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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A/R/Tography」發展一個「性別意識」藝術教材。以性別議題與

藝術教育內涵為養分，滋養藝術創作歷程及教材研發的行動，並轉化、融合成為「性別

意識」的藝術教材。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及「A/R/Tography」研究法，探究性別與藝術教育理論及內

涵，從藝術角度探討性別意識相關論題，並分析研究者新、舊創作歷程，以研發性別議

題融入藝術的單元課程。研究資料包括相關文獻、論文、研究者舊作與三位藝術家的具

性別意識的作品；研究對象為研究者的新作品及創作歷程、草稿記錄、教材設計省思等。    

藉由研究者（researcher）、藝術家（artist）及教師（teacher）三種角色特質，以質性

研究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整理、比對與分析。邀請五位專家進行審核以完善信效度，並針

對專家意見與研究歷程進行調整與省思，瞭解性別創作與藝術教育之間的關係，達成

「A/R/Tography」理論中三種身分特質的融合狀態，使研究成為一個具有價值性的行動

反饋。 

根據本研究課程實施的結果，歸納如下的結論： 

一、 「性別意識」的自我檢視，是藝術與性別教育內涵與課程發展的關鍵 

綜觀性別議題、藝術教育理論和創作與教材研發歷程之施行，「性別意識」的藝術教

育內涵不僅著重解構視覺圖像的性別思考方式、批判態度及自省能力，亦重視「性別意

識」的構成與多元性別價值。創作與教材研發的作法，是透過「性別意識」的理解與自

我審視，運用「A/R/Tography」三種角色的專業性與游離性隱喻，使得創作與教材研發

的過程能有所依循，並達到相輔相成的狀態。 

二、 透過創作歷程發展「性別意識」擴展藝術教育課程發展的視野 

創作歷程的實踐，激發了「性別意識」藝術教育理念的生成，同時亦引發其故事性

及脈絡化的特質，並於規則中產生質變。本研究中，「性得藝彰」課程不僅扣緊十二年國

教的核心素養與美術學習三大構面，更因性別議題與人類社會的不可分割性而擁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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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特質，使課程意義帶有自由論述的色彩及包容異己的人文精神。 

三、 透過「A/R/Tography」的曖昧性實踐「性別意識」的創作與課程設計 

研究者經由「A/R/Tography」角色的游離、檢視及思辨過程，跨足不同疆界產生碰

撞與質變，使「性別意識」的創作與課程設計充滿多元可能性，並帶有曖昧性的後現代

精神，呈現多種解讀面貌之潛力。其中，研究者成為一名「自覺者」與「開發者」，經由

創作歷程、自我性別意識及經驗之省思，融入歷程之啟發與精華於議題與學科意義中，

成為具有生命啟示的藝術學習。 

     

關鍵字：A/R/Tography、性別議題、性別意識、藝術教育、教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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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aim to develop a gender-conscious teaching material, which is based on 

A/R/Tography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issue and art education nourish art-mak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onvert them into a gender-conscious teaching material.  

This study adopts the document analysis and the A/R/Tography metho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gender issue, art education theories and gender-related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author’s recent art-making history, and integrates gender issue into art 

education to create a curriculum. The study data are document, theses, author’s old works and 

gender-conscious artworks which made by three artists; the study objects are author’s new 

artworks and art-making process, sketches and the ref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Through the traits of three roles: researcher, artist and teacher, the study objects are 

arranged,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qualitative techniques; in addition, author invites five 

experts to examin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f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t the final step, 

teaching material and research process are adjusted and contemplated according to experts’ 

advices and author’s reflections; by re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related artworks 

and art education, author makes three roles reach integration in A/R/Tograohy theory and 

become a valuable action.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below: 

1. The method of developing gender-conscious is the key of enhancing gender and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overviewing gender issue, art education theory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uthor finds that art education with gender-conscious are focus on deconstructing the 

gender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self-reflection on visual image; in the meantime, the 

modeling and multiple values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re important on the study.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metaphor of nomadism on 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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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rough art-making process to slef-examine gender conscious broden the deep meaning of 

art education   

The praxis of art-making stimulates the growth of gender-conscious art education, and 

evokes its narrative and contextualized traits, causing transformation in its rules. In this study, 

the curriculum “Gender and Art Shines Within” sticks to the point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three art-learning dimensions in 12-year Basic Education, gender issue; because of gender issue, 

the curriculum possesses the features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which are an indivisible part 

of human society, and brings the curriculum colors of free discussions and the tolerance of 

humanism. 

 

3. The ambiguity of A/R/Tograpgy enrich the praxis of making gender-conscious artworks and 

art curriculum design  

The process that three roles wandering, investigating and speculating in A/R/Tograpgy, 

makes author cross different territories and cause colli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gender-

conscious art-mak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which are full of various possibilities and 

ambiguity in postmodern spirit, and shows its potential o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author plays the role of a self-conscious person and developer, also integrates the 

inspir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process into the meaning of issue and subject after undergoing 

art-making process, self’s gender-conscious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finally makes it a life 

inspired art education.  

 

Keywords: A/R/Tography, gender issue, gender consciousness, art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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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位藝術教育工作者，是否能以不同身分自居，透過自我檢視和剖析，進而從事跨

領域的實踐及產出？而又如何透過此行動，去影響自己、他人與世界？將教師視同藝術

家時，我們應該反思究竟藝術家角色能夠帶給教師甚麼滋養？教育工作有其複雜性，它

不只是關切自我，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洪詠善，2013）。研究者於大學時期就讀美術

科系，對藝術創作懷有強烈興趣，同時亦對美術教學懷有熱忱和理想，並於研究所時期

修習「性別與藝術教育」課程後，開始思考性別議題之於藝術教育的關係，而近年來的

多元性別議題，在多場同志遊行及新法案的討論中沸沸揚揚地展開，更激發研究者嘗試

去回溯、反省自身的性別意識與性別經驗，計畫開啟相關系列創作，探討社會歷史脈絡

下所反映的性別價值觀，並運用「A/R/Tography」理論探討創作中的性別意識與其內涵，

闡釋理論中藝術家（artist）/研究者（researcher）/教師（teacher）三種角色相互交織和游

離（in-between）的狀態，將藝術創作當作詮釋手段和轉化基礎，運用超現實及隱喻的手

法，表現性別議題的核心思考，並將創作及論述藉由展覽一併呈現。最後，透過整合階

段性歷程作品與性別相關論述，延伸設計出一個融入性別議題的藝術課程，透過個人檢

視及專家的審核結果，不斷反思並調整此課程內容，以體現「A/R/Tography」理念中的

行動研究精神。 

研究者認為，創作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研究的投入，藝術教學不純粹以「教學」為

主軸，而是將藝術帶入議題中心思考，使其在教師及學生的互動間發酵。教師不盡然須

放棄創作才能成就教學；反之，將自身創作作品及理念融入教學中，作為與學習者交流

的橋樑，進而產生激盪思考並擦出學習經驗的火花；藉此，學習者和教師重新體會教育

 



2 

 

的本質，連帶迸發嶄新的思考和學習模式。由此看來，教師志業不單單僅是「教學」，更

是一連串「教」與「學」之間的不斷呼應、反饋、改變的經驗學習之旅程，而藝術創作

能夠打破固有的心靈疆界，跳脫原有角度並釋放思想，道出不同的故事並看見新的可能。

因此，「A/R/Tography」既是一種自我探究，也是心靈的滋養和教育。隨著近代社會變遷

加劇，科技的進步和媒體的發達，使得資訊及圖像在不同領域和時間點產生碰撞及整合，

人們面臨的事物愈趨複雜及多樣化，思考與行為勢必得因應情況去調整與提升。有鑑於

此，本研究特別指出教師在當代的背景特色下，須意識到自己不僅是一位教學者，同時

也是一個創造者和研究者的身分，調節自身彈性和思考模式，方能進行有意義的多元產

出。 

 

一、 現代教育之的潮流 

（一）教育形態的變動與發展 

全球化趨勢之下，跨領域及統整性的教育改革聲勢水漲船高，過往的標準化思想已

然產生巨變，加上飛躍式的科技發展，導致社會快速變遷，眾多議題的矛盾性在生活中

變得更顯而易見，其重要性與討論度日漸增高。在現代社會中，學生面對到議題時，須

擁有合適的態度和判斷能力，因此許多學校針對重大議題進行額外的課程設計和實施，

議題探討除增進學生對於大環境的認知，更可訓練其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因此，這些議

題不僅為臺灣社會所重視，在全世界先進國家也是備受矚目與關切的。 

社會變遷促使教育主軸轉變，許多新興備受關注的議題，不再侷限於單一學門或學

科，並且同時具有跨學科的特質，例如跨足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由多

學門學科觀點去探究一個議題，能使我們對議題有更寬廣、更完整的瞭解。因此，議題

相關課程適合融入不同科別的課程設計中，使學習者能在多重領域、科目間進行學習（張

芬芬、張嘉育，2015）。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總綱中，強調統整課程的重要性與願景，其中

的「核心素養」連貫不同教育階段，並統整各個領域、科目的發展，強調教育中的價值

與功能，其中承接了十大基本能力與核心能力，以建立各領域和各科目間的關聯性。學

者甄曉蘭（2004）指出教師在設計統整課程時，可嘗試引領學生以更多元價值的觀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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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及學習新事物，例如課程內容方面，教師能將個人和社會意義相關的問題舉出，促

進學生討論與思考，讓所學知識有所連貫並觸類旁通，使得知識的拓展和運用融入真實

生活核心，方能獲得更臻完整的學習經驗。另外，近年來許多學者主張行動研究及重視

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教學方式，強調人的潛能、創意及主動性，鼓勵自我實現、自

我管理以及關注特殊需要等。在此潮流衝擊下，健全的個體學習與發展不再被等閒視之，

教育中開始強調注重學習者的個性、自我價值、尊嚴等面向，此觀念助長了學習者生命

經驗與課程設計間的密切關係（陳皓薇、林逢祺、洪仁進，2004），這樣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方式不僅關注於學生角色本身，更能運用在教師角色之中，作為教學的反思及回饋，

以精進其角色的能力和特質。 

 

（二）教師角色的進化與轉變 

二十世紀初期，各國教育改革和教學型態急速擴增，學校教育日趨受到社會重視的

同時，教師角色也隨之產生多樣變化。教師，是學生學習與教育進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教育改革的歷程中，教師會因為身處不同環境及複雜脈絡而面臨諸多挑戰。二十

一世紀，世界各國因應課程改革、科技革新與教學創新趨勢，開始著眼於教師專業發展

的政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國際勞工組織（ILO）於 1966 年發表《關於

教師地位的建議》（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第一次正式對教

師專業做出明確的說明，指出教育工作是一個專門的職業，教師必須經過持續且嚴格的

學習，方能獲得並維持專業的知識及特別的技術（吳清山，2010: 248）。另外，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二十一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於 1996 年發表《學習：內在的寶藏（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為名的報告（俗稱《狄勒斯報告書》），為因應時下教育宗旨已開始導向培養學

生適應世界變遷的能力，強調教育的改革應朝向多元化、全球化、靈活多變的方向發展，

而提出終身學習五大支柱：學習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習求知（learning to 

know）、學習行動（learning to do）、學習發展（learning to be）及學習改變（learning to 

change）的概念（UNESCO, 1996）。由於社會變化迅速，學生被要求必須持有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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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並能擁有信心及即能力，在未來的變化中跟上新事物的學習及時代運行的腳

步；與此同時，此報告書的訴求對象不應僅限於學生角色，身為傳遞知識者的教師更須

要肩負此趨勢需求。 

當社會變遷引動了教育體制的變革，教師專業觀念開始蓬勃發展，然而教師面對到

的各種規範要求、繁雜沉重的行政作業、以及徘徊在「專業自主」的機制間的情況下，

需要找到力量去超越種種困難處境。在眾多教育政策中，教師角色往往並賦予神聖且偉

大的期待，例如教師除了須擁有傳遞知識的技術，更被賦予極大的責任與權能，例如產

生自己的實踐知識、課程發展者、轉型知識份子、或是反省的實踐等等（李榮安，2001；

洪詠善，2013）。張新仁（2011）回顧臺灣百年來對教師角色期望之演變，發現教師從傳

統經師、人師角色，演變為專業工作者，此專業內容更包括課程發展者、教學設計者、

班級經營者、學習評量者、訓輔工作者、主動研究者、學校公共事務參與者、親師溝通

者、社會參與者、終生學習者、專業學習社群成員、同儕輔導者、教師領導等角色。在

面臨許多角色的適應及變遷的同時，教師雖然享有成人社會的權力姿態去要求學生，但

為了適應世界潮流的變化，教師和學生應共同扮演一名競賽者的角色，教師在這場競賽

中未必是勝利者，因此，教師若敦促自己與時並進成為一個榜樣，對下一世代的發展將

具有良好影響（李榮安，2001）。 

 

二、 藝術教育的發展趨勢與可能性 

從二次戰後到 1980 年代，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推進，教育界人士開始質疑現代主義

教育中重視真理、秩序、典範與價值的思考模式，為了因應充滿多元、紛亂及複雜的戰

後社會，開始提倡並興起後現代教育觀點及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的理念。1990 年

代中期，教育界的現代主義思潮——以鞏固藝術為科目地位的學科取向藝術教育

（Displinane-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 DBAE），長久以來，藝術教育相關的研究，比較

關切於學校教育場域中的課程時施和討論，反觀而言，學生主體性相關的歷程、脈絡或

思考方式等等是常常被忽略的（陳瓊花，2005a）。事實上，教學可以看作一種藝術表現

之形式，是教師利用教學技巧和智慧譜出一段美感經驗。教師須時時留意教學中不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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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非預期的因素，經由教學歷程及自身經驗判斷後，讓這些非預期的因子被重視和

調整，使師生在教學過程中獲得內在心靈的滿足，使課程和教學能夠達成美感形式的顯

現（Eisner, 2002；歐用生，2012）。其實，無論是教師或學生角色，若能在美感經驗中持

續地轉化及超越，對於自我、生活的世界開啟新的建構與新的理解，便能在不斷自我演

化過程中超越種種限制。從此趨勢看來，教師的專業發展由傳統被動的、線性的與技術

取向的，漸漸轉向為主動的、重視個體的、社群的終身專業學習的取向。藝術源自於生

活，亦融入生活，因此藉由藝術教育帶領學生探索世界中人、事、物的意義，皆有著不

可抹滅之價值。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 研究目的 

（一）探究「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內涵。 

（二）透過創作歷程發展「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意義。 

（三）發展以「A/R/Tography」為本之「藝術與性別議題」課程案例。 

 

二、 研究問題 

（一） 何謂「性別意識」？與藝術教育的關係為何？融入性別議題的課程概念和作法

為何？ 

（二） 如何透過創作歷程發展「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意義？ 

（三） 如何透過「A/R/Tography」實踐「性別意識」的創作與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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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A/R/Tography」理論探尋藝術教育者和藝術創作之間相輔相成的關

係，進而轉化成教學方案的發展。從宏觀的當代教育思潮著手，微觀地探討藝術教育及

研究者本身的歷程脈絡，逐步階段性地檢視，並透過相關研究的蒐集、比較及分析，探

討「A/R/Tography」理論之內涵，以展現其在教育上的應用和學術論文的成果。另外，

研究者將自身的藝術創作脈絡，與其他藝術家作品的表現方式作比較與探討，藉由反思

及洞察自身表述的語言和形式，討論藝術家（artist）/研究者（researcher）/教師（teacher）

三種角色之間的游離和重疊狀態。藝術創作歷程建構部分，參照三位具代表性的女性藝

術家，分別為美國藝術家 Judy Chicago（1939-）、澳洲藝術家 Deborah Kelly（1962-）以

及臺灣藝術家徐薇蕙（1979-）；另外，研究者針對 2012 年至 2015 年的藝術創作共 8 張

作為自我探究，分別為 2012 年《瞳的流變》個展作品《人之所欲（Human Desires）》及

《自畫像（Self-portrait）》；2013 年《再˙性別（Re-Gender）》展覽系列作品《請寵幸我

（Please Spoil Me）》、《屢敗的叛逃（The Unsuccessful Escape）》及《不柑為美（The Flawless 

Beauty）》；法國 Les Hivernales 沙龍展《LART est vivant》的《女媧補天（Nu-Wa Patches 

the Sky）》；2015 年《魅眼笙歌》個展作品《魅眼魚小姐-姝（Ms. Charming- Beautiful）》

及《嬝嬝娉婷（Gracefully Balanced）》共 8 張，透過舊脈絡的追溯及反思，發展為新創

作歷程的養分。研究者秉以「A/R/Tography」的精神，將性別、創作及教育三種特質，

經過反思、對比及轉化，讓三者間達到相輔相成並相互呼應，發展出一套有意義並可供

實踐的教學方案，結合現今的教育潮流和多元價值觀，提升教學的內容與深度，提供未

來教學者一個新的跨領域整合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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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A/R/Tography」理論為研究基礎，研究範圍側重在

當代藝術教育內涵及性別議題相關論述，以及「A/R/Tography」理論的脈絡及內涵等。

接著，藉由探究研究者的舊創作、以及其他三位女性藝術家的作品，發展新的性別意識

創作，再發展出性別與藝術的課程設計。但是，由於近年來國內研究「A/R/Tography」

理論的專家及論文不甚豐富，而且相關的實踐者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文獻聚焦於有這

三種身分的教學者特質、以及創作帶有性別意識的藝術家，資料蒐集的全面性可能欠缺

妥善；加上研究者本身即為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因此研究者的主觀性難以完全避免。

為達到研究的客觀性，選擇採用多元的資料收集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例如，藝術創作、

日常手稿、影像記錄、創作論述、展覽記錄等等，並且邀請專家共同進行課程研發之檢

核。 

（二）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藝術教育、性別議題及「A/R/Tography」理論的文獻內容，包含

學說理論及例證等。在性別相關藝術教學及教材研發部分，主要蒐集相關女性實踐者的

資料，包含其論述和性別意識作品；藝術創作歷程建構的部分，參考資料亦包含研究者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 8 張含性別意識之藝術創作。在研究限制上，以近代藝術教育思

潮作為文獻探討背景，並從臺灣藝術教育體制和議題內涵角度，探討欲研發之性別與藝

術課程概念，此牽涉到理論的地域性與文化適用性限制，內容選擇上無法廣泛地涵蓋各

個年代和其他國家。另外，本研究的藝術創作發展背景，除研究者舊作的性別內涵外，

更挑選三位女性藝術家作為參考範例；但若考慮到不同性別藝術家、不同藝術形式和內

容等因素，此類選擇範圍也欠缺多元性。本研究聚焦於性別意識的覺察與表達，創作歷

程和課程研發作為互相作用的主體，跳脫單一線性發展，採取雙軌式、不斷比較和對照

的過程，使得創作與課程達到相輔相成，以應對本研究範圍可能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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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A/R/Tography」 

「A/R/Tography」是一個理論，也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一個實踐的歷程。其中，

A、R、T 分別代表著藝術家（artist）、研究者（researcher）及教師（teacher）的三種身

分，強調教師可以是藝術家，同時也是研究者，連結著三種身分的共依共存。因此，

「A/R/Tography」狀態下的個體，藉由持續地創作藝術、關注教學反饋的過程，同時輔

以研究者姿態進行反思與探究，進而證明這些概念透過藝術的觀點，能夠擁有多重身分

的實踐（Irwin, 2004）。杜威（John Dewey, J. 1859-1952）認為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s）

是涉及一個實作與經驗之間的連續性，其成就在於整合智性、情感與實踐功能（高建平

譯，2005），因此「A/R/Tography」作為一種藝術性的研究，其符號「/」帶有活動、游移

之意涵，具有跨界（métissage）及跨領域的概念，此符號更消弭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理論之知（theoria）、實踐之知（praxis）、以及創作之知（poesis）間

的論述界線（Irwin & Springgay, 2008）。 

「A/R/Tography」理論實踐者，再現其問題意識、實務、新興的理解及創新的分析

文本。他們生活在其工作之中，透過美學經驗、非事實的意義傳達之下，融合知（knowing）、

行（doing）、創作（making）表現他們的理解力、演繹其教學立場（pedagogical positions），

他們的工作是既藝術又科學的（Eisner& Powell, 2002），但這更接近於藝術，因為重點在

於追求意義的提升而非其確實性。許多分享其生活實踐的藝術家/研究者/教師，透過對

記憶、認同、反省、沉思、故事敘說、闡釋及再現的關注，嘗試開闢一條新路徑去理解

他們對此三種角色轉換的實踐。身為藝術家的教師，對於自己被賦予的基礎認知、以及

知識來源產生質疑，因此轉而尋取教學歷程中的記憶內容，將原本單一線性的模式，導

向一種連續性的、整體的、自傳式的、自我審視的思考及活動（Griffith, 2007）。另外，

Eisner 認為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學習如何創造自己，因為課程可激發教師省思、自我發現

和自我創造，因此課程及教學的核心是充滿想像力、創意性和敏感性的（歐用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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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意識 

意識，是指人在當下時刻有所感（覺）及有所知（覺）的現象，簡單來說是個體可

覺知的部分（賴保禎、周文欽、張鐸嚴、張德聰，1999）。現代對於「性別」主要分為兩

種看法，一種為純粹的「生理性別」（sex），另一種為「社會性別」（gender），後者性別

（gender）可擴大解釋成「性的社會建構 」（Gender 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被

視為是與生理構造無關的，例如個體的人格特質或行為模式，是受到長期社會的接觸與

互動、內化的思考或價值觀所影響的，而另一方面則認為「性別」可描述由生理差異所

建構的男女性別系統，包括經社會文化對身體的知識系統所形塑出不同性別的身體，因

此性別觀念大多是經由社會化建構的，從人類諸多的行為與社會制度內涵中，都能看出

現今男女差異樣貌之形塑（莊明貞，1999）。性別意識的形成，便是建立於社會建構下的

個人與群體機制互動中，透過認知歷程不斷地發展、轉變的結果。性別意識的發展過程

並非單一線性的，沒有所謂終點的情境預設，也沒有一套漸進式的階段發展歷程；它沒

有確切的起點，它的發展過程緩慢卻是永無休止的流動狀態，並且無時不受到影響與持

續進行的（畢恆達，2004）。本研究對於「性別意識」一詞之界定，並非建立在一個在生

理上或心理上具有明確差異的分別，而是社會架構下對於男性或女性的社會角色、社會

學習行為及期待，而在此的「性別」包含男性、女性及其他性別，在文化上具有某些特

性的組合，可用以區別兩性的社會行為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三、 創作意識 

本研究中的創作意識，意指於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生理及心理狀態與經驗，此種

經驗可能受到大環境和社會架構的影響，也可能是研究者自身反思的沉澱與再造，皆對

創作意識的形塑產生巨大影響，因此藉由探討研究者的創作及論述，可觀察生命歷程的

發展與演變。在此，藝術家的創作意識內涵，包含著對於自身性別認知和對社會文化的

性別論題思考。藝術創作的過程是由「思維」和「情感」運作而成的，而「思維」及「情

感」皆由意識所產生；在此「思維」指的是一位藝術家對外界事物獲得之觀察或體驗，

而一般人所擁有的認知能力就包含感知、記憶、體驗、想像、回憶、分析、推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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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理因素，將觀察或體驗重組或連結。其中，許多是以想像為中心的思維活動，透過

這些要素的綜合運用，創作於焉自由展開（李咏吟，2004）；另外，我們所認知到藝術創

作及藝術鑑賞中的「情感」，是具有一定的概念成分才起了主導作用，由於語言無法脫離

字詞本身被賦予及被聯想的意義，因此非形象式的自然形式可作為藝術發展的根基，其

中難以意表的感覺、情緒等面向，透過藝術創作成為一個客體，而給定創作解釋的通常

是語言和藝術形式，但是沒有語言和藝術，「情感」則不能存在。因此意義上來看，藝術

的概念是以精神概念為基礎的（李惠斌等譯，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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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回顧幫助我們從理論觀點的脈絡中，對於研究主題有進一步深入認識，在既有

的知識中耙梳，透過不斷地修正得以前進，使研究內容更為深入且精緻（畢恆達，2010）。

其中，透過文獻可幫助一個研究去界定問題及理清研究問題意識，將研究從歷史脈絡中

築建出一條道路，將主軸逐一建構並統整，建立先備知識與研究假設（郭生玉，1981）。

在本研究中，透過大量相關文獻回顧建構在「藝術教育」、「性別議題」及「A/R/Tography

理論」的概念，並進一步了解其涵蓋的範圍，將教師角色的跨域和美術課程教學方案作

連結，梳理出其意義及重要價值，作為本研究的目的。 

 

第一節 藝術教育與性別議題研究 

 

一、 藝術與藝術教育 

（一）後現代教育思潮之轉向 

總體而言，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文化核心是求「進步」，但隨著理性主義（Realism）

的極端發展，人類初始心靈中的高尚理性，逐漸走向「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並帶有著極端色彩，社會對於事物的定義偏向單一性、統整性、規律性。直至二十世紀

末，「危機意識」取而代之成為社會的中心思想。此現象可追溯自兩次世界大戰前後，自

啟蒙時代以來，人類所奠基於科學發展的理性思維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質疑和

顛覆，許多新的思維論述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針對上個世紀的價值觀出現反動，後現

代主義（Postmodernism）便是在這樣的思潮脈絡下鋪展開來。相較於上個世紀的現代主

義（Modernism）觀念，後現代主義代表著一種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比現代主義更具

批判、懷疑的精神，懷有一股任性且不受壓抑的取向，生機勃勃並勇於提出挑戰。 

引申自鄭祥福（1999）歸類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特質，大約可概分為 1.解構：超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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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自由；2.片斷：大敘事的式微；3.多元：異質聲音的重視；4.科技：人類社會的雙面

刃。由此可知，後現代主義脈絡下的人們，對上個世紀的態度是充滿反叛及不屑的，文

化創新者不再聽訓於過往前輩的觀念，並且帶有意識地運用新的詞彙來表達自身主體。

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國際情勢產生急遽轉變，無論政治、經濟、生態環境、科技發展、

哲學思想和學術領域等，都面臨了巨大變革，尤其到 1960 年代後，進入一個科技整合

的時代、多元化的社會，過往關切真理價值、秩序與典範的現代主義教育觀，已經因無

法應對紛雜、繁亂且多元的後現代社會而式微，教育界人士開始反思「教育」在當代多

元社會的意義與內涵，而強調穩定、秩序的現代主義認知典範，已被充滿變動性及繁雜

性的後現代教育觀念所取代。1990 年代之後，後現代教育的氛圍普遍擴及藝術教育界，

後現代藝術教育理論隨之興起，當時的後現代藝術熱潮，強調展現所有蒐集到的綜合性

的意象、技巧、風格形式和歷史素材等，再組成拼貼式的整體，因而「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思潮成為當時藝術教育界最具代表性之概念。從近代以來的觀念可以得知，教

育的目的是發展個體獨特性，同時也發展其社會意識和與外界的相互作用性。教育不僅

是完成個人化的歷程，更是統整歷程，這樣的歷程能使個人的獨特性達到平衡，並協調

於社會的統一性之中（呂廷和譯，2007）。 

 

（二）當代藝術教育的發展與特質 

近年來，臺灣教育體制產生了新的趨勢及準則，教育部於 103 年發布了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而此次研訂課綱是為了因應世界的急遽變化，例如社會少子化、

新興工作的出現與變遷、網路及資訊科技發展快速、社會運動與民主參與蓬勃、生態永

續發展等。因此，總綱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及設計的主軸，除注重知識與技能

方面，也須注重學習策略與學習方法，結合生活情境導向的學習，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

使之能應用所學於各種生活狀態中，透過實踐的方式達到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另外，核

心素養內涵是培養一個「終身學習者」的概念，從三大面向來看：「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與「社會參與」，以及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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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皆是著重奠基在生命歷程中各個階段與層面的能力（洪詠善、范信賢，2015）。 

若依當代藝術教育的論述，藝術的學習不應只侷限在學院派的制式教學觀念和精緻

藝術的面向中，藝術其實涵括生活中極大的範圍，例如生活中的各種文化類或一般性產

品，皆能當作供以欣賞和學習之對象（陳瓊花，2004b）。因此，教師們可依循視覺藝術

教育的哲理，作為精進教學實踐其專業性的基本信念，並在實踐其信念之同時，做出自

我意義的批判，係為教師們所欲努力達成之理想目標（Feldman, 1996, p.2）。陳瓊花（1995）

也提到，臺灣近年來的視覺藝術教育開始重視藝術與生活的連結，往年美術教育多以創

作為主，而改以走向以鑑賞為重的教學。此目的正是倡導全民美育，來提升全國人民的

藝術涵養，充實生命的意義及內涵。 

另外，藝術教育學者艾斯納（Elliot Wayne Eisner, 1933-2014）特別強調，藝術的貢

獻在於使個人注重自身的經驗品質，藝術經驗的本質鼓勵人們關注事物間的關係，體悟

微妙的細節變化其中，對生活的品味產生激勵效果。因此，學生藉由藝術經驗能夠更敏

銳地去觀察文化間的脈絡相關性。另外，艾斯納認為藝術的表現充滿了豐富多變特質，

除能表達人類的共通性，亦能夠將其轉化為人人共同理解之語言，尤其觀察不同文化間

之藝術，更能反應出全人類休戚與共的價值性與人的共同本質和內在需求。因此，當學

生透過藝術認識其他文化，同時能藉此回頭觀察自己所身處之文化，學習用不同角度來

檢視自身的態度、信念及價值觀（郭禎祥譯，1991a）。回溯自中古時代，藝術的鑑賞與

創作行為，是為服務教會及宗教信仰而存在。而到了啟蒙時期，歐洲陸續將藝術課程納

入正規教育中，但依然被視為偏技術性的手作課程，在教育體系中被漠視。而到了近現

代，因為思潮的轉變打破了學科的疆界和思考學習的方式，藝術教育的發展充滿了開創

性及突破性。研究者將將現代藝術教育的幾個重要拓展和論述整裡如下： 

1.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1934） 

杜威的進步主義於 1880 年代興起，強調以兒童經驗與學習過程為核心的教育觀，

並且於 1934 年《藝術即經驗》一書中，奠定其美學理論的思想基礎為「經驗」的概念。

杜威認為審美哲學應以經驗為探討對象，以人類經驗為萌芽點來探討美感經驗，方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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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套完善的藝術理論，而美感經驗產生最為終極（ultimate）與最為根本、最初的

（rudimentary）形式，如同由胚胎到成熟，是有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而促其生長與發展

的。此種「經驗」試圖擺脫傳統哲學所探討的超驗世界，導向人類日常生活的脈絡為主。

因此，杜威的「經驗」一詞不但具有形而上的意涵，同時更作為人類知識發展、生活實

踐、價值判斷等的主要來源。因此，文化並非存於虛空中或僅靠人們自身努力而形成之

產物，而是長期累積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由於生命過程本身與生物、環境的相互作

用密切相關，因此經驗是不斷產生的，而這種相互作用所包含的自我與世界的成分，將

經驗訂定為情感和思想，從而產出有意識的意圖。藝術的創造與人類（創作者）的成長

過程、生活經驗、歷史文化脈絡有彼此依附及影響的關係。從杜威的美感經驗論點中，

一個具有美感的完整經驗必然是有經驗的連續性，以及經驗主體的認知、情感、與實踐

的統整，並強調個體完全投入後獲得意義與完滿自足感（高建平譯，2005）。杜威認為

審美與智性經驗不能截然二分，後者必須嵌有審美的本質，才能達到自身的完滿，因此

其教育哲學不僅在課程、學習層面帶有美學性的影響，更顯著加深教師和教學之間的思

考。 

2. 赫伯特（Herbert Read, 1893-1968）的《透過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Art）》

（1943） 

赫伯特於提出「藝術應為教育的基礎」觀念，主張教育過程與藝術創造過程應相互

融合，舉出美育的教學方法以達成民主社會的教育目標，兒童藝術表現能力與審美心理

的發展描述等等。他把藝術教育視為是以「學生中心」（Child-Centered）與「社會中心」

（Society- Centered）的，主張應研究不同文化的藝術，以培養敏銳的感受，例如欣賞各

種類型的藝術，才能夠瞭解藝術並激發想像力；在創作方面，利用各式各樣的形式、媒

材、內容的藝術創作活動，除了可以激發學生的創造性外，更使其在心理上獲得適性的

自然成長與自由感，而其中藝術活動的陶冶具有藝術治療（Art therapy）的內涵與影響，

使學生在生、心理上獲取平衡，最終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全人格，使其成為具有創造性

社會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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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恩菲爾（Viktor Lowenfeld, 1903-1960）的《創造與心智成長（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1947）之「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Creative Self-expression 

Approach to Art Education）」 

羅恩菲爾於 1947 年出版《創造與心智成長》一書，其中「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理

念係認為透過藝術活動，能開啟個體與生俱來的創造力及表現潛能，並進一步健全個體

人格的發展，此為藝術教育的最終極之目的。理論特質是以兒童作為中心思考，對於兒

童的情感表達、自我概念發展、創造力的延續與開拓極為重視，因此也被稱為「兒童中

心」（Child-Centered）的藝術教育思潮，此理論在二十世紀中葉盛行於美國的藝術教育

領域（王德育譯，1983）。此教育取向被重視的原因，是受到十九世紀末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自然主義（Naturalism）教育觀，以及二十世紀初杜威的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及兒童本位教育（Child-Centered Education）思潮的影響，藝術教育者

傾向認為藝術教育應以個體的自然發展過程和本性資質為依歸，強調兒童應在自由自主

的環境下，汲取生活中多種多樣的經驗，進而啟發其與生俱來的創作潛能，達到人格成

長。基本而言，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的觀點認為，兒童生來本為藝術家，具有依循成長

階段發展的軌道與特質，兒童自我成長的結果能於藝術學習中展現出來。因此，透過兒

童藝術創作歷程，可以了解其各方面的發展，教師應多方給予引導與鼓勵，適切地幫助

兒童實現自我，建立兒童對於以視覺符號表達自我概念的信心。學習藝術的目的為培養

創造力，媒材與技法的學習是為讓兒童表達情感與經驗，創作過程比結果重要。 

4. 艾斯納（Elliot Wayne Eisner, 1933-2014）的《視覺藝術的教育（Educating Artistic 

Vision）》（1972） 

艾斯納於 1972 年的《視覺藝術的教育》中，指出藝術教育理論過於強調兒童或社

會需求，往往忽略藝術的獨特貢獻，教師與家長對於某些學科比較偏好且重視，導致視

覺藝術與音樂等科目的學習地位普遍低落（劉豐榮，1986）。艾斯納認為如果希望學生能

在藝術學習中受惠，並讓藝術的教育功能得以彰顯，首先必須確立藝術的內在價值。因

此他進行藝術教育價值論的探討，提出本質論來指出藝術活動對學生的重要貢獻。在劉

豐榮（1986）的研究中將艾斯納對於此課題分類有如下重點：（1）藝術教育在發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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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能力─創作（the productive）、批評（the critical）與文化（the cultural）；（2）藝

術學習要配合學生的知覺發展，把握藝術特性而施予必要且適當的指導；（3）藝術課程

計劃宜採用適於藝術教育的目標類型，活動須按原則與規準妥為安排。根據上述的重點，

艾斯納發展具有革新性的課程結構，同時其藝術教學理論各家之長，提出獨特的教學與

評鑑方法論。 

5. 學科本位的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簡稱 DBAE） 

1960 年代美國普通學校中的視覺藝術教育理論與實踐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學科為基

礎的藝術教育理念開始興盛，蓋提藝術教育中心（Getty Center for Arts Education），後稱

為蓋提教育協會（Getty Education Institute），在 1980 年代初期，將 DBAE 的藝術教育方

法概念逐漸發展並且形式化，它是保羅蓋堤基金會（J. Paul Getty Trust）─美國的一間私

人機構，致力於研究藝術及人文領域─的分支。DBAE 並非起源於一個理論，確切來說

是眾多教育理論（如 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 簡稱 VTS）所合併成的一個概念框架。

DBAE 尋求一個對於藝術學習的全面觀點，針對各個年齡層及年齡，制定出藝術教育的

範疇應當涵括四個訓練：藝術創作（art production）、藝術批評（art criticism）、藝術史

（art history）、美學（aesthetics）四方面的訓練與知識傳授（Solberg, 2004）。這種取向的

藝術教育在 1987 年被正式定名為「學科取向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透過美國的保羅蓋堤基金會（J. Paul Getty Trust）提倡與推廣，在 1980 到 1990 年代時

成為美國藝術教育的主流，也隨之影響其餘國家。其核心思想是將藝術視為一門獨立學

科，理念在於透過藝術創作和鑑賞等學習，能夠提昇學生善於欣賞及理解藝術的情況，

並培養其思辨與創作能力，了解藝術的本質及藝術品價值，例如藝術史的學習，能使學

生通過不同年代、風格之藝術作品，汲取人類社會文明的脈絡；藝術批評的學習，訓練

學生觀看與解析，培養對藝術品的鑑賞力；藝術創作的實踐，不再僅為了創作而創作，

過程中應是充滿觀察、記憶、辨別、統整等能力訓練，讓學生有機會探索媒材，並達成

自我表現和自我敘說；美學的學習，讓世界的外觀與內在自我對話及提問，培養對美感

的感受、反應及理解（郭禎祥，1991b）。1980 年代後，此教育理念帶入臺灣，劉豐榮

（1991）在《艾斯納藝術教育思想研究》一書中，進一步介紹更具後現代藝術教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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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eo-DBAE 主張（劉豐榮，2001）。 

6. 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 1926-）的《右腦繪畫（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1979） 

愛德華於 1979 年發表著作《右腦繪畫》所發展之繪畫與教學方法在藝術教育上帶

來革新。此專書出版後不久，接收到不少正面的響應，並為許多藝術家及教師開始普遍

且廣泛地使用。其潛在的方法便是大腦有兩種思維及運作方式的觀念：一種是語言的

（verbal）及分析的（analytic），另一種為視覺的（visual）及感官的（perceptual）。愛德

華所提倡的方法壓制了對於後者的認同及支持，其強調應忽略對於物體描繪相似度及個

別的「眼見」之先入為主的觀念。愛德華提到「繪畫（drawing）」應包含五種感知的能

力組成：（1）輪廓（edges）及線條（lines），包括模仿（copying）及白描（contour drawing）

之練習；（2）負片空間（negative space），如物品之間的空缺處；（3）關聯性（Relationships），

如物體間的透視（perspective）和 比例（proportion）；（4）光線（lights）與陰影（shadows），

也就是明暗法；（5）整體（the whole）；另外還有兩個外加的技巧，如記憶的繪畫（drawing 

from memory）和想像的繪畫（drawing from imagination）。愛德華早期作品是根據一部

分她對腦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的理解，尤其在大腦半球研究（cerebral hemisphere 

research）中強調左右半腦各有不同功能。而為了避免定位爭議─兩種主要的不同半腦的

認知功能取決於使用左右手的習慣及其他因素─的問題，愛德華在專書中將不同腦半球

定名為「L 模式（L-mode）」及「R 模式（R-mode）」作為名稱。 

綜觀以上整理的學者及相關論述，藝術教育特質的改變從邊緣化的龐雜無系統，以

及較為空泛的概念，進化至建立為一個學科的地位，在教育體系中可被規劃、管理、授

課及評鑑；另外，加上現今科學的日新月異加持，教育上愈來愈注重個體的適性發展，

對過往規則化及僵化的傳授方式產生反叛，而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特質被擴展開來。

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個體與生俱來的潛在能力與性格，除了個體在過程中習得生活必備

的知識和技能外，更須了解、承接前代的珍貴價值觀與文化脈絡；因此，能夠兼顧技能

與鑑賞層面的教學，才是健全與平衡的藝術教育（王秀雄，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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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概念 

議題探討的重要性已是全球化的趨勢，許多更是受到全球關注且有國際法源依據。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所納入的議題，共計 19 項：性別平等、人權、環

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

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上述有些議題，我

國將其訂定為法規或國家政策，並設置專責單位。因為這類議題關係到民培育與公民陶

養之關鍵內涵，此類議題被分為「四重大議題」，包括性別、人權、環境及海洋，而此歸

類係基於三項規準：1.當前國家重大政策，且有重要法源依據；2.全球關注之議題；3.培

養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之關鍵內涵（張芬芬、張嘉育，2015）。 

融入議題的教學分成四種層級的融入，分別為課綱、教科書、教師及學校。本研究

主要鎖定在教師層面，探討議題融入課程的諸多做法，除了個別教師運用正式課程外，

教師們之間透過各相關領域及科目，奠定學生各議題的基礎知識，並培養適切的想法態

度，應營造多元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自發性地討論與探索，並從中檢視、反思以澄清

多元多豐富價值觀，將議題教育落實在生活實踐中。由此可知，議題融入的學校課程類

型，除正式課程外，更包含著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黃政傑，2005；張芬芬、張嘉育，

2015）。透過課程的架構和包裝，使得議題顯得平易近人卻也深刻。因此，在實施教學並

及與學生進行正式課程和潛在課程時，教師是教育場域的靈魂人物（謝臥龍，2002），而

教師也被期待成為一位有前瞻性和技巧性的引導者，讓教室成為教師與學生相互啟發心

智並進行民主對話的地方。在當代藝術思潮的變遷之下，對於藝術教育產生許多變革及

反思，尤其在後現代主義的藝術教育理念中，強調秉持開放性的系統及包容多元敘述的

特質，找尋社會文化背景下多元解讀的藝術教育觀；這樣的一個循環探究之歷程，也顯

現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基礎概念。在此，議題的融入扮演著不容小覷之角色，一個議題

中可能跨足不只一個領域和科目，甚至包含其他議題的內涵價值，而這也實現了將不同

領域知識、科目，甚至擴及至生活的「統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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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現代性別議題研究 

（一）性別的解構與形塑 

1. 性別（gender）的定義 

在認知基礎上，過去西方多以「特徵二元論（character dichotomy）」的天生差異觀，

作為男女性別的立論基礎。直到 1970 年代以後，我們對於性（sex）與性別（gender）

的兩者的區分，才開始有不同面向的認知。性（sex）亦或稱為「生物性別」，指的是生

理事實上的男女分類，強調生物本源性的差異，而從生理所延伸出的議題，係關於生殖

生長發育及兩性社會和情緒發展有所差異等相關；而性別（gender）的概念，不只包括

生理的性衍生差異，又分為「文化性別」或「社會性別」，包括社會制度、文化建構出的

概念，指涉社會事實上的男女分別，是個體經由成長、發展及社會化的歷程學習而來的

（Basow, 1992；莊明貞，1997）。於是，此概念帶來對於過去二分法的觀念釐清，性別

不再侷限於天生俱來的特徵或固定的分類，而是從社會建構的角度與歷程來探討之，其

中包含歷史、文化、心理等諸多面向的共同形塑，使得性別定義展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當今的主流將「性別」述放置於更寬廣的空間，性別議題的討論範疇不僅僅是男性

和女性，更擴及兩性之間及多性。即便如此，性別議題的發展之始，免不了從近代女性

主義的歷史脈絡談論起，從女性主義的特質和論述觀之，並可理解延續至當代的性別議

題論述。性別（gender）不單單從女人或男人的字面上作為同義字去理解，當代性別研

究並非主要聚焦在女人或男人的定義之上，而是在陰性特質（femininities）及陽性特質

（masculinities）如何被作為不平等二分論的建構之上，尤其資源（物質）及權力的分配

機制是核心且重要的關鍵；另外，性別建構與包含其他如階級、性、年齡和種族的社會

進程有所連結（Lotta Samelius & ERIK WÅGBERG, 2005）。 

2. 性別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性別傾向往往受到個體的情緒的、生理的及魅力吸引的特質所決定。性別傾向的種

類包含（但不完全限定）男同性戀（gay）及女同性戀（lesbian），會吸引相同性別的其

他族群；雙性戀（bisexual）能吸引一個以上性別的族群；異性戀（heterosexual）則會吸

引另一個性別的族群（卡維波，1998）。在二十世紀出現一個性別種類的詞彙「酷兒」（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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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為 Queer，本意指「古怪的、與平常的不一樣的」），由於字詞本來涵義，加上受環

境的影響，使酷兒成為一種對同性戀者貶義的稱號。1980 年代始，此字詞被廣泛地使用

在同性戀群體中，成為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bisexual）和跨性別

（transgender）等族群的統稱術語，有些人將之簡稱為 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的代替詞，試圖去函括更多樣的性別，由於對性的表達和立場與傳統標準

不同的人，不一定為同性戀者，因此其所強調的是一種超越認同主體的親密關係及向心

力（劉泗翰譯，2011）。術語因使用者而異，可能帶著貶義或斷章取義之疑慮，因此 LGBT

的族群試圖擺脫社會價值觀的二元論觀點，並且去矯正一度被廣泛使用且偏向負面涵意

的術語（卡維波，1998）。而我國教育部也針對此多元性別的認同狀態，在《性別平等教

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定義「多元性別」為：指任何人之生理性別、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變更等差異情形（馮嘉玉，2014）。 

3. 性別角色（gender role） 

性別角色是立基於個體、群體和社會對於性別的價值觀和信念，產生對個人的不同

期待，它同時是個體與環境互動下的產物，經由學習「社會化」的過程而來，這些「社

會化媒介」（agencies of socialization）有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大眾媒體等，透過不同

規模的互動，給予個體線索，將社會「常模」（norms）或對不同性別之期望分別灌輸給

個體，使個體表現出被大眾認可下符合其性別的行為模式。性別角色的適切性，係透過

社會對於性別之間差異的想法而被定義的（Amy M. Blackstone, 2003; 劉泗翰譯，2011）。

性別被視為一種社會結構，牽涉到與身體有關的特殊關係，讓人們給予性別一種普遍常

見的定義，便是兩性的自然差異，也就是男女生理結構之不同；但性別並非固定的二分

法，不僅限於生理上的表現，性別差異更表現在社會配置、日常活動與實踐中的模式中，

這種配置支配著人們的日常行為與生活（劉泗翰譯，2004）。人們建立於性別覺察基礎上

的意識，對應到了性別相關的表面特質描述，便是認識到男女之間相互的權利與責任關

係，延伸出社會框架中對於性別角色的定義期待。由於性別角色是經後天習得，因此個

體在社會化歷程中，學習到社會或文化賦予性別的特定規範，容易對此規範形成一種信

念與態度，久而久之便成為一種固定、刻板或概化的標記，當個體產生相對應的行為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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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也視為理所當然時，即出現所謂「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劉秀娟、林

明寬譯，1996）。性別刻板印象的特點，主要聚焦在「性別特質」的認知僵化，接著再由

特質的性別化推論到其他範疇中，如身體特性、角色行為、角色分工與兩性關係型態等

（晏涵文，2002）。由此可知，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意識和認知，就生理的先天差異僅能做

粗淺的區別，然而若放置於文化及社會脈絡中，便存在更複雜多元的意識形態和系統，

這些無形之中成為一種制約的框架，去審視、限制個體的思考及作為。 

4. 性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 

「意識」（consciousness）指的是個體身處於人類活動（社會）中，對於其所屬群體

的位置所擁有的意識形態（ideology）（Gurin, Townsend, 1986）。杜威認為人是透過經驗

不斷成長及學習的，個體與環境之間必然產生交互影響與相互作用，因此生命歷程與經

驗本身息息相關，而不斷產生的經驗連結著人的情感及思想，便創造了所謂的意識本身

（高建平譯，2005）。因此，性別意識是日常累積的，例如藉由接觸性別議題的知識及反

思活動，加強了形塑性別意識的本身。性別意識的來源，出自於對自我性別的覺知及覺

察，其中更牽涉到對於既有性別關係系統的描述，人們接受了社會對性別的價值與定義，

其內涵是不具批判性、並且被認為是自然（natural）且無可避免的（畢恆達，2004）。由

此可知，性別意識是發展並存在於各種文化脈絡中的，它是關於性別的信念系統，起源

可追溯自女性主義之兩性平權的思考（陳瓊花，2003），開啟社會對於性別本質的重視，

進而追求平等共處的價值。 

5.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一般而言，生物方面的性別，可確切表明一個人是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而在此的

性別是指一個人內心的認同狀態（identity），是一個人自我意識中最主要方面。從廣義

角度來看，「認同」（identity）是帶有多樣性本質的，其指涉的議題相當廣泛，除可代表

某種偏好，更可讓慣常不被聯想在一起的主題或觀點，形成有意義之連結；狹義角度來

看，「認同」的概念可以是個人為單位，即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是身處在團體中的一員，並

同時於此身分具有情感連結（Gurin, Townsend, 1986）。依照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的角度來

看，認同是一個結合過程的最終結果，潛意識和意識在此過程中發揮作用，它亦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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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心理機制上的一貫協調，艾瑞克遜（Erick Erickson, 1950）強調佛洛伊德學說中「自我

