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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今社會處在全球化氛圍下，傳播媒體進步發達，獲得資訊容易。時下青少

年當屬資訊科技的大量使用族群，無論是社群媒體、聊天軟體、各式訊息與影像

無不透過簡單連結便可輕鬆獲取。在此種情境中，生活裡的各式訊息影像會如何

以明示，或隱晦的方式影響人們的思考及價值觀將是值得探討的有趣議題。 

    青少年處在可塑性極高的年齡，正經歷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每日接受各式知

識洗禮，環境對其影響至深。而充斥各處的視覺影像對視覺感官造成直接的刺激，

無論是廣告、海報、動態宣傳影像，以致明星代言影像、KUSO 改造圖片，甚或

一般生活照，都極可能帶給青少年不同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有何異

同，同時比較不同性別、教育階段之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上

是否有差異。觀看模式可分為四面向，分別是「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

意象」，以及「喜好判斷」；解讀類型可分為三面向，分別是「吸引原因」、「認知

理解原因」，及「成功原因」，依此將所回收問卷中之質性資料分類評分。 

    為達研究目的，透過自行發展之「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收集兩

岸研究對象的有效問卷資料共 497 份，首先以所訂立之標準及前述評分面向將質

性書寫資料進行評分，繼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等方式將資料以統計軟體量化

處理，最後進行資料解讀、分析與詮釋。 

    根據問卷回收進行統計分析之結果，發現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皆為影響

青少年觀看模式及解讀類型之因素。於觀看模式方面發現分數平均值臺北高於上

海，女性高於男性，高二高於國二；於解讀類型方面發現隨著不同的問題導向，

受調學生會隨之改變自身解讀類型與判斷依據。依此提出幾點結論與建議，作為

藝術教師於設計課程上之參考，以及未來研究之參照。 

關鍵詞：視覺文化、觀看模式、解讀類型 

 

 



 

Abstract 

    Living in a society that is undergoing globalization and media evolution, 

information has become easily accessible. Teenagers nowadays are among the 

heaviest us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 matter it is through social media or live 

chat software, information and images are just a simple click away. Under this context, 

how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daily lives can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influence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and values becomes an interesting topic to explore. 

    Teenagers are full of potential, and as they are receiv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y are infused with all sort of knowledge on a daily basis and environment ca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m. While visually stimulating images can be found virtually 

everywhere, ranging from advertisement, posters, promotional videos, celebrity 

endorsement videos, kuso images, even to regular everyday life photos,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ose images can influence teenager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evaluate how teenagers from Taipei, Taiwan vs 

Shanghai, China view and interpret visual images. The study also compares how 

teenag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at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view and interpret 

visual images. There are four aspects when it comes to the way visual images are 

being viewed. These aspects include “imag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of why the 

image appeals to the viewer”, “image purpose”, and “preference judgmen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can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reasons 

of why an image is appeal to viewers”, “explanations of how an image is understood 

by viewers”, and “factors that make an image successful”.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aspects,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were scored and presented in this 

thesis.  

    To serve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Teenagers’ 

Responses to Visual Images” was administered to teenagers in Taipei and in Shanghai, 

collecting total of 497 valid questionnaires. Firstly, the qualitative data was scored. 

The qualitative data was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Finally, the results were explained,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ceived, it is found that 

the place of residence,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all possible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the way teenagers view and interpret the images. In terms of the way the 

teenagers view the imag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eenagers from Taiwan have 

higher average scores than those from Shanghai. Females have higher scores than 

males and eleventh grade students have higher scores than eighth grade students. In 

regards to the way the teenagers interpret the imag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eenagers 

tend to change the way they judge and interpret an images if different questions were 

asked on the same image. To conclude, this study proposed some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art teachers in course design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visual culture, viewing mode, interpreta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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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科技不斷的更新與進步，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涵蓋了當代個體所處社

會結構的每一層面，傳播媒體的無遠弗屆，揭露了「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

及「主體性的消失與模糊」等當代議題。相機的出現，如Walter Benjamin

（1890-1940）所觀察，無疑是揭櫫了影像大量複製時代的來臨，機械複製社會

對於視覺文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再者如國際通用的社群平臺，如臉書（face 

book）、新浪微博、推特（twitter）等，拉近了人們的生活距離；當個體所生存

的環境邊界逐漸消融，其文化認同似乎也愈趨同質。也因如此，不同文化圈的觀

看者對同一影像所作的不同詮釋及理解也成為值得思索探究之議題。兩岸華人同

處東亞文化圈之下，雖共享同樣的文化淵源，然隨著時代變遷，兩地不同的發展

面貌逐漸導致不同的文化、社會質變，也因此造就了不同的思想與教育樣貌。本

研究希望透過兩岸青少年對視覺影像的觀看方式，以及解讀模式的探討與交叉比

較，建構出一跨地域性的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之比較分析模型，為一探索性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在當今的全球化環境氛圍下，各式文化交融，整合出一個複雜多變的社會環

境，並透過影像的方式，傳播至全世界。現代青少年浸染於此種氛圍中，於思於

想，皆與生活、教育情境的影響有許多關聯。兩岸之青少年，雖同生活於華人文

化圈，然回溯各自不同之歷史、教育背景，加上政治、信仰、語文用字等生活習

慣上的殊異，也發展出各自不同的價值觀與生活模式。中華文化如同樹的主幹，

向上繁衍出造型各有特色的枝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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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讀圖時代的來臨、現代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許多學者開始關注生活中的

各式影像與符號對觀者的影響，視覺文化思潮隨之興起。視覺文化主要以「生活

中的影像」為討論的出發點，研究的場域包羅萬象，包括日常生活場景、賣場、

主題樂園等，焦點著重於個體於「觀看」過程中的反應與其生存背景、意識形態

的關係。學者Paul Duncum提出「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此一名詞，簡稱

「VCAE」（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並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教學方式（Duncum，2002）。

在當今社會中，與其說是商品的消費，更確切來說是影像的消費，或視覺的消費；

這樣的消費特質，在新一代的青少年族群中更為顯著。充斥街道的大型輸出廣告、

大眾交通車體的移動廣告、電視電影，網路中的各式影像，有逐漸取代文字之勢，

在不知不覺中傳達了許多的觀念訊息，並藉由接收者再度宣傳。無論好壞與否，

主動的影像製造者或被動的影像接受者，影像洪流對當代人生活的衝擊無疑是當

今藝術教育界中的重要探討課題。 

袁汝儀（1994）將臺灣戰後的視覺藝術教育分為五種趨勢，分別為：1.由外

觀入手的視覺藝術教育；2.由結構入手的視覺藝術教育；3.由個人發展入手的視

覺藝術教育；4.由管理入手的視覺藝術教育；5.由文化社會入手的視覺藝術教育。

其中「由文化社會入手」的視覺藝術教育，其關切的即為與人們生活相關的、不

停變動中的整體社會。當影像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方式已不如傳統觀賞畫作那樣視

靜態而緩慢的，而是迅速且複雜的，視覺藝術的教學方法與人們的觀看行為之研

究，勢必要另闢新方向，以跟上這樣的節奏。 

20 紀後半葉，隨著全球經濟體系的緊密連結以及科技視訊的超速發展，人

類的生活急遽複雜化，影像替代書寫文本，成為當代社會中主控資訊傳遞的重要

媒介，「視覺文化」也成為今日許多領域的重要面向之一。基於視覺文化對當代

生活的重要性，今日的藝術教育重視個體對各式視覺影像的思考與解讀，而 1990 

年代之後興起的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思潮取向，即為藝術教育界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與省思，試圖從中梳理與了解影像時代的生活與觀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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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藝術教育發展始於日治期間，至今已有一世紀的歷史。自1970年代間，

即有藝術教育學者至國外留學回臺，至1990年代更陸續有藝術教育學者自不同國

家取得藝術教育博士回臺任教及發展學術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於1982年成

立碩士階段美術教育研究所，2002年成立博士階段美術教育研究所，將臺灣高等

藝術教育學術研究往上提升。在兩岸間，臺灣藝術教育學界向來處於領航的位置，

除多次舉辦具代表性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有華人藝術教育界學術品質最佳之期

刊。然而，近年間中國經濟力量崛起，將文化視為國家重點發展指標，亦有許多

藝術教育碩、博士班的設置。儘管目前兩岸藝術教育學術研究品質有所差距，但

中國在學術「量」的累積驚人。反觀臺灣近年年間受少子化等影響，高等藝術教

育有縮減趨勢，長此以往，將使臺灣藝術教育學界的領航地位受到影響。期許透

過本研究之執行，能對臺灣藝術教育的國際能見度、研究能量及相關基礎性研究

的累積有積極正面的貢獻。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教學與研究方向並非全然拋棄固有的教學內涵，而是試

圖在既有的傳統範示之下，拓寬視覺藝術領域所感興趣的議題。Duncum（2002）

便認為「視覺文化藝術教育」這門學科事實上也是具有歷史性的；意即當我們嘗

試評論或研究一幅影像作品時，也將勢必碰觸到其創作背景的探討。Duncum另

外也形容「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是跨文化的、同時關切美學與社會議題的等…，

並認為這是一門將逐漸茁壯的學門。Wasson，Stuhr及Petrovich-Mwaniki（1990）

更是早於90年代即提出，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教學情境中，應發展以人類社會學為

基礎的藝術教學方式：由於教學是與文化及社會相關的，因此教師也須時時注意

自身是否有文化上的偏見。 

    本研究設計從當今青少年的生活中抽取其所熟悉之影像用來施測，以學生的

視覺經驗為研究主體，希望透過其「有感」之影像，引發其「有感」的回應。於

藝術課程中，相對於精緻藝術作品，青少年往往對動漫、次文化或日常生活照有

更多的感受與感想，也更願意提出個人的想法，以此類與青少年生活有較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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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像作為出發點，透過視覺影像讓他們認識自己、認識他人，除相關的藝術

知能學習外，方為一訓練思考與反省能力的管道。趙惠玲（2005）於臺灣地區進

行之兒童與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研究，便對臺灣不同年齡層、性別、藝術學習背

景之青少年做了深刻的比較與分析。本研究期望在此扎實基礎下，進一步比較同

屬中華文化圈，但屬不同居住地之青少年於觀看與解讀影像上的同質與異質性，

作為藝術教育界於教學上或研究上之討論平台。 

貳、研究動機 

    眼睛是人們了解、認識世界最直接的方式；視覺藝術是一門與視覺感官有深

刻連結的領域。同時身為藝術學習專長之學生與教師，能夠運用自己的專業，透

過相關的知識或教學更了解學生，讓學生更了解自己，是研究者所認為最好的藝

術教育理想。充斥在我們每日生活中的視覺影像便是隨手可得，且為人所熟悉的

題材，能夠引起討論、引導剖析，透過一連串的流程，幫助學習者，甚至是教學

者自身建構自我主體性。也因此，透過這份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的比較研究，

將有助於研究者於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有進一步的了解，並能作為教學場域中的實

際運用與參考修正方針。 

    當前臺灣藝術教育界於建構藝術教育理論時，仍多參考西方之學說論述，少

有由自身文化與教育環境、特色出發的完整在地論述。本研究旨在研究與比較兩

岸具相似文化背景青少年之視覺影像解讀模式，以及解讀過程中的相似與相異處。

期望此研究的完成，除能提供藝術教育界對兩岸藝術教育的了解，也能透過這樣

的比較，加深對臺灣本土特色的反思與理論建構之參考，更期望能在自身的藝術

教學工作上能有進一步的啟發與省思。 

    視覺文化此一研究議題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觀看是我們習以為常，卻未必

意識到的行為。而在科技發達的今日，青少年所接觸到的影像也遠比以往多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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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了解青少年於觀看過程中所產生的感受，或產生的價值觀是不僅在藝術教

育中十分有價值，也是理解青少年所看所想的絕佳途徑。於藝術教學的現場，也

常見學生對精緻藝術之探究興致缺缺，卻能對KUSO或動漫影像產生諸多反應之

情況；此景不禁讓人反思，於藝術教育課程中，除提供既有的經典作品賞析外，

是否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課程，為視覺藝術課程注入不同的刺激？ 

    有些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學者認為，視覺文化為社會文化的鏡像；也有些學者

認為，視覺文化即是日常生活，是理解個體認同意識的渠道，也是整體社會意識

形態的產物。但是研究者認為，視覺文化是了解人們觀看與思考歷程的媒介，並

能從中釐清意識型態的複雜建構過程，以及不同個體間的微妙異質關係。臺灣、

中國皆為世界華人集中密度大的地區，共同交織出複雜的歷史變遷以及社會文化

脈絡。在全球化氛圍下，兩岸青少年如何透過視覺影像詮釋自身？為何進行如是

詮釋？其文化認同與主體性認知又在其視覺影像解讀中扮演何種角色？而歷史

文化背景有同有異的兩岸青少年，其視覺影像解讀的同質性與異質性為何？ 

    本研究於進行時，將先梳理兩岸藝術教育的發展脈絡，之後透過自行發展之

「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收集兩岸研究對象的資料，並以內容分析、

量化統計等方式進行資料解讀、分析與詮釋，探討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內

涵與影響因素，最後則比較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的差異。期

望透過本研究所獲得之成果，作為建構臺灣主體性藝術教育，以及自身、兩岸藝

術教育工作者進行相關研究，或設計藝術課程時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欲透過兩岸青少年觀看方式的比較分析，了

解青少年在面對一影像時的反應、解讀方式，與影響解讀方式之因素。以下分述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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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為了解兩岸之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有何異同，本研究將

透過自行發展之「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收集兩岸研究對象的資料，

並以內容分析、量化統計等方式進行資料解讀、分析與詮釋。於執行上，將先針

對相關文獻作分析與了解，並請教兩岸的專家學者，發展研究工具，進行研究工

具信、效度檢測，並進行預試，以及研究對象的確認。最後進行正式問卷調查與

分析，以回應相關的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的相同及相異處。 

二、了解不同性別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的相同及相異處。 

三、了解不同教育階段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解讀上的相同及相異處。 

四、了解兩岸青少年於於解讀不同影像時的相同及相異處。 

貳、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一、探討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 

二、探討不同性別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 

三、探討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解讀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 

四、探討兩岸青少年於不同影像的解讀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之比較研究」計畫之目的在探究於全球化時代下，

兩岸具華人文化背景之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同質與異質性。於進行時，將先梳

理視覺文化相關論述及相關研究，再探討與比較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差異

與影響因素。為使本研究之目的、範圍與實施方式更加明確，將本研究之範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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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說明如下。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當代影像社會中，青少年對於影像觀看的反應與讀模

式，並比較同屬東亞文化圈下的臺灣、中國兩個不同居住地、不同性別，以及不

同教育階段的青少年對於同一影像之觀看與解讀模式有何異同。茲就本研究之範

圍分為研究主軸、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分述如下： 

一、 研究主軸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究於全球化時代下，兩岸具華人文化背景之青少年視

覺影像解讀的同質與異質性。為達此目的，本研究將設計問卷，先收集研究對象

之質性資料，再轉換為量化分數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工具部分將請教兩岸之專家

學者共同發展，進行信、效度之檢測後，將進行預試以及研究對象的確認。在研

究工具及問卷確認後，將進行移地研究，並由兩岸之專家學者協助，進行問卷調

查與回收。 

二、研究場域   

    在研究場域部分，臺灣將選定臺北市，中國為上海市本研究場域之選擇鎖定

發展水準接近的「都市地區」，以盡量排除由於地域發展水準不同所造成的研究

結果之偏差。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教育階段」為選擇基準，以兩岸之「國中二年級」，年齡約 13~14

歲之青少年，以及「高中二年級」學生，即年齡介於 16~17 歲間之青少年為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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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對象。根據聯合國組織的定義，青少年指年齡介於 10 至 19 歲的人士1，

約介於從國小中高年級至高中畢業階段之學生。為了解一普遍性現象，在對象的

選取上將鎖定普通班學生，有特殊藝術學習背景學生不在此列。另由於研究結果

欲分析不同居住地，以及不同性別之異質性比較分析，因此除考慮臺灣、中國上

海區域性的不同項度外，也將囊括不同性別與教育階段之研究對象。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分為文獻資料方面、影像選擇方面、研究範圍方面、研究設計

方面等四點，茲分述如下： 

一、 文獻資料收集方面的限制 

    本研究是以臺灣台北市、中國上海市為研究場域，兩岸雖皆以華人人口為主

要族群，並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及文字，然而，在時代變遷下，兩岸所使用的

文字及慣用語已有不同轉變，於閱讀兩岸的文獻資料時，可能將有理解上的差異。

因此，在研究進行時，將透過與兩岸的專家學者討論與校正，以避免此一研究限

制的影響。 

二、 影像選擇部分的限制 

  本研究將從青少年較常接觸之影像場域中選取圖像，如動漫、廣告、海報等。

然由於日常生活中之視覺影像種類繁多，不易分類，且由於研究範圍跨及兩岸，

難以全面涵蓋每一位對象之生活場域，是本研究的限制。另外，由於設備、測驗

時間之考慮因素，本研究並未包含動態影像，如電影、電視等，僅包含靜態之圖

像，也是限制之一。 

 

                                                      
1
 http://www.unicef.org.hk/tc/unicefs-work/facts-of-adolescents，2015年 12月 11日瀏覽。 

 

http://www.unicef.org.hk/tc/unicefs-work/facts-of-adolescents，2015年12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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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範圍的限制 

  為維持不同地區研究對象之地域同質性，本研究將從兩岸發展程度相似，具

類似文化刺激之場域中選擇學校。臺灣將鎖定臺北市，中國為上海市，並邀請兩

岸專業學者，共同參與及篩選研究對象之選取。然而影響影像解讀的因素與城鄉

差距、父母社經地位，教育背景、性別等變項有關；於教育階段部分雖選定為國

二及高二學生，然年齡層可能介於 13-14 歲，以及 15-16 歲，此部分也是本研究

應注意之限制。另考慮到居住地可能不一定等於教育地此一限制，研究者認為受

教育地點亦為學生生活中重要區域，因此將其與居住地歸類在同一屬性。 

四、 研究設計部分的限制 

  本研究將進入兩岸研究場域進行資料收集、訪談與觀察紀錄等，需要相當研

究資源，在經費與人力的條件下，進入研究場域的時間長度與取樣規模將有所限

制。因此，在與兩岸協助研究之專家學者及參與者溝通時，遇需補充資料時，會

透過網路視訊方式進行，或建立社群溝通平台，以避免此一研究限制的影響，擴

增數位時代研究不受實體疆域限制的可能性。另由於考慮到經費及人力問題，本

研究之預試僅以臺北市類似規模之國中、高中進行施測。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兩岸 

    兩岸通常指中國大陸與臺灣，就主權歸屬而言，臺灣曾為中國之領土，亦在

某段歷史時期成為日本之殖民屬地；就文化傳承而言，中國、臺灣均以傳統中華

文化為主要底蘊；就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活動而言，在 20 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

以前，臺灣隱然有民主與專制政權對立之姿，然隨著近年間中國經濟的大躍進，

又形成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就社會型態與文化認同而言，臺灣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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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為主的移民社會，文化刺激多元，中國則是單一民族主義國家。 

二、 青少年 

    青少年「adolescence」這個字，源自於拉丁語的「adolescere」，原義是成長

（grow up）、生長至成熟（come to maturity）或成長至成熟期（grow into adulthood）。

所謂青少年就是指兒童期至成人期中間的成長過度階段，青春期沒有明顯的開始

或結束2。根據聯合國組織的定義，青少年指年齡介於 10 至 19 歲的人士；依據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3之條文，將少年定義為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根據我

國教育部字典4，青少年意指年齡在十二至十八歲，介於兒童、成人間的青春期

階段。由上可見，青少年並無絕對性定義。青少年的定義並可能因生理觀點、心

理觀點，或社會學觀點、年齡觀點、法律觀點等不同面向陳述而有界定上的差異。

本研究採用一般性的年齡觀點做對象的選取，將年齡層設定為處在教育階段「國

中二年級」及「高中二年級」之學生，即年齡介於 13~14、16~17 歲間之青少年

作為研究對象。 

三、視覺影像 

視覺文化與其說是一門新興學科，更確切來說是對前輩藝術教育論述，以及

當代社會樣貌的一種反思，它關注日常生活美學，以及人們與生活環境的互動。

Duncum（1999）認為視覺文化是：「一種既不純粹，也不全然是外來的，而是在

某種程度上屬於他者的，一個混種的文化。」； Mirzoeff（1999）說：「視覺文化

與視覺性事件有關，消費者借助於視覺技術在這些事件中尋求信息、意義與快感」；

Sophie,O（2015）則認為：「視覺文化包含了各式媒體以及觀看的方式，且與社

會、文化、政治密不可分」。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視覺文化是了解人們觀看與

思考歷程的媒介；如果說文化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視覺文化便是由此生活方式

                                                      
2
 http://isports.sa.gov.tw/，2015年 12月 11日瀏覽。 
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11，2015年 12月 11日瀏覽。 
4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015年 12月 11日瀏覽。 

 

http://isports.sa.gov.tw/，2015年12月1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11，2015年12月1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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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伸出的一種紀錄、傳達訊息的系列圖像。本研究所指之「視覺影像」等同於

「視覺文化影像」，意即包含文化內涵之影像；綜合各家論述，將本研究施測之

覺影像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動漫角色」、「次文化」、「傳統文化」、「廣告」，以

及「海報」。動漫角色之選擇希望貼近現下青少年所熟悉之動漫；次文化相對於

主流/精緻文化，較接近青少年之生活文化圈；傳統文化之揀選則依據兩岸共有

之文化，或傳統節慶；廣告為一般商業行銷影像；海報類之選擇則希望影像具有

明確表達或宣導意涵，易於被理解並開啟討論空間之影像。 

四、 影像解讀 

    影像解讀旨在了解青少年對影像的看法以及感受，對於施測影像之意義表達

是否了解、認同、反對，或有其他想法，亦即了解其所持有之態度及價值觀。參

考趙惠玲（2005）「台灣地區兒童與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研究」，將影像解讀再細

分為「解讀類型」與「觀看模式」兩方向來解釋。觀看模式旨在了解青少年能夠

看得多深、多廣；廖新田（2008）認為透過視覺觀察將事物表象穿透而獲得事物

內在結構的取徑，存在著一種深度的形式，並成為人透徹自然、見證文化的必經

之路，是以將觀看模式再細分為「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

判斷」四個評分向度，分別對應題目做縱向 1~5 評分等級的深度探索。解讀類型

則欲探討青少年如何觀看？亦即從何種角度觀看影像。Duncum（1999）認為日

常生活美學經驗反映了個體不同態度與價值觀；據此觀點，將解讀類型再細分為

「吸引原因」、「認知理解原因」、「成功原因」三方面作五個向度的橫向廣度分析；

五個向度分別為主觀好惡、形式美感、社會價值、互涉敘事，以及其他。主觀好

惡意旨個體的個人向念、價值觀與新舊經驗等；形式美感包括視覺影像的肌理、

形狀、色彩等；社會價值則指個體所具備之外再社會價值觀、道德觀等；以視覺

影像中的某一物件、某種特質、氣氛、主題等的聯想結果，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

依據；其他則包含以「不知道」做回應，或無法判讀其回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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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視覺文化涉及不同學門領域，諸如社會學、符號學、美學、哲學、女性主

義等，從「視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研究」所衍伸出之相關研究與論述不勝枚舉。

本章將分為四節，首先討論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關係；其次探索視覺文化與青

少年的影像解讀、文化形構間的關係；接著介紹影像觀看與觀看歷程分析的相關

理論；最後呈現兩岸相關研究，概述視覺文化研究領域的研究方向與豐碩成果。

本章將分別梳理各家論述與視覺文化領域之連結，同時作為本研究往後問卷發展

之理論依據。 

第一節  視覺文化於藝術教育中之實踐 

    視覺文化為一跨領域的學科，Walker & Chaplin（1997）將視覺文化的研究

範疇分為精緻藝術（繪畫、雕塑、裝置藝術、版畫等…）、工藝設計（城市設計、

插圖、陶藝、標誌符號等…）、大眾電子媒體（攝影、電視電影、廣告、雜誌等…），

及表演藝術與藝術景觀（戲劇、舞蹈、馬戲團、主題樂園等…）四大類，再由外

擴展為文化產物，一般產物。由於視覺文化所關注的焦點的是人們透過觀看所產

生的結果，而非觀看的對象物，因此無論是透過何種影像媒介作探討，都能夠產

生不同的結果與啟發。以下就不同的導入面向，分別闡述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間

的連結及相關理論。 

壹、 了解視覺文化 

    談及視覺文化，便須先了解其過程不單包含「看」這個動作，還包含了個人

詮釋；也因此，當觀看過程涉及了個人的思考與理解，同一影像對不同的觀者來

說，便產生了不同的意義。「眼見」並不為真，而是一種詮釋（趙惠玲，2004：3）

便是極貼切的解釋。「視覺」（vision）與「視覺性」（visiuality）的殊異性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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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視覺為一生理構造，使我們能夠「觀看」；視覺性則是一種建構：「我們怎麼

看？為什麼看？看到了什麼？又產生怎樣的結果？」。自1839年照相機問世，宣

告了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影像的產出愈趨簡便，古典菁英社會中獨霸、使用(繪

畫)影像的權力也就削弱；戰後國際社會消費習慣與行為的轉變，時尚、流行、

多元文化交融，影像力量的崛起勢不可擋。以下分段概述視覺文化的相關定義與

藝術教育的流變。   

一、視覺文化的定義與內涵 

    學者趙惠玲（2005）、陳瓊花（2004）整理國內外學者對視覺文化之定義如

下：  

表 2-1-1 國內外學者論述視覺文化意涵之主要論點  

學者 主要論點 

John Walker& Sarah 

Chaplin（1997） 

涵蓋廣大的學科面向，包括美學、人類學、考古學、

建築、藝術批評、非裔研究、批判理論、文化研究、

解構主義、設計研究、女性主義、電影研究、文化傳

承學、語言學、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媒體研究、

現象學、哲學、攝影研究、政治經濟學、後殖民研究、

人類距離學、精神分析、知覺心理、酷兒研究、接受

理論、俄國形式主義、符號學、社會學、結構主義。 

Malcolm Barnard（1998） 研究視覺經驗之社會與文化的建構。視覺文化的任務

在於生產、維護與轉變社會的機制、媒介、物體和社

會階層。 

Nichalos Mizoeff 

（1998/2001） 

視覺文化即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關乎「看」與「被看」，

並關心「影像消費者」於日常生活中，在以視覺科技

為介面的視覺事件中所得到的資訊、意義及愉悅。 

Marita Sturken & Lisa 

Cartwright（2001） 

文化顯示在視覺形式的層面─繪畫、版畫、攝影、影片、

電視、錄影、廣告、新聞影像和科學影像。 

Paul Duncum（2001） 視覺文化是可以觀察到的因意義脈絡所產生的各種影

像、物體和經驗，是日常生活的視覺經驗。 

趙惠玲（2005） 眼見並不為真，而是一種「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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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傳播媒體的進步所賜，影像的傳播速度飛快，每雙眼睛在每日的生活中必

須接收無以數計的影像訊息，影像無所不在；後工業社會社會已進入一種「讀圖」

的時代。這種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全面促使全世界的文化都共同逐步「視覺化」，

直接將信息和文化製換成人們最需要的視覺「消費品」。（英明、羅憶，2007）因

此當代的消費模式已不同於以往的「物品消費」，而是一種「影像的消費」，其中

包含了意識形態的輸出、輸入與交換。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首先注意到這種視覺

化的傾向，他稱之為世界圖像的興起，他認為所謂世界圖像並非只一幅關與世界

的圖像，而是只世界被構想和把握為圖像了；世界圖像並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

的世界圖像演變為一個現代的世界圖像，而是說，「根本世界上變成圖像，這樣

一回事標誌著現代帶化之本質。」（金霞，2009） 

    從發明相機前的傳統人工複製技術，到相機發明後的大量機械複製，至19

世紀末電腦普及，現代社會已進入一個由影像所建構出的虛擬世界。這種現象印

證了一句格言：「在虛擬的文化中，假的東西比真的東西更真實！」（周憲，2008：

155）人造虛擬歌手「初音」、為紀念歌手鄧麗君，以高科技呈現的「虛擬鄧麗君」

將在舞臺「重生」…，傳統的邊界消失，地球村是新世代所生存的環境，影像傳

播的無遠弗屆，將世界領進一「讀圖時代」。 

    「讀圖時代」代表一種快感與快速的原理，符合經濟性與生活的節奏。這也

是一種文字與影像之間的鬥爭，文字淪為圖像的附庸，以往「以圖輔文」的紀錄

模式漸漸成為「以文輔圖」。圖像對視覺注意力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眼球經濟」。

進一步深入思考這一現象，不禁使人產生一個疑慮，當代人的閱讀方式是否已經

發生了某種轉變？是否已從理解文字意蘊的閱讀轉向了熱衷於圖像的直觀性快

感？（周憲，2008：179）在此研究者想以在臺灣的區十分盛行的社群網站「臉

書」（facebook)為例；曾經有網友條列式的分享了臉書中「最討人厭的30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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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中之一為「圖文不符」，亦即發文者用文字分享了一個事件或心情，卻放上

了與文字內容無關的照片。觀其標題會令人莞爾，但深究其背後意義，便可察覺

「影像」的吸睛功力確實不容小覷。這樣的行為是否意味著許多人早已理解到影

像魅力的急速傳播，因此在讓別人停下來閱讀自己的文字之前，以影像留住眼光

是一個潛在法則？由於急於在網路的花花世界中讓別人注意到自己，甚至影像與

文字之間的關係是破碎的。這裡便存在著一個極矛盾的處境：文字是表達真正思

想的重點，卻必須借助於毫無關聯的影像的誘惑力，以留住觀者的眼光，到底人

們關注的是文字還是影像？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字的表達力被削弱了多少？ 

    無論影像與文字間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影像的力量在當代社會中逐漸崛起壯

大是不可忽略之現象。視覺藝術作為與觀看有密切關係的學科，藉由融合視覺文

化之概念，結合不同領域知識與特色，將能建構出更多元豐富的課程內容。經由

影像作品的觀看歷程，可了解學生對藝術的認知、感受；更進一步可以釐清個體

在與影像的互動中，背後價值觀與自我主體性的建構歷程。 

從藝術流派的發展來看，後現代思潮是視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緊密環節。後

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視覺文化的關係，可由普普藝術（Pop Art）談起。

普普藝術是1962年~1956年間盛行的新藝術運動，主要在探討大眾流行文化與藝

術間的關係，是一種關於現實社會的藝術表現。Richard Hamilton（1922-2011）、

Keith Haring（1958-1990）、Roy Lichtenstein（1923-1997）、Claes Oldenburg（1929-）、

Andy Warhol（1928-1987）都是著名代表。Hamilton 1956年作品《什麼使今日的

家庭變得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使用現成的雜誌、報紙照片、拼貼技法，

製造出不同於以往的視覺畫面，也從中嗅出消費時代來臨的氣息。 

Andy Warhol的大量印刷複製作品則更貼近當代的影像複製社會，使用通俗

大眾的影像如可口可樂瓶，名人影像如Marilyn Monroe，大量複製，並透過媒體

                                                      
5
http://fun.joylah.com/3/26944/最最討人厭的 30種玩臉書行為你曾遇過那幾種.html，2015年 04月 27

日瀏覽。 

 

http://fun.joylah.com/3/2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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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流傳；藝術作品變得廉價，原作的獨特性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它的普遍

性與日常性。影像的所有權已不再是少數人所有，而屬於大眾。放眼現代網路，

人人皆有影像的製造權、選擇權與散播權，我們可說是身處於影像氾濫的時代中。

這個流派的藝術家，想從極普遍尋常的物件中創作美感，把生活和藝術的鴻溝填

平。此派藝術顛覆性精神很強，但就其本質，有人認為他是用商品取代語言，用

實物擠掉文學，用功利代替美，用物欲取代精神需求。由於普普藝術源於有廣泛

影響的傳播工具，因此這派藝術通常是表現出更為庸俗的一面。（何政廣，1998：

165） 

要為後現代藝術立下單一定義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行的，因為其精神即在

於「要求一種能準確表現這個多元化多變世界中人的地位的藝術。」（何政廣，

1998：195）以後現代社會思潮與樣貌的多元性與複雜性來看，後現代主義的興

起不是偶然，而是在相應的情境之下的思想產出。普普藝術可說是通俗藝術的濫

觴，往後的藝術表現更常考慮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也有過去

精神的復興在這波運動中出現，做為對過去的緬懷與再造，如新具像、新浪漫主

義。民俗的，女性的、工藝的，各式在過往被排除在主流精製藝術大門之外的藝

術表現形式，在這個階段都是能夠被納入討論的對象，藝術的「多元化」與當代

社會尊重多元文化的呼聲相呼應，已然成為潮流。 

法國解構主義代表人物Derrida（Jacques Derrida，1930-2004），其學說中心

也在質疑一個「西方中心」或「傳統精英中心」的單一結構；文本是不固定的，

不斷在變換的狀態，透過不同的詮釋，產生不同的結果。作品、作者、觀眾之間

存在著三角關係，以往所認為的作品等同於作者本身，傳遞作者思想給觀眾的說

法被打破，作品是獨立於作者外的獨立個體，隨著不同人的解讀，可以有不同結

果，是一個持續變動與增生的過程，因此他將差異（différence）一詞改造，自創

「延異」（différance）一詞──意指「延宕」和「差異」。以「a」帶入「e」，新

字「différance」不僅重新顯示時間挪移延遲，空間轉變所顯示的差異，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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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延異」（différance）不是概念，不是「在場」（presence），沒有存在，沒有本

