究者，學科已經隱藏於學習之中，此種模式重視學習者個人的成 

長與社會責任。 

 

多數課程專家認為課程為一個連續性的概念，也就是說從低層次的統

整（如融合式或是科目內統整），逐漸發展到高層次的統整（如跨學科或

是橫貫學科統整）。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科目都適合統整，就數學或是自

然學科而言，必須由淺入深的學習，並非僅以統整課程就可以達到教學成

效。就台灣學校藝術教育現況來看，統整課程運用於實際教學層面，一個

學期只要有一到二個的統整式課程已經足夠。在建構學生基本能力之外，

再以統整課程的方式聯結學生學習知識，倘若只是為統整而統整，也許可

能適得其反，使得學生所學知識更加支離破碎。 

然而，Drake（1998/2001）認為，在統整課程的學習過程中，統整的

方式繁多，絕對沒有一個可以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可供依循，因此，難以

發展一套統整課程，以適用於不同教師在不同教學環境皆可使用（p. 13）。

由此可知，設計統整課程時，不應削足適履。實應視教學環境與學生特質

等相關因素，適宜地調整統整課程模式。本節以跨學科統整課程模式作為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藝術教育課程設計之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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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統整課程模式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以「廣告」為主題，偏向跨學科統整模式。因此， 

主要參考以主題式統整模式，以及採用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的跨

學科概念模式。因此，針對這兩種統整課程模式，作深入說明。 

 

（1）主題式統整課程模式 

主題的來源 

選擇一個主題來設計課程，主題成為一個課程發展的起點與核心，還

要能夠聯結許多不同學科的概念，並且主題要能夠吸引師生的興趣，引起

想要深入探討的動機。主題可以是議題、新聞事件、漫畫、電影或是節目，

或是從現行九年一貫課程中，六大議題「環境」、「兩性」、「人權」、「資訊」、

「生涯發展」、「家政」尋找適合的主題。除此之外，Beane（1997, pp. 13-14）

提供一些主題的來源，可供吾人參考： 

 

A.現有學科中的論題（topic）：運用現有課程中的論題，原本就是教 

師長久以來時常關注的論題，諸如：「殖民生活」、「運輸」。 

B.社會問題或是議題（issues）：如：「衝突」、「環境」、「未來的生活」、 

「教育」等，然而這一類的主題傾向解決社會問題上，容易引起爭議。

C.年輕人自身的議題與關注的焦點：諸如：「同儕相處」、「學校的生

活」、「選擇個人的未來」、「我是誰」，其他尚有「談戀愛」、「性生理 

發展」等等，但是這一類主題偏向情意教育。 

D.吸引人的論題（appealing topics）：這樣的論題有「恐龍」、「蘋果」、

「泰迪熊」等，這一類的主題受學生歡迎，然而，必須思考的是，這 

樣的主題的重要性如何？需要投注這麼多時間嗎？主題到底對誰產 

生吸引力？是學生？還是教師？ 

E.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概念：如：「轉變」、「組織系統」、「循 

環」等，過程取向概念可以實際應用每件事情，並非是一個特別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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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比較適合作為具體主題的一部份，而不是設定為主題。 

上述五種來源，也有可能是重疊的，當選擇主題時，同樣必須考慮學

習情境，包含學生關心的議題與其興趣，或是學生身處世界的問題，可能

就包含環境議題、社會事件、法律問題等等。 

 

主題式統整模式的應用 

    Drake（1998/2001）提出，Joanne Graham, Mira Coghlan, Leigh Ann  

Sullivan與 Jennifer Staats等人發展出來的張網模式（Webbed）之主題統整

模式，其發展程序，如表 2-1。 

 

表 2-1  主題式統整模式發展程序 
發展步驟 舉例說明內容 

1.腦力激盪以設想主題。 環境、瀕臨絕種動物、交通、火、 
發明、棒球、社區、論證與證據、做決定、情人節、

性別議題。 
2.將上述清單簡化為課題、概念或議
題。 

 課題：火、情人節 
 概念：變遷、相互依存 
 議題：性別議題、環境議題 

3.選擇較豐富的主題。  環境議題 
 情人節 

4.將主題轉換為問題，問題的敘述必
須以「如何」或「為什麼」的問句

開始，確定所問的是高層次的問題。

 環境：行星如何存在？ 
 情人節：為什麼愛讓世界運轉？ 

5.運用腦力所形成的張網圖來發展
活動。 

涉及學科：語文、數學、社會、美術與科技、共同

概念、健康與體育、科學等。 
6.選定目標及評量方式  在科學領域中，探討瀕臨絕種動物。 

 教學目標是學習與運用研究技巧。 
 評量方式為書面研究報告與口頭報告 

資料來源：整理自 Drake(1998/2001), pp. 75-77。 

 

主題式統整課程的設計，首要在於決定一個中心主題，其次藉由確定

與主題相關的概念或是活動，利用這些概念或是活動來探討主題的問題，

發展課程計劃，目的在於探討主題本身，學科領域的界限並不存在（歐用

生，1999；Beane, 1997）。此種概念模式，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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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圖 2-2  主題、概念與活動網狀圖（Beane, 1997, p. 11） 
 

此外，主題也必須與學生所經驗的實際生活相關，幫助學生批判性探

討、價值澄清、建構意義與解決問題，而知識應該能夠應用到具有個人與

社會意義的問題或是議題上（歐用生，1999）。因此，統整課程重視課程

與生活的互動性，並非僅有將各學科之間片斷的知識結合起來，應當注意

學生經驗、新知識、社會的統整，幫助學生主動分析和批判思考，進而解

決問題，了解自己與生活的世界。 

 

（2）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之跨學科概念模式 

核心問題的意義 

所謂的核心問題，Jacobs（1997）認為，它必須清楚地傳達課程的重

點，精練與組織課程內容，以作為課程的核心。核心問題以疑問句的方式

呈現，含有探究的意味。舉例來說，「學生應該認識廣告對人們的影響」，

這個略帶武斷性的句子，就不如「廣告如何影響我的生活？」這個核心問

題來得具有開放性的空間。以核心問題來引導課程設計走向，找出學習的

焦點，進一步，落實課程的概念。此外，Jacobs（1997）以為，核心問題

應該是涵蓋層面較廣泛的問題，反映出概念與一系列的活動，此外，核心

問題的設計有層次上深淺的差異，卻不重複概念，一個單元或課程約需二

到五個核心問題。換言之，一個課程並不需要很多核心問題，但是這些問

題之間必須具有邏輯性的順序，以促使學生將學習內容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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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問題的跨學科概念模式的應用 

Alan Foster、Katie Flockhart、Dianne Stevens與 Josephine Virgilio參酌

一九八九年 Jacobs的課程統整模式，經過縝密的規劃，設計一套統整課程

單元，主要分成四個步驟（Drake, 1998/2001, pp. 81-85），如表 2-2內容。 

 

表 2-2  核心問題的跨學科概念模式發展程序 
發展步驟 舉例說明內容 

1.組織中心（Organizing centers）  確定課程網狀聯結的主題，主題成為學習的焦 
點、學習活動的依據，能夠有效聯結所屬學科。

 例如，以「情人節」為主題設計統整單元，學習
時間約四到六週。 

2.腦力激盪  選定的主題為核心，規劃腦力激盪輪，將主題連
結到所屬學科，如語文、數學、藝術、音樂等。

 就每個科目標題，設計詳細的項目，以促進學生
的學習活動。 

3.設計核心問題  研發二到五個核心問題，必須與許多學科聯繫，
問題之間具有邏輯之一貫性。 

 依據「情人節」擬出的核心問題為： 
不同的文化如何慶祝情人節？ 
與情人節相關的意象是什麼？ 
情人節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故事是什麼，我的

故事又是什麼？ 
情人節如何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 

4.規劃相關教學活動  依據每一個核心問題設計教學活動。 
 思考歷程＋內容學習＝學習結果、表現或行為。
 檢視核心問題與學習活動，為設計課程作總結。

5.發展評鑑項目  發展評鑑的細目，協助了解「情人節」課程單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 Drake(1998/2001), pp. 81-85。 

 

    採用核心問題之統整課程模式與主題式統整課程模式，最大的差異點

就在於：以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問題形式來串聯學習內容，運用開放性的方

式，引導課程內容的走向，規劃統整課程單元。視覺文化重視跨學科的研

究，強調每日生活的視覺審美經驗。因此，主題式與採用核心問題之統整

模式課程，可作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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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流程 

    藝術/視覺文化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學生的藝術

創作品能夠表達學生的想法，因此，藝術/視覺文化在統整課程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ETAC mentors, 

2002）。關於整合藝術與其他學科之統整課程，Krug ＆ Cohen-Evron（2000）

認為，有四個考量面向（p. 260）。 

1. 使藝術作為其他學科的資源。 

2. 透過藝術擴大組織中心（Organizing centers）。 

3. 詮釋主題或是觀念，透過有意義的教育經驗。 

4. 了解以生活為中心的議題。 

 

此外，藝術與人文領域之學習內容，應與師生的生活、身處的社會、

藝術與文化環境相關，並以當代的社會環境作為出發點。陳瓊花（2002）

認為，進行課程思考時，各類的統整方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應該在

於學生對學習的瞭解，而不只在於認識某些知識，重要的是學生能夠將知

識轉換、遷移與應用（p. 30）。 

因此，在規劃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時，可形成一個循環

式的發展模式。其中，在擬定課程目標、教學目標，發展教學活動，決定

評量方式方面，與一般課程設計大致相同；然而，編製以視覺文化為核心

之藝術教育課程最大差異在於：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需要選

取具有文化意義的視覺影像，並尋找解讀視覺影像的方法。研究者主要參

考陳瓊花（2002）、黎曉安（2002），輔以黃政傑（1991）與黃光雄（1996），

整理出圖 2-3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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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流程圖 

關心整體時代背景與脈絡 

考慮課程實施地區背景與
學生已具備的能力與相關
經驗。 

擬定重要想法、發展主要
概念、決定主題以確立學
習的重點。 

建構課程目標 

依據課程目標，轉換為核
心問題。 

發展教學活動（擬定單元
名稱、教學目標、教學活
動以及準備適宜的教材與 
教具。） 

 