（ego）」意識的力量，認為「自我」係藉由此機制來處理妨礙機制運作之壓力，也就是

潛意識機制之於外在世界（林文琪譯，2006；劉泗翰譯，2011）。因此由此可知，性別認

同是內在傾向（internal）的，個體的性別認同並非透過視覺所辨識，或顯露於外使他人

覺知的。 

基於生長環境及生理特質因素，個人的性別意識會連帶影響性別認同的觀點，而性

別認同影響了個體面對人群、工作及伴侶的選擇，甚至是面對自己的態度。性別認同不

僅代表每個人都有單一明確的生理性別，更代表社會普遍期望個體展現符合生理性別的

行為模式。普遍來說，性別認同以男性或女性作為一個既定框架，並根據不同文化內涵，

發展各自性別樣貌、性別角色特質與社會化模式，透過社會與人群的交互作用，個體了

解有關於性別的自我感覺與外界評價，進而建立出自我意識。其實，無論是內在或外在

發展，都對性別意識的建構有巨大影響，至今雖無法給予性別認同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

但無疑地，性別區分在社會上仍具有可觀的影響力與存在秩序。 

 

（二）性別議題的脈絡及發展 

1. 女性主義的發展與意涵 

女性主義是主張占有全世界總人口中至少一半以上的婦女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

文化水平和性的享受應當同等於男性儘量平等的觀念、學說、思潮和運動（洪鎌德，2003: 

26）。女性主義可追溯自 17 世紀末的英美及西歐，工業革命使得婦女在經濟上與法律上

的地位逐漸被重視，出現許多爭取婦女教育機會和其他基本權的運動（林麗珊，2003；

洪鎌倉，2003），到了 18 世紀的啟蒙時代，更有許多思想家以現代哲學角度探討女性主

義本身。一般來說，女性主義運動發源自西方的進步主義，發酵於 19 世紀的改革運動，

例如 1848 年，美國的西尼卡瀑布鎮（Seneca Falls）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Women’s 

Convention），被視為組織性婦女運動之開端（蘇芊玲，2002）。早期的女性主義與初期

的女性主義運動，被統稱為「第一波女性主義」，主要強調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與不

公，期望透過社會改革取得平等權利。而 1960 年代末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隨著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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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運動的漸興，與女性自覺的逐步提升，開始對歷史中由男性觀點所建構的世界觀、

價值觀提出質疑及批判，立意尋找建立以女性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到了第三波女性主義

後，則帶有後現代主義的特色，重視性別的多元認同問題及小敘事，不僅專注於女人文

化（women culture），更同時考量其他種族和階級。此特色發展緊扣於後現代女性主義

觀，將後現代觀點作為媒介，引導人們在認知「性別」這個詞彙時，將它當作一個動詞

型態，意即「性別化」（to gender），此將焦點放在某人做了某事、某個論述和結構下被

執行的事。將性別視為一種被創造出來的類別，因此重點在於尋找進一步創發此類別的

發展可能性（楊雅婷、顏詩怡、司馬學文、林育如譯，2009）。雖然女性主義對於性別認

同理論上擁有很大的貢獻性及說服力，對於生理性別下的文化定位及社會配置提出質疑，

但在性別認同上的多元性別類型還是顯得不足，無法處理那些跨性別、雙性人及無性別

認同之族群（何春蕤，2002）。 

2. 近現代性別平權之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歐美國家對兩性議題的關注已持續多年，相關發展亦趨成熟，

「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概念更是世界各國近十多年來眾所矚目之焦點，

鼓吹將性別和政策作連結，推動全球性相關規範及策略，並透過婦女團體爭取將性別概

念放置於國家政策中。依據聯合國在 1997 年之定義，性別主流化係將女性與男性的關

注事項和經驗視為一個整合體，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所有領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設計、

執行、監督和評估，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終止不平等的現象，最終目標為兩性平等之

實現。我國對於兩性議題亦日益重視，為保障婦女的權益、實現兩性平權的目標，遂進

行相關研究及設立許多相關機構，如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和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Taiwa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另外，臺灣於 2004 年公布《性別平

等教育法》，並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推展教育資源及環境之合理化；2011 年，臺灣採取聯合國大會於 1979 年通過的《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期望透過更好的服務與規劃，達到兩性平權的目標。性

別教育的推動即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與方法，促進性別平等，使任何性別皆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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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因素而受限。近現代對於性別議題的探討愈來愈多元豐

富，一路從女性主義以來為女性族群發聲與權益爭取，抵抗父權體制的思想及壓迫，到

對兩性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行研究，延伸至探討種族及國家的多元面向，並思考「性別」

一詞的內涵對於個體之間的定義和認同關係，開創不同思考模式及價值觀，一邊為走向

多元包容和兼容並蓄而持續行進著。性別議題不只是關乎男女兩性的問題，還包括性別

特質、性傾向、跨性別（扮裝、變性）等層面；而女性主義也不只是分析社會中的性別

現象，同時關心貧窮、生態、暴力、戰爭等問題，這些最終的目的都是要追求多元、欣

賞差異（畢恆達，2004a: 226）。在多元論述盛行及繽紛的文化脈絡並存的二十一世紀，

對於性別議題的概念不再限縮於生理上及社會架構上的兩性分野，拜近代心理學、醫學

及科技高度發展所賜，個體擁有多種管道去認識、探索自我，並學習如何去詮釋並對自

我進行表述，尊重多元存在及認同，等同於給予不同個體一種平等的權益。 

 

三、 性別議題與藝術教育 

（一）性別意識形塑的教育脈絡 

個體感知的性別意識，將受到成長歷程及個體成熟階段而影響，Kolberg（1966）的

認知發展理論認為性別發展主要有三階段，分別為（1）基本性別認同階段（Basic gender 

identity）：約為兩歲階段，個體能知道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但僅能用外表特徵去辨識，對

性別缺乏恆定性認知；（2）性別穩定階段（Gender stability）：約莫三至四歲，個體瞭解

性別是一種穩定特質，不會隨著成長而改變，但仍認為從事不同性別特質活動或穿著的

情況可能改變其性別；（3）性別恆定階段（Gender consistency）：當在六至七歲階段時，

個體已經了解人的外在行為或特質與性別本身是獨立分開的，並對性別有更穩固的認知。

Kolberg 的理論分述了不同階段的性別認知情況，卻未明確解釋「如何形塑」個體性別

觀念，若要更廣泛去探討性別意識的形成，可以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當今提倡性別平

權的趨勢下，臺灣因身處儒家思想文化的範圍，社會架構中無可避免地帶有父權式的意

識型態，影響所及所有的女性角色必然面對著思想上與實際上的矛盾差別，甚至價值觀

的桎梏。研究者欲探討學習歷程與社會情境所帶來的影響因素，將性別意識的塑造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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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三種，分別說明如下： 

1. 家庭教育 

個體成長的第一個場所即是家庭，性別角色的認同與塑造與家庭教育的親子關係緊

密相關，其中父母的態度及教養行為，佔有很重要的部分（晏涵文，2002）。父母對子女

教養方式可能充滿不適當的性別概念，以性別二分法的態度來教養男、女孩，即使個體

的個別差異遠大於性別差異特徵，但許多人仍然習慣以先天生理特質來解釋或決定性別

差異（鄭杏玲，2009）。除了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之外，父母親本身的性別觀念以及其

互動模式，將透過身教、言教的途徑帶給孩子最直接的性別教育學習典範（蘇芊玲，2002；

劉泗翰譯，2011），由此可知，兒童藉由觀察、模仿成人如父母、師長或其他示範者的行

為，耳濡目染得到性別刻板化的態度，並經由社會化的過程加深其觀念、強化其行為。 

2. 學校教育  

在學校的教學活動裡，特別在教科書內容或在教師的言行身教之中，難以避免不經

意地傳達涉及性別意識型態的言論或行為，給予出性別分化的訊息，例如：過分地強調

女性在儀表上端莊的必要性、認為男性角色在體能或社會職責方面重於女性等等。性別

刻板印象若反映於教育的實務運作上，便更容易使人內化或將之合理化。因此，教師角

色及言行舉止，在無形中塑造學生的性別意識的教學場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

教師本身性別刻板印象的程度、教師在教學場域中對不同性別學生的態度差異，以及教

科書中的性別角色安排、校園文化對性別教育的觀念等；教科書因其記錄並且承載著前

人的智慧，在傳授過程中容易影響學習者的價值觀、行為舉止、思考態度、人格發展及

意識形態等，而也包括兩性及性別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這些要素皆會影響學生的性別

平等和性別意識的觀念與行為，導致性別刻板印象化行為的產生（晏涵文，2002；蘇芊

玲，2002）。近年來，在新教育社會學的影響之下，有關性別方面的研究，大致上有四個

爭論點：性別分化的問題，不再被視為一種自然的秩序，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學校可能

「再製」此種意識形態而傳遞給學習者，而其中課程及教學內容尤其重要（謝攸青，199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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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與媒體內容 

身處資訊發達的時代，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視覺文化的產物，時常能見到性別差

異的圖像與符號隱喻，猶如我們每日所接觸到的例行事件一般頻繁；舉例來說，街上的

大型廣告看板、物品及網路的各種視覺圖像等等，皆屬其中一環。另外，藝術課程所選

用的藝術品範例，也可能透露著性別刻板印象等意識形態，而學生不斷地從社會環境及

文化意識中擷取符號信息，無形間潛移默化符號系統之中的價值觀。因此，近年來視覺

文化的藝術教育逐漸受到重視，開始著重對於觀看、分析、批判視覺影像的重要性。謝

攸青（1995）提到在藝術鑑賞的內容中，可能會出現性別上的關注比例和呈現方式不平

等的問題。例如，被大篇幅介紹的藝術家以男性居多，而被展示的藝術內容或主題卻多

以女性作為描寫，若在女權和男權不對等的社會背景中，未提供給學生相對應的解釋或

分析，那麼此種意識形態將在無形中被再製，並潛移默化地被觀者所接收。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所提倡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希望

要求各國政府全盤地檢視國家內勞動、福利、教育、環保、警政、醫療等政策，以性別

之間的議題和經驗作為出發點，進行設計、實施、監督和批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

政策方案的內涵，特別針對常久以來的性別歧視或不平等，能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長

遠目標更是實現性別（男、女、性傾向、跨性別）的平等關係。為保障全球婦女基本權

利、爭取婦女參與發展機會、促進世界和平、達成性別平等等目標，聯合國先後召開四

次重要的世界婦女大會，以及一次特別會議（李安妮，2011；經濟部能源局，2015）。值

得關注的是，此觀念影響到全球的政策制定與教育趨勢，教育部（2010）在《性別平等

教育白皮書》中也提到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的發展是性別平等教育的基礎工程，因為

課程中是達成教育目標的具體策略及手段，同時也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最主要媒介。因

此，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和教學研究，希望能建立具體、周延、

可行且統整性之教育目標與課程系統，以及教材之核心概念，另外促進中小學課程之法

制化與教育評鑑機制。為使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發展成為常態，並將遠程目標放在建置專

責單位的基礎上，保障各級資源與制度，能夠適應社會變遷，並達到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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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史中的性別霸權和壓制 

藝術本身沒有性別之分，沒有陰與陽的差別，藝術本身是多元化、多變性並隨時有

新的探索可能。然而，在藝術的議題上，性別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問題。藝術作品的呈現

風格，是否會有男女之別？而藝術的鑑賞價值高低，是否受創作者的性別所影響？性別

的概念，影響所及至全人類，無論是男性、女性或是某些不完全符合這些類別的人；而

性別意識及認同的發展，影響到各個職業層面，當然也包含藝術家。而藝術家在面對外

在感知事物的同時，會投射自身狀態於相對應的事物上，近而產生靈感與想像，係為創

作意識的主要基礎。如李咏吟（2004）指出人的感知活動的首要特性是在人的主體性的

「認知活動」與「認知對象」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即人與對象之間具有一種生命活

動意義上的關係。因此，藝術創作與性別等認同作用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

是一體兩面。 

在傳統藝術史的範疇下，可見「男性」成為一個主軸發展及延伸，而「女性」似乎

作為男性藝術家的陪襯、模特兒或賢內助等角色。由於性別是文化建構的產物，而女性

的刻板印象是社會文化和權力糾結一起的「符碼」（溫明麗，2003: 21）。然而，這樣的刻

板印象，直至今日還是存在於藝術圈，《典藏‧藝術投資》第 98 期中指出在傳統社會的

意識下，大眾對於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帶有著刻板印象，最常見的有兩種：首先，在主題

方面是對於小我經驗的敘述，以闡釋內心感性經驗思想為主；另外，媒材及外觀方面，

作品尺寸偏小、重量輕，並以手工藝為主（吳華，2015）。但是當我們去深入關切近代崛

起的藝術家時，發現許多藝術家不因為自己的性別將創作的可能性受限，例如男性藝術

家從事服裝設計、彩妝美容及細膩的工筆描繪等聞名；有些女性藝術除平面創作外，也

從事行動藝術、裝置藝術、公共藝術及多媒體互動藝術等等。 

延脈絡觀察下來，藝術史上女性藝術家的登場，是在戰後解放氛圍下及後現代主義

的思潮中方漸漸拉開序幕。從歷史觀點來看，自十九世紀末印象畫派開始，各式各樣的

流派、形式興起，藝術風格突破傳統學院派的桎梏，其中不乏許多女性藝術家，在這股

時代洪流下發展出令人為之動容和印象深刻的藝術作品，但是卻沒有廣為社會大眾所知。

女性主體意識的開展，最早可追溯自六○年代女性主義，其目的係是為身為女性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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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聲，抵抗父權架構下的壓迫及不平等，開啟了相關論述及行動；接著，回顧在七○

年代的北美、歐洲等地之女性，頻繁地發起爭取兩性平權的相關集會，主要目的在探索

女性在社會政治裡的身分，其中夾帶著性別與認同的問題，依此批判藝術生態裡的父權

架構。當時有很多女性，策略性地編撰許多為女權發聲的文章，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藝術

史學家 Linda Nochlin 於 1971 年以〈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一

文，開創以女性主義觀點研究藝術史的先例，為藝術史學研究法注入極重要的新概念，

隨後相繼有不少歐、美的女性藝術史學者及評論者投入此相關的研究。她們企圖以女性

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建立一個真實論述女性藝術家的歷史，不再是附屬於傳統藝術史標

題下的一些片段的敘述而已（曾曬淑，1997）。因此，自 1970 年代後，美國有一批女性

主義藝術家、評論者及藝術史學者，在反越戰及爭取性別平權的婦女解放運動訴求的浪

潮下，推動有組織性的女性主義相關藝術創作，爭取女性藝術家的權益及地位。在藝術

史的研究上，過去藝術史的書寫、記錄、創造、銷售、典藏幾乎以男性為主，但反觀當

代女性藝術家、女性編輯、女性畫廊老闆及女性拍賣行專家的數量，表現絲毫不遜於男

性。 

女性主義者認為，觀者的背後往往受到許多外在因素影響，因此，觀者絕不是一張

白紙。針對觀者面對視覺影像的反應，女性主義學者探究的是觀者對視覺影像的探察方

式與決定其價值觀取向的因素。張錦華（1992）提到，社會主體價值觀及社會規範等框

架因素，容易影響閱聽人的「主體詮釋」，但是即便個體擁有了「主體性」，也無法完全

獨立於社會的影響力之外，英國藝術史學者 Ernst Gombrich（1901-2001）也認為「無辜

之眼是個神化（The innocent eye is a myth）」，因此觀眾並非是使用「中性」眼光的，觀

眾的觀點永遠帶有「性別化」（趙惠玲，2004），因此後現代的藝術思潮，強調個人與社

會脈絡的相結合，許多學者、專家也相繼建議教師應以視覺文化的觀點來看待藝術教育

（郭禎祥、趙惠玲，2002）。陳瓊花（2012）亦提到藝術教育不該受限於傳統思維，更遑

論限縮在學校藝術教育的場域進行教授。隨著對性別議題日漸受到關注，教育內涵所擴

及到的內容，便與民主、人權、次文化、主流與非主流等的思想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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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研究 

由課程角度討論「議題（issue）」，若由詞義來看，「議題」本身指涉具有高度討論性

或爭議性的問題，此「議題」若帶入學校課程讓學生透過學習、反思，可促進學生對此

不同面向觀點的認識，進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與因應能力（黃政傑，2005）。另外，在議

題融入教學場域或課程的理論中，課程發展中的「融入」，意指「將材料整合放入」，以

產生「統整（integrate）」效果。而「統整」隱含著「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與「平

衡（balancing）」之意。課程綱要層級的議題融入，係指依據學習領域/科目的性質，將

議題整合放入《學習領域綱要》(以下簡稱《領綱》)，以期產生統整之效，避免零散、切

割、斷裂。這樣的議題融入，是尊重領域/科目之學科主體性，議題與領域/科目是「統

整」在一起的，融入後的效果是「平衡」的（引自張芬芬、張嘉育，2015）。 

兩性平等教育與傳統性別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最主要概念在將後天的社會建構，

視為導致男女在行為模式和發展差異最大關鍵。因此，兩性平等教育著重於檢視後天文

化造成的性別差異和影響，接著進一步探討達到平等的策略及行動（蘇芊玲，2002）。性

別平等教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實踐歷程，若透過教育能促使性別平等觀念之提升，並且

實踐性別平等之理念與目標，有關性別課程之發展與設計即相當重要。教育部於民國八

十六年三月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兩性平等教育，同年十月頒行「兩性

平等教育實施方案」，期望透過學校教育，能夠真正達到性別平等理念普遍之目的。其實

質內涵，便是希望教育過程中能尊重每一學生的個別差異，以充份發展個人潛能為教育

目標，而不應以刻板化的性別角色來框限學生的自我概念、能力性向、職業興趣、生涯

發展，甚至型塑特定的人格或形象。教師對學生的期待或互動方式也不應因性別之不同

而有所差異，因材施教應該源於個別差異而非性別差異（黃麗莉，1999）。在我國性別平

等法的條文中，定義性別平等教育的功能在於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提到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

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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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6）中，重點說明了性別議題之學習目標為：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建立性

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

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頁 45）。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2012）

的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中，說明性別平等教育（gender equity education）

即希望透過「教育」的途徑和歷程，跨越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框架之侷限，

鼓勵不同性別或性傾向者在立足點相同的情況下發揮潛能；另外，透過性別教育促進不

同性別或性傾向者在社會中實現實質平等，打造多元且性別平等之社會（頁 21）。簡言

之，性別議題融入教育的概念中，不僅強調性別差異上的平等，更主張個體應該在生命

探索過程中適性發展，了解個人的興趣能力並無關乎性別，因此學習如何面對、調適或

突破社會框架及價值觀，是最重要的功課與歷程，首先還需從個人做起，尊重身邊所存

在之多元文化，不論是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甚或多性戀，在相互理解、尊重的真誠

情況下，都應予以尊重與接納，如此才有機會改善社會不平等或歧視之情況。 

研究者透過搜尋 2000 年後的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相關研究作進一步分析，整

理如表 2-1 共九篇。 

表 2-1 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與結果 

張素卿

（2004） 

性別議題融

入高中藝術

教育之課程

研究 

行動研究；  

焦點團體； 

參與觀察； 

問卷調查 

探討性別議題融

入高中階段的視

覺藝術教育課程，

瞭解性別議題與

藝術教育的關係，

並進一步設計、發

展性別議題融入

高中階段視覺藝

術教育的課程，再

進行實際教學，以

檢視此課程的實

施成效。 

研究者重視以學生為中心思

考，設計性別議題融入視覺藝

術教育課程，結合學習內容與

學生經驗，引導學生透過藝術

的內涵，對自我性別經驗、生涯

發展、不同文化的性別意識有

所省思，同時提升其性別自覺，

建立兩性正向互動。課程實施

成效與回饋中，學生對於藝術

領域的性別議題，在諸如鑑賞、

認知、情意、創作或視覺影像觀

看的能力上，都有明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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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千錦

（2004） 

視覺文化藝

術課程的性

別議題教學

研究 

行動研究；

訪談；性別

概念前後測

之 量 化 分

析；學生作

品、回饋單

等質化分析 

探討環境視覺文

化影像的性別議

題，發展七週的國

小高年級藝術課

程，包含關照社區

環境影像、解讀廣

告中性別意識、探

討青春期與身體

自主權從親情、友

情、愛情中發現美

好面向，以建構課

程方案，瞭解學生

對性別議題的識

讀及概念發展。 

生活經驗與課程教學為學生性

別概念主要發展來源，而性別

間的良性互動應於生活與校園

中實踐與推展，而創造性別平

等的環境，應從教師的自我性

別覺察做起。多數學生以具體

事物表達其性別概念，並且文

字表達優於口語表達表現。時

間若充裕，學生則表現更佳，部

分教材及活動超過學生認知程

度，應在認知面適度地引導和

強調，另外提升情意的建構。 

陳玟池

（2004） 

性別教育融

入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

課程之行動

研究 

行動研究 將性別議題融入

表演藝術課程，探

討其教學價值及

策略，以及學生在

學習經驗中對性

別意識的想法及

態度轉變。 

透過故事分享、肢體表演、戲劇

創作、角色演出等課程實施，啟

發學生的性別意識，並使其對

性別問題更敏銳，改變以往男

性為中心的思維、調整對於女

性的刻板印象。 

黃湘君 

（2005） 

性別平等教

育融入國中

視覺藝術教

育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文件分析；

參與觀察；

訪談 

探討多元文化藝

術教育的價值、意

義與發展趨勢；其

次為性別平等教

育在現代社會的

重要性；最後探討

教師如何透過藝

術教育課程設計

與教學，提昇學生

的性別平等觀念。 

此行動研究為研究者從事藝術

教育工作與進修的初步嘗試，

並期望未來在「藝術與人文」領

域教學中，繼續本著性別平等

教育意識，啟發學生的性別概

念，使其適應多元化社會，讓藝

術教育發揮更大的教育效果。 

陳曉容

（2006） 

從「陌生」到

「熟悉」-性

別議題融入

高中美術鑑

賞課程之教

學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研究者透過行動

研究設計融入「性

別議題」的美術鑑

賞課程，以服務學

校的高中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課程

1. 後現代的美術鑑賞教學，

以多元觀點取代單一詮

釋，訓練學生批判思考能

力。 

2. 傳統美術史的菁英背景，

其偏狹的性別意識型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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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實施情形

與教學成效，最後

並提出改進教學

與研究之建議。 

做為「性別教育」的教材。 

3. 對於新教育制度或新興議

題的教學，以行動研究方

式去了解與發展，是理想

有效的。 

4. 經本課程的實施，學生除

「鑑賞能力」進步外，也提

升觀看藝術的「性別敏感

度」。 

李旻蓉

（2008） 

戲劇策略走

入國中表演

藝術課程之

行動研究─

以性別議題

為例 

行動研究 戲劇為學習媒介，

使學生了解性別

認同、性別平等與

性別安全的意義

與正確態度。研究

目的為 

1. 建立一套適用

於性別議題之

可行性教學策

略。 

2. 找出注入戲劇

活動教學後的

影響。 

3. 提 出 參 考 建

議。 

戲劇教學活動的實施，提升學

生對性別議題的認知，並發現 

學生的同理態度產生改變，且

無論在課程設計與組織或教學

問題的處理等，甚至是潛在學

習，都有相當的成長。 

 

另外，研究者指出透過研究更

進一步地了解戲劇策略的運

用，並增進研究者個人的專業

成長。 

 

鍾綺文

（2011） 

「藝術與性

別」課程發

展與評鑑之

研究:從創作

意識、理念

到實踐之歷

程建構 

 

行 動 研 究

法；教室觀

察紀錄、學

生訪談、前

後測問卷、

學習單、心

得回饋單、

教學省思札

記 

發展一個「藝術與

性別」課程，以藝

術教育與性別教

育的課程理論內

涵為基礎，透過自

我省思的創作歷

程建構，結合課程

理論內涵發展教

學概念，並進行藝

術與性別的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踐。 

1. 課程理論、內涵部分 

課程應檢視、批判藝術與性別

所交錯的現象，包括知識、意義

與權力關係。課程應包括藝術

學科特質與知識內涵和性別議

題融入，引導學生從個人經驗、

知文化與社會脈絡，解讀藝術

與性別建構，建立其性別意識，

以裨益其未來生涯發展。 

2. 創作歷程部分 

以藝術與性別議題作為思考的

創作，結合自我經驗、理論及實

踐反省，創作在課程設計及教

學發展中，能檢視自我性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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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實踐歷程及作品也可作為

教材的材料及養分。 

3. 課程設計部分 

以藝術教育內涵、性別議題、學

生生活經驗作課程內容的統

整，配合學生能力指標發展，

「討論教學法」及「探究教學

法」作為教學策略，評量採多元

化，以學習檔案評量學生學習

成效及表現。 

4. 課程之教學實施成效 

課程的鑑賞及創作教學，提升

學生藝術鑑賞及認知，透過創

作省思自我的性別經驗及意

識，啟發學生對自我、他人、環

境、社會進行觀察與批判，並運

用至未來的生涯發展。 

蔡鳳娥

（2012） 

國小低年級

兒童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

之行動研究

－  以 視 覺

藝術課程為

例 

行 動 研 究

法，以參與

觀察、訪談

及文件分析

等方式 

首先了解低年級

兒童之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接著設

計並實施以性別

平等教育為題的

視覺藝術課程。最

後，檢視此教學活

動對低年級兒童

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的影響。 

1. 學童在「色彩樣式的選擇」、

「玩具與遊戲」、「身體意

象」、「家務分工」四個面向

上具有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2. 課程進行後發現 

（1）玩具與遊戲：明顯改善

性別隔離現象，學童能以較

開放的心胸接受異性玩伴，

不侷限自己只能玩某些玩

具。（2）身體意象：與目前

現實生活男女衣著裝扮較

貼近，不具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3）家務分工：呈現公

平的男女分工，認為男女皆

適合的家務明顯增多。 

3. 教學省思（1）透過教學活

動，讓學童發現突破性別限

制的可能。（2）教育的力量

往往不敵媒體，此為教育須

努力、媒體該警惕的地方。

（3）家是實施性別平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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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最佳場所。 

張文瀞

（2014） 

性別平等教

育身體意象

融入國中視

覺藝術之行

動研究 

行 動 研 究

法；學生課

前身體意象

調查表、課

程活動學習

單、創作作

品、課後學

習回饋單內

容 

探究性別平等教

育身體意象，融入

視覺藝術教學對

其身體意象意識

自覺之影響，以及

身體意象融入視

覺藝術課程的發

展策略。 

藉由視覺藝術課程去正面提升

身體意象的價值觀。其次，以視

覺文化為核心，結合各科教材

內涵，以師生問答方式、多元評

量，並活用教學媒體，有效地將

性別平等教育身體意象融入國

中視覺藝術教育中。 

周文婷

（2014） 

創作性戲劇

策略融入性

別 平 等 教

育：以國中

八年級表演

藝術課程為

例 

行 動 研 究

法；課程觀

察記錄表、

研究者教學

反思札記與

學生回饋單

和學習單 

探討創作性戲劇

教學策略融入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

之可能性。藉由課

程探討兩性關係

之議題，創作歷程

中藉肢體活動、角

色扮演、議題討

論、劇本創作引導

學生主動思考，打

破學生的性別刻

板印象，培養兩性

平等的價值觀，並

以女性主義教育

學觀點省思教學。 

1. 創作性戲劇可做為一種討

論的方法進行議題討論教

學。 

2.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現

場新的學習方法。 

3. 透過課程激發學生對性別

角色的重新詮釋。最後，研

究者依據結論進行探討，分

別依教學者、學校行政、政

府機關與後續研究者給予

建議，以作為未來性別平等

教育教學和之後研究之參

考。 

從表 2-1 中，可以觀察出教師預設學生的性別意識型態，針對普遍的性別刻板印象

之思考，進行教材編寫及教學活動的規劃。其中，多數以流行視覺圖像作為藝術鑑賞及

觀念傳授的主要資源，如張素卿（2004）、陳千錦（2004）、黃湘君（2005）、鍾綺文（2011）、

蔡鳳娥（2012）、張文瀞（2014），並且在研究後皆發現學生對於性別概念有更廣闊多元的

認識與了解。另外，這幾份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媒介物的運用，有的教師藉由藝術圖像

賞析和創作活動來建構教學本體，有的教師則以表演藝術作為切入點，如陳玟池（2004）、

李旻蓉（2008）及周文婷（2014）透過戲劇活動，讓學生透過表演形式「創作」出與性別議題

有關之作品和價值觀呈現。透過鑑賞中知識吸收，以及創作中的自我反思等過程，讓學生深刻

思考到性別議題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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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議題融入藝術創作 

藝術活動即是一種創造，是人類對於客觀世界進行改造、擁有、重新安排的一種方

式。藝術創作便是將客觀事物用審美的再現方式，將其意識化、具體化的過程。而其中，

人的情感活動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影響了藝術創作的主要內容，它更是藝術活動的重要

驅動力（魯樞元，1985）。藝術品成立之於獨立的活動，它是自由、狂放夢境的轉寫，且

是讓人們容易體會滲流其中的、眾多文明的力量。藝術品既是物質也是心智，既是形式

也是內容（吳玉成譯，2001: 37）。黑格爾曾云：「精神與觀念就是藝術的內容，經由作品

的形式而具體化（劉思量，1998: 47）。」因此，創作本身是一項企圖，希望表達某種獨

特的東西或意念。而藝術創作的表現形式，不僅取決於繪畫的技巧，媒材的選取亦重要。

進行的方式以手繪為主，輔以多元媒材拼貼，將自身設計的構圖摻入現成的符號和材料，

表現作品內容上的多元語彙和對話形式。以下將對於創作媒材、量數及創作思維做進一

步說明及論述。 

在創作歷程中，個人經驗、意識形態係經過咀嚼思考後呈現一種表現形式。其中，

個人成長的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意識形塑的關鍵，教育及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別

意識發展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組織行為與活動，具提供情感支持的功能，且是結集性

別意識以產生可能的集體動能。「藝術的特質與風格」是一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包括專

業表現層面的熟悉、延續及發展，具脈絡化的獨特屬性。性別意識是不斷流動的，透過

藝術創作使主體性持續進行反思，而性別意識也影響著創作的主題內涵，使得創作表現

出固著、延展或超越性別等多元複雜之樣貌（陳瓊花，2012）。西方在七十年代之前，並

不存在「女性主義藝術」的概念，「Feminist Art」一詞的出現，是由當代女性主義運動所

產生的（王雅各，1998）。1960 年代末，第一個女性藝術組織革命中的女性藝術家組織

「Women Artist in Revolution」成立於紐約，旨在聯合女性藝術家的力量，抗議畫廊和美

術館對女性藝術家的排除（賴幸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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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的性別融入藝術創作之研究 

針對性別議題，許多藝術家提出反身性的概念及探討，並藉由創作過程梳理自身性

別意識與創作脈絡之間的關聯性，於探究過程中以研究者的角色為研究基礎，並實踐藝

術創作導出研究成果。在此，研究者蒐集以「性別」及「創作」為關鍵字的論文資料，

整理以下與性別議題與藝術創作相關之研究論文： 

表 2-2  性別議題融入創作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及創作結果 

黃麗鳳

（2007） 

心靈對話—女

性創作思維創

作論述 

歷 史 研 究

法；文獻研

究法；品質

思考法 

1. 透過女性思維，探

討女性內在心靈。 

2. 透過藝術創作，表

達女性生命的體

驗。 

3. 藉由藝術創作，表

達對家庭社會現

象的省思與觀照。 

本論述探究女性內在心

靈的思維，並傳達生命的

體認，透過藝術創作對生

命的體認做內心觀照，體

悟家庭真諦，藉由藝術創

作表達對家庭社會的省

思與觀照。 

張耀仁

（2009） 

 

性別圖像的視

覺詮釋－張耀

仁水墨創作論

述 

文獻分析法 

行動研究法 

1. 創作過程中深度

透徹的剖析自己、

探尋自我。 

2. 透過社會現象與

當代美術創作相

關理論對話的歷

程，了解當代社會

現象與自我主體

矛盾之產生的關

聯性；再經由水墨

創作的實踐歷程，

探尋個人創作脈

絡。 

3. 重新詮釋傳統的

男性凝視方式，改

變以往對於男女

性別制式的表現

形式，試圖以自己

的繪畫語言去呈

現筆者所感受到

以「性別的刻板印象」為

探索的出發點，去描繪外

在社會現象在筆者身上

所喚起的感受，架構出自

身與社會生活的關係網

絡，以及資源與酬賞不平

等分配所暗藏的壓迫。另

外，在繪畫創作過程中不

斷搜尋古今中外類似此

題材的經典作品，再探索

其中的詮釋方法與象徵

意義作為資料參考，歸納

整理出此議題的創作方

向，最後則進入自己的創

作道路之中，並在個人藝

術手法之中強調形式之

處理與內容意義的相互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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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以一種中

性的角度為出發

點的凝視。 

羅淑芬

（2009） 

權力慾望性別

演義－父權觀

照下的女性圖

像之創作研究 

文獻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 

以女性主體在社會的

角色地位，與女性在

生活環境中所面臨的

種 種 面 向 做 為 出 發

點，探討男性如何影

響女性的生命。以「權

力慾望與性別演義」

為主題，探討男性對

女性生命的操控，在

變與不變之間男性和

女性是如何相處、如

何彼此適應。  

創作以後現代手法組構

畫面，將相關物件組合，

呈現主次關係，在色彩重

新編排下，畫面容易傳達

故事性內容。有挪用前人

巨作，使新作獲得舊作的

養分，有批判前人觀點，

此手法讓畫作更具有閱

讀性面構圖從超現實主

義的手法到後現代主義

的寓言式組構，過程中為

增加畫面的說明性，加入

不可能直接出現的誇張

性和獨特物件的符號語

言，重新組合後產生新

意，傳達意含。在女性肖

像畫中，展現超時空的夢

幻、完美氛圍，把人物與

事件結合呈現當代的特

殊性。 

盧柔君

（2012） 

以女性特質觀

看性別之插畫

創作 

文獻分析法 

 

藉由此研究與創作，

讓現代人對於性別的

認知能更加暸解二性

在社會上擁有互存、

互共、互補來打破性

別二分對立，男女優

勢大不同的觀念，突

顯社會對性別刻板化

的框架。利用插畫創

作來引起大眾對性別

平等的重視，打破性

別固有的先入為主，

透過女性觀點去探索

女性特質在生活中賦

予 的 社 會 位 置 與 意

以性別插畫創作為系列，

共分四個系列：雌雄同

體、刻板印象、物化、女

性特質為創作主軸，創作

主要以手繪線條結合電

腦繪圖軟體呈現，也包含

了立體裝置與觀賞者做

為情感之互動。結合錯

視、蒙太奇等手法融入系

列插畫之中，讓插畫不在

只是文字的附屬品，而能

利用插畫來表達對性別

的觀點而讓作品產生不

同的視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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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研究者將性別系

列創作插畫商品化融

入生活中，引領兩性

關懷性別刻板化的議

題省思。 

鐘伊柔

（2012） 

幼兒性別角色

認同發展與應

用於兒童繪本

創作 

文獻分析法

深度訪談 

以幼兒性別角色發展

與認同為研究主題，

探究幼兒性別角色教

育 如 何 應 用 於 繪 本

中，並將分析結果轉

換成實際的繪本創作

中。希望透過「性別角

色認同」教育兒童繪

本之創作，在幼兒學

齡前的階段，正向且

充滿豐富想像力的引

導，教導幼兒學習欣

賞不同性別者所展現

出行為與外在特質，

並 認 識 兩 性 的 多 元

性。在預期目標上，本

研究期透過幼兒性別

角色認同繪本的創作

進而提升幼兒對性別

角色的認知，了解兩

性的多元性，並培養

幼兒對紙本圖文的閱

讀習慣。 

創作研究以後現代手法

組構畫面，將相關的物件

組合在一起，使它呈現主

次關係，在色彩重新編排

下，畫面容易傳達故事性

內容。有時挪用前人巨

作，使新作獲得舊作的養

分，有時批判前人的觀

點，這樣的手法讓畫作更

具有閱讀性。 

張勇信

（2013） 

性別認同為題

之插畫創作論

述 

文獻分析法 1. 探究社會對「性別

平等議題」的迷

思，瞭解性別平等

議題中的「性別認

同」與其兩個次要

概念。 

2. 探討性別認同的

插畫的特質。 

3.  將研究運用於本

次插畫創作；或能

以性別認同做為發想核

心，利用生理及心理等特

質層面關鍵字詞作圖象

與符號的連結或串接，視

覺化為素材，透過構製、

重組與重新的排序，轉化

並繪製插畫、創建圖像，

用此延展出一系列作品，

而透過創作期以表達出

認同的獨特性。另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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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相關的海

報等應用。 

表現上參考自相關的繪

本創作中的發現，故媒材

以水彩為首選，壓克力顏

料的不透明畫法加以琢

磨細節，另以鉛筆、針筆

或沾水筆加強補充；技法

使用上可看見水彩的暈

染、薄塗給予畫面清新的

透氣感，大面積的平塗用

於背景襯托主題；色彩飽

和的壓克力用來刻畫描

摹，其乾燥後不再受水干

擾的特性使畫面得細部

堆砌顯得更有幫助，墨線

勾勒與沾水筆獨特線條

獨具風味；故依系列的創

作畫面需求加以應用達

到效果。研究完成系列的

插畫作品，探究社會對性

別平等教育的迷思與觀

感，並提供相關的創作研

究參考以及教材、書籍應

用。 

在此六篇性別議題融入藝術創作的研究裡，研究者們在研究動機及創作意識的部分，

主要以反思自身生命歷程以及自己的性別經驗為參照對象。在女性研究者部分，如黃麗

鳳（2007）、羅淑芬（2009）及盧柔君（2012），出發點皆從女性角度之於父權框架下的

發展性，重新審慎思考立場關係，並試圖打破性別不對等及刻板印象的制約；而另一位

女性研究者鐘伊柔（2012），則以幼兒性別角色發展與認同為研究主題，將重點置於藝術

對於學齡前的性別認知的影響，並以幼兒的繪本角度創作。男性研究者如張耀仁（2009），

研究意識之初發點在於主體性的探詢，進而思考到性別的內涵，並且注意到藝術詮釋中

男女地位不對等狀況，試圖以中性的思考整合和闡述。另外，張勇信（2013）著重於探

究教育中性別平等之迷思，強調性別認同的獨特性。 

以上的研究者雖同以性別議題作為討論及探究，但所切入的角度及內涵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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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創作者大多關注於性別地位和意識形態的不平等，以及女性主體意識

受父權影響等論點。黃麗鳳（2007）以探討身為女性的內在特質，敘說女性在家庭角色

的辛勞與重要性；而男性研究者卻不以對抗社會架構為出發點，而是探討自身性別角色

的認同狀態，以及對現行藝術和教育中的性別平等議題進行再審視。 

2. 性別融入藝術創作之藝術家 

在性別議題轉化教材過程中，藉由代表性藝術家的創作探討其創作論述，以釐清自

身創作意識下的性別意識課題，並在發展創作及轉化教材中，能貼近、理解當代女性藝

術家思維，作為主客體的相互參照。本研究中以三位女性藝術家為參照對象，一位是美

國的藝術家兼藝術教育家 Judy Chicago、澳洲當代藝術家 Deborah Kelly 及臺灣藝術家徐

薇蕙。研究者針對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三位藝術家，開啟探究並作為本研究創作建構之

基礎來源。 

（1）美國藝術家─ Judy Chicago（1939-） 

Judy Chicago 是一位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同時亦是美術教育家。1969 年，她首先

於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Fresno State College）提出女性主義藝術課程，除強調女

性重新自我認同之外，也以女性集體創作方式，取代男性競爭的模式。1971 年，她與米

蘭·夏比洛以及學生們共同創作作品《女人屋》，引起各方關注，除展現女性生活經驗中

的幻想與現實外，Judy Chicago 肯定了向來被視為女性工藝的傳統生活藝術製作。而其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晚宴（The Dinner Party）》，她與數百多名支持者合作完成的巨型

裝置作品，以雕塑手法製作形似女性陰戶的物件，代表著女權的符號象徵。在三角形的

金字塔形平台上，記載著 999 位在歷史上具代表的女性姓名，桌面上放了 39 套由女性

陰戶轉化變形而來的陶瓷餐具，每組餐具下各墊一片刺繡的桌巾，每一個位置紀念著 39

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歷史人物。根據作者本人在其《女性與藝術：競爭的領域（Women 

and Art: Contested Territory, 1999）》一書中的闡述，她認為女性長期生存在男性所建構的

歷史下，被侷限在特定的家事工作中，選用晚餐做為主題，一方面讚揚女性數千年來所

做的犧牲奉獻，另一方面要喚起女性為自身挺身而出，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因此，餐

盤選用女性生殖器官的特徵做為造形的基礎，其象徵意義更是不言而喻。在餐桌上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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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紀念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的餐盤，她主張女性有自主的生

育權，是推動家庭計畫的先驅。這些目前看似理所當然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初卻是藉由

許多勇敢的女性，不顧當時社會保守力量的眼光所換得之成果（陳香君、汪雅玲、余珊

珊，1998）。 

 

圖 2-1.  Judy Chicago,《The Dinner Party》 

 

（2）澳洲藝術家─Deborah Kelly（1962-） 

Deborah Kelly 是一位居住在澳洲雪梨的藝術家，同時亦為女同志藝術家。她聲稱自

己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她認為無論生理性別及心理性別的定義所

屬並非至關重要。第一次參與的同志活動是在她 21 歲那年，幫忙設計澳大利亞第一本

男女同志刊物《Outrage》，同時在那本雜誌上擔任漫畫作家。她的創作專注在人與世界

的敘事，以及提出對於性別疆界的質疑態度，2011 的拼貼（collage）作品《獸性（Beastliness）》，

是運用動物特徵及人類身體部位的拼貼、重組製作而成的影片作品。影片中她刻意打破

身體所帶有的性別化範疇及分類概念，並試圖以幽默及惡趣味的方式反駁文化上性別的

霸權意識。生理上的範圍可以被估量，但形式卻無法武斷地建構實際的意涵，重新配置

這些視覺線索便成為一個再現女性主義的挑戰性任務。藝術家的作品，也有助於一般分

界下的女性主義再次發揮作用（Hipworth, 2013）。拼貼的元素是 Deborah Kelly 從所蒐集

的書籍、視覺圖像中找尋，此過程創造出每一個角色及其性格，可以說作品圖像與所有

觀者將個人的歡慶狀態纏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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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Deborah Kelly,《獸性（Beastliness）》, 2011 

 

（3）臺灣藝術家─徐薇蕙（1979-） 

1979 年生於中壢，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系，並赴美攻讀繪畫系（喬治亞州

的莎凡納藝術學院）和纖維系（密西根州的克連布魯克藝術學院）的創作碩士學位。於

2007年和2009年分別至韓國和美國參與藝術家駐村。紐約藝術雜誌《Creative Quarterly》

評選為 2008 年優秀獎得主，2009 年更獲得紐約 Joyce Dutka 藝術基金會頒發 Lenora 

Segan 藝術獎。2014 年作品《笑顏如花－燦 6》獲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她的作品以複

合媒材和裝置藝術為主，有時會與攝影或行為表演結合。於臺灣、中國、日本、韓國、

美國、加拿大及義大利等地的美術館、畫廊和替代空間都曾展出。 

 

 

 

三位藝術家在作品形式的表現上皆大膽鮮明，以身體結構和性別符號作為表現特徵，

以獨立取材自身體部位或者拼湊方式，帶出性別議題在社會框架下所觀看的意識形態及

主體反思之隱喻。Judy Chicago 以裝置呈現為主，注重女性特質的空間配置，並且帶領

觀者進行作品和空間進行互動的探討；Deborah Kelly 以現成影像或媒材拼貼，運用各種

圖 2-3. 徐薇蕙，《變 No.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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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體及大自然植物等不同元素的組合，帶給觀眾視覺的衝擊及反思；徐薇蕙以裝置呈

現性別議題及女性主義的思考，以面膜作為軟材質隱喻女人的柔韌和歲月變化，諷刺社

會價值觀對女性的期待與標準，以及自身對性別處境的反思（陳明慧，2012）。三位藝術

家採用以寫實和非寫實參半的呈現方式，運用隱喻的方式闡釋，結合非寫實的象徵與想

像，使作品概念擁有鮮明色彩，觀者從中感受、解讀作品中的強烈意識，因此研究者欲

挑選作為教材設計的案例，提供給學生認識性別議題在當代藝術的多元化樣貌。研究者

欲運用藝術家、研究者和教師的身分，進行教材的規劃，並且使創作實踐與教學理念連

結，於第五章將進一步納入教學範例和引導內容中。 

表 2-3 三位女性藝術家之性別創作內涵與理念 

藝術家／

作品內涵 

Judy Chicago，《晚宴

（The Dinner Party）》，

1979 

Deborah Kelly，《獸性

（Beastliness）》，2011 

徐薇蕙，《變》系列，

2011 

表現概念

及主體 

女性主義、偉大女性形

象 

女性主義、帶有女性特徵

的人形野獸 

女性主義、女性在社會

價值觀下的角色之隱喻 

媒材 陶瓷、紡織 手工拼貼、義大利棉紙 面膜紙 

呈現方式 裝置 拼貼（Collage）、影像動

畫 

裝置 

創作理念 三角形狀的巨型裝置，

暗示著女性生殖器官的

符號，由 39 個餐桌組

合的龐大的晚宴場景。

39 個餐桌上分別代表西

方歷史上 39 個女性的

座位，中央的地板書寫

著 999 位女性的名字；

桌上的餐盤所盛的並非

我們以往所常見的美食

佳餚，而是各種變形美

麗的女性生殖器的裝飾

性圖案或雕塑。此作品

運用動物及人類身體部位

的拼貼重組，探討性別化

身體所受到的控制範疇及

分類概念，展現、挖掘出

文化上的意識型態。身體

生理上的範圍可以被估

量，但形式卻無法武斷地

建構實際的意涵。重新配

置這些視覺線索的最大的

可能性，猶如一個再現女

性主義的挑戰性任務。藝

術家的作品，也有助於一

般分界下的女性主義再次

以面膜作為表現，道出

集體潛意識下對於追求

美麗外表下的掙扎和矛

盾心境，以及女性對於

青春面容變化之焦慮，

以及面臨社會標準與自

我價值的反思，同時諷

刺無止境地追求「美」

的行為，道出行為背後

的焦慮與矛盾才是塑造

心中理想女性容貌的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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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出女性角色的在場

證明，以及對社會貢獻

之肯定。 

發揮作用。 

 

（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性別議題之於教師角色 

在教育場域中，教師角色對於學生的影響不只是傳道、授業及解惑的層面，其身教、

言教所帶給學生的影響力亦不容小覷。教師本身亦是社會的產物，身為個體在成長歷程

中，受到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和信念的潛移默化，通常耳濡目染地內化至個人意識中，若

未適當自我覺察或接受性別論述相關的啟迪，自然而然地在教學行為中會不斷地將價值

觀複製、傳遞給予學生。因此，在師資培育過程中針對性別議題採用融入式的課程設計

模式有其必要性（潘慧玲、林昱貞，2000）。近年來，性別平等教育議題雖然漸受重視，

但是教師性別刻板印象卻不可避免地存於現今校園，無形中對校園的性別教育的推展產

生阻力。根據蘇芊玲（2002）的研究發現，教師的性別刻板印象通常受兩種因素所影響，

因此難以完全擺脫固有的傳統性別文化概念：1.教師在成長經歷中，受到不適當的傳統

性別文化教養及社會化過程，將之內化成為潛意識一環；2.教師參與師資培育過程或進

修活動時，較少接觸性別相關議題的部分。 

 許多民主國家都極力在消除性別歧視或不平等的問題，而傳統性別角色觀點卻一

直在「性別角色刻板化」及「性別歧視」兩個基礎上運作；因此，打破固有的性別二分

法觀念並落實性別平等，才是達成兩性平等教育的主要目標（蘇芊玲，2002）。老師在形

塑學生的性別意識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具高度性別意識的老師，才有稱職於教

授性別議題內容之課程。在全球化性別平權及尊重性別多元化的浪潮之下，擁有適切及

具深度的性別議題概念，是現代教師的必備素養訓練之一。所謂教師的素養，係指教師

勝任教學工作所應具備的相關基礎知能及技能；在性別平等教育中，教師應具備的素養

則是對與性別平等教育之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及法律等相關問題有所瞭解，並且能

敏感於日常生活中的性別相關議題和情況，進而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提供觀念闡釋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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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注意給予學生均等機會，讓學生擁有健全心態和觀念去探討自身性向建構並積極

面對社會。因此，教師應具備的性別概念素養應以兩部分為重：一為教師對於性別議題

的相關知識；二為教師如何運用教學方法傳授正確的性別認知給予學生。 

為提昇教師兩性平等教育的知能，以利性別議題教育順利且深度推展，謝臥龍（2002: 

247）提出針對教師性別素養的一些建議：1.剖析、認知及尊重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差異性