質，他是一種不斷呈現差異又不斷解構的活動，以致於所有的文本終將無法獲得

確認，也沒有絕對的真理及意義。以文字為例，書寫文字既然已經脫離了原作者

而獨立存在，就成為一個隨時待閱讀、待詮釋和待賦予新生命的事物；因文字創

作者的不在場而形成的模糊性、歧異性、錯誤閱讀，及因時空轉變的詮釋差異，

最能表現「延異」的「不斷差異的差異」，這即是語言本身的根本特性（林麗珊，

2013：211）。這樣的思考方式做為一個影像研究的入門券也是合宜的，尤其探討

到影像的表達是否成功？是否帶有隱含對某些族群的歧視而不自知？觀者所看

到得是否與影像創作者的是同一面向？這些問題將不再有固定答案，因為文本中

的固定結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論述與文化思想。這裡著重的不只是影

像、文本或創作者本身想說什麼，而是觀者看到了什麼，感知到什麼。 

無論是藝術創作風格的多元性、影像內容的多元性、文本詮釋的多元性、社

會文化的多元性還是觀看方式的多元性，都證明了單一的視角或出發點已不足以

全面剖析當代社會中的議題。原本熟悉的符號可能不斷產生新意，或解構，或重

組，擁有多重意義；生活中看似平凡的景物經過不同詮釋，可能衍伸更多人們不

曾想過的內涵；語意、圖像的紊亂與迷惑性充斥，混淆，綜合性、跨領域的論述

嘗試在複雜紛亂的現象當中梳理出多道思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每種觀看方

式都是應被尊重的獨立文本，綜觀上述，筆者認為當代社會最急迫需要的不是標

準答案，而是包容歧異性與不確定性的學習。視覺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開啟一個

討論的場域，在這裡，各式論述被呈現、角逐、辯論，完整呈現一個未定的，不

停變動的世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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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行為的轉變 

談到消費，最常觸及到的實體場域為商品展示之處，即所謂的百貨公司、商

場等地方，如何吸引消費者駐足觀賞成為商場空間設計、擺設的一大重點。以展

示藝術品的方式展售商品成為現代許多大型購物中心的手法，寬敞的空間、將商

品的實用價值往上提升為美感價值、身分價值，搭配整體建築的良好氣氛營造，

滿足購物者的視覺快感，進而激發消費慾望。「對視覺形象的關注使商品與其使

用價值分離開來，變成一種純粹的形式狀態，變成一種獨立自足的符號體系，最

終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藝術品」。（嚴廣超、嚴廣樂、趙婕，2005）歐潮海（2009）

也以中國購物商場為對象，對其空間設計做了研究。研究發現商場內的引導系統

傾向簡潔、明確、美觀，色彩、圖案與自體與周遭環境配合協調。路線的規畫配

合人們需求的多樣性而靈活規劃，有直線式、斜線式、自由滾動式等…。6搭配

環境的音效，由於音效也是影像購買慾的因素之一，把握不同商品特質所適合的

音樂類型也是考慮重點。照明與視覺設計則著重商品與背境的對比；廣告數量的

適切性也要適度拿捏，過度的廣告反而會分散消費者注意力而適得其反。展示設

計融入視覺美感，如曲線、弧線，具節奏與韻律感，可以使人感到舒適。最後，

休息娛樂區的設置搭配則能消除消費者的疲勞。由於科技的發達，當代社會中十

分流行網路購物，每當瀏覽網站，旁邊便會出現各式類型的廣告，附帶吸引人的

影像或誇張的文字，以引起人們的興趣連結觀看。 

針對社會中的視覺文化現象，法國邊境國際主義代表學者 Guy Debord（Guy 

Louis Debord，1931-1994）提出了「景觀的社會」的理論。在景觀的社會中，影

像經濟具有絕對的優先性，由於其高刺激性與強制性，加上形象包裝，吸引人們

完全成為了觀賞者，進而受到某種召喚，進行消費活動。Guy Debord 認為，消

費社會即為一景觀社會，以形象為基礎，商品即景象、影像。 

                                                      
6
詳參歐潮海(2009)。《商場購物環境的宜人化設計》。商場現代化，上旬刊，5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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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憲(2008：100)在其著作《視覺文化的轉向》中提及，後現代消費社會的

特色如下：第一、不斷提高的富裕程度。第二、工作時間的縮短，閒暇時間的增

加。第三、常依賴消費和閒暇時間的活動來塑造身分認同。第四、由於日常生活

的審美化，人們對那些涉及各類商品的形象展示和生活方式的建構越來越感興趣。

第五、消費行為、生活方式和擁有某些商品越加成為社會地位的標誌。第六、19

和 20 世紀作為社會分工主要問題的階級、種族或性別等問題在 20 世紀後期被一

些消費型態（差異）所取代。第七、消費者是以犧牲生產者為代價而獲得力量和

權威性；某方面來說，消費者的經濟地位正在取代政治權力與責任，消費者概念

取代了公民概念。第八、隨著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人的體驗和日常生活諸方

面都趨向商品化，市場擴張進入生活的各領域，購物成為義種閒暇活動。從以上

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社會的消費型態已不如過往，是種純粹的商品交換，更是意

識形態、符號的交換，其中包含了許多心理層機制的運作─不僅是認同商品本身

價值，而是認同其「符號」價值，將物的意義重新編碼，轉變為某種「人」的意

義。消費行為已從純粹的物品交換轉變為心理愉悅的追求，影像與傳媒在這種運

作機制中扮演了重要的宣傳角色。 

搭配消費行為最常出現的便是廣告。廣告，從基本上說是一種經濟現象、商

業行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林吉，2005）。廣告的方式有許多種，

包含報紙、電視廣告、廣播、雜誌等；現代社會也流行車體廣告與 DM，廣告的

形式不斷推陳出新，且無所不在。因此，今日的社會大眾中，如果有人想脫離廣

告而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顏伯勤，1984：3）廣告的作用在於使用影像對

視覺的刺激，並強化所欲推銷之商品或理念想法之正面形象，以刺激人們購買或

認同。凡是能簡化家庭清潔工作的種種用具，能增進營養的種種食品、有意智慧

與健康的種種用品等，都是大眾所樂意消費的，且經常主動地尋找。因此，社會

大眾時不能脫離廣告而生活，形成消費大眾亦主動需要廣告（顏伯勤，1984：12）。

當代影像廣告極具時尚感與誘惑力，號召大眾投入消費，激發的是人們心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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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似於物戀的關係。例如在香港、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女性群體

流行著一種「手袋癡迷症」，亦即他們對 LV、Parada 這些牌子極度熱愛；她們對

名牌的熱衷不單純在於功能或品質，而進純粹是源自對名牌的追求─名牌滿足了

他們的自尊與虛榮心（遲強，2010）。 

廣告影像是刺激消費的重要手段。影像的氾濫可說是複製時代、資本主義社

會的一大特點，消費行為的蓬勃與廣告的大量出現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首

先，廣告是製造願景、夢想、魅力的過程，他將重點放在人們「可能」因擁有什

麼而使生活變得更好；再者，廣告形塑出某種生活範式，一種讓人嚮往的未來─

不是我們已擁有什麼，而是我們將擁有什麼。所有消費性廣告都傳達出同一種強

烈的訊息：要每個人用購買更多的東西來改變我們自己或我們的生活。（吳莉君，

2010：156)在這種視覺召喚中，人們將迷失在「必須」與「渴望」之間。 

廣告時代的浪潮間接導致了大眾文化的出現。，大眾文化乃是為了促進大眾

消費欲望而按照計畫產製、從而決定消費本質的產品，它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整合

消費者，並強行結合了高尚和通俗藝術（蔡慶同，2008）。由此導出了「文化工

業」的概念。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傳媒和社會文化研究有許多貢獻，由於

所提出之批判理論對資本社會、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許多深刻的批評與省思，

法蘭克福學派同時被視為是「新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他們不

主張階級革命，而改行反資本主義的學術批判道路，主張以結合多元的社會政治

力量的激進民主，取代工人階級政治和無產階級革命。7其中代表人物Adorno

（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以「文化工業」（此詞常與

大眾文化交替使用）一詞探討了藝術危機，「文化工業」象徵著某種經濟對於文

化的單向殖民（蔡慶同，2008）。他認為大眾文化的產製與資本社會的「標準化」

生產現象有直接關係，透過標準化過程，資本集團操縱了大眾的美感意識，表面

看似多樣化的選擇，實際上是「已被選擇過的」商品；人們無力抗拒，只能接受。

                                                      
7
http://wiki.mbalib.com/zh-tw/新馬克思主義，2015年 04月 29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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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一方面對當代藝術樣貌的獨斷性與工業性進行嚴厲批判，

另一方面仍認為只有文化與藝術能夠為社會帶來好的轉變。 

    

    法國學者 Baudrillard（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另從符號學角度分析當

代影像社會。Baudrillard 認為，在當代社會中，實質的消費關係以為符號的交換

所取代，個體所汲汲營營的，僅是虛擬的符號價值而已（趙惠玲，2005：122）。

Baudrillard 在其著作《象徵交換和死亡》一書中對於其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仿像」

（又譯擬像）做了一番闡述，他認為，仿像並非僅是符號遊戲，還意味著社會關

係及社會權力。書中提及「仿像」的三種類別：第一是「仿造」的擬像，時間從

文藝復興時代開始一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仿造」（counterfeit）的仿像符合

「再現」的古典時期，所依賴的是價值的自然律；第二是「生產」（production）

的仿像，年代是工業社會：所有的物體已不再是原始物的反映或仿冒，而是所有

的物體彼此全都是仿像，所依賴的是價值的商品規律。第三種是「模擬」

（simulation）的仿像，原始起源以一種幻覺式的形式再度出現。這種模式以設

計好的程式將所有的物體投射出虛擬的存在，所依賴的是價值的結構規律。8他

認為如果現代性是一個由工業資產階級所掌控的生產年代，那麼，今日的社會則

是一個資訊與符號傳播的擬像時代，將由符號本身來支配一切，客體藉由符號的

運作到最後將擺脫主體的掌控而自行快速創衍各種豐富意義，而人類主體僅能眩

暈於客體所營造出來的超真實擬像氛圍。（鍾嘉純，2009）Baudrillard 的論述讓

我們反思與警醒，在符號的世界中，原始的真實性將可能消失，觀看的主體將迷

失在被觀看的符號客體當中。 

藉 Baudrillard 的理論便可以很好的理解名牌所帶來的迷思。同樣或類似性質

的商品，可能因為所擺放店家的不同，或被貼上的品牌標籤的不同，而產生價差。

                                                      
8
 http://zh.wikipedia.org/wiki/尚‧布希亞，2015年 05月 02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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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一件衣服之價格，可能與百貨公司專櫃中的衣服相差數倍，其中造成影

響的大多因素實為人為的心理操作，而非產品品質真的有很大的落差。換句話說，

當一位追求名牌的消費者看到一件衣服，所關注的不只是衣服的質料或款式，更

關心他的品牌，以及品牌所承載的意義。借助影像傳播，各式名牌塑造自己的特

色與優勢；透過廣告，傳達品牌的創意創新，或宣告自己的歷久不衰。而最迅速

有效的方式之一，莫過於「明星代言」。 

    消費社會的另一項特質是製造偶像。我們常說的「明星代言」即是將商品符

碼化的常見手段。「消費偶像」的重要功能在於將自己的生活變成公眾可以看得

見的具體可感的「生活樣版」。（周憲，2008：118）這樣的廣告手法利用大眾對

某種生活方式的企求與嚮往，成功連結了商品 ─ 充裕的上層社會物質生活，進

而刺激人們消費的欲望。這種廣告方式利用了追星族與偶像間的關係；使用偶像

所代言的產品，便似乎多了一些與偶像生活的交集，更代表這個品牌或產品的品

質是受保證的。無怪乎許多明星的代言費用如此驚人，因為其形象背後所包含的

商業經濟利益龐大無比。 

    從藝術流派角度切入，普普藝術可謂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前文曾提及，普普

藝術源於有廣泛影響的傳播工具，因此常表現出更為庸俗的一面，換句話說，無

論是表現內容或手法，都與一般大眾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流派代表人物

之一 Hamilton 就曾為普普藝術做了如下定義：大眾化(目的為了大眾)；片刻的（短

標題）；可以擴大的（易忘的）；大量製作的（便宜的）；年輕的（注意青年）；機

敏的、性的、迷或人的、通俗商業化的、生活化的、拼貼與裝置。（何政廣，1994：

162；蘇郁雯，2004）另一代表藝術家 Lichtenstein 認為：「普普藝術就是一種機

械社會下的產物」。 

    在普普藝術的作品當中，常能嗅到後現代消費社會的氣息，不僅是其所用之

素材或表現手法，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社會面貌，而這正是我

們所處的快速變動的社會樣貌。拋棄傳統精緻藝術的審美標準，普普藝術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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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社會快速、複製性的、大眾化的、標準化的元素。Warhol 的作品中使用

了大量的複製性手法，以通俗的影像如可口可樂瓶、康寶濃湯罐頭、名人影像為

主題，放大輸出，精準且強烈的傳達了複製性生產、資本主義社會的樣貌。 

    李玉瑛（1999）曾以臺灣的婚紗消費文化進行研究。消費在當代資本社會已

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婚紗的消費行為則是一種藉由購買而得的「愉悅的

感覺經驗」。婚紗經驗的特殊性，夢幻式的打扮，實現女性成為女主角/明星的願

望，除了被觀看的愉悅之感，同時也充實了自身的滿足感。 

  高惠瓊（2010）亦針對臺中市婚紗攝影招牌圖像之意象傳達做了相關的視覺

文化研究。發現「女性的」、「幸福、浪漫的」、「時尚、高貴的」及「豪華、

權貴的」等同質性，並發現婚紗招牌的符號所指涉的是整體消費文化的特徵。高

惠瓊並提出商店招牌圖像訊息與消費符號之關連性；從消費的層面而言，拍攝婚

紗相片帶給消費者實質和無形的雙重感覺經驗─「婚紗照本身」，其次是它還牽

涉消費者在「製造過程」的參與。另外，婚紗照也代表著另一種豪奢的符號，因

為其造形服飾顯而易見地都指向一個有錢有閒的上流社會形象，雖然大部份的消

費者在現實生活中，不屬於那一個階級，可是透過婚紗照的消費，他們可以名正

言順的購買消費者所嚮往的社會形象。時尚、幸福、浪漫等抽象意義透過攝影、

廣告的符號包裝，滿足女性對於被寵愛與重視的心理需求。 

休閒時間的增加也改變了當代人的生活方式，旅遊休憩成為一種流行。觀光

勝地與各式旅遊資源在總體經濟結構中佔有很大的份量。各式旅遊景點以不同的

特色吸引觀光客，祭出文化之旅、親近大自然之旅、知性之旅等包裝過的旅行團、

文宣、標語、照片。構成旅遊資源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對旅遊者有吸引力，能

激發人們的旅遊動機，凡是旅遊資源，都是有與旅遊者通常的生活習俗、文化背

和居住環境不同之處，這種差異越大，對旅遊者來說就越獨特，對旅遊者的吸引

力也就越大。（富婭琳，2010）旅遊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連續性背景而進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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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環境的位移變化，人們在其中所追尋的往往是某種視覺奇觀，通過對異國他

鄉的視覺奇觀而獲得某種視覺愉悅，此乃旅遊的一個最直接的目標（周憲，2008：

297）。 

    對於許多人來說，旅遊的意義是一種影像的「實踐」，是種對照片的凝視轉

移至對景觀的凝視的過程。其過程類似看展覽，每個人會因為自身文化、生活經

驗的介入而對同一番景色產生不同的感觸，同時也與景點當時的氣候、人潮或個

人當下心情有關，因此旅行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個人投射的過程。總的來說，意

義並不單獨存在於景觀本身，而是存在於一種人為的操弄連結當中；存在於人的

期待與想像當中；存在於影像所塑造出的神話當中。如同我們會將「時尚、浪漫」

與「巴黎」做連結，「熱情」與「西班牙」，「多元現代」之於「紐約」一樣；這

種旅遊的意義是一種簡化的符碼，他是一種被發明出來的概念，便於宣傳及迅速

接收，而人們在這樣的想像情境下周遊各地，再依各自的文化背景產生不同的觀

看方式。 

I-Chun Wang（2013）以全球化與亞洲的劇場景觀為研究題目，探討文化主

體性、流行文化，藝術家與觀光景點間的關係。在科技革新、不同文化交流的刺

激下，亞洲的劇場重新詮釋了劇場藝術的樣貌，並提供一個創新的交流平臺，提

供給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除了亞洲內部的全球化，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

之場域；觀光產業的發展已然成為全球現象。其中舉了幾個著名的東方戲劇與劇

場的例子，如導演張藝謀及舞臺指導王潮歌等人合作的，於杭州表演的水上音樂

舞蹈秀「印象西湖」，取材自中國傳統故事「白蛇傳」，配上現代音樂及科技化

的聲光效果，將當地特色製成一種可被消費的視覺影像產品，展示給觀光客，形

成既當地而又國際化的文化景觀。 

又如臺灣的明華園及雲門舞集。雲門舞集承襲了傳統，結合現代科技、聲光

效果，並融合東、西方元素的編舞所呈現的表演，贏得了國際的肯定，也成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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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當代人的視覺口味；做為臺灣知名的歌仔戲劇團，明華園不僅為觀眾送上的

本土特色的歌仔戲，由於近來大移民者的增加，也連結了大陸南方的文化特色及

唱腔，呈現出文化的多元樣貌。 

現代科技將傳統文化重新包裝，影像的操作，將靜態的景觀轉變為一種具有

魅力的現代性語言；如Guy Debord 所言：「景觀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

會生活的時刻。」文化與科技、觀光、經濟、商品等要素的連結，不同文化的交

流、碰撞，激發出當代視覺景觀的多樣貌。視覺影像做為當代消費社會的重要元

素，不斷推陳出新，迎合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的口味，同時滿足了人們物質與視覺

方面的消費欲求。人們透過影像各自表態，透過影像交流，也透過影像進行消費。

當代社會，是一「景觀的社會」。 

貳、藝術教育思潮的流變 

中外藝術教育思潮的演變歷史悠久，通常，藝術教育的主流與當時社會的需

求、贊助、審查機制有關。如古代西歐的藝術活動內容常與宗教寓意有關，至中

世紀晚期，商業活動重新開始發展，漸次成為藝術活動的新贊助勢力。（趙惠玲，

2005：147）隨著社會風氣漸趨民主多元，當代藝術教育思潮的發展也趨向多元。 

    以臺灣來看，早期藝術教育狀況與古西歐類似，同樣有審查機制，受到當權

者認可的表現形式、內容便成為當時代的主流。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是殖民政

府掌控人民思想的工具；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1987年解嚴期間，藝術教育的發

展也掌控在政府之中，無論是教育走向或是相關比賽，均需接受政府嚴密的審查，

因此藝術教育風氣保守。 

    中國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經濟、教育等方面經歷了一連串的改變。皮道堅

（2008）認為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視覺藝術的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

段。首先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後，內地的思想解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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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對文革時期的政治現象、文化專制

主義作出了深刻的反思。第二個階段是八十年代中期。在 1985 年，內地興起了

「八五美術思潮」9，並一直延續到 1989年，期間發生的一些政治風波，導致現

代藝術運動便有一段短暫的沈寂時期，國內的現代藝術創作也一度因為「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而有一段短暫的消沈。第三個階段則是隨著改革開

放的繼續進行，市場化程度的深化，中國的現代藝術很快又發展起來，並從九十

年代延續到今天。 

    視覺文化雖非一新名詞，但相較於其他教育思潮的發展，其在藝術教育領域

的發展卻是直至二十世紀中晚期才漸受重視。由於本研究核心旨在探討兩岸青少

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的差異，因此將著重討論二十世紀後的重要藝術

教育思潮，以下分述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學科取向藝術教育、社會取向藝術教

育，以及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演變。 

一、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 

    「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Creative Self-expression Approach to Art Education）

思潮，又稱「兒童中心」藝術教育，盛行於1940年代的美國（黃壬來，2006），

並於1980年代傳入臺灣。認為藝術教育的目的在透過藝術表現過程，激發個體的

創造力及表現力，以健全其人格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如Viktor Lowenfeld

（1903-1960）與Herbert Read（Sir Herbert Edward Read，1893-1968）。其中

Lowenfeld著有《創性與心智成長》（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一書，認為教

師的角色是輔助兒童的表現，觀察過程，並提供鼓勵，而非干涉其自主性的表現，

避免過多的指導，否則將影響兒童的創造力發展。他將兒童繪畫表現發展分為塗

鴉期（scribbling stage，2~4歲），樣式化前期（preschematicstage，4~7歲），樣式

                                                      
9
 1985年開始的一股現代藝術的潮流。當時的一批年青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清楚，就知

道所要表達的。這時候的中心議題，是表現複雜的現實、人在複雜現實中的思考和感受，人們開始關注觀

念的更新，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法、樣式、風格和語言來進行創作，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衝動和感

受。摘自 2008 年 6月 26日「視覺藝術與文化」皮道堅教授演講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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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schematic stage，7~9歲），黨群/寫實萌芽期（stage of drawing realism or gang 

age，9~11歲），擬似寫實期（pseudo realistic stage，11~13歲），決定期（period of 

decision，13~17歲）。其中塗鴉期又可再細分為隨意塗鴉（disorded scribbling）、

綜橫塗鴉（longitudinal or controlled scribbling），以及命名塗鴉（naming of 

scribbling）三期。 

    創造性取向藝術教育主張藝術學習的最終目標是要使兒童更富有創造力，幫

助兒童認識自我、表達自我、自我學習並自我調整；其視藝術為激發創造力，促

進健康及人格成長手段的主張，被視為藝術教育哲學觀點中的「工具論」者。10其

重視個體獨特性之理論價值固然受到許多支持，然其工具論思想也受到不少批評，

也因此有往後「學科取向藝術教育」思潮的興起。 

二、學科取向藝術教育 

    創造性取向藝術思潮盛行一段時間後，也開始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認為其

忽略藝術的學科本質，過度強調自然發展的觀點，使課程缺乏系統性及教師專業

性，也不易看見教學成效。作為對創造性取向藝術思潮的反動，「學科取向藝術

教育」（Disciplined-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DBAE）興起於1960年代末，自1982

年起，由美國蓋迪基金會（J. Paul Getty Trust）所屬之藝術教育中心，從事理論

與課程實務的研究發展，頗有成效，代表人物有Eisner（E.W.Eisner）、Greer 

（W.D.Greer)、Chapman（Hilary Chapman）等人。主張藝術課程須以四個學習

面向構成，分別為「藝術史」、「藝術批評」、「美學」及「藝術創作」。學科取向

藝術教育認為藝術課程應有明確嚴謹，系統化的架構，以確保學生皆能習得基礎

的藝術知識及概念。 

根據學科取向藝術理論，「藝術史」主要在引導學生了解產生藝術的歷史和

文化背景；「藝術批評」鼓勵學生敘述、分析及詮釋藝術作品；「美學」則應引導

                                                      
1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9，2015年 05月 09日瀏覽。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9，2015年05月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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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識美在自然界、人為環境以及在藝術作品中的特質；「藝術創作」則是讓

學生有機會嘗試創造自己的作品。學科取向藝術教育十分注重教育目標的達成，

強調依據教學目標，訂定客觀的評量標準，以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11其以藝術

本質為核心的思想，被視為是藝術教育思潮中的「本質論」代表。 

三、社會取向藝術教育 

西方世界經歷了十九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三十年代的經濟蕭條、四十年代的

二次世界大戰等（轉引自黃壬來，2006），當時提倡藝術的實用功能，亦造成了

社會取向藝術教育思潮的興起。進入二十世紀末，有鑑於社會文明高度發展所衍

生的許多問題、多元文化意識的興起等，許多學者開始針對社會議題進行反思，

「社會取向藝術教育」（Social Perspectives on Art Education）思潮便是在這樣的

情況下蓬勃發展。社會取向藝術教育關注焦點多元，包含性別、社經階級、自然

生態、科技發展等社會性議題；認為藝術活動與其所存在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藝術教育之價值在於反思社會現象，並學習實際行動；透

過課程規劃，個體能夠建構及反思自身之價值觀，學習多元思考及包容。 

    在社會取向藝術教育的諸多面向中，具代表性者如「多元文化藝術教育」

（Multi-cultural Art Education），其中包含「社區取向藝術教育」（Community-Based 

Art Education）、「社會重建藝術教育」（Social Reconstruction through Art Education）

等。12社區取向藝術教育重視學生與環境、社區的互動；社會重建藝術教育強調

透過藝術學習增進學生的民主自主精神、批判意識，並透過實際的藝術行動來改

善社會中的不平等；多元文化藝術教育，如字面意思，著重於多元文化的探討，

學習並了解不同族群、種族等文化，包容、尊重異己。社會取向藝術教育之觀點

雖出於對總體社會的關懷，然由於範圍甚廣，不易掌握，易導致課程內容失焦，

是本教育理論於實施時應注意之處。 

                                                      
11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8，2015年 05月 09日瀏覽。 

12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7，2015年 05月 09日瀏覽。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8，2015年05月09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7，2015年05月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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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隨著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網路的崛起拉近了人們的距離，虛擬空間打破的

傳統地理疆界，影像資訊的迅速傳輸縮小了整個世界。隨著「讀圖時代」的來臨，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簡稱VCAE）思潮也隨之興

起，「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此一名詞由澳洲學者Paul Duncum於2002年正

式提出；相關名詞還有「視覺文化研究」(visual cultural studies)、「視覺文化教育」

（visual cultural education）、「視覺研究」（visual studies）等（引自趙惠玲，2005：

167）。與前述「社會取向藝術教育」略有不同的是，視覺文化藝術教育雖也重視

教學內容與生活、社會的連結，但強調以「生活中的影像」為討論的出發點，著

重於個體於「觀看」過程中的反應與其生存背景、意識形態的關係。由於藝術領

域與視覺有著密切關聯，使視覺文化成為藝術類學科共同關注的焦點。視覺文化

研究與人類視覺機制中的兩大特性─「視覺」與「視覺性」相關。其中，「視覺」

較傾向是生理過程，指光線─對象物─視網膜的歷程；「視覺性」則指視覺作用

經過觀者依個體特性對影像進行詮釋的過程。「視覺」強調生理機制的作用；「視

覺性」則意指社會機制的作用。13 

1990年代中葉，後現代教育的氛圍普遍擴及於藝術教育界，後現代藝術教育

理論興起，而視覺文化思潮於藝術教育界中的出現，成為藝術教育界在後現代時

期的代表作。（趙惠玲，2005：165）由於視覺文化研究在學術界中尚屬一新思潮，

學者對其含義仍有分歧；但綜合學者們的論述，大致共識為：透過影像，了解將

影像「視覺化」的個體生活之社會背景及脈絡，並將藝術課程內容從精緻藝術擴

展至日常生活影像，以更貼近普羅大眾的生活環境；重視課程所學於生活中的實

踐性，培養自我反思、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日常生活美學將討論重心從單一對象

的仔細凝視移開，取而代之的是多重的、破碎的，並且時常被打斷的「觀看」。

相較於純美術所強調的「距離美」，日常生活美學側重於「親身參與」。相較於後

                                                      
13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60，2015年 05月 10日瀏覽。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60，2015年05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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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前者延緩了滿足感、陶醉、愉悅等情緒，而這正是日常生活美學的特性─立

即性的愉悅感。（Duncum，1999）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最終目的，便是協助學生在與生活中的影像的互動

中，釐清並建構自身的主體性，進而能建立「自我認同」。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是

要協助學生在透過影像來「建構」外在世界後，也要透過影像來「解構」外在世

界，並進而檢視、澄清、重新建築自身的意識形態。（趙惠玲，2005：168）George 

Geahigan（1998）認為不同於傳統的教學過程，讓學生遵循設計好的課程流程學

習，進行批判性思考教學時，教學者須營造一個能促進對藝術品思考及反省的情

境氛圍。教學者必須設計一些指示性的活動，使學生能意識到既存於藝術作品中

的問題與價值觀。他們必須提供機會給學生思索、闡述藝術品中意義與價值的創

作背景，收集證據，驗證假設，並提供機會讓學生獲得相關的背景知識。 

趙惠玲（2005：170-173）將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主要特質歸類為四項：一、

強調以學生生活中的視覺經驗為主體；二、強調影像背後的社會性意涵；三、跨

文化的學習；四、跨學科的學習。張栢烟（2010）認為當代藝術教育工作者必須

理解與掌握三項認知有：一、全球化與本土化共存的文化意識；二、後現代主義

的藝術教育思潮；三、視覺藝術的文化詮釋，以作為藝術教育實踐之根本基石。

Mirzoeff認為視覺文化之特色有三：跨學科界域、奠基於後現代主義、關注日常

生活（引自廖新田，2008）。綜合上述，視覺文化關注的不單獨是藝術品本身、

創作個體，或觀看者，而是在探討被置放在整個環境脈絡中的個體或族群，是如

何思考，如何觀看，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過程。過往的藝術教育方法多已既存的

文獻為指引，包含作品歷史、作品評論以及所有相關知識都是一套既定論述，以

單向方式傳授給學生。然視覺文化藝術教育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理念期望打破這

樣的教學方式，改以從個別觀者的視角出發，鼓勵發表個人意見；也就是說，就

算對於「看似」已被蓋棺定論的藝術作品，也應將其視為全新的對象物進行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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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重要的藝術教育思潮，從注重個體表現與發展的「創

造性取向藝術教育」，到回歸藝術本質的「學科取向藝術教育」，還有二十世紀

末的「社會性取向藝術教育」，以及「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有越來越重視整體

文化環境影響的趨向，是以晚近之藝術教育思潮愈趨整合、具跨領域跨學科性質。

當以西方世界為基地發展的教育論述被引至不同地區，便吸納當地養分，配合不

同制度、思想體系發展，形成一套理論的「全球在地化」之實踐。以臺灣來說，

本土特色、原民文化、移民族群等議題近年來也頗受重視。再如中國在本世紀初

的經濟大躍進，同樣帶動了藝術與文化的進展，配合教育體制的擴展，近年來與

經濟、商業、消費行為等發展相關之視覺文化研究的數量與成果也十分豐碩。視

覺文化藝術教育的核心概念之一為「多元」，他可以說是一套理論「骨架」，搭

配不同的文化「軀體」，而形成不同的樣貌。 

第二節  視覺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 

    新時代的影像、科技刺激撼動了過往的教育模式，促使人們尋找新方法去觀

看與瞭解，視覺藝術領域更是如此。本節將透過流行次文化；攝影；電腦、電視

與數位科技等媒介的特性介紹，並進一步探討青少年於使用這些傳播媒介時所持

有的態度，視覺影像於青少年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可能帶來的影響。 

壹、 青少年的影像世界 

    「1970年代，積體電路技術的引入大大地降低了電腦生產成本，電腦也從

此開始走向千家萬戶…，1982年，微電腦開始普及，大量進入學校和家庭。」。14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新一代人類從以往需千里迢迢，舟車勞頓才能一覽異國風

情的世代，一躍而成為僅須十指一點，就能環遊世界的科技人。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子計算機，2015年 12月 12日瀏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子計算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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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青少年自出生起即浸淫於科技產品的世界，對於電腦、平板、手機等機

具的操作瞭若指掌；對於網路虛擬空間的運行模式運用自如。由其中而生的文化

氛圍不同於傳統，自成一格；火星語、網路次文化、KUSO影像等各式新穎的文

化氛圍大量被產製，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衝擊著每個使用者、接收者的腦

門、視神經。這些看似自然發生的產製─接收過程，事實上包含了複雜的反應歷

程，且可以更深入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層面。對於正在教育歷程當中的青少年更

是如此；在這樣可塑性極高的年齡階段，瞭解他們觀看與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僅

是了解青少年的路徑，也是教育行動或教育相關研究的一項要務。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學者Paul Duncum如此說：「瞭解觀眾對電視影像的反應與

瞭解觀眾對莫內作品的方式是大大不同的」。（Duncum，2002）青少年是這個世

代的要角，也是現階段教育活動中的主要接受者，對於他們的了解便顯得更加重

要。以下分述流行次文化；攝影；電腦、電視與數位科技；消費文化等對青少年

的認知、價值觀有深遠影響的社會文化因子，以對青少年視覺文化研究有更深的

認識及更明確的研究方向。 

一、流行次文化 

    次文化（subculture），由美國社會學家Fischer（Claude Serge Fischer，1948-）

所提出，意指相對於社會中主流文化之小眾文化，可能會積極的抵抗傳統，或消

極的不認同規範，抑或是從一種對主流文化的修正。通常會由一群擁有相同理念

的人組成團體，即為次文化團體常會表現在思想、語言、藝術表現等方面。「次」

並無等級優劣之意，僅是相對於主流文化價值的一種態度。這樣的特質常會在青

少年身上發現。青少年的次文化包括下列要素：親近、獨特的價值與規範、同儕

團體認同、聖雄式的領導、渴求自主、溝通的特殊管道、特殊的語言。（黃德祥，

2013：287）青少年時期同儕間的影像力甚為重要，因此了解青少年的文化認同

也是重要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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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次文化團體型態如街頭塗鴉團體、同人誌團體、幫派等皆為主流文化之

外的新興團體。由於本研究聚焦於視覺文化，以下分別簡述塗鴉與同人誌團體的

樣態。塗鴉，「Graffito」義大利文之一是「亂寫」，而塗鴉「Graffiti」（複數型態） ，

意指小孩無意識的塗鴉行為 (周鴻祥，2006) 。指在公共設施或牆上的圖畫標誌。

塗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包括洞穴壁畫，或古蹟廢墟上的圖畫文字。 

    現代塗鴉起源於紐約社會較底層的少數或弱勢族群，是嘻哈文化(Hip Hop)

的一環，也是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與反權威的管道。起初僅是某種社會階層的

表徵，漸漸的也被吸納為藝術表現的一環。1960年代末期以個人強烈風格簽名文

字藝術開始出現在紐約地下鐵的塗鴉。經過70年代素人畫家製80年代的發展開始

有學員鄭是科班藝術者加入，80年代末紐約事的大舉掃動行動，1989年塗鴉畫離

開了地鐵而慢慢地退逝，竟而開始從地鐵轉移至地面公共領域，自紐約蔓延美國

各地，並藉著傳媒力量，將風潮帶至歐、亞各地。（周鴻祥，2006） 

    近代活躍的塗鴉藝術家如美國的Keith Haring（1954-1990），作品以簡單流暢

的線條，單純的人物、動物表現，大膽鮮豔的色彩為特徵。作品有時如一幅圖案

式的抽象畫，並帶有性的象徵意味；後因發現自己罹患愛滋病，開始積極創作以

安全性行為為主題的作品，1990年因愛滋病卒於紐約。英國的匿名藝術家Banksy

（1970－），Banksy為他的簽名，以其神祕性著稱；作品常含有對社會的諷刺性，

作品經常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出現。臺灣的塗鴉藝術家BOUNCE自2005年開始