實施課程 

回收學生的學習資料，判
讀與解釋、自身教學的省
思，檢討課程目標是否達
成。 

課程與教學進行調整與修
正，反省評量方式適切性
與可行性，使課程設計臻
於完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 

城鄉環境/學校特色/學生年齡/
學生能力/與主題之相關經驗 

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課程目標/六大議題/
現有學科的論題/社會問題與議題/ 
學習者自身相關議題或關心的焦點/ 
概念（自由、衝突、暴力等）/ 
範疇（故事、小說、文藝復興等） 

引導學生學習/預期學生能瞭解/ 
為評量的依據。 

 
想要學生進行思考與瞭解的主
要概念。 

教學策略/學習活動 

清楚規劃評量項目與
配分比率，授課前告
知學生，使之掌握自
我的學習。 

選取視覺影像 選取具有文化意涵、傳達人們
態度、信仰、價值觀之視覺影
像。 

解讀視覺影像的方法 選擇適合研究主題之分析視覺
影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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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 

（一）藝術教育課程的新挑戰 

盛行於 1990年代初期的視覺文化研究，實與當代文化特質緊密結合，

其影響所及包括了傳統的學門：藝術史、社會史、文化史、人類學、電影

研究、文化研究、媒體分析等，皆與視覺文化息息相關（Mirzoeff, 2001；

Walker ＆ Chaplin, 1997；王正華，2001）。然而，在藝術教育領域，藝術

教育專家學者們對於原先的學科本位藝術教育內容產生反省思考，如：學

校藝術課程能否與時代潮流接合？取材於精緻藝術的課程內容，是否過於

狹隘而不切實際？藝術教育界之視覺文化研究，嘗試在這些問題中找尋解

答，因而，藝術教育之課程與教學面臨新的挑戰。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Freedman（2000a）主張，藝術教育的範圍應該拓

寬，教學重點應重視意義的建構，並與社會議題的結合。此外，郭禎祥、

趙惠玲（2002）認為，在視覺文化的影響下，後現代視覺藝術教育從以往

強調技法與媒材，轉而重視日常生活事物與藝術教育的關聯性，以及對種

種生活中視覺影像的思考與解讀。當吾人以視覺文化為核心進行藝術教育

課程設計時，在選取素材方面，可參酌 Duncum（1999）所說，每天的審

美經驗比精緻藝術，更能塑造我們的認同感，以及超越個人經驗的世界

觀，是故，應研究每日視覺影像之審美經驗。由此可知，每日視覺影像建

構出的審美經驗，對於人們之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具有深遠之影響。 

換句話說，視覺文化研究，應當從生活中取材，而廣告影像為日常生

活常見的視覺影像。廣告影像具有強烈的目的性，並且蘊藏豐富之符號系

統，廣告所呈現之文化意義與社會現象，容易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因此，

廣告影像為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結合時，一個值得探究的方向。然而，視

覺文化仍舊只是一個成形中的概念，如何將之運用於藝術教育，並建構出

視覺文化課程，仍然有許多問題要加以克服。 

Wilson（1997）提出許多關於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疑問，如：「藝術

教育過時了嗎？」「藝術教育如何轉變成視覺文化課程？」以及「一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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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文化課程究竟像什麼呢？」。在課程設計方面，Wilson（1997）也提出許

多發人省思的問題： 

 

1. 如何從視覺文化繁雜的視覺作品中，選擇教材？ 

2. 關於教學主題、主旨與意識型態，怎樣安排其先後順序？ 

3. 重新評估視覺文化課程內製造、創造、再創造的本質與目的，以

及如何研究、詮釋與創造文本與作品？ 

4. 如何在學生自己的生活與視覺文化教育中，引導學生對文本與作

品進行創造與詮釋？ 

 

除此之外，Wilson（1997）指出，一個豐富的視覺文化課程，取材於

廣泛視覺文化影像，將遠比精緻藝術作品，更能說明一個族群的文化特

色。因此，如何協助學生成為視覺文化產物的主動消費者？思考視覺影像

如何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則是研究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

教育課程需要斟酌考慮的。 

然而，就課程設計的實際層面來看，如何將視覺文化融入藝術教育？

如何以視覺文化課程全新的面貌呈現？可能會面對的難題為何？如何克

服困難？將是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所必須思索的問題。 

 

（二）藝術教育課程的省思 

由於視覺文化可以說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產物，而 Freedman（2001）

認為，後現代的美學觀與課程的意義息息相關，主要分成三點以說明兩者

之間的相關性： 

1. 課程是一種再現的、短暫而具體的形式，代表人們的希望、夢想 

以及他們所知的一切。因此，課程不只是知識而已，更重要的是 

課程的價值、信仰與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知識，課程具有高度選擇 

性、重疊的類別與不可預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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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像是拼貼一樣，因為在發展課程的過程中，包含了個人與群 

體概念的重建與建構，眾多經過選擇之概念凝結為一個整體。 

3. 課程如同藝術創作，課程的發展即為一種創造的過程，教學與學 

習的行為都是課程過程的一部份。發展課程者將其選擇、組織與 

解釋的知識轉化為資訊，透過另一種詮釋方式，再教導給學生， 

而學生加以重新解釋，最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知識。 

 

關於在藝術教育領域視覺文化的教學，包含了課程內容的改變、教學 

方法的轉變、以及應當重新思考評量的方式，包含重新檢視評量學生藝術

作品之目的與過程（Freedman, 2003, p. 38）。在實際應用課程與教學方面，

Duncum（2003）針對家人照片、消費商品（網路購物、廣告）、旅遊紀念

品以及年輕人臥房等視覺文化研究題材，並設計相關教學活動與引導問

題，以供吾人設計視覺文化課程與教學之參考。因此，藝術教育需要新觀

看影像與思考的方法，是截然不同於以往的專業藝術學門。藝術教育課程

將建立在意義差異的瞭解上，學生應該學習瞭解藝術創作內容與觀看的意

義，同時，視覺文化將成為藝術教育內容的一環，大眾生產的影像、跨學

科知識、後現代主義詮釋方式將帶給藝術教育嶄新的美學觀（Freedman, 

2001）。因此，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除了精緻藝術的教學範

疇之外，應拓展到視覺文化研究，使藝術教育課程與學生日常生活結合，

並採取跨領域研究。 

 

（三）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課程設計範例 

1. Ballengee-Morris ＆ Stuhr（2001）之課程設計－「暴力」 

Ballengee-Morris ＆ Stuhr（2001）認為，多元文化藝術教育或是視覺 

文化藝術教育都只是學校改革的過程，並且牽涉文化的複雜性，例如歷史 

與傳統、個人文化認同（性別、社會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個人天賦、種

族、宗教等）、國家與全球文化等等。因此，他們提倡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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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以及跨學科或是統整課程的研究，利用與學生生活或是興趣相

關的主題或是問題進行研究。同時，他們舉了一個關於「暴力」的課程範

例，茲簡述如表 2-3。 
 

表 2-3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範例一 
教學對象 六年級學生 

 
核心概念 

（Key concept） 

1.暴力。 
2.暴力的影像。 
3.在我們社會中的暴力。 
4.關於暴力的制裁與處罰。 
5.在大眾媒體中，關於暴力的描寫。 

 
核心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暴力是什麼？ 
2.什麼影像與暴力相關？ 
3.暴力如何存在於我們社會之中？ 
4.誰決定暴力應該被赦免或是處罰？ 
5.大眾媒體如何描寫暴力？ 

 
影像來源與內容 

Time雜誌封面，白人小男孩，穿著掩飾服裝，手裡拿著
一把獵槍，呈現在一個紅色的方框裡。方框下有一行字： 
make sense of anything 
Almost 

跨學科 科學、歷史、休閒、數學、自然教育、語言藝術、藝術、

音樂。 

資料來源：整理自 Ballengee-Morris ＆ Stuhr (2001), pp. 6-13. 

 

Ballengee-Morris ＆ Stuhr（2001）認為，透過主要議題、核心概念與

核心問題使學生了解複雜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問題。此外，學生需要建

立視覺識讀能力，以辨識影像之文化訊息。此課程設計運用視覺影像以傳

達社會議題之「暴力」問題，其核心概念與核心問題之層層發展與環環相

扣之特點，可為本研究研發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課程參考。 
 
2.以視覺文化統整藝術與人文學習的課程設計－「那個女孩是誰？」 
 
    研究者茲整理課程設計內容，如表 2-4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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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範例二 
課程對象 高中生 
課程設計者 吳婉舒、林維佳、黎曉安 
影像來源 Madonna之相關影像（包括MTV、電影、演唱會的剪輯影像

資料） 
課程目標 1. 能解讀影像所傳達的意義 

2.學習如何判斷或批判影像 
3.瞭解影像的重要性 

課程組織 1. 運用探究教學理念 
2.以核心問題為主軸 

課程內容 1. 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2. 學習對象 
3. 學習目標 
4. 學習活動流程 
5. 教學資源 
6. 學生分組討論 

解讀影像的方法 1. Erwin Panofsky（1892-1968）圖像學之三個層次的意義。 
2. Tar Beach課程中，將解讀藝術品的步驟，比喻為拆禮物的
步驟。 

課程評量 1. 學生分組討論、研究、蒐集資料。 
2. 在學習活動網站上，發表討論結果與結論。 
3. 對其他組提出回應。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婉舒、林維佳、黎曉安（2001），pp. 9-13。 

 

    課程設計主要的核心問題為「影像有什麼力量？」，以此再細分為三

個研究問題，茲說明如下： 

（1）Madonna創造了哪些影像？（分成性別、宗教信仰、流行時尚。） 

（2）這些影像有什麼意義？（你看到哪些象徵符號？象徵者什麼？這 

些影像代表什麼意義？） 

（3）人們如何理解這些影像？（從不同角度來看影像，如：女性與男

性、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的角度。） 

 

    此課程設計提供一個視覺文化統整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的藍圖，運用

的影像對學生而言相當具有吸引力，分析的議題與社會現象（墮胎、新聞

媒體、宗教、時尚等）密切相關。同時，結合科技教育，建立學習網站，

以供師生互動與討論，對於影像的批判為課程主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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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語 

    上述兩個視覺文化課程範例，雖未真正實施教學，但提供吾人設計視

覺文化課程幾個思考方向： 

 