與多元性；2.洞悉多元文化社會中性別意識劃時代的意義與內涵；3.培養批判觀點與反

思能力，建構並展現基層教師的主體性；4.整合自身生長與就學的經驗，探討性別角色

刻版印象對自我發展的侷限；5.經由性別意識的覺醒，反思檢視教學態度與行為，進而

發展兩性平等教育的概念；6.瞭解當前社會文化中既存的性別角色刻版印象、歧視、偏

見及區隔的現象；7.參與教師兩性平等教育研習、成長團體、工作坊與讀書會，提昇性

別意識，茲以建構無性別偏見的教育情境與環境；8.豐富教師兩性平等教育知能。性別

議題從來就不是一個附屬議題，生活中或大或小的每件事，都與性別有所關係。因此，

教師性別角色觀的改變與自我審視確實有其必要性，這也是教師要落實校園性別教育的

第一步。另外，在臺灣教育方面，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委員會，旨在經由學校與社會資

源的結合，共同建構無性別偏見的教育環境以及社會文化中兩性互相互尊重、共存共榮

的新秩序與新文化，進而追求性別平權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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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A/R/Tography」理論 

 

一、 「A/R/Tography」理論的源起 

「A/R/Tography」一詞最早是由加拿大學者 Irwin 等人於 2000 年前後所發展而出的

理論，最早一本介紹「A/R/Tography」理論的專書係出版於 2004 年，由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簡稱 UBC）課程研究及藝術教育學系教授 Rita 

Irwin 與其同事 de Cossen 共同編輯撰寫，漸漸地在美加地區的藝術教育與課程研究領

域，形成重要的研究方法論。「A/R/Tography」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理論。它

是建立在根莖式實踐（ rhizomatic practices）之中的創造性實踐及展現性教學法

（performative pedagogy）。此理論被視為是一種參與性的現象（participatory phenomena），

在理論中實踐並產生對話形式，帶出個體們的故事及價值觀的詮釋。「A/R/Tography」是

一個藝術的行動的實踐、研究及教學。 

二、 「A/R/Tography」理論之內涵 

「A/R/Tography」特質所指出的是以藝術為本的教師專業發展，給教育重要的啟發

是：教師藉由藝術實踐，從平日繁雜的例行工作中喚起了美感經驗，在藝術家（artist）

/研究者（researcher）/教師（teacher）三位一體的狀態中，找到失散的熱忱、創造力及達

到自我的超越和實現。Irwin（2004）指出，藝術家、研究者及教師這三種角色和思考方

式並非獨立的領域，他們可以產生相互關聯、統整的主體。因此，藝術為本的教育研究

創造一個具有感染力與喚醒力的美感空間，生活其中，使得創作者、研究者、行動者成

為能夠相互激盪與學習得美感社群。領域的轉換，很多時候如同互為主客體的內外角度

發展。陳瓊花（2012）認為藝術家與鑑賞者並非是全然地被一分為二，隨著日新月異的

科技發展，使觀賞者同時也身兼為製作者，並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觀賞者和製作者的角

色是帶有互換性的。此論述指出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歷程，即是一種藝術表現；另外，藝

術家探討自身創作意識並構築出創作論述，同時也身具研究者的特質；因此，教師角色

可以是一位藝術家，也是一位研究者，如此融為一體的特質顯然成為「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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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箇中精華。另外，「A/R/Tography」理論的精神也融合了不同行動特質，即是從亞

里斯多德而來的理論、實務與創作（theoria, praxis, and poesis）三種知識實踐；在藝術教

育場域中，便是通過研究、教學、藝術創作（research, teaching and art-making）三種行動

情境，成為一種呼應方式和交互體系，並引伸出互文性與內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and 

intratextuality）的衝突、對話、再詮釋，並透過意識的整頓和反覆省思過程，修整調節、

活化並產出新的意義建構。 

根據鍾綺文（2011）的研究，亦指出「A/R/Tography」理論提供了行動研究者擁有

跨領域的特質，並運用此概念去進行、開展研究內容，經由不同角色及身分的互換和游

移，以及過程中的自我思考和自我修正，能夠更充實地探討到研究本身的價值及多元性。

關於此三位一體的研究實踐，如下圖 2-2-1 所示： 

 

 

 

 

 

 

 

 

 

（一）教師角色之轉變與開拓: 三位一體的身分游離（in-between） 

由於「A/R/Tography」強調三種角色的變換與勝任，因此用混雜體（métissage）的

概念來說明實踐者在此理論場域中所面臨的相似性和差異性。「A/R/Tography」對於教師

專業發展有重要貢獻，它鼓勵藝術家、研究者與教師透過藝術創作、理論研究和教育實

踐的交織，來探究自我，營造出一個行動研究的反思、反饋及再進化之歷程。而其中作

用如同「做中學」，在自我提升的同時，亦是一種對自我的教學，此方式不僅豐富了藝術

為本的教育研究實踐意涵，也開展出實踐者在以藝術為本的專業發展中，嘗試去連結認

圖 2-4. 「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之三位一體概念 

資料來源：修改自鍾綺文（201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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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美感的及技術層面的專業學習，並在此經驗中開拓擁有創造性、想像力及轉化性

的美感實踐，不斷地學習如何成為涵容藝術全面性的「人師」。 

   

（二）日常探究：縫合（sewing）與拼貼（collage） 

 「A/R/Tography」是一個連續的、開放的、隱喻的及反身性的生活探究，它是一個

持續處在藝術實踐和書寫過程中的關係探究。由於藝術實踐、書寫及探究是無法分割的，

因此「A/R/Tography」為藝術家、研究者、教師創造一個可相互學習的場域，相互分享；

彼此成為搭檔和團隊隊員，共同發展、研究問題及呈現作品。透過藝術的自我/專業探究，

實踐者（A/R/Tographers）可運用多元媒介從事自我認同之探究，運用不同的語言、意象、

媒材、情境、空間、時間讓自己沉浸其中，透過與自我不斷問答，慎思蘊藏其中的意義，

並以多元表徵去展現。因此，藝術實踐對於「A/R/Tographers」而言是一種關鍵探究的行

動，此行動讓藝術表現與書寫形式彼此相得益彰，更突顯出理論/實踐、藝術家/研究者/

教師之間關係的張力與連結。因此，以「A/R/Tography」做為專業發展的方向時，研究

者應該蒐集多元媒介研究資料，包括訪談、田野日誌、照片和作品文件等，藉以提升此

研究方法的嚴謹性（洪詠善，2013）。並將其組織成一個統整性的脈絡，或繪出一個中心

思想的觀念輪廓，自成一套邏輯涵意、有意義的內容敘事和探究。 

 

（三）自我成長：行動與反饋 

Schon（1983）將反思（reflection）概念帶入教師的專業發展，認為知識來自於實踐，

而自身的藝術背景對其反思過程的意義深重，這好比藝術家的創作歷程，必須在未知中

擁有思考的能力，在混雜中試圖建構、形成有意義的作品。傳統繪畫中，重視技術層次

的認識論，在專業面臨嚴峻挑戰時是難以去解套的，唯有透過實踐行動中的反思

（reflection-in action）與對行動的反思（reflection on action），才能夠發展教師實踐的實

在意義。所謂「行動中反思」，是指重視行動或實務中所顯之現象、刺激和問題，並關注

於行動本身或其成效，審查經驗、融入情感並進行反思，再應用於新的行動之中；因此，

「行動中反思」便是一種自我教育，所謂自我教育，並非意味著一個人孤零零地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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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是一個人聚精會神地注意周遭身處的世界，而「A/R/Tography」的精神在於讓

自己浸淫於連續發現的旅程中，在不同命題裡學習如何與自己、他人及所生存世界對話，

便能讓自身敞開於世界場域之間，徜徉在看見與被看見的歷程（呂廷和譯，2007; 

Springgay, 2008）。個體如何與他人、社會、環境等交互作用，如何參與藝術、研究和教

學，其實都和主體有所交織且環環相扣的。這些參與過程就是一種鮮活的探究行動，顯

示出一個人如何追求知識和思考，與如何追求價值密切相關，並藉此形成完整的存有方

式（歐用生，2012）。 

 

三、 「A/R/Tography」與課程發展理論 

教師與課程的關係一直都是課程研究者關注的議題，教師角色從製造產品為目的的

課程使用者，轉向強調教師應注重在計劃、實施與經驗的課程之間，保持敏銳的感受力

與懂得調整之彈性，逐漸形成教師自己實踐性的課程理論，如 Riley-Taylor（2010）的觀

點，他認為從「方法」走向「理解」，意味著知識從堅穩的知識觀，轉化成為彈性的、主

動的且暫時的認識觀，這樣的特質非常貼近一種美學取向的課程立論，課程研究者需深

度地去理解課程的豐富性，包括關於身心靈、關係、覺察的認識；另外，感官如視覺、

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的認識，能超越語言的限制，開啟人類各種體驗的能力，因此

理論必須帶出美感理解，幫助人類走向更深層的探索。 

近年來，一些課程研究者主張採取藝術與美學的觀點，視教師專業發展為教師的自

我探究與發展實踐智慧（黃騰，2005；歐用生，2010；洪詠善，2010），他們將藝術創作、

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視為一種行動研究方案，突破了理論建構與答案尋求模式的靜態轉

化，朝更具多元性、豐富性、差異性、創新性與深度意義性的動態演化之知識論與方法

論特質邁進，統稱為藝術為本的教育研究取向，尤其以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由 Irwin 和 Springgay 領導的研究團隊所開展的「A/R/Tography」研

究方法論，其新興概念受到課程研究與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矚目。在「A/R/Tography」

中，藝術家、研究者與教師的多種角色之跨越與關係探究中，創造出多元觀點與相互穿

越學習的空間，並且於具差異性縫合的理論與實務間相互增益。國內應用藝術為本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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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方法從事課程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的論文並不多，以「art-based inquiry」、

「scholARTistry」、「a/r/tography」以及「課程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為關鍵字搜尋國

內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在理論論述方面，國內學者歐用生（2010）與洪詠善（2010）

分別從課程美學、教學及藝術的理論觀點，提出藝術為本的教師專業發展取徑方式，然

而如何將此理論透過多元實踐方式進行，「轉化」遂成為一個重要的關鍵點；「轉化」強

調採取課程調適與落實觀，對於課本文本的拆解、理解與重組，教師身為課程轉化者的

重要意涵在於，教師專業發展是介於公共課程實踐，與教師個人的自我與專業角色的認

知、情感、價值、及信念之中，持續第在行動中自我與專業的探究。因此，課程不是待

轉化的客體，而是教師在教學田野裡活出來的一個經驗，「活」意味著主體的肯定、生命

的投入、意識的覺醒、以及行動的反思（引自洪詠善，2013）。研究者於臺灣碩博士論文

加值網輸入「A/R/Tography」作為關鍵字，搜尋國內與「A/R/Tography」相關之學術論文，

共整理 6 篇相關性高的文章，表格整理如下： 

 

表 2-4  國內「A/R/Tography」相關論文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目的 研究結果及發現 

林衍均 

（2009） 

邁向審美關懷之路

－建置視覺藝術教

學檔案部落格之行

動研究 

1. 以審美關懷為核心理

念，發展視覺藝術課

程與教學歷程省思，

探討教師專業成長。 

2. 探討以部落格形式建

立數位教學檔案之歷

程，了解其困境、優

勢，並提出建。 

3. 透過後設認知概念分

析教學檔案內容，釐

清以審美關懷為核心

理念之視覺藝術課程

落實之具體精神，作

為研究者未來教學與

建立教學檔案與後設檢視的行

為有助於教師後設認知能力的

運用與發展，並提升教師專業

知能。部落格建置歷程可歸納

為「混淆期」、「沉澱期」、「清

澈期」逐漸成熟的三階段，並

從中延伸發展「教師教學檔案

部落格迴圈」，提升其品質的

建置程序。審美關懷理念發展

上，研究者認為課程設計應兼

顧人文思維、藝術知識及創意

實作，以「負責」、「信任」、

「尊重」、「真誠」的教學概念

呼應教師原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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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參考。 

林迎曦 

（2011） 

女性身體意象於數

位藝術創作研究 

研究者探討林珮淳作品

《夏娃克隆系列》產生創

作共鳴，經由

「A/R/Tography」研究延

伸數位藝術創作《母慕系

列》與《頑石系列》，透

過對真實案例的了解，創

作出女性身體意象作品，

並探討其中圖像所建構的

教育意義。 

研究結果肯定數位藝術的重要

性，作品透過對女性身體精神

層面的瞭解、對數位藝術與圖

像符號的研究，進行實驗性的

創作，在反覆的省視與修正下

完成作品。經由觀賞作品，進

一步反思圖像的意義，並利用

女性身體意象從事多元的創作

發展，並建議當代藝術創作宜

運用數位平臺，能更充分發揮

教育功能，但創作與展示須注

意當事者心境與研究倫理，將

女性身體做適宜的轉化。 

鍾綺文 

（2011） 

「藝術與性別」課

程發展與評鑑之研

究：從創作意識、

理念到實踐之歷程

建構 

發展一個「藝術與性別」

課程，以藝術教育與性別

教育的課程理論內涵為基

礎，透過自我省思的創作

歷程建構，結合課程理論

內涵發展教學概念，並進

行藝術與性別的課程設計

與教學實踐。 

1. 課程理論、內涵部分 

課程應檢視、批判藝術與性別

所交錯的現象，包括知識、意

義與權力關係。課程應包括藝

術學科特質與知識內涵和性別

議題的融入，教師引導學生從

個人經驗、知識文化與社會脈

絡，解讀藝術與性別的建構，

建立學生的性別意識，以裨益

其未來生涯發展。 

2. 創作歷程部分 

以藝術與性別議題作為思考的

創作，結合自我經驗、理論及

實踐反省，在課程設計及教學

發展中，研究者創作能檢視自

我性別意識，實踐歷程及作品

也可作為教材的材料及養分。 

3. 課程設計部分 

以藝術教育內涵、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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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經驗作課程內容的統

整，配合學生能力指標發展，

「討論教學法」及「探究教學

法」作為教學策略，評量採多

元化，以學習檔案評量學生相

關學習成效及表現。 

4. 課程之教學實施成效 

課程的鑑賞及創作教學，提升

學生藝術鑑賞及認知，透過創

作省思自我的性別經驗及意

識，啟發學生對自我、他人、

環境、社會進行觀察與批判，

並運用至未來的生涯發展。 

王佩蘭 

（2012） 

A^2 Leadership -一

位國小校長美學領

導之敘說研究 

敘說研究者游移於藝術家

/研究者/校長三者角色間

的情境，並找到校長身分

認同的實踐故事；透過

「A/R/Tography」探究方

法進行 A/R/P 美學領導的

可能性及限制；建構 A^2 

Leadership-校長美學領導

的圖像。 

研究者指出在研究後將繼續成

為 A^2 Leadership 的實踐者，

在 A/R/P 的混雜空間中讓崇尚

美學、尊重差異、不斷反思、

重視完整經驗的美學領導歷程

不斷在領導生涯中游移、成

長。 

周芝卉 

（2012） 

道與藝：一位小學

表演藝術教師追尋

自我與專業之敘說

探究 

用敘說探究法，並依循

「A/R/Tography」理論，

回溯自身教與學的經驗，

反思自我的存在性、如何

成為表演教師及實踐藝術

教育理念。在 A/R/T 三

種角色間游移，藉由爬梳

生命脈絡，在藝術與自我

相遇，進行自我解構與覺

察，形成教師自我轉化，

生產教學現場能動的「相

教師利用創造性的藝術經驗，

理解、詮釋和批判自身工作的

性質和意義，發現自我、並自

我賦權增能，進一步建構以藝

術為基礎的教師專業發展，擴

充未來教學的實踐力量。另建

議教師鼓舞直覺和意識的開展

和覺醒，發展詩性智慧，將自

己視為改革的動力，實踐終身

學習，和學生一起邁向全人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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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知識」。 

鄧又甄 

（2012） 

A/r/tography 信念

之高中美術教師專

業發展個案研究 

研究以一位高中美術教師

進行個案研究，以半結構

式訪談為主，輔以課堂觀

察及檔案分析，探究

「A/R/Tography」信念之

高中美術教師專業發展之

實踐歷程，並透過實踐行

動的藝術美學探究，將教

學活動導向更具深刻理解

與創造性的行動。 

研究結果為以黃淑苓（2005）

對教師專業發展的三面向為分

類依據。「A/R/Tography」信

念對於「個人發展」：1.教師

時間運用完整；2.創作與分享

態度紓緩情緒壓力；3. 

「A/R/Tography」理論提醒教

師持續創作、進修。 

（二）「教育專業發展」： 

1.「探究」、「分享」態度不斷

微調、形塑教育理念；2.課程

靈感來自生活所見所聞，與生

活密切結合；3.課程內容融入

藝術創作、理論探究及教學實

踐，學生擁有全面性學習；4.

教師運用多元教學資源，給學

生非單一性知識來源體驗；5.

教師協同教學，創造豐富知識

連結；6.教師採共同學習策

略；「A/R/Tography」理論提

醒教師積極接觸教育新知，保

持對教學及生活高度敏銳性。 

（三）「教職專業發展」：1.教

師積極參與校內美術教育政策

推動或修正；2.參與美術學科

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

推廣個人美術教案至全臺；3.

高中美術教師支持藝術與生活

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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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6 篇關於「A/R/Tography」相關行動研究，結合的類型與領域不盡相同，研究

主要整理分成以下分類：（一）個案研究類型：如林迎曦（2011）研究林珮淳的生命歷程

及其藝術創作；王佩蘭（2012）研究自己身為學校校長的成長歷程；周芝卉（2012）研

究自身身為一位表演藝術教師的成長歷程；鄧又甄（2012）以一位高中美術教師為研究

對象。（二）個人創作類型：如林衍均（2009）透過創建自己的教學部落格，紀錄教學的

實踐和反思；鍾綺文（2011）透過創作和省思，製作性別議題相關設計作品。 

這兩種類型之間，共同都帶有著自我省思的意志，不管是透過研究他人、自己或創

作作品，都脫離不了歷程的脈絡探究，以及多重角色之間：研究者/創作者/教師身分的

游移及相互檢視、互相詮釋，進而增進「A/R/Tography」理論之意義內涵。透過此行動

研究過程，研究者們與自身互動、與他人交流，嘗試連結和實踐不同領域的知識圈，產

生新的思考及再認識，達到自我超越及產出獨特的論述思維。 

 

四、 「A/R/Tography」相關女性角色之研究 

此理論應用強調一個跨界的、跨領域的行動探究，實踐者必須意識到自身的多元身

份狀態，並在此狀態內擁有反身性的回溯與思考，並且藉由不間斷的反思與產出過程，

使得自身志業與專業不斷地精進與轉化。研究者本身為女性的身分，因此探討女性實踐

者立場與「A/R/Tography」之間的關係為主，追溯此理論原初之發展，係從加拿大的一

些學者開啟，近年來在臺灣也逐漸掀起研究和實踐的風潮。研究者整理國內外的女性角

色做為參照的部分，將相關學者和實踐者的資料整理如下： 

（一）「A/R/Tography」理論建立之女性角色 

1. R. L. Irwin 

Irwin 是加拿大的藝術教育學者，同時為藝術家及研究者，身兼課程與教學系所的

教授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師教育（Teacher Education）的副院長，致力於藝術及

教學的領域範疇。她是地方、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教育領導者，包含加拿大教育研究協會

（Canadi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簡稱 CSSE）會長、加拿大課程研究協會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urriculum Studies, 簡稱 CACS）會長及加拿大藝術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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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簡稱 CSEA）會長；另外，為近年來擔任國

際藝術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簡稱 InSEA）的現任主

席。早期曾參與許多藝術家駐校等研究方案，擁有豐富的藝術、研究者、與教師合作研

究經驗，她的研究興趣跨及在職藝術教育、教師教育、社會文化議題、K-12 的課程實踐

及「A/R/Tography」等。她認為「A/R/Tography」是生活的探究，是一種跨領域的實踐，

例如舞蹈家、教師、音樂家等在一起合作成為藝術家/研究者/教師的身分探究，帶著彼

此的關心、好奇及動機，創造探究的情境，分享藝術創作並收穫各種回應，而「/」符號

的寓意可以是一個人的多重身份，或一個社群裡包括藝術家、研究者、教師的關係，讓

人對生活進行探究，並透過深度對話重新理解教育現象。因此，在「A/R/Tography」中，

創作與分享的目的，不在於尋找標準答案，而是強調持續看見問題（Springgay & Irwin, 

2008）。 

2. Stephanie Springgay 

Springgay 是一名加拿大的教授及學者，同時從事藝術創作。Springgay（2004）在

《Body as Fragment: Art-Making,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as a Boundary Shift》文章中，

透過破碎身體意象創造了論述，身體做為一種引與，扮演生產及評價知識的角色，她在

藝術作品的邊境論述裡，呈現出自身形成的衝突與掙扎，並透過書寫探究表現在藝術家、

研究者與教師身份間的矛盾與掙扎，因為在學術界與教育界中，藝術家身分被視為具有

干擾性與破壞性的意義，同時也打破領域中對藝術家的神話想像，她認為三種角色沒有

何處不同，她讓學生體驗內心深處的身體經驗，鼓勵他們對於非人性化的控制系統進行

質問與挑戰，並實現自我肯定並勇於自我決定。對她而言，藝術創作是一種認知方式，

同時也是探究教育現象並尋求意義的方式，也是一種抵抗的方式，以身體的「碎」與玫

瑰花瓣的「變」去挑戰傳統身體、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在「A/R/Tography」中抵抗

挑戰傳統學術的信度與效度建構，同時與教學概念邊境中不斷地跨界、游離，使得作品

與論述中充滿的「縫、碎、變」特質，能夠消弭邊界並重新建立意義。 

3. Julie Lymburner 

Julie Lymburner（2004）經由自身早期教學經驗，審視當初面對到的困難，並檢視自

 



56 

 

身的轉變與他人如何形塑自己，開始貼近內心世界思考「我是誰？」、「我如何成為一位

教師？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什麼？」或「我與他人如何不同？」等問題，同時對自身形成

了藝術家/教師/研究者身分的整體觀點，並發現關切細節本身，能對理解教學及提升教

學跨進一大步。她藉由閱讀、反思、書寫、創造等實踐工作，重新闡釋藝術教育中工作

細節的重要性。作為一種教師的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Julie Lymburne 運用誌中誌（journal 

of the journals）的記錄方式，同時也提供與他人、藉著他人並從他人身上學習的機會。

她從研究者的身份中，體認到所謂的創意旅程的開展，必須面對自我省思的挑戰，並學

習培養自身內在力量，以拓展全然的自我才能以及對領域的影響力。 

 

（二）國內實踐「A/R/Tography」之女性角色 

研究者整理自陳瓊花（2012）所編寫的《藝術、性別與教育》一書中，所描繪之臺

灣最具代表性的六位女性在「A/R/Tography」理論中實踐三位一體的角色型態，觀看其

生命歷程及職業選擇，了解不同身分的轉換及交互作用如何展演再現。 

表 2-5  國內實踐「A/R/Tography」之女性藝術家 

藝術家 職稱 「A/R/Tography」角色實踐 創作特色與概念 

李美蓉 

（1951-） 

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視覺藝術

學系教授 

於 1975 年大學畢業至 1984 年，

從事國中美術教學且持續創

作。美國深造歸國後，在臺北市

立美術館進行藝術教育推廣，

並曾在文化大學及中央大學兼

任，職志市立教育大學專任高

等教育教職。1982 至 2000 年，

共發表 25 次展出。寫作事業方

面，1993 至 2003 年間發表 15

本專書、2 本專輯及一本合著；

1991 至 1995 年間，翻譯三本西

方藝術經典，分別為《地景藝

術》、《浪漫主義藝術》及《女性

藝術與社會》。另外，1987 至

早期留學期間，創作表現方式

為雕塑，尤以立體的混合材料

為主，表現內心抽象情感及人

與社會關係。作為一位藝術行

動及表現媒材的拓疆者，1988

年與林珮淳、傅嘉琿、洪美玲、

楊世芝等人，創立「二號公寓」，

有別於私立美術館畫廊為展覽

用之另類替代空間。在首次開

幕展中，她展出素燒陶磚材質

的作品「廢墟」，作為呼應場地

的非主流地位意涵；次年，提

出以瓊麻及樹枝為媒介的「O

與 X」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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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間，共發表 70 篇期刊論

文及三個專案研究計劃。 

 

薛保瑕 

（1956-） 

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研究所專

任教授 

曾於臺中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

所專任教職，另在臺南藝術大

學兼任過造型藝術研究所所

長、籌備主任、國際藝術交流研

究中心主任和教務長等職，並

曾任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執行長，國立臺灣美術館

館長等工作。1983 至 1995 年，

出國留學返臺後，開啟有關女

性創作者走向以抽象語彙作為

表現的問題，除建立女性藝術

史的史料外，同時嘗試梳理抽

象藝術在臺灣的發展脈絡。

1998 年以〈臺灣當代女性抽向

畫之創造性與關鍵性的研究〉

發表於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刊

《現代藝術》及林珮淳主編的

《女/藝/論─臺灣女性藝術文

化現象》。隨後在臺南藝術大學

創辦「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

班」，自 1999 年，陸續在學校擔

任所長、國際藝術交流研究中

心主任、教務長等職。2002 至

2003 年間，借調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且在擔任教務長的期

間借調到國立臺灣美術館擔任

館長。 

早期創作以超現實表現，近期

以抽象主義為主，利用自動性

技法與觀念性的結構，將文字、

現成物與雕塑結合表現。將抽

象作為一種訊息轉化的過程，

經由綜合性的構圖，以隱喻的

手法轉換創作來源，以抽象生

物的形體暗示作品精神性，並

運用厚重的肌理繁複層疊，以

象徵性方式和交錯空間詮釋渾

沌紊亂的情境，作品多半具有

敘述性、象徵性、隱喻性的和

神祕性的特質，與二度平面的

繪畫有相關的視覺文化屬性，

兩者之間彼此引出多元化的意

義與訊息。 

吳瑪悧 

（1957-）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跨領域藝

術研究所的專

任教授 

吳瑪悧於 2006 年至高師大擔任

專職之前，曾在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美術學系、藝術與行政管

理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廣電

2000 年後，拋開過去以菁英為

主（以個人創作為主）的藝術

表現方式，開啟公共領域的創

作探索。秉持著「創作以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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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美術學

系、淡江大學建築系、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及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造型研究所等校兼

課。截至目前共辦過 16 次個展

及 72 次聯展，發表過 14 篇以

上的期刊論文，6 本專書，16 本

譯著，以及協助遠流出版社主

編 63 冊系列藝術館叢書等。 

取向為重，先有想法、再思索

媒材與形式」的思維，從單一

物件到著重互動關係與意識的

社團參與。 

 

王瓊麗 

（1959-）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學系

教授 

王瓊麗早期是賽會活動的常勝

軍，1982 年以囊括油畫第一名、

水彩第二名及雕塑第二名從大

學畢業。任國中教職 8 年後，

1990 年考入臺師大研究所，於

撰寫碩士論文過程中，為收集

Degas 的資料，遠赴法國完成

《 艾 德 嘉 ˙ 得 加 斯 （ Edger 

Degas, 1834-1917）芭蕾系列之

研究》論文而取得碩士學位。之

後，依循國內制度一路從講師、

副教授升等至教授，除了國中

到大學藝術教育之歷程外，她

以藝術創作為終身職志。教學

之外，總計辦過超過 20 次個展，

參與國內 200 次以上的聯展，

出版 2 本畫冊為 2001 年《王瓊

麗 作 品 及 創 作 理 念 （ 1997-

2001）》畫集和《大地、圖騰：

2004 王瓊麗作品及創作理念》，

以及五種影音課程：1.傳統西方

繪畫技法研究與應用、2.油畫進

階 IV、3.油畫進階 I、4.綜合媒

材創作研究、5.王瓊麗教授油畫

基於在地的創作思維與個人對

於繪畫元素、媒材特性的獨特

運用，作品呈現色彩絢爛的在

地敘事。大致將作品分為三個

系列：1.「原鄉風情─大地之美

系列」以大自然為師，探索創

作原理，表現出秩序與和諧，

在縝密觀察後，重新做美感的

詮釋；2.「歌仔戲人生系列」取

材自小時候看戲的經驗，前後

戲台姿態各異的群像結構與色

彩繽紛的人物造型、戲服與配

飾等，散發出等待上場者神態

自若的從容神情，畫面聚散的

安排與主賓的配置，著重變化

統一的效果；3.「臺灣原住民系

列」探尋臺灣原住民族的生命

力，詮釋原住民的生活、習俗、

祭典、圖騰等，展現對原住民

族的感情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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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場導覽。另外，她參與許多

組織團體，如中華民國油畫學

會、大地學會、五月畫會、臺日

美術家聯誼會、中華民國國際

藝術協會、臺灣國際女性藝術

家協會、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及新人文畫會。 

林珮淳 

（1959-）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多媒體動

畫藝術學系專

任教授 

林珮淳於 1984 年取得中央密蘇

里州立大學的藝術學士學位，

1985 年取得該校碩士學位。畢

業後在紐約彼得士公司擔任藝

術指導三年。1989 年返臺於母

校銘傳大學任教四年；1994 年

獲得澳洲政府傑出研究生獎學

金赴伍倫貢大學研讀創作博士

（ Doctor of Creative Arts 

Program, 簡稱 DCA）；1996 年

以《臺灣社會結構影響下當代

藝術創作實踐中女人的地位

（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aiwan’s Social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取

得博士學；1997 年至中原大學

商設系任職並兼所長及主任；

2001 年轉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暨研究所

至今。除教育工作外，舉辦超過

過 23 次個展及 63 次聯展。在

學術著作方面，1998 年主編《女

/藝/論─臺灣女性藝術文化現

象》；1999 年出版《林珮淳創作

論述─從女性創作觀解構臺灣

歷史、文化與社會現象》；2004

林珮淳個展及參與的聯展，主

要以女性議題為主，是臺灣女

性藝術許多展覽及議題的創造

者，也是二號公寓及臺灣女性

藝術協會（Taiwan Women’s Art 

Education, 簡稱 WAA）的創始

者之一。作品如同一部女性意

識的藝術行動發展記錄，透過

過女性意識不斷自我論辯與詮

釋，是其女性主義作品的主軸。

作品風格猶如不斷在更新中的

當代生活，隨著環境與思緒的

變換，其內涵與形式處在「永

續蛻變」的無限發展性。作品

中，「藉物說話」是其表達思維

的慣用策略，也代表著對藝術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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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走出文明，回歸伊甸，

林珮淳「回歸大自然系列創作」

的論述》；2011 年出版《林珮淳

─夏娃刻龍系列》；發表期刊論

文 40 篇以及其他研討會等的發

表，近年更積極參與公共藝術

創作計畫。  

謝鴻鈞 

（1961-） 

國歷新竹教育

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專任教

授 

謝鴻鈞曾在臺北市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東海大學及國立交

通大學等校兼課。1995 年自美

國回國，在臺灣藝術圈代表著

新典範與新思維，也負載多數

人對女性藝術創發的期待。如

同當時其他前衛藝術家集結力

量，參與另類替代空間的展出，

謝鴻鈞成為「新樂園藝術空間」

的一員。對於教育的投入除開

設「素描創作與應用」、「油畫」、

「研究方法」、「當代藝術」與

「女性藝術研究方法」的課程，

此具獨到發展的內涵源自於

NYU 的訓練，她從「心靈寫作」、

「分析自己的創作脈絡」、「發

展形式與內容」的軸線進行；在

「發展形式與內容」階段，特別

要求學生從跨領域的心理學、

女性研究或社會等方面思考所

要表現的概念，探索在視覺上

的建構與表達。除教學、展覽與

策展，引領藝術領域向前邁進

外，另發表 24 篇期刊論文，三

本的專書著作：《義大利，這玩

截至目前，共舉辦超過 17 次個

展及五十餘次的聯展。生活的

感受、生命的覺悟、理論的閱

讀與研究、透視自省、視覺化

策略的試探與研發，是謝鴻鈞

在自我中不斷拓展其女性意識

與經驗創作方式與歷程。作品

中含有多元複雜象徵性符碼的

交疊編織，細密而深層的訴說

著女性意識與情感的神祕語

意，是作者的生命故事，觀者

必須以心靈，從色彩及可觸及

的符徵去感受及延義，與作者

的智慧與情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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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原好─混混乃陰性空

間，瀝瀝如母性系譜》及《陰性

酷語》，以及兩本有關女性議題

的專書翻譯：合譯 1998 年出版

的 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rd 所編《女性主義與藝術

歷史：擴充論述》；翻譯 2000 年

出版的 The Guerrilla Girls 所著

《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

史》。此二本譯著對臺灣女性主

義藝術及其相關的學理與歷史

發展，具關鍵性的引導地位。 

以上六位女性藝術家，皆同時富有藝術創作及教學經驗，並同時在學術研究及相關

領域上有諸多貢獻，可謂為臺灣藝術教育界的女性翹楚。六位以「A/R/Tography」為本

的女性代表，進行生命的多重角色扮演和游離，藉由不斷的調適、內省、對話和產出，

精進自己在各方面的專業養成和深度。她們皆擔任過大學教育中藝術相關科系的教師，

如李美蓉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系的教授、薛保瑕為臺南藝術大學造型研究所專

任教授、吳瑪悧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專任教授、王瓊麗為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林珮淳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謝

鴻鈞為國歷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專任教授，她們的能量陀展不不單以創作藝術

為主軸，更透過教學、研究的實際行動，延續對於藝術的熱忱和對社會文化的推波助瀾。 

六位女性藝術家個別於藝術領域的實踐多元且多樣化，如李美蓉致力於媒材的拓展，

作品呈現生活實質面像，富含詩意與隱喻；薛保瑕以抽象主義作為創作的精神內涵，再

現現象界中的生命本質內的自動性精神訴求，及象徵性與外界的主客體互動特質；王瓊

麗以類印象派手法，描繪原民族群及本土文化、風景與生活為課題，展現關愛情懷；林

珮淳則是不斷地演化出多種媒材，並結合數位科技的運用，風格著重現代性的詮釋；吳

瑪悧作品是最突顯女性議題的，採取的是具體藝術行動，充滿社會關懷及改造得力量；

謝鴻鈞創作充滿強烈情感也帶有矛盾衝突，來自生活感受、體悟及理論的探究，藉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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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不斷開拓女性意識及經驗。 

文獻探討部分的彙編及整理，主要目的在於藉由議題和藝術教育價值的探討，梳理

出三位一體角色的內涵和實踐性。藝術教育理論的發展在不同時代各具其價值觀及代表

性，因而所秉理念及教授方法亦不進相同。針對不同藝術教育理論內涵做深入探討，能

給予近代藝術教育者多元視角及啟發性。因此，將議題融入藝術教育之箇的，是期望透

過藝術教育去刺激學生思考、引發其對自身和社會關係的興趣和批判思考能力。性別議

題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議題，事實上，它存在於社會歷史脈絡中各個層面和角落，代表著

一種政治性，訴說著人與人間的權力、價值思考和意識形態的連結關係。因此，議題的

特色在於它不適用於明確的二分法，而是一體多面的論述結構，其特質成就了它不斷備

受爭議、討論，進而轉化、分支成新觀點的價值。研究者透過研究各式相關文獻及經驗

彙整，探討社會架構下的論述，欲塑造一個富有教育價值和意義的教材研發，通過藝術

形式進行鑑賞及做中學，使學生從認同架構中探索自己、包容他人及多樣化社會。整個

研究的精神內涵在於探討「A/R/Tography」在藝術教學領域中所能發展的樣態，藉由不

斷省思、拓展、修正、再拓展的精神，將不同身分的專業特質發揮並展現，秉持

「A/R/Tography」理念拓建一個螺旋向上的循環式成長的空間。早期的研究觀點認為，

為避免客觀性遭質疑，研究者必須與他們的工作保持距離；但現今的觀點則認為，唯有

研究者立足自己的生命角度，才能藉由個人的觀點，真正去理解這人的生命價值，此觀

點對身為教育工作者言更具有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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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為六節，分別探討：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與分

析、研究流程與步驟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問題，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與分析，包含藝術教育與性別議

題研究、藝術創作與性別課程發展之理論、國內外藝術家的性別議題相關創作等，在透

過上述文獻的整理分析後，發展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方法，以開啟本研究之創作歷程建

構以及藝術與性別的課程發展。在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整理相關教育、議題背景和研究

方法脈絡，並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創作，並以展覽方式進行實踐。在研究角色上亦符

合「A/R/Tography」研究法之「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之概念，在研究架構上結

合上述三種角色身份，進行從文獻理論探究、創作歷程建構，並發展課程研發與創作成

果發表之過程，其中包含行動研究中的不斷檢視、反省及修正。 

本研究中藝術創作歷程，透過對創作意識的梳理及創作媒材的複合運用，研究者將

生命圖像中感知、經歷、回溯並反思的過程，思考研究議題的主旨和其深刻性，結合藝

術與性別相關經驗、自我性別意識的模態，並依此主體概念進行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試

圖突破平面創作的表現，將形式跳脫以往慣用的媒材，圖像及表現語彙透過研究重新建

構並梳理，及運用媒材元素的型態詮釋研究者的理念，呈現出作品背後論述及意識脈絡

為主要重點。在藝術與性別課程發展部分，將透過上述研究者的創作作品及表現內涵，

並參考相關議題的國內外藝術家作品，轉化並研發此相關議題的教學架構，並根據藝術

學習領域與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以及學生的學習能力指標，發展出此議題之於藝術

教育的主要概念及教學目標；接著，依循教學主軸並著手設計教學課程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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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發展歷程係藉由研究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和性別經驗，聯結至創作經驗及性別

議題的思考，發展新的藝術創作脈絡，通過「A/R/Tography」方法研究創作意識的多方

面建構，將其轉化為性別融入藝術課程之教學材料。有關於本研究之架構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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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工具 

 

一、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為研究性別議題與開展藝術教育課程，須對相關的理論文獻進行瞭解。本研究首先

將整理相關的文獻和理論，並作意義上的探討，從近現代教育趨勢、藝術教育思潮進行

脈絡的爬梳，瞭解當前藝術教育的背景與概況；接著，探究性別議題相關研究和其應用

於課程之概念，探討議題與課程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發課程的理論基礎之一。在

「A/R/Tography」理論研究部分，研究者首先進行「A/R/Tography」的概念及內涵做梳理，

參照國外相關學者的教學研究的實踐及回饋，以國、內外三位藝術家教育的性別意識作

品做為參考對象，更回溯自身舊作進行檢視及討論，思考創作、研究及教學之間的相互

作用，進行新的藝術創作歷程和課程活動研發。文獻內容主要包含藝術教育、性別議題

和「A/R/Tography」相關之專書、期刊與論文等，經過閱讀、統整、分析、比較後進行

撰寫，以作為本研究發展藝術創作與藝術課程之基礎。 

（二）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係指一種探究自己學習歷程的研究方式，透過觀察自身的實務工作或實踐，

來檢驗、檢討這些過程是否到達到自身想法與目標，提供證據來求證實務工作須改進及

獲得改善之部分。行動研究是一組實務工作，更是兼具行動和反思的學習歷程，包含蒐

集資料、反思資料所表達之行動的意義，進而從資料中提出證據，從有效證據中得到結

論，並產生知識的論述（朱仲謀譯，2004）。 

另外，劉豐榮（2004）提及行動研究於藝術創作上的應用，在歷程方面可運用到下

列五個階段：1. 創作研究者可先「自我觀察與檢視」；2. 尋找「欲探討之創作問題與方

向」；3. 思考初步之「創作計畫與方案」；4. 進入「創作表現與實踐歷程」；5. 對創作成

果與歷程進行「反省與檢討」；歷程中各階段之順序可彈性安排、靈活轉移，亦可在歷程

之後再次循環探討。本研究之創作歷程建構，即以上述方式進行從研究者對自我經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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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環境的觀察與檢視，擬定性別議題為研究者欲探求與表現的方向，並且根據對藝術

與性別相關理論的探究與思考，進行創作表現及實踐。過程中除了循環檢視上述步驟，

也將創作的成果作為下一步發展為課程之依據。  

本研究的行動研究歷程，包涵如下：1. 以議題探討與理論研究為基礎，開展及研發

性別意識的教材；2. 藉由課程設計之目的和內涵，進行自我省思並開啟性別議題之藝術

創作歷程，3. 創作實踐以展覽形式發表，並同時融入教材研發，表達出藝術及教育的理

念，並透過展覽回饋過程省思、專家共同檢視教材去做檢視及修正，以達到本研究欲探

討之核心標的。 

（三）「A/R/Tography」研究法 

「A/R/Tography」理論係融合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論述（Irwin, 2004），

為一種以藝術為本位的研究形式，內涵上帶有行動研究的精神。「A/R/Tography」是源自

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希臘全名：Α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élēs）的三種藝術形式：理論

之知（theoria）、實踐之知（praxis）、以及創作之知（poesis），加拿大學者 Irwin 試圖打

破這三種知識論的界限，使其融合並互相產生聯繫，從中引伸出 A─藝術家（artist）、R

─研究者（researcher）、T─老師（teacher）三種的角色，其中包含藝術家的實踐、研究

者的理論及教師的實務，皆在”/”符號中表現出跨界及融通的狀態。此論述主張藝術家

本身就是一位研究者，而教師的教學歷程和活動本身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同時亦充滿研

究的特質。「A/R/Tography」將三種不同知識領域的形式縫合，使這些知識分野能夠交織、

產生不同的對話及不可預期之多變性，在研究者理論、教師實證及藝術家創造的語言中，

可以自由地跨越，不但能夠建立多元書寫的豐富文本，更讓領域間擁有互為文本的詮釋

（洪詠善，2013）。其中此行動研究透過文本的、實務的及互動的實徵經驗，形成一個以

「A/R/Tography」理論價值為中心的詮釋、批判思考循環歷程，相關內涵圖表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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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藝術實踐即探究取向─「A/R/Tography」的研究架構 

（引自洪詠善，2013，並修改自 Sullivan. 2010. Art practice as research: Inquiry in the visual 

arts. pp.102-107）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為三個向度的整合，分別是文獻探討、行動研究

以及「A/R/Tography」研究法，融合成一個研究的主體架構。其中，本研究聚焦以

「A/R/Tography」理念作為主軸，貫穿整個探究歷程，程序設定內容如下：研究初步開

展階段的文獻蒐集、藝術創作歷程的向內回顧及向外參照、藝術創作及展覽舉辦、藝術

課程的研發、專家共同檢視課程，並針對課程研發初步成果提出意見與修正。最後，此

課程和創作成果，應能具備供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及省思價值。在此歷程中，三種身分

並非獨立分開運作，而是彼此之間不斷地交互影響、互通互融的。研究者欲從此研究獲

得的面向有三：1.性別議題與藝術教育的融合及發展；2.透過「A/R/Tography」瞭解性別

與藝術的行動研究之內涵；3.建構創作歷程與教材設計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透過研究者作品回溯來檢視自我性別意識，進而發展新的性別創作歷程，依循十二

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核心理念、高中美術科的學習表現及性別議題之學習內涵，從創

作理念和論述中進行課程的架構研發，設計為期八週的性別意識轉化之高中美術課程，

其中包含教材內容、教學活動、學習單、評量表等，並於設計妥善後，邀請五位專家共

同檢核課程，再依循專家意見進行反思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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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由於「A/R/Tography」的理論特質，研究工具即為研究對象本身，並分

為兩大類，其一為文本資料，另一為研究者本身，共同作為研究中的探討主體。文本部

分主要為「女性藝術家作品及創作意識」、「研究者創作歷程與作品」兩種；研究者的部

分則是「創作轉化教學課程之發想與省思」、「展覽與教材研發的省思及回饋」兩種，分

述如下： 

（一） 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及創作意識 

研究者針對於國內外女性藝術家，分別為美國藝術家 Judy Chicago（1939-）、澳洲

藝術家 Deborah Kelly（1962-）及臺灣藝術家徐薇蕙（1979-），探討其創作意識與性別議

題之間的關聯，藉由探究不同藝術家的創作經驗、媒材、表現方式、論述及創作脈絡等，

連結自身歷程和反思，作為比較及參照。性別議題的產生係由女性主義思潮開始，回顧

藝術史及留名的藝術創作，論述核心幾乎以男性藝術家為主，因此希望讓學生針對國、

內外優秀的女藝術家，甚至是跨性別身分的藝術家，有更廣泛的認識。尤其近代多元性

別觀念開始蓬勃發展，深深影響性別平權意識的高漲及追求，許多藝術家開啟性別議題

相關的小論述，耐人尋味且意味深長，值得作為教材案例分享使用。 

（二）研究者的創作歷程與作品 

蒐集研究者自身自 2012 年至 2015 年共 8 張性別意識創作作品，分別為 2012 年《瞳

的流變》個展作品《人之所欲（Human Desires）》及《自畫像（Self-portrait）》；2013 年

《再˙性別（Re-Gender）》展覽系列作品《請寵幸我（Please Spoil Me）》、《屢敗的叛逃

（The Unsuccessful Escape）》及《不柑為美（The Flawless Beauty）》；法國 Les Hivernales

沙龍展《LART est vivant》的《女媧補天（Nu-Wa Patches the Sky）》；2015 年《魅眼笙歌》

個展作品《魅眼魚小姐-姝（Ms. Charming- Beautiful）》及《嬝嬝娉婷（Gracefully Balanced）》

共 8 張，分成三大檢視項目去探討：特徵、創作自述、性別思考，除了探討作品圖像、

符號和象徵手法，更思考其主題呈現方式、描寫手法以及色彩語彙運用，進以省視其性

別意識與內涵，並且同時產出性別議題觀點的創作論述。 

（三）創作轉化教學課程之發想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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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階段便是將性別議題的創作作品，結合藝術與性別之教育

理念和教材研發編寫，此過程需要一邊審思研究脈絡及主體，一邊轉化既有主體之呈現

與敘說方式。從張芬芬、陳麗華及楊國揚（2010）在〈臺灣九年一貫課程轉化之議題與

因應〉提到「課程轉化」的內涵，係指在課程發展的步驟中，將課程理想做逐步的轉型

與變化，進而產出可提供師生使用的具體教學材料。因此將理想化為實作，將抽象化為

具體，宏觀化為微觀，單純化為複雜等轉型變化之作為。 

（四）展覽與教材設計的省思及回饋 

在創作歷程結束之後，研究者將以展覽方式呈現性別議題的創作成果以及性別課程

論述的架構概念。展覽過程中，透過觀察、與觀者產生對話及互動等過程，可以達到個

人對歷程的省思，並與過往歷程進行再對話與修正，透過主客體的立場互換及思考，以

求在藝術教育的本質上擁有更完善的態度和實踐。課程以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為發展

主軸，並根據高中美術科的學習表現及性別議題之學習內涵進行研發，設計為期八週的

課程，教學對象為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將性別議題設定為特定主題之教學單元，將邀請

相關領域的專家們，依據檢核表進行評分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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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議題創作探討為基礎的教材發展 

 

一、 性別議題創作與教材規劃 

（一）藝術創作概念與設計  

藝術活動即是一種創造，是人類對於客觀世界進行改造、擁有、重新安排的一種方式。

藝術創作便是將客觀事物用審美的再現方式，將其意識化、具體化的過程。而其中，人

的情感活動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影響了藝術創作的主要內容，它更是藝術活動的重要驅

動力（魯樞元，1985）。藝術品成立之於獨立的活動，它是自由、狂放夢境的轉寫，且是

讓人們容易體會滲流其中的、眾多文明的力量。藝術品既是物質也是心智，既是形式也

是內容（吳玉成譯，2001: 37）。黑格爾曾云：「精神與觀念就是藝術的內容，經由作品的

形式而具體化（劉思量，1998: 47）。」因此，創作本身是一項企圖，希望表達某種獨特

的東西或意念。而藝術創作的表現形式，不僅取決於繪畫的技巧，媒材的選取亦重要。

進行的方式以手繪為主，輔以多元媒材拼貼，將自身設計的構圖摻入現成的符號和材料，

表現作品內容上的多元語彙和對話形式。以下將對於創作媒材、量數及創作思維做進一

步說明及論述。(這裡應置放到文獻探討) 

1. 創作媒介 

這裡所指的媒材（media），即是創作的媒介物、塑造作品質感（texture）和形體（shape）

的必要條件，亦是表達理念的關鍵之一。本研究的創作部分，用媒材區分可歸類為兩部

分：一種係以紙本為基底，以繪畫技巧表現為主，輔以複合媒材（mixed-media）手法，

也就是超過單一媒材製作為表現方式，進行質感處理及拼貼；另一是以雕塑（sculpture）

概念為基礎，運用雕刻用土和相關化工材料等，進行造型的塑造及翻模等，之後成品適

度做色彩及細節描繪，將作品理念以立體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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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量數 