在街頭作畫，作品色彩繽紛，也與許多時尚品牌合作。塗鴉團體如義大利的BLU，

作品遍及全球，內容常以嘲諷社會現象、反資本主義為主。臺灣的六號病毒街頭

藝術創作團體Virus No.6 Crew，是由SADG crew與FREEcrew兩個團體所結合；作

品力道強烈，色彩風格鮮明。15 

    不難發現塗鴉藝術已成為許多藝術家用來表現意見的管道，尤其是針對社會

                                                      
15
https://www.facebook.com/VIRUSNO.6/info?ref=page_internal，2015年 04月 29日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VIRUSNO.6/info?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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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群眾關係，也因此其內容常與生活有所連結，在各式建築牆面、橋梁、地

下道出現，甚至被何建物構造有所互動，因此容易獲得大眾共鳴。不過其原初為

社會不平發聲之用意，在經過商業主義與經濟資本的包圍下也逐漸消失；從一反

叛性的次文形式，被反吸納為主流藝術的一環，失去最初的意義。在此值得深思

的是，從最初的發展到現在，塗鴉藝術與生活的連結產生了什麼變化？在視覺文

化中承擔著什麼樣的角色？為何會是許多年輕族群的鍾愛？當被主流文化吸收

後，其叛逆性質是否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共存？ 

接著介紹當代另一流行的次文化團體─同人誌。同人誌為同人文化的產物。

這詞彙來源於日語「同人誌」，是指一群同好走在一起，所共同創作出版的書籍、

刊物，16較常用於漫畫及其相關商品的製作。同仁團體起初也為一群志同道合的

人所組成之團體，逐漸擴大規模，成為有商業銷售行為，公開展出，搭配角色扮

演之固定活動。由於其創作者也多為年輕族群，並與當代流行文化、動漫有所連

結，更是展現創造力的場域，因此也有不少專家以此為視覺文化研究之素材。 

陳箐繡（2010）為了解同人誌創作中的性別意識形態，便曾以女性同人誌創

作者為研究對象，探討青少女漫畫迷與同人誌創作者如何觀看、挪用、改變和再

現商業漫畫文本中的女性形像，以及同人誌創作者如何使用漫畫做為一種抗拒、

改變或認同主流文化所建構的性別形象。發現青少女漫畫同人誌次文化的主體身

份地位相當弔詭，一方面複製其文化母體及權力結構關係，一方面違抗顛覆社會

禁忌，挑戰主流意識形態。 

陳箐繡（2011）另以臺灣地區為範圍，研究漫畫迷文化之美形品味之研究，

聚焦於「美少女」與「美少年」圖像。研究發現青少年漫畫迷偏好「稚嫩甜美」

之人物形象，並發現此品味的產生或許與三種因素有關：漫畫媒介之美感符碼特

性、時代社匯品位的改變與影響，以及年輕人（尤其是青少年/青少女年齡層）

                                                      
16
http://zh.wikipedia.org/wiki/同人誌，2015年 04月 29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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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 

劉仲嚴（2008）以兩個香港同人誌團體為對象，探討微流行視覺文化社群的

自主性創造力。漫畫、動畫和電玩中的圖像，除了反映流行視覺文化的影響之外，

還隱含對於某種特殊美學觀念的偏愛，並牽涉創作者和觀賞者對創造力的觀念、

表達方式，以及創造性的社會文化意涵。研究發現，微流行視覺文化社群不但顯

示出一種生生不息、自我管理的營運模式，還隱含著一種自我發揮、具表現力和

漢獨特性的社群創造力量和文化展現精神。 

同人誌團體在當代社會中扮演一種既存於社會，又與主流文化有所區隔的文

化樣態；既從主流社會意識中擷取靈感、角色形像，卻一方面融入自身的意識型

態，採取認同或反抗之立場；似乎站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這些團體，卻也成功的與

資本主義做連結，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欲研究年輕族群之視覺文化現象，研究

者認為同人誌也屬一塊不容忽視之特殊場域。 

二、攝影與複製 

    相機的發明，是藝術史中一個新的篇章。以往需要專業技術及長時間方能產

生的一幅圖像，在複製技術出現後變得輕而易舉；傳統藝術的再現性被相機取代

後，也開啟了不同的表現取向。由於照相術的普及，人人都能開始用自己的方式

去記錄生活；一種新的觀看方式取代了傳統的視角。攝影的出現不但推動了視覺

文化的形成，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類圖像的歷史（周憲，2008：270）。 

平版印刷標誌著複製技術的一個革命性階段，攝影術的出現則是另一次重大

的革命。1837 年，法國的發明家、藝術家 Daguerre （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1787-1851）發明了銀版攝影術，法國政府並於 1839 年購買了其專利；「攝影」

自始成為人類將影像「視覺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趙惠玲，2005：65）。攝影

帶來的深刻變化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照相機把傳統繪畫那種困難的客觀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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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功能徹底簡化了；二、照相術的出現，在藝術史傳統中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覺

世界；三、照相機的發明使得機械的複製成為可能，而複製使得人類圖像生產和

傳播的歷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以至於 Benjamin 認為是「傳統的大崩潰」；

四、攝影的出現教會了人們如何去觀察生活世界，即是說，教會了人們如何看（周

憲，2008：152-154）。 

    關於複製技術與藝術品間最常被討論的便是「複製品」與「原作」間的關係；

當複製品可以百分之百重現原作影像，那麼原作的價值何在？對此，德國哲學家

Benjamin （Walter Benjamin，1892-1940）認為：即使是最完美的複製也總是少

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藝術作品的「此時此地」，獨一無二地現身於它所在之地，

就是這獨一的存在，且唯有這獨一的存在，決定了它的整個歷史。機械複製所創

造的嶄新條件雖可以使藝術作品的內容保持完好無缺，卻無論如何貶抑了原作的

「此時此地」（許綺玲 譯，1999：62-63）。對此，Benjamin 提出了靈光（aura）

的概念；靈光，意指藝術原作所具有的獨特性，講求本真（authenticity），並與

崇拜、宗教儀式有關，然而在機械複製時代來臨後，藝術作品可以被大量產製，

不再具有原真，也不再具有任何儀式功能，靈光便漸漸消散。義大利戲劇、小說

家 Pirandello（Luigi Pirandello，1867-1936）也注意到鏡頭強加於演員身上的改

變─電影的出現，使演員的「靈光」消散了，因為「靈光」是不能被複製的。電

影一方面對「靈光」壓制，另一方面又在片場之外虛假的塑造演員的「人格形象」，

因而出現了崇拜明星的儀式，受到電影製片人的資本主義觀大加贊助，屆之保護

明星人物的魔力，長久以來，這等人物也只剩其商品價值魅力了。(許綺玲 譯，

1999：75-79)雖然 Benjamin 哀嘆攝影與複製術導致了靈光的消逝，但他同時也承

認，這種新的影像技術將對藝術的普及與宣傳有所助益（Mirzoeff，1999：73）。 

由於操作上的便利，攝影之於現代青少年更是如家常便飯班，時時刻刻在發

生，並且能夠作立即性的修圖、美編及上傳網路分享、宣傳的動作。透過影像的

拍攝，青少年不僅分享生活，更是嘗試用影像來構築自我的形象─自己心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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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形象，以及希望別人感受到的形象。Duncum（2004）便曾將家庭攝影與實

際教學課程做結合，並做了一項有趣的研究。家庭，是整體經濟、政治社會的一

個基本結構，它也是一個人經歷社會化的重要地方，透過家庭攝影，照片可以塑

造出社會對於母親、父親、小孩等不同家庭角色所應有的氣質；如溫柔的母親、

強壯的父親、可愛的小孩。家庭攝影基本上也是一個選擇的過程，拍攝者依自己

的一套價值觀，審核哪些是可記錄的畫面，哪些是不合宜的。按下快門的瞬間做

第一次取景的抉擇，審核哪些是可公佈分享的影像時是第二次抉擇，所有被認為

是「不適合的」影像都將遭到淘汰。以拍攝家中兒童來說，家長會期望孩子做出

某些特定表情，或表達快樂情緒，以滿足他們對「即將拍攝的」照片的內容之期

待─代表了成人們所認為孩提時期應有的樣子。對許多成人來說，兒童代表著純

真、自然；成人則意味著社會化、文明化的，因此正在哭鬧的、表達不滿的孩子

不會成為拍攝對象─因為這不符合成人對兒童時期的想像與期望。 

對於攝影是否能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是一場為時長久的爭論；反對者堅守藝

術品的高貴神聖性，否認攝影具有美的價值。時至今日，人們似乎不會抗議攝影

確實是藝術表達形式的一種，許多所謂的「攝影展」便體現了這樣的想法，縱使，

仍有人會認為攝影是較低階的藝術形式。人們耗費了不少精力鑽牛角尖地決定攝

影到底算不算一門藝術，卻沒有先問問這項發明是否改變了藝術的普遍特性（許

綺玲 譯，1999：72)。為了擺脫攝影長期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困境，Benjamin

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將「攝影作為藝術」的思考方式轉換為「藝術作為

攝影」的思考方式。從文化學的角度看，從「攝影作為藝術」轉換為「藝術作為

攝影」的思考方式，就是從藝術史的層面向文化史的層面轉換 （宋一葦，2005）。

對於現代青少年來說，他們透過影像在認識世界，而非文字；因此當今主要的課

題是如何適應新的文化生產樣貌，與之和平共處，而非爭論是否接納攝影為藝術

家族的一份子。正如周憲（2008）所言：「當代文化的趨向之一是文化的多元化，

形象的歷史正在從單一的正史紀錄轉向多元紀錄，歷史敘事也正在經歷從「大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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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向「小敘事」的深刻轉變。攝影作為一種圖像生產活動，不像繪畫那樣注定

是少數人參與的，而是一種大眾的活動（周憲，2008：273）。各式角度的大頭照、

風景照、時裝照，呈現出多元的拍攝模式，體現了拍攝者各自的審美角度；日常

生活攝影取代以往影像服膺於少數權威、菁英之下的時代，成為每個人都能使用

的發聲筒。（周憲，2008：277）。 

作為一種生產技術，攝影已成為當代社會文化工業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宋

一葦，2005)。攝影是便宜的、且方便運輸；而藝術品則相對的較昂貴且不好運

送（Mirzoeff，1999：70）。普普藝術大師Warhol即將這種特質表達得淋漓盡致：

大眾化、流行、大量複製，消弭了藝術與一般大眾生活的隔閡─藝術其實可以很

廉價很通俗。Andy Warhol說：「在未來，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In the 

future,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15 minutes）；Mirzoeff認為，攝影的出現宣告了

民主的到來，因為這是史上第一次，廣大的群眾皆能將自己記錄下來，並留給後

代。（Mirzoeff，1999：71）風行了一個多世紀，在1980年代，由於電腦影像的興

起，攝影也不可免得必須面對自身的死亡（Mirzoeff，1999：88）。然而面對電腦，

攝影並不會全軍覆沒，而是須隨著科技進展的腳步調整姿態，與其他新興的視覺

化方式共存（趙惠玲，2005：69）；研究者者認為，在數位科技的時代，善用是

類電子媒體宣傳自己的人，將擁有不只15分鐘的成名時間。對於攝影媒體運用自

如的新一代青少年來說，影像更是能夠讓他們表達自我、了解他人，將自己推向

舞臺的重要途徑。 

三、數位科技於生活的衝擊 

攝影術的發明讓影像的大量複製成為可能；而電視、電腦與數位科技的出現

則使影像的傳播變得迅速，且不受實體疆界的限制─虛擬性無所不在。在我們生

活的時代，虛擬性包括網路空間、網際網路、電話、電視、虛擬現實等技術（Mirzoeff，

1999：91），本部分就電視與電腦兩大視覺電子產品作探討。電視（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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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最早出現在1990年。然早在1884年，德籍波蘭裔發明家Nipkow （Paul Julius 

Gottlieb Nipkow ，1860－1940）就已提出並申請了世界上第一個機械式電視系統

的專利，即「Nipkow圓盤」（the Nipkow Disk）。17電視的改良與發展經歷了約莫

一世紀，從機械式電視到電子式電視，到現代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 

    1920到1940年代間，電視科技大幅進步，黑白電視生產上市；1950年代，彩

色電視崛起；1962年，美國「電星一號」（Telestar-1）成為最早傳播電視節目的

衛星；1962年RCA（Qadio Company of America，美國無線電工思）發射了「中

繼1號」(Relay-1)低軌道衛星，完成了橫跨太平洋美、日之間的電視傳播，從此

各洲間的通訊無遠弗屆（趙惠玲，2005：75)；電視的來臨使虛擬性得以全球化

（Mirzoeff，1999：96）。電視是集文字、聲音、動作表情於一爐的綜合媒體，娛

樂性強，傳播功效深入家庭（顏伯勤，1984：37），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以來全球

資訊交流的重要橋樑。 

當前電視的發展與改良十分多元，不僅節目種類繁多，能夠與電腦結合，具

備更多功能。電視制度與傳播制度是影響節目內容的重要因素，英國的文化理論

學者 Williams（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將傳播制度分為四類：一、

極權傳播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二、父權傳播制度（PaternalSystem）；三、

商業傳播制度(Commercial System)；四、民主傳播制度（Democratic System）（李

瞻，1984：11-1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各國電視制度分為四類：

一、國有國營制，如蘇俄、中國；二、商有商營制，如臺灣；三、公商並營制，

如日本、加拿大；四、公共電視制，如英國、德國（李瞻，2007）。商業電視是

以娛樂、營利為目標之節目製作導向；公共電視與國營電視不同，國營電視歸政

府所管，公共電視是由國會、政黨代表、人民團體等代表共同經營的節目製作型

態。 

                                                      
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電視，2015年 05月 16日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wiki/


 

41 
 

電視可以將語言、新聞、故事等題材影像化，並將一組組的影像資訊傳達給

觀眾，透過電視可以滿足觀眾的視覺慾望與好奇心。電視的觀看之所以如此令人

著迷，是由於許多電視節目其實就是現代人日常生活美化後的再現或縮影（趙惠

玲，2005：77）；又或者，電視觀眾是活在螢幕影像建構出來的「電視現實」之

中（郭力昕，1992：6）。Mirzoeff（1999：97）以美國電視影集「An American Family」

（1973）與英國電視影集「The Family」（1974）舉例，兩部影集的導演都將拍

攝角度（刻意）調整得十分自然，並將傳統電視的「前舞臺」（proscenium）拍

攝手法運用得淋漓盡致，演員們的投入程度致使他們已忘了自己正在被拍攝。兩

部影集都呈現出一般的日常生活氛圍，彷彿這只是不知名的尋常大眾的生活紀錄。

人們搭配這些節目邊做家事、吃飯，電視已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說，

人們有一部分的生活是存在於電視中的。 

電視的出現也同時改變了人們的觀看習慣；由於人們在觀看電視時常會想與

身旁的人談論內容，即便是獨自一人觀看電視，由於同一個電視節目在相同時間

可能有上千百萬人同時觀看，使個體在心理層面上隱約認知到自己是屬於觀看該

節目的群眾之一（趙惠玲，2005：77），進而形成某種虛擬的認同感─Mirzoeff

（1999：99）所說的「隱形社群」正是在形容這種虛擬的想像社群。2004 年印

尼的大海嘯、2015 年的尼泊爾地震，造成無數傷亡，災情透過電視影像傳送至

全球，各地人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為災區募資、祈福，協助重建─協助

災區的共同目標，暫時消弭疆界限制，組構出一個跨國性的「隱形社群」。原來

宣稱自己是紀錄工具的電視，變成了創造現實的工具（林志明 譯，2005：28）。 

    再如廣告影像，電視廣告是各類廣告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種形式，短短十幾秒

或幾十秒的廣告片呈現的常是極具巧思創意與一流專業製作品質的結晶（郭力昕，

1992：34)；商品被購買的原因，或是廣告意涵被認同的原因，有時不在於本身

的實在價值，而是因為廣告所形塑的感性氛圍。又如新聞報導的場域，在社會大

眾中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他們擁有大幅製造和傳播訊息工具的獨佔權，而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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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些工具控制了一般公民和其他文化生產者達到公共空間的通路，即達到廣大

傳播的通路（林志明 譯，2005：68-69）。同時，電視節目也受到經濟場域的控

制，強調收視率的結果，易使節目的製作朝向辛辣浮誇的方向，而忽略掉其隱形

的教育影響功能。這裡點出了電視對觀眾思想的潛在，卻是深遠的影響。保有自

主性及批判力不僅是觀看電視時應持有的態度，也是面對所有傳播媒體時所應持

有的態度。 

    電腦是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普遍的電子產品，搭配數位科技、網際網路

（Internet）的出現，繼機械複製時代的革命後，帶動另一波視覺科技的革命。

從 1950 年代，通訊研究者認識到需要允許在不同電腦用戶和通訊網路之間進行

常規的通訊；1982 年，微電腦開始普及；1986 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建立了

大學之間互聯的骨幹網路 NSFnet，是網際網路歷史上重要的一步；1990 年代，

整個網路向公眾開放。18電腦與網路的普及化，除了使資訊的交流更加快速便利，

也是促成整個世界邁向全球化的重要因子。在實體的意義上，網路就是互相聯絡

的處理機、終端機這些設備的組合體；以城市在各個工作站間傳送資訊，而這些

工作站也是在產生、處理、儲存和應用資訊。電腦網路的最主要效益就是資源的

分享（李家祺，1987：3），只要坐在家中，即可搜尋世界另一端的任何資訊、訂

票、任何服務指引、聊天等，網路替我們解決了許多不便，也節省了許多時間。 

隨著電腦日益普及，圍繞著電腦的相關議題也紛紛出籠：如電腦病毒、網路

駭客（Hacker）、虛擬空間等。從視覺文化的角度來看，現在的人們處於一個由

符號及影像所構築而成的世界；在許多觀光勝地如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等地方，

各種虛擬性的文化設施被創造來吸引遊客；這些文化設施已經脫離了它各自物質

性存在的時間（歷史）和空間（地域）環境，構造了一個供人觀賞的虛擬和人工

環境（周憲，2008：166)。虛擬空間就如Baudrillard口中「模擬」（simulation）

的仿像階段；這個階段的符號不再表徵現實，甚至與現實無關，他們依循自身的

                                                      
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互聯網，2015年 05月 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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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來表徵，符號交換是為了符號自身（周憲，2008：163）我們處在一個依賴

符號來溝通的世界，因此符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顯得比現實更為重要。虛擬技術

使影像的製作從過往需要「實際對象物的在場」，到達能「憑空」產出一個「虛

擬的」影像的新階段。 

    在由網路組成的巨大網絡中，無數的影像文字訊息彼此鏈接，遊走於網路中 

的人們，透過不斷的超連結，獲得的訊息量呈倍數增長；這樣的訊息傳送模式不

同於以往是一「線性」的連結，而是呈現「網狀」發展；由此出現「超文本」（hypertext）

一詞。「超文本」由美國資訊及科技學家Nelson（Ted Nelson，1937-）於1963年

首次提出。它透過連結（link）的結構，將文本內預設的節點（nodes）予以連接，

方式是在資訊節點處加入超連結的功能，提供讀者閱讀行進方向的選擇。其有超

（多）媒體、需借助機器、非線性、無篇幅限制及固形體等特性（張郁蔚，2004）。

超文本聚集了各式類型的文字、影像，大大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維基百科

（Wikipedia）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例如，當我們搜尋漢堡的由來時，其中介紹

如下： 

   漢堡（英語：Hamburger；美式英語多簡稱為Burger），是指使用圓形麵包內     

   夾餡料的一種食品，製作方式與三明治類似，現今被普遍視為美式速食的代 

   表。其餡料以漢堡排為主，並附夾上若干配料（以蔬菜和起士為主）和調味 

   料。在英語中，「Hamburger」就是指「來自漢堡城的」，可以用來指整個漢堡    

包，或是單指漢堡排本身。19 

以上的簡介中，只要是被畫上底線之字詞，都能再超連結至新的頁面，如此

延伸下去，搜尋者所獲之資訊將會成「面」向發展。同時，在網路的虛擬世界中，

作者的權威性進一步被削弱，每個人都可以是作者、訊息提供者。如同維基百科，

任何有註冊帳號的人即可發揮所長，不斷增添新的資料或解釋─文本是由多位匿

名作者所共同編輯，不斷變動的。 

                                                      
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漢堡_%28食物%29，2015年 05月 18日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C%8F%E8%8B%B1%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BD%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BD%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4%A1%E6%96%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8E%E6%B2%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F%E9%A3%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0%A1%E6%8E%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C%E8%8F%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0%A1%E6%8E%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漢堡_%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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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科技除了被應用於圖像產製、觀光設施之外，也被大量運用在電玩、電

影等視覺娛樂媒體的特效上。許多線上遊戲的虛擬場景製作逼真，還有 3D 視角

效果，讓玩家有身歷其境之感，無怪乎時下許多活躍於網路遊戲中玩家，常浸淫

於虛擬的戰鬥世界中難以自拔。科技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引發了許多省思，如

「Cyberpunk」寫作形式的出現。這類作家試圖用作品來提醒科技社會未來可能

變成的樣子。賽博朋克，（Cyberpunk，cybernetics 與 punk 的結合詞），又稱數字

朋克、賽伯朋克、電腦叛客、網路叛客，是科幻小說的一個分支，以電腦或資訊

技術為主題，小說中通常有社會秩序受破壞的情節；賽博朋克風格的故事情節大

多發生在網絡上、數碼空間中。現實和虛擬現實之間的界線很模糊。此流派經常

使用人腦和電腦的直接連接
20
。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整體社會將由各式智

慧型電子產品來運行操作，而我們，準備好了嗎？ 

    對於青少年來說，「虛擬」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比「真實」更龐大；當青少年

進入到某情境中，希望找到歸屬感、認同感，所以在既有的選擇中，盡量的尋找

和自己相似的團體，或使自己更同化到某一團體中，以期望能夠加入到其中（陳

俞霖，2002）。在現實世界中沒有歸屬感的個體，可能轉而從網路虛擬社群中追

求，而形成所謂的網路同儕（cyberpeer）。網路同儕具有異於傳統同儕團體的

特性，因為青少年和更多不同類型的人接觸，而那些人卻大都互不相識，就像為

其戴上了富有獨立性這樣一個具有假相的面具（陳俞霖，2002）；青少年正處於

同儕影響力強盛的階段，網路世界中的刺激與影響不容小覷。 

Parker（1998）認為桌電將會大量地被取代，不久之後個人電腦將會徹底地

個人化（Duncum，1999），現在人手一台筆記型電腦的現象已呼應了這項預測。

在視覺文化藝術教育領域中，融合科技產品、議題的呼聲四起，結合多媒體、網

路平臺教學的課程設計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新穎。然而，在享受科技方便的同

時，我們也必須思考，這項資源對每個人來說是否是對等的？也就是說，是否每

                                                      
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賽博朋克，2015年 05月 21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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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擁有相同的權利、足夠的資源來享受科技？如社會學家 Castells（Manuel 

Castells，1942-）在其著作《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中所說：「網路社

會並非意味著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機會接觸資訊、益處或全力，相反的，

它代表當代社會中允許多數人能夠彼此互動，但卻排除掉更多其他人」（Sweeny 

R，2004）。在青少年網路成癮現象頻傳的當今，青少年使用網路的行為與影響，

更是值得探究之課題。由於網路所提供的資訊內容、網際網路資訊的豐沛性、超

連結（Hyperlink）的跳躍性思考與使用者介面的親和力等，導致網路使用者上網

及查詢資訊日漸頻繁（陳俞霖，2002）。使用科技的同時，我們也須時時警醒它

的潛在影響力及對生活的支配性，畢竟，科技是人類的產物，操縱權應該始終在

於我們手中。 

第三節  影像觀看之論述建構 

    於理解人們如何透過影像的觀看與解讀、建構自身主體性時，相關理論的探

討能具體而明確的給予思考與分析方向。本節所呈現的各派論述，雖並非全然針

對視覺文化或影線觀看的認知歷程做剖析與理論的建構，但應用於視覺文化相關

研究的分析上能夠精準而有力。以下分述精神分析、符號學、性別觀點、全球化

與後殖民等相關論述。 

壹、精神分析與投射理論 

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Freud（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創建的精神分析

學派，起源於19世紀末，影響力至今不減。他將一個人的人格分為本我（id）、

自我（ego）及超我（superego）三個部分，「本我」代表原初慾望；「自我」是有

意識地在處理現實世界的事情；「超我」為良知的道德判斷，是本我與自我的調

節器，三者互相調節，構成完整人格。另外，佛洛伊德也將人的性發展階段分為

五期，分別為口腔期（oral stage）、肛門期（anal stage）、性器期（phallic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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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期（latency stage）與兩性期（genital stage）。前三期皆是以身體部位為名稱，

顯示個體的早年成長生活是以滿足身體各部位的慾望為主，是生理方面的需求。

而每個階段是否獲得，將對往後的生活發展造成影響。在成長過程中對於原慾的

壓抑則成為創造力的來源，用藝術手段將此種情緒抒發。 

看的文化意義在此顯得值得注意，除了創作，也可應用於解釋觀看；看可以

是一種慾望的投射、一種嚮往、一種自我的折射；是接受，是消費，是想像，是

憧憬，也可以是抗拒。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剖析，「觀看」是一種窺視欲望的滿足，

是種關於主體性、性意識與潛意識與的行為，透過這個過程，人們得到了視覺愉

悅之感，法國學者Lacan（Jacques-Marie-Émile Lacan，1901-1981），更在Freud的

理論之上進一步聲明：「視覺性的時刻，正是主體性和性意識形成的關鍵。」精

神分析認為主體是屈從於特定規訓的，而特定文化的觀看禁忌與習俗，則形成了

潛意識，也就是說，主體性其實是種文化與心理的建構。除了關心觀者的心理，

精神分析也關心影像本身的呈現方式─觀者與被觀看者互為主體，在文本中依各

自的經驗與信念採取認同的位置。 

女性主義者Laura Mulvey便曾以著名導演Hitchcock（Sir Alfred Hitchcock，

1899-1980）的電影為例21，探討電影的主體化效果及社會形構，包括電影的拍攝

以及運鏡方式；透過拍攝的角度，跟著電影中的男性眼光觀看（被觀看者即為女

性角色），滿足男性某種潛在的窺視的慾望。當然，精神分析學以男性性慾出發

的觀點，相對地將女性置於被觀看者的位置，形成了主動/男性與被動/女性的觀

看方式不免難以顧及其他角度的觀看，但反觀當今許多廣告，無論是針對女性消

費者的化粧品、美容廣告，或僅是藉女性樣貌來吸引目光的健身、汽車廣告，精

神分析學確實為值得參考的切入點。 

                                                      
21
這裡所指的電影為埃佛列特‧希區考克的兩部電影《後窗》及《驚魂記》。蘿拉‧莫薇用「敘事電影」來

稱呼此類主流的好萊塢電影。詳見吉莉恩‧蘿絲(Gillian Rose)所著之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Visual 

Methodologies)第五章：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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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an另從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延伸出一套「鏡像階段理論」（the mirror 

stage）。兒童能經由「前鏡像」、「鏡像」與「後鏡像」等發展階段的發展逐步得

到自我認同。他關於「凝視」（gaze）之概念也對視覺文化研究提供了養分。Lacan

强調「被看見之事物」與「沒有被看見之事物」、「在」與「不在」等觀念，同

時將之引申成為他的相關概念─「凝視」與「慾望」。「凝視」使主體注目於「在

的事物」，而「慾望」則為針對「不在的事物」之本能。（劉豐榮，2006）透過

凝視一幅影像，觀者得以透過這個渠道進入一個慾望與想像的空間，這也就是個

人成長背景的作用發生之時。不過在這較晚期的研究中，他關心主體如何被看更

甚於主體如何觀看，如此一來凝視補充了他早期鏡像階段的說法。凝視乃一種先

存於個別主體的視覺形式；它乃產生主體的視覺性。雖然主體把視覺性當成自己

的一部分，但凝視實為文化建構。（王國強 譯，2006：156）這個觀點補充了佛

洛伊德精神分析論以「男性」為出發點的觀點之不足，因此也被女性主義者援引，

以尋找更多關於其他觀看方式的可能性。 

針對觀看的自我投射，英國的藝術史學家Gombrich（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也提出了相當深刻的看法。他以畫家為例，認為創造的

過程及視畫家「所見」與「所想見」的不斷調和過程，最後創造出符合創作者內

心圖示的作品，他稱此為「先驗圖示」（schemata）。投射是一個不斷調整、適應

和匹配的過程，因為圖示和物象之間的關係狀態決定了圖示是否有效，也決定了

圖示是否需要改進。（周憲，2008：75）這個視覺關係理論也可以衍伸出另一個

重要的概念─作品、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動態且不斷變化的。這說明

了影像的生產者重自己的角度詮釋了所見，並傳達給觀者，但每位觀者也都從自

身的角度出發去觀看作品，這種文化的投射可能導致認同的心理，也可能導致反

抗甚至敵意的情緒，此點可留待視覺文化與後殖民關係的部分做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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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影像作為符號 

一、符號學 

    符號學（Semiotics），是研究符號意義與結構的學科，自19世紀末被提出並

系統化後，漸漸成為研究視覺文化的重要方法之一。無論是廣告影像、照片攝影、

電視電影的文本分析，都是許多學者進行影像解讀的切入點。 

現代符號學的先驅首推瑞士語言學家Saussure（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認為符號是由兩個部分所構成，即符徵（Signifier）與符指

（Sigfinied）。符徵亦指符號的樣貌、聲形，符指則是觀者透過符徵在心裡所形

成的抽象概念；如 「85度C」招牌，「85度C」即為其符徵，而我們所想到的平

價咖啡、蛋糕、甜點則是由招牌所引起的聯想。以下分別介紹晚近的重要符號學

學者如德國的Cassire（Ernst Cassire，1874-1945）、美國的Peirce（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1914）、Susanne Langer （Susanne Knauth Langer，1895-1985），

法國的Roland Barthes（1915-1980）及相關學說。 

Cassire 的重要學說為文化哲學體系符號學。他指出，人與動物都有感受系

統和反應系統，但人還有第三種系統，即「符號系統」，這是動物所沒有的。人

的思維和行為都是符號化的，人透過符號創造了所有的文化，構成了人類經驗的

交織之網。故把人類界定為「符號的動物」。其文化哲學體系符號學是以「人─

─符號──文化」為基本公式的哲學體系（藝術與人文教育，2002：139-140）。 

Peirce 在 Saussure 的基礎下，進一步探討了「符號與觀者」的關係。他認為

符號不只是單純代表「某種」事物或概念而已，而是會隨著觀者對不同情境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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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而產生不同意義。（趙惠玲，2005：112）因此符號的意義並非固定的，而是處

在持續變動的狀態中。皮爾斯並將符號分為三類：肖像性，即照片或影像圖中的

肖像，或畫像、雕像等與原對象物「形象相似」的符號；指示性，指與符號本身

有一定的相關性，可讓人輕易做聯想，如語言系統；象徵性，指符號本身轉化為

另一種意義，需透過學習而得知，如看到閃光可能代表閃電，閃光就是閃電的象

徵性符號。 

Langer 從藝術表現的角度探討符號學。她認為藝術表現的情感並非個人情感，

而是一種人類普遍情感。藝術創造即將情感符號化，進而能夠傳達。Langer 與

Cassire 皆對信號（sign）與符號（symbol）做出區隔。Cassire 認為信號屬於物理

世界，而符號屬於精神世界； Langer 進一步說明，信號是指示作用，符號是表

意作用，此說明突出了符號的抽象性。（藝術與人文教育，2002：140-141） 

    作為集大成者，法國結構/後結構主義學者 Barthes 更大量的將符號學的概念

應用在視覺文化領域。他最主要的成就在於打破傳統語言學和符號理論關於「符

指」與「符徵」的二元對立關係，開啟了後結構主義的觀點。根據 Barthes，除

去基本的語言訊息外，所有的符號都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分別為「明示義」

（denotation）與「隱含義」（connotation）；「隱含義」又可再細分為「隱含義」

(connotation)、「迷思」（myth）與「象徵」（symbolic）。「明示義」指符號的明顯

意義；而「隱含義」則是指符號或符號系統所傳遞出來的文化價值和信念。（趙

惠玲，2005：115）Barthes 將「歷史決定」與「自然法則」的混淆稱之為「迷思」

22
，是一個特定文化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符指」與「符徵」間的關係並非「絕

對的」，而是「人為的」、「文化決定的」。既然「迷思」是種「集體的社會文化現

象」，當代生活中的日常影像便時常運用這樣的手法製作，將這樣的迷思重新包

裝，再傳達給有相同迷思的觀者，反覆強化該迷思。 

                                                      
22
http://www.twwiki.com/wiki/羅蘭‧巴特，2015年 05月 02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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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述《S/Z》之後，Barthes 明顯地從結構主義轉向後結構主義，其名言「作

者已死」便是在陳述這樣的概念。他將文本分為「閱讀性文本」與「創造性文本」。

閱讀性文本是靜態的，創造性文本則是動態的。「閱讀性文本」是「作者中心」，

「創造性文本」則是「讀者中心」；讀者積極的與文本互動，作者不是意義的唯

一來源，讀者的解讀使文本在被閱讀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新意。此外，Barthes 認

為每種語言都是已讀和已寫過的文化語言（藝術與人文教育，2002：145），每位

觀者本身也是一文本，帶著既存的基本文化意識在閱讀，這本文本能使任何一本

文本成為一複數性文本──這裡便突顯了讀者解讀的重要性。 

    繼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代表人物 Derrida 達進一步否定了符號具有終極意

義的說法，反對從單一文化系統來分析符號。他認為符號的意義是具有開放性的，

會隨著不同的情境不斷增生，此即「延異」的概念，與 Barthes 之口號「作者以

死」相呼應著。 

 關於編碼與解碼的模式與過程，英國文化理論家與社會學家 Hall（Stuart 

McPhail Hall，1932-2014）提出了三種「假想的立場」：第一個假想的立場是主

導一霸權（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場，傳播的

目的是實現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實際相同含義的交流。處於這一立場的新聞傳播者

的理想的傳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傳播」，即受眾在主導符碼的範圍內進行解碼，

其對信息解讀的方式和過程完全符合於編碼時刻所設定的預期。對接受者來說，

文本是「自然而透明的」。第二個立場是協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場。

在這種解碼模式中，接受者只接納文本部分的意義，並不時以某種方式拒斥或修

改文本，添加新意。在此，Hall 看到了編碼一解碼過程中存在著包容與控制的雙

向運作。第三個立場是抵制式或對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場。Hall 認為，

雖然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在主導媒體文本中處於優先解讀地位，但並非說明所有的

受眾都會自動做出這種選擇，解碼人的社會狀況會激勵他們採用不同的姿態來對

待同一媒體文本，例如自身的階級、性別、種族等；它與第一種解碼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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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文本的主導性化霸權性的意義（周憲：2008：89-90；鄒贊，2008）。 