（1）視覺文化課程取材廣泛，以視覺影像為主要對象，範圍不再囿

於精緻藝術範圍。 

    （2）重視師生互動與討論，並關心學生所生活之視覺文化環境。 

    （3）批判視覺影像與探索社會議題，為視覺文化課程主要內容。 

    （4）打破學科界線，需要其他學門的專業知識以豐富視覺文化課程。 

 

此外，郭禎祥、趙惠玲（2002）強調，批判性思考為與視覺文化相關

藝術教育課程設計之重要概念，規劃教學內容時，應以教師與學生自身之

日常生活視覺審美經驗作為教材內容，把握省察己身與包容他者的兩種審

美文化意涵。Rogoff（2001）則是建議，應培養學生具備所謂的「好奇的

眼光」（curious eye），而非鑒賞家「好的眼光」（good eye），方能使學生進

行視覺批判（vision as critique）。是故，培養學生對事物之好奇眼光，為以

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之一重要理念。希望學生能夠以懷疑批判

的態度觀察所見所聞，覺察以往不曾察覺的事物。 

綜合來說，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設計融合了視覺文化的

概念、批判教育學之觀點、以及統整課程設計模式，三者皆強調跨越領域

之研究，新型態之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正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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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廣告影像分析理論 
 

    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生活在一個被媒體文化（media culture）與消費

文化（consumer culture）主導的生活環境之下，電視、廣告、網際網路與

電影院等，結合影像、音樂與文本多元化的模式，建構出一個符號系統的

社會（Duncum, 2001b）。無論是學生或教師，都難以置身在這樣文化環境

之外，而廣告正是媒體文化與消費文化結合的最佳典範。因此，本研究在

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融合的課程設計裡，以廣告影像為主要探究對象，希

望為藝術教育拓展一個研究方向。 

 

一、廣告影像的內涵意義 

首先，就廣告影像內涵而言，廣告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亦為消費文化

的共生物，更是大眾傳播媒介之一。再者，探究廣告的意義與目的，茲以

了解廣告影像之內涵意義。 
 

（一）廣告的背景 

1.大眾文化的產物 

社會型態的轉變、科技與民主的發展、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社會的出

現、大眾公共閒暇增多、教育的普及化，再加上大眾傳播媒介的突飛猛進，

於是造成大眾文化的興起（宋明順，1993）。而廣告正是大眾文化的產物

之一。廣告重視營利、需要大量製造的，更是屬於流行的與商業的（McQuail, 

2000/2001）。現代化的科技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軟體，而廣告

為大眾文化眾多人工產物之一，影響人們生活層面廣泛。 

 

2.消費文化的共生物 

許多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並非建立在自身真正的需要上，而是一種好

奇、從眾、拜物迷信的態度，在商業廣告的助長之下，使得整個消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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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是一種重視新潮、個性、形象的廣告文化，也就是說當今的「消費文

化」實等同於「廣告文化」（陳坤宏，1995）。廣告可以說是消費文化的共

生物。此外，Bocock（1993/1995）指出，消費靠著廣告與購物中心商品的

陳列，結合社會、文化的脈絡，以創造或是喚起人們的慾望，消費不再只

是經濟、實用的問題，更是涉及了文化符號與象徵的社會、文化過程。我

們消費的是象徵的符號，而非商品。換句話說，消費雖是經濟過程，也是

社會與文化的過程，消費成為後現代資本主義中名副其實的社會文化活

動，廣告成為消費文化的共生物與催化劑。Freedman（1997a）認為，廣告

顯露出認同、渴望與勢力，企圖形成一種大眾意識。弔詭的現象是，在廣

告結合消費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商品美學，其實虛假不真實的，而閱聽者在

接收與發散訊息溝通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3.大眾傳播的媒介 

大眾傳播的符號或是訊息，乃是屬於標準化的、大量製造的，並且能

夠重複使用的，對於消費者而言，媒介訊息具有使用價值，甚至是一種商

品（McQuail, 2000/2001）。而廣告正為大眾傳播的媒介之一。廣告的訴求

從直接陳述商品功能，轉換到隱喻的價值觀與生活型態，影像傳播模式主

宰了多數廣告的形式，而影像的視覺刺激提高了我們對廣告的注意（Berger, 

1982/1992）。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更加難以分辨商品的實際功能與廣

告所賦予的附加價值。廣告可說是大眾媒介中，一種極為普遍的傳播方

式，而人們都身處於充斥廣告符碼的世界，如何對廣告影像進行解碼、分

析與批判，則是必須深思的問題。 

 

（二）廣告的傳播形式與種類 

    廣告影像為視覺傳達設計的一部份，可分成平面廣告設計與商業影片

設計，平面廣告設計主要是以印刷品為媒體的廣告作品，如報紙廣告、雜

誌廣告、車箱廣告、戶外廣告等；而商業影片設計則是以電影影片或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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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影片為廣告作品（本文以電視廣告稱之），依廣告種類則可區分為商業

廣告、公益廣告、形象公關廣告、文化廣告、政治廣告等（楊裕富，2000）。 

倘若就現在網際網路與WWW的迅速發展來看，線上商業交易活動相

當頻繁，郭良文、蔡樹培（2001）指出，自 1998年下半期開始，「網路廣

告」逐漸成為臺灣傳播工具之一，而網路廣告也開始被廣告主重視。新興

的網路廣告深受年輕一族喜愛，上網查閱新產品、訂購商品逐漸成為一種

流行趨勢。因此，網路廣告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傳播形式。 

    綜合來說，就廣告的傳播的形式來區分，可以分為電視廣告、平面廣

告、網路廣告、戶外廣告以及廣播廣告五大類。其中電視廣告由於電視的

普及化，可以說是結合聲音、影像、文本等綜合性的廣告形式。其他無論

是單獨出現或是配合電視廣告出現的平面廣告，在生活中也處處可見，廣

告影像幾乎滲透我們生活層面。 

 

（三）廣告的定義與目的 

廣告的定義眾多，以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為例：「廣告是由可鑑認的廣告主投資付費，以非個人親身方式，對其觀

念、商品或服務所作的陳述和推廣。」（Jugenheimer ＆ White, 1991/1994）。

因此，多數的廣告是需要個人或是機構組織付費的，非屬於個人與個人接

觸的，而必須透過大眾媒體為傳播工具，來推廣特定的產品、觀念、或是

服務的。 

楊中芳（1989）認為，廣告進行之傳播活動深具說服性，並且是具有

目標、有計劃、有連續性的活動。也就是說，商業機構運用大眾媒體散佈

廣告，並付費給媒體，使得消費者經由廣告獲得訊息，進行消費行為或是

接受其觀念。同時，廣告代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命脈，對廣告的投資額支

撐著商業媒體的生存，能夠反映出經濟之盛衰，藉由商業媒體散佈的訊息

影響社會，形成特有的消費文化型態（孫秀蕙、馮建三，1995）。 

    就廣告的目的而言，楊裕富（2000）認為，廣告設計的目的在於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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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說服的過程，首要在引起觀眾的注意，再假裝跟閱聽眾對話，進一

步使閱聽眾接受廣告所傳達的價值觀，最後產生消費行為。綜合來說，「說

服」為廣告的主要目的，難道觀者只能被說服了嗎？觀者又該採取何種觀

看之道？在這樣一個充斥廣告影像的生活環境，我們應該具備何種態度面

對廣告影像意義？ 

    無庸置疑地，廣告影響社會大眾之意識型態，並且塑造不同階級之品

味與生活方式。然而，廣告如何透過文字與影像，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與建

構認同感？因此，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面對廣告影像時，

應探討分析廣告影像之相關理論，以視覺影像消費者的角度，重新檢視生

活中無所不在的廣告影像。 

 

二、廣告影像分析理論 

    解讀廣告影像可應用的理論有符號學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

法、精神分析方法、社會學分析方法或是內容分析法，抑或是圖像學、藝

術批評與鑑賞等等，皆可作為分析廣告影像之理論依據。 

    在本研究中，著重在於符號學與馬克思主義，並且運用與轉換原有藝

術批評「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四個教學層次，成為解讀廣告影像的

四個階段。 

 

（一）符號學（semiotics） 

研究符號學著名的專家為瑞士的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及美國哲學家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他們

奠定了符號學研究的基礎。目前許多學門皆援用符號學理論進行研究，諸

如：電視節目（Berger, 1982/1992）、廣告（Jhally, 1987/1992）、女性主義

媒介研究（Zoonen, 1994/2001）、藝術史（Bal ＆ Bryson, 1991）、視覺文

化（Mirzoeff, 1999；Sturken ＆ Cartwright, 2001）、藝術教育（Barrett, 2003；

Smith-Shank, 1995；Wilson, 2000；王秀雄，19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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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領域 

研究文字、影像或是聲音如何轉換成訊息，就必須研究符號（sign），

而符號學正是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如何運作的一門學問。 

    Fiske（1990/1995, p. 60）認為，符號學有三個主要的研究領域： 

 

第一、研究符號本身，包含符號的種類，研究不同的符號傳遞訊息的不同 

方式，以及符號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畢竟符號是人類的產物，唯 

有了解人們如何使用符號，符號才具有意義。 

第二、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code）或符號系統（sign systems），這個

領域研究一個社會或文化如何因應其自身需要，或因應開拓不同傳

播途徑之需要而發展出的各種符碼。 

第三、符號或符碼運作仰賴所依之文化，而文化也依賴符號或是符碼的運 

用以維繫其存在與形式。 

 

    符號學強調的是符碼、符號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並探討如何使用符

號。人類文化史基本上就是由符號所組成的，一個符號可以是口語的、視

覺的、姿態的或是音樂的，我們對一個客體的闡釋，往往不是針對客體本

身，而僅是一個觀念或是想法（Bal ＆ Bryson, 1991；Smith-Shank, 1995）。

換句話說，我們常常是間接性透過符號以認識世界，並非直接地了解世界。 

    我們生活在充滿符號的世界，而符號需要我們的詮釋才能產生意義

（Sturken ＆ Cartwright, 2001）。當我們要對視覺文化之廣告影像進行解讀

時，符號學可幫助我們詮釋符號的意義。符號學提供了一個共通性的批判

語言，說明了客體、內容以及觀看主題間的關係，所以符號學常被視為一

種分析性工具（Addison, 1999；Penn, 2000）。因此，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