創作作品以系列做為發展主軸，共發展出 4 個系列，為使創作脈絡具有一致性，每一

系列至少三份作品作為呈現，以增強其語彙表達之分量。在新的創作歷程方面，以 10 份

作品為基礎數量，傾向以平面創作做為表現，並發展半立體裝置（installation）作品，陳

列方式為懸掛或擺設方式陳列，拉近作品與觀者距離並提升互動機會。 

3. 創作主題與論述 

本研究創作係以性別議題中的女性主義與多元性別作為主軸，進行創作及教學設計的

脈絡鋪展。研究主以探討藝術及性別相關論述的思潮及脈絡，反思自身的性別意識狀態，

重塑及重申自己的創作意識，並結合教育理念和脈絡，挖掘議題的深層內涵與調整再現

方式，進而讓觀者（或學校的主體─學生）透過藝術鑑賞方式，知曉議題之於自身的重

要性，以及拓展及延伸在教育上的實質意義。藝術呈現方式以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

風格為主，超現實主義興起於 1920 年代，是受達達主義影響而產生的藝術流派，起源

於文學運動，而後拓展至繪畫、雕刻、戲劇、電影等方面。主要思想是依據弗洛伊德的

潛意識學說，強調潛意識、直覺、夢境等等主題，並從中創造出超越現實的畫面，知名

的藝術家包含達利（Salvador Dali）、恩斯特（Max Ernst）、瑪格麗特（Rene Magritte）、

奇理柯（Giorgio de Chirico）等。創作中皆有主體作為描繪，主體表現為有人類特徵的似

生物形體，並結合色彩語言的搭配，呈現作品中以及個體的意識和狀態。藝術的創作表

現涉及創作者的生命歷程、心理狀態、社會及環境等因素，是一種兼具個人內在思考以

及外在環境互動鑒察的行動研究歷程，身處在歷程之中，研究者（創作者）將學術領域

的脈絡與創作理念連結，進行圖像語言和象徵意涵之創造，並藉由表現方式協助研究主

旨的發揮，相輔相成，並對於藝術教育的精神提供更完善之思考。 

 

（二）女性藝術家與性別意識創作 

本研究蒐集當代女性藝術家資訊，探討藝術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時代性與議題性，並

尋找出相異性及共通性，作為研究者的創作脈絡的參考及比照依據。研究者藉由三位一

體的身分，進行性別議題的剖析和爬梳，設計一套視覺藝術教學方案，進而開展性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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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相關之藝術創作，引領學生從議題中進行理解，並期許學生習得多元的批判性思考。

性別議題對創作者的影響層面，鉅觀而言是對自我生理機制的辨別和認定，微觀來看是

個體心理層面，相對於社會脈絡的價值觀及應對方式。創作者傾向選用鮮明語彙、不同

媒材組合及技法運用，進行性別議題創作的藝術性表達。 

本研究舉出三位國外女性藝術家為例，作為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及藝術創作的參

照，其一為美國當代藝術家 Judy Chicago（1939-）、澳洲當代藝術家 Deborah Kelly（1962-）

及臺灣藝術家徐薇蕙（1979-）及分別做介紹及探究。 

 

第四節 教材轉化為課程規劃 

 

一、 性別議題創作的轉化─藝術教材設計 

性別議題融入教材的主軸，在於透過藝術的吸收、識取或創作形態，轉化為對於性

別概念的發展認知。簡言之，藝術作為媒介和手段，達到教育的成果及目的。在此，研

究者（教師）所希冀的是學習者對性別議題擁抱多元理解，並突破固有視角而進行省思，

達到探索自身主體性及自我認同的目標。轉化的過程涉及議題概念化之融入與統整，潘

慧玲（2001）解釋「融入」一詞，意指「將材料整合放入」，因此換句話說便是統整（integrate）

之內涵。，另外潘慧玲認為教師在教學場域中往往居於主導地位，因為教師掌握較大的

知識權威。因此，教師若能扮演轉化型的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之角色，

便能使教學場域充滿民主對話與啟迪心智的活動。在此其中，教師本身必須先轉化，代

表教師用心培養自省批判之能力，並且能對自己的性別意識型態掌握並加以檢視，如此

一來便能時刻注意到教學過程中是否含有性別刻板化等不當內容；傳授知識時，必須加

以解說以避免錯誤的認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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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創作轉化之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初步規劃，分別針對教學對

象、教學時數以及學習表現與內容進行進一步的解說與探討。 

 

 

另外，參照教育部所提倡之課程統整概念，是立基於學者黃政傑的三大統整原則：

（一）知識的統整，（二）學生經驗的統整，（三）社會的統整；而課程設計方法也注重

其提出的兩項原則：垂直組織與水平組織之原則（黃政傑，1997）。另外，陳瓊花（2004）

認為可歸納出兩類的統整方式，（一）以學科為本位之統整，（二）以學習者為本位之統

整。其中，「以學科為本位之統整」涵蓋單科、跨科（應可以包括複科）及科際（應可以

包括多科）。譬如於視覺藝術中統整藝術批評及美學部分，或藝術史統整藝術批評部分，

或是藝術史、藝術批評、與美學相互統整，或藝術創作與鑑賞之統整，都可看作單科的

課程統整（如圖 3-4-2）。 

 

圖 3-4. 單科課程統整（引自陳瓊花，2004，283） 

 

  

圖 3-3. 知識轉化、教師轉化與學生轉化關係圖 

引自潘慧玲（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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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設計與教案規劃示例 

（一） 教學對象：高中一年級學生（十二年國教） 

（二） 學習時數：八週，共十六節課 

（三）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性別議題為主軸設計之美術課程，分別透過鑑賞教學

及創作活動，帶領並增進學生對於性別議題的認知概念和批判思考。 

表 3-1  性別議題融入藝術教育之課程規劃 

單

元

名

稱 

性得藝彰 教學對象 十二年國教 

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週數 八週 

教

材

來

源 

自編教材 教  師 吳姵儀 教學時數 800 分鐘（每週兩堂

課，每堂 5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課程目標 具體目標 

 

 

認 

知 

 

 

1. 知曉性別議題的定義及內涵 

 

 

2. 認識性別意識相關作品之特

色 

 

3. 瞭解藝術作品及其畫面中含

有的性別內容之意義 

1-1 能具體說出性別的定義及概念 

1-2 能分辨性別觀念的古今之異同 

 

2-1 能說出作品中性別意識的重點特質 

2-2 能列舉性別意識的表現方法及呈現 

  

3-1 能舉出性別議題在生活中的現象和應 

    用 

3-2 能解釋性別意識藝術的表現方法 

 

 

技 

能 

 

 

4. 學習觀察藝術作品的性別內

涵 

 

5. 創作含性別意識內容之作品 

 

 

6. 應用不同媒材表現性別意識

創作 

4-1 能說出藝術中的性別意識表現 

4-2 能夠解釋藝術作品中的性別指涉意義 

 

5-1 能製做表達性別意識元素的作品 

5-2 能表現畫面主旨的重點和特色 

 

6-1 能運用多元媒材詮釋創作核心主題 

6-2 能詮釋自己的創作動機和意義 

 

 

 

7. 樂於對生活中的環境有所體

察 

7-1 能以包容之心接納各種藝術內容表達 

7-2 能對個人感觸及經驗有所梳理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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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8. 培養細心的觀察力及感受力 

 

 

9. 透過創作抒發意志，提升生命

價值 

 

8-1 能以宏觀角度來觀看人與人的關係 

8-2 能藉由藝術去探討及思考自我價值 

 

9-1 能將藝術融入精神層次並提升涵養 

9-2 能從創作中獲得反省和思考，培養敏 

    銳細膩的心 

 

 

教

材

研

究 

藉由認識藝術史、女性藝術家、大眾傳媒及教師創作中的性別意識，進而了解自

我性別意識及挖掘性別平權之價值，學習運用廣闊的視角去鑑賞及觀看藝術作

品，體會生命的精神內涵及建構自身主體認知。 

1. 藉由了解性別議題的價值及內涵，去鑑賞藝術家作品中的性別內涵，了解性別

思考和藝術表現之間的關係及意義。 

2. 設計課堂小活動，引導學生認知到自身的性別意識和性別思考，並從中表達出

想法及反思。 

3. 透過學習單做創意發想，並構思關於性別議題之創作，並能對性別議題內涵更

多深刻了解。 

4. 透過性別議題之創作活動，讓學生將自身性別經驗和課堂所學知識，運用自己

的意志及方式用藝術語彙表達出來。 

學

生

學

習 

條

件

分

析 

1. 具有不同視角和觀點欣賞、描述藝術作品中之能力。 

2. 具有對女性藝術家及性別議題相關之分析及思辨之能力。 

3. 具有透過性別議題之意義進行反思和進行舉例之能力。 

4. 具有透過創作表達對於性別議題深度思考之能力。 

教

學

方

法 

透過藝術鑑賞教學，瞭解性別議題融入藝術之形式及特色，引發學生人文關懷的

精神，進而深刻認識藝術之於自我探究及自我認同之意涵。 

教

學

資

源 

教學用 PPT、影片、照片、教師作品、多元媒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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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初步規劃因考量到課程中性別議題能夠切入之深度及廣度，因此教學對象設定

為高中學生，因本研究重視性別相關議題論述及實踐，因此重視鑑賞活動的品質輸入和

產出，創作活動安排一週時間讓教師做引導、學生進行構思和理念釐清，再安排兩週時

間，進行創作活動以及創作理念的討論及分享；另外，教材呈現方面，以科技數位資源

為主要傳授及呈現方式，如 PowerPoint 簡報軟體、影片、動畫或電影片段等，一方面希

望聚焦學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愈鬆動學生固有的思考型態，跳脫習以為常接收資訊的

方式，審視平時不察之意識形態，進而引發學生的求知欲望和學習動機。 

 

第五節 研究的倫理與信實度 

 

本研究採取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進行信效度的執行及檢視。內容效度係指

測驗能測出所欲測量行為領域的程度，亦即測驗題目的內容是否具有周延性、代表性及

適切性，並確實包含所測量主題的內涵。通常以測量工具的內容來檢查，看看是否符合

測量目標所預期的內容。在評量教學活動時，測驗的內容效度必須顧及兩個向度：教材

內容與教學目標。內容效度愈高，愈能夠測出擬測量的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 

通常採取專家判斷法，邀請專家（對於測量的內容所知豐富，有資格做決判的人）

協助檢查問卷的內容與格式，是否與所涉及的內容範圍具有符合性，以驗證內容效度之

高低。專家判斷是以建立雙向細目表作為主要的判斷指標，輔以測驗題目、測驗編製程

序、教材分析、課程標準分析和參與測驗編製人員等指標來判斷。學科專家需要對教學

大綱或教材有全面瞭解，然後與測驗題目進行系統性比較，衡量題目是否能對應到所制

定的內容。因此須建立雙向細目表，列舉出教材內容的單元與單元目標，再判斷每個單

元內涵與各項目標的相對重要性和關聯性，再次決定每個格目的重要性以形成完整的雙

向細目表，最後測驗編製者依據此細目表來編製測驗（引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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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之流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依序分別為研究計畫構成階段、創作與展演實踐

階段、課程發展階段與資料分析與反思階段。首先，在研究計畫擬定階段係先針對研究

背景與動機發展研究之目的及問題，並依其作相關的文獻探討及分析；在上述相關文獻

整理後，發展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方法，並另外以藝術家相關資料及自身創作歷程作資

料分析，著手進行創作歷程之建構，進而轉化研發藝術與性別課程的設計，包括單元主

題、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等，並邀請專家共同檢視，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反省及修正；

於課程文獻研究及課程研發之間所蒐集到的手稿記錄、圖文記事和所接觸之藝術與性別

相關資料等作處理及分析，並根據課程研發結果作分析與討論，經過專家建議和修正的

歷程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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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研究流程圖 

 

 

  

 



79 

 

第四章 創作檢視與歷程建構 

 

 

本研究從「A/r/tography」的行動研究本質出發，檢視及回顧研究者的創作歷程，並

探討十二年國民 

教育的藝術教育結合性別議題之重要理念，以建構新的創作歷程與，並設計融合議

題之美術課程。在此章節，研究者以藝術家（artist）、研究者（researcher）及教師（teacher）

的角度築起藝術教育及藝術創作之間的橋樑，實踐身分游離和穿梭於三種角色的曖昧場

域，建構出「A/r/tography」精神下的藝術教育可能之新面向。 

 

第一節 性別意識的發展與構成 

 

一、 個人生命經驗與歷程 

（一）童年階段 

童年時期的我，生活於臺灣中南部的鄉村，姑婆照顧我至幼稚園階段。姑婆對我甚

是寵愛，從小給予我極大的空間，譬如不介意我像個野孩子般到處奔跑吼叫、捕抓生物、

與鄰居孩子起衝突打架、爬上供桌拿食物來吃等，我闖了禍她只是叨念幾句，當我受他

人欺負時，她一定挺身而出為我護航，活像個鄉間的野公主。隨後，我跟著父母回臺北

居住並就讀小學，生活開始面臨一連串的改變與衝擊。當我進入團體學習場域，便開始

有適應問題；例如，說話帶著臺語腔，常被同儕取笑排擠；個性活潑頑皮，常聽到老師

以性別做為規範的告誡，例如「女生要坐有坐樣，動作小一點！」、「女生不可以罵髒話，

沒氣質！」、「女生笑聲要小，不然人家以為你是男生。」等等。面對一些批評和懲罰，

我開始調整自己的行為，不得不開始觀察並學習同齡孩子的表現，不敢任意大笑或伸展

肢體，希望塑造長輩們眼中聽話而乖巧的模樣，直至獲得「好女孩」的讚賞。除此之外，

隨著年紀漸增，同儕們對於男、女生概念出現了明顯的區分模式，團體活動中尤為常見，

 



80 

 

透過「劃清界線」的方式標示性別群體的歸屬或藩籬，例如說關於性別的笑話、模仿帶

有指涉性別特質的行為，及以性別為基礎在群體中進出等，但有時，他們亦時常故意跨

越性別界線的二分法。由於小學生對於性別的認知大都來自學校、家庭與媒體，他們經

常以自身的經驗出發，還不容易看出性別的結構性問題（畢恆達，2004：42）。因此，處

於這個年紀的我，覺得性別是個有趣的課題，受到成人行為觀念的潛移默化影響，不自

覺地將「認知」與「規範」融為一體，並對違反「常規」的性別模式感到錯愕，甚至反

應過度。對此階段的我來說，對於性別的思考大多停留於經驗、觀察和接收的狀態，並

沒有動機去發現問題並找尋解決之道，也難以接受不同於「規範」的想法和解釋。 

（二）青少年階段 

進入生理開始轉變成熟階段，開始對於自己所屬性別產生進一步的認知和接納，意

即建構、發展性別獨特性是此階段重要的功課。此時期的我對於朋黨關係的關注漸增，

如在言行舉止方面常受同儕影響，產生仿效、追求群體間認同之欲望。但與此同時，也

因為對自己外在的不滿意及缺少社會價值觀中的「女性特質」而缺乏自信，會羨慕一些

在人際關係上吃得開、外貌姣好的同儕，透過對周遭環境的觀察和對媒體內容的模仿，

開始想要「改造」自己。例如，變得嫻靜寡言，並且為了擁有美麗的長直髮，固定上髮

廊做離子燙、穿上流行感的衣服，認為裙子短一點才有女人味、配戴隱形眼鏡、學習如

何化妝、成天想著如何防曬、學習經營社群網站，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等。而同儕團體

也會劃分成「會打扮／不會打扮」、「有異性緣／無異性緣」、「擁有興趣的男／女性化」

去作區隔。例如，當時班上有個女同學刻意對著我謾罵：「笑什麼笑？醜死了有什麼資格

笑？」；曾有個老師望著我的臉，問我：「你皮膚這麼黑，有沒有想過要美白呀？」；有個

同學曾問我說：「你不覺得喜歡看漫畫的男生都很宅嗎？」等等，都訴諸了某種意識形態

下對於個體的不合理的期待與要求。 

教育過程中，雖時常傳授個體皆為獨一無二，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觀點，但在很

多情況下，人們還是選擇屈服於表面的價值認定標準，甚至被世俗的眼光所影響，牽制

著自身的一舉一動。在逐漸邁入成熟的青春期，這種心理感受和價值觀認知衝突，是愈

趨明顯與充滿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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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年至今的階段 

大學階段之後，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眼界漸漸開啟，有機會與同性、異性或者不

同性向的人們相處，漸漸發現學習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事。過程中，透過經驗

的累積，學習並訓練批判思考能力，察覺生活中隱含諸多的性別議題，如在大大小小事

件中感受、觀察到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等不尊重他人之行為。有一次，大學修習工

筆畫課程，老師拿著我的工筆畫作品，表情嚴肅地在全班面前說：「妳畫的線條這麼粗，

我以為是男生畫的！你要好好練習，不然以後會嫁不出去喔！」我知道老師是在跟我開

玩笑，畢竟我很清楚這不是評斷一個人是否能找到終身伴侶的基準，但當下還是覺得很

受傷；第一次辦個人畫展時，聽到一些觀眾發表類似感言：「畫跟人怎麼無法對起來？你

長得漂漂亮亮，怎麼卻畫出那麼奇怪的東西？」、「你有模特兒的資質，怎麼沒想過去當

藝人？真可惜了！」、「你看起來應該是擅長畫花鳥、人文畫的啊！」。我禁不住想，如果

我今天身為一個男性的身分，是否還會接收到類似的建議或評價？人們會在意我的能力

本身，還是外貌上的條件？兩者之間有必然關係嗎？當然，我也聽過同儕對我說：「我覺

得妳的畫畫技術不用太好，因為人長得清秀又善言詞，自然就會有人關注和賞識你了！」

為此註解我亦感到疑惑，畢竟個人追尋目標而付出的努力、時間和所承受的壓力，是他

人不為所見的，而外表的條件與因素，非必定是構成一個結果的主要原因。 

二、 藝術創作的自發性探索 

大學時期主要的繪畫題材，多以表現自我與世界的共處的方式出發，用有限的經驗

觀察和認知，透過強烈的筆觸、豐富的色彩去詮釋。例如在性別經驗上，除了對生活及

身邊人群的觀察，結合親身所經歷的問題拋出，運用藝術的方式—線條、色彩、主題設

計等，將內心的想法或不平透過創作表達，作為一種宣洩或意志抒發。但此種創作模式

會陷入一種情境：想要表達的太多，創作主旨聚焦得太少。一般而言，創作的篇幅有限，

藝術家的繪畫技巧也會影響畫面的詮釋，加上無法掌握觀眾的經驗和主觀意識，因此創

作可能成為一種自說自話，與觀者之間的連結性便顯得薄弱。最後發現自己即便使勁去

回應這個世界，轉過頭卻發現創作並沒有想像中的成熟，便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進

入研究所時期，隨著學習方式的改變，開始接觸不同的理論、學說內容，以及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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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歷練，眼界漸漸變得更開闊寬廣，思慮也較為縝密和沉穩，開始清晰想要成為什

麼樣的人。此時畫風做了些轉變，原本充斥畫面的各類元素慢慢減少，色彩開始逐漸趨

向調和簡單，嘗試運用偏向隱晦及隱喻手法去訴說創作概念，原本習慣從自我為課題出

發，現在嘗試體現一個群體或文化的現況，反映人類共同特質和面臨的心理狀態，多了

一個層次及轉化過程之後，畫面的物件減少、色彩豐富度減弱，但反而在表達創作核心

上更強而有力。 

三、 性別與藝術教育之啟發 

在經歷研究所「性別與藝術教育」課程之前，對於性別議題的認知偏向零散的，學

生時期偶爾聽到老師在課堂中提及，但從未參與過專門安排的相關課程，或結合某一科

目作完整的學習。反而是為了參加教育部舉辦主題性的繪畫比賽，才會特地在創作中表

現出性別相關的指涉，例如「兩性平等」的漫畫比賽，主旨提示要以男、女性平等的概

念去創作，傳達兩性之間的相互尊重及友好。結果，通常表現方式都是聯想到男、女性

手牽著手露出微笑，或者是女性參與具「男性氣質」的活動、男性從事具「女性氣質」

的職業等等作為對比。基本上，當時「性別意識」的認知與描寫極為淡薄，而且也未曾

請教師長如何去深入思考議題部分，所謂對於性別議題的涉獵，僅流於表面形式。 

直到大學時期，修習教育學程中的「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時，得知曾震撼教育界

及媒體界的「葉永鋕事件」後，才開始真正關注到性別刻板印象所產生的諸多問題。原

來從小到大身邊時常發生的「小」事，其實對孩子未來的教育養成至關重要。另外，閱

讀當時調查小組資料所重現的校方人員說詞後，才驚覺平時若未探究到性別議題本身，

一般人所擁有的性別認知可能是極其狹隘的。也因為此事件，2000 年 12 月 16 日，教育

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正式宣布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教育政策的重點從

兩性教育正式轉化成為性別多元教育。2004 年 6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開宗明義提出「性別教育乃指以教育方式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

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另外，教育部於 2010 年根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發布「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認為性別學習的實施場域應以學校為

主體，延伸至家庭和社會，並以「人」作為核心，教育為實施手段，回歸教學與課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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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性別平等會，2017）。此舉跨出了教育上對於性別類別認知的第一步，也顯示出人們

開始重視除兩性之外，更多性別表現之可能性。 

四、 性別議題的國際化與女性主義的深入探究 

 性別作為國際重大議題之一，在近代各國的法律條文和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討

論角色，並體現在各種場域、階層、文化以及網路媒體之中，成為一種群體默契。聯合

國於 1946 年便成立了「婦女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

致力於女性權利議題，並著手開啟研究與改善計畫。直至近年來的性別平權活動，許多

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動性別平權觀念的普及化，如英國演員艾瑪

華森（Emma Watson, 1990-）於 2014 年的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發表關於女權的演說，宣導

追求兩性平等權益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兩性皆有權利追求平等，發起 HeForShe 為

名的團結運動，各大網路媒體亦出現各種第三波女性主義以來的相關社論、文章和影像

作品等（Young,C., 2014; UN Women, 2016）。研究者深受議題及為議題而努力的人們所

觸動，希望能透過此研究的行動歷程，去實踐相關議題理念的傳達並激發眾人省思， 

 

第二節 創作意識的回溯與再出發 

 

藝術家將個人思考、情感轉化並再創造，藝術成為對於生活體認和再現，是經由藝

術家囊括、篩選並提煉而出的。因此，藝術中所描繪的對象物雖然取自生活經驗，卻比

現實的客觀世界更具有個性及代表性（歐陽中石，1999）。因此，在本研究中，創作理念

既是根植於對作品的論述，更是藝術家本身的創作意識；然而意識並非外顯，必須透過

諸如藝術作品及文字等為媒介，於形式及內容上逐一進行探究和分析。 

觀看自我創作脈絡下的性別意識，一路上從性別角色的認知、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察、

到多元性別特質之包容和反思，可清楚瞭解到，性別議題的思考是需要層層推展且逐步

深化的。研究者以超現實的手法詮釋自己的社會觀察，欲反映性別議題中懸而未解的問

題，同時以他人藝術創作為借鏡作相關思考及延伸。前期創作多以女性（女性主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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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發，此研究的創作歷程欲增加探討「多元性別」作為表現主旨，運用身體局部特徵

的聚焦、變形，以及角色的穿戴配件來影射多元性別的可能性；另外，角色塑造是透過

造形的變形和重組，將人類和生物意象作結合，並指涉到議題表現本身。 

一、 創作回顧與探討 

探討藝術作品有其必要性，因作品可視為一種傳達某些獨特東西的企圖，將人的意

志與欲望，透過具體（物質）的方式呈現出來，萌生意義於造形及意識層面上（吳玉成

譯，2001）。因此，將創作脈絡進行抽絲剝繭，不僅有助於研究者檢視形式上的意義，透

過文字、語言或符號的輔助，更能拉展出藝術作品中的深層脈絡。身處於社會脈絡的個

體，成長過程必定屢屢面對性別相關的問題，可能是個提問，亦或是個懸問，甚至發現

並沒有絕對答案。藝術創作正是一個人透過視覺化的途徑，將這些疑惑或思考表達出來，

期與觀者做出共鳴或交流。 

由於一一細數研究者生長歷程的作品作為探討對象，數量及種類過於龐大，加上需

併入其他理論如心理學、社會學及教育養成等內外在影響因子來探討，編排系統會過於

繁雜，非本研究所關注之重點。因此，研究將範圍限定在研究者接觸性別議題的前後兩

年作為分水嶺，綜合歸納其中具有性別意識的作品為主。性別意識不僅包含對性別的認

定，更含括對性別結構的不滿，並期望透過行動去改善社會狀況和性別角色處境；而意

識的發展過程是循序漸進且來來回回的，有了意識便能有所覺知，進而感到挫折、困惑，

及有所獲得、啟發（畢恆達，2004）。研究者於 2013 年初次研修性別相關課程，認知自

身對性別議題的想法有所改變和提升，遂主要針對研究者 2011 至 2015 年的性別意識相

關創作做回溯及探討，仔細挖掘創作中的文本及意涵，並檢視創作的論述和表述方式，

建構出歷程性的性別意識、創作意識的型態，以年份優先順序作說明排列，將代表性作

品做進一步論述、探討及省思。 

研究者將 2011 年至 2015 年的性別意識變化分成三個歷程階段，分別為：懵懂與探

索階段、衝擊與再思考階段及沉澱與自我審視階段。以下針對不同階段之創作作品做分

析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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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懵懂與探索階段 

此階段雖已身處在大學時期，但是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僅停留於刻板印象的問題本

身，對於自己的性別意識並沒有多加琢磨或深層思考，認為作為現況下的生理性別，便

只能合乎道理地去接受生理所賦予給自己的社會性別認知。雖並非認同所有狀況，但依

然屈就一些事實去展現出被社會規範下的一面。此為研究者於 2012 年首次創作個展《瞳

的流變》中的系列作品，此展覽係以瞳孔（眼睛）為發想主軸，運用水墨、水彩及其他

複合媒材作為表現媒介，描繪帶有幻想和超現實（surreal）風格的題材，表達關於「人」

的各種面向和思考，從中可看出對女性性別之指涉，但是並非畫作主題的重點，因此將

之歸類在對性別議題處於懵懂渾沌的階段，雖曾有意識到性別問題，但並沒有把問題當

作創作表現主軸，遑論去尋求更深層思考或解決之道。 

1. 《人之所欲（Human Desires）》（2011） 

表 4-1 個人首展《瞳的流變》系列作品之一 

 

圖 4-1. 吳姵儀（1990-），《人之所欲

（Human Desires）》，210*140cm，

水墨紙本，2011 

 

特

徵 

合併龍與蛇元素的頭、具人特徵的

臀部及腿、高跟鞋、眾生相、犀利

的眼睛、變形的臉皮 

創

作

自

述 

牠擁有無限生長力，卻也背負了太多生

命力。將希臘神話的梅杜莎形象，結合

中國神話的龍，指涉角色的亦正亦邪。

妖怪體內蘊藏人性許多慾望的一面，例

如口出惡言、酗酒、沉溺美色、賭博和

算計，皆從中國圖騰改編而來。下方躍

動的臉譜，代表著各種各類人的性格及

狀態。這些潛藏著的不同面向，似乎是

被怪物所封印著，又好似隨時會被釋放

出來。 

性

別

思

考 

運用各種人臉型態和表情，隱喻人類的

七情六慾樣貌。其中，畫面中主角—綠

色怪獸展現兩種正負形象對比：女妖梅

杜莎之「醜惡」形象，與中國神話的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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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義」形象。研究者將兩個衝突感

的象徵結合，欲表達「欲望」是一種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存在。畫面

中臉譜並沒有明確的性別指涉，而怪物

因身軀苗條而魅惑，加上穿著高跟鞋而

有女性之聯想，反諷現今許多反面慾望

的象徵是以女性作為標靶，而非思考到

是父權架構下所衍生的責任歸咎行為。 

 

2. 《自畫像（Self-portrait）》（2012） 

表 4-2 個人首展《瞳的流變》系列作品之二 

 

圖 4-2. 吳姵儀（1990-），《自畫像

（Self-portrait）》，120*120cm，水

墨紙本，2012 

 

特

徵 

粉色毛髮、紅唇、尖牙、擁有兔子、

貓、老鼠及人臉的特徵、翅膀 

創

作

自

述 

進行這張作品時，許多人對我說：「這

隻長得好像妳喔!」，遂成為我為此作下

標題的由來。 

作品旨在探討隨著歷史推演和時間積澱

下，人類與世界、物種間的微妙聯繫，

可能經歷質變而演化成此般樣貌。結合

不同物種的元素，思考世界上生命與生

命之間的通融性與交互關係。 

性

別

思

考 

在外型的塑造上，有意識地將角色予以

性別化，例如描繪出紅唇、粉色毛髮及

杏眼。透過生物體及人臉的結合與變

形，呈現生物特徵融合之衝突感。看似

用焊接方式組裝而成的元素，同時也渾

然天成的自成一體，訴說著生命異質性

間存在融合與並存之可能。在此，物

種、性別的界線被抹除了，留下引人遐

思的輪廓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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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擊與再思考階段 

此階段為研究者於修習「藝術與性別研究」課程之後，從學習收穫中啟發靈感而創

作的系列作品。在課程中，教師不斷拋出極具爭議和思考性的問題和對話，逼得我不得

不去認真檢視生活中和經驗中所經歷的各種性別相關脈絡，加上對於女性主義有了初步

認識，因此學習用不同角度看待性別議題本身。在這個過程，有許多過往不曾意識到、

甚至認為極其合理的細節，開始在腦中重新審視，產生了不少衝擊和反思。因此，此階

段蘊含著許多初出開啟的未知探索，重新以學生的身分和角度，認真去探究性別議題本

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1. 研究所「藝術與性別研究」課程之《再˙性別》系列作品（2013） 

表 4-3 《再˙性別》系列作品 

 

圖 4-3. 吳姵儀（1990-），《請寵溺

我（Please Spoil Me）》，

90*120cm，水墨紙本，2013 

 

特

徵 

紅唇、尖牙、高跟鞋、三對乳房、蕾絲內衣、

吐氣、指甲套、眼淚 

創

作

自

述 

請打量我那美好的軀體，欣賞那美好的唇，美

好的胸，美好的臀…我嘗試著塑造自己，只為

了想讓你看見，想讓你喜歡，想讓你不要討厭

我。我的一言一行、一絲一縷都因你而搖擺

著、顫動著，我渴望的是你的目光，你的在

乎。你聽見了嗎？請寵溺我，好不好？ 

性

別

思

考 

個體受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下成長，不得不面

對角色的多重選擇及扮演。人們渴望被重視、

被愛，因此會去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所期待的

樣態。但是與此同時，有多少人是心甘情願？

有多少人壓抑內心而不自知？此作品描繪一位

打扮得美麗性感的女性角色，抬頭及伸手做出

乞求和期盼的動作，漂亮細緻的大眼中流出了

淚水，嘴裡吐出胸口裡壓抑的煙霧，是為哀愁

和無奈的隱喻。在追求一個目標的行為背後，

女性時常忘卻自己的主體性，甚至忽略了它的

存在，僅留下一股雲煙以示證明。 

 

特

徵 

頭上的紅色眼睛、吐氣、眼淚、高跟鞋、鐵

鍊、鉛球、頭足方向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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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吳姵儀（1990-），《屢敗的

叛逃（Unsuccessful Escape）》，

90*120cm，水墨紙本，2013 

 

創

作

自

述 

我想逃，但卻不斷失敗。每當我扭動著我的身

軀，向前邁開步伐，我感受到他們怒斥的雙眼

注視著我。我那親愛的高跟鞋，原來是個叛

徒；以她的美色，絆住了我。令人驚喜地，我

掙脫了一切，跑呀跑，跑呀跑，歡天喜地地狂

吼。但最終我發現，潛逃成功的，只是我的意

識而已。 

性

別

思

考 

人在充滿意識形態的社會中生活，常常面對諸

多觀者審視、監督的雙眼，而顯得不甚自由。

畫中用高跟鞋隱喻生物體為女性角色，頭上緊

迫盯人的紅眼是社會大眾所凝聚成的規範與框

架。角色奔跑的方向與眺望的方向是相反的，

顯示出角色心之所向無法與實際行動一致，其

中可能受制於外在因素，例如社會壓力或重要

他人，另外同時也有內在因素，自身的心理矛

盾和擔憂害怕，導致她呈現相互拉扯且難以抉

擇方向前進之狀態。 

 

 

圖 4-5. 吳姵儀（1990-），《不柑為美

（A Flawless Beauty）》，90*120cm，

水墨紙本，2013 

 

 

特

徵 

術後疤痕、張嘴垂涎、美人魚尾巴、兩棲類的

蹼 

創

作

自

述 

「什麼是完美？我就是個指標。追求完美，已

成為我的個人風格。無論人們的眼光如何。我

有最獨特品味，我生來獨一無二，是不爭的事

實。誰想與我爭鋒，我必爭之！」 

性

別

思

考 

科技對女性、文化帶來的改變意義，是幫助、

是福音？還是毀滅的武器？身處於過於重視表

象的世界，出現一批批為追求普世價值觀所認

定的「美」而極力改造外表的人們。角色以藍

色（冷色系，作為冷血動物的隱喻）為基底

色，暗示一系列的改造計畫在冰冷的醫學科技

下顯得理直氣壯，卻也泯滅了純真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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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國沙龍展《女媧補天（Nu-Wa Patches Up the Sky）》（2013） 

此作品為 2013 年參加法國沙龍展 Les Hivernales《LART est vivant》所創作之作品。

展覽主軸係徵求亞洲地區具文化特色之當代藝術作品，因此研究者在主題發想上，以中

國的神話故事〈女媧補天〉為材料，將女媧人首蛇身的形象稍作改變，塑造出一個新的

半人半獸角色作為代表，並運用中國文化之慣用媒材—水墨，結合顏彩創作，呈現出借

古喻今之感。 

表 4-4  法國沙龍展《LART est vivant》參展作品 

 

圖 4-6. 吳姵儀（1990-），《女媧補

天（Nu-Wa Patches the Sky）》，

90*120cm，水墨紙本，2013 

 

特

徵 

蛇形、紅唇、尖牙、吐氣、三對乳房、蕾絲

胸罩、尖爪、彩雲、碎石 

創

作

自

述 

自古以來，東、西方的神話故事中，以女性

為主體的描繪繁多。觀察身處（中國）文化

對於母性角色之刻畫，帶有超越凡人之特

色，但又以人類特質作為紮根，表達及讚揚

身為女性角色的普遍性美德和特質。 

藉由女媧形象及生物（蛇類）的特徵之結

合，描繪女性對於生命及蒼生的偉大、無私

奉獻的精神。強化乳房的數量及魅惑的紅

唇，以表現強烈的女性性別特質及指涉。 

 

性

別

思

考 

透過中國神話，了解古人對於女性角色的期

待與詮釋；同時發現現代社會的性別意識，

受到源遠流長的文化影響。一方面，承接舊

時價值觀；另一方面，接收近代思潮而產生

變革。人類塑造自身歷史的源頭，同時亦塑

造社會框架下的性別角色，神話雖不可考，

但卻實在地反映出性別價值觀在人類意識中

難以動搖之姿。 

（三）沉澱與自我審視階段 

此階段的作品為 2015 年的第二次創作個展《魅眼笙歌》。從 2014 年至 2015 年間，

面臨了許多挑戰及人生課題，包含面對家庭、感情、生命及工作上的困難，並且持續在

 



90 

 

教學活動中提出性別問題的思考，希望透過討論讓學生產生性別意識，引導他們懂得觀

看社會中各種性別現象及形態。在接近年底時開始沉澱及整理思緒後，參加了一個工作

坊所開設的藝術治療活動〈五壤曼陀羅嬉嬉酵體營〉，開啟了新的一系列作品，再次以自身

為出發點，作為新面貌的轉化及展示。 

1. 魅眼魚系列（2015） 

表 4-5 個展《魅眼笙歌》—「魅眼魚系列」作品之一 

 

圖 4-7. 吳姵儀（1990-），《魅眼魚小

姐—姝（Ms. Charming—Beautiful）》，

2015 年，複合媒材，78.7*54.5cm 

 

特

徵 

紅唇、自動性技法、多媒材拼貼（毛球、花

瓣、油土、衛生紙、色紙等） 

創

作

自

述 

參加藝術治療活動《五壤曼陀羅嬉嬉酵體

營》的創作。發想自元素土（earth），孕育而

生諸多生命體，供養其生存、安住及立足。 

一場在自然元素裡與自己相見的歷程。淌在

一漥混沌的池子裡，任憑伸頭仰望也是了無

生氣。本能善泳的魚，面對超量的飼料、長

久纏繞的水草，每寸鱗都感到窒息。一日，

一把土，幾顆花瓣中的細籽，落入水，漂流

到她身邊。這是她不曾見過的，她張嘴欲

食，土與籽極度細小，不斷滑過唇緣，屢屢

撲空。她抓不住、也留不住它們，她決定不

再擾動這稀客，停擺魚尾，屏息注視每一抹

飄沉。稀客漸漸走落水底，地心引力使它們

常駐。她繼續穿梭於水間，偶然看見其他落

腳的稀客紮地茁壯，她懂了。她在水面翻滾

著，鱗片閃耀著晶瑩的光。 

性

別

思

考 

魚小姐作為研究者反映內心自我的原型，將

帶彩的筆觸恣意延伸、潑灑及流動，藉此達

成一種自我反饋及抒發。選用鮮明的桃紅

色，作為基底色調，輔以其他色系的搭配，

一方面強調自身為女性主體的色彩傾向，一

方反思色彩所主張的性別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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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衡系列（2015） 

表 4-6 個展《魅眼笙歌》—「平衡系列」作品之一 

 

圖 4-8. 吳姵儀（1990-），《裊裊娉

婷（Gracefully Balanced）》，

54.5*39.9cm，水墨紙本，2015 

特

徵 

高跟鞋、兩對腿（老鼠腿及穿著跟鞋的腿）、

腳踩陀螺、水面漣漪 

創

作

自

述 

喜歡觀察鳥類，當牠們棲息於屋頂上、枝枒

間或電線桿上，便會用單眼相機紀錄鳥兒們

的玲瓏姿態，同時有感鳥類的平衡感奇佳，

是上天賜予牠們的利器及禮物，對比於人

類，我們的平衡感來自大腦神經系統及肌

肉，但更多的平衡感，則是來自內心與外界

的不斷地對話及交互影響。 

以墨色暈染出一隻擁有蓬鬆羽毛的鳥。眼神

堅定而明亮，在生、活的平衡間，力圖站得

住腳、安得了心。每人心中都有一隻娉婷的

鳥，用歌聲召喚生命中那不屈服的，一振。 

性

別

思

考 

一隻穿著高跟鞋的鳥，象徵一位高度自主的

女性角色。她穩站在一個陀螺上，帶著堅定

而自信的眼神，彷彿凝結了時間及一切；餘

韻猶存的是，那剎那似的屏息。高跟鞋為女

性角色及魅力象徵，細緻的腿駕馭了整個平

衡狀態，前方有兩隻變形的腳，雖看似無用

武之地，但實際上，在平衡中扮演著不可或

缺的支持性角色，隱喻著主體（平衡的鳥，

可延伸為男性）的優勢其實脫離不了客體

（變形的腳，可延伸為女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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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舊創作歷程的作品含意與內容，分析其中帶有的性別議題之內涵，整理出

表格如下： 

表 4-7  舊創作歷程之探索與整理 

創作時期/ 

作品內涵 

舊的創作歷程（2012-2015） 

性別意識 人之所欲

（2012） 

覺察性別角色在文化中的定位，結合女體的祥獸與邪獸之衝

突樣貌，思考社會對女性角色神化及醜化的矛盾觀感與情結。 

自畫像

（2012） 

認知自己的女性角色，卻不希望以傳統定義中「女性」特徵自

居。因此設計一隻同時有三種生物特徵、天使與魔鬼符號的怪

物，定為「突變與演化」系列作品。探討文化、歷史推演之因

素，能使個體擁有多元乘載，並非以性別特質劃分界線。 

性別意識 

女性主義 

請寵溺我 

（2013） 

運用擁有人類女性妝點（蕾絲、吊帶襪、高跟鞋、紅唇等）的

怪物，描繪女性在社會價值觀下，尋求情感依歸的認可條件及

限制，以及其心境下的矛盾和衝擊。 

屢敗的叛逃

（2013） 

設計奔跑狀態的怪物，其面朝方位與身體行動方位恰恰相反，

描繪女性角色在追求理想與生活的同時，受制於現實因素而

難以兩全的分裂感及無力感。 

不柑為美 

（2013） 

遠看一隻擁有豐厚嘴唇及魔鬼身材的怪物，近看臉上及身上

有許多手術後的傷疤，表情顯得沉醉與高傲，道出現代人追求

「美」的慾望卻演變成無底洞的狀態。 

女媧補天 

（2013） 

探討女性角色在古代神話中扮演的美好、神聖形象，再現人們

對「母性」奉獻的崇敬與認同。 

性別意識 

性別認同 

女性主義 

魅眼魚小姐

—姝 

（2015） 

對自我性別認知進行思考，運用多元媒材及自動性技法，打破

主體輪廓界線，讓形象先放再收，將其設定為「小姐」顯示其

性別，相對於 2012 年的《自畫像》，此作品不再將各種生物特

徵拼湊到角色中，而是讓角色呈現其完整的主體，認識、接納

自己的原有樣貌，達到平衡自處及面對世界的狀態。 

裊裊娉婷 

（2015） 

一隻鳥型態的生物體，站在陀螺上自信滿滿地穩住整個平衡。

描繪主體對自我的了解及肯定，能夠足以發揮支持性的平衡

力量，掌握面對的當下狀態甚至於未知未來。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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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表格整理中可以看出，舊創作歷程的作品隨著時間進程的推移，開始出現趨

於多面向的性別內容，其思考程度也隨之變得更深遠及寬廣；研究者在不同成長階段中，

對性別議題產生不同想法和面向的探討，如從認知到自己身為一個女性角色的特質，面

對社會固有價值觀產生了一系列的衝突與矛盾，到醒悟到身為生理女性是不可改變的事

實，如何找回主體性和調整看待自己與世界的態度，研究者試圖在藝術創作中尋求一套

可接受的解答，並將之作為抒發思緒的出口。 

（四）舊創作脈絡的小結與省思 

分析研究者三個時期代表性的藝術創作，分別針對表現形式、主題及媒材三個特質

做綜合探討，並對於舊有創作脈絡做出小結與省思。整理出表格如下： 

表 4-8 舊創作脈絡的綜合探討 

探討面相 特質解說 

形式 

 

此三個時期的藝術創作以平面及水性媒材表現為主，以非寫實方式呈

現，結合奇幻感的超現實色彩。畫面構成以水墨的灰階變化、暈染等技

法作描繪，以白描方式進行輪廓和形體架構繪製，再以飽和的鮮明色系

進行主題的罩染和填彩。 

主題 

 

表現主題多為探討人類的內在本質對應至世界的關係。畫面主體呈現方

面，主要有兩種符號作為描繪：巨大的眼睛和變形的生物體。透過隱喻

的方式，將帶有人體特徵的生物體指涉至人類的本質層面，以建立創作

理念中所含之性別意義與內涵，並針對不同階段的性別意識做詮釋。 

媒材 創作媒材以水性顏料為主，如水墨和水彩，其他複合媒材尚有膠彩、壓

克力顏料及手工紙拼貼等。紙材部分，多以宣紙及水彩紙為主，除能彰

顯水性媒材的特質外，亦能達到暈染的氣氛與效果，讓畫面的層次能透

過不同質感表現堆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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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創作歷程的綜合探討來看，研究者在創作形式及媒材上有著高度一致性，除了

因自身習慣運用熟悉的媒材進行創作外，也希望藉掌握度高的技法表現欲呈現的題材；

從主題描繪和內容來看，作品並非停留在某一個層級上做重複敘說，相反地，每張作品

皆帶有其特殊的隱喻和敘事性，雖看似都扣緊性別議題，但在實則性別指涉的問題在每

次的繪畫中產生質變，而其發展的意義也隨之不同，這情況證明了人的性別意識會隨著

年齡、經驗、詮釋方式及過程不斷地篩選及轉變。 

 

二、 新創作歷程之發想與規劃 

（一）新歷程發展之動機與激發 

1. 創作脈絡的延續與調整 

藝術家猶如研究者，將所歷練的過程、受衝擊的思考藉由不斷沉澱、轉化、昇華的

精神號召力，以具像的藝術作品表達出研究成果。每一份作品猶如一篇文章、或者一篇

研究，可長可短，可能簡單易懂，也可能意味深長。所有的創造都不是憑空想像而來，

反而是站在一個基準點上，去跳脫原有思維或表現形式而迸發的，此時便須應用到創意

思考，它是一種思維能力，幫助藝術家思考、解決問題與萌發特有的魅力形式。一般而

言，藝術必須經過形象的創造，方能展現生活中的底蘊。 

2. 女性藝術家創作之啟發 

美國藝術家 Judy Chicago 的裝置作品《晚宴》帶有濃厚的女性主義色彩，以書寫女

性歷史的方式，表現女性於歷史中的「在場」狀態（陳香君、汪雅玲、余珊珊譯，1998）；

臺灣藝術家徐薇蕙的面膜系列作品則是以婉轉諷刺的方式，敘說著社會眼光的標準與自

我價值的女性主義思考（陳明慧，2012），帶有浪漫的人文色彩。澳洲藝術家 Deborah 

Kelly 則是以多媒體拼貼的方式，在富有衝突感及超現實的作品中表現性別議題，作品

中的「生物體」角色形象多變且強烈（Hipworth, 2013）。臺灣藝術家徐薇蕙，運用大量

軟媒材—面膜，將之烘乾、組合造型並暈染色彩，仔細觀察其作品中帶有人臉的不同表

情變化，不只指涉女性意象，更諷刺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觀與現況。這三位女藝術家各

具其創作特色，運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著墨於性別議題的抒發，藉以達到引起觀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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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訴求。 

3. 性別議題的思考與再提問 

一般性別議題的層面上，大多強調以女性的意識、思維與經驗為基礎出發，探討女

性角色與社會、環境、霸權機制下的交互關係及活動模式，並著重女性的身心狀態和生

命歷程（陳瓊花，2012）。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在性別的觀點上強調某方的優勢或劣勢、

不同文化間權力運作的大或小，對於現況的改變力度是有限的，並且可能陷入為打破局

勢力求性別平衡的迷思中；正因為沒有人願意作為權益受損或被指控的一方，也沒有人

甘於冒著成為附屬或聲音被消弭的風險，因此一味地挑戰、顛覆「性別霸權」的機制系

統，就如同推翻極權政權般地困難。而在第三波女性主義之後，對於父權抗爭及女性權

益爭取已經轉為對所有性別平權的一視同仁和普遍化，著重觀點不在性別類別的本身，

而是透視社會框架所存在之階級、工作權益、意識型態及伴侶制度等問題。 

（二）創作計畫之擬定與設計 

藝術創作不是偶發或隨意而成之活動，創作必須奠基在藝術家的審美思考和創作衝

動的基準上，將素材進行處理、凝聚和提煉，使心中意象轉為具像的過程整體。一般而

言，藝術創作活動包含三個進程，分別為藝術感受、藝術構思及藝術傳達。藝術感受是

指藝術家在現實生活中感官的、想法的累積，可能是片段的、感性的、無秩序且印象的；

藝術構思便是從這些蒐集的大量感性材料入手，在腦海中進行拼湊、銜接、連結與篩選、

轉化等動作，將之從形象、現象及個別性角度做斟酌，用訴諸感覺的方法形塑具體概念

及題材；藝術傳達便是藝術家借助物質材料及創作語言，結合適當的技巧和方法，將藝

術構思轉化成視覺形象並成為藝術作品之過程。從這樣的結構來看，沒有藝術感受，很

難成就一件好作品。藝術感受不僅具有訴諸感官的具體可能性，還具有訴諸體驗的情感

性（張偉、宋偉，2015: 158）。構思階段是一個相對複雜的過程，因為它必須將意象在腦

中具體化，但其中還摻雜大量的感情成分，因此同時必須借助邏輯性思維去推動，方能

在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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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系列之訂定 

鎖定創作主題聚焦在性別議題後，進而探討性別相關研究資料，嘗試去分類出不同

性質的相關性別問題及現象，再依不同分類的內涵，訂定四個系列概念並發展四個子標

題。在創作草稿設計階段，依據不同的系列的順序去拓展、建構性別論述的詮釋方法與

表現形式。 

第一系列「古挪今用」是探討經典藝術中的性別意識，運用挪用手法融入現代觀點

做意義的延伸和變動。研究者保留經典作品的構圖，重新編排畫面中的角色及象徵物，

使作品與原作之間產生衝突感及諧擬（Parody）的趣味。第二系列「移花接目」參考當

代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論述，模仿其作品形式，並將花朵的型態和意義做了承襲與轉變，