法國當代社會人類學家 Baudrillard（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提出了「消

費社會」的概念；並從消費與商品方面進行符號的分析。他認為當代社會的消費

模式不像以往，是純粹的商品交換，而是一種「符號」的交換。在購物過程中消

費者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符號系統；這裡，購物不再是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是獲得

意義和認同的確認過程。（周憲，2008：126） 這邊需要對「消費社會」與「消

費主義」稍作區隔；消費主義往往是一個貶抑詞，指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

式，它煽動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人們的購買欲望。消費文化則是一中性詞，指

的是表達某種意義或價值系統的符號系統，這種符號既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

消費品的選擇、使用或消費方式，還可以是傳統的消費習俗（蔡騏、劉維紅，2005）。

消費文化可以包含消費主義，但消費主義不等同於消費文化。 

滕雪梅、華樂功（2009）認為，在視覺文化的影響和網絡傳播的推動下，網

絡表情符號作為網絡世界獨具特色的視覺文化現象之一，是考察青少年網絡文化

的重要文本和視點。他們通過網絡表情符號重新構建屬於他們的身份與認同，並

以此進行詮釋與解讀。他們發現，青少年對同一種符號涵義往往有不同的解讀，

以符號「Orz」為例，可能有「頹喪」、「拜託，被你打敗了」、「佩服」等意。此

外，表情符號的一符多義和一意多符具有典型的符號學之符號特徵。符號「Orz」

即為一符多義的典型代表；一意多符如表現「笑」的符號就有：）、：Ｄ、*^0^*

等形式。另外，對於是否統一表情符號的含意，研究對象呈現同意、沒意見和反

對三種傾向。因此符號在不同人的心境、情況下的涵義不盡相同。研究同時發現，

青少年在使用表情符號時具有誇張、隨意和顛倒等特點。調查數據也顯示七成以

上（72.6%）的研究對象認為使用表情符號能夠得到同年齡人的認同，超過四成

（42.2%）的研究對象表示自己使用的表情符號來自朋友推薦或受朋友影響，也

是青少年族群認同的一個間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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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Ideology），是一種對現實生活與存在的想像，是一組由意識、無

意識組成的個人目標、期望及動機，是由某一社會文化中的人、政府所遵從的生

活基準。符號的解讀與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連，簡單來說，它是對思想、思維

體系與信念系統的研究；在實踐中，它關注這些觀念、看法、信仰對我們的認知

及生活方式的導引，特別是在社會政治層面，由於政治常與權力分布密切關聯，

意識形態研究也常包含了對社會中權力關係的批判研究（葛紅兵等 譯，2007：

59）。意識形態是不斷變化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帶著自己的觀點觀看、解碼，

這就是為何同一組訊息可能有數種不同的解讀方式，且可能產生誤解的原因。 

對於觀看與意識形態有深入研究的英國藝評家 Berger （John Berger，1926-），

在其著作《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對於意識形態與影像解讀的關係有

許多的探討與分析，由於柏格對視覺文化意識形態的研究方式有很明顯的左翼傾

向，他贊同特權階級與工人階級間存在著鬥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葛紅兵等 譯，

2007：59），因此其論點在某些程度上是具有爭議性的，但在視覺文化與觀看研

究的領域中，這樣的批判仍不失為值得思考的方式。 

    我們的知識與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Berger，1972：11），這句

話很俐落的表達了 Berger 的核心思想。影像是人造的，因此影像並非絕對客觀

的紀錄；以攝影來說，打從攝影師取景的那一刻，就已經加入了個人的意識形態

─包含取景、拍攝角度。如同 Berger 所說：「每次我們看著一張照片，多少都能

察覺眼前這幅景象是攝影師從其他成千上萬種可能的影像中所挑出來的」

（Berger，197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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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與政治意識一直都是Berger關注的焦點；他認為藝術是在歷史中被塑造

的，且可能會被資本主義文化所商品化（Archer，2009）。油畫，舉例來說，尤

其在19世紀前的西方世界，常與統治階層有關，擁有油畫作品等於是擁有財富的

象徵，是。許多繪畫作品也暗示著物質世界的貪婪和慾望，如荷蘭17世紀的靜物

畫；純潔的、貴重的商品如龍盤、瓷器、玻璃器皿、熱帶水果、波絲地毯、異國

動物等，以超寫實手法進行精確地描繪，在當時是一種受歡的風格（葛紅兵等 譯，

2007：61)。這樣的畫作並非在展示藝術家的繪畫功力，而是在展示收藏者的財

富與權力，以及生活品味。 

    他認為許多藝評家與藝術史家會忽略掉藝術與財富、權力間的關係，單從繪

畫作品本身的美感去分析一張畫是不夠的。單純的圖像誌（iconography）23分析

並不足以理解作品所承載的社會意義，以及藝術家處於當時社會環境所反映出的

意識形態。在現代複製技術出現之前，藝術品的收藏與權威體系脫不了關係─它

一種上層社會的象徵。而複製技術的出現打破了藝術影像的獨尊性與距離感，將

藝術從收藏處解放出來，也因此廣大的社會群眾可輕易接觸到藝術。 

    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Pierre Bourdieu，1930-2002）則針對文化因素進行

了剖析，並應用於文化生產、個體品味形塑的探討。他提出了文化資本、社會資

本和符號資本，以及慣習(habitus)、場域或位置，以及象徵暴力等概念，以揭示

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態權力關係。24「慣習」在其理論中為一重要概念，意指「個

體在一段時間內的生活經驗中所累積下來的，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習性，由於與

個體成長的環境相關，文化環境的影響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在一文化場域被視為

理所當然的事物，未必適用於另一個文化環境。」根據Bourdieu，社會中的每一

                                                      
23
圖像誌，主要在考慮題材之象徵意義。Chanda（2004）在闡述「圖像誌（iconography）」與「圖像學（iconology）」

之差異時指出，圖像誌常被定義為對視覺藝術內容之探討，亦即對意象意義之研究，或藝術品中物象的自

然與成規之意義。詳參劉豐榮(2006)，《視覺符號探討方法之理論探：由圖像誌到符號學與Lacan的符號學

之創新析》。 
24
http://zh.wikipedia.org/wiki/皮耶‧布迪厄，2015年 50月 07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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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不論是來自上層社會結構或是底層社會結構，均須經過所隸屬社經階級之

教育與文化機制的制約，並習常依據被制約的意識形態，「階級化」生活中的影

像或物件。（趙惠玲，2005：123） 

場域（field）則是一個較抽象的存在，是一個想像的領域。簡單來說，Bourdieu

認為，「慣習」是已形成的態度或性情，「場域」則描述了人們處於其中為了自身

的目的產生和對待文化文本的特定社會條件。「慣習」是個人性的，「場域」是社

會制度性的，有特定的結構規則。個體帶著自身的「慣習」進入「場域」，即形

成Bourdieu所謂的「可能性空間」。25因此，無論文化文本創造者的個人作品如何

感人，我們都不能一邊高談闊論「社會的文化」，一邊同時深信文化文本的創造

者是獨立的個體。（葛紅兵等 譯，2007：77）因此，就Bourdieu看來，個體的「品

味」並非僅是單純的審美判斷，而是包含了個人對於生活型態的期望，而品味的

形成，則是由個人的慣習與所成長之生活場域相互交流、建構而成。 

黃朝政（2014）從二十世紀的臺灣肖像畫探討權力意識形態演變的關係，將

其研究分為四部分：1.日治皇民化的肖像畫；2. 蔣介石的偉人肖像；3. 戒嚴時

期的非官方肖像畫；4.解嚴後的臺灣肖像畫。在威權統治的時代裡，肖像畫是「政

治宣傳藝術」最為重要普及的傳播媒體工具之一。從日治時期到戰後蔣介石統治

戒嚴時期，肖像、雕像、印刷文宣等藝術表現/宣傳手法被大量應用來宣傳政府

思想，並監控著人民，這樣的手法隨著不同的統治者更換了內容，但其用意卻是

相同的。例如，當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離開臺灣以後，在日治時代所塑造的具有

公共紀念性價值的日本官員塑像，便幾乎完全被拆除銷毀，並更改以符合蔣介石

政治意識形態的精神領袖塑像。 

    1978年與中美斷交的國際政治外交事件，造成臺灣社會人民對於國際身分與

國家地位的恐慌，而促成了藝術鄉土運動發展的熱潮，並與宣揚復興中華文化的

                                                      
25
詳參 Bourdieu, Pierre(1993)。《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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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念同聲呼應，主要理想的創作共識，轉變為能夠宣揚具備國家文化特色與

民族歷史背景的藝術呈現。 

1987年宣布解嚴和開放言論自由之後，臺灣許多肖像畫創作，開始反省、檢

討著許多關於自我「身分認同」的定義，一系列對於政治議題的批判、質疑、抗

拒、諷刺、嘲弄…等，其實是說明了尋找臺灣自身「主體性」文化成為了新一波

本土運動之目標，強調單一獨特的「個體」元素興起，大家開始積極地尋找和解

讀著國家、文化、種族以及「我」的定位，臺灣社會進入了一個多元化思想的時

代，個人意識的抬頭漸漸取代集體意識的形塑。 

黃朝政最後總結道，二十世紀的臺灣肖像畫，我們不單只是去觀看到個體影

像與造型的轉換，事實上，其中包含了相當大的成分是受到了當時政治權力的介

入，而非只有來自於藝術家個人對自身藝術創作風格的追求與突破。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一幅影像所包含的文化脈絡可能遠比我們所想像

的還多，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觀看者，在製作或接收一幅影像的同時，我們也傳

送或接收了其中所包含的想法與價值觀，無論我們是否有意識到。歷史上沒有任

何一個社會像我們一樣，充斥著這麼高濃度的影像，這麼高密度的視覺訊息。

Berger，1972：154) Berger如是說。浸淫於高密的影像社會中，有些我們會忘記，

有些我們會記得，但必須覺察到的是，我們通常傾向於選擇與我們認知相符的來

觀看。在此可引用Barthes「刺點」（punctum）的概念─意指影像中某些看似不起

眼的地方，卻可能觸動到某些觀者。從視覺文化的觀點來看，消費者並不全然被

動，而是可以採取主動的消費方式，將消費行為當作一種「策略」，用以表達或

重新定義對自身所屬身分團體的認同 （趙惠玲，2005：125）。帶著不同意識形

態的影像會觸動到不同群體的觀者，除了了解自身如何觀看，我們也須學習了解

與尊重他人的觀看方式。 

    「視覺文化」，顧名思義，乃視覺歷程與文化影像間的關係。視覺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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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於當代複雜社會中，又因著不同的文化樣態而產生異變，其與不同文化、信

仰、宗教等議題間的依存也至為重要。著手於視覺影像的探討時，不可忽略的是

不同觀者將因其文化背景或價值觀而有產生不同的反應，而造成這些反應的背後

原因將是研究者們所欲探討之核心。以下將就視覺文化的社會性面向與當代科技

發展分述不同的理論觀點，以掌握影像觀看與解構歷程的基本剖析方向與概念。 

參、性別觀點 

同為一較新興的議題，「女性主義」（Feminism）也常與視覺文化研究有所連

結；有鑑於性別議題已成為現今社會課題中的要角，從社會運動、藝術表現，乃

至課程綱要中的重大議題，常會見到以此為主題的發表，因此也有必要在此稍作

討論。女性主義，又稱為女權運動，雖包含許多不同的見解與流派，然從女性群

體的觀點出發，以取代個人利益的爭取之精神，應該就是「女性主義」立論的關

鍵所在。 

    女性主義自西方社會興起，在19世紀漸漸成為組織性的社會運動，並於20

世紀漸漸滲透至全球各地，其流派甚多，包含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

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與後現

代女性主義（林麗珊，2013：138-224）。西方女性主義的興起可從17、18世紀工

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革談起，當時許多女性知識分子，由於參與男性所主導的

社會運動，而逐漸體認到為女性同胞追求同等權利的重要性；許多參與社會運動

的婦女也意識到，唯有將女性視為一普遍受到壓迫的團體，建立專論女性議題的

女權運動，才可能為女性爭取實質利益。於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分別成立的兩大

國際性婦女組織「國際婦女會」，以及「國際婦女參政聯盟」，標誌了女權運動的

實質成效（林麗珊，2013：5-6）。 

    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由於許多婦女被招募以代替入伍作戰男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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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岡位，地位大為竄升；1946年隨著聯合國的成立，於「經濟和社會理事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cil，簡稱ECOSOC）內的「婦女發展部」（Divis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Womwn，簡稱DAW）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fo Women，簡稱CSW）。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波女權運動，主要在爭取選舉

權；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則將焦點放在平等的工作權、性別與家庭控制

的解放議題上。往後如雨後春筍般的相關協定及活動，如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

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80年與198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

別主流化的主張」（Gender Mainstreaming）等，皆為西方女權運動的逐步邁進之

篇章（林麗珊，2013：6-7，楊久穎譯，2002：32）。 

    中國女性運動的實質行動，則是在1882年，由康有為（1858-1927）與康廣

仁（1867-1927）兄弟先後於廣州、上海成立的「不纏足會」揭開序幕。1911年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傳統倫理價值於焉產生變革；革命成功後成立的「女子

參政同盟會」，更是積極爭取女性參政權、教育權、教育權等權利的平等。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漸次透過立法制度，保障婦女權益；2000年的總統選舉，

副總統呂秀蓮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的女性首長…（林麗珊，2013：7-9），女

性地位的提升理想逐漸茁壯。 

臺灣的婦女運動在七０和八０年代深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影響；自由主義

女性主義在二十世紀後期的發展趨勢是擴大公領域範圍，增強國家保護弱勢個人

（如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公權力；並且有鑑於個人自我實現的機會深受經濟力

影響，而愈益注意經濟分配的公平性，主張應由政府積極介入以減輕市場經濟禍

害；在法律方面則由消極的反對性別歧視的立法，進而積極以立法消除歧視或矯

正已有的不平等。26其崇尚理性，認為每個人都應受教育，且受到平等對待。 

 

                                                      
26
參見 http://www2.kuas.edu.tw/prof/lolita/96109514/femal_con.html細說女性主義，2015年 04月 25

日瀏覽。 

 

http://www2.kuas.edu.tw/prof/lolita/96109514/femal_c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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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的興起根源與父權的相對壓迫及權利的不對等，與前述敘事電影的

討論有所呼應的是，這也是相對於男性觀點所做出的批判與反思─女人的樣子由

誰來決定？所謂的女性氣質是女性天生願意如此，抑或是為了符合男性眼光所展

現出來的樣子？女性有否為自己說話的權力？所謂的性別氣質差異，事實上是一

種文化形構，而非天生應當如此；影像正是直接而有力的表現形式。1985年於美

國紐約市組成的女性藝術家團體「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s），頭戴誇張的大猩

猩頭套，於城市中遊走，以幽默、諷刺的影像宣傳，或藝術行動抗議父權社會中

的諸多公平現象，便是很著名的例子。 

上述現象除了顯而易見的社會規範外，也常以隱而不顯的形式出現在影像的

表現當中，如電視電影、廣告、雜誌，甚至教科書的插圖，也因此許多學者對與

影像中的刻板印象分析會如此深刻與著迷，因為這些文化意識是如此自然地進入

到人們心中，難以覺察，以至於成為「似乎」不爭的事實；Lacan的「凝視」與

「鏡像」理論即被女性主義者大量使用，討論、理解電影的觀看行為與過程。從

精神分析出發的批評，把電影的觀者，看作是由電影的機具裝置所定位的，這套

機具裝置將觀者「縫合」（suture）進電影的敘事中；也就是說，最初的認同，發

生於觀者本身的觀看活動，而非來自屏幕上的人。電影為觀者建構出一種對畫面、

角色、故事，甚至是電影體制本身的拜物關係（楊久穎譯，2002：82）；而在傳

統好萊塢電影中，鏡頭聰嘗試由男性所掌控，觀者隨之被帶入一個男性觀看的空

間，也因此提供女性主義評論的切入點。 

依據Berger（John Peter Berger，1926-），在傳統的習俗慣例中，女性的社會

存在風度和男性截然不同。男性的風度取決於他擁有多少權力，擁有愈多權力，

他的存在便愈顯重要。相反的，女性的社會風度則表現在她如何對待自己，以及

界定出別人該如何對待她；從一個女性的姿勢、談吐、打扮等透露出她是一個怎

樣的人。女性被觀看，同時也觀看自己如何被觀看─女性的身分就是由「審視者」

與「被審視者」這兩個對立的自我所構成。女性在這種社會風氣下，將自己轉變

 



 

59 
 

為一種「視覺的景觀」，而男性則理所當然的成為觀賞者（Berger，1972：56-57）。 

後殖民理論者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則從後殖民論述角

度出發，並以自己的身分背景為例來研究、說明女性/屬民的「發語」/「說話」

問題。她認為這是一種宗主/臣屬間的二元分野，使得臣屬在這種分野狀態下變

得「失語」，或必須以宗主的語言來「發語」，然而這種「發語」是非自願性的。

這種發言模式必須通過宗主認可，久而久之使得臣屬忘了自己原來的發言模式，

在這種霸權的優勢作用下，將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給消隱了，只表現出霸權

能接受的模式。Spivak說，當她在追求「主體同質性」的西方菁英文化的同時，

不自覺便忘了「主體異質性」的邊緣文化身分；因為當她作為「邊陲化臣屬人民」

時並沒有發言權，但當她進入「中心化與圈」而獲得發語權時，卻只能以被主流

文化所認可的方式發言，如此，整個邊陲地區的臣屬人民的聲音仍然不會被聽見。

她的後殖民女性主義之所以引起許多女性主義者的重視，是因為她它並不只是單

純的將後殖民主義當作殖民與帝國主義的論述，而同時關注到性別壓迫、宰制、

不平等的存在事實。這種父權中心觀/男性中心觀的現象使許多第三世界的婦女

受到雙重壓迫，是外來的帝國主義與內在的父權主義體制觀念相加而成的壓迫。

故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要真正體現人道或人本精神，就不能忽略掉性別殖民的

現象。（李英明，2007：87-90）這正可呼應女性作為被觀看之客體的現象，當主

流社會存在著一種普遍性審美價值觀，為了得到認同之女性往往會迷失於大眾品

味，失去自我價值觀，一味將自己形塑成「被接受」的樣子。當今許多整形的明

星，大眼睛高鼻子，以及豐滿的胸部幾乎是固定形式，在倡議尊重多元的當代社

會，這種現象仍層出不窮，誠為視覺文化研究所應深思之課題。 

除了對男性將女性物化的觀看方式作出批判，女性本身觀看女性的方式也值

得深思：放眼時尚雜誌與電視電影明星所呈現出的女性形象，年輕、甜美、性感

等特質不斷被強調，而許多是類廣告的主要消費者即是女性本身。這邊要思考的

是，若這樣的廣告是有效的，能夠成功吸引到女性消費者的，是否所謂的女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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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有一部分也是自身所建構出來的？這樣的樣貌或許也是女性的主動追求，從美

麗─成名─成功廣告的角度來看，與其說是被塑造出的被觀看的方式，毋寧說是

主動企求某種榮耀、名氣，從而尋求某種不斷被媒體宣傳出的成功之路的心理。

從批判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女性主義也逐漸帶出同志議題、跨性別、種族

議題等當今社會的重要探討課題，聚焦於相對於主流的弱勢族群。女性主義，為

視覺文化領域提供了一個反省、檢視的基礎。 

當今社會中多已不再使用「兩性議題」，而改用「性別議題」來指稱這個領

域，跨性別族群、同性戀或雙性戀族群也使用影像發聲，維護自身權益；在一個

影像傳播無遠弗屆的時代，影像即是力量，許多看似簡單幽默的藝術作品或廣告，

其實蘊含了更深沉的性別議題供人深省。這樣的情況也為學術界注入了更多元的

論述可能發展路線，酷兒理論（queer）即是一例。酷兒理論是90年代興起與西

方的一種理論；queer意指在性傾向方面不符合主流規範的社群，包括同性戀、

雙性戀和其他無法歸類的「非常態」性傾向立場。這個名詞強調超越所有性別模

式、性文化標準，甚至階級、種族意識，是超越所有二元對立，遊走、跨越與性

別界線的自由人（林麗珊，2013：221-223）。與視覺文化研究相同的是，酷兒研

究也從文學、政治、社會等多方角度切入；當代的許多論述皆嘗試以跨領域、跨

學科形式去整合，用更宏觀的眼光看待全球化現象由此可見一斑。 

肆、全球化與後殖民論述 

一、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性現象。面對全球化，

有些學者認為是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但亦有許多學者認為是世界強權國家基於

經濟、政治的利益，操弄意識形態的結果（趙惠玲，2005：134）。美國著名的社

會學者Robertson（Roland Robertson，1938-）為全球化一詞下了一番定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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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的世界以及整體世界意識的集約。」相當程度呼應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

的概念；因為全球化，無論發生在哪個地方的事，幾乎都能成為全球性的新聞，

並被不同地方的居民討論著。全球化固然帶來許多正面效益，讓資訊的傳播更為

便利，但有利必有弊，處於全球化世界當中的弱勢國家，由於經濟實力的差距、

科技發展的不足等現象，面臨主體文化意識被吞噬消融的危機。總的來看，全球

化是一種去領土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趨勢力量的發展，這整發展打破了以國

家中心主義或民族主義為主的認同建構路徑。全球化的發展對很多人來說存在一

種認同的危機感，人們因此開始重新回到宗教、種族來對應經濟、市場的全球化，

特別是非西方世界的人們，然而由此牽引而出的族群、歷史、對立與衝突情形是

面對全球化時，所應謹慎解決的問題（李英明，2007：44）。 

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導致了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富者愈富、貧者愈

貧：不僅國與國間的差距，許多原本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本身國內的貧富差距

就極大，各個種族、社會，及文化團體間的差異不斷擴大。由於二十一世紀的發

展重心在高科技，擁有高科技者是必掌握先機，越攀越高，而失去追逐高科技契

機者，則日漸落後，只能尾隨於強勢國家之後，仰人鼻息。（趙惠玲，2005：135）

從視覺文化研究的觀點來看，影像的傳播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跨越實體疆域，掌

握較多媒體資源者，透過傳播媒體放送影像到世界每個角落；影像不只是被生產

及消費而已，影像也在文化中流傳並跨越文化的邊界，並在文化轉移的過程中獲

得新的意義（引自廖敦如，2004） 。 

    當我們在享受著資訊傳播的迅速與便利性，同時也須反思這些資訊背後所隱

藏的意識型態，由誰傳遞？想傳遞什麼？由於影像對視覺感官刺激的立即性，使

影像自然而然成為思想傳播的首要工具。在影像及符號充斥的當代社會，許多社

會學家們開始試圖從這些視覺影像中釐清文化的社會性及視覺性轉變。在這裡，

美學所關注的不外乎對象、事件、地點、經驗，這所有元素組成了大多數的人們，

不論是成人還是孩童的部分生活。這種文化既不純粹，也不全然是外來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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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他者的，一個混種的文化。在現下這種高科技社會當中，儘管

資源管道不平等，但某些生活美學場域構成了大多數人的日常經驗，形成所謂的

主流（Duncum，1999）。 

當擁有較多媒體資源的強勢國家透過傳媒傳送某「事件」，同時也傳送了附

帶在其中的意識型態，而浸淫在這些影像中的觀者，無論是否與事件本身有直接

關聯，將可能逐漸對於影像提供者的想法產生認同感。這樣的現象十分類似於殖

民者使用某些特定文字或影像箝制被殖民者的思想，然而在當代社會中，變成以

一種隱而不顯的方式滲透入人們的生活中，形成主流思想。全球化現象對於弱勢

國家造成的衝擊，另一方面則激起了文化弱勢國家對本土意識的尋根與重視，許

多跨國企業也深諳此理，將弱勢國家對本土意識的渴望轉化為大企業包裝其產品

的策略。（趙惠玲，2005：139）如此便形成了「在地全球化的」─「全球在地化」

的循環。以世界知名的連鎖速食店麥當勞為例；「麥當勞化」已幾乎是全世界共

通現象。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是一種生產標準化、產品相同化、講求快速和親切服

務態度的生產理念的擴散、然而麥當勞之所以能夠毅力各地，不是因為他的普遍

姓適合每個地區，而是它可以通過這種普遍性的生產模式為載體發展出適合各地

文化習慣的特殊性生產風貌（李英明，2007：49-50）。不同地區的麥當勞會配合

當地飲食習慣及特色，設計不同的菜單27，如臺灣許多居民習慣以米飯為主食，

因而有了米漢堡的增售；德國則有「德國香腸麥克」；加拿大有「龍蝦大麥克」；

而在多數人信印度教的印度，因印度教視牛為聖物，所以不吃牛，另有1億人是

穆斯林，而穆斯林不吃豬；因此印度的麥當勞菜單上只有雞和魚，甚至有「素食

麥當勞」的出現。此種在地化的經營手法，以及強調其便利性的優點，成功的使

原本只是起源於美國加州的一家速食店，進駐到全球各個角落。是謂全球化必須

通過在地化/本土化的擴散效應才能落實，在地化/本土化必須通過全球化作為載

                                                      
27
http://news.gamme.com.tw/233375，2015年 05月 14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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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其效應也才能擴散（李英明，2007：51），因此本土化與全球化，特殊性與

普遍性其實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 

同樣為國際連鎖品牌，「星巴克」則是在品牌性格的形塑上下了功夫。起源

於美國，「星巴克」的名字來自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記》中一位處事

極其冷靜，極具性格魅力的大副。他的嗜好就是喝咖啡。麥爾維爾在美國和世界

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且其讀者群主要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較高文化品位的

人士。因此從星巴克這一品牌名稱上，便可以清晰地了解其瞄準的客戶群：一群

註重享受、休閒、崇尚知識的小資城市白領階級。28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更深

一層的涵意便是：「我喝星巴克，我是有較高文化品位的人。」透過購買星巴克

品牌的商品，人們同時買到了一種嚮往的生活樣態。 

根據全球品牌顧問公司Interbrand最新調查（2014）（見表一）29，前十名中

就有七名是美國公司，另三名分別為日本、韓國及德國，在前十名中，歐美國家

便占了八成；再將檢視範圍擴大至前二十名，歐美國家仍占了十七家，足見地區

與地區之間經濟實力的落差之大。這一調查顯示了霸權文化基本上便是西方文化

的事實（下一部分將深入討論），也說明了所謂的「全球化」事實上就是「西方

化」，甚至就是「美國化」。（趙惠玲，2005：140）再以美國迪士尼動畫公司所形

塑的角色為例；迪士尼經典電影中的角色不斷顯示出，也強化了美國主流文化的

世界觀與審美觀。電影的劇情總是充斥著主流美式價值、個人主義、樂觀、幻想

的、神奇、浪漫、邪不勝正等氛圍。女性角色通常藉由與擁有王者風範的男主角

的戀愛關係來達成自我實現，其人格特質通常是天真、純潔、善良、美麗和溫馴

的。男女主角一貫的外表特色就是美麗、帥氣，體態姣好且通常是性感有吸引力

的；相對於此，惡棍就是醜陋的、過於枯瘦（如101忠狗中的庫依拉〈Cruella〉），

或肥胖過頭(如小美人魚中的烏蘇拉〈Ursula〉)（林佑聖、葉欣怡 譯，2001：163）。

                                                      
28
http://zh.wikipedia.org/wiki/星巴克，2015年 05月 14日瀏覽。 

29
http://wiki.mbalib.com/zh-tw/2014%E5%B9%B4Interbrand全球最佳品牌 100強排行榜，2015年 05月

14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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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美式價值觀透過可愛的動畫包裝，藉由傳播媒體傳至全世界，很容易便成為

世界性的主流價值觀。 

表2-3-1  2014年Interbrand全球最佳品牌100強排行榜前20名 

2014 

Rank 

Brand Region/Countr

y 

Sector Brand Value Change in 

Brand Value 

01 Appl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118,863 $m +21% 

02 Googl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107,439 $m +15% 

03 Coca-Cola United States Beverages 81,563 $m +3% 

04 IBM United States Business Services 72,244 $m -8% 

05 Microsoft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61,154 $m +3% 

06 GE United States Diversified 45,480 $m -3% 

07 Samsung South Korea Technology 45,462 $m +15% 

08 Toyota Japan Automotive 42,392 $m +20% 

09 McDonald's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s 42,254 $m +1% 

10 Mercedes-Benz Germany Automotive 34,338 $m +8% 

11 BMW Germany Automotive 34,214 $m +7% 

12 Intel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34,153 $m -8% 

13 Disney United States Media 32,223 $m +14% 

14 Cisco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30,936 $m +6% 

15 Amazon United States Retail 29,478 $m +25% 

16 Oracl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25,980 $m +8% 

17 HP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23,758 $m -8% 

18 Gillette United States FMCG 22,845 $m -9% 

19 Louis Vuitton France Luxury 22,552 $m -9% 

20 Honda Japan Automotive 21,673 $m +17% 

(摘自http://wiki.mbalib.com/zh-tw/2014%E5%B9%B4Interbrand全球最佳品牌100強排行榜) 

然面對全球化現象，也無須太悲觀。李佩環（2008）通過Roland Robertson

（1938-）的全球文化理論，探討了文化交往、文化普遍性（同質化）與文化特

殊性（異質化）的關係。文中提到，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領域作為一整

體的統一性特徵會日益明顯，但多樣性仍會在不同層次和領域中存在。之所以有

這樣的狀況，原因在於全球化過程為各種文明、各民族社會、組織及個人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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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我的機會，在普遍的文化交往中使他們更真切地體認到自己的獨特性及差

異性，從而加強了自我的身份意識，因此「多樣性」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面向。

李佩環認為，文化普遍性總是以「我們都是」這樣的同質化話語來界定自己，忽

略了在普遍性力量以很快的速度傳入了各特殊的文化型態中時，便以至少同樣快

的速度本土化了；而「文化特殊性」總是以「我們不是」的異質化話語界定自己，

忽視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日漸深入的文化交往過程中所呈現並使用的普遍

性內容與手段。因此可以說，全球化的時代，雖某種程度上是每個文化體之間的

角力，然文化是流動的，在文化交往過程中，相互補充、相互作用，特定文化也

須從大環境中汲取養分，透過與異質性他者的對照交流，從而更了解自身優勢與

特質。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思潮的興起代表了整體文化社會的大規模轉變，其中包含

了新科技間的共生關係、新的經濟規則，還有改變中的社會結構關係。（Duncum，

1999）現下兒童/青少年處在電子產品隨手可得的時代，資訊的接收與傳播操作

也早已成為基本能力，全球化的浪潮對兒童/青少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透過大

眾媒體的資訊，對於流行、時尚、前衛或品味，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從視覺文

化藝術融入教育的角度來看，如何使學生的自主意識成為課堂上的助力成為很重

要的議題；如何引導學生觀看？如何表達？教師如何透過教學使學生在觀看過程

中學會批判與辨別能力？而非盲目接收？藝術教育應變得更有意義，應是一種社

會參與、多元文化的教育，不僅能拓展個體的世界觀，也是一種公民權，提供不

同團體同等的權利。製作作品雖仍是藝術課程重要的一環，但過程中應包含更多

與日常生活、社會的連結；藝術教師並可帶領學生做實際的大賣場、主題公園參

訪，使學生更深刻體會全球化是如何建構，並影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

（Ballengee-Morris,C & Patricia L. Stuhr，2001；Darts，2006；Tavin& Hausman，

2004）。教師唯有與學生一同成長，與時俱進，時時關注全球性議題；保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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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胸，接受錯綜複雜的全球文化，才能真正具備帶領學生迎接全球化世代的能

力。 

二、後殖民論述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巨擘Said（Edward W. Said，1935-2003）在其

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說：「人們製造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他們所能

得知的便是他們已經製造出的那些。將此推展至地理學：作為一地理實體同時也

是文化實體─且不提歷史實體─例如坐落地點、地區（regions）、地理區

（geographical sectors）等的「東方」和「西方」，都是人製造出來的（manmade）。」

W.J.T Mitchell認為，記憶與其再現涉及身分、民族主義，權力和權威等重要問題。

歷史研究絕不是關於事實和基本真理的中立性練習。（陳永國 譯，2009：165）

在影像的時代，人們透過影像的製作與產出，用圖像在敘寫自己的歷史與故事。 

  要談「後殖民主義」發展的起源和意涵，就必須緊扣著進代以來「殖民主義」

和「新殖民主義」的概念。一般所謂的殖民主義（舊殖民主義），指的是二戰前，

西方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上與非西方國家間的互動與相處模式；

而新殖民主義指的是在二戰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

在政治、經濟領域上的互動情形（李英明，2007：67）。二戰過後，世界各地絕

大多數殖民地國家在政治上紛紛獨立，但由於長期被統治，其在政治與經濟上仍

無法完全脫離對原本殖民帝國，也就是所謂的西方國家的依賴，冷戰開始後，這

些國家及地區便形成所謂的「第三世界」；他們人口眾多，幅員廣闊，卻經濟落

後，在政治與經濟上其實都無法真正獨立（韓志磊，2005）。 

「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國家，即相對於以美國、資本主義為首的

西方聯盟（Western bloc）國家所組成的「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以及以

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bloc）國家所集結而成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1955年於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召開的萬隆會議（Ban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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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有25個國家參加，大多為剛獨立出來的亞、非洲國家：他們發起