藝術教育課程內容，可參酌符號學理論以解讀視覺影像。誠如 Wilson

（2000）所說，藝術教育工作者應該幫助學生運用符號學分析影像的方

法，解讀生活中視覺文化影像（p. 37）。在本研究之課程設計中，即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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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解讀視覺影像方法。因此，我們必須先認識符號的基本概念。 

 

2.符號的基本概念 

首先，符號由 signifier與 signified兩個部分所組成，其中文翻譯用語 

眾多，本文採用的翻譯名詞為符號具與符號義，如表 2-5內容。 

 

表 2-5  signifier與 signified翻譯用語 

signifier 符號具（Berger, 1982/1992；Fiske, 1990/1995）、 

符徵（王秀雄，1998） 

能指（signifiant）（Barthes, 1957/1997） 

聲音、形象。  

 

符號 
 signified 符號義（Berger, 1982/1992；Fiske, 1990/1995）、 

符旨（王秀雄，1998） 

所指（signifie ́）（Barthes, 1957/1997） 

概念、內容、觀

念、象徵的意

義。 

資料來源：整理自 Barthes（1957/1997）；Berger（1982/1992）；Fiske（1990/1995）；

王秀雄（1998）。 

 

簡而言之，符號＝signifier（符號具－如聲音或是形象）＋signified 

（符號義－如觀念或概念）。當我們畫一棵樹來象徵樹，不是因為所畫真

的像極了寫實的樹，而是因為觀者接受樹的表現方式，然而表現方式也可

能隨著時間而產生改變，眼見不再為憑，而是觀者如何詮釋影像的問題 

（Mirzoeff, 1999）。 

    符號具所產生的意義乃是經由後天學習而了解的，因為觀者學會了某

些結構性的聯想或符碼，幫助我們詮釋符號，此時，符號具便會產生符號

義（Berger, 1982/1992）。因此，符號義是人為的，取決於一個文化或是次

文化，屬於相同文化的人們，運用同一語言系統或是符號系統互相溝通，

符號義就是系統的一部份（Fiske, 1990/1995）。舉例來說：Marlboro 香煙

廣告中常以美國西部牛仔為主題，故常常與男子氣概並稱，因此會產生

Marlboro 代表男子氣概（符號）＝Marlboro（符號具）＋男子氣概（符號

義）這樣的詮釋（Sturken ＆ Cartwright, 2001）。又如玫瑰花這個實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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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具），當送給情人時，就被賦予一個熱情、浪漫的意義（符號義）。此外，

電視廣告使得鑽戒這個商品（符號具），代表了某種社會階級、地位、永

恆的愛情或是生活方式（符號義）。電視廣告除了銷售產品，同時也賦予

產品其他的象徵意義與社會價值觀。 

也就是說，當我們消費商品時，往往消費的是藉由廣告所衍生的意

義，意義乃藉由符號傳遞，即便符號也許和商品毫無關係。因此，符號兼

具符號消費的「文化」意味，而符號消費也使得消費不再是維持生存的行

為，消費商品符號化的結果，純粹的物品被視為具有象徵意義（陳坤宏，

1995）。在符號與意義的轉化之際，廣告即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Peirce 將符號分成三類，每一類符號與客體之間，或與其指涉的事物

有不同的關係，而符號之所以能傳遞訊息，全然是因為符號的意義是約定

俗成的（Fiske, 1990/1995）。他提出三種符號的種類，如表 2-6所示。 

 

表 2-6  符號的種類 

資料來源：Berger(1982/1992), p. 14。 

 

總結來說，「符號」是由「符號具」與「符號義」組合而成。吾人皆

生活在符號的世界，藉由對符號的闡釋以瞭解客體或世界。是故對於符號

意義的種類與模式，或是不同層次的符號意義應有進一步的瞭解。 

 

 

 

 肖像（iconic） 指標（indexical） 象徵（symbolic） 

表達方式 相似性 

（類似） 

關聯性 

（因果關係） 

慣例性 

（傳統） 
例子 圖畫、視覺符號、男

廁與女廁門上的煙斗

與高跟鞋。 

煙是火的指標。 

打噴嚏是感冒的 

指標。 

文字、數字。 

「2」代表「雙」 

過程 感官辨識 透過推理 必須學習 



54 

3.符號意義的種類與模式 

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 Saussure的追隨者，Barthes首先創造

了意義分析的系統模式，經由這個模式意義溝通和互動的觀念得以分析。

研究者整理學者 Fiske（1990/1995）、Zoonen（1994/2001）對於 Barthes所

認為符號的二個層次意義之相關說明，臚列如下： 

 

（1）第一層次意義 

明示義（denotation） 

符號具、符號義、以及符號和它所指涉外在事物之間直接的

關係，乃是一般常識，也就是符號的明顯意義。舉例來說，「黑

貓」的明示義就是某種顏色的貓。 

 

（2）第二層次意義 

        A.隱含義（connotation） 

著重在符號或符號系統所傳遞出來的文化價值和信念，依據 

明示義而延伸出來的，屬於主觀的層次。就「黑貓」的例子來說， 

在荷蘭黑貓可能是一種惡兆（在台灣俗語來說，卻可能是美女的 

別稱），對某些女性主義團體來說，黑貓被視為精神象徵。 

 

B.迷思（myth） 

迷思的原始意義在於一種神話故事，文化透過它解釋、了解 

現實與自然。對於 Barthes 而言，迷思是一種文化思考事物的方 

式、一種概念化事物、理解事物的方式。如社會上「女性特質」 

的迷思在於養育、理家、敏感、被保護的需要；而「男性特質」 

的迷思在於強壯、決斷、獨立的能力。Barthes認為，迷思是屬於 

動態性的，會隨著時間、文化價值與需求而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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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含義與迷思都是符號產製第二層次的符號義的主要方式，也是在符

號、使用者與文化互動中活躍出現的。以圖 2-4說明之。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真實         符號      文化 

 

                              形式       隱含義 

明示義                 符號具 

                       符號義                    迷思 

                                     內容        

圖 2-4  Barthes兩個層次之符號意義（Fiske, 1990/1995, p. 119） 

 

C.象徵（symbolic） 

當物體因為傳統的習慣性用法而取代其他事物的意義時，就 

成為象徵，如權杖或皇冠象徵權力與地位。另外兩個有助於了解 

「象徵」的，就是隱喻（metaphor）與轉喻（metonymy）。 

 

＊隱喻（metaphor） 

Fiske（1990/1995）認為，所謂的隱喻乃是同時利用字詞之間 

的相似點與相異點，把某一層面的事實特質移轉到另一層面。常 

用視覺語言作隱喻的是廣告設計者，某項產品常以一件事或物當 

作隱喻，例如當我們談到「節省」、「浪費」時間，其實就是把時 

間當作錢的隱喻。因為時間不能被收集或是製造，而把時間當作 

金錢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社會價值觀。 
 
＊轉喻（metonymy） 

Berger（1982/1992）對於轉喻的詮釋為現實的再現，以部分 

代表全體，所聯結的是同一層面的意義，而在閱聽人腦海裡存在 

既定的符碼，是為複雜的聯想模式。如，紅色代表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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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Panzani廣告影像

4.符號學應用於解讀廣告影像的範例 

廣告是一種藝術與傳播結合的形式，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傳遞訊息，高 

度利用符號的隱含義，閱聽者已經處於符號洪流中，而廣告想要讓群眾明

白它的訊息，就必須運用普遍的文化象徵與意義（Zoonen, 1994/2001）。無

庸置疑，廣告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是具有企圖性，廣告盡可能清楚

地傳達產品的符號義，意即廣告影像蘊藏有豐富的符號，是如此地直言不

諱、引人注意（Barthes, 2001）。因此，廣告影像常是符號學分析的典型範

例之一。 

    然而，符號學原來是屬於語言學研究。但是影像僅是隱喻化的語言，

語言與影像還是有相當大的差異。Chalumeau（1991/1996）認為，Barthes

將語言學融入一般性符號學的觀念，建立起分析影像的符號學，而 Barthes

分析「Panzani」廣告影像已成為經典之作。因此，吾人可從 Barthes 的分

析過程尋找符號學實際應用的過程與方法，研究者整理其分析內容如下： 

從畫面上來看，「Panzani」是一個麵食品牌 

的平面廣告，可以看到一個罐頭、一些蕃茄、洋蔥、

胡椒以及香菇。這些東西幾乎要從一個半開的米白

色網袋中散落出來，背景主要是紅色，畫面上還有

黃色、綠色與白色等色調。 

畫面的第一個訊息（message），是以語言學 

為基礎，從畫面邊緣的標題以及產品商標，可以得

知第一個訊息的符碼，此訊息只需懂得法文就可獲

得，Panzani 不只是產品的品牌，由於諧音的關係，Panzani 第二層的詞意

為「義大利風味」（Italianicity），因此，在語言學上的訊息是雙重的，也就

是明示義與隱含義（Barthes, 2001, p. 71）。 

姑且不論語言學上的訊息，此廣告海報影達出一系列符號，如表 2-7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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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Panzani廣告影像之符號象徵意義 
 
 

第一個符號 

符號義本身暗示兩種價值觀，意即產品的新鮮度以及將食物設計

成容易處理的樣子，以吸引人再回到市場。符號具就在半開的網袋，

網袋使得食物在打開之際便散落出來。想要解讀這個訊息意義，只需

了解一般的文化習慣即可，也就是自己上市場購物與機械性文明之冷

藏食物觀念，兩者是大相逕庭的。 
 

第二個符號 
符號具指的是影像畫面中的蕃茄、胡椒以及廣告黃、綠、紅的三

個色調，它的符號義就是義大利。這個層次運用的知識，單純建立在

某種熟悉的觀光經驗上的「法文」知識。 
 

第三個符號 
一系列不同東西的收集，傳達出一個完整的烹飪服務概念，就好

像 Panzani供應了作一道菜所需要的一切。罐頭中濃縮物似乎等值於
圍繞的天然產品，在產品的來源與產品最後形成的狀態間築起一座橋

樑。 
第四個符號 影像畫面的構成喚起許多與食物相關的繪畫記憶，傳達出一種靜

物寫生的美感，這個層次的符號是必須文化知識支持的。 

資料來源：整理自 Barthes(2001), pp. 70-73；Chalumeau(1991/1996), pp. 135-137。 
 

Barthes（2001）提出，影像的分析的三個訊息，意即語言的訊息

（linguistic message）、符碼化的肖像訊息（coded iconic message）、非符碼

化的肖像訊息（non-coded iconic message），觀者在面對這個廣告時，會接

收到感覺訊息以及文化訊息。因此，這個廣告影像的解讀方式，應該是多

元化的。誠如 Sturken ＆ Cartwright（2001）所說，同一個影像可以傳達

出不同的意義，而 Barthes的分析模式並非是唯一的。然而，從 Barthes的

分析模式中，我們看到藉由對符號的研究，以探究影像如何建構意義。以

Barrett（2003）為例，運用 Barthes解讀廣告的三個層面：明示的與隱含的

影像、語言的訊息，以分析「Rolling Stone」雜誌封面的女性形象，可作

為藝術教育工作者詮釋視覺影像之參考。 

 