進而創造出融合自身性別意識的語言。第三系列「身體之外」探討多元性別及性別特質，

利用同一種角色具有不同性象徵的衝突感，反思性別氣質與性別角色的界線與定義。第

四系列「歌頌與反抗」則選定《再˙性別》聯展中的系列作品，以及同年度參與法國 Les 

Hivernales《LART est vivant》展覽的《女媧補天》一作，呈現研究者創作意識的延續及

變遷。 

2. 隱喻主體的選擇及建構 

由於人類擺脫不了時間所留下的世代積澱，因此在藝術的創造上有著高度的同質性，

但這些同質性卻也因為文化、地域、社會結構等關係，發展出造型及意涵上的變化。一

旦論及個體的生長過程及文化脈絡，便不難理解人類的特殊性是無法被取代的；另外，

不同個體間都會透過視覺、聽覺的模式和語言系統交互影響。因此，研究者設定以人形

為結構設計，在主體形象的五官、肢體和眼神上，以人類樣貌作為根據加以變形、改變

色彩，結合不同生物體之特徵，如兩棲類、魚類等，形成一種趣有特殊韻味的角色。 

3. 展覽規劃 

一場優質展覽，就像一位好的演說者或表演者，運用自己的語彙能力和恰當的肢體

語言，為傳達內容增添了色彩，對訊息作潤飾和強化，進而成為一個演出精彩故事的舞

台（耿鳳英，2011）。藝術描繪對象如同故事中的角色，藝術家是一位導演，負責角色妝

點、走位、動作排練與決定台詞。在此，展場就是呈現藝術故事的舞台及空間，因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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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布置與安排考慮到藝術作品展出的因地制宜。換句話說，展覽也可以被視為一個獨

立的故事體，物件是劇情中的各個角色，唯有情節分明才能增加觀者對內容的感情強度

或是樂趣。 

（1） 展覽規劃 

展覽空間位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德群藝廊 D 廳，為地下一樓的藝術展示空

間，挑高約一層樓半的高度，共有三面白牆提供展示作品，若充分運用展間壁面則需要

大約 10 件作品。另有白色長方形的展台，可作為桌子或陳列作品使用。吊掛作品的最

佳視角在近距離時為稍微具有仰角的位置，遠距離時則能以平視角度觀賞的位置。 

（2） 創作理念展示 

此次展覽共分為四個系列，從入口樓梯下來第一面牆作為起點，按照系列的順序沿

著牆面展示。在起點處張貼有 A2 尺寸的展覽主要創作動機及理念，另外，分別於每個

系列前方黏貼一張 A3 尺寸的系列解說，闡述不同系列別的創作背景和涵義。每個系列

呈現三到四份作品，或為多張小幅作為一組作品。 

（3） 作品表現方式 

設定以熟悉的媒材進行創作，在技術層面遊刃有餘的情況下，進而更深入表達創作

的主題及理念。選定以水性媒材（水墨、水彩或壓克力）表現為主，紙張材料採用厚宣

紙和水彩紙，利用水與彩的相互調和與流動性質，展現出畫面暈染性或層次的美感，另

外以色彩堆疊的筆法，經營畫面的空間感及質感。作品主角方面，設計各種非寫實結合

人體特徵的生物體，作為描繪主體來傳達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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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歷程的建構及發展 

 

一、 創作初步發想與修正 

（一）創作發想與編排 

根據前階段創作意識之回溯，經過結合所探究知識再發展。前半部分的文獻閱讀與

探討，在於廣泛地蒐集議題相關資訊，其中所包含的領域概念知識、圖像刺激、創作論

述等，能幫助研究者建立起性別創作歷程的資料庫，進而從資料庫中篩選出精華且重要

的概念表現在創作之中，經由這樣廣泛接觸、擴散發想再歸納聚斂的過程，研究者能夠

更有邏輯性、更紮根地去發展性別創作，並且時時提醒自己在聚焦於表現觀念的情境中，

更須時時保有彈性、開放的發揮及流動空間（fluid spaces），一方面避免落於窠臼及陳腐

的敘事方式，或者過於標新立異導致文本傳達產生障礙的可能，另一方面督促自己跳脫

媒材、構圖和論述形式的既定思考，運用變化、強調內涵的手段，去形塑帶有「性別意

識」的藝術作品。在此過程，不斷前後來回、裡裡外外地審視自我概念，不僅要基於研

究主體精神，持有明確清晰的思維，也要讓創意和延展性無限馳騁。這樣的過程中必定

會產生許多內、外在衝突，但其實仔細來看，每一個部分都是環環相扣、相互影響且相

互依存的，他們是不考或缺的整體之一部份。為了能明確傳達此概念，研究者運用示意

圖表現創作的思考脈絡和歷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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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性別意識轉化創作意識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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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計畫之修正 

隨著展覽時間的推進，考量到的層面愈多愈廣，因此原初的展覽計畫不免需要做調

整及改變，研究者將針對創作時間、展示空間、展出方式、作品詮釋等方面的因素做思

考，希望藉以完善展覽呈現的品質和效果。 

1. 創作時間 

從作品動工到完成所花費的時間，預計控制在四個月內，預定每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左右，就必須完成一個系列。但考量到實際情況下的創作速度會比預期緩慢，為避免無

法如期完成之狀況，需要預留兩至三週時間進行最後的畫面統整及裝框裱褙。基本上來

說，《性˙藝錄》展覽的作品是以系列的先後順序製作，並配合媒材的物理性質、顯現效

果以及系列的一致性等因素，需保留足夠時間去修整和潤飾，因此勢必有兩個系列同步

進行製作的情況。 

2. 展示空間 

展場空間比視覺估量來得要大，因此必須在展出作品的排列上做調整。原先安排三

個系列作品占據三分之二面牆，因此在系列四的展出設定上是以三件舊作品展出；而在

實地測量展場牆面之後，發現牆面寬度綽綽有餘，因此決定再增加一幅彩墨作品《女媧

補天》吊掛，以符合空間上的視覺需求。 

3. 展出方式 

作品裝裱方式以簡約風格—裱板為主，以呈現作品最原始的視覺感受。其中，彩墨

作品《女媧補天》原以卷軸方式裱背，為了配合展出的一致性，重新改以裱板方式處理

再展出。創作論述部分，為讓觀眾了解每一個系列的創作理念，設計四張小解說板，張

貼於每個系列前頭空白的牆面，並設計總體論述的大解說板一張，張貼於展場入口下樓

梯後的正前方牆面，也就是所有系列的小張解說板之前。另外，系列二「移花接目」原

定以放置長方形展台作陳列，改以三角形木板背板作展出，後來又因技術層面及展示方

便性的考量，改以背面鎖有活頁的厚保麗龍板（1K 板）作展示，並於板子上鎖有 20 根

螺絲釘，提供 3 號畫布（共 10 張）吊掛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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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移花接目》作品背板設計圖 

 

4. 作品詮釋 

隨著作品畫面在創作過程中的不斷調整，對作品詮釋的思考也會隨著改變或擴充。

創作理念亦會隨著圖像建構完成而愈趨向清晰化、條理化，創作歷程亦是沉澱自省、整

理思緒和所學的歷程，在下一階段的課程建構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 性別創作的建構過程 

每幅作品在進入正式創作前，皆需經過草圖的構思和設計階段，將形象、比例和表

現方式等做大方向的設定後，乃在挑選過的媒材上進行加工。而在創作的過程中，形象、

色彩等表現方式亦會視情況調整或修改。因此，最後成品不只保留初始的構圖與概念，

更增添細節的變化與詮釋。 

下方表格為此研究性別創作歷程中，三個系列的發想草圖以及創作的實體化過程。

研究者試圖透過歷程的銜接與轉變，呈現「A/R/Tography」的研究精神，以視覺及草稿

紀錄的方式展現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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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性˙藝錄》草圖發想與創作記錄 

系列 草圖發想 創作紀錄 

系列

一：

古挪

今用 

 

圖 4-11.《聽說是完美打造》草圖  

圖 4-12.《聽說是完美打造》創作記錄 

 

圖 4-13.《終能締結一個盟》草圖  

圖 4-14.《終能締結一個盟》創作記錄 

 

圖 4-15.《一回眸，百媚生》草圖 

  

圖 4-16.《一回眸，百媚生》創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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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自由尋伴》草圖  

圖 4-18.《自由尋伴》創作記錄 

系列

二：

移花

接目 

 

圖 4-19.《移花接目》草圖 

 

圖 4-20.《移花接目》創作記錄 

系列

三：

身 

體之

外 

 

圖 4-21.《髯一個髮》草圖 

 

圖 4-22.《髯一個髮》創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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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無端碎形化》草圖 

 

圖 4-24.《無端碎形化》創作記錄 

 

圖 4-25.《縛生若夢》草圖 

 

圖 4-26.《縛生若夢》創作記錄 

表格左、右兩欄為不同時間順序及歷程的對照，左邊為作品的草圖發想階段，右邊

是根據草圖並實際創作的過程紀錄。草圖階段的概念，能幫助後續創作呈現打下穩固的

基礎。在創作過程中，媒材、色彩和線條等因素會隨著畫面效果調整或改變，但是大體

上皆圍繞著草圖階段所承接的概念去修改或擴展，以不影響作品設定的敘事性為優先考

量，修正的目的是為讓作品理念或形象更加鮮明突出。一般而言，愈完整的草圖細節或

發想記錄，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所面臨的阻礙、或做出的改變相對比較少。簡言之，不斷

地考慮、編排和處理預定的素材如何襯托主體，目的為使作品能夠強烈且明確地傳達其

內容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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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作及展覽成果討論 

 

一、 《性˙藝錄》展覽論述 

此展依據作者行動研究中「A/R/Tography」理論精神出發，結合性別議題與藝術教

育作為中心主軸，嘗試實踐藝術家（artist）、研究者（researcher）及教師（teacher）三種

身分的游離狀態。透過理論的探究、歷程的回溯和開啟，轉化新的創作建構，並發展「藝

術與性別」之教學課程，以達不同身分的串聯，成為一個行動研究的反饋歷程。 

展覽共計四個系列，分別為「古挪今用」、「移花接目」、「身體之外」和「歌頌與反

抗」。內容由古至今、深入淺出、從廣泛到細節，層層推進。創作歷程成為研究的歷程，

作為課程的發展基礎，提供性別的反思。不只關注於欣賞作品的觀眾、未來參與課程的

學生，更是對創作者自身產生省思和對照。 

何謂性別（Gender）?  

它茁壯於教育之根，變化於人群之間，再現於藝術之眼。 

它是一種生理自然，更是一種社會建構。 

是人們將自己投射到社會價值觀的分類框架，亦步亦趨? 

或是發現自己不完全符合性別的典型，焦慮質疑? 

— 引自《性˙藝錄》展覽論述（部分） 

二、 《性˙藝錄》系列作品 

（一）系列一：古挪今用（Appropriate the Past, Recreate the New） 

此系列透過挪用（Appropriation）的手法，將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進行改編並創作，

研究者根據畫面形式，探討經典作品背後的描摹手法、創作取材及性別角色配置等面向，

觀看、探討歷史經典中涵蓋的性別意識，連結至當代的性別議題思考。改編方式主要為

意義及符號上的改寫、承接及衍生，運用詼諧語調和變形手法，展露作者意圖顛覆性別

二元論思考的動機。 

取材自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的《春（Allegory of Spring,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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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納斯誕生（The Birth of Venus, 1485）》、范艾克（Van Eyck, 1390-1441）的《阿諾

菲尼夫婦（Portrait de Giovanni Arnolfini et de son épouse , 1434）》及維梅爾（Jan Vermeer, 

1632-1675）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1666）》。這些經典作品大

多以女性作為畫面主角，如出一轍地展現出角色作為女性身分下美麗、精緻和婉約的姿

態，其內涵被後代詮釋為聖潔、忠貞和保守的象徵，顯然已經被賦予既定的身分和性別

規範。作者刻意引用經典作品中的語彙，運用轉變、嫁接和延續符號意涵，塑造出新的

意義主體。例如，混合社會框架下的性別認知呈現於作品中，運用元素如紅唇、乳房、

穿著和體態等交叉搭配，打破角色的性別歸類，一方面彰顯角色的生理特質，一方面利

用具衝突感的裝扮，模糊其性別角色的身分和界定，讓觀眾感受到隱喻下的不穩定性及

不確定性，引導以不同角度進而詮釋和解讀。 

表 4-10 「古挪今用」系列作品論述之一 

挪用圖像來源 研究者作品 編號 1-1 

 

維梅爾（Jan Vermeer, 1632-1675）,《戴珍珠耳

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44.5*39cm，油彩畫布， 1666 

 

吳姵儀（1990-），《一回眸，百媚生（Looking 

Back with an Attractive Gaze）》，54*78.8cm，水

墨紙本，2016 

原作背景 挪用釋義 

畫中背景濃黑，襯托出少女的身影，維梅爾

靈活地勾勒其臉龐輪廓、水潤嘴唇及靈動的

雙眼，利用光影的反差性，突顯作品角色戲

劇般的姿態與凝固的時間感。此種臉部特寫

畫像在當時荷蘭被稱為「Tronie」，畫面中的

畫面中的角色，回眸帶著似笑非笑的神情，

用眼神與觀者作交流，嘴唇微略張開，好似

欲言又止。作者沿用原作中的珍珠耳環與頭

巾配件作引導，讓觀眾揣測其性別並想像其

微妙情節。作為主體，觀者被它凝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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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無法被確認其身分，只能推知是理想化

的人物或模特兒。 

 

為客體，觀者凝視著它。它的身分是甚麼？

是一個少女，還是一個少年？還是非人類？

即使性別、種族及身分未明，但它的眼神依

舊吸引著注視者，依舊在觀者心中產生能量

與顫動。 

在宗教及神話兩大主題的西方藝術作品中，對於女性主要為美麗及聖潔之描繪，在

15 世紀的社會風氣下，女性在政治上並沒有權力，因此幾乎沒有為顯示身分地位的女性

肖像畫，即使有機會被繪製下來，也是顯赫家族為了突顯其政經地位和財產的條件之下，

此時其入畫的女性面無表情，並且以側面示人，猶如冷冰冰而無生命的客體。直到達文

西始開先例，運用四分之三角度描繪女性肖像，著墨於筆下女性角色的個人性格、眼神

與姿態，進而影響後代藝術家在女性肖像畫上有著更廣泛的取材和詮釋（黃友玫譯，

2011），維梅爾的《戴著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不屬於肖像畫範圍，

因其便跳脫以往女性肖像畫的繪製方式，背景以深沉的黑色襯托角色的神韻、身分及服

裝，其服裝與耳飾充滿濃烈異國風（exotic）扮相的劇場感（BLOUIN ARTINFO, 2013; 

Steven Zucker & Beth Harris, 2015）。 

表 4-11 「古挪今用」系列作品論述之二 

挪用圖像來源 研究者作品 編號 1-2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春

（Allegory of Spring）》（局部），203*314cm，

蛋彩畫板，1482 

 

吳姵儀（1990-），《終能締結一個盟（Finally 

Forge an Alliance）》，78.8*108cm，水墨紙本，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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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背景 挪用釋義 

此幅畫的主要角色—維納斯，溫柔地帶領著

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翩然起舞，分別

為阿格萊亞（Aglaea）、賽萊亞（Thalia）、攸

夫羅西尼（Euphrosyne），右邊一位象徵「華

美」，中間一位象徵「貞淑」，左邊一位象徵

「歡悅」。三女神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作

品，被視為一種社會對於女性的訓誡及教

誨，三女神所代表之美德和性情，無不提醒

每一位女子正視其身分地位和談吐舉止，及

身為女性性別背後的社會規範。 

將波提切利筆下的美惠三女神，轉化成一種

帶有人體特徵的生物做為隱喻，並分別賦予

現代人的穿戴物件，其中兩個穿著高跟鞋及

球鞋，另一個則為赤腳的蹼，白色透明薄紗

使它們身體特徵若隱若現。除突顯不同身分

外，另一角度來看，研究者刻意用此手法模

糊化其性別及物種上的界線。例如，左邊兩

個的外表設計接近人形，因此容易被聯想成

是人類的比喻，進而以鞋子去判定性別；而

最右邊一個外觀較傾向於兩棲類，加上沒有

人類的配件作分辨，因此讓觀者在下定義時

產生不確定感。左邊一個的眼神凝視著中間

一個，而中間一個又與觀眾直接對眼而視，

讓此作品增添了微妙的互動及神祕感。而此

作品中，對於誰是男是女、誰是人非人的問

題界定，並沒有明確一致的答案，而是任憑

觀者心中自由定義及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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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古挪今用」系列作品論述之三 

挪用圖像來源 研究者作品 編號 1-3 

 

范˙艾克（Van Eyck, 1390-1441），《阿諾菲尼夫

婦（The Arnolfini Portrait）》，82*60cm，油彩，

1434 

 

吳姵儀（1990-），《自由尋伴（Free to Have a 

Mate）》，78.8*108cm，水墨紙本，2016 

原作背景 挪用釋義 

畫作乍看是一對男女的肖像畫，其實是一個

結婚場景。當時的婚禮不再侷限於教堂內舉

行甚至附以繁文縟節，在私人場域及相互認

定的簡單儀式下，依然成立了結為連理的正

當性。 

范˙艾克的筆法細緻精巧，並運用許多象徵

性意涵，例如兩人腳中間的長毛狗，代表著

婚姻的忠貞；窗台邊的水果，意謂著多子多

孫；兩雙木屐，象徵著成雙成對。另外，在

畫面中央有一面鏡子，反映出在新人面前還

有兩個人，分別為身穿藍衣及紅衣的騎士，

一起見證這場婚禮。新郎的表情肅穆而莊

嚴，表現身為男性的穩重氣質；新娘表情帶

有羞澀靦腆，表現身為女性的嬌柔與純潔。 

畫中兩個角色有著幾近相同之外觀特徵，如

它們同時擁有大眼、紅唇、乳房、圓潤的身

軀及同樣式的鞋子；唯一不同之處是右邊的

角色披頭巾，而左邊的角色則沒有。在此，

作者似乎欲給出一種無關乎性別的隱喻，但

同時又引誘觀者找出理由去定義角色的性

別。 

一些現代常見元素將畫面中原來的象徵物

所取代，如畫面中的狗改編成了柯基犬、木

屐改編成臺灣著名的藍白拖鞋、古典吊燈改

編成鏡面不鏽鋼吊燈；另外，窗台邊多繪製

出一個達利的軟時鐘，訴說著時間的流逝雖

讓人無招架之力，但無形的存在卻即為永

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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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古挪今用」系列作品論述之四 

挪用圖像來源 研究者作品 編號 1-4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維

納斯誕生（Birth of Venus）》，174*279cm，蛋彩

畫布，1485 

 

吳姵儀（1990-），《聽說是完美打造（I Heard 

It’s Perfect Made）》，78.8*108cm，水墨紙本，

2016 

 

原作背景 挪用釋義 

根據希臘神話故事，維納斯是由塞浦路斯島

海上的泡沫而生，左邊的風神們吹氣將她吹

送到岸邊，右邊的春女神弗羅娜（Flora）急

忙地拿著斗篷想為維納斯披上衣裝，奉到諸

神面前。當維納斯誕生時，玫瑰花飄落而生，

此兩者皆象徵著愛。維納斯表情顯得恍惚，

似乎還沒反應過來即來到這個世界，畫面氛

圍充滿詩意和幽靜，呼應著她嬌弱且婀娜的

身軀。 

希臘神話是西方畫家常拿來引用及再現的

題材。維納斯在神話中被公認是最美麗的女

神，畫家依據自己的審美觀及描繪技巧詮釋

維納斯的形象，將其柔美的身軀線條及透亮

膚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奇妙的是，此種美的

價值觀影響西方社會長達五六百年之久，更

擴展到其他文化圈，成為人類所認同「美」

的典範，甚至成為賢淑端莊女性的規準，卻

不曾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研究者認為，美的

面相多重且多元，並非單一種族、性別和外

觀定義所能涵括，因此在挪用作品中，有意

將維納斯的「美」呈現在每一個角色身上，

消弭了貝殼上的維納斯與其他配角的外表

差異性，激發觀者去思考「美」的定義為何？

是否可以被標準化？亦或是有更多的可能

性？ 

 

 

 



111 

 

此系列經典作品的「挪用」可運用在藝術鑑賞的教學探討，結合性別角度讓學生去

思考文化與歷史交織下的微觀，是如何影響著人的行為模式、價值觀與共處。例如，波

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的《春（Allegory of Spring）》及《維納斯的誕生

（The Birth of Venus）》兩幅作品，皆以希臘神話中的維納斯女神作為主角進行描繪，維

納斯是美麗、完美及聖潔的象徵，同時代表著對女子的審美典型及想像。從《春》的歷

史背景來看，此作品所表達三女神跳舞的形象，被視為文藝復興時期對女性的訓誡和典

範，其端莊典雅的姿態、堅定冷靜的眼神都象徵著女子的高貴與貞潔。文藝復興被視為

邁向現代的一個開端，然而這段時期尚未出現性別和女性主義的相關思想；因此，人文

主義者追求古典時期的理念不僅欲建立男性的認知，更教育著女性服從一個普遍性的規

範準則，例如男性被期望成為一個良善且具貢獻力的公民，女性則被要求作為一個好妻

子與好母親。《春》及《維納斯的誕生》中的角色作為女性行為舉止的模範，同時提醒著

女性身處於社會裡的次等地位（謝鴻鈞等譯，1998）。 

另外，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流行繪製女性的側面畫像，畫中女性清一色眼睛

正視前方，面無表情，身上穿戴華麗的飾品珠寶，這些女性通常不是來自一般普通家庭，

畫像顯示著她所屬家族或夫家的名望與高貴；在此，女性似乎是沒有情感的象徵物，代

表著背後掌控她的人所擁有的財富、權力以及她本身的血統和貞節。其中，面畫像隱含

不變的符號，是對潛伏不定的性別本質之掌控，在透過男性或藝術家「凝視」下所瀟灑

繪製的側面像中，女性的柔弱形象似乎形成一種對比（謝鴻鈞等譯，1998）。而此種狀況

在達文西最早的一幅作品《吉內拉˙蒂˙班沁（Ginevra de’ Benci, 1478-80）》，開始有了新

的轉變契機。達文西為畫中女性形象塑造不同以往的面貌，模特兒以四分之三的角度面

向觀眾，與觀眾形成了對視。然由於義大利十五世紀的前 75 年裡，女人畫像習慣性都

是呈側面的，這幅四分之三正面的畫像變成了一件革命性作品。《吉內拉˙蒂˙班沁》對後

來的影響頗大，比如，羅倫佐˙底˙克雷地（Lorenzo di Credi）在稍後所畫的人像畫便有著

相似的姿勢，而十五世紀晚期與十六世紀早期的四分之三正面角度的人像畫也自此漸漸

多了起來（謝鴻鈞譯，199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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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列二：移花接目（Plant the Flowers in Your Eyes） 

此作品啟發自美國藝術家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的裝置作品《晚宴

（The Dinner Party, 1979）》。在其巨型裝置中，承載著許多以手繪、雕塑製成之花瓣形狀

的「美食」置於瓷盤內，作為盛宴的象徵，而花瓣形狀的雕塑暗喻女性的生殖器官。每

份盤組代表著一位歷史上擁有偉大成就之女性，中央地板共刻有 999 位古今中外具影響

貢獻的女性名字。此作品中帶有女性身體經驗的心核意象（central core），一部分表示生

理性質，另一部分則顯示著社會建構（吳瑪俐，1998），遂成為當代女性主義藝術代表之

作。研究者沿用其女性主義概念，將心核意象改以花朵結合眼睛的樣式，巨大三角形桌

面改以吊掛的三角形板，以半立體裝置方式做呈現。 

此作品透過《晚宴》中花瓣形狀的器官聯想，作者延伸為眼睛型態的比喻，

並在放射狀的形體中間，放置一個瞳孔，同時作為女性陰戶的隱喻。每一顆

完整的眼睛，皆由不同媒材與色彩配置創作而成，以軟媒材呈現為主，強調

女性在刻板印象中被視為柔軟、陰柔之象徵；另外，以倒掛三角形板的展出

形式，除了向芝加哥的作品致敬外，另取其在六芒星（Hexagram）中的倒三

角代表陰性、正三角代表陽性之符號意義；其中，倒三角被稱為「女陰的圖

像」即「Yoni Yantra」，其中「Yantra」是 Tantrism 派所認為的「冥想的圖像」，

是適用於眼睛的圖像。此作品欲傳達出性別場域—陰性空間作為權力，象徵

著女性在此做為主體，但同時於觀眾的凝視中成為客體。 

—引自「移花接目」系列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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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移花接目」系列作品論述 

發想來源 研究者作品 編號 2-1 

 

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晚宴

（The Dinner Party）》，陶瓷、紡織, 1463*1463 

cm，1979 

 

吳姵儀（1990-），《移花接目（Plant the Flowers in 

Your Eyes）》，27*22cm x10，複合媒材，2016 

原作背景 創作自述 

此作品是一個綜合女性歷史、文化、志向與

抱負的超越性觀點。其利用一些女性生活中

熟悉的物件及經驗，透過家庭飲食的概念來

施行該儀式所需之材料器具，如彩繪的瓷器

餐具以及刺繡的桌巾。 

此作品欲傳達出性別場域—陰性空間作為權

力，象徵著女性在此做為主體，但同時於觀眾

的凝視中成為客體。 

 

表 4-15 「移花接目」系列作品一覽 

作品編號 2-1-1 作品編號 2-1-2 作品編號 2-1-3 作品編號 2-1-4 作品編號 2-1-5 

 

《藍海精靈

（Genius in the 

Sea）》，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粉紅愛戀

（Pinky 

Love）》，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花的嫁紗

（Flowery 

Wedding 

Dress）》，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祕密花園

（The Secret 

Garden）》，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炙熱貴族

（The Passionate 

Aristocrat）》，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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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2-1-6 作品編號 2-1-7 作品編號 2-1-8 作品編號 2-1-9 作品編號 2-1-10 

 

《神秘奢華

（The 

Mysterious 

Luxe）》，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秋意漸濃

（Smell of 

Autumn）》，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新生與乾褐

（New-born and 

Withered）》，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繽紛遊戲

（Colorful 

Games）》，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心花綻放

（Blossom in 

Mind）》，

27*22cm，複合

媒材，2016 

依據作品的配色、材質和裝飾，結合色彩語言將每一幅眼睛之花做相關的聯想命名，

除欲呈現作品的獨特性外，透過名稱將其賦予生命化的性格特質，以表達女性美的各種

姿態及價值。 

（三）系列三：身體之外（Outside the Body） 

身體，是一個場域，是一個規範，亦是一種訓誡。個體因擁有身體而得以在現實世

界生活，而身體只是靈魂寄居的所在，不代表著個體的本質。然而，現實世界中，人們

過於專注在個體的表象作為本質的判斷及分類依據，造成了許多的誤解和價值觀混淆。

此系列探討超越身體的內在本質，研究者藉由混淆身體特質與性別之間的關聯性，讓觀

者感到疑惑及錯愕，並藉以思考外在與內在本質的問題，嘗試以不同視角來解讀作品中

的角色概念。 

身體的外在，是表象；外在於身體的，是複雜的觀園。 

因有了內在與外在的衝突，歷程得以演進，個體得以完整，生命得以獨特。 

一直以來，人們對於的男、女性該具備何種特質，爭辯不休。更認為，突顯

性差異本身才能在社會中接受到認同。然而，近代諸多的性別研究中，指出

陽性特質 (Masculinity) 和陰性特質 (Femininity) 之間並無明顯分界，取而代

之的，是人在兩種分類間擁有的多元特質。此系列中，平面繪畫結合了軟雕

塑媒材，如樹脂土、毛線及仿皮革材料等，用以呈現角色的性別特徵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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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於刻板印象的身體外表配置，從中引出人與外界之間的抽象關係。

作品欲傳達一種模糊地帶，探討顛覆性別框架的身體概念是否有可能性？在

此，線性作為一種表達語彙，被視為一種連結、傳遞與掩藏，亦是一種羈絆、

束縛和牽制。 

—引自「身體之外」系列論述 

表 4-16 「身體之外」系列作品論述之一 

研究者作品 編號 3-1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無端碎形化（Unreasonable 

Fragments）》，40*40x3cm，複合媒材，2016 

 

當身體的一小部分，被切割、放大、排置，我們所

觀看的就不是整體，我們所認識的是某些細節而

已。 

隨著科技進步，加上社會媒體所帶起之「窺探」的

風潮，改變了人們觀看的方式。將一個人的某部分

不斷放大，檢討其細節然後推論其本質，是當代社

會的弊病之一。作者認為，認識一個人應該觀其整

體，應避免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甚至關注微不足

道的地方。 

 

表 4-17 「身體之外」系列作品論述之二 

研究者作品 編號 3-2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縛生若夢（Bonded in 

從外界綑綁而來的，是來自於外在的壓力；從嘴裡

吐出來的，是內在給予自己的壓力。坐在氣球上的

角色，是極端不穩固的狀態，但也幸好有綑綁住它

的線，讓它得以乘坐在氣球上而不致摔落。在此，

這些毛線同時代表著束縛與保護，是一體的兩面。

人都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斷地尋找平衡，這就也是生

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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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s）》，116.5*80.0cm，壓克力複合媒

材，2016 

 

表 4-18 「身體之外」系列作品論述之三 

研究者作品 編號 3-3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髯一個髮（Beard Your 

Hair）》，80*140.6cm，複合媒材，2016 

運用線性的特質，表現作品角色的特徵及狀態。右

上邊的角色，蓄有長髭鬚，延伸成為左下邊角色的

長髮。外觀設定上，讓觀者直覺反應右邊角色為男

性，因擁有鬍鬚作為第二性徵；左邊則為女性，因

留有長髮及魚尾，如同美人魚的化身。 

然而，右邊角色穿著鮮紅色的高跟鞋，左邊角色有

著壯碩肌肉線條的手臂。如此塑造衝突感，讓觀者

進一步思考，到底誰為男？誰為女？在此，作者不

作定義也不給予答案，因為觀者的感受、質疑及反

應，構成了重要的思考歷程。 

 

（四）系列四：歌頌與反抗（Praise and Resist） 

此系列發展來自 2013 年所修習的「性別與藝術教育」課程。課程中，老師帶領學

生了解臺灣女性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和養成歷程，並引導兩性議題相關的問題討論。在

期末的發表會上，每一位參與修課的成員須創作三幅性別議題相關作品，並書寫相關論

述以抒發所學和己見。 

性，是與生俱來的；性，由心生長及感知。 

時代洪流下，人類從性別的出發點，各自扮演何種角色？ 

時代雖邁進，人們對於性別的認知，了解又接受了多少？ 

每個價值觀點的形塑，每個自我意識的茁壯，自我選擇及非自我選擇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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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歡笑、悲傷、矛盾、壓抑、懷疑、羞怯…？ 

作者運用生物型態的表現，去隱喻性別上及角色認同的不可捉摸性。 

由於生命的不可侷限，我們不斷地反芻，以調整自我姿態，讓自己呈現完美。 

—引自「歌頌與反抗」系列論述 

 

表 4-19 「歌頌與反抗」系列作品論述之一 

研究者作品 編號 4-1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女媧補天（Nu-Wa 

Patches Up the Sky）》，90*120cm，水墨紙

本，2013 

發想自中國古老神話故事—女媧補天。在傳說中的

女性形象，是被塑造成偉大的繁衍者及滋養者。 

自古以來，東、西方的神話故事中，以女性為主體

的描繪繁多。觀察身處（中國）文化對於母性角色

之刻畫，帶有超越凡人之特色，但又以人類特質作

為紮根，表達及讚揚身為女性角色的普遍性美德和

特質。 

藉由女媧形象及生物（蛇類）的特徵之結合，描繪

女性對於生命及蒼生的偉大、無私奉獻的精神。強

化乳房的數量及魅惑的紅唇，以表現強烈的女性性

別特質及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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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歌頌與反抗」系列作品論述之二 

研究者作品 編號 4-2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請寵溺我（Please Spoil 

Me）》，90*120cm，水墨紙本，2013 

請打量我那美好的軀體，欣賞那美好的唇，美好的

胸，美好的臀… 

我嘗試著塑造自己，只為了想讓你看見，想讓你喜

歡，想讓你不要討厭我。 

我的一言一行、一絲一縷都因你而搖擺著、顫動著， 

我渴望的是你的目光，你的在乎。你聽見了嗎？ 

請寵溺我，好不？ 

 

表 4-21 「歌頌與反抗」系列作品論述之三 

研究者作品 編號 4-3 創作自述 

 

吳姵儀（ 1990- ），《屢敗的叛逃（ An 

Unsuccessful Escape）》，90*120cm，水墨

紙本，2013 

我想逃，但卻不斷失敗。 

每當我扭動著我的身軀，向前邁開步伐，我感受到

他們怒斥的雙眼注視著我。 

我那親愛的高跟鞋，原來是個叛徒；以她的美色，

牽絆住了我。 

令人驚喜地，我掙扎出了一切，跑呀跑，跑呀跑，

歡天喜地地狂吼。 

但最終我發現，潛逃成功的，只是我的意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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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歌頌與反抗」系列作品論述之四 

研究者作品 編號 4-4 創作自述 

 

吳姵儀（1990-），《不柑為美（The Flawless 

Beauty）》，90*120cm，水墨紙本，2013 

什麼是完美？我就是個指標。 

追求完美，已成為我的個人風格。 

無論人們的眼光如何。我有最獨特品味，我生來獨

一無二，是不爭的事實。 

誰想與我爭鋒，我必爭之！ 

 

（五）展覽成果與省思 

    《性˙藝錄》展覽地點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的德群藝廊 D 廳，位於地下一

樓的長方形展示空間，共有三面白色牆壁可提供吊掛作品，挑高約 1.5 層樓高。展覽作

品依系列順序展出，系列論述內容依主題探討深度及廣度層層推進。在展期期間，觀察

大部分觀眾會依循動線指示閱讀創作論述內容，但因為觀賞習慣的不同，有些人會沿著

反方向觀賞，但普遍反應不影響創作理念的閱讀及觀看品質。另外，觀眾們帶著各自對

性別議題的不同解讀，詢問創作者作品背後的動機或意涵，有些觀眾會將焦點放置在畫

面的形式或美感，有些觀眾則著重理解作品本身傳達概念為何，有些則會針對作品進行

評判或建議，而這些觀眾的回饋，研究者將結合鑑賞的四個層級，整理成表格於第五章

前半段稍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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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性˙藝錄》展覽全景圖 

  

圖 4-28.《性˙藝錄》開幕教授致詞    圖 4-29.《性˙藝錄》開幕與教授們合照 

藝術創作及藝術展出的本質，比起物質創造來得更具純粹性，雖然它無法用物質功

能性的眼光去看待，但是創造的價值貴在於「創造的說服力」，也就是利用形象本身去說

服大眾去投入其中，並且帶著其純粹及孤獨，走入人群的廣闊和熱鬧（余秋雨，2006）。 

 

第五節 創作意涵分析與探究 

 

藝術創作活動本身建立在藝術家對於審美的感受及創作衝動的基礎之上，運用藝術

的思維，將意識中的感性材料進行加工，並以極具自我價值性的方式產出，如同經歷一

段化學變化的過程。一般而言，藝術創作活動主要經歷三個階段：感受、構思與傳達。

感受即是主體對客體或客觀對象產生興趣及感知，構思則是一種內化行動，將感受轉化

為內在主觀意象；傳達則為將內在意象化為具像之過程，此三階段構成了藝術創作活動

的整體（張偉、宋偉，2015）。《性˙藝錄》的創作歷程中，研究者透過感受，開啟對自

身性別意識的覺察，以及對外界性別意識的認知，再將此抽象感受和現象透過思考去賦

予形象化，成為具體的視覺產物，也就是藝術創作，而更重要的是在形象化的過程，必

須構思視覺產物的文本乘載如何傳達給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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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性˙藝錄》創作歷程作品資訊總攬 

作品內涵 新的創作歷程（2016） 

作品名稱/年分 媒材 創作理念 

性別意識 

多元性別 

 

聽說是完美打造 

（2016） 

水彩紙、水墨、水彩 探討從古至今對於「美」的定義及框

架。 

終能締結一個盟 

（2016） 

水彩紙、水墨、水彩 思考生物性別及社會性別的定義與界

線。 

自由尋伴（2016） 水彩紙、水墨、水彩 重新觀看伴侶與性別之間的關係。 

一回眸，百媚生

（2016） 

水彩紙、水墨、水彩 女性透過「凝視」成為客體或互為主

體性。 

女性主義 移花接目（2016） 仿麻畫布、皺紋紙、宣

紙、緞帶、羽毛、毛線、

不織布、手工染紙、塑

膠袋 

女性做為敘說主體，透過裝置藝術將

女性歷史再次書寫。 

性別認同 

多元性別 

無 端 碎 形 化

（2016） 

木板、壓克力、人工皮

革 

運用主體局部被放大檢視的碎片感及

扭曲感，探討真實存在的本質。 

縛生若夢（2016） 仿麻畫布、壓克力、樹

脂土、毛線 

描繪內在與外界壓力形成的束縛及平

衡力量。 

髯一個髮（2016） 木板、壓克力、樹脂

土、毛線 

運用性別特徵的錯置，引發觀者反思

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絕對性。 

（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由藝術本質觀看動態歷程 

（一）複合媒材的應用與詮釋 

若說平面繪畫是二維創造三維的世界，那麼複合媒材不僅是詮釋三維的世界，更是

將意義的空間性作多向度的擴展。在平面繪畫的維度上，表現三維空間有兩種方式，第

一種是藝術家運用光影及透視法，或者運用顏料堆疊的不同厚度呈現畫面的質感，這樣

的作法在技巧上除需要精密的訓練，並同時需要一定程度的創作經驗，以呈現視覺上達

到擬真效果。第二種是藝術家運用多元媒材進行創作，運用拼貼、黏合或附加的方式呈

現作品的立體質感。研究者將其兩種方法同步運用在《性˙藝錄》系列作品上，有的作

品著重營造畫面的空間及光影效果，有的以拼貼及軟雕塑方式進行質感的處理，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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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論述中的意象和概念。如下圖 4-27 即是以空間繪畫技巧，營造畫面的景深與立體

感，圖 4-28 則是以複合媒材的加工與拼接，製造出空間感及視覺觸感。 

               

 

 

（二）超現實的型態表現 

《性˙藝錄》展覽以超現實視角設計畫面型態，輔以描繪部分寫實的方法，達到建

構創作理念及論述的目的。研究者透過形體的變形，使觀者在感知陌生形象時，首先能

對基礎認知及預設立場產生衝擊，進而跳脫以往思維客觀事物的框架，對作品激發出更

多元的解讀和詮釋。因此，超現實風格表現的特質因含有大量不合乎常理的拼湊和表象，

將看似不相干且意義斷裂的意象連結，可以重新建構觀看的方式，進而重新建構新的藝

術語言，並催化觀者感情面及精神面的觸動成分，深入思考作品背後的批判內涵。簡言

之，藉由非理性的畫面認知，成就理性的議題探討。 

（三）符號象徵的延續與變遷 

象徵是運用有限形式，開啟無限內容的直觀表現，在研究者的從過去至今的創作作

品中，「眼睛」是重要的表述符號，用來詮釋不同作品中的不同寓意。在《性˙藝錄》系

列作品裡，研究者沿用「眼睛」符號貫穿此主題創作，另外，還有其他符號如「藍綠色

生物」與「女性身體特徵」作為搭配演出。首先，「眼睛」如影隨形地出現於畫面中，代

表著極欲看穿及被觀看的渴望，「眼睛」作為視覺的受體，被延伸理解為靈魂之窗，它不

只代表著觀看下的客觀世界，也代表著主觀世界的溝通與形塑；帶有「女身體性特徵」

的軀體以及「藍綠色生物」，是一種具性別化個體的隱喻，呼應著此性別議題創作的主軸

—性別意識，作者透過自己的性別意識進行創作的表達，而每一位觀者亦帶著自身的性

圖 4-30.《自由尋伴》（局部） 

 

 

 

圖 4-31.《移花接目》（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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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意識，觀賞並解讀藝術作品中的性別內涵。 

（四）從平面走向半立體裝置 

回溯研究者的創作，不難發現多以平面為表現主軸，能活用的向度為色彩、線條、

構圖和光影描繪等等，雖豐富也不免為其限制。因此，在《性˙藝錄》的創作歷程中，

研究者期望以超越慣常形式為目標，設計出適合展示於牆面的半立體裝置作品。這樣的

選擇是出於強烈的創作理念呈現需求，不僅純粹畫面的美感，因為裝置（installation）並

非一種風格或流派，而是一種概念，並且隨著作品展示的「場地」與「時間」的不同，

詮釋的意涵會有所變動。而裝置重點在於其造型，造形的意義必須使人們在視覺上、觸

覺上及心理上獲得某種程度的感受，因此運用普遍所能了解的隱喻型態—同時是眼睛、

花朵及女性陰戶的多重符號，以及倒三角形的象徵，讓觀者能從造型意涵之中，獲得更

深一層的理解和觸動。 

 

二、 性別意義的傳達與建構 

（一）表述客體的變形手法 

變形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其特質是運用誇張、扭曲或不合常理的組合或堆砌等方式，

使藝術形象擁有更大的表現力及感染力，而藝術的要義遠不只在於模仿，而變形，倒應

該說是一個普遍的藝術現象（魯樞元，1985: 59）。透過此種手法，藝術形象會背離觀者

所期望、設想的慣常方式，運用其新型態的陌生意象，發散出獨特魅力。在創作歷程中，

研究者應用「相似卻又不似」的感知，將主觀想像投射至客觀表象之中，形塑其引人入

勝之魅力；另外，藝術形象是研究者根據自身對世界的理解而進行想像及創造的，因此

其中必包含感性衝動和理性思考的雙重模式，使觀者亦能透過自己的方式去認知到對世

界的理解。 

（二）從個體思考到社會微觀 

性別意識是始於個人對自我「性別覺察」的一部分。透過覺察，研究者感知到自己

內心的想法及狀態，從經驗中推導出自我意識形成的因素和型態，建立一起連串由內而

外的探索歷程。換言之，由個體思考出發，體會到時間過程（經歷）遠比靜態結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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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象）來得更重要，藉由覺知與反省，體現了過程意識（亦即其人生意識），成為創作

意識的基本架構。身為藝術家角色，要正視心中的內在含有，體會著人類總體意義的濃

縮，以具體微觀的藝術創作，呈現與人類社會的宏觀連結（余秋雨，2006: 56-68）。下圖

4-27 所示，性別覺察、性別意識、女性主義創作意識與超越性別創作意識之間，存在著

相互影響、相互助長的特性。 

 

  

     

 

研究者秉持此理念和狀態，視《性˙藝錄》展覽是基於創作做為一種思想與精華的

產出，將意識追溯和建構看作一個動態，勢必要打開內心與外界的通道，來回審視並完

善自己的立意，方能成就一個與自身以外觀者溝通的立足點。 

（三）經典藝術之回溯和改編 

經典藝術是歷經時代的推演及不斷地篩選之下，所普遍認同的藝術造型及美感，或

者藝術史家所推崇之不可抹滅的地位和形式。然而，造形本身是形式性的，因此在藝術

中，它絕不是主題上可有可無的外衣，真正變動的是對主題的詮釋，舊的意義可能被抹

殺或消去，新的意義便附著了上去（吳玉成譯，2001）。因此，《性˙藝錄》展覽中引用

經典作品的造型，成為一種藝術表現的手段。經典作品因其在藝術史中受肯定的地位，

其舊有意義的保存相對完整且廣為世人所知，在此條件下，研究者運用「挪用」手法將

其造型部分地保留及改編，目的在於讓觀者在舊有知識面上，對作品延伸出新的（但能

聯想到舊義）的想法出來。 

圖 4-32. 性別意識具體化為創作與思維之發展結構圖

（引自陳瓊花，2012，頁 243） 

（註：圓圈以虛線代表來回的流動與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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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像的隱喻及造型轉向 

在《性˙藝錄》創作歷程中，對於性別議題的呈現、轉化為教材的可能性不斷地思

考，其中原因是藝術家需要根據創作宗旨的需要，將腦內從生活中汲取而來的諸多影像

進行分解、重組、連結和加工過程；譬如，研究者觀察其他藝術家的性別意識創作，發

現作品中常以男、女性人類角色進行描繪，或利用彰顯性別特質之物品或符號作比喻，

其中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多以諧擬和反諷手法詮釋，試圖把既相似又不同的事物連結

起來，並透過創造性想像（不拘泥於眼前所感知事物）；或在已知表象的基礎上，進行改

造並創造出新的形象。 

 

第六節 創作與展覽的綜合省思 

 

一、 創作中感性與理性的參與 

藝術作為意識及理念的抒發，是一種無秩序且感性的流動。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

藝術創作將想法構築成一個畫面，需論及構圖、比例、媒材、符號傳達等，是需藉由理

性的運作來表達呈現。甚至，創作結果藉由文字來論述，成為行動研究的一部分，亦需

要理性的邏輯思維、推演及串聯。因此就理性的作用來看，解釋及概念化之間有著極大

的雷同點。站在人類擁有集體深層心理的思維，藝術能點化出將他人未能領悟的內容，

使觀者能透過自己的潛在心理的呼應及感受，得到屬於自身的體悟。人和人之間、人和

藝術家之間，通過理性和感性層次進行交集與融合，即便文化、生活及性格不盡相同，

但深層心理卻是不謀而合的，這也是「A/R/Tography」所關注的任務，運用自己不同狀

態的特質：研究者身分藉著《性˙藝錄》的創作歷程及展出，穿透議題的表層抵達深層

要義、藝術家身分表現其藝術形式，或教學者立場將議題深入淺出地解釋出來。 

 

二、 反常性的創作描寫手法 

在《性˙藝錄》系列作品中，研究者試圖以反常化原則進行主題描繪，以正常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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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底材料，創造形式、性質和功能等與正常事物相違悖的新形象（劉法民，2010）。此

列創作的作品帶有兩種形象，第一種為「正常」事物的片段，即是構成圖面的形象，例

如人體特徵和經典藝術作品；第二種為「反常」的重新組構，即將人的特徵與綠色皮膚

生物、巨大眼睛等結合完成後的形象。這兩種方方向的元素交織一起，便產生由碎片材

料中組合、變化且具一定陌生感的新形象，此陌生感是人對平常難以見得之對象的感受，

是超越主體的知識與經驗之外的。人對外部世界都有自己一套價值判斷與態度，但若它

們以熟悉事物的非尋常組合呈現在人們眼前，首先被吸引必定是對象物的新奇外觀，其

次才是內涵。當藝術創作呈現出生活的真實，便顯得貼近人性，讓觀者得以產生連結及

共鳴，這是因為創作的對象物對人們而言，帶有著熟悉感，而熟悉感容易激發評斷美的

感受及想像。 

 

三、 藝術創作作為內省的研究手段 

視覺藝術創作要走入研究取向，會有一種基本假設，那便是藝術創作能依據個人理

性或非理性的感受及創作內涵，反省並思考實踐藝術表現，因為「A/R/Tography」帶有

很強烈的內省智慧特質，其中包含個體的思想與感受，唯有將之帶入自我意識之中，使

內在經驗能與外在經驗產生連結，並懂適時地打斷機械化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引導自己

用批判性的自我觀察去意識到內在世界（郭俊賢、陳淑惠譯，2001；劉豐榮，2004）。研

究者以「A/R/Tography」精神為本，透過創作歷程及《性˙藝錄》展覽呈現性別的論述

思考與再提問，藉此喚起觀者對於議題的關注，而也體現了藝術家留心於與社會現實的

普遍價值標準相矛盾之處，可作為一個不在乎權力框架、是非道德的標準及領域專業限

制的存在。藝術與學科研究、學術研究最大不同之處是，藝術中表現的哲理概念，無法

給予探討的議題一個結論型態，它並不以「求解」為終極目標，而以藝術的現象來看，

那些人類歷史交替以來存在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以及世代之間永遠會面對和探討的問題，

更能成就藝術本身的獨特性及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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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創作與教學轉化之課程設計 

 

 

研究者本著「A/R/Tography」的行動研究理念，思考藝術創作如何連結、轉化並融

入藝術教學脈絡中，形成一套具學習價值、可表述自我觀念又可供借鏡的整體。因此，

創作歷程的建構以及展覽規劃與發表，是行動研究中的重要基礎；其中的創作理念、創

作成果、展覽歷程省思等，是本研究課程轉化的主要參考依據，結合教學理念以進行藝

術與性別的課程研發。並於課程設計完成後，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共同進行檢核和討論，

將此課程建構以臻完善。 

    此章節包括：歷程轉化課程研發之理念、創作轉化課程的延伸與設計、課程研發與

教學轉化內容。 

 

第一節 歷程轉化課程研發之理念 

 

一個循環且充實的研究歷程，不只在領域內廣納知識和篩選所需，更要在時間軸上

不斷地思前想後、變換立場與汲取各種可用資訊，將自身與外界的實際情況對話，慢慢

加以揣摩、架構並實踐出具體樣貌。如何將一個歷程與概念轉化為課程？或者將一個課

程融入某種歷程與概念？是為本研究試圖去探究並實行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學生學

習的內容就是課程；而將特定的內容，轉變成具有相同內容但性質不同的過程，就是轉

化。轉化可以是把抽象化為具體，也可以把具體化為抽象，同時也能將抽象化為抽象、

具體化為具體。課程轉化，主要掌握有三種性質的互動，分別為學習內容的具體化、抽

象化以及平行化（吳清山、林天祐，2011）。因此，將創作行動轉化成藝術教育上的意涵，

需經過咀嚼、篩選、消化、產出，然後回到再咀嚼、再篩選的過程。每個步驟都是環環

相扣的，而在不同步驟間，也存在著可雙向游移之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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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作歷程的經驗省思 