不結盟運動，並對全球經濟、政治等議題提出「第三世界」的視角。「第三世界」

一詞逐漸與這些國家所遇到的政治經濟問題聯繫起來，即後來的貧窮、饑荒和動

盪。30後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尤其強調文化問題

（韓志磊，2005），常意指第三世界國家與西方霸權國家的文化關係，因此又稱

為「文化殖民主義」（cultural colonialism）。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主權（Westphalia 

sovereignty）觀念被提出，有四種主權觀念在國際政治上彼此競逐31；其中「互

賴主權」（interdependency sovereignty）是二戰後被提出的，主要是因應資訊主義、

全球主義時代所建構出的「軟」主權形式，是國家用來解決跨國事務能力的表現

（李英明，2007：71）。 

作為一學術性分析方法，後殖民主義關注的焦點包括殖民母國與被殖民者的

關係、帝國主義、種族、文化霸權、差異性等課題，並對以佔據、開發，以經濟

控制相對弱勢之原住民以及他們土地的行為結果做出回應。從「文化殖民主義」

字面上的意思可以得知，後殖民主義所關注的面相更多是強勢國家對相對弱勢國

家文化層面的霸權，而不只是實質的殖民行為。W.J.T Mitchell曾以16~19世紀歐

洲、中國、日本等帝國的風景畫為例作探討，他認為風景畫的再現可能不單是國

內政治和民族或階級觀念的問題，而是國際的、全球的現象，與帝國主義話語密

切相關。帝國主義顯然是文化、政治和經濟擴張的一個複雜體恤的名稱，因地點、

民族和歷史時刻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不是一個「單向」現象，而是交換、相互

轉化和矛盾情感的一個過程。風景畫，應被看做是對自身已經是一種再現的東西

的再現；作為被崇拜的商品，風景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社會表意符號」象徵

著他所掩蓋的社會關係（陳永國 譯，2009：185-190）。風景畫為影像再現的一

種模式，其中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作者，或委託者的意識形態。以當代來說，這種

意識型態與文化的宣揚所仰賴者即是科技傳播媒體。 

                                                      
30
http://www.ln.edu.hk/mcsln/8th_issue/key_concept_01.shtml，2015年 05月 16日瀏覽。 

31
詳參李英明(2006)。《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新北市：生智文化。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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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傳輸大量依賴影像，而影像的傳送則須仰賴大眾媒體的，其中又以「電

視」為最廣泛、最迅速、最方便的一種。世界各地，每日生活中所發生的任何事，

都能透過電視發送到任何地方；另外，「電視直播」的節目製作方法加強了事件

的真實性，不容置疑，卻忘了其中可能帶有的意識形態報導角度─任何新聞或節

目，也是透過人詮釋或製造的。Bourdieu即認為，電視的一般使用方式內涵著一

些政治性危險，因為影像有一個特質：它會產生文學批評家所說的真實效應

（l’effet de reel）。它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使人相信他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林

志明 譯，2005：27)。 

從看電視可觀察到它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力，雖然但電視節目時常都是伴隨其

他活動進行的，如煮飯、吃東西等。Duncum（1999）提及Morley（1995）的一

項關於電視媒體的研究，其中指出：很多家庭中電視頻道不斷轉換，從回家到睡

前都是開著，但都是伴隨著其他活動在播放。因此，其實電視並不那麼具有威力，

因為我們並沒有那麼專注在上面，也常受到別的干擾。因此要討論的並非單一電

視節目對個人的影響力，而是電視到底帶給我們的生活什麼影響？這類影響力代

表著意識形態如何運作，這個研究主張信仰及價值觀之所以能成功的傳達是因為

這是無意識的過程。就如同霸權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他擁有特別的吸引力，而

是設法讓人視之為理所當然而接受他。霸權隨著社會變遷運作著，鮮少被質疑。

透過潛在課程來學習與日常生活的意識型態實踐、語言，及看電視都是一樣的道

理，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他們越是稀鬆平常，就越能有力地解構及形塑人們的

心理。 

媒體已經成為當代社會脈動的代言人。在現代社會中，媒體扮演了類似古代

教會的角色，向大眾解釋並幫助他們理解世界（史安斌、董關鵬 譯，2002：99）。

除了電視，個人化電腦、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心一代的年輕人能更便利的在任何時

刻接收資訊，掌握世界動態；Morley（2012）提及在2008年拜訪臺北時所觀察到

的狀況：三個青少年幾乎足不出戶，避免面對面的說話，僅用MSN Messenger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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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顯示當代年輕人依賴網路的程度極高。然Morley（2012）再度探討了關於電

視與科技的研究，發現雖然人們使用Facebook、Twitter的時間與興趣有所增加，

但這類社群網站仍僅能算是是電視的「同夥」，而無法全然取代他，原因在於人

們滿足於在電視前能夠共同討論與分享的樂趣。同時，Morley也認為，雖然電視

幾乎是世界普及的電子產品，但其內容會因不同的國家、地區而有所不同，也因

此每個地方的觀眾所經歷的觀看經驗其實是很不一樣的。由此可以進一步了解，

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或是媒體的掌控者都是按自己的一套習慣與習俗在挑選

「適合」被播放的影片；不同地方的觀眾也循著自己的偏好在選擇觀看。 

Curran J引述了Lazarsfeld，P,Berelson,B.與Gaudet,H（1944）的研究：人們總會傾

向於獲取那些強化他們原有想法的媒體內容。然而，一些研究者認為，50年代電

視的興起減少了人們刻意迴避這種「不和諧傳播」的機會，但是，對不和諧信息

的防衛性迴避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通過不予關注或者不選擇的形式表現出來

（史安斌、董關鵬 譯，2002：150）。因此，從視覺文化的角度來看，值得探討

的是當人們在選擇那些是「對的」、「可以看的」，又哪些是「錯的」、「不適合看

的」，所採取的是哪一套意識型態？而這又是出於「誰」的意識形態？無論是網

際網路，電影電視，對於觀眾來說都是吸收資訊的媒介，如何做出反應與解讀，

是視覺文化研究所關注的重點。 

媒體也常被描述為相對力的社會力量之間互相競爭的一個「場域」。他所處

的情況是：權力結構內部存在著緊張狀況，有時候還會存在著對權力結構的有組

織的反抗。媒體的功能運作不適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達成共識；相反，媒體成為

捲入了思想鬥爭的中介力量，而這種鬥爭的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史安

斌、董關朋 譯，2002：144）誠然媒體不能完全被視為是權力爭奪的工具，然其

影像力確實深遠。如臺灣的第四臺有線電視頻道，提供了日、韓、歐美各個區域、

不同文化背景的電視節目。拜傳播媒體力量所賜，韓劇得以在臺灣盛行，韓星每

到臺灣，便引起一陣追星旋風，更同時提升韓國旅遊、韓版服飾等的狂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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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成為臺灣許多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並帶進許多流行詞彙；美國迪士尼動畫

公司的米老鼠、唐老鴨是許多人共同的童年回憶。研究者認為，對當今臺灣的青

少年/兒童來說，鄰近國家如韓國、日本的文化影響，已有更甚西方國家之勢。 

談到文化與權利的關係，義大利政治學、新馬克思主義學者Gramsci（Antonio 

Gramsci，1891-1937）所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可說是廣為人知的主要思想。做為

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針對馬克思主要強調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論加以修正。

他認為一個政權的維持，需要政治的強制力加上霸權文化的力量配合，而後者來

自於在市民社會的配合之下，以包括如教育、大眾傳播媒體等對於大眾的潛移默

化，造成一種慣常的模式或習俗，不知不覺中被人們涵化至自身的生活當中而不

自知，如此，霸權便得以維持。在所謂先進工業化國家中，文化霸權的力量尤其

隱密而強大。相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Gramsci的理論包涵的層面更

廣；文化霸權事實上是一種社會結構，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同化。每個人都有各自

的生活方式，對於個人，社會的其它部份貌似無關緊要。然而整體而言，每個人

的生活都構成霸權結構的一環。在日常生活的瑣碎活動中，多樣性與自由意志看

似存在；然正是藉著無數這樣的情境，巨觀的霸權結構得以維持，而不為人們所

察覺32。 

強勢國家挾帶雄厚的資本及科技實力，透過設計過的廣告，以「在地」之名，

用影像、商標等視覺圖像，將自身文化灌輸至弱勢之後殖民場域，一則透過行銷

策略，將其商品跨國傾銷，行經濟圖利、文化殖民之實，二則又在這些地區廣設

工廠，大肆剝削當地的天然資源以及廉價人力，行「多重擄掠」之實。（趙惠玲，

2005：130)無論願不願意，全世界都無法避免此種文化交流下的結果，但也因此，

許多國家意識到自己逐漸在強勢文化的掃蕩之下處於從屬的弱勢地位，因此紛紛

開始重視本土文化的尋根，保護弱勢的聲浪也漸漸增強。然高呼「民族主義」也

有其風險，即是在驅逐殖民者後，演變成為極端的「民粹主義」。法籍學者、心

                                                      
32
http://zh.wikipedia.org/wiki/文化霸權，2015年 05月 16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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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學家Fanon（Frantz Fanon，1925-1961）曾提出「批判性的民族主義」；他

認為極端的「文化民族主義」將導致「文化民粹主義」的出現：亦即將過去的文

化與歷史神秘化、齊一化，將歷史文化的複雜性簡化承單線式的發展。Fanon認

為這樣的操作會使這些文化民粹主義的保衛者自我膨脹，進而掌握文化霸權與統

治霸權，形成一種新的宰制力量─當人民擺脫外在殖民力量後，則成為另一套「內

在殖民」的受害者。因此Fanon認為，歷史與文化是經過多重的混和與雜交而形

成的，所謂純真的文化傳統是不存在的（李英明，2007：80-82）。  

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的「單一文化」現象更是幾乎不存在的。光是每日所

觸及的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電視電影節目、廣告等視覺影像，就已經深深滲透到

每一位觀者的心理，或許每個人受影響的程度不一，但要說完全不受影響則是不

可能的。近代另一位重要的後殖民思想家Bhabha（Homi K. Bhabha，1949-）便

是提倡文化雜交理論的重要代表人。Bhabha認為，文化的互動是辯證的，透過彼

此的辯證，可以完成本身的認同與主體性。Bhabha提出一個有趣但重要的事實：

當殖民母國要在殖民地確立文化基礎時，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要求殖民地去接受殖

民母國的文化、制度，但殖民地在接收過程中，形式上雖是照殖民母國的期待去

做，但內容上卻是有變化的。（李英明，2007：120）也就是說，殖民地會按照自

身原有的文化系統，對外來的文化系統做出新的詮釋（如同麥當勞地的在地化），

進而形成一種混和過的新文化樣態。影像交流亦是如此，這並非是一個照單全收

的過程；不同的觀眾從自己的文化脈絡出發，對同一幅影像產生不同的詮釋與理

解，影像中所流漏的價值觀可能使人迷失，也可能使人在反思後更加了解自己，

這種反覆辯證的過程即是文化雜交的歷程，也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

文化雜交提醒我們，不要陷入二元對立（非正即反）的思維，而應從真正的歷史

脈絡中找尋文化的形成原因（李英明，2007：121-122）。 

當人們處於哈韓、哈日的熱潮，習慣以他者的審美觀來審視自身，他們選擇

的是一種價值觀及自我認同；如果說舊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段如堅硬的大理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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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後殖民時代的文化霸權，便有如滴水穿石，不見立即成效，卻能逐漸在人的心

中深植扎根。在後殖民的世界，軍事武力的統治方式不再可行，對非文化強勢地

區的觀眾而言，馴服他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便是提供看來無害，並且炫目奪人

的視覺影像（趙惠玲，2005：133）；然同時我們也期許，後殖民主義之後的目標，

應該是在各個國家或民族文化自主的基礎上，實現多元文化的平等對話與交流

（韓志磊，2005)。處在電子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如何在無

所不在的影像浪潮中維持澄澈的雙眼，在不同文化不斷交錯衝擊的環境中站穩腳

步，釐清自身價值觀，依舊是一大考驗。 

第四節  視覺文化之相關研究 

    於收集國內、外藝術教育相關研究時，可以發現許多關於不同年齡層、學習

背景學生的觀看途徑之比較分析，但少有針對兩岸不同文化地區所作的綜合比較

分析。以下先敘述目前所彙集之相關研究中以臺灣為場域進行者，其後再陳述在

中國不同地區進行之相關研究。惟中國藝術教育雖已開始將視覺文化融入研究場

域，然其研究思維仍以學科取向之價值觀文主，偏重以精緻藝術為主的學習內涵。

未來於執行研究過程中，有待進入兩岸四的之研究場域後，繼續彙整並驗證相關

資料，以做為參考。 

壹、 於影像判讀方面的相關研究 

    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年齡層、性別、學習背景、文化圈等不同背景之研究對象

做影像判讀與詮釋觀點的比較與剖析，發現個人價值觀、文化背景、年齡、性別、

是否為藝術學習背景為影響研究結果歧異性的重要因素。茲分述如下： 

李麗純（2012）為了解臺灣國中生對電視廣告影像中的商品與人物性別角色

影像觀感等議題，是否能夠多元且深入的思考影像當中的意義，以質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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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量化研究法為輔，進行研究。質性研究方面主要針對16為國中生進行分組

焦點團體訪談，了解國中生對電視廣告影像的詮釋與看法；量化研究法則主要針

對56為國中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電視廣告的影像與生活越接近，

越能夠得到國中生的認同，反之則否。研究對象的認知發展能力會影響影像觀看

與反應的結果；研究對象喜歡以不同於廣告的觀點來詮釋廣告影像，並以對立或

協商的詮釋立場來反應對廣告中意識形態的看法；男生與男生或女生與女生，對

於同一個電視廣告影像的詮釋與反應均不一定相同。 

  黃志成（2012）為了解不同性別青少年對於卡通圖像的主題、形式之審美與

偏好差異、何種卡通圖像特徵能跨越性別藩籬，以及性別、形式或主題之間是否

對審美與偏好有交互作用，針對臺北市西區某私立高職男女各半，15-17歲間之

200名高中生為研究對象設計問卷。研究設計之刺激物為卡通圖像，按卡通形式

分類為：平塗、粗框線、色塊立體、3D立體、複合風格5形式；再依卡通主題為

分類為：嘲諷荒謬、愛情倫理、科幻打鬥、俠義偵探、特異功能、運動競技、神

話傳說7主題。研究結果顯示：1.「卡通主題」的審美與偏好由生理直觀決定；

2.「卡通形式」的審美偏好受文化視覺環境影響；3.「卡通主題-形式」為生理直

觀與文化視覺環境相互作用影響；4.青少年最欣賞「科幻打鬥」主題的美感，最

喜歡「神話傳說」主題；5.青少年認為「色塊立體」形式最具美感同時也最喜歡；

6.女性整體審美程度與偏好評價均高於男性；7.男性較女性能欣賞而偏好「色塊

立體」形式，寫實具深度的畫面；8.女性較男性能欣賞而偏好「粗框線」形式，

可愛平面化的畫面；9.男性的審美與偏好相關性較為緊密，女性審與偏好程現分

離現象。 

趙惠玲（2005）為了解臺灣兒童及青少年「如何」解讀日常生活中之視覺影

像，以及「為何」進行如是解讀，以臺灣地區國小、國中及高中美術班及非美術

班學生為調查對象，探討研究對象面對日常視覺影像時所應用之觀看模式，觀看

模式是否因年齡、性別、視覺藝術學習背景不同而有差異，以及面對日常視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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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時之解讀類型，並以自編之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收集質性研究資料。研究結

果顯示，研究對象於面對日常視覺影像時，其所應用之觀看模式多以影像表層的

觀看為主，未能對觀看影像進行影像表層以外社會性價值的陳述，亦未能對觀看

影像舉出影像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價值判斷；研究對象面對日常視覺影像時，

所應用之觀看模式將因兒童與青少年之年齡、性別、視覺藝術學習背景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顯示年齡、性別、視覺藝術學習背景為影響國小、國中、高中階段受

調學生日常視覺影像觀看模式之因素。研究對象於面對日常視覺影像時，具有相

似之解讀類型，在視覺影像「吸引原因」及「喜歡原因」之解讀類型部分，以「主

觀好惡」類型排序最常出現，其次為「形式美感」、「互涉敘事」類型，而「社會

價值」之解讀類型最少見。在視覺影像「成功原因」之解讀類型部分，不同年齡

階段之受調學生均以「互涉敘事」類型為出現次數最高者。 

鄭明憲（2003b）為了解兒童對視覺意象意義的建構，針對台中縣市國民中

小學，以質性研究抽樣方法中之立意抽樣法的最大變異數抽樣進行抽樣，對50

位學童進行1對1，面對面的半結構式訪談。發現大部分的兒童是以自己的文化背

景、生活經驗與體驗來詮釋視覺意象，並與意象中的象徵符號相連結，欣賞的過

程是主觀與客觀兼而有之。主觀性使得意義的多元性，與理解作品得以被接受，

也因之加深並豐富作品的內涵與意義；而客觀性讓更寬廣的文化背景、社會習俗

提供欣賞時更具顯著的意義，及維繫個別欣賞者的解釋不至於有太偏離的危機。 

王采薇與羅美蘭（2010）為了解藝術師資培育生對視覺影像所持的全球化與

全球在地觀點，選取33位大學藝術師資培育聲做為研究對象。研究進行時，請研

究對象選擇一張或一系列認為足以代表全球化以及在地化的影像，包含個人照片、

廣告、包裝紙、明信片、繪畫等，並說明選擇理由，進行兩個層面的影像分析，

分別為對研究對象所選擇的影像內容分析，以及對研究對象於影像的詮釋之論述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所選擇的影像，全數來自網路；研究對象的全球

化以及在地化觀點與其生活經驗或社會互動有關，如麥當勞、星巴克、披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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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迪士尼樂園等…，其對影像的詮釋呈現了全球化產品與服務行銷的全球化；

研究對象的影像選擇及詮釋顯示在地文化已融入全球化過程，同時研究對象也看

見全球化過程的文化多元性，其影像呈現族群及社會文化特色，標示了全球在地

化。 

  白娟翠（2006）為探討大學藝術系學生如何解讀流行廣告影像、影響因素、

價值判斷，以及對流行廣告影像所形塑之商品認同因素等，以質性研究方式訪談

24位中部大學藝術系學生對流行廣告影像之解讀過程。其研究結果顯示，面對流

行廣告影像時，大學藝術系學生多採互動式解讀，且解讀型態會隨著解讀過程不

斷轉變；影響大學藝術系學生解讀流行廣告影像的因素是由個人經驗、藝術知識

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相互影響，並發展出迷思、藝術形式、社會認同等影響因素；

大學藝術系學生面對當下流行文化皆能採取正確價值觀，沒有盲從或拜物情況；

大學藝術系學生對流行廣告影像所形塑的商品認同，大部分是受到社會所形成的

認同感所影響，顯示社會文化對學生的影響很大。 

李孟緯（2005）為了解臺灣新移民子女對流行文化影像的詮釋觀點，針對臺

灣雲林縣四所學校之20名新移民子女進行深度訪談，並蒐集教師問卷及相關文件

資料，以歸納並比較不同年級、性別之新移民子女的流行文化影像詮釋類型。詮

釋類型包含三向度，分別是「影像的意義感知」、「影像的參與實踐」，以及「影

像的喜好判斷」。研究結果顯示，國小五年級與三年級新移民子女傾向以相同的

意義感知、影像的參與實踐及影像的喜好判斷識讀流行文化影像，兩者皆傾向以

「隱匿性的描述」識讀流行文化影像、以「個人偏好」作為流行文化影像喜好的

判斷依據；不同性別在解讀流行文化影像時會產生不同的意義感知，而在參與實

踐及喜好判斷則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但女學生傾向以「主觀表述」、「隱含義的

描述」解讀流行文化影像，男學生傾向以「隱匿性的描述」解讀流行文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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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玉潔（2005）以屏東縣來義中學國中部與麟洛國中，原住民與漢族群籍七

年級的青少年學生為對象，透過繪畫能力、美術性向測驗與訪談問卷等方式，藉

以比較討論原住民與漢族群學生在繪畫表現能力（主題表現、構圖、技法、空間

創意以及符號運用）與美感判斷能力（點線面造型要素、形式原理與視覺效果、

美術作品美感判斷及色彩感覺）之表現。繪畫表現能力方面主要發現如下：１.

整體看來，原住民青少年學生在作品中，繪畫表現能力優於漢族群青少年學生；

2.原住民與漢族群青少年在繪畫表現能力會因族別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3.原住

民青少年學生在藝術作品的表現上，會呈現圖騰符號或傳統文化的生活經驗，有

受其族群生活習慣的影響，而將其文化特色融入作品中的偏好；4.原住民青少年

學生對於自己在繪畫表現的能力上，抱持認同態度的人數較漢族群學生為多。在

美感判斷能力方面主要發現如下：1.原漢青少年學生對於自我美感表現能力抱持

認同與不認同態度者的人數相當；2.原漢青少年在顏色偏好上沒有顯著差異，常

用的顏色有四種是相同的顏色，分別為藍、綠、紅、黑；3.在造型取向來源裡，

明顯感受漢族群青少年視覺文化已受網際網路動態影像的刺激影響，但原住民青

少年在其視覺文化的經驗中，似乎仍然以靜態書籍、畫冊為主要繪畫造型取向來

源；4.在族別差異對藝術的影響中發現，原漢兩組學生在藝術上沒有族群偏見的

問題；5.在美感判斷能力上，原住民青少年與漢族群青少年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錢初熹（2006）以上海青少年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等方

式，了解日常視覺文化如動漫、電視節目、網路及網路遊戲、廣告等對青少年的

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對社會的認識乃至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有90%以

上的影響來自於傳播媒介。研究對象認為，這些傳播媒介具有家庭和學校教育不

具備的快感與趣味，同時也有多元而不確定的特點。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024&bih=684&q=%E9%8C%A2%E5%88%9D%E7%86%B9&spell=1&sa=X&ei=b5pMVbeIHtTe8AXIsYH4CQ&ved=0CBgQvwU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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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於審美判斷方面的相關研究 

    亦有學者針對視覺影像之審美判斷發展，及審美心理取向做不同年齡層、居

住地、學習背景的群體研究。分述如下： 

  丁月華（2007）為探討中國公民11類群體（農民、工人、管理人員、商業人

員、公務員、教師、學生、文體衛工作者、宗教慈善等、科技工作者）審美需要

與審美判斷標準，對32504名中國公民採取問卷調查形式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11類群體做事或購物有時考慮美的人居多，總是考慮美的次之，不考慮美得最

少；知識群體比非知識群體在做事或購物時更有審美需要。不同群體中國公民多

傾向於依據目前興趣和愛好做出審美判斷，師生群體、科技工作者等知識群體比

非知識群體審美判斷更追求個性化、多樣化。工人、農民、商業人員、自由人士

等非知識群體傾向於依據社會輿論和流行時尚作出審美判斷的最多，師生群體、

科技工作者等知識群體依據此作出審美判斷的最少；學生和宗教慈善基金會等機

構工作者，依據理想化的標準進行審美判斷的人數最多。 

  滕翰、陳小容（2007）為了解中國科技工作者之審美傾向，採用《中國公民

人文素質調查問卷》對西南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197人進行了調查，對西南

地區科技工作者的科學審美傾向、藝術審美傾向、社會審美傾向、自然審美傾向

及其它審美傾向進行了差異比較分析，並與全國科技工作者的同類審美傾向進行

比較分析，結果顯示：1.西南科技工作者和全國科技工作者在審美活動的選擇上，

平均數由高到低依次都是自然美、藝術美、社會美、科學美；2.科技工作者科學

審美傾向顯著低於自然審美傾向、社會審美傾向、藝術審美傾向；3. 西南科技

工作者在藝術美選項上顯著高於全國科技工作者，而在自然美、社會美、科學美

的選擇上兩者不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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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育賢、林芮羽、羅意晴、李哲豪、鞠文瀞（2013）等針對臺灣藝術大學四

個學院學生為母群體，每個學院隨機抽樣各五十名學生來施行測驗，進行對攝影

作品審美判斷之差異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學院分類中，傳播學院無論在影像分

析、理解程度與喜好程度的平均值都高於其他三個學院；且有學過攝影的學生對

於分析攝影作品的影像成分和理解程度差異性較為一致， 而在喜好程度上的差

異則較小（除傳播學院外，其他學院學生均無學過攝影）。推論原因是因為有學

過攝影的學生受過攝影理論等專業課程訓練， 針對作品的構圖或是拍攝手法有

更進一步的理解，此外，與沒有學過攝影的學生相較之下看過的攝影作品較豐富，

能更深入的認同和接受各式各樣的攝影作品。 

參、 於符號學方面的相關研究 

    如文獻中所提，符號學為影像分析與詮釋的重要切入點，相關理論不勝枚舉。

於視覺影像判讀與分析的相關研究中，也常見以符號學為主軸，運用相關論述貫

串研究之設計取向，整理如下： 

    蔡騏、劉維紅（2005）以電視探討了消費與商品、媒體的關係。商品的意義，

即稱為符號價值。為了某種社會地位、名望、榮譽而進行的消費，用 Baudrillard

的話來說，就是符號消費。任何商品都具有區分社會階級的功能，此即商品的符

號價值。「消費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媒介則是意識形態的工具。電視源源不

絕播出的聲音、文字和影像並不是符號的隨意組合，而是根據一定的觀點和意識

型態進行加工整理後的完整意義的系統。從媒介產品的生產到觀眾接收的過程可

理解為傳播者→編碼→信息→解碼→接收者。廣告商品一旦被賦予了某種文化意

義，銷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開。由於電視集合音效與影像於一身，容易宣傳，

便與消費主義結合，成為社會潮流中的顯貴。 

    陳立民、陳怡君（2007）以《壹週刊》封面影像的符號化選擇操縱歷程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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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從隨機挑選的周刊封面，找出最常見的封面編排形式。結果發現六類型代表

樣本分別為：1.人物特寫─用來報導政經名流2.人像沙龍─用來報導影視演藝人

員3.裸露女體─用來報導影視演藝人員4.窺視影像─用來強調第一手或獨家報導

的踢爆爭議性話題5.情境氛圍－用來報導社會案件 6.事件脈絡─用來報導人情

世事。並用巴特的「明示義」、「隱含義」及「迷思」概念作分析。研究發現《壹

週刊》在封面故事的策略設計上，巧妙的運用「標題」與「影像」之互動歷程做

為說服人們以「視覺中心」的慣性思考，以「影像」做為選擇性素材來搭配編輯

文本，製造出聳動的畫面吸引觀者的注目。 

    陳俊玄（2003）以運動商品與符號消費為研究主題。發現現今的社會大眾對

於運動商品的購置，不再限於對「物的消費」，有更多的取向是在對運動商品的

「認同消費」與「文化消費」的脈動中。消費者對運動商品的消費已成為一種感

性與文化性的符號消費。以籃球鞋為例，其功能原本應是保護腳踝、減少腳底所

承受的壓力，但在廣告過程中，「跳」、「飛」、「鞋款」、「流行」被形塑為

主流訴求，而球鞋原本的價值被邊緣化，其「象徵價值」則提升。名牌的圖騰、

優勢功能、廣告標語都是行銷策略。 

元曉華、沈刻印（2009）討論符號消費與休閒體育消費倫理建構的關係。認

為休閒體育消費的符號表現有三種：炫耀性消費、從理性消費轉向感性消費、被

控制和操縱的休閒─消費的外在目的勝過內在目的，由「自律」的消費轉變為「他

律」的消費。 

張樹庭（2005）解讀品牌與符號的關係。他指出，在生產者與消費者失去直

接聯繫的條件、消費者擁有選擇的可能性以及生產者有了擴大生產、保護權益的

需求條件下，品牌得以產生，其價值來源於三方面，即降低風險、提高消費效率

和提供附加價值。品牌可以看做是由識別符號系統、實體產品或服務和附加價值

構成的消費交流的符號。品牌並具有經濟交流及文化交流的功能。從休閒體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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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倫理學分析，消費倫理從物的消費轉向文化消費；消費倫理價值觀已從傳統

節儉的消費轉向奢侈的消費觀。 

    崔現海、畢曉晏（2012）透過服裝品牌剖析傳播符號。認為成功的品牌由豐

富的品牌符號傳遞品牌形象，而傳播媒介是建立品牌的必經之路。品牌形象的無

形内容需要更多有恆的表現形式，這些形式應該是穩定的、簡美的、易傳播的、

具有象徵性、代表性的，符號是傳播學領域中來表達特定信息的方式，可以充當

品牌信息的表現形式。例如 CocoChanel 的雙 C 標誌、CHANEL 的經典菱形格

紋。品牌符號可以包含有名稱、標示、色彩、圖案、實物等。有些元素其性格特

性與品牌個性高度相符，便逐漸成為品牌的代表性符號，而若干這樣的符號有便

可组合成為品牌的「符號系统」。品牌的符號系统可以幫助消費者識別某個銷售

者或某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與競爭者做區別，也能表現出該品牌的精神特

質。 

    本章彙整了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青少年的相關文獻；從不同角度探索影像

分析的相關概念與論述；最後收集整理相關的研究資料與結果，對視覺文化的內

涵，以及與本研究相關的各面相作了諸多比較與分析。接下來將進入到本研究的

設計與實施，綜合本研究之目的、問題與文獻分析，做實際的操作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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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七節，分別陳述本研究之架構流程，研究範圍與對象，研究方法與

研究工具，問卷設計與信、效度之分析，預試、正式施測之實施與流程，資料回

收與處理方式，預試結果與正式問卷之修正。以下逐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流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兩岸同屬東亞文化圈，不同居住地之青少年於視覺影

像解讀上的同質與異質性，同時了解不同性別與教育階段是否也是造成影像解讀

結果有所改變的因素。因此於研究設計上有三項背景變項，分別為居住地、性別，

以及教育階段。 

    於實施上，首先將收集不同類型視覺影像數張，並進行挑選，以篩選出最終

適合施測之影像。於問卷處理上，將進行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之縱向與橫向分析，

並依據所訂定之標準將質性書寫文字進行量化評分，最終以比較、剖析兩岸青少

年於視覺影像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上之差異做結論與討論。以圖 3-1-1 呈現本研

究之架構與變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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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共分三階段，分別為前導階段、正式階段，以及完成階段，以

一年為研究期程。於前導階段將釐清研究動機與目的，整理文獻，並進行問卷之

編制與預試；正式階段將進行問卷的發放、回收與計分、量化；完成階段將根據

研究結果作分析與討論。以圖 3-1-2 呈現本研究之詳細實施流程。 

解讀類型 觀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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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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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係指臺灣臺北市、中國上海市。於研究場域的選擇上，將

選擇兩岸發展水平、規模較接近之城市中的國、高中，以降低研究結果之誤差。 

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選擇為兩岸位於教育階段「國中二年級」與「高中二年級」

之學生，為了解一普遍性現象，在對象的選取上將鎖定普通班學生，有特殊藝術

學習背景學生不在此列。另由於研究結果欲分析不同居住地，以及不同性別及年

齡之異質性比較分析，因此除臺灣、中國上海區域性的區隔外，也將囊括不同性

別、教育階段之研究對象。臺灣地區發放問卷學校為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及國

立臺灣師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並由陳妍卉、李建銘及鄭元惠三位老師協助問卷發

放與回收；上海地區由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錢初熹博士及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李

英梅主任協助聯絡，並由黃展新、夏琛、閰敏、潘瑋、吳燕等 11 位老師協助問

卷之發放與回收，發放問卷學校為同濟中學、鐵岭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向明中

學、格致中學、五愛高級中學以及徐滙中學。(研究倫理？)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工具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預計主要將採取內容分析、問卷調查法等進行資

料收集，並應用比較研究法排比兩岸之研究資料。以下說明內容分析法、問卷調

查法，及比較研究法等三項主要研究方法。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024&bih=684&q=%E9%8C%A2%E5%88%9D%E7%86%B9&spell=1&sa=X&ei=b5pMVbeIHtTe8AXIsYH4CQ&ved=0CBgQvwU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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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方法 

  於本研究中，使用問卷調查，收集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質性書寫資料，

於收集完成後，依據研究資料發展青少年影像解讀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的分析類

目表，再根據所發展之計分方式，將收集之資料進行閱讀與劃計，將質性資料轉

化為量化數據，進行下一階段的資料分析與統計。 

一、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為本研究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討兩岸青少年

視覺影像解讀的內涵與影響因素，理解其對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並進行

分析與比較。為達到研究目的，根據文獻分析之基礎，與兩岸研究學者共同發展

「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並透過預試進行問卷信、效度檢測。問卷發

展完成後，並以郵寄方式，分別寄至兩岸研究場域完成問卷調查。依據目前規劃，

本問卷將以質性書寫資料為主，並於獲得資料後，先使用內容分析法處理質性資

料，轉化為量化數據，再進行量化統計分析，以檢驗不同地區青少年影像解讀之

同異性。於樣本數量的選擇上，假設「兩地青少年」此議題差異不大，又存在兩

個影響變項(性別與年齡)，並假設有可能有 10%無效問卷，在錯誤率.05 與考驗

力.80 的預設條件下，推估研究樣本數「每地」至少需要 302 人，因此高二與國

二至少「各」需要 151 人，男女數量約各 75 人左右。 

二、內容分析法 

    Rose,G 認為內容分析方法傾向使用大量數字來闡明論點，因為可重複性和

有效性的考量，內容分析法提出一些可供處理大量影像，同時具有一致性的技術。

Rose 並建議內容分析應用於視覺影像研究上的四個步驟：1.尋找影像，2.為其編

碼設立類別，3.為影像編碼，4.結果分析（王國強 譯，2001：71-82）。於本研究

中，首先將大量收集不同類型影像，並將影像分類，編制問卷；其後著手收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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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質性書寫資料，於收集完成後，依據研究資料發展青少

年影像解讀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的分析類目表；最後根據所發展之類目表，將收

集之資料進行閱讀與劃計，以將質性資料轉化為量化數據，進行下一階段的資料

分析與統計。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的概念是必須包含對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研究主體的現象進行

研究，從中尋找不同主體間之共同點或差異點，並歸納出趨勢或原則。其可分為

四大類：單項比較與綜合比較，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求同比較與求異比較，質

化比較與量化比較四大類33。本研究有有臺灣、中國兩個研究主體，並有性別、

教育階段等共三個研究變項，並根據研究主軸，進行各主體間橫面式的比較。於

進行時，依據敘述、解釋、並列，以及比較等四個階段進行研究資料的排比，屬

一綜合性之比較研究。 

參、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目的為使用問卷調查收集資料，以了解不同居住地及不同性別間在

影像觀看與解讀模式上的差異。共包含五類影像與題目的回答，茲就問卷之編制

依據、內容之信效度分析過程分別說明如下。 

一、問卷編制之依據 

    本問卷之題目編制係參照趙惠玲（2005）之「臺灣地區兒童與青少年視覺影

像反應研究」，並參考第二章文獻分析，於選擇影像上依據視覺文化相關內涵分

為「動漫角色」、「次文化」、「傳統文化」、「廣告海報」、「偶像明星」與「城市意

象」六類；然經預試後發現「偶像明星」與「城市意象」類並無法有效得到本研

                                                      
3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73/。2015年 6月 10日瀏覽。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73/。2015年6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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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欲探討之結果，故將「偶像明星」、「城市意象」類刪除類，將廣告與海報拆為