5.符號學與藝術教育 

符號學不僅研究什麼是符號，尚且重視符號如何運作，因此，當將符

號學運用於課程設計時，可以思索 Addison（1999）提出的幾個問題： 

 

（1）符號具與它的符號義如何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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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訊者（sender）和收訊者（receiver）如何產生關聯？ 

（3）藉由研究藝術品製作的環境（context），以探討意義如何改變？ 

（4）哪些文脈（context）是重要的？ 

（5）誰去產生意義？ 

（6）企圖與詮釋如何磋商？ 

（7）意義在何處？ 

 

Addison（1999）認為，了解一個符號系統如何運作，將有助於學生思 

考自己作品的內容或技巧，並了解意義產生的方法。符號學提供藝術教育

領域一個新的批評法。就符號學實際應用於藝術教育領域而言，Barrett

（2003）運用分辨明示義與隱含義的策略，讓不同年齡層（包含七年級、

幼稚園、學齡前）的孩童詮釋 T-Shirts、Teddy熊以及麥片粥的盒子等視覺

影像，其研究顯示，倘若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能夠讓各個年齡層的學習

者（即便是年幼的學童尚未識字），成功地詮釋影像中的訊息與意義。 

 

因此，本研究之課程設計在研擬解讀廣告影像的方法時，所應用符號

學分析廣告影像的原則如下： 

 

（1）找出廣告影像中可探討的符號，探討符號之符號具與符號義。 

（2）探討符號的兩層意義－明示義與隱含義，以了解廣告影像的意義。 

（3）以師生對話的方式，共同尋找符號可能代表的意義。 

 

    因此，符號學可以作為分析廣告影像的工具之一，層層剖析廣告影像 

隱含的符號與意義，將可以提高吾人對於觀看廣告影像的敏感度，進而內 

省符號對個人產生的意義，以及如何對這些意義產生批判性的觀點，亦為 

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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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 

    對於分析資本主義與社會結構，馬克思主義思想可以說相當精闢。然

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涵蓋的層面甚廣，包括：政治經濟學、階級鬥爭、唯物

主義、霸權、意識型態、批判理論等等。視覺文化為文化的一種型態，與

意識型態密切相關。因此，Barnard（1998）認為，文化也是意識型態的一

種，反映出階級狀態，不同階級會產生不同的文化與意識型態，視覺文化

於是產生。 

    就馬克思理論而言，廣告是組成資本主義系統的重要分子。產品在生

產過程中的價值，在市場上就被轉換為使用的形式，而廣告創造需求，以

使人們購買超過所需的產品（Leiss、Kline ＆ Jhally, 1990, pp. 20-21）。本

研究著重在找出分析廣告影像的實際策略，故在本章節僅探討馬克思主義

思想中的「商品崇拜」，以了解在消費社會中人與物的關係，以及「使用

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相關問題，以作為課程設計之理論依據，並找出

分析性的工具加以活用。 

 

1.消費社會 

    吾人生活在現代社會，消費是每天必須進行的行為，金錢取代了原始

時代的「以物易物」。如今，一般人需要工作以換取金錢，換取生活的一 

切物品。Jhally（1987/1992）認為，在馬克思理論中，人們被迫消費，以

消費維繫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產生的焦慮與痛苦常常藉由衝動的消費加

以化解。但是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行為究竟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就頗

令人玩味了。Barnard（1998）提出，對於消極消費（passive consumption）

與積極消費（active consumption）的詮釋，如表 2-8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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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消極消費與積極消費之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 Barnard(1998), pp. 186-194. 
 

    無論是消極消費或是積極消費，廣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人們虛假的需

求感，以鼓勵人們買多於所需的商品。此外，廣告在過去百年以來，廣告 

的訴求從強調產品本身特質，轉換到形成一種象徵、隱喻的價值觀與生活 

方式，強調豐富影像的視覺刺激，於是乎商品、需求與廣告，在消費社會 

裡形成曖昧三重奏（Jhally, 1987/1992；Leiss、Kline ＆ Jhally, 1990）。因

此，眾人身處在這樣消費社會中，消費早已是每日生活不可避免的課題。

吾人可以選擇被動的消費方式，消極地面對視覺影像的刺激，並接受理所

當然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也可以採取積極的消費方式，批判分析不合理

的視覺影像。同時，Barnard（1998）指出，視覺文化扮演著生產、再生與

轉變社會的角色，應當挑戰與批判不合理的社會秩序與架構。由此可知，

應當建立積極消費的態度，以面對視覺影像，思考其隱含的價值觀，尤其

是視覺文化中的廣告影像。然而，若是要探討到廣告影像附加在商品上的

價值，就必須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有進一步的瞭解，並應用為分析廣告

影像的工具。 

 

2.使用價值（use value）與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於資本主義商品與價值之間，做了精采的分析。 

Sturken ＆ Cartwright（2001）指出，「使用價值」指的是商品本身的功能

性，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或是消費中得以實現；而「交換價值」則是指商

品的形象意義，在交換系統中，因為社會文化體系或符碼附加產生的價

消極消費 
（passive consumption） 

（1）人們被強迫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大量生產的產品中，做
出同樣的選擇，這樣的消費是被控制與處理過的。 

（2）消極消費不過是再現社會規範，卻阻礙了民主的進步，對
於那些被控制的無意識的消費者，是很難探討個人主義。

積極消費 
（active consumption） 

（1）消費者使用商品建構與傳達出主體個性，因此，不同的消
費方式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族群。 

（2）重建社會規範，甚而進一步挑戰與改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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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舉例來說：稻米是相當實用的農作物，它的使用價值幾乎等同於交換

價值，價格也相當便宜。名牌香水的交換價值，也許可能就是象徵著財富、

階級地位、性感，然而它的使用價值究竟何在呢？又以時下男女結婚時，

必備的商品－鑽石來看，在 Mohs 硬度表中，鑽石代表硬度最高等級（第

十級）的礦物，對摩擦的抵抗力最強，因此具有切割玻璃的使用價值。然

而，經過電視廣告包裝其形象意義之後，傳統結婚時常用黃金戒指儼然被

鑽石戒指取代，鑽石交換價值就成了「永恆的愛情」、「幸福」、「婚姻的承

諾」等等，而其使用價值卻常常被一般人所遺忘。 

 

3.商品崇拜（commodity fetishism） 

馬克思主義用以分析廣告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商品崇拜」。Jhally 

（1987/1992）認為，商品崇拜在於賦予商品本身所不具有的力量，這個力 

量原本應該是人所給予的，卻誤以為是商品本身直接擁有的，商品崇拜現 

象促使我們去探索現代的人與物的關係，在現今經濟情勢來看，商品的交 

換價值顯然已經支配了使用價值，是故產生商品崇拜現象。在Williamson 

「廣告解碼（Decoding advertisements, 1978）」一書中，她說明了廣告如何 

將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化為象徵性的交換價值，因此，廣告賦予產品全新的 

意義（Sinclair, 1987）。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廣告影像表現方式常常以感性 

策略為主，使得商品的交換價值凌駕於使用價值之上，甚至連使用價值都 

甚少提及，因此，觀看廣告影像時，針對此兩種價值進行分析、批判，就 

可瞭解商品被廣告賦予何種交換價值，進而分析其合理性。 

 

4.應用原則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所擬定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廣告影像的原則如

下： 

 

（1）運用生活中的商品影像，介紹「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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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請學生思考廣告中該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為何？ 

（2）分析出廣告影像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後，針對其交換價 

值的合理性與適切性，進行討論與批判。 

 

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要之處不止於此，上述討論重點可說僅是冰山之一

角。但由於實際應用於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的需要，在分析

廣告影像的工具方面，僅就商品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進行探討。

此外，針對 Barnard（1998）提出積極的消費方式，值得吾人深思。對於

不合理的視覺影像與社會規範應該採取抵抗的態度，甚而重建新的社會秩

序，並且產生具有自主意識的觀看方式。 

 

（三）解讀電視廣告影像的四個階段 

藝術批評主要在於評判藝術品的價值，以及解釋藝術品的內容（劉文

潭，1997）。易言之，前者在於判斷作品的價值與優劣，而後者著重於作

品元素、內涵與象徵意義等。在藝術教育界，曾興起藝術批評教學之熱潮，

著名學者 Feldman之藝術批評的四個層次－描述、分析、解釋、判斷成為

藝術批評教學之典範（Prater, 2002）。此外，Mittler也在其 1986年著作「對

準藝術（Art in Focus）」中，提出藝術批評模式，分成兩段八步驟，前段

為「藝術批評法－從藝術品本身解釋藝術品」，後段為「藝術史批評法－

從歷史的角度認識藝術品」，兩段又各自細分為描述、分析、解釋、判斷

等四個階段（謝東山，1995）。綜合來說，藝術批評的教學程序，大致上

分成四個層面，意即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因此，研究者對於廣告影

像的解讀分析，參考藝術批評四個階段的教學程序，研擬出解讀廣告影像

的四個階段，以作為實際教學策略，以玆應用。 

    王秀雄（1998，p. 100）認為，藝術批評教學過程所探導的重點和層

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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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 