（一）新舊創作的交織：性別意識的挖掘 

研究者已於第四章中，實際執行舊有創作歷程的回顧，並實踐新的歷程建構。觀察

創作內容及形式的演變，覺察自己性別意識的變化及成長，了解意識的來由與形塑，皆

能幫助研究者設想學生身心靈狀態和立場去研發課程。綜觀創作歷程，性別意識概念從

懵懂與一知半解狀態，藉由研究所課程的洗禮，開啟了自我性別經驗的探尋之旅，對待

議題以第三方角度去思考與探究；最後，從自我推及至人群、社會、歷史中的性別議題

脈絡，再回到自我實行價值產出。透過「A/R/Tography」理論的精神，可以站在研究者

的角度，將性別思考的高度一層層地向上建築，一寸寸地往下挖掘；站在藝術家的角度，

構思圖像語彙，嘗試不同媒材經驗的可能性，將性別意識凝萃成精華展現於創作之中；

站在教師的角度，汲取藝術創作的情感及經驗，一方面結合理論的思考和所學，一方面

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完善性別融入藝術教育之課程。 

（二）挪用經驗：藝術史經典作品的再思考 

藝術史在美術課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卻也是最難以完整傳授、吸引學生注意

力的部分。透過了解藝術史，學生能知曉藝術發展及人類文化的脈絡演進，並理解社會

的價值觀，建構自身立足在世界的邏輯和獨立思考；但相反地，藝術史內容也往往是令

學生感到乏味、無趣的。其中，教師的引導方式是一關鍵，照本宣科的方式可能讓學習

淪為填鴨式的背誦，難以開啟學習興趣及想像力；因此，教師可運用多元途徑引起學生

的動機，例如，舉一個大眾流行文化的例子，或分享生活中的影像範例當作開胃菜，一

步步引導學生運用現有價值觀，進入更廣闊的藝術世界，這比起一般講述式教學更具意

義及有效性，如同 Mcfee（1991）提出理想的藝術教育觀中，強調重視學習者的次文化

價值觀體系，當個體能對不同藝術範疇做出多元角度的理解及回應時，便擁有對藝術進

行類比及評價的精確基礎。 

研究者採取不同階段的創作手法，構築一個融合教學思考的藝術創作展—《性˙藝

錄》。創作的第一階段，運用「挪用」手法在藝術史層面再詮釋經典藝術作品，分析並瞭

解其中所隱含之性別意識，發展「古挪今用」系列，試圖將藝術鑑賞的內容生動化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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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意義；創作的第二階段，站在當代藝術的角度，挑選具有女性主義特色的美國藝術

家 Judy Chicago 的裝置作品《晚宴》作為致敬的對象，取其性別概念的核心，運用不同

的媒材、形式與構成，創作「移花接目」系列，從「挪用」手法中跳脫出來，表現出屬

於自己的語言及具有個人色彩的意義內涵；創作的第三階段，回歸到個人的養成及思考，

創作「身體之外」系列，嘗試更多元、不同質感的媒材，塑造內心主體之性別形象代表，

並試圖丟給觀眾一個待答問題。在創作及改編的過程中，試圖掌握經典作品欲傳達之訊

息，並且重新審視與思考，再決定要如何改編？使用何種媒材、技法與色彩？如何在考

慮到連結原文本的情況下，去建構新的論述？並且產生有價值的教學內涵？將這些內涵

消化思考、提出問題或假設、尋求解決方針及答案後，再從結果中去反思及驗證，形成

一個循環。     

（三）展覽觀察：觀眾回饋的分析 

研究者於《性˙藝錄》展覽期間，透過與現場觀眾們互動及對話、聆聽觀者的心得

分享，蒐集到各式各樣的回饋。其中，有的人會用自己的方式將作品意涵再次敘述出來，

有的人則有另一層面的解讀；有的人不太了解創作意涵，會試探性地用自身觀點詢問確

切方向，去驗證自己的想法及假設；有的人會針對作品的表現形式提出看法或問題，希

望了解藝術家決定使用這些策略的原因，譬如畫面構成、色彩表現、媒材使用和展出方

式等；有的人會提出批判，認為作品所要表達的方向應該改變，例如建議展覽應該顧性

別角色的全面性，認為強調女性角色或女性主義，男性觀眾的處境將被忽視，造成觀眾

在解讀作品上造成的障礙，或者有人認為創作內涵有些悲觀，應有用更正向的角度去詮

釋等等。 

在此，觀眾所反映的問題，在深度及內容方面可大致分為四個種類：一般而言，第

一種觀眾會直觀地表達對作品的第一印象，針對畫面提出問題或感言，例如作品的主題、

構圖、色彩或氛圍；第二種觀眾會花時間仔細觀察，對作品提出較深層的疑問，例如想

要瞭解某物在畫面中所象徵的含意；第三種觀眾傾向瞭解創作者的生命經歷、故事等去

探討其生長歷程和文化環境，以此為基礎詮釋作品的內涵及創作者想法，提出更深入且

不同層面的問題，如角色塑造的過程及時機、作者性格特質與畫作的連結等；第四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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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其互動內容可包含前三個種類，但不同的是，他們會挑選出自己認為最具代表性或

價值性的作品，並詳細說明原因，甚至分享人生態度的思考及建議。 

研究者認為，觀眾們的回饋是一種寶貴的資訊，從中可觀察出個人所具備之美術批

評的涵養及能力。美術雖以視覺途徑作為人類共通的語言，但個體如果未曾接受相關視

覺訓練或藝術鑑賞教育，也難以解釋作品的形式特質及內涵。因此，美術批評教學培養

的審美能力，是需要經過對作品的描述、分析、解釋與判斷的層級訓練，從形式、內涵

著手理解，並給予合理價值評斷，再將這些知識統整後用話語表現出來，絕非易事（王

秀雄，1998）。因此透過程序思考的方式，對藝術進行循序漸進的認識，並達到對不同類

別間的旁徵博引，是個漫長且須要深入耕耘的領域範疇。 

表 5-1 美術批評的教學的過程及各過程所探討的重點和層面 

美術批評 

教學過程 

批評的重點和層面 指導策略 

簡單描述 ˙感官可感受到的層面作為描述的開始。 

˙對題材、主題、造形要素（色彩、線 

  條、形狀、肌理）與形式，及作品給予 

  的氣氛、感覺、印象等做簡單粗淺的描 

  述。 

˙鼓勵學生以直觀感受到的印 

  象、氣氛或感覺、感想，直率 

  地講出來。 

˙此時不可批評學生所言的感受 

  或見解。 

形式分析 ˙探討作品製作中所運用的材料、技法及 

  其特性。 

˙探討作品中的色彩、形狀、線條、肌理 

  等造形要素的處理方法。 

˙個物描繪的特色。 

˙分析部分與部份、部份與整體間之關 

  係。 

˙探討運用何種構成的原理（或美的原 

  理），把諸藝術要素組織為一整體。 

˙探討作品之風格。 

˙依據 Arnhein 所提「知覺學習 

  的階段」，宜由 1 到 4 的程序 

  刺激和指導。 

1. 觀察（個物或部份） 

2. 視覺關係的描寫（部份與整

體、圖與地、群化關係等） 

3. 選擇（捨棄與強調的要素、構

成或組織原理）。 

4. 形式的法則化。 

˙中國畫亦可使用「六法」來探 

  討。 

意義解釋 ˙探討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 

  背景要素與作品的關係。 

˙探討的程序宜由外在要素（背 

  景層面）進行到內在要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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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個性、性格、思想、藝術觀等如 

  何反映在作品上。 

˙探討作品的內涵，即所含的氣氛、感 

  情、心情、主題意義、觀念、思想等。 

˙探討作品所含有的圖像學之象徵意義。 

  質層面）。 

˙從一般性進行到個別性。 

˙從文化背景進行到作家的性 

  格，直到作品特有的意義。 

價值判斷 ˙利用上述學到的知識、概念為基礎，對 

  作品的優劣與價值做合理的判斷，並能 

  述其理由。 

˙參考專家對此作品的批評與價值判斷。 

˙可從倫理、社會、教育、美的 

  結構、作家意向、作品意義等 

  多元觀點，下價值判斷。 

˙判斷是多元的，所以沒有固定 

  的結論（擴散性思考） 

引自王秀雄（1998: 100） 

    研究者於展覽期間與觀眾們進行對話，從開展第一天（2016 年 10 月 15 日）至最後

一天（2016 年 10 月 20 日），以文字紀錄觀眾們對作品的回饋，包含口頭對話、留言本

文字書寫、社交媒體的訊息等，並按照時間優先順序進行編號。研究者將觀眾的提問及

回饋做成記錄後，參考美術批評的理論與步驟進行分析及歸類，嘗試瞭解觀者的解讀立

場，並將之視為課程轉化、研發鑑賞教材的參考依據之一，觀眾回饋對應至各個鑑賞階

段的分析，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美術批評分析：《性˙藝錄》展覽之觀眾回饋 

觀眾 

回饋型態 

觀眾 

編號 

內容 

描述 編號 04 原來你就是作者呀！難怪你長得那麼像畫裡的角色！ 

編號 06 所以呢？這到底是男是女？還是它們其實是同性戀？ 

編號 08 看完整個展覽以後，我對柯基最有印象~因為牠最可愛！ 

編號 10 我最喜歡三女神裡面的球鞋！如果有量產我一定買一雙！ 

編號 12 天啊！妳這材質貼了很多層吧？很花時間對不對？我可以摸摸

看嗎？ 

編號 19 我覺得好有特色喔！很美。看起來很柔和、圓潤。我看到三女神

的第一印象是他穿球鞋哈哈！ 

觀眾 28 很有趣的展覽！小怪獸讓人很有親近感~ 

分析 編號 01 為什麼你畫的角色很多都會吐煙，那代表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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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 

 

我最喜歡《女媧補天》這張，神話被再現得很美~而且這些彩雲看

起來好繽紛好細緻！ 

編號 18 為什麼妳要用這種綠色去畫每一隻怪物？有原因嗎？ 

解釋 編號 02 這幅《縛生若夢》的感覺讓我聯想到性活動，如果你用 SM 綑綁

的表達方法會更好？ 

編號 05 

 

這「歌頌與反抗」的系列應該是反映你自己的想法吧？我覺得可

以不用這麼悲觀… 

編號 09 我覺得《縛生若夢》詮釋得很好耶！妳把那種被束縛的感覺表達

得很貼切且淺顯易懂！ 

編號 11 

 

我覺得 Judy Chicago 那個作品太直接太刺激了！我當初看著都無

法接受。妳的表現比較委婉內斂，我覺得這樣很美，我比較喜歡

這種表達方式。 

編號 13 

 

妳的一幅作品表達的東西很多，每幅都可以讓人看很久，很讚！ 

編號 15 

 

《女媧補天》這張很有東方的感覺！文化上對我來說也比較熟

悉、有吸引力！ 

編號 16 

 

妳說想討論性別議題，但為什麼我覺得妳的作品還是充滿了女性

主義？ 

編號 17 我覺得妳很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只有畫出來而已，更是帶領我們

深入了解背後涵義，這比我之前看過的展更印象深刻！ 

觀眾 20 

 

我很喜歡看展覽，很喜歡多接觸不同的理念。有空可以多討論

呀！我對性別這議題非常有興趣哈哈！ 

觀眾 21 

 

 

 

謝謝你帶給我一個這麼棒的畫展，陶冶了我髒亂已久的心靈。我

覺得一幅好畫值得一看再看~如果那天沒有課的話，我可能會看

到你要收了還在看吧！畫不只是一幅畫而已，重點是帶給我的感

動，影響，甚至是意境都是很值得探討的。 

觀眾 24 

 

與許久未見的實習好夥伴吳姵儀終於見面了，畫家本人好 

美，作品亦然，挪作的方式賦予作品截然不同的生命，另外畫家

結合女性主義思維，使創作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 

觀眾 27 

 

No worries, always enjoy seeing what you're up to…I always think u 

have interesting ideas about art. 

判斷 編號 03 這從 Judy Chicago 所發想的花形象詮釋很讚！我覺得你可以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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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念當作主軸，再發展出新的一系列！ 

觀眾 22 

 

參觀美麗姵儀的美術碩士畢展，對姵儀的發想和創作力深感佩

服。這幅《縛生若夢》，趣味內有深意，是我最愛的一幅畫！ 

觀眾 23 吳姵儀創作個展《性˙藝錄》嚴肅之性別議題，茁壯於教育之根。

多元之解讀模式，變化於人群之間。詼諧之動漫水墨，再現於藝

術之眼。 

觀眾 25 

 

挪用美學挺有意思，主題具性別教育意義，很好的題材。以前就

覺得這張原作很詭譎，主角應該不是地球人類，於是我看見中性

綠色物種，再現了腦海的幻想。 

觀眾 26 

 

 

恭喜姵儀學妹師大美教碩士論文創作展，以放大的性別議題創作

破除二元論的探索世界，四個系列綠色原型生物，既嬌媚又果敢、

既性感又知性，在層層環伺的綠色大眼怪和眾人祝賀目光中，開

幕好生動好成功！ 

觀眾 29 Sex is the root of all art. Fascinating work. 

觀眾 30 我覺得這個展覽有很濃厚的女性主義氣息外，又探討到多元性別

的思考層面，許多深刻內容可以提供反思，很不錯！ 

（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研究者整理的表格來看，觀眾們在參觀《性˙藝錄》展覽中，給予研究者「解釋」層

面的回饋佔最多數。由於觀眾的年齡層分布廣泛，因此可以反應出普遍人們對性別議題

的認知和態度，可作為教學內容設計和教材選用的參考。另外，陳瓊花（2004）於〈兒

童與青少年於描述藝術作品時的觀念傾向〉研究中，發現高中學生傾向對表現性的作品

產生較多想法和表達，研究者系列創作中的超現實風格便屬於此種表現性風格作品，因

此適合納入成為教材的一部分，而同時也須選取帶有性別意識，但形式風格不同之作品，

提供學生們透過多元例子做比較。另外，觀眾與創作者之間的互動型態，也可推及至師

生之間的角色特質，透過非填鴨式或灌輸式的橫向互動，可加強學生對性別議題的感受

力與思辨力。 

二、 藝術教育的層層構築 

（一）創作與鑑賞的相輔相成 

近代美術課程漸漸走入多元領域涉獵的趨勢，例如跨學科、重大議題融入課程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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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習主體，昔日指背誦藝術史及熟悉繪畫技巧的模式已逐步淘汰，跨知識領域的課程

學習，成為了豐富學習構面與提升學習效果的重要推手。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2015）的基本理念來看，學生在藝術教育中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等學習，可促進

其辨識藝術特質與意義的能力，進而對藝術和生活、社會、時代、文化等相關議題有所

了解，因此在教材研發的過程中，良好的鑑賞教材是不可或缺的，感官接收了視覺圖像

的刺激，才能進而啟發知覺的思考和情感的催化，在腦中產生的詮釋和理解。以議題融

入的藝術課程的知識內容，理想情況須兼顧能引發興趣、吸引力和具有話題性的觀念，

經由教學者層層引導建構認知基礎，使學生理解自身的經驗，培養省思能力、鍛鍊批判

性的思維精神，從中洞察己身信念與價值所在，進而更深入地表現思考於創作之中。透

過本研究，性別議題融入生活成為一種藝術學習，課程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習者

從生活經驗出發與藝術鑑賞的構面作連結，進而了解藝術史的進程，以幫助學生對視覺

文化做出價值判斷，並能在創作中揮灑所知所感。 

（二）「A/R/Tography」身分的跨域行動 

研究者從自身開啟與世界的連結點，藉著《性˙藝錄》創作的發想與建構，經由不

斷地反思與對話，以不同形式表達研究歷程的內涵建立課程發展之基礎。就實際層面來

說，教師需時常跨足於三種身分特質的其間，尋找每一個身分相遇的時刻，而隨時得面

對不同身分間可能出現的矛盾或對立情況，便加以適時調整、溝通或找尋出路。以藝術

家而言，藝術創作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它帶有一種精神創造的特殊性，必須在審美認知、

經驗感受及創作衝動的基礎上，以藝術思維對感性素材加工處理，而創作過程中，想法

概念、表現手法和視野都是隨著情況不斷變動、調整的（張偉、宋偉，2015）；以研究者

而言，研究理論須側重學術傳統和邏輯思維，抱持實事求是、準確精闢的求知態度，一

步步地建構研究主體，關注理性思考模式並施行嚴謹的行動；以教師而言，擁有自身的

專業領域僅僅是基本，透過經驗累積而成的教學技術和不斷省思改進教學態度，才能成

就良好的教學，例如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之中，教師培養教學專業所需的彈性態度和臨機

應變的能力。因為「A/R/Tography」中具有的混雜性（métissage）特質，作為一個游移

在三種不同特質身分之間的個體，產生困惑與掙扎是無可避免的，這種同時需要理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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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又需試驗、創造新知和實踐的狀態，在在說明了面臨這種矛盾點上的相似性和差異

性之概念（歐用生，2012）。學習從角色間取得平衡，並擷取角色間帶來的衝擊與養分，

便能催化此行動歷程達到一個循環、飽滿狀的狀態。 

（三）性別議題的實踐與融入 

重大議題在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課綱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學習價值與地位，因其與世

界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性別議題更是身為人類皆需要面臨的課題，因此教師若單純傳

授知識經驗往往是不夠的，理想的情況下，教師本身需扮演一名經驗者及實踐者，能活

化自身的體驗，以具體深刻的方式教學中做引導與分享，有效地帶領性別相關的話題討

論，成功地讓學生獲得性別議題的知識與內涵。身懷經歷的教師能夠觸動學生的內心深

處，強而有力地帶動學生有效地運用己身經驗以及思考能力看待世界，進而反思自我。

另外，教師也需在實行教學前有所省思與檢視，例如透過札記和影像方式的記錄，檢視

自己的性別意識與創作意識，觀察發想的內容和訂定的教學策略，透過一次次地回顧過

程，設計讓學生理解知識和達到學習目標的教材及教學方法。在此，研究者透過行動實

踐的方式，對於性別議題的經歷與感受做反思與分析，並將自身性別意識轉化為創作意

識，完成系列的藝術創作，舉辦《性˙藝錄》展覽與外界產生聯結及互動，承接前者歷

程轉化為教學概念，探究藝術如何引導及啟發性別議題思考的課程內涵。 

 

第二節 創作轉化課程的延伸與設計 

 

研究者探討《性˙藝錄》展覽中四個系列的創作議議及內涵，建立教學內容的連

結，並達成根據創作的美術教學轉化；首先，針對四個系列的創作論述作分析，尋找

出作品中隱含之性別意識，再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內容，根據藝術領

域之核心素養項目及具體內涵、藝術領域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美術）—第五階段

（十至十二年級）、普通高級中學的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等，訂定教學目標

及單元目標，發展性別與藝術的教學內容及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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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藝錄》展覽之教學概念轉化 

《性˙藝錄》創作展中，共包含四個討論子題，分別是：系列一「古挪今用」、系列

二「移花接目」、系列三「身體之外」及系列四「歌頌與反抗」。研究者針對四個系列的

系列論述去轉化為藝術課程中的單元概念，並根據不同單元概念去延伸、發展成子單元

的學習概念與內容，統整而成為一個完整的課程架構。 

（一）創作系列轉化為單元概念 

1. 第一系列「古挪今用」 

主要探討藝術史中經典作品的性別意識，並以近代性別觀點做詮釋和討論；發展單

元為「三生有性」，生有生命、世代積累之意，在人類社會的建構及變遷中，性別佔有相

當關鍵的角色。教學內容主要層面為透過藝術鑑賞，發掘性別意識概念，並認知性別刻

板印象意義，進而建立媒體識讀的能力。教師介紹性別議題的定義及概念，引導學生透

過藝術史和媒體資源瞭解性別價值觀，並從中檢視自己的性別意識及性別認知。 

2. 第二系列「移花接目」 

此系列重心在於研究者探討藝術家 Judy Chicago 作品《晚宴》中的花朵（心核）意

象及概念，製作出富涵自身創作語彙—「眼睛」符號的半立體裝置作品，發展成為單元

「藝性相吸」。其概念是運用諧音的方式，將過往刻板印象中以男性角度出發的「異」性

（在此指女性），轉變為「藝」術的視角，目的在於跳脫慣常性別本質的立場思考方式，

將主、客體的思維做轉變和易位。教學內容主要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帶領學生探討社

會文化中的性別配置、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霸權等問題。 

3. 第三系列「身體之外」 

研究者將自身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和反思，運用多媒材變化做呈現以表達破除二元論

思考。發展單元為「跨界的性思」，以「跨越」的概念解釋對於兩性外的性別有更多認知

及思考。教師介紹多元性別的定義和相關知識，分別從生理角度及社會學角度探討性別

概念的構成。教學重點針對性別平權、多元性別及陰性特質與陽性氣質做解說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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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系列「高頌與反抗」 

發展單元為「性理成章」，子標題為「有色眼睛，無限創造」，學生將課程所學的知

識和心得，運用有「理」的方式去創作性別概念之藝術作品，就如同將腦海所認知書寫

成篇章一樣。 

表 5-3 《性˙藝錄》展覽系列轉化課程單元與概念 

系列別 

／名稱 

系列概念 發展單元 單元概念 

系列一： 

古挪 

今用 

藝術史中經典作品

的性別意識之探討 

三生有性 透過藝術鑑賞，發掘性別意識概念，認知性別

刻板印象意義，建立媒體識讀能力。 

系列二： 

移花 

接目 

探 究 女 性 藝 術 家

Judy Chicago 的《晚

宴》作品，並發展創

作與之致敬。 

藝性相吸 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讓學生了解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配置、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霸權等問

題。 

系列三： 

身體 

之外 

將自身對性別議題

的關注和反思，運用

多媒材變化做呈現

以表達破除二元論

思考。 

跨界的 

性思 

針對性別平權、多元性別及陰性特質與陽性氣

質做解說及探討。 

系列四： 

歌頌 

與反抗 

修習研究所「藝術與

性別研究」課程後，

重新對性別議題有

所省思的創作。 

性理成章 學生應用課程所學的知識和心得，創作性別概

念之藝術作品。 

 

（二）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階段特質 

青少年是個體在生理發展與心理變化最為顯著的階段，個體所能接受的可塑性及彈

性也極大，從皮亞傑（Piaget, 1896-1980）的認知發展理論來看，高中生正處於形式運思

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的年齡階段，思考事物的模式趨於抽象化、縝密化及理性

化，此特質是為適應未來步入社會的需求，青少年藉由學習新知與攫取新經驗，認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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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潛能以發展自身人生觀（Piaget, 1972; 賴保禎、周文欽、張鐸嚴、張德聰，1999），

而身處於現代資訊爆炸的環境，人們大腦處理文字、圖像訊息的機率和難度大幅提升，

因此青少年資訊處理和判斷能力的教育應被加強及重視。另外，青少年的同儕在此階段

扮演著關鍵角色，同儕在幫助青少年自我統整的任務上具一定影響力，青少年之間容易

會透過模仿或交流發展一套對性的認知，透過藝術課了解性別議題獲得正確的價值觀，

能使青少年與同儕間有更好的理解和相處（戴庭姍，2009）， 

（三）單元及課程的轉化 

如上一步驟的轉化過程所示，每一個創作系列對應至一個單元概念，研究者再根據

單元概念設計單元名稱、主題及學習內容，並設計呼應該單元所屬之教學活動及學習單

等等。研究者由性別議題的大概念出發，推演至不同單元的性別學習知識及內容，再對

應藝術教育及性別學習內涵等大概念，如此來來回回地相互對照、審視及修正，將性別

與藝術的學習內容進行正向交織與融合，而將四個單元依照時間、深淺程度順序統整為

一個課程架構，囊括入性別與藝術學習的概念，並以「性得藝彰」名稱統合成為一個課

程。總括來說，將《性˙藝錄》系列創作轉化為「性得藝彰」課程，便是將四個系列創

作意識與論述，轉變為課程的四個單元概念，再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核心素養、

藝術領域內涵及性別學習內涵等，分別從四個單元概念去發展其所對應之教學目標，並

接著以教材研發、教學活動設計、創作活動編排及學習單設計等，將「性得藝彰」課程

層層建構起來。過程的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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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性˙藝錄》創作轉化「性得藝彰」課程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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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藝術教育之內涵 

接續前段的創作論述轉化成課程單元概念的步驟，再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高中職階段藝術領域學習重點及性別學習內涵等，建立起每個單元的教學目標及「性得

藝彰」課程目標，以確保課程內容能發揮其教育理論中的價值。 

（一）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藝術領域內涵 

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連貫所有課程架構，其中共包含三大面向，分別是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以及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核心

素養的培養係依據漸進、加廣加深、跨領域/科目等原則，透過各教育階段的不同領域/

科目的學習來達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主要概念如下圖所示： 

 

 

     

從總綱出發的核心素養，隨著各個教育階段、學習領域與科目做漸進式的轉化，而

轉化過程中，亦受各領域/科目的理念與目標、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所影響，針對兩

個系統之間做出對應並不斷調整，達到將課程統整化、精緻化及圓滿化的目標。 

根據楊秀菁（2016: 10）的〈素養導向之社會領域教材及教學模組初探〉，素養導向

課程及教學發展的四個要素來進行教材及教學模組的研發：第一，把知識、技能、態度

整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知識、情意、技能並重，而不只偏廢在知識上。第二，

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即朝向學習意義的感知（making sense）以及真正的理解

圖 5-2. 核心素養在課程綱要的轉化及其與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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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所謂真正的理解須把學習內容和過程與經驗、事件、情境、脈絡做適

切結合，意義才能顯現。第三，強調學習歷程、策略與方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必頇

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合再一起，教導學生探究與學習的方法，才能陶養學生的自學

能力，成為終身學習者。第四，強調實踐力行表現的空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不只

能把所學遷移到其他例子進行運用，或實際活用在生活裡，讓其可對所知所行進行外顯

化的思考，並有持續精進的可能（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發展示意圖請見圖 5-3）。 

 

 

 

 

一個完整且具有價值性的課程內涵，應該顧及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並對應至每 

個面向中所包含的一個核心素養項目。由於單元概念的集合，便是「性得藝彰」的課程

內容本身，因此研究者首先從四個單元概念出發，參考表 5-4 的藝術領域課程的核心素

養項目及具體內涵，調整「性得藝彰」四個單元的方向和細節，以確保對應至少其中一

項內涵，接著於後續第三節的教材研發步驟中，針對單元發展方向深入拓展與複雜化。 

表 5-4 藝術領域課程—核心素養項目及具體內涵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 

素養項目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U)）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藝-U-A1 參與藝術活動，以提升生活美感及生命價

值。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藝-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性思考，以藝術實踐解決

問題。 

A3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藝-U-A3 具備規劃執行並省思藝術展演的能力與創

新精神，以適應社會變化。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  藝-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達情意觀點和風格，並藉

圖 5-3. 朝向素養導向的課程及教學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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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溝通表達 以作為溝通之道。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U-B2 運用多媒體與資訊科技進行創作思辨與溝

通。 

B3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藝-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驗與鑑賞藝術文化與生

活。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藝-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關注社會議題的意識及責

任。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藝-U-C2 透過藝術實踐，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增

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藝-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未

來。 

研究者自行整理，參考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表 5-5 藝術領域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 

藝術領域/科目學習重點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U)）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主動

參與展現對在地及世界文化

的探索與關懷。 

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資產*、

藝文時事 

藝-U-A1  

參與藝術活動，以提

升生活美感及生命

價值。 

美 3-V-3  

能應用設計式思考及藝術知

能，因應特定議題提出解決

方案。 

美 P-V-3  

文化創意*、生活美學 

 

藝-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性 

思考，以藝術實踐解

決問題。 

美 3-V-2 

能發表多元藝術活動，傳達

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議題的

省思。 

美 P-V-2  

主題藝術活動與策展*、雲端策

展 

藝-U-A3  

具備規劃執行並省 

思藝術展演的能力 

與創新精神，以適應

社會變化。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形式原理*、

藝-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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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平面與立體構成原理、視覺符

號分析與詮釋 

情意觀點和風格，  

並藉以作為溝通之 

道。 

美 1-V-3  

能運用數位及影音媒體，進

行創作表現。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數位媒

體與表現技法 

藝-U-B2  

運用多媒體與資訊 

科技進行創作思辨 

與溝通。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人

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

思。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態藝術*、藝

術行動、藝術職涯 

藝-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驗

與鑑賞藝術文化與

生活。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

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人

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

思。 

美 E-V-4  

公共藝術*、社群藝術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態藝術*、藝

術行動、藝術職涯 

藝-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關 

注社會議題的意識 

及責任。  

美 3-V-2  

能發表多元藝術活動，傳達

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議題的

省思。 

美 P-V-2  

主題藝術活動與策展*、雲端策

展 

 

藝-U-C2  

透過藝術實踐，發展

適切的人際互動，增

進團隊合作與溝通

協調的能力。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特

性。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主動

參與，展現對在地及世界文

化的探索與關懷。 

美 A-V-3  

臺灣美術*、中國美術、世界美

術  

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資產*、

藝文時事 

藝-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與 

未來。 

研究者自行整理，參考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144 

 

另外，依據 2016 年頒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草案）」中，實施要點的課程發展建議原則有：素養導向、漸進

發展、銜接連貫、統整原則、均衡組合與多元適性，對比「A/R/Tography」內涵：將一

段歷程、一場行動、一個產出作出延續性和統整性的價值，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

「A/R/Tography」更多元發展在其對話性、循環性的探討與反思。應用在「性得藝彰」

藝術課程中，它引導著一種語言知識的展示、美感哲理的灌溉與自我心靈的關照及覺察。 

（二）性別議題之學習內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6）中，編排出四大重要議題，包含人權、海洋、

環境及性別平等，其中性別議題被涵括在「性別平等教育」類別下，其學習目標在於理

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建立性別

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

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45）。「性得藝彰」課程做為

議題融入式的學習，應以性別議題的學習目標做為參考基準，以編排符合性別學習價值

的藝術教材，如具有性別意識的作品、廣告圖像、影片媒體等。 

表 5-6 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高級中等學校）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高級中等學校）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生理性別、性

傾向、性別特 

質與性別認同

多樣性的尊重 

性 U1 肯定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傾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突破個人發展的性別限制。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別角色的突 

破與性別歧視

的消除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善策略。 

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 

性 U4 維護與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權，並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性騷擾、性侵

害與性霸凌的

防治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相關議題，並熟 

       知權利救濟的管道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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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與

符號的性別意

涵分析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語 

      言及符號。 

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識

讀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尋 

      求改善策略。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權益與公

共參與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的歷史發展，主動參與促進 

      性別平等的社會公共事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 

      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策，並提出看法。 

性別權力關係

與互動 

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議題，養成溝通 

       協商與提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別與多元文

化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社會的性別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野。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三）性別議題融入美術科之學習重點  

從九年一貫的教育政策之始，重大議題融入課程的教學理念，逐步在各學科領域紮

根。人們身處在腳步快速的全球化時代，各種媒體、網際網路平台提供大量訊息接觸的

機會，進而使不同社會議題普遍備受重視且被擴大探討，原因是這些議題實際上攸關著

全人類的互動以及生存本質。回顧紙本的教科書內容，顯然不足以滿足現代人的求知需

要，教育專家們深知思辨能力對知識爆炸時代的無比重要性，因而提倡議題融入各式課

程的學習，讓學生能透過生活化的議題，激發更具深層、批判性的思考，讓學習者能具

備「帶著走」的能力。 

因此，美術科目的學習重點應連結至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以達成並落實議

題之學習目標。議題融入藝術領域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行動，重視對議題的

認知與敏感度之提升、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行。進行議題教育時，

透過本領域之學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對議題探

究、思辦與實踐的能力。下表列舉性別平等教育之重大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其

 



146 

 

融入美術/視覺藝術「學習重點」之示例，作為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之參考（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6）。 

表 5-7 性別教育融入美術科學習重點示例 

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高級中等

學校）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示例 

性別 

平等 

教育 

性別角色的

突破與性別

歧視的消除 

性 U3 分析家庭、 

學校、職場與媒體中

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提出改善策略。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    

   展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 

   化的省思。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  

   展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的 

   關懷及省思。 

語言、文字與

符號的性別

意涵分析 

性  U6 解析符號的

性別意涵，並運用具

性別平等的語言及符

號。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 

   展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 

   化的省思。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與 

   圖像的意涵，並表達與溝 

   通多元觀點。 

性別權力關

係與互動 

性 U12 反思各種互

動中的性別權力關

係。 

美 2-V-1 能使用分析藝術作 

   品的方法，並表達與溝通 

   多元觀點。 

性別與多元

文化 

性 U13 探究本土與

國際社會的性別 與

家庭議題。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 

   文化脈絡，以思考在地與 

   全球化特性。 

研究者自行整理，參考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四）美術學習構面的學習表現之規劃 

以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為基礎，依藝術領域課程目標中的「鑑賞」、「表現」與「實

踐」三個學習構面，結合美術科目專業的屬性，進而詮釋高中階段的藝術學習關鍵內涵。

依序敘述此三個學習構面的內涵：「鑑賞」即透過參與審美活動培養感受力與理解力，體

認藝術價值。「表現」即善用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與展現，傳達思想與情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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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培養主動參與藝術的興趣與習慣，促進美善生活。三種構面之間的關係是循序漸進、

由小至大的，從個人層面到社會觀點，組織成一套完整的學習框架。 

確立三種學習構面的教學內涵後，接著發展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部分。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指出，學習重點是結合領域內的基本理念、課程目

標與核心素養發展而來，其中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是用來引導課程設計、

教材研發、教學與學習評量的實施等。另外，其中亦說明到議題教育的實施，包含正式

與非正式課程，學校課程的發展與教材編選應以學生經驗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在

掌握議題之基本理念與不同教育階段之實質內涵下，連結領域/科目內容，以問題覺知、

知識理解、技能習得及實踐行動等不同層次循序引導學生學習，發展教材並編輯教學手

冊。教師教學時，除涵蓋於領域/科目之教材內容外，可透過領域/科目內容之連結、延

伸、統整與轉化，進行議題之融入，亦可將人物、典範、習俗或節慶等加入教材，或採

取隨機教學，並於作業、作品、展演、參觀、社團與團體活動中，以多元方式融入議題。

經由討論、對話、批判與反思，使教室成為知識建構與發展的學習社群，增進議題學習

之品質（頁 44）。參照以下表格 5-8 為美術科三大學習構面所對應之學習表現及內容，

便能瞭解每一個構面的目標意義及具體學習活動。 

表 5-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必修課程—美術科學習重點 

學習

階段 

學習

構面 

關鍵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五

學 習

階段：

十 至

十 二

年級 

表現 視覺探索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

詮釋生活經驗，並與

他人溝通。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形式原理*、平面

與立體構成原理、視覺符號分析與詮

釋  

美 E-V-2  

繪畫性、立體性、複合性媒材與表現

技法*、複製性媒材與表現技法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數位媒體與

表現技法  

媒材技能 美 1-V-2  

能運用多元媒材與技

法，展現創新性。  

美 1-V-3  

能運用數位及影音媒

體，進行創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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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展現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

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

文化的省思。  

美 1-V-5  

能整合藝術知能與重

要議題，進行跨領域

藝術創作。 

美 E-V-4  

公共藝術*、社群藝術  

美 E-V-5  

生活議題創作*、跨領域專題創作 

鑑賞 審美感知 美 2-V-1  

能使用分析藝術作品

的方法，並表達與溝

通多元觀點。 

美 A-V-1  

藝術概念*、藝術批評*、美感價值 

美 A-V-2  

數位文化*、藝術風格、當代藝術  

美 A-V-3  

臺灣美術*、中國美術、世界美術 

審美理解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與圖

像的意涵，並表達與

溝通多元觀點。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

化脈絡，以思考在地

與全球化特性。 

實踐 藝術參與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

的主動參與，展現對

在地及世界文化的探

索與關懷。  

美 3-V-2  

能 發 表多 元藝 術 活

動，傳達對在地及全

球 性 重要 議題 的 省

思。 

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資產*、藝文

時事  

 

美 P-V-2  

主題藝術活動與策展*、雲端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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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美 3-V-3 

能應用設計式思考及

藝術知能，因應特定

議題提出解決方案。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

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

的關懷及省思。 

美 P-V-3  

文化創意*、生活美學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態藝術*、藝術行動、

藝術職涯 

引用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本研究藉由「性別」做為議題融入的藝術課程設計，可以提升學生在此藝術學習領

域中的三種能力：其一為鑑賞層面，瞭解含有「性別意識」之藝術內容、形式構成和作

品特質，以增進藝術史的學習；其二為表現層面，透過第一層面的知識訓練，鼓勵學生

反思及發想「性別」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教導其運用媒材、色彩和象徵等手法去建構繪

畫語言；其三為實踐層面，以「性別」為主題瞭解社會文化與法律權利之間的關係，並

能主動去接觸資訊、省思性別平權等相關議題及活動。 

（五）美術學習構面的學習表現之規劃 

1. 「鑑賞」層面：「性別」帶入藝術鑑賞的學習  

透過瞭解「性別議題」的意義概念，帶領學生們一路從古典經典藝術到後現代藝術

思潮，瞭解藝術史中性別意識的發展和變革，介紹以性別議題作為藝術表現的近代藝術

家，如美國藝術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及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 1887-1986）、澳洲藝術家狄波拉˙凱莉（Deborah Kelly, 1962-）、墨西哥藝術家

卡蘿（Frida Kahlo, 1907-1954）、臺灣藝術家林珮淳（1959-）及徐薇蕙（1979-）等等。

藝術鑑賞教學內容中，精緻藝術有其不可忽視之學習價值，但為讓學生認識藝術更多元

面貌，研究者透過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們作為範例，讓學生比較多樣化藝術表達，以充實

鑑賞知能的知識基礎，而這也是培養學生論述和批判思考能力之關鍵。帶領學生去思考

再現「性別」的形式有哪些？藝術家在選擇上是否涉及自身經驗的投射與反思？而藝術

家表現的「性別」創作有何種思考性和討論價值？Tom Anderson 認為因為人們乘載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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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化及生長背景，所以個人或特定群體的藝術創作，或多或少會受到社會脈絡影響

（謝攸青，2006）。因此，對藝術作品所欲傳達之意義不能一味地認同或接受，須隨時保

持批判或審視的眼光，時時做到省思的功課。 

2. 「表現」層面：「性別」知識培養多元觀點及創造力 

表現是建立在鑑賞教學的基礎之上，學生依據所學及內在思考，呈現在作品或其他

成果中。由於藝術創作反映著生活與經驗，創作者於題材表現的抉擇階段，會習慣性地

汲取生活中的資料庫，其中必然會含括一定的社會內容，並不可避免地帶入主觀觀點，

以身邊熟悉或歷經過的的人、事、物作為表現（歐陽中石，1999）。因此，教材內容須連

結至學生的相關生活經驗，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輔以媒材、畫面構成與技法等教學作為

引導（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讓學生有貼切的體悟和感受，便有助於藝術經驗學習及

藝術創作的正向發展。 

3. 「實踐」層面：了解「性別」在視覺文化與社會脈動之關係 

鼓勵學生透過藝術媒介去感知、觀察生活，意識到自身「性別」所面臨實際存在的

問題，並試圖在生活中運用更正確、更包容的態度與智慧去應對。建立同理心是瞭解「性

別」的基礎出發點，藉此引導學生分享自己的感受、揣摩他人感受及表達具有深度的想

法，關注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知道世界上有那些知名聯盟或團體致力於性別議題

本身，並身體力行參與性別話題討論或相關活動，嘗試實踐對性別議題發揮一點點的影

響力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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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研發與課程轉化內容 

 

一、 創作轉化的課程設計 

課程與教學是一系列的系統化活動，因此在設計藝術課程方案時，須考量到以下五

種要素：「確認學生必須學習的」、「選擇和澄清適當的觀念和課程的內容」、「因學生學習

型態的不同，融合適切的教學技術，以有效地傳遞知識」、「考量性別及文化社會族群背

景的差異」，以及「設計有效與適當的工具，來評量教學過程的結果」（Dunn, 1995, pp.15-

20）。另外，從黃政傑（1997）之觀點，提出兩種課程組織之重要原則，第一種為垂直組

織法，指的是課程的編排與設計，須考慮到學生的先備知識及學習階段影響，做出次序

性的安排，如由淺入深、由古到今、由單純至複雜、由具體至抽象、由熟悉到不熟悉等；

另一種則為水平組織法，係指課程跟不同領域知識串聯後的統整性，將學習內容拓寬拓

廣，形成平面式的延伸，進而融合成一個跨領域學習的系統課程。以下，將針對「性得

藝彰」課程的教學目標、學習指標、教材編選、教學策略與教學評量項目，作編排設計

的說明。 

（一）「性得藝彰」教學目標 

「性得藝彰」藝術課程中總共包含四個單元，每個單元會發展出至少一個相關概念

或延伸概念的子單元。例如單元一「三生有性」探討圖像中隱含的性別意識，發展出兩

個子單元「性別 Go 不夠？」及「遊走性藝區」，分別從現代多媒體視覺資源及藝術史經

典作品來探討；單元二「藝性相吸」探討女性主義的意義與內涵，發展出三個子單元，

分別是「女性藝術藏寶圖」，主要介紹著名的女性藝術家的創作與成就、「性別化學加工

廠」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的現象、「彩虹小酷兒」則是學習認識並接納多元性別

及各種性別特質；單元三「跨界的性思」主要去認識不同藝術家的性別創作及理論建構

過程，以及分享教師的性別創作作品，另外延伸出子單元「感性計畫」引導學生設計性

別創作的草圖構想與論述；單元四「性理成章」主要為學生的性別創作階段，延伸的子

單元「有色眼睛，無限創造」是創作活動的成果發表，讓學生互相分享創作的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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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啟一連串的討論及激盪過程，將此課程所學的知識表達、發揮出來。 

高中「性得藝彰」美術課程每一個單元的教學內容，須分別對應到不同層次的教學

目標，而課程的教學目標中皆包含認知、情意及技能的內涵。此研究發展的課程中，從

對性別意識的瞭解和省思，訓練學生對藝術中的性別意識有敏銳的嗅覺及解釋能力，便

能夠對各種視覺圖像、媒體持有批判性思考，並學習去接納異己或多元類別與聲音，培

養一個廣大且智慧的世界觀。 

表 5-9 「性得藝彰」課程單元與教學目標對照 

單元 子單元 節數 教學目標 

一、 三生 

有性 

性別 Go 不夠？ 4 1.瞭解現代視覺圖像及藝術史經典中隱含的性別

意識 

2.揣摩畫中表現寓意及創作者意圖 

3.認識媒體圖像中的性別意識，增進性別思考 
遊走性藝區 

二、 藝性 

相吸 

女性藝術藏寶圖 6 1.瞭解女性主義趨勢及女性藝術家成就 

2.探討社會現存之性別問題，對現況有所反思 

3.認識不同性別、性傾向的族群，能用開闊眼光 

面對 

性別化學加工廠 

彩虹小酷兒 

三、 跨界的 

性思 

感性計畫 2 1.藉由教師創作歷程分享，能對創作產生想法及靈

感 

2.運用合適題材及表達規劃性別創作理念及創作

活動 

四、性理 

    成章 

有色眼睛， 

無限創造 

4 1.以適切技法和色彩創造一件具性別意識的作品 

2.藉由創作表達對性別議題的想法感受 

3.透過簡單展演，向同儕解釋作品內涵並能簡單評

論作品意義深刻性 

 

（二）「性得藝彰」課程性別與藝術之學習指標 

根據教育部（2016）的「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高級中等學校）」中的要

點，針對「性得藝彰」課程內容所含之性別學習內涵與指標進行仔細檢視後，可對應出

十種性別學習指標（表格 5-10），詳細的課程所含之性別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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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性得藝彰」課程所涵括之性別學習指標 

生理性別、性傾向、性

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

樣性的尊重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善策略。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

別歧視的消除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語言及符號。 

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性

別意涵分析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尋求改善策

略。 

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

別識讀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的歷史發展，主動參與促進性別平等

的社會公共事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益。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策，並提出看法。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社會的性別與家庭議題。 

性別與多元文化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野。 

    （參考自教育部，2016） 

同時檢視與規劃含有性別內容的藝術教材和教學活動，對應至表 5-11 的美術科學

習重點的學習表現，整理出以下表格提供專家進行課程指標的審核。 

表 5-11 「性得藝彰」課程的性別藝術學習內涵 

單

元 

子

單

元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三

生

有

性 

性別

Go

不

夠？ 

 

4 1. 認 識 媒 體 圖

像 中 的 性 別

意識，增進性

別思考 

2. 瞭 解 藝 術 史

及 視 覺 圖 像

中 隱 含 的 性

別意識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

與圖像的意涵，並表達與溝

通多元觀點。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特

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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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揣 摩 畫 中 表

現 寓 意 及 創

作者意圖 

展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的

關懷及省思。 

藝

性

相

吸 

女性

藝術

藏寶

圖 

6 1. 瞭 解 女 性 主

義 趨 勢 及 女

性 藝 術 家 成

就 

2. 探 討 社 會 現

存 之 性 別 問

題，對現況有

所反思 

3. 認 識 不 同 性

別、性傾向的

族群，能用開

闊眼光面對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

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善策略。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

的歷史發展，主動參與促

進性別平等的社會公共事

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

策，並提出看法。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

社會的性別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

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

野。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特

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人

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

思。 

跨

界

的

性

思 

感性

計畫 

2 1. 藉 由 教 師 創

作歷程分享，

能 對 創 作 產

生 想 法 及 靈

感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

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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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 用 合 適 題

材 及 表 達 規

劃 性 別 創 作

理 念 及 創 作

活動 

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性

理

成

章 

有色

眼

睛， 

無限

創造 

4 1. 以 適 切 技 法

和 色 彩 創 造

一 件 具 性 別

意識的作品 

2. 藉 由 創 作 表

達 對 性 別 議

題 的 想 法 感

受 

3. 透 過 口 頭 分

享，向同儕解

釋 作 品 內 涵

並 能 簡 單 評

論 作 品 意 義

深刻性。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

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

野。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

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美 3-V-2 

能發表多元藝術活動，傳達

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議題

的省思。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 

人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 

省思。 

 

（三）教材資源編選 

教材須依據藝術領域或美術科目的課程綱要進行發展，並且與學習重點環環相扣。

以知識的學習內容為基礎，強調學習歷程及學習表現的重要性，因此能夠激起學生學習

動力，並學會如何透過自己能力學習，方能使學生有機會達到學習目標（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美術課程主要有鑑賞及創作兩個學習層面，鑑賞是個體對外在世界的反應，

需要感性及理性的共同運作，價值判斷過程有賴品味與辨識力的結合（陳瓊花，1999）。

因此，鑑賞方面的教材編選極為重要，適切的教材能引發學生感受、理解及思考，進而

影響創作實踐發揮的深度。依「以學習者為本位之統整」的觀念來看，教材的深度及廣

度，最好配合學生的經驗、意識、興趣與能力等層面，從學習者、課程及大環境間的關

係出發，課程除對自我了解的統整外，更強調自我與課程之間的統整，再到自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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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處世界之間的統整（陳瓊花，2004）。因此，在課程編排上，將針對一些關鍵及特性

進行考量，逐步建築課程之屬性及內容架構，以下列舉三大要素（參考自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2016）： 

1. 針對主題蒐集重點：在安排相同主題時，可透過由淺至深的層次排列，讓學生

循序漸進地學習，並有依據進行比較。因此在選擇作品時，須以經典或較具代

表性的作品或畫家為主。 

2. 與學生的生活有所連結：教材蒐集內容宜包含國內、外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時間、

地域的作品，擴大學生的視覺領域及資訊接受範圍，對藝術學習活動是大有助

益的。因此資料蒐集範圍是跨領域的，包含古代到現代、不同歷史及文化圈，

尤其在科技主導生活型態的今日，也須多接觸與科技、科學結合之型態的藝術

作品。 

3. 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選擇藝術教學內容時，可多考慮學生的身心發展階

段，如以學生的美感階段發展及造形心理特徵作為考量的標準，並於創作活動

上，鼓勵學生創意表現與多元思考。 

基於上述的理念，本研究「性得藝彰」課程的教材編選內容如下表 5-12 所示： 

表 5-12 「性得藝彰」教材編選設計 

單

元 

子

單

元 

教材選用 教學主旨 

三

生

有

性 

 

 

 

 

 

性

別

Go

不

夠 

？ 

 

 

 

【廣告】 

〈女人就該做家事？法國電視廣告遭批下架）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68882) 