兩類。故最終修正為「動漫角色」、「次文化」、「傳統文化」、「廣告」、「海報」五

類，分別對應五題題目。問題內容則根據「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四個縱向評分面向，以及「吸引原因」、「認知理解原因」、「成

功原因」三個橫向評分向度為依據設計。 

    本問卷共進行二次專家效度分析，計有兩岸藝術教育背景碩博生 33 位，國

小教師 2 位、國中教師 4 位、高中教師 2 位，藝術教育專長之教授 4 位，共計

45 位，進行題目詞意的校正及施測影像之選擇。 

    於進行第一次專家效度分析後，為求題意之清晰，將語詞陳述修正得更為具

體。如將「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修正為「這個影像給你的

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你覺得這個影

像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他成功了嗎？（不論是否成功，都請寫下理由)」修

正為「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點)」。

影像部份則透過第一次的的專家效度，將各類影像篩選至 3~4 張，進行第二次專

家效度測試。 

    第二次專家效度分析於題意部份修正不多，主要針對最終施測之影像作篩選。

於選擇完成後再依此編制預試問卷（參附錄一），並於臺北市長安國中及大同高

中進行預試，以了解是否尚有待修正處以及影像選擇上的問題。於編制預試問卷

時，由於影像畫素關係，因此將傳統文化類及廣告海報類替換為同品牌，或同類

型之影像，其餘依專家效度之選擇結果，票數高者為預試使用影像。 

二、預試問卷內容之信效度分析 

    為建立本問卷之內容效度，本問卷於預試實施前即進行二次專家效度分析

（參附錄二），分別請各學年階段之在職學校視覺藝術類教師、具藝術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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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岸碩博生、藝術教育學者對於問題內容作瀏覽以及提出修正建議。同時對應

問題內容，篩選出最後施測時之適用影像。上海地區之主要協助研究學者為華東

師範大學教授錢初熹博士及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李英梅主任。 

表 3-3-1 動漫角色類、次文化類、傳統文化類問題專家意見修正表 

題號 修正前問題內容 修正意見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有    □ 沒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將「沒有」與「曾經看

過類似的」兩選項對

調，較符合閱讀邏輯。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1.題目要求不夠具體，

可要求條列說明。 

2.本題題意與第四題類

似。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 

哪個部分吸引你，以及那個部份不吸引你）？ 
維持原題目。 

4. 你覺得這個影像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他

成功了嗎？（不論是否成功，都請寫下理由) 

1.若能寫出傳達訊息，

應表示已經成功，題目

敘述應稍作修正。 

2.可要求條列說明，較

能取得具體回答。 

5. 你喜不喜歡這個影像？為什麼？（不論是不是

喜歡，都請你寫出理由） 

題意與第三題類似，不

夠明確。 

表 3-3-2 偶像明星類問題專家意見修正表 

題號 修正前問題內容 修正意見 

1. 你認識影像中的偶像明星嗎？（請勾選） 

□ 認識    □ 不認識    

1.若不認識是否就無法

填答後面題目？ 

2.可改為「喜歡」或「不

喜歡」該影像中的偶像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024&bih=684&q=%E9%8C%A2%E5%88%9D%E7%86%B9&spell=1&sa=X&ei=b5pMVbeIHtTe8AXIsYH4CQ&ved=0CBgQvwU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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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象。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具體說明要看見明星

偶像的什麼？流行要

素或是感受？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 

哪個部分吸引你，以及那個部份不吸引你）？ 

1.不確定是影像吸引還

是偶像吸引？ 

2.要求條列回答，以減

少不作答的機率。 

4. 你覺得這個影像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他 

成功了嗎？（不論是否成功，都請寫下理由) 

1.不確定是影像吸引還

是偶像吸引？ 

2.要求條列回答，以減

少不作答的機率。 

5. 你喜不喜歡這個影像？為什麼？（不論是不是

喜歡，都請你寫出理由） 

與第三題題意類似，應

做描述上的修正。 

表 3-3-3 廣告海報類問題專家意見修正表 

題號 修正前問題內容 修正意見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沒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將「沒有」與「曾經看

過類似的」兩選項對

調，較符合閱讀邏輯。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1.可修正為「廣告影像

所傳達的消費刺激慾

望嗎？」 

2.建議列出前 3~5 點。 

3. 這個影像會吸引你購買廣告中的產品嗎？ 

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 

以及那個部份不吸引你）？ 

維持原題目。 

4. 你覺得這個影像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 

他成功了嗎？（不論是否成功，都請寫下理由) 

1.若能寫出傳達訊息，

應表示已經成功，題目

敘述應稍作修正。 

2.條列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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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喜不喜歡這個影像？為什麼？（不論是不是 

喜歡，都請你寫出理由） 

題目內容與第三題有

些雷同，可考慮做修

正。 

表 3-3-4 城市意象類問題專家意見修正表 

題號 修正前問題內容 修正意見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沒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將「沒有」與「曾經看

過類似的」兩選項對

調，較符合閱讀邏輯。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建議列出前 3~5 點。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 

部分吸引你，以及那個部份不吸引你）？ 

維持原題目。 

4. 你能辨認這個影像可能是在哪個地區拍攝 

的嗎？（若能辨認，請寫下理由) 

建議列出前 3~5 點。 

5. 你喜不喜歡這個影像？為什麼？（不論是不是 

喜歡，都請你寫出理由） 

與第三題內容類似，問

題敘述不夠明確。 

       最終預試問卷內容詳如附錄一，為求評分及填答統一性，將所有類別問

題修正一致如下表： 

表 3-3-5 預試問卷題目卷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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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第四節  問卷編制與實施程序 

    「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的實施目的在了解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解讀的

內涵與影響因素，理解其對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問卷設計分為影像卷及

答卷兩部份；影像卷包含不同類別之視覺影像，分別為「動漫角色」、「次文化」、

「傳統文化」、「廣告」、「海報」。進行影像選取分為不同階段進行。首先由兩岸

專家學者共同審視影像類別後多方收集適用影像，參照第二章文獻內容、趙惠玲

（2005）「台灣地區兒童與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研究」調查問卷，依影像內涵之

議題性，如性別、意識形態等表達為選取依據，方能與第二章文獻所討論之影像

觀看分析理論作連結、分析。影像本身的可討論性、影像畫質、長存性、高繁殖

力亦為選取上的考量。所收集影像依研究目的進行初步彙整並篩選後，編制第一

階段研究工具鑑別度問卷，進行第一階段測試後，再篩選出部份影像，編制第二

階段研究工具鑑別度問卷，進行第二階段測試，篩選出正式施測之影像，進行預

試。預試完成後，即配合問題內容，進行問卷最後之內容效度確認、評分者信度

測試，調整完成最後問卷後，進入正式施測階段。 

    答卷部份先根據研究目的撰寫初稿，與影像鑑別度測試一併進行兩階段專家

效度檢視，針對問卷文字內容之適切性進行檢驗，同時並邀請兩岸藝術教育工作

者透過網路或紙本填答專家效度問卷。此外，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不同居

住地區學生，問卷中文字之描述如何方能適合各地學生習慣用語，是應注意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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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本研究之影像卷採用高素質鐳射彩色影印方式印製，將五張影像排版

於 B4 大小紙張上，印製務求與原影像畫質相近。於填答時，每位研究對象各持

有一份影像卷及答卷。答卷預計有兩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之填答，第二部

分為正式答題；於正式答題中，每一影像均有獨立之答卷。同時，為顧及答卷準

確性，於每一張答卷上，均印有該張答卷影像之縮小黑白圖稿。 

    本問卷所獲之初級資料為文字形式，處理時先採質性資料分析方式，將原始

資料系統化、條理化，以辨識原始資料所呈現之解讀題型趨向，並嘗試尋找主題

與類屬。之後建構研究對象面對影像時解讀類型的概念框架，並將原始資料與分

析資料進行反覆對照驗證，以確定未漏失具意義之資料及修正各主題之分類。於

分類原則確立後，就每一研究對象之回應按分類原則進行劃記，並將質性資料轉

以量化方式登錄，再以統計軟體進行多變量統計分析。 

    本問卷之預試於臺北市長安國中與大同高中進行，回收國中端問卷 75 份，

高中端問卷 83 份。於預試時親自進入班級說明、回收問卷，並作編碼。於問卷

回收完成後並邀請藝術教育背景之碩博生一起進行評分，以確認評分之標準依據

及評分者信度。 

第五節  資料填答與計分 

    於填答部份，本問卷共分五個影像類別，分別為「動漫角色」、「次文化」、「傳

統文化」、「廣告」及「海報」，並對應五題開放性問答題；研究對象須分別參照

各類影像，對應該類問題題組填寫。 

    於計分部份，參照趙惠玲（2005），將研究對象面對視覺影像時的「觀看模

式」，亦即「如何」觀看影像，區分為四個面向，進行縱向的深度探討。觀看模

式的四個面向分別為：「影像描述」（對應問卷第二題）、「吸引陳述」（對應問卷

第三題）、「作者意象」（對應問卷第四題）、「喜好判斷」（對應問卷第五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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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據視覺文化相關理論將各面向區分為五個評分層次，第一層次定位於對觀看

影像僅進行單一基本描述，並未涉及其餘概念之陳述；第二層次定位於對觀看影

像進行較豐富之陳述，但仍未涉及較深入之概念；第三層次定位於對觀看影像進

行較深入的描述，如影像的形式、結構、色彩、構圖、氣氛等，但仍停留於影像

觀看的表層的觀看；第四層次定位於對觀看影像進行影像表層之外社會性價值的

陳述；第五層次定位於對觀看影像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然由

於問卷中六類影像之社會功能不同，因此於訂定評分標準時，亦就前述五層次之

內涵依各類影像之特性進行調整。 

    於研究對象面對影像時的「解讀類型」，亦即「為何」決定其對影像的判斷

方面，依據研究對象面對影像時所持的態度、信念及價值觀（Duncum，1999）

為原則，區分為「吸引原因」（對應問卷第三題）、「認知理解原因」（對應問卷第

四題）、「成功原因」（對應問卷第五題），進行橫向的廣度探索。依據趙惠玲（2005）

解讀類型可大致分為：主觀好惡、形式美感、社會價值、互涉敘事、其他等五類。

於本研究中依此分類為基礎：並依據回收之問卷資料做增減。「主觀好惡」之解

讀類型傾向以填答個體自身的主體好惡、善惡信念、新舊視覺經驗及個體自身對

視覺影像創意性意涵的判讀等，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形式美感」之解讀

類型傾向以視覺影像的肌理、形狀、色彩等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社會價

值」之解讀傾向以個體所具備之外在社會價值觀，諸如道德、教育等機制的制約

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互涉敘事」之解讀類型傾向以視覺影像中的某一物

件、某種特質、氣氛、主題等的聯想結果，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其他」

之解讀類型則包括進行資料閱讀時，無法判讀或以「不知道」為由進行回應者。

於建構完「如何」及「為何」進行影像解讀之向度及評分標準後，方能將質性資

料據此分等，進行資料登錄及統計考驗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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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試結果與正式問卷之修正 

    本部分討論預試結果與待修正之處；國中端預試問卷共回收 75 份，男性 34

份，女性 41 份，問卷可用率 100%；高中預試問卷共回收 83 份，男性 42 份，女

性 40 份，有效問卷 82 份，無效問卷 1 份，問卷可用率 99%。以下將從兩方面分

析，一為預試結果的影像適用性，以及填答效果分析；二為參考預試結果，正式

問卷之修正方向。 

壹、  預試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首先，從預試結果中發現各類影像間存在一共通性問題，即討論性及議題性

不足，因此難以使填答者表達更多想法、引起更多討論。因此於正試問卷中重新

審視影像適用性，以「性別」、「刻板印象」、「符號性隱喻」、「影像內容豐富性」

等指標為選擇之明確方向。 

    其次，於填答內容部分亦存在一普遍性問題，即填答內容過於簡略，以致難

以分出個別填答者間的書寫感受上的深度與廣度。經分析，並與專家學者們討論，

了解此狀況乃由於題目「條列式」的引導，致使填答者以如此方式做答。於兩次

專家效度過程中，考慮到可能會因題目要求不夠具體，而有學生繳回空白問卷之

疑慮，因此於題目後加上「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之作答提示。然此提示導

致多數填答者將注意力放在「列點說明」而非「詳細說明」，如此簡答式回應導

致難以辨別各填答者間的書寫深度與廣度，如以下表格中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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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國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一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1 題填答內容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7 男 有 

10 女 有 

11 女 有 

29 女 沒有 

35 男 沒有 

46 女 沒有 

60 男 曾經看過類似的 

72 男 沒有 

表 3-6-2 國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二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2 題填答內容 

問題：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說

明） 

7 男 1. 小小兵 

2. 萬里長城上有一堆黃黃的 

10 女 1. 中國的萬里長城 

2. 小小兵 

3. 望遠鏡 

11 女 1. 小小兵 

2. 滑板 

3. 山 

29 女 1. 小小兵 

2. 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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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空是白的 

35 男 1. 動畫人物 

2. 萬里長城 

3. 滑板 

46 女 中國的萬里長城，四隻小小兵，一隻在玩滑板，另外三隻

疊羅漢，上面兩隻用望遠鏡觀察四周。 

60 男 1. 小小兵在萬里長城上玩滑板 

2. 長城旁邊有樹 

3. 有 4 隻小小兵 

72 男 1. 小小兵與中國古城 

2. 古城由遠而近 

3. 4 兵 1 城 

表 3-6-3 國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三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3 題填答內容 

問題：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7 男 超吸引、超可愛 

10 女 有點吸引，因為小小兵很可愛 

11 女 吸引，小小兵很可愛 

29 女 吸引，很可愛 

35 男 1. 吸引 

2. 人物本身我就有興趣，且背景反差很大，勾起我對圖像

本身的興趣。 

46 女 吸引，小小兵、萬里長城很特別。 

60 男 會，小小兵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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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男 小小兵詼諧有趣，古城無趣 

表 3-6-4 國二學生預試問卷第四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4 題填答內容 

問題：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7 男 1. 賣萌 

2. 裝萌 

3. 介紹望遠鏡 

10 女 1. 探險 

2. 尋找東西 

3. 偵探片 

11 女 冒險、觀察 

29 女 1. 小小兵很快樂 

2. 是用剪貼的小小兵 

3. 很可愛 

35 男 1. 動畫人物的個性 

2. 長程的風景 

46 女 1. 長城很高，可以拿望遠鏡看四周 

2. 走道很寬，可以玩滑板 

3. 長城很長，綿延在各山脈上 

60 男 1. 在長城玩遊戲 

2. 在玩耍 

3. 破壞古蹟 

72 男 1.2D、3D 是世界可以重合 

2.古新結合 

3.小小兵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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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5 國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五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5 題填答內容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7 男 拍賣望遠鏡，極限運動。 

10 女 可以在小小兵身上增加大衣，戴上帽子，會更有偵探的味

道。 

11 女 1. 小小兵的影像有點不像 

2. 比例怪怪的 

3. 有冒險的味道 

29 女 沒 

35 男 無 

46 女 沒有 

60 男 沒有 

72 男 無 

    從以上回答中可以發現，國二學生平均填答效果僅處於畫面描述，較少更深

入的個人想法之表露。究其原因，影像本身的可討論性不足，也與題目條列式要

求有關，因此填答內容過於均質，難以比較。以下繼續呈現高中端填答範例： 

表 3-6-6 高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一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1 題填答內容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15 女 沒有 

28 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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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男 有 

45 女 曾經看過類似的 

49 男 有 

56 男 有 

62 女 有 

80 男 曾經看過類似的 

表 3-6-7 高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二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2 題填答內容 

問題：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說

明） 

15 女 1. 長城 

2. 小小兵  

3. 滑板 

4. 蛇 

28 女 1. 小小兵 

2. 長城 

3. 滑板 

4. 樹 

32 男 1. 小小兵 

2. 長城 

3. 樹 

45 女 1. 卡通人物---小小兵 

2. 中國萬里長城 

3. 有滑板、望遠鏡 

49 男 1. 小小兵 

2. 長城 

56 男 1. 中國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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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小兵 x 4 

3. 滑板 

62 女 1. 小小兵 

2. 萬里長城 

3. 滑板 

80 男 1. 萬里長城(現實) 

2. 滑板(現實) 

3. 望遠鏡(虛擬) 

4. 小小兵(虛擬) 

5. 樹(現實) 

表 3-6-8 高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三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3 題填答內容 

問題：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15 女 吸引，因為小小兵很 Q 

28 女 吸引，因為有小小兵 

32 男 吸引，因為有小小兵 

45 女 還好，西方卡通文化遇上中國歷史悠久建築---萬里長城，

另成趣味。 

49 男 是風靡全球的小小兵+屬世界奇景的長城，很特殊的組合。 

56 男 NO,因為是黑白，圖又有點小。 

62 女 吸引，因為小小兵很可愛，顏色又很鮮明。 

80 男 吸引，因為我覺得小小兵很可愛，有療癒人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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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9 高二學生預試問卷第四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4 題填答內容 

問題：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15 女 觀光客在長城的作為 

28 女 1. 小小兵在長城玩 

2. 因為不夠高，所以要三隻疊一起 

3. 這可能是小小兵續集 

32 男 1. 他很會滑滑板 

2. 他會疊起來 

3. 獨眼鏡很帥 

45 女 1. 電腦動畫、修圖技術進步 

2. 全球文化交流 

3. 動畫二次元和真實三次元的逗趣結合 

49 男 1. 中西融合 

2. 古今融合 

56 男 1. 小小兵很有活力 

2. 長城的風景很美 

3. 小小兵好像在找東西 

62 女 1. 中西文化融合(滑板、長城) 

2. 廣大(望遠鏡) 

3. 卡通人物很可愛 

80 男 1. 現實和虛擬的相對 

2. 歷史和科技 

3. 活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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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0 高二學生預試問卷第五題填答範例（以動漫角色類為例） 

問卷編號 性別 第 5 題填答內容 

問題：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

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15 女 沒吧 

28 女 應該夠好了 

32 男 沒有 

45 女 無特別想法 

49 男  

56 男 應該沒有 

62 女 這樣就很好 

80 男 我沒什麼意見耶 

    從以上回答中發現，比起國二學生，高二學生有較多影像描述之外的想法，

如科技、文化結合之解讀，然討論內容與廣度仍多有侷限。究其原因，認為應是

影像本身之可討論性及作答說明造成此種簡答式填寫，難以做個別研究對象間的

比較。 

貳、  正式問卷 

    根據預試結果所發現之問題，重新選擇施測影像及修正題意。正式施測問卷

刪除「偶像明星」與「城市意象」類，更正為「動漫角色」、「次文化」、「傳統文

化」、「廣告」及「海報」共五類。由於偶像明星影像多用於宣傳用途，不會涉入

太多意識形態或其他想法之表達，討論性甚低，且與個人主觀偏好、認不認識該

影像中明星有極大關係，並無法契合本研究目的，也無法回應問題，因此予以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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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城市意象則於選擇上多有難處；到底該選擇哪座城市方能讓各地青少年皆有

所感，皆能認識？又應選擇著名地標，還是日常生活街景？另外由於多數拍攝城

市之影像也僅在呈現生活景象，並未置入太多意識形態之表達，也難以做深入討

論，因此亦予以刪除。 

    於題目語意上，參考趙惠玲（2005）之研究問卷設計，將「請條列 3~5 點」

之作答引導刪去，僅保留「請詳細說明」，以擴大填答者的作答彈性；於基本資

料欄部分，考慮到政治用語因素，將居住地欄位予以刪除，改為在問卷上編號作

為辨識標誌。修正後之正式施測問卷分為影像卷與答卷，詳參附錄三、附錄四。 

    於影像選擇上經歷了數個階段，除前述性別、刻板印象、影像內容豐富性與

議題性之考量標準外，各類影像的篩選亦有各自考量。於第一張動漫角色影像的

篩選上，者要考慮角色本身知名度，以及影像本身的故事性是否夠豐富，足夠引

起觀者的聯想。哆啦 A 夢，又稱機器貓，小叮噹，是一隻來自 22 世紀的機器貓，

為日本漫畫家藤子不二雄（1933-1996）著名作品之一34，約於 1970 年代開始以

漫畫連載方式呈現於世，並持續以漫畫、動畫方式處在當今青少年的生活當中；

由於其知名度，以及相關產品的流通廣泛，研究者認為哆啦 A 夢應為兩岸青少

年共同認識的動漫角色之一。 

    然本研究中之哆啦 A 夢形象與原本溫和的樣子不同，經過改造，帶有破壞

性與毀滅性氛圍，與當今許多社會現象有所相關。透過這樣的改造製造出一種衝

突感，預期能夠引起受調學生的自由聯想以及新舊經驗的交替陳述，一方面能夠

用大多數青少年皆認識的角色引起共鳴，因此角色知名度、影像本身的議題性、

趣味性、可聯想性為選擇此張影像之理由。 

    第二張次文化影像為兩位角色扮演的年輕少女自拍的場景。Cosplay 雖非每

位青少年皆會參與或熟悉之活動，然多數人對 Cosplay 仍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本

                                                      
3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藤子·F·不二雄。2016年 7月 11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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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之 Cosplay 影像清楚呈現兩位角色扮演的少女，同時亦呈現時下許多青少

年常進行之「自拍」活動，與青少年生活有較直接相關，因此希望透過這張影像

引起青少年的共鳴，並提出看法。因此為青少年所熟悉之次文化與活動為本影像

選擇基準。 

    問卷第三張為傳統廟會影像。於選擇過程中須考慮到兩岸共有的傳統文化，

因此影像內容需提供給兩岸學生足夠的文化辨識度；廟會活動是兩岸皆常出現的

活動，雖宗旨與慶祝內涵未必完全相同，然場景樣貌類似，因此選擇一神明遊街

影像，希望了解時下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多深，對同一幅廟會慶祝影像又

會有何同樣或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因此影像中傳統文化是否為兩岸社會所共有、

所能夠辨識，或至少做出相關聯想是此幅影像的選擇依據。 

    第四張為一口紅廣告影像，影像中由韓國男星代言產品。近年韓國演藝圈發

展蓬勃，韓流席捲亞洲多地，亦包括臺灣、中國。選擇此幅影像之考量主要有二；

其一是認為在全球化氛圍下，該影像中明星有一定知名度，兩岸青少年應有較多

能辨識，也較能引起受調學生一定程度的共鳴或「有感」之陳述；其二為影像中

所代言明星為男性，與傳統印象中口紅為女性專用之概念有所衝突，期望能引起

討論與省思。因此韓流效應、性別刻板印象為此影像主要選擇依據。 

    問卷第五張為節電宣傳廣告影像，畫面中一女性隨著溫度的升高，身上衣物、

褲子逐漸縮短，並搭配節電標語。此影像有趣之處在於用女性的衣物長度來搭配

溫度的變化，並有穿得少等於變美麗的隱諱暗示。雖女性意象於此幅影像中僅為

輔助、強調節電重要性之用途，然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表達方式足以引起觀者對性

別議題的討論，以及對廣告手法的分析與自我想法表達。因此，性別議題，女性

意象、影像表達方式為此幅影像主要選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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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於資料分析部份，先收集質性資料，依據評分標準將質性資料轉為量化資料

後，採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 SPSS 作為資料統計分析處理工具，並回答本研究問

題，茲將本問卷調查所使用到的統計分析方法詳述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所謂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是指說明或顯示樣本或母群資料之意

義與特徵的統計方法。在描述統計裡，通常都使用次數分配、集中量數、變異量

數及相關量數來呈現資料的性質（周文欽，2000：264）。於本研究中，將應用次

數、平均值及標準差，分別描述兩岸青少年解讀類型與觀看模式之現況，並回應

研究問題。 

二、 推論性統計 

    本研究分別以居住地及性別為背景自變項，欲了解其分別與「影像描述」、「吸

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判斷」、「吸引原因」、「成功原因」、「認知理解原因」

七個依變項間的關係。在推論統計裡，將應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分別探討

「兩岸青少年視覺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不同性別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

影像的觀看模式與解讀類型」，及「不同年齡層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觀看

模式與解讀類型」的差異。 

三、問卷編碼說明 

    本研究將回收質性資料並做編碼分類，編碼順序為地區-年級-性別-問卷流水

號。舉例如：臺灣地區-高二-女性-問卷編號 1 號，則將其編碼為 T（Taiwan）-S

（Senior）-G（girl）-001，即 TSG001。中國地區則以 C（China）做代號，男性

則為 B（Boy），國二則為 J（Junior），依此類推。 

 



 

106 
 

 

 

 

 

 

 

 

 

 

 

 

 

 

 

 

 

 

 

 

 

 

 

 

 

 

 

 



 

107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呈現研究資料分析結果與討論。共分六小節：第一節主要呈現受試

者之背景資料及總體受試者答題水平，並回應研究問題；第二節探討不同居住地

之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觀看過程中的差異與分析；第三節主要討論不同性別之青少

年於視覺影像觀看過程中的差異與分析；第四節呈現不同教育階段之青少年於視

覺影像觀看過程中的差異與分析；第五節了解青少年於解讀類型方面的差異，並

交叉比對不同影像、問題間的差異；第六節探討不同居住的、性別、教育階段之

受調學生於觀看不同類型影像時，觀看模式四面像的相似與相異處，並總結本研

究整體結果。於評分者信度方面，依數位評分者共同確立之評分標準（參附錄五）

將質性資料轉為量化數據（填答範例詳參附錄六、七、八、九），觀看模式與解

讀類型兩部分之信度值各為 0.783及 0.9，達可接受標準（評分範例請參附錄六）。

茲將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背景資料摘要及觀看模式分析 

    本研究共選取臺灣、上海兩地國二、高二學生共 540 名，問卷回收 540 份，

回收率為 100%，可用問卷 497 份，可用率為 92.03%。由於上海地區問卷寄回量

不足，故配合總回收量及扣除無效問卷，修正後臺灣、上海兩地各以 120 份樣本

為最小量。若假設「兩地青少年」此議題差異不大，又存在兩個影響變項(性別

與教育階段)，並假設有可能有 10%無效問卷，在錯誤率.05 的條件下，臺灣、上

海地區回收國、高中問卷各 120 份，統計考驗力達到 0.74，屬可接受範圍。詳細

回收量請參表 4-1-1。本節將分兩部分討論，首先回應本研究問題，其次呈現本

研究受調學生之基本背景資料及觀看模式述性分析摘要表，不同居住地、性別、

教育階段觀看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請參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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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與回應 

一、 針對本研究第一項研究問題─「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是否有差異？

差異為何」，研究結果顯示兩岸有差異。於觀看模式方面，臺灣地區受調學

生平均填答分數高於中國地區；於解讀類型方面，相較於上海地區，臺灣地

區受調學生有較高比例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評判一幅影像。 

二、 針對本研究第二項研究問題─「不同性別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解讀上

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研究結果顯示有差異。於觀看模式方面，女性受

調學生平均填答分數高於男性；於解讀類型方面，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有更

高比例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評判一幅影像。 

三、 針對本研究第三項研究問題─「不同教育階段之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的解

讀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研究結果顯示有差異。於觀看模式方面，高

二學生平均填答分數高於國二學生；於解讀類型方面，高二學生比起國二學

生有較高比例能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評判一幅影像。 

四、 針對本研究第四項研究問題─「探討青少年於不同影像間的解讀上是否有差

異？差異為何」。結果發現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在觀看

同一類影像時，觀看模式呈現類似的分數與排序；其中於作者意象及喜好判

斷面向得分較高。其次為吸引陳述，最後為影像描述。 

貳、受調學生背景資料及觀看模式述性分析摘要表 

     本研究共回收男性問卷 283 份，有效問卷 240 份；女性問卷 257 份，有效

問卷 257 份。臺灣地區問卷 268 份，有效問卷 252 份；中國地區問卷 272 份，有

效問卷 245 份。國二學生問卷 277 份，有效問卷 247 份；高二學生問卷 263 份，

有效問卷 250 份。本研究以有效問卷共 497 份進行評分以及量化分析，並討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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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表 4-1-1 研究樣本之背景資料摘要表 

     總人數  百分比 有效問卷人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83 52.40% 240 48.30% 

女性 257 47.60% 257 51.7% 

地區 
臺灣臺北市 268 49.60% 252 50.7% 

中國上海市 272 50.40% 245 49.3% 

教育階段 
國二 277 51.30% 247 49.7% 

高二 263 48.70% 250 50.3% 

表 4-1-2 觀看模式各題描述性分析摘要表        

 
n Mean SD 

see1_2 497 1.57 .681 

see1_3 497 1.73 .752 

see1_4 497 1.90 1.050 

see1_5 497 1.77 .883 

see2_2 497 1.21 .454 

see2_3 497 1.40 .643 

see2_4 497 1.52 .847 

see2_5 497 1.46 .769 

see3_2 497 1.23 .473 

see3_3 497 1.53 .770 

see3_4 497 1.50 .806 

see3_5 497 1.57 .798 

see4_2 497 1.25 .500 

see4_3 497 1.52 .775 

see4_4 497 1.38 .755 

see4_5 497 1.59 .819 

see5_2 497 1.33 .559 

see5_3 497 1.54 .772 

see5_4 497 1.30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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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5_5 497 1.68 .916 

註：1-2~1-5 為動漫類影像；2-2~2-5 為次文化類影像；3-2~3-5 為傳統文化類影

像；4-2~4-5 為廣告類影像；5-2~5-5 為海報類影像 

    表 4-1-2 呈現觀看模式各題平均值，從中可觀察到受調學生在影像描述的部

分（對應各張影像第二題：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平均分數皆

最低，顯示學生在未接受進一步指示或引導前能主動從影像中發現的細節不多。

比較不同影像間觀看模式平均數的差異，以第一張哆啦 A 夢的改造圖（題目

1-2~1-5）平均數最高（1.74），顯示從學生所熟悉的動漫角色影像出發，將能夠

引起更多的討論意願及答題深度；日本的動漫角色能夠同時勾起許多兩岸學生的

童年回憶，亦顯示全球化下的世界促使許多來自各地的動漫角色成為各地人們的

共同記憶。 

    各影像間，則以第二張（題目 2-2~2-5）cosplay 影像平均數最低（1.40）。從

問學生所填答的文字資料中可發現 cosplay 次文化屬小眾文化，多數學生對其並

無興趣與了解。另從填答文字中發現多數學生僅將焦點擺在影像中兩位 coser 的

外表上，至多觀察到背景空間與整體色調，並未進一步詮釋其所代表的次文化含

意，意即未能從社會、青少年文化等其他角度觀看此影像。 

    第三張影像為傳統廟會影像（題目 3-2~3-5），平均數為 1.46。從受調學生書

寫文字中可發現，臺灣地區學生傾向於以三太子遶境、臺灣傳統廟會等臺灣地區

較常見之民俗活動與影像作連結；中國地區學生則較多使用節慶活動、京劇/戲

劇人物等中國地區較常出現之活動，或較熟悉之文化淵源做聯想，顯示類似的文

化場景，可同時提供兩岸學生以自身居住環境為基礎，做為不同文化活動之聯想

的起點。 

    問卷第四張為一韓星為口紅代言的廣告影像（題目4-2~4-5），平均值為1.44，

由填答資料中可見到許多以性別刻板印象為出發之討論。持正向意見者認為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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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突破傳統性別迷思，認為男性也可以是口紅的使用族群，或以男星為口紅代言，

不僅比以往廣告有特色，亦能成功吸引部分喜愛此韓星的女性族群購買產品；其

中可以發現以性別刻板印象為評論參考點者，女性較男性要多。持反向意見者則

認為此廣告給人不舒適感，並對影像中人物性別提出質疑，或不喜歡影像中人物

剛柔並存的氣質形象；亦有許多男性受調學生認為本身不需要此種產品，因此對

廣告無感。由於此張影像中產品與代言人衝突且鮮明的對比，明顯能刺激受調學

生從性別角度來思考，並做出評判，或重新審視社會、自身的價值觀。同時，兩

岸皆有部分學生能夠辨認影像中之明星為何者，並闡述對其喜愛或不喜愛之原因，

同樣顯示在全球化、傳播媒體發達下的現代社會，韓流對兩岸青少年皆有顯著的

影響。 

    問卷第五張影像為一宣導節電之海報（題目 5-2~5-5），平均數為 1.46。影像

中之主角為一女性，隨著溫度的升高減少身上衣物的長度。此題填答內容可大致

分為三類：一為喜愛此影像，亦認為影像表達方式好者；二為喜愛此影像，但認

為其表達方式不好者；三為不喜愛此影像，亦認為影像表達方式不好者。第一類

填答者認為影像表達方式有創意，且由於模特兒外型姣好，更能成功吸引觀者深

入了解海報所欲表達之訴求；第二類填答者多受模特兒外型吸引，或認為影像有

創意，但認為影像本身與所宣導之節電訴求無直接關連；第三類填答者則認為女

性在此影像中淪為被觀看之符號，愈來愈短的上衣與褲子僅能吸引觀者將焦點放

在女性的外型與身材上，反而忽略海報本身欲傳達之重點，與節電毫無關聯；並

認為冷氣溫度提高，女性便會穿更少的表達方式是將女性物化的手段。 

    從第五幅影像的填答內容中發現與第四幅影像類似的情形，即較多受調學生

會從性別意識的角度來探討這則海報。由此可以了解使用議題鮮明，或本身具有

某些特殊氛圍或表現手法之影像，能夠有效促使觀者使用與平時不同之方式來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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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分析與

討論 

    本節將分析與討論「不同居住地」之青少年於影像觀看模式的差異。觀看模

式共區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及「喜

好判斷」，整體結果顯示居住地為影像觀看模式之因素，以下將以量化數據表格

逐項說明，並配合質性資料呈現具體填答內容。 

壹、 動漫角色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居住地學生在動漫角色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

統計量值為. 932，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2-1，於「喜好判斷」（對

應題目 1-3）面向臺灣與中國兩地未有顯著差異；於「影像描述」、「吸引陳述」

與「作者意象」（對應題目 1-1、1-2、1-3）面向則有顯著差異；動漫角色類整體

受試者之分數平均值約介於第一個評分層次與第二個評分層次，臺灣臺北平均值

高於中國上海地區。除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於「作者意象」面向（對應題目 1-4）