（1）以感官可以感受的層面，作為描述的內容。 

（2）對於主題、題材、造型元素與形式，以及作品的氣氛、給人的感 

覺與印象等作簡略的描述。 

2.分析 

（1）探討製作作品過程中的材料、技法及其特性。 

（2）針對作品之色彩、形狀、線條、肌理等造型元素，加以探討。 

（3）個物描繪部分。 

（4）分析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聯性。 

（5）運用何種美的原理，把藝術的元素組織為一個整體。 

（6）探討作品的風格。 

3.解釋 

（1）探究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背景因素與作品的關係。 

（2）作家的個性、思想與藝術觀等，如何反映在作品上。 

（3）就作品的內涵討論，也就是作品所隱含的氣氛、情感、主題意義、 

觀念與思想。 

（4）以圖像學的象徵意義來詮釋作品。 

4.判斷 

（1）運用描述、分析、解釋三部份所學得的知識與概念為基礎，對作 

品的優劣與價值做出合理的判斷，並能說出理由。 

（2）參考專家對此作品的批評與價值判斷。 

 

然而，當運用在分析視覺文化之廣告影像時，四個教學層面內容需要

加以調整。因此，在本研究中，運用符號學分析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之相關

論述，以及藝術批評的教學內容予以融合。 

整體而言，「描述」廣告內容與故事情節，對廣告影像簡要說明；「分

析」廣告影像的符號具與符號義，找出不同層次符號義，並探討商品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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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解釋」不同符號義的意義，以及衡量廣告賦予商品

交換價值之合理性，或是隱藏在廣告影像下的真相與價值觀；最後，「判

斷」廣告訊息與價值觀的合理性，並且能夠說出自身的看法，過程中重視

學生對於廣告影像的批判與懷疑。研究者整理出表 2-9 之解讀重點以及解

讀策略。 

表 2-9  解讀電視廣告影像四個階段 

解讀電視廣告影像四個階段 
 解讀重點 解讀策略 

 
 

描述 

1.對於廣告之人物、地點、時間、劇情
做簡單的陳述。 

2.對於廣告影像中，重複出現的商標、
符號（實物、文字或是影像），能做

簡單數字上的統計、色彩與內容作簡

略的描述。 

1.陳述可以是口述或是以文字描寫、甚
或是以圖示意。 

2.鼓勵學生以探索者的心態去找尋畫
面中，頻頻出現的商標、廣告詞或是

符號，探討運用手法。（教師可將影

片放慢速度或重複播放，使學生可以

仔細搜尋。） 
 
 
 
 

分析 

1.探討畫面色彩與觀者心裡感受的呼
應性。 

2.討論畫面剪接、電腦特效處理等製 
作技巧。 

3.分析廣告中，符號之符號具與符號 
義（符號義無固定答案）。 

4.針對商品本身而言，分析其使用價 
值與交換價值。 

1.教師可運用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
色系與感受的關聯。 

2.運用其他相關照片或是影片，補充說
明製作技巧的真實面。 

3.找出可茲分析的符號具之後，教師提
問符號之象徵意義為何？ 

4.商品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較適用
於商業廣告。 

5.教師以問題引導的方式，在教學過程
中與解釋、判斷層次內容，融合使

用。 
 
 
 

解釋 

1.探索廣告傳達出來的訊息與價值觀。
2.思考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關聯性，並
能夠了解符號義乃是人或是廣告所

賦予的。 
3.探討商品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 
的等號關係是否成立。 

4.就社會、文化、經濟等其他因素，探
討隱含在廣告之下的真相。 

1.幫助學生思考廣告可能存在的價值
觀，並且質疑單一性的價值觀。 

2.關心自己或是同儕對於符號象徵意
義的詮釋。 

3.思索商品交換價值的合理性。 
4.找出與廣告內容相關的事實真相，讓
學生有機會進行反向思考。 

 
判斷 

1.表達對該廣告的好惡。 
2.就上述所得，判斷廣告內容的合理 
性，能夠產生有自己的見解。 

1.能夠說出自己對該廣告好惡的理由。
2.鼓勵學生要能夠做出自己的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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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廣告的分析理論眾多，在本研究中，僅以符號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

藝術批評教學過程為基礎，建構出解讀電視廣告影像的四個教學層次。 

然而，教學是一個靈活運用過程，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四個層次

應當融合使用，但是前、後測內容基於研究的需要，仍做必要的區隔。舉

例來說，當詢問學生電視廣告中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為何時，即可

引導學生思考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等號關係是否成立？並請學生

提出認為合理或是不合理的理由。此時，分析、解釋、判斷之等解讀層次，

在無形中已交相融合使用。再者，在教學過程中，應參酌批判教育學所強

調教師應以提問、對話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判斷，幫助學生積極主

動的思考。同時，以統整課程設計的概念，串聯其他學科之相關知識。 

此外，分析電視廣告影像與分析一幅精緻藝術品，畢竟是截然不同的

學習歷程。因此，未來從事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研究時，應視視

覺文化研究主題的不同，選取不同學門的知識，研擬出適合該研究主題之

解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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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實證研究 
 

解讀廣告影像為跨領域的研究，所涉及的學門廣泛。從教育的角度來

看，實與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教育相關。以下僅列出國內解讀廣告

相關之媒體識讀教育研究與課程設計。此外，探討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領

域之相關研究中，特別著重廣告影像分析。藉由分析電視廣告識讀課程設

計與廣告相關之視覺文化研究，以作為本研究課程設計之參考。 

 

一、國內解讀廣告之媒體識讀教育研究與課程設計 

廣義來說，媒體識讀教育應該包含電視、電影、報紙、雜誌、小說、

漫畫、廣播、流行音樂、廣告、海報等（吳知賢，1998）。如果再加上現

代新興的資訊科技，應該還要包含電腦、網際網路、電動玩具、數位影像、

電腦動畫等等。而現今媒體識讀教育多針對電視媒體而言，可說是電視識

讀教育，其研究項目包括了新聞、劇情片、綜藝節目、卡通、廣告等。 

就媒體識讀教育之教學策略而言，徐照麗（2002）認為，主要可分成

兩種模式：第一種為「批判性觀看技巧（critical viewing skill）」，基本假設

為觀眾被動的接收媒體的負面影響，觀者應當採取批判性的觀看技巧；第

二種為「文化省思模式（cultural reflective model）」，強調學生在解讀媒體

時，應該從不同的角度省思文化、社會、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等問題。上述

兩種模式，亦為視覺文化探討影像時，時常關注的焦點。因此，對於媒體

識讀教育研究與課程設計的了解，將有助於建構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

教育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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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內媒體識讀教育研究中，關於廣告的研究內容，作一個綜合性的

整理，僅列出關於電視廣告部分之單元名稱與教學重點，如表 2-10。 
 

表 2-10  媒體識讀教育有關廣告之教學內容 
研究者 出處 

（研究名稱） 

單元名稱 

（主類目）

教學重點 

（內容） 
吳翠珍

（1996） 
媒體教育中的電

視素養－電視識

讀課程內涵架構 

勸服性論證與

訊息－電視商

品廣告之勸服

技術 

1.電視廣告中人物、文字、配音、場景、
贈品、對話內容、價值呈現、攝影技

術對商品印象之影響。 
2.有效電視商品廣告之特質。 

周慧美 
（1999） 

國小學童電視識

讀能力之探討及

電視識讀教學成

效分析 

看透電視廣告 1.學生能藉由觀察力了解廣告會對觀眾 
產生何種影響。 

2.學生會判讀廣告中細微的和隱藏的訊 
息。 

3.學生能了解廣告常用的勸服技巧。 
吳知賢 
周慧美 
（2000） 

國小學童電視識

讀教學實驗成效

分析 

看透電視廣告 1.瞭解廣告對觀眾產生何種影響。 
2.判讀廣告中細微的和隱藏的訊息。 
3.瞭解廣告常使用的勸服技巧。 
4.瞭解廣告類型與觀眾之間的關係。 

媒體識讀 
推廣中心

（2003） 

媒體識讀教學區 兒童收視行為
管理 

廣告、觀眾與收視率的三角習題-如何引
導兒童探討廣告、觀眾與收視率對電視

節目之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翠珍(1996)，pp. 39-59；周慧美(1999)，pp. 127-128；吳知 
賢、周慧美(2000)，p. 8；媒體識讀推廣中心（2003），http://www.tvc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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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芝伶（2000）之電視酒類廣告識讀課程設計 

表 2-11  電視酒類廣告識讀課程設計 
研究對象 台南地區國小六年級兒童 
研究方法 調查研究法與實驗研究法 
教學時間 四週八節課（共 320分鐘）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1.我所認識的酒類廣告百寶箱。 1.認識酒類廣告之手法。 

2.酒類廣告的設計與技術。 2.瞭解酒類廣告的意涵、技術層 
面、性別角色的安排、酒類廣告

上警語使用上注意事項。 
3.酒類廣告的勸服技巧。 3.瞭解廣告的勸服技巧、欣賞不同 

的廣告創意。 
4.酒類廣告內容的分析。 4.了解廣告中隱含之訊息、欣賞不

同酒類廣告特色、認識酒類廣告

製作的相關規定。 

 
 
 
 

課程內容 

5.喝酒可能的結果。 5.了解喝酒之正、負面功效、酒後 
開車的嚴重性、培養正確的喝酒 
信念。 

 
 
 
 
 
 

研究結果 

1. 電視酒類廣告美化了喝酒行為、強化了飲酒迷思。 
2. 不同性別學童在電視酒類廣告注意程度、識讀能力及喝酒信念之部
份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就注意程度和識讀能力而言，女生優於男生；

就喝酒信念而言，男生在喝酒之人際關係、健康安全及飲酒迷思層

面得分顯著高於女生，在喝酒之飲酒品味、心理滿足層面，男、女

生未達顯著差異。 
3. 電視識讀教學成效上，實驗組(一)在部份項目的得分優於實驗組(二)
及控制組；就注意程度而言，實驗組(二)顯著優於實驗組(一)及控制
組，實驗組(一)與控制組則無顯著差異；就識讀能力而言，實驗組(一)
顯著優於實驗組(二)及控制組，實驗組(二)和控制組則無顯著差異；
就喝酒信念之各層面而言，在人際關係和心理滿足層面，實驗組(一)
顯著優於實驗組(二)及控制組，實驗組(二)和控制組則無顯著差異；
在健康安全、飲酒迷思及飲酒品味層面，三組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研究建議 