〈大雅廚具 | 林志玲代言 | C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947Vu1hok) 

〈BMW 系列廣告-這次很難解釋了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m6chomQSg 

【歌曲／MV】 

玖壹壹〈來去趴踢〉 

透過藝術史

中不同文化

圈之經典作

品，讓學生

認識到性別

配置反映在

藝術上的表

現為何？另

外，藉由歷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688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947Vu1h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m6chomQ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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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oY4Wh-h0w) 

校園民歌：名悅〈俏姑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LMNFXlS6o) 

其他：黃立行〈打分數〉、〈我愛台妹〉；徐懷鈺〈我是女生〉、任

賢齊〈對面的女孩看過來〉；吳克群〈因為妳是女人〉、〈男傭〉；

周杰倫〈算什麼男人〉；江蕙〈家後〉等。 

【宣傳文宣】 

美國 1960-70 年代的商品平面廣告、Google 搜尋引擎廣告 

       

美國番茄醬廣告    Google 搜尋引擎宣導廣告 

【教師作品】 

吳姵儀（1990-），〈人之所欲〉，2011 

吳姵儀（1990-），〈自畫像〉，2011 

史的推移與

觀察，將經

典作品與大

眾文化圖像

作比較，有

哪些不同？

又有那些性

別意識是承

襲至今的價

值觀？ 

 

 

 

 

 

 

 

 

 

 

 

 

遊

走

性

藝

區 

 

 

【藝術史經典作品】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春〉、〈維納斯的誕生〉 

范艾克（Jan van Eyck, 1395-1441）：〈阿莫菲尼夫婦〉 

馬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草地上的午餐〉、〈奧林匹

亞〉 

提香（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烏比諾的維納斯〉 

吉奧僑尼（Giorgione, 1478-1510）：〈入睡的維納斯〉 

鮑格雷奧（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 1825- 1905）：〈維納斯誕

生〉 

【教師作品】 

吳姵儀（1990-），〈終能締結一個盟〉，2016 

吳姵儀（1990-），〈屢敗的叛逃〉，2016 

吳姵儀（1990-），〈聽說是完美打造〉，2016 

吳姵儀（1990-），〈一回眸，百媚生〉，2016 

吳姵儀（1990-），〈自由尋伴〉，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oY4Wh-h0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LMNFXlS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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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性

相

吸 

 

 

 

 

 

 

 

 

 

 

 

 

 

 

 

 

 

 

 

 

 

 

 

 

 

 

 

 

 

女

性 

藝

術 

藏

寶

圖 

 

 

 

 

 

 

 

 

 

 

 

 

【女性藝術家】 

1. 國外藝術家 

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 1887-1986）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 1907-1954） 

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 

狄波拉˙凱莉（Deborah Kelly, 1962-） 

2. 臺灣藝術家 

陳進（1907-1998）、薛保瑕（1956-）、林珮淳（1959-） 

徐薇蕙（1979-） 

3. 相關影片 

《Spectrum of Practice with Deborah Kel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ct95evjSE) 

《粉紅逆襲—徐薇蕙個展｜訪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C7yvFcrYI) 

【女性主義】 

1. 宣傳影片 

《Like a Gi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JQBjWYDTs) 

《1902 年的人想像中的未來女性穿著》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918)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完整中文翻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_Ktq3G9Ws) 

2. 文章社論 

〈黃星樺：一個異男的女性主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4-opinion-huanxinghua-

feminism/) 

〈女性主義的終極成就，是解放男性〉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052) 

〈歐巴馬撰文談兩性平等：我是個女性主義者〉

(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0805/obama-writes-feminist-

essay-in-glamour/zh-hant/?utm_source=fb-

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擁抱女性主義的喬瑟夫高登李維：「別讓性別定義我們是

誰！」〉(http://womany.net/read/article/5388?ref=s_a_relarticles) 

到底有沒有

偉大的女藝

術家？藉由

問題了解學

生的先備認

知，引導學

生思考相關

議題，並介

紹近代藝術

史有成就的

女藝術家故

事及作品。

藉由性別議

題及女性主

義的思考，

讓學生了解

多元性別的

認知意涵，

學習尊重不

同性類別、

性傾向的人

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ct95evj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C7yvFcrY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JQBjWYDTs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9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_Ktq3G9W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4-opinion-huanxinghua-feminis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4-opinion-huanxinghua-feminism/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052
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0805/obama-writes-feminist-essay-in-glamour/zh-hant/?utm_source=fb-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0805/obama-writes-feminist-essay-in-glamour/zh-hant/?utm_source=fb-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0805/obama-writes-feminist-essay-in-glamour/zh-hant/?utm_source=fb-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5388?ref=s_a_rel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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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籍《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Guerrilla Girls 著，謝鴻

鈞譯，2000） 、《空間就是性別》（畢恆達著，2004） 

【教師作品】 

吳姵儀（1990-），〈請寵溺我〉，2013 

吳姵儀（1990-），〈屢敗的叛逃〉，2013 

吳姵儀（1990-），〈不柑為美〉，2013 

吳姵儀（1990-），〈移花接目〉，2016 

 

 

 

 

 

 

 

 

 

 

 

 

 

 

 

 

 

 

 

 

 

 

 

 

 

 

 

 

 

 

 

 

 

 

性

別

化

學

加

工

廠 

 

 

 

 

 

 

【新聞社論】 

〈「男人沒女子同行禁止進入」日餐廳遭轟歧視男性〉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35125) 

〈誰有資格拉羅雪螢的肩帶？〉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10444) 

〈即日起北捷夜間婦女候車區 改「安心候車區」〉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721175) 

〈性別議題 校園惹議〉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5971?issueID=448) 

〈性別觀察：改造蔡英文！？我們期待怎樣的「女總統」？〉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10310?ref=s_a_relarticles) 

〈生活中的性別議題：「租屋限女」是對男性的歧視嗎？〉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9216) 

〈性別平等不只是女性口號，從漫畫開始，讓「平權」成為動

詞〉(http://womany.net/read/article/8050) 

彩

虹

小

酷

兒 

 

 

 

 

 

【性別角色思考】 

法國微電影— 弱勢多數（Majorité Opprimé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m2Lj9DTRI) 

想像一個同性戀是多數，異性戀是少數的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UIB4S6tsU) 

【認識多元性別】 

《踢 vs 跨性別（差異篇）| Difference Between Butch Lesbian & 

Trans man (F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0Y3oAZfw4 ) 

《雙性戀，不貪心 | Things About Bisexual People》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35125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10444
http://udn.com/news/story/7266/1721175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5971?issueID=448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10310?ref=s_a_relarticles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9216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80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m2Lj9DTR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UIB4S6t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0Y3oAZf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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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p2b5QqQX4) 

《中性模特兒 Erika Linder》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4176?ref=readout) 

《從黑夜到白天-中國同性戀群體首次出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ClH2-SNDs) 

【教師作品】 

吳姵儀（1990-），〈無端碎形化〉，2016 

吳姵儀（1990-），〈縛生若夢〉，2016 

吳姵儀（1990-），〈髯一個髮〉，2016 

 

 

 

 

跨

界

的

性

思 

感

性

計

畫 

 

【相關藝術家影片】 

《Judy Chicago's The Dinner Party》

(https://www.youtube.com/?v=LR-5Yvs4hvU) 

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 Lin Pey Chwen—Eve Clone 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4sx-eMcxuU) 

【教師創作作品】 

教師《性˙藝錄》作品分享

(https://www.flickr.com/photos/7582026@N07/?deleted=13999890941) 

教師《性˙藝錄》展覽現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gYAhNPp2g&feature=youtu.be) 

藉由教師的

創作實踐歷

程，激發學

生們對創作

的想法，並

思考如何做

展出規劃。 

 

範例挑選在教材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反映出教學者的自主意識和思考型

態，更直接影響到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的觀點及態度。本研究中的範例是以循序漸進、由

淺入深的方式分為三種類別，而研究者（教師）的作品內涵皆包含此下列三種類別之中：

第一種是具有性別意識或性別刻板印象的範例；第二種為女性主義內涵相關的範例；第

三種為多元性別知識的範例。三種類別是以時代內涵的走向作為分類的基準點，依據性

別議題發展的內涵進程進行編排。首先，第一類的當代大眾視覺圖像範例，能引導學生

聯結生活經驗，理解性別意識如何被塑造與建構，並從中檢視自身的性別意識，進而學

習如何鑑賞經典藝術所含之性別內容，第一類別範例是為了引起學生關注性別議題本身。

第二類別的範例，目的讓學生瞭解女性藝術家在社會遭逢的困境，以及女性在藝術史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p2b5QqQX4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4176?ref=readou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ClH2-SN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5Yvs4hv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4sx-eMcxuU
https://www.flickr.com/photos/7582026@N07/?deleted=1399989094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gYAhNPp2g&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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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聲的原因，藉此反思兩性間的不平等關係。最後，第三類範例主要讓學生理解多元性

別議題，以社會時事的觀點促進學生思考性別的多樣性，和學習如何包容異己。而其中

延伸探討內容包括：理解性別意識如何被塑造、運用鑑賞之能分析經典藝術中的性別意

識、識讀當代視覺圖像或多媒體中的性別指涉、探討藝術史女性角色的缺席、解讀女性

和跨性別藝術家的創作理念、了解性別特質二元論的弊病與轉變、認識多元性別的意義

等等。 

 

（四）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包含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和所安排的教學活動。「性得藝彰」課程中所

設計使用的教學方法，主要有講述教學法、討論教學法及發表教學法，教師不僅僅做為

傳遞知識的角色，更是一位輔助者、引導者的角色，帶領學生從發現問題、討論互動與

意見發表的過程中，逐步學習並建構起知識體系。教學活動方面，包含影片欣賞、分組

活動、學習單撰寫、實際創作等等，採用多元的教學及學習方式引發學生的興趣及思考，

進而提高學習的價值性和營造師生間活絡的互動氣氛。在鑑賞層面，要求學生能以描述、

分析、解釋與價值判斷四個步驟來品鑑藝術作品；在表現層面，則強調個別差異、多元

化教學，以及教學資源的廣泛應用。然而，為了避免二分法，教學活動中的表現與鑑賞

層面可相互統合於過程中使用，鑑賞的過程不只有單一的方式，亦可融入表現的教學活

動來帶領，而表現的教學活動中亦能設計鑑賞領域的學習作為插曲（陳瓊花，2004）。 

教師在教學前，需構思如何打造一個良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除了選擇適切的性別

相關學習材料外，在對象、時間、教學過程等因素的考量也需容納進來。以下針對重要

考量項目作說明。 

1. 教學對象 

學生的年齡層是規劃教學內容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青少年階段在心理及認知發展

階段與兒童不同，因此經考量而設計的教學方法與教材是有其重要性的。本研究教學對

象設定在高中階段，與兒童時期相比，青少年的思考較多元也較高明，有主要三種特徵，

第一為能夠考慮到各種因素，能針對非眼前所見之事物加以推理想像；第二為透過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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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思考，能夠幫助青少年理解他人的立場及看法，而達到「推己及人」的層次；第三

為系統化又抽象的思考能力，除了直觀感受，青少年能深入內在去探討「為什麼」及「如

何去做」等問題，並予以理由解說（Keating, 1980）。另外，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

青少年時期已達到形式運思期的發展階段，成熟的思考方式能使個人適應愈趨複雜的社

會需求。因此，給予此階段的學生充分的思辨訓練機會是必須且適切的。 

2. 教學時間 

良好的教學時間規劃和妥善運用，能讓學生的學習狀態保有一定的品質。學習者皆

需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激發過程，去意識到性別角色本身的多元特質，並對自身的性別意

識有更深一層認知，體會個體的性別角色在人生階段有諸多轉變和可能性，並且隨著文

化、時間和族群而有差異性。Terenzini 於 1995 年的研究發現，學生在未來工作環境中

鮮少機會應用學校所學之知識，但其所擁有之思辨能力，卻能幫助其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反而更為受用（謝臥龍主編，2002）。然而，這方面的引導和論證，需要花較長時間去做

基礎奠定，因此必須篩選探討對象之必要性，以安排其優先順序，而非將教材一股腦兒

塞進學習者的腦裡。 

3. 教學內容與過程 

教師須提供支持性、開放且無性別歧視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氣氛，鼓勵學生平等發言

機會並且賦權（empowerment）。然而，需要考慮到男、女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特質不同，

例如女學生傾向於認真去思考及回應問題，但有時候會比較羞於表達個人意見，若採取

團體討論策略，相對可以提高他們的發言意願；男學生比較活潑好動，勇於發表自身觀

點和積極加入討論，但會為了成為焦點而刻意挑戰老師，因此教師必須注意盡量避免以

男學生為中心的互動，適時做一些調整和停損點。根據謝臥龍（2002）的建議指出，透

過教學過程的期待設定，可以增進教與學之間的效能，以下歸列出六點以提供教學方案

設計時參考： 

（1） 教師扮演引導者及促發者之角色 

（2） 強調接納及包容差異、多元化之互動過程 

（3） 以幽默方式化解學生問題行為 

 



163 

 

（4） 多給予傾聽，適時給予讚美及鼓勵 

（5） 賦予權力 

（6） 給予充分的思考及發言時間 

4. 學習單設計 

學習單能反映出學生的階段性學習之成效，因此設計「性得藝彰」課程學習單時，

須確定書寫內容與教學內容帶有高度連結，方能觀察出教學歷程中學生對性別議題的看

法與瞭解度。本研究中，學習單是依據教案子單元的名稱及順序進行設計，每份學習單

的標題名稱，與其所屬的子單元名稱相同，並計畫教師於課堂中引導學生書寫。經過專

家審核的意見中，指出學習單的書寫時間安排，以及範例篩選是極為重要的部分，而同

時亦考量教師如何引導書寫。因此，每份學習單皆有其代表的「性別意識」作為主軸，

在分別扣緊教材單元中的知識內涵，讓學生在吸收新知識與集思廣益之餘，能透過學習

單將所學知識進行再次回溯與整理，以達到學習內容的再次加深與聚斂過程。 

 

（五）教學評量 

評量（assessment）是強調從各種可能之途徑，蒐集全面或是多元化的資料，進行比

較和分析，以綜合、研判與詮釋某事物的價值。評量包含兩層面的意涵：其一為資料的

蒐集，其二為對資料的判斷；其中資料的蒐集，包括質化與量化的資料（黃政傑，1994）。

例如，評量部分包含課堂參與、討論及發表、學習單、創作作品及創作理念等，從不同

層次去看待學生的學習成果，方能顧及到其全面性及公平性。   

「性得藝彰」課程中，分為兩部分評量概念還審核學生的學習狀況和學習成效。第

一部分為形成性評量，每一個單元的開頭，皆設計有性別的問題討論作為引導及開端，

因此小組討論與個人意見表達，是此部分的重點。第二部分為總結性評量，包含個人創

作及學習單書寫，個人創作須扣緊性別議題相關的描寫和論述外，更須觀察學生如何展

現內化後的性別知識，如何以藝術的手法將概念再現；學習單能檢驗出學生性別知識的

學習狀況，更能鼓勵學生將課堂所學轉化為個人思考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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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性得藝彰」課程評量表設計 

項目 標準 分數 

 

形

成

性

評

量 

 

觀 

察 

評 

量 

（30%） 

個人 

表現 

（15%） 

上課專心聆聽。  

認真參與討論。  

能依循指示，正確回答問題。  

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分組 

活動 

（15%） 

能與小組成員分工合作。  

能與小組成員充分交流、討論議題。  

用心投入與小組成員的共同創作活動。  

能幫助有需求的小組成員。  

 

 

 

 

 

 

總

結

性

評

量 

 

 

實 

作 

評 

量 

（40%） 

形式 

（20%） 

構圖的比例掌握  

色彩與技法的運用  

作品完成度  

內容 

（20%） 

能結合課堂所學與自身性別意識思考  

能建構性別創作的論述與內涵  

作品能反映社會中的性別議題  

作品內涵符合性別主流化的精神  

學 

習 

單 

（30%） 

三生 

有性 

（10%） 

性別 

Go 不夠? 

能清楚認知廣告圖像中所隱含的性

別意識和刻板印象問題。 

 

遊走 

性藝區-1 

能了解藝術史經典中所含的背景意

義中及其性別意識。 

 

遊走 

性藝區-2 

能針對不同作品所描繪的維納斯圖

像，省思「美」的價值意義。 

 

藝性 

相吸 

（10%） 

女性藝術

藏寶圖 

能透過 Judy Chicago 的作品《晚宴》

瞭解女性主義的意涵。 

 

一起，打

游擊！！ 

能認識一位女性藝術家的生命故事

及其創作內涵。 

 

彩虹 

小酷兒 

能了解多元性別意義，並表達對相關

性別作品和社會活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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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 

成章 

（5%） 

有 色 眼

睛，無限

創造 

能清楚說明自己的創作構思、表現方

式及創作論述。 

總

結 

「性得藝彰」課程評量表，係根據美術三大學習構面（表現、鑑賞、實踐）和性別議

題學習內涵之重點進行設計，運用不同階段性和不多元式檢核學生學習狀況，以兼顧

知識面學習、情意學習及實踐表現。 

 

二、 教學計劃之發展與訂定 

（一）「性得益彰」課程組織架構 

「性得藝彰」課程目標中共有三個面向，分別是：1.欣賞及瞭解不同時代與文化背

景的藝術品及其性別意識、2.認識女性主義及相關藝術家作品，及藝術中的多元性別思

考及 3.應用視覺元素去表達個人對性別議題之看法和省思，此三面向皆包含課程中的四

個單元與其單元目標，四個單元中更設計有「相同概念、不同內容」之子單元，增加課

程活潑性，再藉由這些課程與單元設定，挑選並發展教材資源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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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性得藝彰」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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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時間與階段 

「性得藝彰」美術課程共有八週，每週 2 堂課，共計 16 堂課，每堂課 50 分鐘，共

計 800 分鐘。課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概念式引導，運用生活化的例子開啟

性別議題討論，進入鑑賞課程，並帶領學生了解藝術史經典作品中的性別意識；第二階

段開始探討性別議題，解說女性主義的意義及開端，介紹知名的女性藝術家和其相關作

品，激發學生的興趣和了解動機後，便帶領學生更深一層瞭解近代多元性別課題，拓展

學生的想法並使其產生省思。第三階段為創作活動的實踐，將前三階段的課堂中所學，

應用於創作活動之中，其中包含創作性別議題作品、發想創作理念以及成果分享，與同

儕一同討論創作中的理念，並提出相關反思及建議。 

表 5-14 「性得藝彰」課程階段與教學說明 

週

次 

堂

數 

階段 學

習

構

面 

教學 

單元 

教學目標與重點 主要教學活動 

第一

週、

第二

周 

（共

4

堂） 

第 一 階

段：「性

別 」 概

念引導 

鑑賞 

 

 

三生 

有性 

1.瞭解藝術史及視覺圖像中

隱含的性別意識。 

2.揣摩畫中表現寓意及創作

者意圖。 

3.認識媒體圖像中的性別意

識，增進性別思考。 

1.PPT 欣賞及導入 

2.課堂小活動 

3.分組討論 

4.教師講解與總結 

第三

週、

第四

週、

第五

週

（共

6

堂） 

第 二 階

段： 瞭

解 女 性

主 義 、

多 元 性

別 及 氣

質 之 探

討 

鑑

賞、

表現 

藝性 

相

吸、

跨界

的性

思 

1.瞭解女性主義趨勢及女性

藝術家成就。 

2.探討社會現存之性別問題，

對現況有所反思。 

3.認識不同性別、性傾向的族

群，能用開闊眼光面對。 

1.女性藝術家介紹及作品賞

析 

2.認識多元性別 

3.社會現象討論 

4.小組創作活動 

5.小組發表 

6.教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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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週、

第七

週、

第八

週 

（共

6

堂） 

第 三 階

段 ： 性

別 藝 術

作 品 的

表 現 與

討論 

表

現、

實踐 

 

跨界

的性

思、

性理 

成章 

1.藉由教師創作歷程分享，能

對創作產生想法及靈感。 

2.運用合適題材及表達規劃

性別創作理念及創作活動。 

3.以適切技法和色彩創 

造一件具性別意識的作品。 

4.藉由創作表達對性別議題

的想法感受。 

5.透過簡單展演，向同儕解釋

作品內涵並能簡單評論作品

意義深刻性。 

1.介紹藝術家 Judy 

   Chicago 及林珮淳 

   的作品及展覽 

2.分享教師《性˙ 

   藝路》展覽歷程 

3.分組討論主題 

4.個人創作發想 

5.創作活動 

6.創作成果分享發表 

7.教師評價與總結 

 

以上表格中的教學進程三階段，是以由淺入深、由抽象到具體化的學習內容為考量

去規劃分類，並且由現在回溯到過去，再藉過去觀看當下、反思未來。每個課程階段內，

必須包含一種藝術領域的學習構面，並運用教學目標與重點的陳列，訂定所對應之學習

構面的內涵和具體作為。 

（三）「性得藝彰」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材應依據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進行發展，教材之設計應扣緊學習重點，除了知 

識內容的學習之外，更強調學習歷程及學習表現的重要，以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

學習，使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達成其學習目標（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11）。確立教材編

排內容以及主要教學活動後，發展「性得藝彰」美術課程的詳細的教學歷程與設計，包

含如何引起動機、主要教授內容及教學活動等，並以簡要的結語針對美個子單元課程做

教學目的和意義的總結。 

設計為期八週的「性得藝彰」課程活動，以藝術教育理念為基礎，以「性別意識」

為軸發展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中藝術領域的「表現」、「鑑賞」及「實踐」三大學習構面，

並依據不同構面的內涵，逐層鋪排於教學之中。「性得藝彰」教材設計有兩個重要的向

度，增添學習活動的活潑度與深刻性：第一向度為「A/R/Tography」中的藝術家身分，

也就是研究者性別創作的歷程，這是一個包含自我性別意識挖掘、性別議題研究、性別

創作草創發想、性別創作的製作、性別創作展覽的呈現及性別論述的生產與建構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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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從自身經驗實際感受與分享，讓學生瞭解性別議題與藝術之間的關係與共同開展

的巧妙姓，藉此有效地訓練學生探索自身與外界的性別課題，以及將抽象化概念以具體

化方式呈現的能力；第二向度為具啟發性學習意義的課堂活動，包含個人自畫像活動、

小組共同創作活動、個人性別創作與分享活動等，讓學習者能夠從自身性別意識出發，

瞭解週遭人群、社會集體的性別意識和性別價值觀，訓練敏銳觀察、發現問題與批判思

考的能力，針對問題表達論述與闡釋想法，培養個人未來參與實踐的契機。 

表 5-15 「性得藝彰」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能藉由日常

生活的觀察

經驗，檢視

自身的性別

意識。 

 

能解讀視覺

圖像中隱含

之性別意

識，並提出

見解。 

 

透過藝術鑑

賞，培養反

省與批判性

思考能力。 

 

能從作品意

義、作者意

念、社會文

化及性別觀

點等面向下

第一單元：三生有性（共兩週） 

子標題：性別 Go 不夠？（第一週）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 

i. 你們看過這些視覺圖像或 MV 作品嗎？說說你們看到了甚麼？ 

ii. 這些流行文化的作品中，是否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 

（二） 教師舉例說明： 

1. 在視覺傳媒的廣告、海報、招牌、告示牌等中的性別分配，如果倒

過來你覺得如何？為什麼？ 

2. 西蒙波娃曾云：「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塑造而來的。」 

二、 主要活動 

（一） 「自畫像不像」速寫小活動：畫出平日裝扮的自己，包含髮型、衣著和

配件等。畫完後，教師請同學們兩兩分為一組，互相討論、觀察作品中

所的性別意識，並請幾位同學上台分享。 

（二） 教師分享現代流行視覺圖像及多媒體影音作為範例，提供給學生做分

組討論。 

1. 廣告：〈女人就該做家事？ 法國電視廣告遭批下架）、〈BMW 系列廣

告—這次很難解釋了吧！〉 

2. 歌曲/MV：玖壹壹〈來去趴踢〉、黃立行〈打分數〉、吳克群〈因為妳

是女人〉、周杰倫〈算什麼男人〉、江蕙〈家後〉 

3. 社會討論或新聞：〈性別歧視存不存在？讓 Google 搜尋引擎告訴你〉 

4. 宣傳文宣：美國 1960-70 年代的商品平面廣告、捷運燈箱廣告、網

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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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判斷。 

 

 

 

       

美國番茄醬廣告    Google 搜尋引擎宣導廣告 

（三） 教師抽籤出不同組別的男女，發表對不同範例的看法及討論結果。 

1. 小組針對不同類別例子作討論，教師抽籤出不同組共兩位學生，發 

  表組內討論的內容，並對於他人不同想法提出回應。 

2. 教師作總結，給予發表者們意見及回饋，並運用開放式的答案，提 

  供學生廣泛的思考空間。 

（四） 引導學生書寫學習單「性別 Go 不夠？」乙張。（共 20 分鐘） 

三、結語 

從日常熟悉的流行文化素材，開啟學生動機和興趣，並透過反思自身性別意

識，擁有深刻理解及感受。 

 

子標題：遊走性藝區（第二週）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我們在課堂討論過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意識；請想想看，世界

各大博物館內的經典藝術作品，是否也暗藏著歷史中的性別意識？ 

三、 主要活動 

（一） 透過經典藝術作品及教師作品，引導學生了解藝術中所指涉的性別意

識，並思考社會的風氣及價值觀。 

（二） 教師根據鑑賞的步驟：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引導學生鑑賞藝術作

品，並於課堂帶領實際練習。並讓學生分組競賽，針對不同作品上台進

行鑑賞的演練。 

（三） 教師分享《性˙藝錄》個展第一系列「古挪今用」作品，並引導學生書

寫學習單「遊走性藝區-1」及「遊走性藝區-2」共兩張。（分別在前後兩

堂課書寫，各 25 分鐘，共 50 分鐘） 

四、 結語 

連結上階段所學，帶學生認識經典藝術作品，並比較教師的挪用作品，刺激

學生去思考其中的性別意識，以及挪用語彙的承接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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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女性

主義的意

涵，以及其

在藝術史上

的貢獻與成

就。 

 

能從作品意

義、作者意

念、社會文

化及性別觀

點等面向，

下價值判

斷。 

 

透過視覺藝

術、媒體欣

賞，敞開心

胸去了解、

包容不同性

傾向的人

們。 

 

了解個體皆

為獨一無

二，學會尊

重他人、並

珍愛自己。 

第二單元：藝性相吸（共三週） 

子標題：女性藝術藏寶圖（第三週）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 

1. 你們可以舉出三位女性藝術家的名字嗎？ 

2. 你們覺得男性藝術家的作品和女性藝術家作品有沒有差別？說說

想法。 

（二） 用 Power Point 播放作品圖片，讓學生猜猜哪些作品是男性藝術家畫

的？哪些是女性藝術家畫的？ 

二、 主要活動 

（一） 透過問題，激發學生思考「是否有偉大女性藝術家？」，討論藝術史中

女性的缺漏現象及原因，以及藝術領域的性別配置狀況，並介紹《游擊

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一書鼓勵學生閱讀。 

（二） 讓學生討論「藝術作品是否有男女特質之分？」，藉以打破既存性別框

架及價值觀，並分享不同男女藝術家作品，強調作品的風格和質感，取

決於每個人的個性及養成，而非性別差異。 

（三） 講解女性主義的起源和內涵，並介紹女性主義相關藝術家，如 Frida 

Kahlo、Judy Chicago、Deborah Kelly、薛保瑕、林珮淳和徐薇蕙等。 

      

 

 

 

（四） 引導學生書寫「女性藝術藏寶圖」學習單乙張（共 25 分鐘）。 

三、 結語 

以拋出問題的方式，刺激學生思考女性藝術家議題，探討女性主義的內涵與

歷史，並進一步思考以女性、甚至多元性別角度出發的性別平等議題。 

子標題：性別化學加工廠（第四週）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拿出報紙或雜誌，找一段標題及內文並朗誦，詢問學生：「在日常

生活中，遇到跟性別有關的情境或資訊，讓你想不透或感到不舒服？」，

Judy Chicago, The Dinner  
Party, Ceramic, porcelain,  

textile, 1979 

林珮淳，《夏娃 Clone 肖像》，壓

克力鋁框、聚光燈、3D 動態全

像攝影，46*58*4c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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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討論其中含有性別歧視的部分。 

（二） 教師提問：「你們知道近年臺灣有名的彩妝師、服裝設計師和奧運選手，

有哪些人嗎？你們覺得職業跟性別有什麼關聯性？」 

二、 主要活動 

（一） 引導學生書寫上週關於女性藝術家的學習單「一起，打游擊」學習單乙

張。（共 30 分鐘） 

（二） 以小組討論和競賽方式，提供生活周遭所觀察到的性別議題。 

（三） 「貼出一封性」圖像拼貼活動：教師自備不同男女形象的圖卡，請學生

以小組為單位，上台將若干圖卡排列出一幅畫面，並且解說畫面中的性

別意涵，其他組成員可提出質疑或發問。 

（四） 教師並針對每一組的拼貼及解說表現，做評價與總結。 

三、 結語 

承接女性主義的概念，從打破性別刻板的方式，到關注性別平權的方向，引

導學生思考社會情境的現象，跳脫性別框架和桎梏，用廣闊的態度去認知並

接納。 

子標題：彩虹小酷兒（第五週） 

一、 引起動機 

教師分享法國微電影《弱勢多數（Majorité Opprimée）》，並和學生討論影片中

呼應或反諷的社會價值觀。 

二、 主要活動 

（一） 相關影片：踢 vs 跨性別（差異篇）》、《中性模特兒 Erika Linder》、 

〈性別平等不只是女性口號，從漫畫開始，讓「平權」成為動詞〉、《從

黑夜到白天-中國同性戀群體首次出鏡》、同性戀 Youtuber 的親身經歷

分享。 

（二） 引導學生書寫學習單「彩虹小酷兒」乙張。（共 30 分鐘） 

三、 結語 

探討近代多元性別的議題，帶領學生理解第三階段女性主義的終極關懷目標。 

能妥善規劃

創作表現內

容及形式。 

 

能學習如何

從創作者及

第三單元：跨界的性思（共一週） 

子標題：感性計畫（第六週） 

一、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 

1. 面對世界的趨勢及人類所處的現況，你想對「性別」議題做些甚麼？ 

2. 你能站在與自己相同、不同性別或性向的人的角度，來面對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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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角度策

畫藝術展

覽。 

這個社會嗎？ 

二、 主要活動 

（一） 教師分享藝術家們的性別意識展覽及代表作品，挑選本研究中探討的

三位藝術家，分別為 Judy Chicago、Deborah Kelly 及徐薇蕙。 

（二） 教師介紹自己創作及策展經歷，並針對《性˙藝錄》展覽作解說及分享。 

1. 創作發想的過程 

2. 草圖及系列設計 

3. 媒材及表現方式篩選 

4. 創作理念的梳理及呈現 

5. 展覽空間規劃及布置 

        

系列三「身體之外」創作過程     《性˙藝錄》個展會場 

三、 結語 

透過介紹代表性藝術家之展覽及其作品，以及教師創作歷程實踐和展覽策畫

經驗，指引學生嘗試將想法轉化為創作，並透過畫面元素及創作理念與他人

溝通分享。 

能具體呈現

出創作理念

及展覽構

想。 

 

透過與他人

溝通互動，

給予不同創

作評價及解

讀。 

 

能反思並提

出自己學習

成效的改善

第四單元：性理成章（共兩週） 

子標題：有色眼睛，無限創造（第七、八週） 

一、 主要活動 

（一） 引導學生們回溯自身的性別經驗，結合課堂所學之性別意識觀察力，進

行創作的發想及規劃。 

（二） 依據教師所講解的「挪用」手法，進行性別議題相關創作。 

（三） 「性別畫有話」活動：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互相分享自己的作品。討

論時間結束後，教師要求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上台，輪流扮演藝術家解

說自己的創作理念，其他組員則扮演相關團體（藝術團隊、爭取性平之

團隊或相關單位），藉由問答或解說的方式，了解創作者作品內涵及其

欲探討之性別問題，並討論可能合作和推廣之方案，台上同學亦可向台

下徵詢意見，台下同學亦可主動參與台上的議題討論。此活動即讓學生

透過不同身分和角度，運用批判性思考看待性別議題，並共同討論可實

踐及增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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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四） 教師做結尾：針對台上同學分享的作品，提出一些問題和回應，給予學

生們思考和激盪，並對發表者的表現予以鼓勵、評價及建議。 

（五） 引導學生撰寫創作發想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乙張。（共 30 分

鐘） 

二、 結語 

透過實際的創作及講解作品經驗，讓學生體認到知識傳達、議題參與不僅是

透過文字，更能以藝術形式去身體力行與發聲。而這些行動都得靠緊密的邏

輯思考去構築，並同時站在設身處地及同理角度，才能成就有意義的同理及

對話。 

根據表 5-15 的內容，教學主軸包括認識「性別意識」、瞭解性別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透過課程內涵發展具「性別意識」的創作，其教學目的在於建立學生對「性別意識」的

認知與覺察，透過課程知識的學習以及藝術創作的發揮，能對自己、他人與社會能有深

刻的包容與理解。考量到性別議題可能過於嚴肅或敏感，藝術理論可能過於艱澀難懂，

因此課程設計須要顧及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交流互動，使課程能跳脫單一線性

講述法的模式，以活潑具互動性的學習活動取而代之，例如針對議題所衍生的師生問答、

分組討論、探討「性別意識」小組共同創作等，活絡學習氣氛並啟發學生欲解決未竟議

題的學習動機。例如，第一單元子中設計有「自畫像不像」個人速寫活動，透過對自我

樣貌的描繪，窺探微而不察的性別意識，並另外有分組活動討論視覺圖像中隱含之性別

意識；第二單元中設計有「貼出一封性」的小組共同創作活動，運用現成素材在黑板上

進行有意義的拼貼，探討完成圖像的性別指涉性；另一個子單元「彩虹小酷兒」，安排學

生觀賞性別微電影之後，與小組成員及教師針對影片中性別內容作討論及想法發表；第

三單元設計有「感性計畫」活動，師生將針對如何關注社會上潛藏的性別問題進行討論；

第四單元規劃有以小組為單位的「性別畫有話」創作成果分享，主要讓學生們思考如何

進行性別創作、抒發所習得之性別知識。每一個活動的尾聲，教師皆須與學生一同仔細

探討性別內容，讓學生能對藝術與性別認知產生意義連結，並對自我與群體有所同理及

懂得反思。  

 



175 

 

第四節 美術課程之專家評鑑結果 

 

三、 專家背景資料與挑選 

由於本研究研發高中階段的美術課程，因此邀請相關領域及教學經驗的專家進行課

程設計的審核與評鑑。其中包含高中美術科專任教師，以及大學美術相關科系的教師共

五位，分別有三位為現任高中美術科教師、兩位為現任大學美術相關科系教師。 

表 5-16「性得藝彰」課程評鑑之專家名單 

編號 現職 最高學歷 專長 

01 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教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藝術創作、藝術教育 

02 大學教職 美術研究所博士 藝術創作、藝術教育 

03 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藝術史、藝術創作、藝術教

育 

04 大學副教授 美術教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藝術教育、美學、藝術史、

藝術鑑賞與評論、藝術創作 

05 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藝術創作、藝術教育 

在「性得藝彰」課程中，教材編選、教學活動、學習單及創作表現為課程學習的重

點，其中皆包含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之內涵，評斷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學習效果，因此需

要專業領域的專家進行評估及審核，以確保此課程設計的架構及內涵品質。藉由不同專

家的經驗及專業知識，提供研究者在藝術課程研發上的專業建議及見解，以進行課程轉

化行動的反思、回饋及修正。 

 

四、 藝術課程「性得藝彰」之專家意見與修正情形 

為呈現出專家們給予意見的具體樣貌，以問卷形式整理出研究者的回覆與修正狀況。

「性得藝彰」美術課程共有四個子單元，皆包含教學內容、教材及學習單等供專家評鑑，

每個單元整理成一個表格，並針對每一個單元的「教學目標」、「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

質內涵」及「藝術領域學習表現（美術科）」做對照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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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第一單元「三生有性」評鑑結果與修正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A. 

三

生

有

性 

性別

Go

不

夠？ 

 

4 4. 認 識 媒 體 圖

像 中 的 性 別

意識，增進性

別思考 

5. 瞭 解 藝 術 史

及 視 覺 圖 像

中 隱 含 的 性

別意識 

6. 揣 摩 畫 中 表

現 寓 意 及 創

作者意圖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

與圖像的意涵，並表達與溝

通多元觀點。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特

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

展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的

關懷及省思。 

 

遊走

性藝

區 

一、 教學目標 

A-I-1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01 號專家：美 2-V-3 應不用列。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除經典藝術外，流行圖像亦有其藝術的歷史脈絡，同時兼具人類文化內涵

的差異性及共通性，因此教材及教學內容上可對應至美 2-V-3 的意義。 

◆05 號專家：建議更具體提出學生需討論之議題與分組方式、討論方法。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已於教學活動設計中增加敘述議題討論的流程和細節。 

 

A-I-2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無專家提出建議。 

 

二、 學習單 

學習單（一）：性別 Go 不夠? 

A-II-a-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01 號專家：可採 Feldman 先描述、再分析詮釋及判斷更佳。 

修正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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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增加學習單中的問題個數，以 Feldman 的藝術批評四層面循序漸進且明

確地引導學生回答問題。 

 

A-II-a-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4 號專家：建議此學習單關於美感部分的引導可再加重些。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已運用 Feldman 的藝術批評四層面引導學生美感部分的觀察和思考。 

 

A-II-a-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1 號專家：20 分鐘若含討論時間則適合。 

◆02 號專家：時間宜增加。 

◆03 號專家：時間可以減少一點！！ 

◆05 號專家：學生對於兩週的講述與討論，恐有吸引力少、注意力不足之慮。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書寫時間包含教師引導討論，此單元課堂上有速寫、分享小活動，藉著活

動引導學生思考自我的性別意識，作為開啟性別議題學習的動機。 

 

學習單（二）：遊走性藝區-1 

A-II-b-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01 號專家：第四題是指 Van Eyck 作品還是姵儀的作品？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第四題是針對研究者的作品提出問題。已於題目上增加文字引導，讓學生

知道題意所指之作品。 

◆05 號專家：藉由名作與教師作品對照，應確實能激起學生對藝術史之連結感。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修改題目問句的方式，將兩幅作品提問的質量趨於一致。 

 

A-II-b-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1 號專家：此處亦可以給一個空白繪圖區塊表現。 

◆05 號專家：建議第二週即可讓同學討論、分享對教師作品看法，或進行簡單實 

            作。 

修正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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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已在學習單中增添創作發揮的小區塊，並併入學習單書寫及討論時間內。 

◆02 號專家：感覺圖例使用可增加，目前過少比較圖。「遊走性藝區-2」的學習單就

不錯，有若干張比對比較有趣！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本單元三分學習單設計是循序漸進的，從圖片內涵的便是難易度、數量等

考量，因此每一份的圖例安排皆不盡相同。 

 

A-II-b-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3 號專家：時間太短！！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此學習單的問題設計依據藝術鑑賞的內涵和步驟，除須教師引導外，亦需

要思考空間及時間。上一張學習單已帶學生實際操練過鑑賞步驟，但考量到即興創

作小區塊，因此修改原作答時間 15 分鐘為 25 分鐘。 

 

學習單（三）：遊走性藝區-2 

A-II-c-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無專家提供建議。 

 

A-II-c-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無專家提供建議。 

 

A-II-c-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無專家提供建議。 

 

 

表 5-18 第二單元「藝性相吸」評鑑結果與修正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B. 

藝

性

女性

藝術

藏寶

6 4. 瞭 解 女 性 主

義 趨 勢 及 女

性 藝 術 家 成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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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吸 

圖 就 

5. 探 討 社 會 現

存 之 性 別 問

題，對現況有

所反思 

6. 認 識 不 同 性

別、性傾向的

族群，能以開

闊眼光面對 

7. 透 過 共 同 創

作活動，理解

並 反 省 自 己

的性別意識 

 

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善策略。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

的歷史發展，主動參與促

進性別平等的社會公共事

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

策，並提出看法。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

社會的性別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

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

野。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特

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人

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

思。 

性別

化學

加工

廠 

彩虹

小酷

兒 

一、 教學目標 

B-I-1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01 號專家：教學目標能否納入「藝術創作表現」？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第四週「性別化學加工廠」子單元中，設計有「貼出一封性」的小組創作活

動，係透過共同創作方式，分享並討論團體互動下的性別意識，而此單元的藝術創作

可作為反省自我及檢視階段性學習成果之表現，因此研究者另增添教學目標「透過

共同創作活動，理解並反省自己和他人的性別意識」。 

 

B-I-2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03 號專家：可能無法完全體會”圖意”！！（作品中深入之涵義，以高中生之年紀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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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教師在挑選每一張圖片時，皆將作品內涵及解說方式考慮在內，調整以高

中生能夠理解的程度進行介紹及引導。 

 

二、 學習單 

學習單（一）：女性藝術藏寶圖 

B-II-a-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02 號專家：Judy Chicago 的作品對學生的理解而言太難了，應該找例如歐姬芙比

較好。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歐姬芙的作品與 Judy Chicago 的《晚宴》同樣使用花朵作為女性意像，但

Judy Chicago 的女性主義思考更為切題且直接，因此對學生而言反而不難理解。再

者，研究者於《性˙藝錄》展覽中製作《移花接目》作品向她致敬，因此作品內涵上

更能連結教學主題。 

B-II-a-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2 號專家：應先介紹游擊女孩或相關女性藝術家歷史，再個別介紹，宜往後挪。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將女性主義及《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一併講解，再介紹相關女性

藝術家，並將下週學習單「一起，打游擊！！」往前挪至第三週第一堂課解說後書

寫，學習單「女性藝術藏寶圖」於第三週第二堂教師帶領一同討論書寫。 

◆05 號專家：可依年代順序挑選經典代表作品，以利學生對性權進展更了解。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已在教材編選中做調整。 

 

B-II-a-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5 號專家：可再加長時間至半小時或更長。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因前導部分針對女性主義歷史、內涵的知識建構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學習

單書寫並不能佔據太多時間。考量到專家對書寫難度的疑慮，學習單將在以教師帶

領下書寫，並且將書寫時間延長至 25 分鐘作為緩衝。 

 

學習單（二）：一起，打游擊！！ 

B-II-b-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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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專家提供建議。 

 

B-II-b-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2 號專家：學習單名稱的”打游擊”會讓人一時不解題意，除非相關專業人士才會

知道從書本《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取名而來。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在第二單元教師解說女性主義歷史時，會一起推薦並介紹此書，因此學生

能夠藉課堂所學掌握標題意涵。另外，書寫內容的呈現為學習單重心，因此標題對學

生的理解力影響應該不大。 

◆05 號專家：可加入我於學習單之加注。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針對學習單最後的兩道問題，進行調整和修改。第一道問題修改為「你認

為藝術家成長經歷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道問題修改為「藝術家作品令

你印深刻的是？從作品中你獲得什麼啟發？」 

 

B-II-b-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5 號專家：蒐集資料時間可計算考慮進去。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為避免學生付出課堂額外時間蒐集資料，課堂上教師會讓學生在書寫時

間內，給予參考書籍或上網查詢的時間。 

 

學習單（三）：彩虹小酷兒 

B-II-c-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05 號專家：針對臺灣在意之同婚議題，即可做許多探討延伸。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除在教活動內加入同性婚姻議題的探討外，另外在學習單部分增加其脈

絡的書寫，設計結合社會時事之學習內容。 

 

B-II-c-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1 號專家：置放作品之意義？否則佔了一些空間可惜。 

◆02 號專家：下面圖例與上方的關聯？下方圖是否能替換更貼切的例子？ 

◆04 號專家：建議在進行學習單前的教學引導部分，可以先行就相關藝術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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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賞析引導。 

◆05 號專家：可更加強面向的探討。 

修正結果： 修正。 

修正說明：多數專家對於圖例挑選是否扣緊題目有疑慮，因此研究者針對圖例及題

意作修改，並進一步詳述，教師也會在學習單發下前作好引導活動，讓學生能依循圖

文及解說好好發揮想法。 

 

 

B-II-c-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5 號專家：加長引導、討論的時間。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呈上題的建議，在學習單書寫前及書寫當下，教師將加強學生思考層面的

討論及引導。 

 

 

表 5-19 第三單元「跨界的性思」評鑑結果與修正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C.

跨

界

的

性

思 

感性

計畫 

2 3. 藉 由 教 師 創

作歷程分享，

能 對 創 作 產

生 想 法 及 靈

感 

4. 運 用 合 適 題

材 及 表 達 規

劃 性 別 創 作

理 念 及 創 作

活動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

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

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一、 教學目標 

C-I-1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01 號專家：目標 1 應以學習者為主詞：ex.能透過聆聽教師創作…產生想法與靈感。 

修正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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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修改為「能透過教師創作歷程分享，產生創作的靈感與想法」 

◆05 號專家：除題材、切入角度，也需將學生是否了解、熟悉媒材此點考慮進去。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新增教學目標 3. 經由教師示範，理解媒材的屬性及運用方式。 

 

C-I-2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02 號專家：教材中有科技部分與 U8 相對應？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教師運用科技媒體展示性別創作的部分，與教導學生透過科技發展不受

性別限制的能力關聯不大，因此改以 U6（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運用句性別平等

的語言及符號）對應至此單元的內涵。 

 

 

表 5-20 第四單元「性理成章」評鑑結果與修正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D.

性

理

成

章 

有色

眼

睛， 

無限

創造 

4 4. 以適切技法和

色彩創造一件

具性別意識的

作品 

5. 藉由創作表達

對性別議題的

想法感受 

6. 透 過 口 頭 分

享，向同儕解

釋作品內涵並

能簡單評論作

品 意 義 深 刻

性。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

意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

的語言及符號。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

展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

際視野。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

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美 3-V-2 

能發表多元藝術活動，傳達

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議題

的省思。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 

人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 

省思。 

一、 教學目標 

D-I-1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184 

 

◆01 號專家：「適切技法」較模糊，可能因此無法評量。建議選擇一種當代創作手法

如「Parody」讓學生應用。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創作技法本身具有多元性，因此教師並不給予特定規範，而是加強引導創

作表現方式，因此教師針對以挪用（Appropriation）的概念引導學生創作發想。 

 

D-I-2 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無專家提出建議。 

 

二、 學習單 

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 

D-II-1 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無專家提出建議。 

 

D-II-2 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01 號專家：建議自評表分開處理。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因時間關係，將刪去自評表部分，將重心放在學生創作及發表成果之上。 

 

D-II-3 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05 號專家：學生觀點之確立、主題之選擇、媒材之熟悉、實作之時間、口條表達

之能力、討論批評之成效，都是教師需考慮的。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創作觀點之確立、主題之選擇及構圖步驟，將要求學生於第六週達成；媒

材熟悉、實作時間於第七週進行；第八週課程活動，則以檢討和討論成果為主，除創

作學習單的書寫之外，另有「性別畫有話」活動，為節省發表時間，讓學生們以一組

為單位上台介紹自己的創作理念，並與觀者（組內其他同學或台下同學）進行對話及

提問，可作為總結性評量的評分依據之一。 

 

三、 創作活動 

D-III-1 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更聚焦課程的「教學目標」？ 

◆01 號專家：建議在整體課程中納入一項創作表現手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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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教師介紹自己的創作時，將會講解挪用（Appropriation）的意涵及表現手

法，引導學生用此概念創作，亦能節省創作發想時間。 

 

◆05 號專家：決策者與創作者並非對立關係，甚至毫無關係，建議可改為藝評家與

創作者的對談。既然最後的創作與分享、思辨是課程重點，那學生各自的立場（對兩

性、同性、刻板印象、性解放、性自主、女權等…），就十分重要，也需教師給予十

分明確、議題清楚的引導與討論，才能讓學生在有條理的狀態下，逐一地跟著教師的

步伐前進，否則恐有立論者立場不明、觀點不清；批判者無從檢視、提問的可能。 

修正結果：修正。 

修正說明：原以學生兩兩一組得討論形式，調整為以小組為單位上台互動之形式。並

由原先「創作者-決策者」調整為「創作者-相關支持團隊」的討論方式，讓創作發表

及討論能夠更順暢、自由地進行。每組上台討論期間，教師會視情況給予不同的回饋

及引導，除避免學生們彼此惡意攻擊或不小心離題的可能性外，亦確保其用更多角

度去正向思考議題的可能性。 

 

D-III-2 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更瞭解課程的整體架構設計？ 

◆無專家提出建議。 

 

D-III-3 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對性別議題更加瞭解? 