之填答平均值達到 2.12，其餘皆未到達第二評分層次。另外，除中國地區受調學

生於「影像描述」（對應題目 1-2）面向平均值為 1.43，未超過 1.5 外，其餘平均

值皆介於 1.5~2 間。兩岸青少年於動漫角色類影像，觀看模式的填答分數上平均

高於其他類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作者意象平均值最高（1.89），其次

為喜好判斷（1.78），再來為吸引陳述（1.72），最後為影像描述（1.57）。     

表 4-2-1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 動漫角

色  

動漫角色類

影像 

 臺灣   中國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252 1.70 0.74 245 1.43 0.58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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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吸引陳述

（1-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2 1.84 0.76 245 1.60 0.72 3.53*** 

3.作者意向

（1-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2 2.12 1.13 245 1.66 0.91 5.07*** 

4.喜好判斷

（1-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2 1.84 0.90 245 1.71 0.85 1.69 

      = .932 

*** p<.001 

貳、 次文化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居住地學生在次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

計量值為. 926，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2-2，於「喜好判斷」面向（對

應題目 2-5）兩地受調學生未有顯著差異；於「影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

意象」（對應題目 2-2、2-3、2-4）三個面向則有顯著差異。次文化類影像兩岸受

調學生之分數平均值皆介於第一個評分層次與第二個評分層次，臺灣臺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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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於中國上海地區。除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於「作者意象」面向之平均值有超過

1.5（1.68），其餘皆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作者意象平均值最

高（1.52），其次為喜好判斷（1.46），再來為吸引陳述（1.40），最後為影像描述

（1.21）。 

表 4-2-2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 次文化 

次文化類影

像 

 臺灣   中國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2-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2 1.30 0.52 245 1.12 0.35 4.44*** 

2.吸引陳述

（2-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2 1.48 0.69 245 1.32 0.58 2.76** 

3.作者意向

（2-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2 1.68 0.68 245 1.36 0.77 4.24*** 

4.喜好判斷

（2-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2 1.46 0.77 245 1.46 0.7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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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6 

* *p<.01，* **p<.05 

參、 傳統文化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居住地學生在傳統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

統計量值為. 953，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2-3，於「影像描述」（對

應題目 3-2）面向，兩地未有顯著差異；於「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判

斷」（對應題目 3-3、3-4、3-5）三面向則有顯著差異，兩岸受調學生於傳統文化

類影像之填答分數平均值皆介於第一至第二個評分層次間，臺灣臺北地區高於中

國上海地區。。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於「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判斷」三

面向之平均值分別達到 1.68、1.60、1.66，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間。觀看模

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1.57），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

為作者意象（1.50），最後為影像描述（1.23）。 

表 4-2-3 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傳統文 

化 

傳統文化類

影像 

 臺灣   中國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3-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2 1.24 0.50 245 1.21 0.43 0.66 

2.吸引陳述

（3-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2 1.68 0.85 245 1.37 0.63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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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意向

（3-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2 1.60 0.85 245 1.39 0.73 2.86** 

4.喜好判斷

（3-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2 1.66 0.86 245 1.48 0.72 2.55* 

      = .953 

* p<.05，** p <.01，*** p <.001 

肆、 廣告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居住地學生在廣告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計

量值為. 927，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2-4，，於觀看模式四面向「影

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判斷」上兩地皆有顯著差異，兩岸受

調學生於廣告影像之填答分數平均值皆介於第一至第二個評分層次間，臺灣臺北

地區高於中國上海地區。除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於「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

好判斷」（對應題目 4-3、4-4、4-5）三面向平均值超過 1.5（1.67、1.55、1.70），

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間。 

表 4-2-4 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廣告 

廣告類影像  臺灣   中國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4-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252 1.32 0.58 245 1.16 0.39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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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吸引陳述

（4-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2 1.67 0.85 245 1.36 0.66 4.51*** 

3.作者意向

（4-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2 1.55 0.92 245 1.19 0.48 5.46*** 

4.喜好判斷

（4-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2 1.70 0.85 245 1.48 0.78 2.93** 

      = .099 

** p <.01，*** p<.001 

伍、 海報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居住地學生在海報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計

量值為. 942，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2-5，於觀看模式四面向上兩地

皆有顯著差異，兩岸受調學生於海報影像之填答分數平均值皆介於第一至第二個

評分層次間，臺灣地區高於中國地區。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於「吸引陳述」、「喜好

判斷」（對應題目 5-3、5-5）兩面向平均值分別為 1.67、1.82，中國地區於「喜

好判斷」面相平均值為 1.53，其餘平均值則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

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1.68），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為影像描述（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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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作者意象（1.29）。 

表 4-2-5 不同居住地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 海報 

海報類影像  臺灣   中國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5-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2 1.41 0.82 245 1.23 0.45 3.56*** 

2.吸引陳述

（5-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2 1.67 0.82 245 1.39 0.69 4.13*** 

3.作者意向

（5-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2 1.40 0.67 245 1.18 0.48 4.04*** 

4.喜好判斷

（5-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2 1.82 0.99 245 1.53 0.78 3.60*** 

      = .942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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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分析與討論「不同性別」之青少年於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影像描

述」、「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及「喜好判斷」上的差異。整體結果顯示性

別為影響觀看模式的因素之一，以下將以量化數據呈現說明，並配合質性資料呈

現具體填答內容。 

壹、 動漫角色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動漫角色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

計量值為. 961，達顯著差異（p=.001）。根據表 4-3-1，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

動漫角色影像方面，「作者意象」與「喜好判斷」兩面向（對應題目 1-4、1-5）

方面女性大於男性，其餘未有顯著差異。除「作者意象」女性受調學生平均值達

2.0 外，其餘皆介於第一與第二個評分層次之間。然整體平均值皆達到 1.5~2 之

間，與表 4-3-2、4-3-3、4-3-4、4-3-5 相比，顯示兩岸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動

漫角色類影像，觀看模式填答的平均分數高於其他類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間，

則以作者意象平均值最高（1.85），其次為喜好判斷（1.78），再來為吸引陳述（1.73），

最後為影像描述（1.57）。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填答上 

表 4-3-1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動漫角色 

動漫角色類

影像 

 男性   女性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1-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50 0.68 240 1.63 0.67 2.03 

2.吸引陳述

（1-3 這個影

257 1.66 0.76 240 1.79 0.7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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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3.作者意向

（1-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70 0.95 240 2.00 1.11 4.23*** 

4.喜好判斷

（1-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64 0.86 240 1.91 0.88 3.41*** 

      = .961 

*** p<.001 

貳、 次文化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次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計

量值為. 944，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3-2，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次

文化的填答結果，觀看模式四面向平均值皆有顯著差異，女性大於男性。女性受

調學生於「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及「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2-3、2-4、2-5）

面向平均值有達到 1.5 以上，分別為 1.54、1.67、1.59，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作者意象平均值最高（1.53），其次為喜好判斷（1.47），

再來為吸引陳述（1.41），最後為影像描述（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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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次文化 

次文化類影

像 

 男性   女性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2-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16 0.42 240 1.26 0.48 2.24* 

2.吸引陳述

（2-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27 0.55 240 1.54 0.70 4.87*** 

3.作者意向

（2-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38 0.78 240 1.67 0.89 3.76*** 

4.喜好判斷

（2-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34 0.69 240 1.59 0.83 3.72*** 

      = .944 

* p<.05，*** p<.001 

 

 

. 

參、 傳統文化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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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傳統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

計量值為. 967，達顯著差異（p=.002）。根據表 4-3-3，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

傳統文化觀看模式四面向的填答結果，除「作者意向」外，皆有顯著差異，女性

>男性。女性受調學生於「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及「喜好判斷」（對應題

目 3-3、3-4、3-5）面向平均值有達到 1.5 以上，分別為 1.64、1.52、1.65，其餘

平均值皆僅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1.57），

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為作者意象（1.50），最後為影像描述（1.23）。 

表 4-3-3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類

影像 

 男性   女性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3-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16 0.39 240 1.29 0.53 3.09** 

2.吸引陳述

（3-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42 0.69 240 1.64 0.83 3.20** 

3.作者意向

（3-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47 0.82 240 1.52 0.78 0.75 

4.喜好判斷

（3-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257 1.49 0.76 240 1.65 0.8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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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 .967 

* p<.05，** p<.01 

肆、 廣告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廣告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計量

值為. 919，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3-4，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廣告

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的填答結果，皆有顯著差異，女性大於男性。女性受調學生

於「吸引陳述」及「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4-3、4-5）面向平均值分別為 1.73、

1.77，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之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

最高（1.60），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為作者意象（1.38），最後為影像描

述（1.25）。 

表 4-3-4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廣告 

廣告類影像  男性   女性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4-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20 0.45 240 1.29 0.54 2.10* 

2.吸引陳述

（4-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32 0.63 240 1.49 0.85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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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意向

（4-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26 0.63 240 1.49 0.85 3.45*** 

4.喜好判斷

（4-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42 0.73 240 1.77 0.87 4.94*** 

      = .100 

* p<.05，*** p<.001 

伍、 海報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海報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計量

值為. 929，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3-5，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於海報

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之填答結果，除「作者意象」外，皆有顯著差異，女性大於

男性。其中女性受調學生於「吸引陳述」及「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5-3、5-5）

面向平均值各為 1.69 與 1.80，男性受調學生於「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5-5）面

向平均值為 1.55，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之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

判斷平均值最高（1.68），其次為吸引陳述（1.54），再來為影像描述（1.33），最

後為作者意象（1.29）。 

表 4-3-5 不同性別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海報 

海報類影像  男性   女性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5-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257 1.20 0.44 240 1.46 0.62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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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請詳細

說明。） 

2.吸引陳述

（5-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38 0.64 240 1.69 0.86 4.60*** 

3.作者意向

（5-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24 0.56 240 1.34 0.63 1.90 

4.喜好判斷

（5-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55 0.81 240 1.80 0.98 3.03** 

      = .929 

* *p<.01，*** p<.001 

 

第四節  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分析與討

論 

    本節將分析與討論「不同教育階段」之青少年於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影

像描述」、「吸引陳述」、「作者意向」及「喜好判斷」上的差異。根據資料，

整體結果顯示性別為影響觀看模式的因素之一，以下將以量化數據分項說明，並

配合質性資料呈現具體填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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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動漫角色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動漫角色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

項統計量值為. 957，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4-1，兩岸國二及高二受

調學生於動漫角色觀看模式四面向上，除「影像描述」（對應題目 1-1）面向無顯

著差異外，其餘均有顯著差異，高二>國二學生。其中高二學生於「作者意象」

（對應題目 1-4）面向平均值為 2.05，其餘平均值皆介於第一與第二個評分層次

間。然逐題平均值皆有達到 1.5 以上，顯示國二與高二學生於動漫類影像，觀看

模式的填答平均分數高於其他類別影像。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作者意象平均

值最高（1.90），其次為喜好判斷（1.78），再來為吸引陳述（1.70），最後為影像

描述（1.56）。 

表 4-4-1 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動漫

角色 

動漫角色類

影像 

 國二   高二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1-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54 0.64 240 1.58 0.71 -0.69 

2.吸引陳述

（1-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74 0.94 240 2.05 1.13 -2.24* 

3.作者意向

（1-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257 1.61 0.78 240 1.94 0.9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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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4.喜好判斷

（1-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55 0.81 240 1.80 0.98 -4.26** 

      = .957 

* p<.05，** p<.01 

貳、 次文化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次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

統計量值為. 980，達顯著差異（p=.044）。根據表 4-4-2，兩岸國二及高二受調

學生於動漫角色觀看模式四面向上，除「作者意象」（對應題目 2-3）面向有顯著

差異外，於其他三面向「影像描述」、「吸引陳述」、「喜好判斷」均無顯著差異（2-2、

2-4、2-5），高二學生>國二學生。高二學生於「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喜好

判斷」（對應題目 2-3、2-4、2-5）面向平均值達到 1.5 以上，分別為 1.65、1.65、

1.76，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

高（1.57），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為作者意象（1.50），最後為影像描述

（1.23）。 

表 4-4-2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 次文

化 

次文化類影

像 

 國二   高二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2-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257 1.21 0.44 240 1.24 0.4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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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請詳細

說明。） 

2.吸引陳述

（2-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40 0.68 240 1.65 0.83 -1.73 

3.作者意向

（2-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34 0.64 240 1.65 0.90 -2.80** 

4.喜好判斷

（2-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38 0.68 240 1.76 0.87 -1.91 

      = .980 

** p<.01 

參、 傳統文化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傳統文化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

項統計量值為. 930，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4-3，國二、高二學生於

「影像描述」（對應題目 3-2）面向上沒有顯著差異，其餘三面向「吸引陳述」、「作

者意象」、「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3-3、3-4、3-5）皆有顯著差異，高二>國二。

高二學生於「作者意象」、「喜好判斷」（對應題目 3-4、3-5）兩個面向平均值各

為 1.63、1.52，其餘平均值皆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作者意象

平均值最高（1.52），其次為喜好判斷（1.46），再來為吸引陳述（1.40），最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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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描述（1.21）。 

表 4-4-3 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傳統

文化 

傳統文化類

影像 

 國二   高二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3-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20 0.43 240 1.21 0.47 -0.75 

2.吸引陳述

（3-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35 0.57 240 1.45 0.70 -3.72*** 

3.作者意向

（3-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41 0.74 240 1.63 0.93 -4.50*** 

4.喜好判斷

（3-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39 0.68 240 1.52 0.85 -5.40*** 

      = .930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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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廣告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廣告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

計量值為. 955，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4-4，國二、高二學生於觀看

模式四面向皆有顯著差異，高二學生>國二學生。高二學生於「吸引陳述」及「喜

好判斷」（對應題目 4-3、4-5）面向平均值各為 1.67 與 1.71，其餘各項平均值皆

未達 1.5，僅介於 1~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1.59），

其次為吸引陳述（1.52），再來為作者意象（1.38），最後為影像描述（1.24）。 

表 4-4-4 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廣告 

廣告類影像  國二   高二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4-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19 0.43 240 1.29 0.56 -2.24* 

2.吸引陳述

（4-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37 0.67 240 1.67 0.84 -4.39*** 

3.作者意向

（4-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257 1.28 0.62 240 1.47 0.86 -2.92** 

4.喜好判斷

（4-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257 1.47 0.76 240 1.71 0.86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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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 .955 

* p<.05，** p<.01，*** p<.001 

伍、 海報類影像 

    經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海報類影像方面，觀看模式多變項統

計量值為. 955，達顯著差異（p=.000）。根據表 4-4-5，國二、高二學生於「影

像描述」面向無顯著差異，於「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及「喜好判斷」三面向

則有顯著差異，高二學生>國二學生。高二學生於「吸引陳述」「喜好判斷」兩面

向平均值各為 1.63 與 1.85，其餘各項平均值皆介於 1.5 間。觀看模式四面向間，

則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1.67），其次為吸引陳述（1.53），再來為影像描述（1.32），

最後為作者意象（1.29）。 

表 4-4-5 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視覺影像觀看模式單因子多變項變異分析─ 海報 

海報類影像  國二   高二   

 n Mean SD n Mean SD t 

1.影像描述

（5-2 你在這

個影像中看到

什麼？請詳細

說明。） 

257 1.31 0.55 240 1.33 0.56 -0.54 

2.吸引陳述

（5-3 這個影

像吸引你嗎？

為什麼？(請寫

出是哪個部分

吸引你，或哪個

部份不吸引

你)？） 

257 1.43 0.67 240 1.63 0.84 -3.04** 

3.作者意向 257 1.23 0.52 240 1.35 0.6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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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你覺得

這個影像想傳

達給你什麼樣

的訊息？請詳

細說明。） 

4.喜好判斷

（5-5 你認為

這個影像的表

達方式好嗎？

(無論好不好，

都煩請詳細說

明)） 

257 1.49 0.79 240 1.85 0.98 -4.47*** 

      = .955 

** p<.01，*** p<.001 

   第五節  解讀類型分析與比較 

    本節將分析與討論五張施測影像與其所對應的問題中，受調學生所慣用的解

讀類型。總體結果顯示多數受調學生習慣從主觀好惡為出發點判讀一幅影像，意

即依據個體之善惡信念、新舊視覺經驗及對視覺影像的自由聯想回應；其次依序

為形式美感、互涉敘事、社會價值、其他。其中，受調學生的判讀方式會因問題

導向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於判讀吸引原因及成功原因時，除主觀好惡外，又多以

形式美感為準則；然於判讀認知理解原因時，除主觀好惡外，有較多部分會以社

會價值（如個體所具備之外再社會價值觀、道德觀等）取向為準則。以下將從解

讀類型三面向：吸引原因、認知理解原因、成功原因交叉比對不同居住地、不同

性別、不同教育階段等三個變項，理解不同影像間解讀類型的差異，詳見以下各

表及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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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青少年吸引原因解讀類型分析與比較 

   第一部分討論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青少年於各幅影像「吸引原因」

方面（對應問卷各幅影像第三題）的解讀類型。各組皆以主觀好惡次數最多，其

次為形式美感、互涉敘事、社會價值、其他，顯示多數受調學生判斷一幅影像是

否吸引他時，仍多從直觀角度出發，較少考慮到影像的其他面向及含意；形式美

感亦為決定影像是否吸引人的重要依據，包括色彩、構圖、氣氛、肌理、造型等

因素。另從比例來看，臺灣地區受調學生似乎比中國地區受調學生更能從主觀好

惡之外的角度，如形式美感、互涉敘事切入討論影像吸引原因；女性受調學生相

較於男性受調學生狀況亦同，高二學生相較於國二學生亦是。 

    兩岸受調學生於動漫角色、廣告及海報影像的吸引原因有顯著差異；於次文

化與傳統文化類影像上則無。根據表 4-5-1、4-5-2，兩地學生於觀看動漫角色類

視覺影像時，吸引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臺灣學生主觀好惡面向比例比大陸學生

高，形式美感面向亦是；互涉敘事面向大陸地區高於臺灣地區；社會價值及其他

面向兩岸比例則相等。 

表 4-5-1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3.148 4 .011 

概似比 14.166 4 .007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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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動漫角色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96 37 1 17 1 252 

整體的% .39 .07 .00 .03 .00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80 26 0 39 0 245 

整體的% .36 .05 .00 .08 .00 .49 

總和 個數 376 63 1 56 1 497 

整體的% .76 .13 .00 .11 .00 1.00 

    根據表 4-5-3、4-5-4，兩地學生於觀看廣告類視覺影像時，吸引原因有顯著

差異。臺灣學生主觀好惡面向比例比大陸學生低，互涉敘事與其他面向亦是；形

式美感面向比例臺灣地區學生高於上海地區；社會價值面向兩地比例相等。 

表 4-5-3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28.133 4 .000 

概似比 29.132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4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66 72 6 6 2 252 

整體的% .33 .14 .01 .01 .00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96 26 5 15 3 245 

整體的% .39 .05 .01 .03 .01 .49 

總和 個數 362 98 11 21 5 497 

整體的% .73 .20 .02 .04 .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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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5-5、4-5-6，兩地學生於觀看海報類視覺影像時，吸引原因有顯著

差異。臺灣學生於主觀好惡、互涉敘事、其他面向比例低於大陸學生；於形式美

感，社會價值面向，臺灣地區學生比例高於大陸地區學生。 

表 4-5-5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1.439 4 .022 

概似比 11.748 4 .019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6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89 54 4 3 2 252 

整體的% .38 .11 .01 .01 .00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98 31 2 10 4 245 

整體的% .40 .06 .00 .02 .01 .49 

總和 個數 387 85 6 13 6 497 

整體的% .78 .17 .01 .03 .01 1.00 

    根據表 4-5-7，除主觀好惡之外，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臺灣地區學生

有較多能從形式美感角度出發，評判一幅影像是否吸引他，例如：「還好，顏色

吸引，構圖吸引」（TJB020）；「Yes，仿真程度高(窗戶倒影、皺褶…)」（TJG070）。

中國地區學生則有 15%能從互涉敘事角度陳述吸引原因，例如：「挺吸引的，畫

面真實，鬼畜類，感官刺激」（CSB011）。於觀看次文化影像時，兩地學生皆明

顯傾向於僅從主觀好惡出發，例如：「還好，阿就兩個不知道在扮什麼角色也不

知道扮得像不像，看起來又沒沒那麼出色，如果在 fb 看到是咻一下看過去那種」

（TJG 015）臺灣地區及中國地區各僅有 7%、5%之受調學生以形式美感角度為

出發點。於觀看傳統文化影像時，臺灣地區學生較能從形式美感（12%）與互涉

敘事（14%）角度評判吸引原因；中國地區學生亦同。「形式美感」舉例如：「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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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因為顏色以鮮紅及暖色系為主，畫面十分搶眼」（TSG003）；「互涉敘事」舉

例如：「是，聲勢洪大」（CSB016）。於觀看廣告影像時，臺灣地區學生有較多數

能從形式美感（28%）角度評判吸引原因，如「吸引，因為黑跟紅有種強烈對比，

一般都比較有女人味，這個卻帶給人一種叛逆感，很有特色」（TJG034）；中國

地區學生則仍多傾向於主觀好惡。於觀看海報影像時，兩地受調學生皆較能從形

式美感（21%、12%）角度陳述吸引原因，如「吸引，色彩較明亮」（TJG036）；

「不，覺得所宣傳內容與圖片不符」（CJG067）。 

表 4-5-7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視覺影像「吸引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Loc/ Image 
吸引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臺灣臺北（n=252）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96（1） 

 

37（2） 

 

1（4） 

 

17（3） 

 

1（4） 

225（1） 17（2） 1（5） 7（3） 2（4） 

傳統文化影像  173（1） 32（3） 10（4） 37（2） 0（5） 

廣告影像  166（1） 72（2） 6（3） 6（3） 2（5） 

海報影像 189（1） 54（2） 4（3） 3（4） 2（5） 

中國上海（n=245）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80（1） 

 

26（3） 

 

0（4） 

 

39（2） 

 

0（4） 

219（1） 12（2） 3（4） 9（3） 2（5） 

傳統文化影像  180（1） 22（3） 8（4） 33（2） 2（5） 

廣告影像  196（1） 26（2） 5（4） 15（3） 3（5） 

海報影像 198（1） 31（2） 2（5） 10（3） 4（4） 

註：臺灣地區受調學生 252 名，中國地區受調學生 245 名，共 497 名。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於廣告、海報類影像的吸引原因有顯著差異，於動漫角

色、次文化及傳統文化上則無。根據表 4-5-8、4-5-9，不同性別學生於觀看廣告

類影像時，吸引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男性受調學生於主觀好惡、其他面向上比

例高於女性；於形式美感面相低於女性。兩性受調學生於社會價值、互涉敘事面

向上比例相等。 

表 4-5-8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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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33.979 4 .000 

概似比 35.041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9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ender 男性 個數 211 25 7 11 3 257 

整體的% .42 .05 .01 .02 .01 .52 

女性 個數 151 73 4 10 2 240 

整體的% .30 .15 .01 .02 .00 .48 

總和 個數 362 98 11 21 5 497 

整體的% .73 .20 .02 .04 .01 1.00 

    根據表 4-5-10、4-5-11，不同性別學生於觀看海報類影像時，吸引原因有顯

著差異。男性受調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高於女性；於形式美感、其他方面低

於女性。兩性受調學生於社會價值、互涉敘事面向上比例相等。 

表 4-5-10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2.763 4 .012 

概似比 12.882 4 .012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11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ender 男性 個數 216 30 3 6 2 257 

整體的% .43 .06 .01 .01 .00 .52 

女性 個數 171 55 3 7 4 240 

整體的% .34 .11 .01 .01 .01 .48 

總和 個數 387 85 6 13 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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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 .78 .17 .01 .03 .01 1.00 

    根據表 4-5-12，不同性別之受調學生除多從主觀好惡角度觀看各類影像外，

於觀看動漫角色影像時，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皆有部分能從形式美感（14%）與

互涉敘事（13%）角度評判影像之吸引原因，於觀看次文化影像時，則明顯多數

僅從主觀好惡出發。於觀看傳統文化影像時，男性與女性皆有部分能從形式美感

（男性 9%、女性 13%）與互涉敘事（男性 11%，女性 18%）角度出發，女性又

多於男性。於觀看廣告影像時，男性有少部分能從形式美感（10%）角度觀看，

女性則明顯能從形式美感（30%）角度判斷之比例高於男性，如「吸引，因為右

側偏亮，與左側的黑色對比」（CSG123）。於觀看海報影像時，男性與女性皆有

部分能從形式美感（男性 12%，女性 23%）角度判定影向吸引原因，且女性多

於男性，如「還不錯，因為個人偏好這個畫面的色調，讓人覺得涼快，透視感的

背景也很棒」（TSG001）。     

表 4-5-12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視覺影像「吸引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Gender/Image 
吸引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男性（n=257）  

190（1） 

 

33（2） 

 

1（4） 

 

32（3） 

 

1（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34（1） 11（2） 1（5） 7（3） 4（4） 

傳統文化影像  

廣告影像  

海報影像 

193（1） 23（3） 11（4） 28（2） 2（5） 

211（1） 25（2） 7（4） 11（3） 3（5） 

216（1） 30（2） 3（4） 6（3） 2（5） 

女性（n=240）  

186（1） 

 

30（2） 

 

0（4） 

 

24（3） 

 

0（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10（1） 18（2） 3（4） 9（3） 0（5） 

傳統文化影像  160（1） 31（3） 7（4） 42（2） 0（5） 

廣告影像  151（1） 73（2） 4（4） 10（3） 2（5） 

海報影像 171（1） 55（2） 3（5） 7（3） 4（4） 

註：男性受調學生 257 名，女性受調學生 240 名，共 49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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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於傳統文化、廣告、海報類影像的吸引原因有顯著差

異，於動漫角色、次文化影像則無。根據表 4-5-13、4-5-14，不同教育階段學生

於於觀看傳統文化類影像時，吸引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面

向比例高於高二學生；其餘四個面向，國二學生比例皆低於高二。 

表 4-5-13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21.066 4 .000 

概似比 22.307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14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傳統文化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197 22 4 24 0 247 

整體的% .40 .04 .01 .05 .00 .50 

高二 個數 156 32 14 46 2 250 

整體的% .31 .06 .03 .09 .00 .50 

總和 個數 353 54 18 70 2 497 

整體的% .71 .11 .04 .14 .00 1.00 

    根據表 4-5-15、4-5-16，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吸引原

因有顯著差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高於高二學生，於形式美感面向比

例低於高二學生；於社會價值、互涉敘事及其他面向，國二學生與高二學生比例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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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5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1.950 4 .018 

概似比 12.113 4 .017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16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192 34 7 12 2 247 

整體的% .39 .07 .01 .02 .00 .50 

高二 個數 170 64 4 9 3 250 

整體的% .34 .13 .01 .02 .01 .50 

總和 個數 362 98 11 21 5 497 

整體的 % .73 .20 .02 .04 .01 1.00 

    根據表 4-5-17、4-5-18，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觀看海報類影像時，吸引原因

有顯著差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社會價值面向比例高於高二學生，於形式美

感、互涉敘事及其他面向低於高二學生。 

表 4-5-17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1.077 4 .026 

概似比 11.233 4 .024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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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8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吸引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206 31 4 4 2 247 

整體的 % .41 .06 .01 .01 .00 .50 

高二 個數 181 54 2 9 4 250 

整體的 % .36 .11 .00 .02 .01 .50 

總和 個數 387 85 6 13 6 497 

整體的 % .78 .17 .01 .03 .01 1.00 

    根據表 4-5-19，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除多從主觀好惡角度觀看各類影像外，

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國二及高二皆有部分學生能從形式美感（國二 11%、

高二 15%）與互涉敘事（國二 11%、高二 12%）角度評判一幅影像是否吸引他，

高二學生又多於國二。於觀看次文化影像時，國二與高二學生則僅有少部分能從

主觀好惡之外的角度出發。於觀看傳統文化影像時，國二及高二皆有部分學生能

從形式美感（國二 9%、高二 13%）與互涉敘事（國二 10%、高二 18 %）角度出

發，且高二學生多於國二。於觀看廣告影像時，國二及高二學生皆有部分能從形

式美感（國二 14%、高二 26%）角度出發，且高二比例明顯更高。於觀看海報

影像時情形亦同（國二 13%、高二 22%）。以國、高二學生填答動畫影像類，以

「形式美感」為判別基準，且內容達評分層次第三階段者為例：「這個影像有吸

引到我，因為哆啦 A 夢的旁邊有類似白光的霧，使它更加強焦點。背影在這影

像的面積較小，並沒有太大焦點」（TJG014）；「原本單純的象徵和這張影像呈現

強烈的對比，這點有吸引到我，因為有衝突感」（TSG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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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9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視覺影像「吸引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Grade/ Image 
吸引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國二（n=247）           

動漫角色影像  195（1） 26（2） 0（3） 26（2） 0（3） 

次文化影像  226（1） 12（2） 1（5） 6（3） 2（4） 

傳統文化影像  197（1） 22（3） 4（4） 24（2） 0（5） 

廣告影像  192（1） 34（2） 7（4） 12（3） 2（5） 

海報影像 206（1） 31（2） 4（3） 4（3） 2（5） 

高二（n=252）  

181（1） 

 

37（2） 

 

1（4） 

 

30（3） 

 

1（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18（1） 17（2） 3（4） 10（3） 2（5） 

傳統文化影像  156（1） 32（3） 14（4） 46（2） 2（5） 

廣告影像  170（1） 64（2） 4（4） 9（3） 3（5） 

海報影像 181（1） 54（2） 2（5） 9（3） 4（4） 

註：國二受調學生 247 名，高二受調學生 250 名，共 497 名。 

貳、 青少年認知理解原因解讀類型分析與比較 

    於「認知理解原因」解讀類型（對應問卷各幅影像第四題）上，主觀好惡仍

然是最常使用之判斷基準，顯示多數受調學生習慣以自身經驗，以及主觀判斷來

思考一幅影像所傳達之意義；其次為社會價值、互涉敘事、其他與形式美感。由

結果可發現當嘗試理解一幅影像所傳之意義時，受調學生所慣用之方式除主觀好

惡外，常用之思考策略將由形式美感轉至社會價值，如社會價值、刻板印象、道

德等議題，此為吸引原因與認知理解原因之最大差異所在。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比

起中國地區受調學生更能從主觀好惡之外的角度，如社會價值、互涉敘事角度來

理解一幅影像；女性受調學生相較於男性受調學生狀況亦同，高二學生相較於國

二學生亦是。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於觀看五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皆有顯著差異。根據

表 4-5-20、4-5-21，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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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形式美感面向比例低於中國地區學生；於社

會價值、互涉敘事及其他面向比例則高於中國地區。 

表 4-5-20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34.830 4 .000 

概似比 35.869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21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

表 

 

動漫角色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53 1 48 35 15 252 

整體的% .31 .00 .10 .07 .03 .51 

中國上海  個數 204 3 18 15 5 245 

整體的% .41 .01 .04 .03 .01 .49 

總和 個數 357 4 66 50 20 497 

整體的% .72 .01 .13 .10 .04 1.00 

    根據表 4-5-22、4-5-23，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次文化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

因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低於中國；於社會價值及其他

部分高於中國；於形式美感及互涉敘事面向兩地比例相同。 

表 4-5-22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0.180 4 .038 

概似比 10.318 4 .035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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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3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84 2 41 6 19 252 

整體的% .37 .00 .08 .01 .04 .51 

中國上海  個數 207 2 22 4 10 245 

整體的% .42 .00 .04 .01 .02 .49 

總和 個數 391 4 63 10 29 497 

整體的% .79 .01 .13 .02 .06 1.00 

    根據表 4-5-24、4-5-25，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傳統文化類影像時，認知理解

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形式美感、社會價值面向比例

低於中國；於互涉敘事面向比例高於中國；於其他面向兩岸比例相同。 

表 4-5-24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22.082 4 .000 

概似比 23.842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25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

表 

 

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60 0 26 60 6 252 

整體的% .32 .00 .05 .12 .01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76 3 37 23 6 245 

整體的% .35 .01 .07 .05 .01 .49 

總和 個數 336 3 63 83 12 497 

整體的% .68 .01 .13 .17 .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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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5-26、4-5-27，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

面向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低於中國；形式美感面向兩

岸比例相同；社會價值、互涉敘事及其他面向臺灣地區比例高於中國。 

表 4-5-26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7.793 4 .001 

概似比 19.207 4 .001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27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207 7 26 8 4 252 

整體的% .42 .01 .05 .02 .01 .51 

中國上海  個數 229 3 5 6 2 245 

整體的% .46 .01 .01 .01 .00 .49 

總和 個數 436 10 31 14 6 497 

整體的% .88 .02 .06 .03 .01 1.00 

    根據表 4-5-28、4-5-29，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海報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

面向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低於中國；於形式美感、社

會價值及互涉敘事面向比例高於中國；於其他面向兩岸比例相同。 

表 4-5-28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2.697 4 .013 

概似比 15.089 4 .005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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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9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224 5 8 10 5 252 

整體的% .45 .01 .02 .02 .01 .51 

中國上海  個數 236 0 2 3 4 245 

整體的% .47 .00 .00 .01 .01 .49 

總和 個數 460 5 10 13 9 497 

整體的% .93 .01 .02 .03 .02 1.00 

    根據表 4-5-30，除主觀好惡外，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臺灣地區受調學

生較多能從其他角度理解影像內涵，如社會價值（19%）與互涉敘事（14%）；

中國地區雖也有，但比例上相對少許多（7%、6%）。「社會價值」面向填答範例

如：「不太了解，但應該是要說明人類製造出一些機械而造成的破壞」（TJG040）；

「互涉敘事」面向填答範例如：「充滿科技與未來感」（TJG053）。於觀看次文化

影像時，則有部分能從社會價值角度來理解，臺灣地區比例（16%）亦高於中國

（9%），如：「每個女孩生來都是美麗的，不要為了在意他人目光而去濃妝豔抹」

（CSG120）。 

    於傳統文化影像方面，臺灣地區學生有 24%從互涉敘事角度理解，再來為社

會價值（10%）；中國地區則為社會價值（15%），少部分為互涉敘事（9%）；「社

會價值」面向如：「告訴我們京劇的重要性，讓我們珍惜並保護它」（CSB034）；

「互涉敘事」面向如：「愉悅，有文化特色」（CSB001）。唯兩岸受調學生會各自

已所熟悉或參與過之不同文化活動來理解同一幅傳統文化影像，例如臺灣學生會

理解為三太子遊街，而中國學生會理解為京劇、中國傳統文化等。於廣告影像方

面，兩地受調學生幾乎皆僅從主觀好惡角度出發，如：「買口紅」（CSB049），臺

灣少部分學生從社會價值（10%）角度出發，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男生也可

以塗口紅」（TJB009）；中國地區則幾乎更集中在主觀好惡。於觀看海報影像時

亦同，兩地皆少有從其他角度來觀看之學生。「主觀好惡」舉例如：「要節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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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吹冷氣」（TSG036）。 