1. 在管理方面：加強監督工作、增加多樣化的公益廣告。 
2. 在教學與學校行政方面：增加價值層面的教學、多樣化的教具與教
學方式、善用網路資源、利用彈性教學時間。 

3. 在未來研究方面：擴大研究對象範圍、新增研究變項、嘗試其他喝
酒主題的研究。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芝伶(2000)，pp. 139-211。 

 
 
 
 



69 

（二）媒體識讀中心之國小媒體視讀教學手冊之第八單元「電視廣告的特

質」 
 

表 2-12  電視廣告特質之課程設計 
單元名稱 廣告 See See看 

－引導兒童了解廣告的特質並建立理性的消費行為 
教學對象 國小高年級 
教學時間 八十分鐘 

 
 

設計理念 

兒童在目眩神迷的電視廣告中，一發不可收拾的消費衝動，常常迫

使大人買下廣告中的商品。依據調查發現，電視廣告常能引起兒童消費

衝動與模仿行為，其潛在的負面影響與偏差行為，乃是教師與家長不應

輕忽。故本教案設計希望引導兒童辨識電視廣告中的說服手法，使其建

立理性的消費行為。 
 

教學目標 
1.了解廣告、電視台、觀眾的關係。 
2.了解廣告的目的與說服意圖。 
3.認識電視廣告常用的推銷手法。 

 
具體目標 

1.能互相討論電視廣告對觀眾的影響。 
2.能推知電視廣告商品未必像電視上播出那樣好吃、好用。 
3.能建立理性的電視廣告商品消費行為。 
4.能列舉電視廣告常用的說服手法。 

 
 

教學流程 

單元一：廣告金頭腦大競賽（8分） 
單元二：賣什麼東東？（30分） 
總結及學習單說明（2分）      
      第一節課結束 
單元三：誰是大賣王？（30分） 
單元四：電視廣告花招大破解（8分） 
總結（2分）                  
       第二節課結束 

教學資源 學習單一：誰是大賣王？（一組一張，共六組） 
學習單二：電視廣告花招大破解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基民等主編(2001)，pp.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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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婉怡（2002）提出「國小學童電視廣告識讀課程與教學方案」之

研究，其研究內容如下： 

 

表 2-13  國小學童電視廣告識讀課程與教學方案 
研究對象 台東地區國小六年級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 
教學時間 實施教學 600分鐘（15節） 

 
課程主題 

1.電視廣告與生活。 
2.電視廣告知識。 
3.電視廣告的評析。 
4.電視廣告之刻板印象。 

核心概念 批判能力 
 
 
 

研究結果 

1.多數學童之電視廣告識讀情形有所增進，包括對電視廣告影響性、目
的、類別、勸服技巧、製作流程與技巧等的認識與瞭解，以及能夠運

用在本課程所學之知識來欣賞電視廣告與評析電視廣告內容之真偽。

2.教學前多數學童對電視廣告所呈現之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抱持認同之看
法，而教學後則多抱持協商及對立之看法，但仍有部學童在教學前、

後，皆抱持認同之看法。 
3.學童對此方案的反應，多數學童表示教學活動很活潑、很有趣，參 
與此課程使他們對電視廣告之了解增加許多。 

 
 
 

研究建議 

1.電視廣告具有普及化、生活化並結合聲光動畫之特質。因此，它能夠
吸引兒童注意、又可與兒童生活結合，乃適合作為輔助教學之媒體與

課程設計之教材。 
2.教育單位應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落實媒體識讀教育。 
3.學校教師必須培養媒體識讀教育之知識；家長應輔導兒童收視行為。
4.擴大研究對象與研究面向，研究可聚焦在某面向或是針對主題深入探
討。 

資料來源：楊婉怡(2002)，pp. 38、158-161。 

 

由於楊婉怡（2002）之課程設計項目詳細，因此，特別列出其課程架

構如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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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國小學童電視廣告識讀課程設計內容 
單元名稱 教學活動 課程內涵 

1.我的生活與廣告 
 

 自我檢視觀看動機與行為、建立正確觀看態
度、觀看電視廣告對生活的影響。 

一、我的生活與廣告

2.貼貼樂、對對碰  電視廣告的六大類別 
3.廣告耍什麼花招  勸服技巧技術之運用，對商品印象之影響。 二、廣告耍什麼花招

4.現在流行什麼  流行文化之正負影響、追隨潮流與理性消費。

5.誰先誰後呢 
 

 企劃構想、編寫腳本、製作會議、拍攝作業、
剪接特效、配音、上字幕、播出等。 

6.看透廣告魔法的背後
 

 演員、化妝、攝影機、後製作等技術對電視 
節目呈現真實的影響之了解。 

三、廣告製作大追擊

7.大家來找碴  使用不同技術產生之非真實畫面與內容 
（如剪接造成時空交錯之感） 

8.非常廣告 
非常男女 

9.當家做主 

四、非常廣告、 
    非常男女 

10.新時代男女 

 電視廣告中的刻板印象與真實生活 
之差距。 

 性別刻板印象之突破。 

五、小小廣告評論 11.小小廣告評論家  個人喜好的電視廣告類型以及原因 
 理性評估電視廣告之價值體系及對其個人影 
響。 

12.大家一起拍廣告 六、大家一起拍廣告

13.廣告金熊獎 

 所學廣告知識之運用。 
 團隊精神之發揮。 
 想像力與創意之激發。 

資料來源：楊婉怡(2002)，p. 141。 

 

    上述為媒體識讀研究中，關於廣告研究的部分，特別是針對電視廣

告。無論是何種形式之媒體識讀課程，都是為了培養閱聽人面對影像或是

訊息之批判思考能力。因此，楊婉怡（2002）認為，「電視廣告識讀教育」

應當包含三方面（p. 37）。 

1.電視廣告組織：如組織立場、商業性質、形式特質、意識型態等。 

2.電視廣告訊息：對於電視廣告之形式特質、製作流程與技術、勸服技巧、 

真實與虛偽、影響等之了解。 

3.閱聽人之能力：對電視廣告訊息的質疑與分析、價值判斷、批判性解讀 

能力之培養。 

令研究者甚感興趣的是，楊婉怡（2002）部分的研究發現：兒童雖然

喜愛卡通節目，觀看電視的時間卻不僅止於兒童節目的時段。也就是說，

兒童所觀看的電視廣告以及令兒童印象深刻的電視廣告，不一定是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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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訴求對象。如女性內衣廣告、生理用品廣告、減肥廣告、洗潔劑廣告等，

此外，偶像代言與可愛型式的廣告深受兒童喜愛（楊婉怡 2002，p. 80）。

由此可知，兒童接觸的廣告種類幾乎是難以預料的。在時間上，他們觀看

電視廣告的時間，並不只限於兒童節目時間，如全家用晚餐時的新聞節

目，亦有電視廣告的播放。甚而他們可以在生活環境中，輕而易舉地接觸

到其他形式的廣告影像。換句話說，限定在某一個時間錄製電視廣告，並

不一定能找到最適合教學的電視廣告類型。因此，教師在廣告影像的篩選

方面，應依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的需要而選取。 

 

（四）結語 

    媒體識讀教育主軸精神在於培養學生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眼

光與態度，其探討的議題更是涵蓋了性別、族群、菸酒毒品問題、暴力問

題、真實與虛構的問題等（袁乃娟、巫知諭，1999）。由於電腦科技技術

進步，使得聲音、影像、文字編織成真假難辨的虛擬世界。面對這樣的環

境，如何判斷是非真假？如何以懷疑的態度面對所見所聞？如何批判新時

代的眾多影像？成為當代藝術教育課程應當著力的部分。 

綜觀上述三個識讀廣告的課程設計與其他相關研究發現：研究廣告識

讀教育者，以閱聽人如何建構批判思考能力為主。一如吳知賢（1998）指

出，研究廣告識讀課程，主要涵蓋五個部分： 

1.介紹廣告：討論重點在於廣告的目的與何處可看到廣告、喜歡與不喜歡 

的廣告？廣告是什麼？為何要有廣告？ 

2.廣告的銷售技巧：說明廣告的勸服技巧與不同廣告的使用策略。 

3.廣告的類別：認識廣告的呈現方式，如形象廣告、推薦式廣告等，並討 

論何種產品適用於哪一種呈現方式。 

4.廣告的設計技術：廣告詞的設計、攝影機角度、剪接、電腦特效等。 

5.廣告的分析：設計廣告評鑑表、探討消費族群、聲音對廣告的影響、呈 

現何種社會真實、透露訊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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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識讀教育範疇中的廣告識讀教育，涵蓋的層面廣泛，可供吾人設

計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時之參考。生活在消費社會的人們，

每天生活與形形色色的廣告影像密不可分。如同 Duncum（1999）所說，

藝術教育應該嘗試透過視覺影像瞭解世界，學生需要更有自覺意識地覺察

每日的審美經驗。廣告影像可以說是一種日常生活接觸頻繁的視覺審美經

驗，而本研究之以視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特別著重在廣告影像

本身的分析，以及其所傳達出訊息與價值觀。 

 

二、視覺文化中關於廣告影像之研究 

    視覺文化研究領域廣泛，就大眾與電子媒體而言，就網羅了電影、攝

影、動畫、電視、廣告與宣傳海報、卡通、漫畫、網路等等。 

現今國內針對廣告影像進行研究者，包含前述持以媒體識讀教育的立

場，抑或是採取文化研究的觀點解讀各種形式之廣告影像，本研究則是站

在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結合的角度觀看廣告影像。因此，在相關實證研究

的第二部分，僅選取藝術教育領域專家的研究為主，將焦點放在視覺文化

中研究廣告影像者。以下列出兩個研究為例。 

 

（一）廣告影像之性別刻板研究 

    廣告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性別刻板印象時常在廣告影像中不斷地再

現。Freedman（1994）提出一九九二年她與 Beach研究廣告影像的結果，

他們以四張流行時尚雜誌之廣告影像，觀察與紀錄學生對於廣告影像中性

別刻板印象的回應。研究者整理 Freedman（1994）提出的研究，概述如表

2-15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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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廣告影像之性別刻板研究概述 

資料來源：整理自 Freedman (1994), pp. 157-170. 