◆01 號專家：每一段影片都有學習之內涵，是否有在播畢後有引導教學，可以在教

案中敘寫出來。整體而言是很棒的教案，加油！ 

◆03 號專家：學生參與度等變因亦有影響成果。  

◆05 號專家：創作本身除美感訓練，較大意義還是了解形塑自身對性別議題的看法、

瞭解整體性別議題主要還是在課程初的講述與討論分享。 

修正結果：保留。 

修正說明：雖然學生們的參與程度無法全面掌握，但於課程引導階段，教師謹慎並用

心地挑選適合學生年齡層、能引起學生興趣及思考的教學資源，能確實提供課堂上

的思辨及討論。自然而然，學生於創作階段便有許多來自於課堂中積累的想法可以

發揮，學生也必須於創作活動後分享創作理念，以展現對課程所學觀點的詮釋及表

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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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專家評分之統計與加權分數 

單元 題目編號 選項及人數(%) 符合 

程度 
極不符

合 1 

不符合

2 

普通 3 符合 4 極符合

5 

 

 

 

 

 

 

 

 

 

A. 

三生

有性 

 

 

 

 

 

 

 

A-I-1 0 0 1 

(20) 

3 

(60) 

1 

(20) 

4 

A-I-2 0 0 0 2 

(40) 

3 

(60) 

4.6 

A-II-a-1 0 0 0 4 

(80) 

1 

(20) 

4.2 

A-II-a-2 0 0 0 5 

(100) 

0 4 

A-II-a-3 0 1 

(20) 

2 

(40) 

1 

(20) 

1 

(20) 

3.4 

A-II-b-1 0 0 0 3 

(60) 

2 

(40) 

4.4 

A-II-b-2 0 0 1 

(20) 

3 

(60) 

1 

(20) 

4 

A-II-b-3 0 1 

(20) 

1 

(20) 

1 

(20) 

2 

(40) 

3.8 

A-II-c-1 0 0 0 2 

(40) 

3 

(60) 

4.6 

A-II-c-2 0 0 0 4 

(80) 

1 

(20) 

4.2 

A-II-c-3 0 0 1 

(20) 

2 

(40) 

2 

(40) 

4.2 

 

 

 

 

 

B. 

藝性

相吸 

 

 

 

B-I-1 0 0 0 4 

(80) 

1 

(20) 

4.2 

B-I-2 0 0 2 

(40) 

1 

(20) 

2 

(40) 

4 

B-II-a-1 0 0 0 2 

(40) 

3 

(60) 

4.6 

B-II-a-2 0 0 1 

(20) 

1 

(20) 

3 

(60) 

4.4 

B-II-a-3 0 0 1 

(20) 

2 

(40) 

2 

(40) 

4.2 

B-II-b-1 0 0 0 1 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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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80) 

B-II-b-2 0 0 0 2 

(40) 

3 

(60) 

4.6 

B-II-b-3 0 0 1 

(20) 

1 

(20) 

3 

(60) 

4.4 

B-II-c-1 0 0 0 2 

(40) 

3 

(60) 

4.6 

B-II-c-2 0 0 1 

(20) 

2 

(40) 

2 

(40) 

4.2 

B-II-c-3 0 0 0 2 

(40) 

3 

(60) 

4.6 

C. 

跨界

的 

性思 

C-I-1 0 0 0 3 

(60) 

2 

(40) 

4.4 

 

C-I-2 0 0 1 

(20) 

1 

(20) 

3 

(60) 

4.4 

 

 

 

 

 

D. 

性理

成章 

D-I-1 0 0 0 2 

(40) 

3 

(60) 

4.6 

D-I-2 0 0 1 

(20) 

1 

(20) 

3 

(60) 

4.4 

D-II-1 0 0 0 1 

(20) 

4 

(80) 

4.8 

D-II-2 0 0 0 3 

(60) 

2 

(40) 

4.4 

D-II-3 0 1 

(20) 

1 

(20) 

1 

(20) 

2 

(40) 

3.8 

D-III-1 0 0 0 2 

(40) 

3 

(60) 

4.6 

D-III-2 0 0 0 4 

(80) 

1 

(20) 

4.2 

D-III-3 0 0 2 

(40) 

1 

(20) 

2 

(40) 

4 

 

從表格中挑選出平均分數低於 4 分的項目做出探討及修正。由上至下來看，分別可

挑選出第一單元「A. 三生有性」的「A-II-a-3」及「A-II-b-3」兩個項目，以及第四單元

「D. 性理成章」的「D-II-3」一個項目，做反思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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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A. 三生有性」的項目「A-II-a-3」為「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

當？」，此題的符合程度數值僅 3.4，回顧看學習單內容，研究者挑選三個廣告或宣傳類

圖片，分別依鑑賞的步驟設計問題，欲透過學生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及思考程度，瞭解

教師第一週所教學之議題引導成效。研究者挑選三張關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圖片，提

出圖片中隱含性別意識的相關問題。 

   

     

參考過專家對於學習單內容的建議後，「性別 Go 不夠？」學習單的問題設計以鑑賞

步驟去加以修改及編排。如研究者修正圖 6-1 及圖 6-2 的鑑賞問題為「1.圖片中我看到

什麼？圖片設計特色是？」、「2.此圖想表達？」及「3.你覺得此圖表現方式好嗎？為何？」。

另外，修正圖 6-3 的鑑賞問題為「1.此廣告圖片中你看到了甚麼？」、「2.此圖在構圖上的

特色是？」、「3.此圖透過 Google 搜尋引擎探討的議題是什麼？」及「4.你認為廣告表現

議題的手法合適嗎？為什麼？」。 

修改後的學習單內容，可以對應至課程中教師所引導的藝術鑑賞步驟，但是學生第

一次操作鑑賞步驟思維還具有陌生感，因此在原有時間編排（15 分鐘）上，專家們大多

認為時間上稍嫌不足；但也有專家認為圖片傳達之性別意識簡單易懂，不用太長的書寫

時間。因此，在兩種建議的衡量之下，研究者決定將書寫時間延長至 20 分鐘，並含括

教師帶領學生討論及書寫的時間。 

圖 5-5. 性別職業的刻板印象 圖 5-6. 廣告中性別的刻

板印象 

圖 5-7. Google 搜尋引擎

之性別歧視宣導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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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A. 三生有性」中的項目「A-II-b-3」，為「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

適當？」，雖然只有 03 號專家提出「時間太短！！」的建議，但平均分數為 3.8 可以看

出專家們普遍對此學習單的時間安排不甚滿意。學習單內容主要依據藝術鑑賞的內涵和

步驟提出問題，設計模式和前一份學習單雷同。研究者在修正過程中，考量到此份學習

單的內容難度有加深，加上在前一題中有專家建議給予學生一個空白區塊即興發揮，因

此考量到書寫的順暢度，研究者決定加入教師引導的時間，同時兼顧學生的思考和創作

時間，故修改原作答時間 15 分鐘為 25 分鐘。 

第四單元「D. 性理成章」中的項目「D-II-3」，為「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

當？」，雖然只有 05 號專家提出「學生觀點之確立、主題之選擇、媒材之熟悉、實作之

時間、口條表達之能力、討論批評之成效，都是教師需考慮的。」的建議，但平均分數

3.8 可以看出專家們對此份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有疑慮，因此調整於第六週確立創作觀點、

主題選定及構圖作業，第七週帶領學生熟悉媒材操作並進行實作活動，第八週檢討和討

論作品為主，教師先行引導學生書寫創作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之後，依據自

己的學習單內容進行「性別畫有話」活動，讓學生們以一組為單位輪流介紹性別相關創

作理念，並與觀者（其他同學）進行對話和討論。 

 

五、 修正結果與討論 

根據以上的家專建議及修正過程，可以了解藝術理念轉化至可施行課程之間，需要

一定實務經驗的考量，以及對學生身心靈階段的理解和掌握，方能將轉化的課程設計得

適切且深刻。因此，研究者根據專家的建議修正課程活動的細節，主要調整部分為教材

的難易程度以及解說順序、學習單內容的問題設計、學習單書寫時間及引導方式、課程

活動的流程與課程目標之間的對應性。 

另外，研究者參照謝攸青（2006）、黃政傑（1997）以及 Rita L. Irwin（2009）的著

作綜合出本研究中「性得藝彰」的教學理念，希望將課程能專注在引導及啟發，建構學

生了解權力、知識的相互作用，建立批判性的思考模式，兼具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性

別議題本身。其中，教導學生應用藝術的內涵及角度，對身邊的權力結構進行價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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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元思考，是此課程所著重的部分。因此，研究者秉持著「A/R/Tography」的行動研

究精神，參與研究歷程相關之活動作為教學素材，以身體力行的方式鼓勵學生多方接觸

社會議題。 

  

 

 

 

  

圖 5-9. 研究者「藝術˙意義」演講介紹《性˙藝

錄》的「移花接目」系列作品 

圖 5-8. 研究者與 Youtuber— 

清醒夢的合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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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A/r/tography」精神，探討性別與藝術的學習和教學內涵，建構出性別

與藝術課程之理論內涵，行動研究的歷程包含性別、藝術與藝術教育的文獻研究、檢視

舊創作中的性別意識、發展新的性別創作、舉辦藝術展覽、教材研發、專家評鑑與調整

等。本章將根據文獻探討內容、創作歷程與成果、課程設計與修正等，綜合歸納出研究

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以「A/R/Tography」為本發展的性別意識藝術教材研發，是奠基於性別理論與藝術

教育內涵之上，藉由研究者探究自身性別意識，達到更深一層的思考與反省後，並經由

藝術語彙進行對性別思考的觀點表達；同時，將創作論述轉化成「性別意識」的教材內

容建構，以充分達到「A/R/Tography」中—藝術家（A）、研究者（R）、教師（T）三種

身分的游離特質。重要關鍵在於研究者試圖穿梭於不同性質的歷程間，以達其產生共振

與相互增益，體現三種身分的相互交融、循環淬煉的旅程，例如實際開展、規劃創作歷

程與《性˙藝錄》展覽活動，並同時相互參照、調整與建構教學概念，體驗身兼藝術家、

研究者與教師的身分，從行動中去發現問題並不斷審視，以達修正並使教材能更臻完美。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扮演著 A/R/T 三位一體的角色，跳脫傳統研究中特定立場與研究階段

的分野，嘗試於有限的邊界中游牧，尋找並開發無限的可能。 

   過去國內的性別與藝術課程相關行動研究，主要聚焦於教師的性別意識內涵、其內

涵如何被建構或影響教學，以及探討學生於課程實施前後的表現，其中多藉由前測、後

測或其他學習成果，檢視性別議題融入教學之成效，進而達成省思與修正。本研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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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主軸不在於教學實施的成效，而是在於透過「性別」的命題，實踐與挖掘「藝術創作

歷程」與「教材研發歷程」間的融通度與轉換性，將兩種不同本質的活動以「A/R/Tography」

精神串聯起來，為不同性質的領域間搭建一座可溝通的橋樑。在此研究中，藝術創作歷

程猶如一件由情感、理性進行細膩刻劃的作品，而教材猶如一個提供作品展示的空間，

能具體陳列、吊掛及呈現創作理念，使研究者能體會並以自身方式參與其中，將作品潛

在力量發揮並擴增；因此，透過 A/R/T 的三個角色的合作與串聯，藝術創作與教材研發

成為密不可分的主體，融合成為一場完整的展演活動，也成就了研究的面貌和內涵。 

    從研究的實踐歷程來看，證明藝術創作不僅是純粹的心靈抒發活動，教材研發也不

僅是純粹的理性規畫活動，它們被並置成為一場內外在維度相融的經驗與反思運動，也

造就了行動與思維的密不可分。藝術創作與教材研發行動兩者間的性質看似獨立且不甚

相干，實際上透過「A/R/Tography」的概念融入，使得創作與教材發展過程得以雙軌進

行、甚至相互影響，任何創作與教材上的發想與轉化，有如牽一髮而動全身地環環相扣，

有時又如同透著一股氣層薄膜般，因循著彼此的振幅，產生或大或小的頻率調整與改變。

研究後發現，創作成果並不會單一地導出教材樣貌，因為在創作歷程與教材研發的前後，

此樣貌會不斷地受文獻內容、理論探究、藝術知識、創作內涵、研究者個人體驗和意識

等因素影響，它們彼此相連、延伸出或同或異的性別議題詮釋。因此，與其說

「A/R/Tography」的理論導出了研究結果，不如說「A/R/Tography」是促發一場內外在知

識及內涵性的研究行動，交織出「成果」本身，而此成果也並非不可動搖的概念，它隨

著各種面向切入、不同時間與背景脈絡探討，都可能產生多種面向的特殊意義。 

 

一、 「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內涵與藝術課程發展作法 

（一）「性別意識」的內涵—生理與文化的共同塑造 

    經由本研究的藝術創作歷程、教材發展的回溯與反思，了解「性別意識」是根深於

人們的思想、語言和行為中的，並且可以透過藝術形式被傳達和接收、透過教育進行學

習和改變；另外，藉由研究歷程的開展，能夠幫助個體更加了解自身的「性別意識」特

質，以及自己與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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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觀念的構成在學理上可分為兩大面向，一種為「生物性別（sex）」，另一種為「社

會性別（gender）」。前者是外顯的、先天的生理特質，後者是內隱性、多為後天形塑而

成的，包含性向、性別認同和性別刻板印象等，兩者共同形塑出「性別意識」的主要內

涵。本研究主要透過藝術及「A/R/Tography」理論角度，挖掘「社會性別」中所含之意

義，並試圖以更多元廣泛的「性別意識」去看待「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間的關聯

性。透過理論爬梳及觀察性別圖像的表現意涵，可得知「性別意識」存在於不同文化類

型及藝術形式之中，具有跨文化、跨種族及跨時空的特質，是富有權力色彩且不斷變動

的，它產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與社會的權力運作，對人類的價值體系和生活規則

有著巨大影響，舉凡家庭、文化、教育、國家及法律等皆在其範圍，而這些因素加上個

體的性別成長經驗和養成，便形塑出了「性別意識」。因此，若以「生物性別」的角度作

為人類行為及想法中「性別意識」之分析策略，遠不足以探討其深刻性，必須加以結合

「社會性別」的認知建構與認同，方能更深入地探討個體的「性別意識」構成內涵。 

 

（二）「性別意識」與藝術課程設計—互為主體性的關係 

    研究者藉由「A/R/Tography」的行動，發現「性別意識」與藝術課程設計兩者間帶

有彼此彰顯、互為主體性的關係。研究者同時扮演具「性別意識」的藝術家（A）、研究

者（R）與教師（T）三種角色，於性別理論、藝術教育理論、藝術創作及展演行動中回

溯、爬梳並再現「性別意識」內涵，串聯起與藝術課程之間的關係，同時試圖抹除創作

與教材之間的疆界；從「A/R/Tography」角度來看，A/R/T 三種角色透過不同專業領域

的合作，拓展了「性別意識」、「藝術」與「教育」的內涵範圍，使其領域間達到交集、

流動與融合，其中發現「性別意識」是立基於生物及心理層面的一種自我覺察，除了生

理的外顯特質外，更須觀照抽象的心靈意志本身；藝術層面，則帶有創造性的本質，具

有將抽象思考及情感「具體化」的能力，可透過視覺形象來表達精神層次；教育本身，

是學習者接收有目的、有組織且有計畫的學習活動，以獲得個體化和社會化之歷程，此

三個元素經由「A/R/Tography」的三種角色串聯，形成一種網狀關係與循環的動態，即

是透過「具體」的藝術創作及教材研發，表達「抽象」的「性別意識」與教育理念，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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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體」的研究歷程與成果，進行內在的省思與檢視，以影響「抽象」思維產生質

變或調整。由此可知，「性別意識」透過藝術課程設計得以被彰顯，同時藝術課程設計也

因「性別意識」的文本附著，而成就其脈絡意義，將每一個角色視為一個主體，而立足

於某一要素的其他角色相對成為客體，它們同時扮演著自身與彼此，形成一種互為主體

性的關係特質。 

     

（三）性別議題的藝術課程概念和作法—跨足於規則與質變之間 

融入性別議題的藝術課程概念和做法，是將性別議題作為導引線，將性別、藝術創

作及教育理念燃燒並化合，使不同內涵共同交織，以發展「性別意識」的藝術課程教材。

在本研究中，創作歷程與教材研發行動是雙軌並行且相輔相成的，「A/R/Tography」角色

間不僅是各司其職，更是借助彼此的特質影響，融入於研究實踐歷程之中；探究性別、

藝術與教育是他們共同的目標，藉由不吝惜發揮自己的角色特性及專業，在理論規則間

產生理性、感性的質變，嘗試橫跨不同領域進行革新和轉化之可能。從本研究行動歷程

來看，性別議題的藝術課程概念的做法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藝術創作歷程的實施，

第二部分為「性別意識」教材研發與設計，不管是在創作或教材研發的過程，都需要研

究者嘗試跨足於美學、教育學、生物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等相關知識的學習。以下針對

研究中的這兩部分進行說明： 

1. 藝術創作歷程的實施 

開啟性別創作歷程之初，首先必須了解「性別意識」為何，除大量蒐集性別議題資

料進行研讀外，更需時常觀照內心進行自省，了解自身「性別意識」的形成過程與變遷，

並針對這些資訊與紀錄詳加整理，一邊做草稿發想、一邊做發想的調整，這些都是創作

與教材的參考依據。其中，性別議題相關資料包含文字、圖像和影音媒體，分為一手資

料（研究者舊有性別創作、研究者的性別經驗與省思、研究者創作手稿及論述等），以及

二手資料（具「性別意識」的經典圖像與大眾視覺圖像、女性主義內涵及相關藝術家作

品、性別議題的歷史脈絡與理論等），需將這些資料加以咀嚼並整合，以確保創作真實地

發揮自我理念與感受，同時也要切入時代的進程與脈絡，成為創作歷程中的養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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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如何承接、轉化舊有「性別意識」創作於新的創作歷程中，是需透過層層回顧、

透視、整理和內省，在自身性別感知與教育的考量上取得平衡，再將性別議題的內涵編

配成多個軸線，依此延伸為不同系列的性別論述，進行性別創作的發想與活動。 

2. 「性別意識」教材的研發與設計 

教材研發如同創作歷程發展，是一個由發散到聚斂、其間不斷跨域的過程。為了使

學習內容富有彈性及多樣性，除了廣泛蒐集素材，更透過研究者游離於 A/R/T 的三種身

分的行動過程，去豐富教材與未來課程的多元樣貌。過程中，教學範例須要仔細篩選，

確保範例能同時對創作及教材設計具有幫助及影響力，另外須考慮高中生年齡層的心理

及認知特質，在範例形式、內容深度及廣度上有所去蕪存菁，一方面扣緊創作歷程的發

揮，一面扣緊課程教材的設計，此步驟不僅使教材內容達到兩種（或以上）的領域內涵

學習，也讓研究者本能地將 A/R/T 的歷程精神體現在教材中，不只重視自身性別思考的

表達與給出，也得設身處地著想青少年對性別的認知與想像。因此，研究者除了須回溯

自身成長階段的體悟外，亦得將青少年心理學、青春期生心理發展、認知發展階段等理

論納入探討範圍，以期課程設計能貼近學習者特質。 

  

二、 透過藝術創作歷程發展「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意義 

具有「性別意識」的藝術教育發展，因融入了藝術創作歷程，使「性得藝彰」課程

產生了故事性及脈絡化的特質，並且帶有一種自由論述的色彩，以及包容異己的人文精

神。研究者藉由探究理論以及「性別意識」的來源與內省，將所獲得的知識、情感與思

考結合自身於「A/R/Tography」間的腳色，反覆思量、去蕪存菁並內化成為新的創作概

念，並透過舊創作歷程的探討，檢視性別經驗中的積累與體悟，使得創作與教材研發擁

有延伸的基礎，以催化、發展更深層的內涵。就杜威的看法而言，藝術本身是為活化生

命的一種經驗形式，因此透過藝術創作傳達「性別意識」的本身就充滿了個體於經驗世

界的種種樣貌，而探討「性別意識」的範圍相當彈性的，大至人群、國家，小至自身與

他人間的相處互動，其意涵更是隨著人與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下不斷產生變動的，而藉

由藝術創作的嵌入，研究者能探詢自己難以言說、卻能透過藝術性語彙再現的面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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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做為一種旅程或日誌提供作為一種深層探查與發展，是既嚴肅又有趣的，因為從創

作歷程、創作成果展示、教材研發設計、專家審核、歷程省思到再調整等，皆須要考量

到自身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和溝通模式，因此「性別意識」教材研發除達到十二國

教中的核心素養與美術學習構面：表現、鑑賞和實踐外，更因性別議題帶有與人類社會

不可分割及多元解讀之特質，使研究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之意義。 

從藝術創作來看，研究者汲取三位女性藝術家（Judy Chicago、Deborah Kelly 及徐

薇蕙）作品中「性別意識」的養分，透過鑑賞分析探討創作中主題、媒材及理念的呈現，

瞭解藝術家對外在世界的訴求及反思。因此，研究者嘗試以多種面向探討性別議題，例

如他者凝視女性的角度、普遍社會價值觀看待男性與女性的角度，以及女性主義的推波

助瀾下，女性看待自身的角度與期望被看待的角度等，內容擴及近現代多元性別之意涵；

另外，除了平面繪畫表現，研究者加入複合媒材與裝置概念作為載體，運用變形、轉化

和拼湊手法表現性別的身體意象。過程中，秉持藝術價值不受實用目的所侷限的精神，

並在關注人類本質的前提下，使得藝術創作歷程不受權力結構、職業、學術邏輯所羈絆，

思考如何應用 A、R、T 三種角色的特質，構築出性別議題的繪畫與展演，將其價值融

入「性別意識」的藝術教材。從本質上來看，藝術對於個體的價值養成，扮演著不容小

覷的角色，透過創作歷程能檢閱出研究者之於性別議題的自由意志、心靈感受及審美風

格，運用創作為生命狀態找尋一種覺知形式，讓藝術面對未竟議題（此研究中為性別議

題）時，能更具有多元的包容性與深刻性。 

從教育角度來看，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創作歷程在本研究中可作為一種自

由表述的樣態，以及促發教育價值的策略及手段，在兩者間帶有矛盾及衝突的內涵下，

「A/R/Tography」的行動反而給予藝術教育一種質變的可能。研究者為創造創作與教學

相互轉換立場的彈性，有必要將主客觀成分加以沉澱、演繹與融合，不僅止於抒發性別

議題的想法與感受，更須聚焦於「性別意識」的創作歷程如何與藝術教育互為養分、互

相增色。此外，探究教學對象的背景也是關鍵之一，如青少年的生理與心理發展、學生

的生活經驗與先備知識基礎等，結合研究者在「A/R/Tography」行動中所獲得之經驗，

將其脈絡貫通於課程發展之中，表述於教學活動規劃之上，達到性別、藝術、教師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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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驗等不同面向的統整。因此，本研究的課程目標不只培養學生了解藝術及性別的價

值，更發展對潛在意識形態擁有批判、探究之精神，開啟多方向的深度思考。借助多種

學習領域間的相輔相成，以及師生經驗的共享互動，方能破除領域知識的疆界、活化學

習模式，站在解構知識與權力的後現代教育觀點，逐步養成邁向人文關懷的推動力。 

從「A/R/Tography」行動來看，研究者運用 A、R、T 三種角色特質貫穿於研究歷程，

首先釐清性別意識的構成，再深入理解當代的性別問題與現況，將所習得知識與體悟經

一番篩選、整理及編排，將精華寄情於藝術創作之內，發展於藝術教育之中。此過程即

是促成內在世界（性別意識和創作意識）與外部世界（創作作品和藝術教育教材）的連

結，更促使三種角色精神在彼此立場中相互合作與激盪，構築成一場由內到外的跨域活

動。一位藝術教育工作者透過創作實踐，反思自己與環境的關係，表現價值觀點並轉化

意義，演繹不同角色專業的轉換與協調，顯著地加深教學規劃的思考和內涵，過程雖繁

複且需要龐大心力探索與處理，但藝術課程設計的呈現遠比單一角色投入來得更具深刻

性，證實創作歷程對藝術教材的發展具有積極性的影響力。 

     

三、 運用「A/R/Tography」的曖昧性統整「性別意識」的創作與課程設計 

「性別意識」融入藝術創作或教材設計，因為透過「A/R/Tography」行動中三種角

色的不斷游離、來回檢視及思辨的過程，使研究中充滿了多元的可能性，甚至有著突如

其來的挑戰及驚喜，在自我角色的拿捏與變換間，以及涉及創作與教材設計的抽象情感

和理論知識間，皆需跨足不同性質的領域和範疇，這些疆界之間產生的碰撞與質變，使

得本研究帶有多元紛雜、曖昧性的後現代精神，並在創作與教材呈現上擁有多種解讀的

特色與面貌。性別議題本身具有之跨文化及跨地域性之特色，面對後現代碎片式、小論

述式和爆炸式的知識及影像資訊，當今視覺圖像已擴及精緻藝術、電子科技、電視電影、

流行影像及廣告影像等學習範疇，教師及學生必須要共同建構視覺素養和批判思考的能

力。 

「A/R/Tography」將此研究包裹成一個整體概念，其曖昧性在於三種角色不只擁有

各自專業特色，但實際上是一個角色同時皆會在兩種角色中，如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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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種研究過程，教師進行教材設計同時像一種藝術創造，而教學本身可以是一種具有

研究性質，又具藝術性質的狀態。本研究我們若單從三種角色邏輯著手，可知道研究者

（R）角色，係透過探究藝術教育內涵、課程理念及性別議題脈絡等，深入探究性別與

藝術間的發展關係，學習以客觀方式解讀性別議題，和多元角度與心智感受看待「性別

意識」本身，發現牽涉到社會、歷史、文化與人權等範疇。藝術家（A）角色，則是透

過「性別意識」的自我覺察，加上將對性別議題的想法、質疑或反諷等藉由藝術之手呈

現，不僅建立一種自我表達的途徑，同時透過藝術形式為性別議題發聲；除此之外，藝

術創作本來帶有個人性格與主觀詮釋，因此藝術展覽是透過外部世界的再觀看，引發更

多元討論、詮釋空間的可能性而成就其價值。教師（T）角色，是站在學習者的出發點，

思考如何「轉化」藝術來締造合適的教材，透過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內涵、「藝術領域

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美術）—第五階段（十至十二年級）」及「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

實質內涵」的參照，訂定出教學目標與課程目標，以進而蒐集、篩選相關學習教材和教

學內容，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活動，教師成為一名「自覺者」與「引導者」，除運用

不同情境啟發學生善用思考，更利用 A/R/T 的精神關切人類生命中的議題，透過

「A/R/Tograpgy」所創造的行動意義，完善教育與心靈的成長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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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專家效度的結果及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提供未來以「A/R/Tography」

理念為基礎，探討性別與藝術教育課程的研究作參考，以及個人在未來相關研究上的建

議。 

一、 藝術創作歷程做為教材研發之建議 

藝術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便是運用視覺圖像當作教學範例，但若想為學生的學

習帶來更深刻之滋養，可嘗試融入教師的創作作品於教學脈絡中，並將自己的想法與創

作歷程之沉澱作為介質，串聯起教學內容及教學進程，讓一個課程猶如帶領學生進行一

場研究。藝術課程不同於其他學科，主要以視覺呈現來傳遞知識，其教材需要大量的圖

像作為促發學習動機的媒介。由於現代網路資訊發達、圖像取得便捷，使得教學資源的

蒐集日益多元廣泛，好的教材研發具有多種面向，需經教學者諸多的考量因素仔細挑選

作為適用的範例，需考量學生的身心發展及認知發展狀況、學習環境、教學時間、教學

工具、學生經驗與校外生活的連結層面等。 

而藉由創作歷程的啟發與構思，完成藝術教材本身不是一件簡單快速的事，如本研

究「性別意識」教材研發過程中，前期須對相關理論議題進行研究，再同時針對教育及

藝術的觀點，去思考關於性別具有價值的資料（包括文字、藝術作品、媒體影像和研究

者舊作品等），經過消化、沉澱、反思和過濾等過程後，建構藝術創作歷程與藝術教育理

念以傳達性別意識，發展為具有個別性、藝術性和教學性的作品、展覽與教材，再針對

教材內容對應至臺灣最新教育綱領與學習訴求，邀請相關專家進行教材審核與建議，以

作調整與完善教材之步驟。這樣龐大的歷程和步驟，雖能去蕪存菁地給予學生重要的學

習內容，但實際上學生的先備知識、吸收能力與學習反映等，在課堂中都是千變萬化的，

是否能按照課程規劃順利地去施行，還有賴於教師的教學經驗或臨機應變。再者，教師

創作所反映的性別意識觀點，不一定能對應到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理解層級，如何以學生

立場去引導及解釋，也必須多做些功課。最後，本研究中執行的創作歷程規模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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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以何種程度建構才能達到好的教材轉化標準？創作歷程中所需耗費的精神、體力與時

間，是否能具相當程度影響且如實反映在教材研發之上？創作到教材設計過程中，所運

用的轉化方法和 A/R/T 精神是否適切？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未來相關研究者好好計劃以

及考慮的。 

 

二、 對性別與藝術課程發展之建議 

性別議題所包含的層面非常多元且複雜，人們持有的性別觀，會念隨著家庭、文化

和教育的不同有所變化，而個人經驗是有不可取代性的；換言之，只有學生自己能深刻

瞭解自身的經歷，教師應化身一個「引導者」或「輔助者」的角色，並認知到藝術教育

只是一種媒介，不適合扮演太過權威性的角色，也不適合成為課程學習的起點或終點。

建議教師針對青少年階段的身心發展特質作進一步探討，設想課程內容將引發學生何種

認知反應，或者產生之疑問；例如，此階段學生透過家庭功能可能擁有之先備知識為何？

性別經驗及處境為何？對於性別意識的認知為何？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教學者斟酌與著

眼忖思的方向。 

另外，人類透過藝術形式，將內化的東西進行外化的表述，是經過跨足不同領域的

思考作用，達到內、外在認知與意志的轉換和創造，進而達到自我敘說及自我教化之作

用，但這種藝術特質並非多數青少年學子所能掌握或熟悉的，若單從自身角度出發去探

索「性別意識」的本身，通常摻雜著大量主觀型態；因此，教師最好能帶著實踐精神與

經驗，引導學生如何善用藝術媒介，由內而外地觀看並思考性別議題，從藝術形式中尋

找出觸發「性別意識」的感官經驗，從挖掘意識的活動中建構自我價值，便能理解並與

外在世界產生深刻連結。 

最後，性別與藝術課程連結了性別、藝術、心理、社會領域等內涵，教師應運用適

當的教學技巧，讓學生有能力去認識自我，思考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獲成長。融

入性別議題的藝術教育，意義在讓學生瞭解現實議題中永存的爭議性，它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群體因地或因時制宜去做調整及達成共識的，並且視不同背景因素去理解、協調，

找出最合適的共處方式與生存樣貌。需要注意的是，因涉及到的議題關乎於性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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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上需考量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認知發展階段等，站在學生的先備知識基礎上，才

能設計符合該年齡層合適的知識內容與教授方式；另外，雖然課程初衷是讓學生透過藝

術，運用廣闊空間去表述自我想法或詮釋議題，開啟多元對話性的可能性，但與此同時

須顧及到可能有些學生曾擁有不愉快的性別經驗，教師的武斷評價與批判必須於課堂中

避免，並以理解及客觀的態度引導學生們正視自我感受及權利，方能循循善誘、促進藝

術與議題之間產出價值意義，完成一場教學場域的思辨歷程。 

 

三、 「A/R/Tography」精神體現藝術教育價值之建議 

經由「A/R/Tography」三種身分的轉換歷程，建議未來研究者或教師本身可試圖整

合自我，運用三種角色的不同特質，融入於教材與教學活動中實踐，讓學生體會教師扮

演的不同角色與多元且積極進取的面相，進一步在「A/R/Tography」概念上引發教師與

學生的雙向互動，讓教學擁有彈性—成為一個不斷擴展和聚焦的變動歷程，體現其非線

性、多模態與維度的特質。另外，透過「A/R/Tography」理念，教師可進行自我檢視、

回溯、反饋和調整，將碎片進行縫合，創造具有意義型態的整體，雖然過程中勢必會產

生矛盾與衝突，例如帶有感性且不受拘束色彩的藝術家（A）、具理性和邏輯系統特質的

研究者（R）、近來角色期待不斷接受挑戰與變動的教師（T），都令人深感角色間的碰撞

與掙扎，力圖在妥協、調適中得到「三贏」的局面，並接受在不甚完美中得到最佳的歷

程結果，逐步編織出教材的具體架構。性別議題所延伸之創作及教材，作為本研究核心

的主軸，但若沒有此三個角色作為催化劑，形成一個互通互融的迴路，相互產生引力、

拉鋸與能動性，何以讓研究者思考藉由性別議題的穿針引線，讓角色保有各自優缺點，

補足彼此原有的不完美之處，進而邁向意義的產出。 

其實，議題融入課程與「A/R/Tography」的跨界精神不謀而合，它給予課程一個強

而有力的鷹架，讓教學連接知識、生活及社會，形成良性的內外在循環，教師若身為一

個身體力行此行動歷程的人，便能誘導學生將個人精神與世界脈絡的連結，幫助學生建

構資訊處理的知識價值體系。因此，教師要設計一個良好的課程，單純地蒐集資料、設

計教學內容、學習單等往往是不夠的；在過程中親身體驗其中歷程（例如發想初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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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的歷程與感想、日常手稿紀錄、思量自己與教材的關係、教學施行的回饋與調整

等），都是課程設計中很重要部分。這些過程並不會呈現在課程教學方案上，但會有形或

無形地透過教學活動顯現出來，影響到教學及學習的品質。 

「A/R/Tography」研究法充滿內省智慧的特質，因此過程中須常常提點注意自己的

「意識」為何，使其與外界經驗世界產生鍵結，讓研究跳脫單一線性的執行模式，以多

重及多方面貌充實研究的歷程與結果，使研究有再精進、再循環與再省思的空間。

「A/R/Tography」的歷程沒有終點，只有拓展更多變化及空間的可能性，本研究因受限

於創作歷程的時間、人力與經驗等因素，僅根據研究者的創作表現形態、創作意識論述

與視覺藝術的知識內涵等條件，融入並轉化為具有性別學習內涵的課程，在範圍及時間

上並不足以完美詮釋「A/R/Tography」的終極目標，未來研究可朝向多學科間作連結，

或者研究者本身具有跨領域的專業背景，將「A/R/Tography」中的不同角色作更廣闊且

更深層的內涵挖掘，讓此行動歷程不只是某個目標的循環前進，藉由更多不同範疇目標

的相互作用，串聯並且創造出更多的前所未有。教育在人類歷史中，是一個彈性、無固

定內容且持續變革的歷程，唯有看見藝術教育的多元性，才能發揮它的功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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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性˙藝錄》展覽系列一：「古挪今用」 

 

               

 

 

 

               

 

 

  

《終能締結一個盟》，

78.8*108cm，水墨紙本，2016 

《一回眸，百媚生》，

54*78.8cm，水墨紙本，2016 

《自由尋伴》，78.8*108cm，

水墨紙本，2016 

《聽說這是完美打造》，

78.8*108cm，水墨紙本，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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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性˙藝錄》展覽系列二：「移花接目」 

 

 

 

 

 

 

 

  

《移花接目》，175*190*190cm，複合媒材，2016 《移花接目》，175*190*190cm，複合媒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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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性˙藝錄》展覽系列三：「身體之外」 

 

      

 

  

《無端碎形化》，40*40cm，壓克力複合

媒材，2016 
《縛生若夢》，116.5*80.0cm，壓克力複

合媒材，2016 

《髯一個髮》，80*140.6cm，

複合媒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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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性˙藝錄》展覽系列四：「歌頌與反抗」 

 

          

 

 

 

            

 

《女媧補天》，90*120cm，

水墨紙本，2013 
《請寵溺我》，90*120cm，

水墨紙本，2013 

《屢敗的叛逃》，90*120cm，

水墨紙本，2013 

《不柑為美》，90*120cm，

水墨紙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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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性得藝彰」課程第一單元學習單—「性別 Go 不夠？」 

姓名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性別 Go 不夠？ 

 

★觀察以下的圖片，想想它們分別想傳達的性別意識是甚麼？ 

 

 
 

 

 

 

（釋義：女人不該擁有權利／

投票／工作／拳擊…） 

ii. 此廣告圖片中你看到了甚麼？ 

 

iii. 此圖在構圖上的特色是？ 

 

iv. 此圖透過 Google 搜尋引擎探討的議題是什麼？  

 

v. 你認為廣告表現議題的手法合適嗎？為什麼？ 

           

 

 

1.圖片中我看到什麼？圖片設計特色是？ 

 

2.此圖想表達？ 

 

3.你覺得此圖表現方式好嗎？為何？ 

 

1.圖片中我看到什麼？圖片設計特色是？ 

 

2.此圖想表達？ 

 

3.你覺得此圖表現方式好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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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性得藝彰」課程第一單元學習單—「遊走性藝區-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遊走性藝區-1 

  

附錄七 「性得藝彰」課程

范˙艾克（Van Eyck），阿諾菲

尼夫婦，82*60cm，油彩，

1434 

吳姵儀，自由尋伴，78.8*108cm，

水墨紙本，2016 

1. 觀察兩幅作品畫面有何相

同、不同之處？ 

 
 
 
 

2. 你認為《阿諾菲尼夫婦》表

達的性別意識是？ 

 

 

 

 

 

 

3. 作品《自由尋伴》中兩隻生

物的角色，與《阿諾菲尼夫

婦》相同嗎？前者想傳達什

麼訊息？ 

 
 
 
 
 
 
 

4. 若《自由尋伴》用來宣導性

別議題，你認為合適嗎？為

什麼？ 

 

 

5.自由發揮區 

動動腦，請你也來改編一下《阿諾菲尼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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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性得藝彰」課程第一單元學習單—「遊走性藝區-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遊走性藝區-2 

    

1. 這三幅畫中所描繪的女神維納斯，分別呈現的方式為何？你的感覺是？ 

2. 三位藝術家所表現維納斯「美」的樣貌，你認同嗎？是否可作為審美的標準？ 

3. 從性別的角度，想想看「美」為何這樣被詮釋？你認為如何詮釋更好？ 

 
吳姵儀，《聽說是完美打造》，

78.8*108cm，水墨紙本，2016 

4. 說說看，這張作品和前三幅維納斯表現有何不同？ 

5.對比上面三張圖，你認為這幅畫想要傳達的「美」的概念是 

什麼？ 

6.從性別角度來看，說說看此作品帶有什麼意涵？ 

波提切利，《維納斯誕生》，

174*279cm，蛋彩畫布，1485 

鮑格雷奧，《維納斯誕生》，

300*218 cm，油彩畫布，1879 

吉奧僑尼，《入睡的維納斯》，

108.5*175 cm，油彩畫布，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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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性得藝彰」課程第二單元學習單—「女性藝術藏寶圖」 

姓名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女性藝術藏寶圖 

 

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 

《晚宴（The Dinner Party）》，陶瓷、紡

織，1463*1463 cm，1979 

 

《晚宴（The Dinner Party）》（局部） 

 

 

 

1. Judy Chicago 的裝置作品，從哪裡可看出象

徵的性別？作品給你的感覺是？ 

 

 

 

 

 

2. 你認為 Judy Chicago 想呈現什麼概念給觀

眾？她的做法你認同嗎？為什麼？ 

 

 

 

 

 

 

3. 若你想藉由此作品打破大眾的性別刻板印

象，你會怎麼介紹？ 

 

 

 

◎想想看，餐具和圖騰象徵著女

性的角色，若用來象徵男性，

意義相同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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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性得藝彰」課程第二單元學習單—「一起，打游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一起，打游擊!! 

 

 

 

代表藝術作品 作品小檔案 

 

 

 

名稱： 

媒材： 

年代： 

尺寸： 

作品內涵： 

 

★你認為藝術家成長經歷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  

★藝術家作品令你印深刻的是？從作品中你獲得什麼啟發？： 

藝術家頭像 

黏貼處 

stick here! 

女性藝術家  

姓名：_______________國籍：___________ 

出生年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平簡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藝術家作品速寫處 Draw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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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性得藝彰」課程第二單元學習單—「彩虹小酷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號 

彩虹小酷兒 

 

 

吳姵儀，《髯一個髮 (Beard 

Your Hair)》，複合媒材，2016 

 

 

 
Felix Gonzalez-Torres 

American (Cuban born), 1957-1996 

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 

1991. 

 

臺灣 2016 年同志大遊行（圖片來

源：淡藍網）  

 

左圖中，穿著高跟鞋的角色留有長鬚，美人魚角色有大

肌肉手臂。你認為作者想傳達何種意涵？ 

左圖為同志藝術家為悼念其伴侶所做的作品，任意取拿

的糖果將隨著展覽天數日益減少。你認為他想表達甚

麼？ 

 

 

 

 

 

 

近年臺灣對多元成家議題愈來愈關注，舉辦數場遊行活

動。你知道遊行的意義是在爭取什麼？如果是你，將以

何種藝術方式傳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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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性得藝彰」課程第四單元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班____ 

有色眼睛，無限創造 

 

  

 

 

 

 
 

 

 

 

 

 

三、你的作品傳達出性別議題中

什麼樣的問題／意涵？ 

一、請描述你的作品畫面中

畫了些什麼？ 

二、請問你用了何種媒材及表現方

式，為什麼？ 

我畫了： 
我使用： 

四、若要藉此作品向大眾宣傳性別議題

的重要性，你認為如何行動才具有其價

值性？ 
我想傳達：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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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性得益彰」課程—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專 家 效 度 調 查 問 卷 

題目：以「A/R/Tography」為本的性別意識教材研發 

教材研發與課程建構之調查問卷（專家信效度） 

 

親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回應此問卷。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使用，

主要目的在探討以「A/R/Tography」為本的性別意識教材研發研究中的「性得藝

彰」美術課程建構信效度。 

 

    此調查問卷之內容依據本研究參考之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藝術領域之核心

素養項目及具體內涵、普通高級中學的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為建構專家信效度，懇請 惠賜卓見，俾供學術與提供以「A/R/Tography」為

本的性別意識教材研發之依據。此份問卷需要您寶貴的意見，以臻理想，感謝您

熱心的支持與協助。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瓊花 博士 

  研究生  吳姵儀  敬上 

如有疑問，請電洽 0936-241-255 或者郵件 peggywu810@gmail.com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填答人：_____________    填答日期：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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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說明】 

    在「A/r/tography」行動研究的課程研發中，由《性˙藝錄》創作及展覽內容發展出

「性得藝彰」課程，並對應至「藝術領域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美術）—第五階段（十

至十二年級）」及「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而訂定出『教學目標』。此課程中，

『教學活動』作為課程的主體，而『學習單』及『創作活動』是評量主體中重要的探討

對象。因此，兩者必須對應到教學活動及教學目標本身，方能有效檢核出學生的學習成

效。 

 

【填答說明】 

一、請詳閱【編制說明】，並針對以下評鑑表內容未盡妥善之處，惠予建議及指正。 

二、本評鑑表的評鑑對象為美術單元課程「性得藝彰」，共涵蓋四個單元：第一單元「三

生有性」、第二單元「藝性相吸」、第三單元「跨界的性思」及第四單元「性理成

章」，分別針對各單元之教學目標、學習單和創作活動做檢核。 

三、本評鑑表採用 Likert 的五點量表概念設計（1 為極不符合、2 不符合、3 為普通、

4 為符合、5 為極符合）。請您參考隨卷附上之附錄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必修

課程—美術科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附錄二「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高

級中等學校）」、附錄三「性得益彰」課程架構、附錄四「性得藝彰」單元學習單、

附錄五「性得藝彰」教材編選及附錄六「性得藝彰」創作活動規劃來作答，並請於

評量欄內以圈選數字的方式，表達您對此問題的看法，例如： 4 

以下，簡稱「藝術領域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美術）—第五階段（十至十二年級）」

為「美-學習表現」，簡稱「性別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為「性-學習內涵」。 

 

示例：請問本項目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四、若您對項目有任何建議，請於修正意見欄中陳述您的意見，或者於隨附檔案中的

附錄中作修改（請以紅色字標示），敬請不吝指教。 

五、您的意見甚為寶貴，亟盼專家先進能提供重要、具體的建議，以作為本研究課程內

容修正之用。對於您的撥冗參與，萬分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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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藝彰」課程評鑑表 

 

˙第一單元：三生有性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三

生

有

性 

性別

Go

不

夠？ 

 

4 7. 認識媒體圖

像中的性別

意識，增進

性別思考 

8. 瞭解藝術史

及視覺圖像

中隱含的性

別意識 

9. 揣摩畫中表

現寓意及創

作者意圖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

與圖像的意涵，並表達與

溝通多元觀點。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

特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

動， 展現對人文與環境議

題的關懷及省思。 

 

遊走

性藝

區 

三、 教學目標 

1.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學習單 

學習單（一）：性別 Go不夠?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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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二）：遊走性藝區-1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三）：遊走性藝區-2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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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藝性相吸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藝

性

相

吸 

女性

藝術

藏寶

圖 

6 8. 瞭解女性主

義趨勢及女

性藝術家成

就 

9. 探討社會現

存之性別問

題，對現況

有所反思 

10. 認識不同性

別、性傾向

的族群，能

用開闊眼光

面對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

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善策略。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

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意識形態，並

尋求改善策略。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

的歷史發展，主動參與促

進性別平等的社會公共事

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

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

策，並提出看法。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

社會的性別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

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際視

野。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

通。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化脈

絡，以思考在地與全球化

特性。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

人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

省思。 

性別

化學

加工

廠 

彩虹

小酷

兒 

三、 教學目標 

1.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8 

 

2.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學習單 

學習單（一）：女性藝術藏寶圖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二）：一起，打游擊！！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三）：彩虹小酷兒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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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單元：跨界的性思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跨

界

的

性

思 

感性

計畫 

2 5. 藉由教師創

作歷程分

享，能對創

作產生想法

及靈感 

6. 運用合適題

材及表達規

劃性別創作

理念及創作

活動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

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

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

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

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

思。 

二、 教學目標 

1.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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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性理成章 

單

元 

子標

題 

節

數 

教學目標 性別議題之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美術） 

性

理

成

章 

有色

眼

睛， 

無限

創造 

4 7. 以適切技法和

色彩創造一件

具性別意識的

作品 

8. 藉由創作表達

對性別議題的

想法感受 

9. 透過口頭分

享，向同儕解

釋作品內涵並

能簡單評論作

品意義深刻

性。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

意涵，並運用具性別平

等的語言及符號。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

展性別平等的本土與國

際視野。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

通。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

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

思。 

美 3-V-2 

能發表多元藝術活動，傳

達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議

題的省思。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 

人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 

省思。 

四、 教學目標 

1.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美-學習表現」？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本單元教學目標是否符合「性-學習內涵」？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學習單 

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 

1.請問本單元學習單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單元學習單的整體架構設計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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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單元學習單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創作活動 

1.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更聚焦課程的

「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更瞭解課程的 

整體架構設計？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問透過創作活動是否可以讓學生對性別議題 

更加瞭解?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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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性得藝彰」創作活動規劃 

一、 創作活動前導教學：教師分享藝術家 Judy Chicago 及林珮淳的展覽作品，解釋其內涵；

接著，分享自己的「性˙藝錄」個展歷程，引導學生如何進行創作發想、發展創作草稿及

理念，並且善用不同媒材，執行性別議題創作。 

（三） 介紹藝術家 Judy Chicago 及林珮淳的展覽紀錄以及作品內涵。 

       

   

 

（四） 教師介紹自己創作及策展經歷，並針對「性˙藝錄」展覽作解說及分享。介紹內容如

有創作發想的過程、草圖及系列設計、媒材及表現方式篩選、創作理念的梳理及呈現、

展覽空間規劃及布置。 

                 

       系列三「身體之外」創作過程        「性˙藝錄」個展會場 

二、 主要活動 

（六） 引導學生們回溯自身的性別經驗，結合課堂所學之性別意識觀察力，進行創作的發想

及規劃。 

（七） 依據自己的創作規劃，進行性別議題相關創作。 

（八） 「性別畫有話」活動：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互相分享自己的作品。討論時間結束後，

教師徵求每組兩名自願者上台，一人扮演決策者（政治人物、立法委員或相關單位），

一人扮演創作者，藉由問答或解說的方式，了解創作者作品內涵及其欲探討之性別問

題，並討論可能解決之方案，台上同學可以向台下徵詢意見，台下同學亦可主動參與

台上的議題討論。此活動即讓學生透過不同身分和角度，運用批判性思考看待性別議

題，並共同討論可實踐及增益之方法。 

（九） 教師做結尾：針對台上同學分享的作品，提出一些問題和回應，給予學生們思考和激

盪，並對發表者的表現予以鼓勵、評價及建議。 

（十） 引導學生撰寫創作發想學習單「有色眼睛，無限創造」乙張。 

 

Judy Chicago《The Dinner Party》 

影片截圖 
林珮淳《夏娃克龍系列》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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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透過實際的創作及講解作品經驗，讓學生體認到知識傳達、議題參與不僅是透過文字，

更能以藝術形式去身體力行與發聲。而這些行動都得靠緊密的邏輯思考去構築，並同時站在

設身處地及同理角度，才能成就有意義的同理及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