 

Freedman（1997a）指出，這個研究顯示學生難以從一個批判性的觀點

來看待這些影像，除非有人教導他們如何去做。從研究結果來看，說明了

廣告中性別刻板現象，常常讓學生得到混淆不清的訊息，以及片斷零碎的

知識。因此，需要教導學生如何詮釋視覺文化複雜多元的意義。Freedman

（1994）特別說明，大眾視覺文化常常被認為是一種簡單的文化，不適合

在課堂上呈現，但研究結果顯示，視覺影像之意義是如此地複雜，學生難

以了解（p. 168）。是故藝術教育應該把焦點放在解讀視覺影像上，特別是

視覺影像如何被創造、如何被人們所使用，以及觀者與影像互動的關係等

等，藝術教育將可以幫助學生更深入的瞭解生活中的視覺影像。 

    Freedman（1994）的研究探討平面廣告影像之性別刻板現象，並且發

現學生從欣賞視覺文化影像，來建構自己的知識，包括性別刻板的偏差態

研究對象 115位 8年級與 11年級的男生與女生 
（來自郊外中階層社經背景的學校）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 
研究目的 探討學生在面對視覺文化的性別刻板影像時的反應，以及是否能夠具

有批判影像的能力，藉此瞭解影像如何使學生產生認同感。 
 
 
 

研究內容 

1.學生難以判定廣告的真實面與虛構面。 
2.學生將廣告特性真實化，將自己放在杜撰的世界裡，視廣告人物的個性
為理想，想要像廣告中的人物一樣。 

3.男女生都認為個性獨立自主是影像中重要的訊息。因此，這些廣告呈現
出獨立自主，以吸引年輕人認同，並且說服他們去買產品。 

4.學生無法看出這些廣告影像具有文化的影響力。 
5.學生反應顯示出性別刻板化的文化觀點，只有 12%的學生帶有批判性的
眼光看這些刻板化的影像。其中，男生較為喜愛刻板化的女性特徵。 

 
研究結果 

1.視覺文化不同於精緻藝術，視覺文化是學生每天都會遇到的。 
2.學生以每天所見到的視覺文化，建構自己的價值觀。 
3.學生會注意視覺文化性別（或是其他概念、觀念、族群等）的呈現。 

 
 

研究建議 

1.藝術教育課程應該透過教導關於視覺文化的概念，以豐富學生知識。重
視視覺訊息的分析，透過視覺文化課程，以瞭解影像的意義如何被創造。

2.拓寬藝術教育的定義，以涵蓋視覺文化多樣的形式。 
3.促進與接受學生在詮釋視覺文化的差異性。 
4.運用相關影像以增強學生學習。 
5.發展順應男性與女性興趣之團體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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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些不是藝術教育工作者所願見到的現象。顯然地，在此研究中，學

生疏忽了廣告具有文化、意識型態等方面的影響力。此點正是以視覺文化

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在面對廣告影像時應該著力與發揮的部分。 

 

（二）詮釋視覺文化影像之研究 

Freedman ＆ Wood（1999）運用四張精緻藝術作品，以及四張視覺文

化影像作品（廣告影像、卡通、海報等）作為研究工具，蒐集高中生對於

視覺文化影像反應的資料，以瞭解學生觀看視覺影像的態度與詮釋。研究

者將 Freedman ＆ Wood（1999）研究內容整裡，主要分成三個部份進行

說明。 

 

1.研究概述 

    Freedman ＆ Wood（1999）分成兩個部分進行研究，研究者整理如下

表 2-16內容。 
表 2-16 視覺文化影像詮釋研究概述 

 第一部份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 質性研究（個案研究） 

研究對象 高中生 

參與研究者 一位女性大學教授與一位該高中生之男性社會科老師 
（在此研究之前，社會課並沒有包括討論視覺影像） 

研究主題 1. 視覺影像的目的。 
2. 視覺影像的詮釋。 
3. 視覺影像之間的關係。 

研究限制 基於研究的目的，將視覺文化簡化為兩種類型： 
1.精緻藝術（獨一無二、在博物館展示、專家認定具有美感價值的。） 
2.大眾文化影像（大眾製造影像，普遍被認為具備某一特別目的，
是不同於美感欣賞的。） 

研究人數 102人 
（52位女性、50位男性，平均年
齡為 16.72歲。） 

從 102人中選擇 25人 
（11位女性、14位男性，平均
年齡 15.8歲。） 

資料來源：整理自 Freedman ＆ Wood(1999), pp. 12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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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與分析資料 

    Freedman ＆ Wood（1999）依據問卷調查與個案研究，分別收集學生

資料，從量化與質化兩種方法收集學生對於三個研究主題的資訊。研究者 

將收集與分析資料的過程整理如下： 

 

（1）第一部份：問卷調查部分 

首先，收集到學生年齡、性別以及在高中修了多少節藝術課程等基本

資料。此外，關注的是學生的視覺影像經驗，再者，針對八張幻燈片提出

相關問題。之後，再將每一個學生的答案加以分類，如「這張影像使你想

到了什麼？」將學生的答案分成了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類。關於「這張

影像的目的是什麼？」學生的答案可分成五類：（a）描述人們或是場景。（b）

說明一個概念或是傳達觀念。（c）美感的目的。（d）探測出情感上的反應。

以及（e）使人信服。問卷調查的結果為個案研究之基石。 

 

（2）第二部分：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能夠更深入觀察學生如何使用影像。25位修美國史的學生參

與此部份研究，為期十週，觀察 25 位個案研究對象課堂上的反應。多元

化的收集資料，執行研究者採取參與觀察法、結構性的訪談以及蒐集學生

的日記，從訪談稿與學生日記進行內容分析。 

 

3.研究結果 

Freedman ＆ Wood（1999）的研究顯示，學生對精緻藝術與其他形 

式的視覺文化的反應，在某些方面其實是相似的，研究者彙整此研究主題 

之結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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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視覺影像的目的」方面 

 多數學生相信無論是精緻藝術與大眾文化視覺影像的目的，在於描

寫人們與場景、說明一個概念或傳達觀點，也就是說學生將影像視

為溝通的形式。 

 學生並沒有覺察到四張精緻藝術品含有宗教、文化、政治或經濟 

的訊息，但是有半數學生相信大眾文化影像是具有影響力的。 

 高中生修多少美術課（其中有52﹪沒有修過美術課），與其了解影

像的目的，並沒有實質上的差異。 

 

（2）在「視覺影像的詮釋」方面 

 學生通常有興趣觀看影像，並能以回想的方式描述影像。多半重視 

形式特質，以及對象與人物概括性的提示等。 

 學生不易瞭解影像的詮釋乃是因為受到社會文化影響的。因此，倘 

若缺乏實值上的線索，學生則難以詮釋影像的隱喻性。 

 

（3）在「視覺影像關係的闡釋」方面 

 當學生有機會探討視覺形式與文本文化（textual culture）的關係時， 

比較能連結主體與意義。 

 學生對於影像的好惡，在於影像的內容，而不是影像的目的、媒材 

或風格。 

 個案研究所選取的學生，已經儲存許多影像記憶。他們也學習到許 

多關於視覺影像的矛盾觀點，卻仍舊無法批判性的分析許多影像。 

 

    Freedman ＆ Wood（1999）認為，必須提供學生分析的工具，他們才

能學習批判、分析影像；此外，學生容易從大眾文化影像建構概念，並用

以詮釋精緻藝術。此研究說明，學生往往只是瞭解影像的表面意義，無法

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影像，除非有人教導他們該怎麼做，這意味著應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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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藝術教育的定義。因此，Freedman ＆ Wood（1999）建議，當代課程應

該包含視覺文化，以幫助學生瞭解視覺影像所隱含的多元意義，以及影像

的視覺特質所反映出人們的知識與對文化的瞭解。 

Freedman（1994）與 Freedman ＆ Wood（1999）關於視覺文化影像

的研究，都說明了學生需要被教導，才能以批判性的觀點看視覺影像。由

此可知，引導學生批判性解讀視覺影像是相當重要的。但以何種分析工具

引導？不同視覺影像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否也不同？如何與藝術教育原有

的內容接軌？諸多問題都是需要吾人再加以深入討論研究的面向。 

 

三、結語 

綜合國內媒體識讀教育研究與課程設計以及視覺文化中關於廣告影

像之相關實徵性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廣告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在特定的

社會環境與歷史脈絡之下，會產生不同文化象徵與探討議題。因此，視覺

文化中的廣告，其值得探索的層面相當廣泛。一如 Kilbourne（1999/2001）

在「致命的說服力」一書中，探討美國廣告影像中上癮、飲食失序、暴力、

女性與男性身體被物化的現象、性（sex）與性別（gender）等問題。此外，

廣告中時常隱含認同與文化意涵的議題。郭良文（2001）曾討論各類型之

認同廣告，如自我認同、社會階層認同（例如台灣藥酒與啤酒廣告）、國

家認同、全球化與跨文化認同等。 

廣告儼然已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必然的產物，學習如何觀看廣告成為現

代人的必備任務，需要批判能力以分析解讀廣告符碼與意義。因此，以視

覺文化為核心之藝術教育課程，應該培養學生批判、好奇的眼光（Rogoff，

2001），觀看生活中的廣告影像。 

參酌上述相關實徵性研究，本研究進行解讀廣告影像藝術教育課程設

計時，主要掌握四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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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廣告：廣告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特性，廣告的目的？廣告的傳播形

式為何？廣告的種類為何？廣告常用勸服技巧為何？廣告常用的技術

（剪接、電腦處理、特效等）為何？ 

2. 觀看的方法：斟酌運用符號學、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以及藝術批評的

教學層次，研擬表 2-9「解讀電視廣告影像四個階段」。實際應用於教

學活動之中，促進學生思考電視廣告之合理性、質疑單一化的價值觀。 

3. 選取主題：限定在某一個時間錄製電視廣告，並不一定能找到最適合教

學的電視廣告類型。因此，本研究依課程目標選取電視廣告，幫助學生

建立起對廣告懷疑的態度，進而分析解讀其意義與內涵。所選取的廣

告，包含電視廣告、平面廣告、網路廣告等多樣形式。其中選取麥當勞

電視廣告影像以及麥當勞為主要分析對象。 

4. 訊息與價值觀：在本研究課程設計，主要針對廣告影像本身進行分析，

再延伸出其隱含的訊息與價值觀，使學生能夠產生自覺的批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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