表 4-5-30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視覺影像「認知理解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Loc/ Image 
認知理解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臺灣臺北（n=252）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53（1） 

 

1（5） 

 

48（2） 

 

35（3） 

 

15（4） 

184（1） 2（5） 41（2） 6（4） 19（3） 

傳統文化影像  160（1） 0（5） 26（3） 60（2） 6（4） 

廣告影像  207（1） 7（4） 26（2） 8（3） 4（5） 

海報影像 224（1） 5（4） 8（3） 10（2） 5（4） 

中國上海（n=245）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04（1） 

 

3（5） 

 

18（2） 

 

15（3） 

 

5（4） 

207（1） 2（5） 22（2） 4（4） 10（3） 

傳統文化影像  176（1） 3（5） 37（2） 23（3） 6（4） 

廣告影像  229（1） 3（4） 5（3） 6（2） 2（5） 

海報影像 236（1） 0（5） 2（4） 3（3） 4（2） 

註：臺灣地區受調學生 252 名，中國地區受調學生 245 名，共 497 名。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於觀看五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皆無顯著差異。根據表

4-5-31，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除主觀好惡外，皆有部分

能從社會價值以及互涉敘事角度理解影像，於社會價值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

比例各為 9%、18%；於互涉敘事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比例皆為 10%。於理

解次文化影像時，男、女性皆有部分能從社會價值出發（11%、14%）。於理解

傳統文化影像時，男、女性皆有少部分受調學生能從社會價值（11%、10%）、

互涉敘事角度理解（11%、19%）。於理解廣告影像時，男、女性皆幾乎集中於

主觀好惡，有 8%女性受調學生從社會價值角度來理解。於觀看海報影像時，男

性與女性受調學生皆集中於主觀好惡的認知理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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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1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視覺影像「認知理解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Gender/ Image 
認知理解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男性（n=257）  

194（1） 

 

3（5） 

 

23（3） 

 

26（2） 

 

11（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00（1） 1（5） 29（2） 6（4） 21（3） 

傳統文化影像  174（1） 0（4） 28（2） 28（2） 7（3） 

廣告影像  229（1） 3（5） 13（2） 8（3） 4（4） 

海報影像 238（1） 3（5） 4（4） 7（2） 5（3） 

女性（n=240）  

163（1） 

 

1（5） 

 

43（2） 

 

24（3） 

 

9（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91（1） 3（5） 34（2） 4（4） 8（3） 

傳統文化影像  162（1） 3（5） 25（3） 45（2） 5（4） 

廣告影像  207（1） 7（3） 18（2） 6（4） 2（5） 

海報影像 222（1） 2（4） 6（2） 6（2） 4（3） 

註：男性受調學生 257 名，女性受調學生 240 名，共 497 名。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於觀看次文化、傳統文化，以及海報類影像時，認知

理解原因有顯著差異；於觀看動漫角色、廣告類影像時則無。根據表 4-5-32、

4-5-33，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觀看次文化類影像時，認知理解原因面向有顯著差

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互涉敘事面向比例高於高二學生；於社會價值面向比

例則低於高二學生；於形式美感及其他面向國二、高二學生比例相等。 

表 4-5-32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9.999 4 .000 

概似比 20.938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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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3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

表 

 

次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206 2 16 8 15 247 

整體的 % .41 .00 .03 .02 .03 .50 

高二 個數 185 2 47 2 14 250 

整體的 % .37 .00 .09 .00 .03 .50 

總和 個數 391 4 63 10 29 497 

整體的 % .79 .01 .13 .02 .06 1.00 

    根據表 4-5-34、4-5-35，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觀看傳統文化類影像時，認知

理解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面向比例大於高二學生；於社會

價值及互涉敘事面向比例低於高二學生；於形式美感及其他面向，國二及高二學

生比例相同。 

表 4-5-34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5.856 4 .003 

概似比 16.045 4 .003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35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

叉表 

 

傳統文化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186 1 21 32 7 247 

整體的 % .37 .00 .04 .06 .01 .50 

高二 個數 150 2 42 51 5 250 

整體的 % .30 .00 .08 .10 .01 .50 

總和 個數 336 3 63 83 12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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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 % .68 .01 .13 .17 .02 1.00 

    根據表 4-5-36、4-5-37，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觀看海報類影像時，認知理解

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國二學生於主觀好惡、形式美感、社會價值面向比例低於

高二學生；於互涉敘事、其他面向比例高於高二學生。 

表 4-5-36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20.397 4 .000 

概似比 23.964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37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認知理解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226 0 2 11 8 247 

整體的 % .45 .00 .00 .02 .02 .50 

高二 個數 234 5 8 2 1 250 

整體的 % .47 .01 .02 .00 .00 .50 

總和 個數 460 5 10 13 9 497 

整體的 % .93 .01 .02 .03 .02 1.00 

    根據表 4-5-38，兩岸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於動漫影像的認知理解原因上，除

主觀好惡外，有 10%國二學生能從社會價值角度來理解，12%從互涉敘事角度來

理解；高二學生則有 17%能從社會價值角度來理解，8%從互涉敘事角度來理解。

於次文化影像方面，國二學生較集中在主觀好惡，高二學生則有 17%能從社會價

值角度來理解。於傳統文化影像方面，國二學生仍多集中在主觀好惡，高二學生

則有較多能從互涉敘事及社會價值角度來理解（20%、17%）；「互涉敘事」如

「熱鬧的場面」（CSB048）；「社會價值」如「中國文化博大精深」（CSB006）。

於理解廣告影像時，國、高二學生皆多集中於主觀好惡上，僅少部分能透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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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類型來理解影像；於理解海報影像時情形亦同。 

表 4-5-38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視覺影像「認知理解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

表 

Grade /Image 
認知理解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國二（n=247）  

179（1） 

 

2（5） 

 

24（3） 

 

29（2） 

 

13（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206（1） 2（5） 16（2） 8（4） 15（3） 

傳統文化影像  186（1） 1（5） 21（3） 32（2） 7（4） 

廣告影像  215（1） 7（3） 14（2） 6（4） 5（5） 

海報影像 226（1） 0（5） 2（4） 11（2） 8（3） 

高二（n=250） 

動漫角色影像  

 

178（1） 

 

2（5） 

 

42（2） 

 

21（3） 

 

7（4） 

次文化影像  185（1） 2（4） 47（2） 2（4） 14（3） 

傳統文化影像  150（1） 2（5） 42（3） 51（2） 5（4） 

廣告影像  221（1） 3（4） 17（2） 8（3） 1（5） 

海報影像 234（1） 5（3） 8（2） 2（4） 1（5） 

註：國二受調學生 247 名，高二受調學生 250 名，共 497 名。 

參、 青少年成功原因解讀類型分析與比較 

    於「成功原因」解讀類型方面（對應問卷各幅影像第五題），主觀好惡為最

常使用之判斷基準，其次為形式美感、互涉敘事、社會價值、其他，顯示於判斷

一幅影像之表達方式是否成功時，除主觀好惡之外，受調學生常用之判斷依據又

轉回從形式美感出發，與吸引原因有類似狀況。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比中國地區受

調學生更能從主觀好惡之外的角度，如形式美感、互涉敘事、社會價值來判斷影

像成功原因；女性受調學生相較於男性受調學生狀況亦同，高二學生相較於國二

學生亦如此。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於觀看傳統文化、廣告、海報影像時，成功原因有顯著

差異；於動漫角色、次文化影像方面則無。根據表 4-5-39、4-5-40，不同地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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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觀看傳統文化類影像時，成功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學生於形式美

感、互涉敘事、其他面向比例高於中國地區，於社會價值面向低於中國地區，於

主觀好惡面向兩地比例則相等。 

表 4-5-39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5.063 4 .005 

概似比 15.536 4 .004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40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42 61 10 31 8 252 

整體的% .29 .12 .02 .06 .02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46 53 26 13 7 245 

整體的% .29 .11 .05 .03 .01 .49 

總和 個數 288 114 36 44 15 497 

整體的% .58 .23 .07 .09 .03 1.00 

    根據表 4-5-41、4-5-42，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成功原因面向

有顯著差異。台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社會價值、互涉敘事部分比例低於中國

地區學生；於形式美感部分比例高於中國地區學生；於其他部分兩岸比例相同。 

表 4-5-41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31.010 4 .000 

概似比 32.899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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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2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52 87 3 6 4 252 

整體的% .31 .18 .01 .01 .01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70 41 20 10 4 245 

整體的% .34 .08 .04 .02 .01 .49 

總和 個數 322 128 23 16 8 497 

整體的% .65 .26 .05 .03 .02 1.00 

    根據表 4-5-43、4-5-44，不同地區學生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成功原因面向

有顯著差異。台灣地區學生於主觀好惡部分比例低於中國地區；於形式美感、社

會價值部分比例高於中國；於互涉敘事、其他部分兩岸比例相等。 

表 4-5-43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2.139 4 .016 

概似比 12.357 4 .015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44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海報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海報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Loc 臺灣臺北 個數 160 65 18 5 4 252 

整體的% .32 .13 .04 .01 .01 .51 

中國上海  個數 183 42 7 6 7 245 

整體的% .37 .08 .01 .01 .01 .49 

總和 個數 343 107 25 11 11 497 

整體的% .69 .22 .05 .02 .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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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5-45，在判斷一幅影像表達是否成功時，除主觀好惡外，兩地受調

學生皆有較多會以形式美感（臺灣 16%、中國 15%）、其次為互涉敘事（臺灣 8%、

中國 11%）為判斷基準。於次文化影像方面，兩地皆有部分學生以形式美感為基

準判斷，臺灣地區為 14%，中國地區為 13%。於傳統文化影像方面，臺灣有較

多學生會以形式美感（24%）、互涉敘事（12%）為判定基準；中國地區則是形

式美感（22%），再來為社會價值（11%）。於廣告影像方面，臺灣地區有 35%

受調學生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基準；中國地區相較之下則較為分散，有 17%以形

式美感為判斷基準，8%為社會價值。於海報影像方面，臺灣地區受調學生有 26%

學生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基準，中國地區則為 17%。 

表 4-5-45 不同居住地受調學生視覺影像「成功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Loc/Image 
成功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臺灣臺北（n=252）  

177（1） 

 

41（2） 

 

2（5） 

 

20（3） 

 

12（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91（1） 36（2） 5（4） 2（5） 18（3） 

傳統文化影像  142（1） 61（2） 10（4） 31（3） 8（5） 

廣告影像  152（1） 87（2） 3（5） 6（3） 4（4） 

海報影像 160（1） 65（2） 18（3） 5（4） 4（5） 

中國上海（n=245） 
     

動漫角色影像  173（1） 36（2） 6（4） 27（3） 3（5） 

次文化影像  179（1） 32（2） 12（3） 9（5） 13（4） 

傳統文化影像  146（1） 53（2） 26（3） 13（4） 7（5） 

廣告影像 170（1） 41（2） 20（3） 10（4） 4（5） 

海報影像 183（1） 42（2） 7（3） 6（4） 7（3） 

註：臺灣地區受調學生 252 名，中國地區受調學生 245 名，共 497 名。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於觀看廣告影像時，成功原因有顯著差異；於動漫角色、

次文化、傳統文化、海報影像方面則無。根據表 4-5-46、4-5-47，於觀看廣告影

像時，女性受調學生於主觀好惡、互涉敘事、其他部分比例低於男性；於形式美

感、社會價值部分比例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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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6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20.394 4 .000 

概似比 20.661 4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47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ender 男性 個數 184 48 8 11 6 257 

整體的 % .37 .10 .02 .02 .01 .52 

女性 個數 138 80 15 5 2 240 

整體的 % .28 .16 .03 .01 .00 .48 

總和 個數 322 128 23 16 8 497 

整體的 % .65 .26 .05 .03 .02 1.00 

    根據表 4-5-48，不同性別受調學生除多以主觀好惡為影像成功原因之判斷基

準外，亦有部分學生會以形式美感（男性 15%、女性 16%）、互涉敘事（男性 10%、

女性 9%）為判斷基準。於次文化影像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各有 12%、15%

會以形式美感為判定基準。於傳統文化影像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有較多會以

形式美感（男性 21%、女性 25%）為判定基準，其次為互涉敘事（男性 9%、女

性 8%）。於廣告影像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皆有部分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基

準，女性（33%）又高於男性（19%）。於海報影像方面，男、女性受調學生皆

有部分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基準，女性（23%）高於男性（21%）。 

    於廣告及海報影像部分，相較於男性受調學生，有較多女性受調學生以「物

化女性」、「刻板印象」、「社會美感標準」、「性別氣質」等觀點來評論此幅

影像，且高二女性多於國二女性，臺灣女性多於上海女性。男性則有較高比例從

「觀看者」的角度出發（相對於女性做為被觀看者），並以影像中模特兒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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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評斷影像的主要依據之一。以海報影像為例，女性受調者回答內容如：「No，

物化女性，以父權角度看待」（TSG043）；「不好，有種穿著清涼才是流行的

感覺」（TSG 045）；「不好，我認為這張照片有物化女性之虞，而且這樣的方

式並不會讓我產生想要節電的念頭」（TSG 066）；「不好，物化女性」（CSG081）。

男性受調者回答內容如：「好，人正，人正，人正」（TSB070）；「蠻好的，

畢竟人是視覺的動物，腿可以抓住許多人的目光」（TSB085）；「好，因為有

美腿」（CSB018）；「好，因為她很漂亮」（CSB069）。 

表 4-5-48 不同性別受調學生視覺影像「成功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Gender/Image 
成功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男性（n=257）  

180（1） 

 

39（2） 

 

3（5） 

 

26（3） 

 

9（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87（1） 31（2） 11（4） 7（5） 21（3） 

傳統文化影像  153（1） 53（2） 17（4） 24（3） 10（5） 

廣告影像  184（1） 48（2） 8（4） 11（3） 6（5） 

海報影像 184（1） 53（2） 10（3） 4（5） 6（4） 

女性（n=240）  

170（1） 

 

38（2） 

 

5（5） 

 

21（3） 

 

6（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83（1） 37（2） 6（4） 4（5） 10（3） 

傳統文化影像  135（1） 61（2） 19（4） 20（3） 5（5） 

廣告影像  138（1） 80（2） 15（3） 5（4） 2（5） 

海報影像 159（1） 54（2） 15（3） 7（4） 5（5） 

註：男性受調學生 257 名，女性受調學生 240 名，共 497 名。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於觀看傳統文化、海報影像時有顯著差異；於動漫角

色、次文化、廣告影像方面則無。根據表 4-5-49、4-5-50，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

觀看傳統文化類影像時，成功原因面向有顯著差異。於主觀好惡部國二學生比例

大於高二；於形式美感、社會價值、互設敘事、其他部分國二學生比例低於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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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9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5.623 4 .004 

概似比 15.749 4 .003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表 4-5-50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交叉表 

 

傳統文化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164 43 13 20 7 247 

整體的 % .33 .09 .03 .04 .01 .50 

高二 個數 124 71 23 24 8 250 

整體的 % .25 .14 .05 .05 .02 .50 

總和 個數 288 114 36 44 15 497 

整體的 % .58 .23 .07 .09 .03 1.00 

    根據表 4-5-51、4-5-52，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成功原因

面向有顯著差異。於主觀好惡部分，國二學生比例大於高二；於形式美感、社會

價值、互涉敘事部分則低於高二，於其他部分國、高二學生比例相同。 

表 4-5-51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6.121 4 .003 

概似比 16.423 4 .003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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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2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卡方檢定 

 

廣告類影像成功原因 

總和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Grade 國二 個數 190 42 7 3 5 247 

整體的 % .38 .08 .01 .01 .01 .50 

高二 個數 153 65 18 8 6 250 

整體的 % .31 .13 .04 .02 .01 .50 

總和 個數 343 107 25 11 11 497 

整體的 % .69 .22 .05 .02 .02 1.00 

    根據表 4-5-53，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於判斷一幅影像是否成功時，除主觀

好惡外，國二學生有 16%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標準，高二有 15%以形式美感為

判斷標準，11%以互涉敘事為判斷標準。於判斷次文化影像是否成功時，兩岸國、

高二學生皆有部分會以形式美感為標準（國二 13%、高二 14%）。於判斷傳統

文化影像是否成功時，國二學生有 17%以形式美感為準則，8%以互涉敘事為準

則；高二則有 28%以形式美感為準則，10%為互涉敘事，9%為社會價值。於判

斷廣告影像是否成功時，有 23%國二學生以形式美感為基準，29%高二學生以形

式美感為基準。最後，於判斷海報影像是否成功時，國、高二學生個有部分學生

會以形式美感為判斷準則，比例分別是 17%及 26%。 

表 4-5-53 不同教育階段受調學生視覺影像「成功原因」解讀類型次數分配表 

Grade/ Image 
成功原因類型（Amount/Rank）  

主觀好惡 形式美感  社會價值  互涉敘事  其他  

國二（n=247）  

178（1） 

 

39（2） 

 

2（5） 

 

19（3） 

 

9（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84（1） 33（2） 11（4） 5（5） 14（3） 

傳統文化影像  164（1） 43（2） 13（4） 20（3） 7（5） 

廣告影像  168（1） 56（2） 10（3） 8（4） 5（5） 

海報影像 190（1） 42（2） 7（3） 3（5） 5（4） 

高二（n=250）  

172（1） 

 

38（2） 

 

6（4） 

 

28（3） 

 

6（4） 動漫角色影像  

次文化影像  186（1） 35（2） 6（4） 6（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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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影像  124（1） 71（2） 23（4） 24（3） 6（5） 

廣告影像  154（1） 72（2） 13（3） 8（4） 3（5） 

海報影像 153（1） 65（2） 18（3） 8（4） 6（5） 

註：國二受調學生 247 名，高二受調學生 250 名，共 497 名。 

   第六節  不同影像間觀看模式異同之比較 

    本節將探討「不同影像間」觀看模式的差異，同時比對居住地、性別、教育

階段三個變項間於觀看不同影像時，觀看模式是否呈現類似，抑或是相異的狀

況。結果發現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在觀看同一類影像時，觀

看模式呈現類似的分數與排序。其次將總結整體研究結果，以連結第五章之結論

與建議。 

壹、 不同影像間觀看模式比較 

    表 4-6-1~4-6-5 呈現不同影像間觀看模式，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居住地、性別、

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在觀看同一類影像時，觀看模式呈現類似的分數與排序；其

中於作者意象及喜好判斷面向得分較高。其次為吸引陳述，最後為影像描述。詳

參以下表格： 

    根據表 4-6-1，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於動漫角色類影像

觀看模式之排序皆同，依序為作者意象、喜好判斷、吸引陳述、影像描述。 

表 4-6-1 動漫角色類影像觀看模式次序分配表 

Image/Variables 觀看模式（Mean/Rank） 

 影像描述 吸引陳述 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 

動漫角色影像     

Loc 1.57（4） 1.72（3） 1.89（1） 1.78（2） 

Gender 1.57（4） 1.73（3） 1.85（1） 1.78（2） 

Grade 1.56（4） 1.70（3） 1.90（1） 1.78（2） 

    根據表 4-6-2，不同居住地、性別之受調學生於次文化影像觀看模式排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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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依序為作者意象、喜好判斷、吸引陳述、影像描述；不同教育階段學生之排

序為喜好判斷、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影像描述。 

表 4-6-2 次文化類影像觀看模式次序分配表 

Image/Variables 觀看模式（Mean/Rank） 

 影像描述 吸引陳述 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 

次文化影像     

Loc 1.21（4） 1.40（3） 1.52（1） 1.46（2） 

Gender 1.21（4） 1.41（3） 1.53（1） 1.47（2） 

Grade 1.23（4） 1.53（2） 1.50（3） 1.57（1） 

       根據表 4-6-3，不同居住地、性別之受調學生於傳統文化影像觀看模式排

序一致，依序為喜好判斷、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影像描述；不同教育階段學生

之排序為作者意象、喜好判斷、吸引陳述、影像描述。 

表 4-6-3 傳統文化類影像觀看模式次序分配表 

Image/Variables 觀看模式（Mean/Rank） 

 影像描述 吸引陳述 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 

傳統文化影像     

Loc 1.23（4） 1.53（2） 1.50（3） 1.57（1） 

Gender 1.23（4） 1.53（2） 1.50（3） 1.57（1） 

Grade 1.21（4） 1.40（3） 1.52（1） 1.46（2） 

 

    根據表 4-6-4，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於廣告類影像觀看

模式之排序皆同，依序為喜好判斷、吸引陳述、作者意象、影像描述。 

表 4-6-4 廣告類影像觀看模式次序分配表 

Image/Variables 觀看模式（Mean/Rank） 

 影像描述 吸引陳述 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 

廣告影像     

Loc 1.24（4） 1.52（2） 1.37（3） 1.59（1） 

Gender 1.25（4） 1.53（2） 1.38（3）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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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1.24（4） 1.52（2） 1.38（3） 1.59（1） 

    根據表 4-6-5，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於海報類影像觀看

模式之排序皆同，依序為喜好判斷、吸引陳述、影像描述、作者意象。 

表 4-6-5 海報類影像觀看模式次序分配表 

Image/Variables 觀看模式（Mean/Rank） 

 影像描述 吸引陳述 作者意象 喜好判斷 

海報影像     

Loc 1.32（3） 1.53（2） 1.29（4） 1.68（1） 

Gender 1.33（3） 1.54（2） 1.29（4） 1.68（1） 

Grade 1.32（3） 1.53（2） 1.29（4） 1.67（1） 

 

    受調學生在回答問題時會根據問題類型的不同而有填答深度的區隔，顯示在

經過引導後學生的可塑性極高，藝術教師的重要職責便在於如何引導。然影像描

述、吸引陳述、作者意象，以及喜好判斷四個觀看模式間實則沒有高低之分，因

此於回答上皆可透過引導與練習達到同等水平。從質性資料觀察中，便可發現類

似情形，以臺灣地區高二學生的廣告影像填答為例，其影像描述為「一位帥氣的

男生代言女性的化妝品，且親自塗上了口紅，顏色是鮮紅色的」；吸引陳述為「很

吸引我，因為本身喜歡這位代言人，加上拍出來的照片很好看，有獨特的感覺，

較一般女性代言人來的吸引我」；作者意象為「女性用品不只侷限於女性代言，

甚至連顧客也不一定要是女性族群，或是偏向女性心理的男生，帥氣的男生也能

完美的運用，展現其成果」；喜好判斷為「好！有新奇的構思，很引人注目，會

激發我思考這其中的涵義」（TSG013）。此例於每項問題中皆有平均且較詳實的

回答，並能在每個問題間找到相呼應的關連與思路，於整體填答分數上也較高。 

    因此，雖然受調學生平均在作者意象及喜好判斷面向分數較高，然影像描述

實為判斷作者意象，以及是否認為影像表達成功之重要依據，於吸引陳述方面，

也須以細膩的觀察以及充分的相關知識作為判斷基準，因此，對於影像描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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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深入，將會同時影響到其他面向的回答。於影像觀看過程中，觀看模式四個

面向的聯結將會是視覺藝術教師於授課時的參考指標，能夠提升其中任何一個面

向的回答水準，皆有助於其他面向的提升。於學生來說，加強四個觀看模式間的

聯結，除有助於對影像作出全面性的了解，提升藝術鑑賞與批評方面的能力，亦

能提升自身組織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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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與比較不同居住地、性別、教育階段等因素於青少年

觀看影像時是否產生影響，是否有差異，以及差異何在。綜合所有資料以及統計

分析結果，茲將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並與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做呼應： 

第一節  結論 

    依據「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資料分析結果，歸納之結論如下： 

壹、 兩岸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之差異 

一、根據統計分析資料結果顯示，兩岸青少年於面對視覺影像時，平均填答水準  

    臺灣受調學生>中國受調學生，顯示居住地為影響觀看模式的因素之一。從 

    此結果可推論兩岸藝術教育水平有些微落差，從文獻來看，臺灣的藝術教育 

    發展可從日治時代談起，迄今已有一世紀的歷史；中國地區自二戰以來經歷 

    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諸多歷史事件，於政經方面直至 1980 年代改革開 

    放，方漸趨發展快速穩定。社會穩定性與歷史發展脈絡的不同等情況，或許 

    為兩岸藝術教育發展差異之原因之一。 

二、兩岸青少年於觀看視覺影像時，仍多停留在影像表層之觀看，平均值多介於 

    第一至第二個評分層次間，表示未能對視覺影像做出進一步描述，如社會性  

    價值的評判；亦未能做出影像表層意義之外，自我反省與判斷的表達。此情 

    形顯示兩岸藝術教育內涵仍多著重在藝術作品或影像表面，或形式上的討 

    論，與整體社會脈動的連結仍有不足，於訓練學生獨立思考，以及自我反省 

    能力方面也尚需加強，方能進一步使藝術教育擴展為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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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影像間觀看模式平均值以動漫角色影像為最高，其次為傳統文化及海報類 

    影像，再來為廣告影像，最後為次文化影像。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動漫影 

    像對於多數兩岸青少年來說是最「有感」之影像。而本研究中 cosplay 次文 

    化影像，參與者雖多數為年輕族群，然屬較少數青少年之共同生活經驗，因 

    此於填答時未發現太多「有感」之回應，可見所謂青少年次文化並非真如同 

    字面上意義為所有年輕族群共有，每一種不同的次文化形式可能都僅為部分 

    青少年所認識。 

四、兩岸受調學生於解讀模式方面多從主觀好惡出發，其次為形式美感與互涉敘 

    事。臺灣受調學生能從主觀好惡之外的解讀類型來解讀影像的比例>中國受 

    調學生。此情形顯示多數受調學生仍習於以主觀判斷來對待事物，因此於視 

    覺藝術課程中，教師可多給予不同的背景知識或刺激，以使學生能以更全面 

    的角度練習藝術評論。 

貳、 不同性別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之差異 

一、根據統計分析資料結果顯示，不同性別青少年於面對視覺影像時，平均填答   

    分數女性受調學生>男性受調學生，顯示性別為影響觀看模式的因素之一。 

    雖於本研究中僅能發現男性與女性受調學生有差異，然造成差異之原因並不 

    清楚，因此造成差異的原因可作為本研究後續延伸探討之方向。 

二、不同性別青少年於觀看視覺影像時，仍多停留在影像表層之觀看，平均值多 

    介於第一至第二個評分層次間，表示未能對視覺影像做出進一步描述，如社 

    會性價值的評判；亦未能做出影像表層意義之外，自我反省與判斷的表達。     

三、於廣告及海報影像方面，女性受調學生較男性受調學生容易從「刻板印象」、 

  「社會審美標準」等性別議題來審視，高二女性比例>國二，且臺灣>中國。男 

   性受調學生以模特兒外觀作為判別影像是否成功的比例相對於女性要高。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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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可以發現藝術教育融入性別議題的成果是不錯的，由於現下社會許多廣告 

    或影片等，皆常會涉及到性別議題，無論是作為表現手法，抑或是隱晦的價 

    值觀暗示，因此研究者認為可以此為基礎，讓學生透過視覺影像的剖析對此 

    議題有更多的省思與了解，並學會尊重與包容。 

四、不同性別受調學生於解讀模式方面多從主觀好惡出發，其次為形式美感與互 

    涉敘事。女性受調學生能從主觀好惡之外的解讀類型來解讀影像的比例>男 

    性受調學生。此結果顯示女性受調學生平均於觀看視覺影像時所使用的思考 

    面向較男性受調學生更為全面且多元，造成此差異之原因亦可作為後續研究 

    的參考方向。 

參、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於視覺影像解讀上之差異 

一、根據統計分析資料結果顯示，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於面對視覺影像時，平均 

    填答水準高二受調學生>國二受調學生，顯示教育階段為影響觀看模式的因 

    素之一。高二學生平均來說較國二學生於身、心、靈方面皆較為成熟，且接 

    觸藝術教育的時間也更長，此為可理解之研究結果。 

二、不同教育階段青少年於觀看視覺影像時，仍多停留在影像表層之觀看，平均 

    值多介於第一至第二個評分層次間，表示未能對視覺影像做出進一步描述， 

    如社會性價值的評判；亦未能做出影像表層意義之外，自我反省與判斷的表 

    達。雖高二受調學生平均水準高於國二學生，然於價值觀的澄清及反身自省 

    方面的能力培養能有待繼續加強，亦是視覺藝術教師於課程設計中可多加思 

    考的方向。 

三、總體來說，觀看模式四面向間，以作者意象面向填答平均值最高，其次為喜 

    好判斷，再來為吸引陳述，最後為影像描述；顯示受調學生在進一步的問題 

    引導之下，方能隨之增加其填答內容的深度。意即當要求學生思考影像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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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之內涵時，能激發出他們最多的想法與觀點；當僅要求其單純描述從影 

    像中看見什麼，而不要求其他原因時，受調學生的觀察便顯得較為粗淺。部 

    分國二及高二學生皆能順著問題做進一步的說明，然高二學生進步幅度高於 

    國二學生，顯示高二學生平均於藝術知能或詞彙的使用水準優於國二學生。 

    因此藝術教師於課堂中可教授多元的表達詞彙、藝術相關知能，以及給予橫 

    向廣度的內容探索機會、不同類型的影像欣賞等，以刺激學生多元觀點，以 

    及表達內容的豐富性。 

第二節  建議 

壹、 建構多元視角之視覺文化藝術課程內容 

    從研究結果看來，個體於面對影像時，首先多是以個人主觀意識、直覺做

出反應，然過程中會摻雜客觀元素，融合而成整體陳述。鄭明憲（2003b）從互

為文本及讀者主動性閱讀的觀點來看，認為欣賞的過程是主觀與客觀兼而有之，

研究者認為亦是。是以在進行藝術課程時，除尊重學生個人陳述，給予表達與討

論空間外，從不同議題如符號學、性別刻板印象、社會議題與文化背景脈絡等不

同角度引導，將能刺激學生不同的思考方式，擴增其對影像的了解，而非僅著重

構圖、色彩等藝術知能。 

    許多藝術鑑賞課程中，常以Feldman所建構之結構化步驟：描述→分析→解

釋→判斷進行討論；於討論作品時也多遵循著學科取向藝術教育思潮，著重紮實

的藝術知能學習，此法針對傳統精緻藝術作品或許可行、有效率，然面對處於全

球化浪潮下之青少年，其所面對的是社會中的各式影像，可能是網路圖片、電視

廣告，或公車車體廣告，同樣的教學與課程設計方式似乎已無法完全包含各種面

向，因此，配合不同類型的影像將須發展出相對應的課程策略。例如在觀看精緻

藝術作品時，或許能花較多時間關注形式美感與構圖色彩，但在觀看一幅商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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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影像時，便未必依循著同樣地觀看步驟或大量討論影像所具備的視覺美感，可

先開放予學生表達個人想法，以及對廣告意義上的理解，對呈現手法的認同或不

滿意處，進而討論廣告的意識形態。 

    另外，從本研究中可發現有明確、隱晦等豐富意義，且能連結學生視覺、生

活等經驗之文本能促使學生做出更多回應。如本研究問卷第一幅動漫角色影像，

呈現被改造過的哆拉A夢（參附錄三），便能刺激較多學生進行深入陳述與表達

感受；又如第五幅廣告影像（參附錄三），能刺激較多學生從性別刻板印象、物

化女性的觀點探討。每幅影像都如同各種符號的綜合體，透過單一符號與符號組

合的理解，方能引導學生進行一個完整的影像觀看與評析過程。因此於進行視覺

文化相關課程時，影像的選擇若能具備以上特色，將能有效幫助課程進行。 

貳、 對兩岸視覺藝術教師教學上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發展之「青少年視覺影像反應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兩岸青少

年於面對日常視覺影像時，其所應用之觀看模式多以影像表層的觀看為主，較無

法對觀看影像進行社會性價值的陳述，亦未能對影像做出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

價值判斷。此結果說明兩岸青少年面對影像時仍多以主觀態度出發進行陳述，而

未能從影像的意識形態，或所透露之社會價值進行分析。是以本研究建議兩岸之

視覺藝術教師於教學上，除設計藝術專業知能的課程內容，可嘗試配合各式社會

議題，並輔以蘇格拉底式問答法，使學生在觀看過程中釐清自身的思想或觀念有

所矛盾之處，進而產生自我反省的歷程。在強調跨領域課程連結、賦予學生能帶

著走的知識的現在，藝術課程應不只是藝術相關知識或技巧的學習，更應是能訓

練思考，能賦予學生活的知識，以及一雙澄澈的雙眼，能夠透過視覺影像來更了

解自己與他人的歷程，也應是能夠學習包容、尊重以及多元思考的場域。 

    在傳統藝術課程中，（尤以鑑賞性課程更為明顯）學生常被引導從構圖、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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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色彩等客觀、藝術性角度來批評，對於喜歡或不喜歡，也僅能做出簡短回應，

而未能進一步深刻陳述其中原因。然當今青少年能接觸到之影像更為多元，可能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圈；是以在進行視覺藝術課程時，教師可以基礎的美學素

養及美感知識為基礎，進一步將作品置入其被生產之社會或文化脈絡之下，鼓勵

學生對同一影像從不同的立場進行多方面的探究；教師本身亦須與時俱進，關注

當代議題，方能給予學生更豐富的課程知識。例如在學生以主觀喜好或構圖、色

彩評判一廣告影像是否成功時，便可同時引導其從廣告所傳遞出之社會價值或意

識形態等方面進行思考。 

參、不同類型影像作為教學工具之省思 

    受調青少年在面對影像判斷的不同目的時，將隨之調整自身的判斷依據。在

對影像進行「吸引原因」及「成功原因」進行判讀時，受調學生習慣以主觀感受、

個人經驗、自由聯想，或影像所帶有的色彩、構圖形式、肌理等作為決定依據；

然在進行「認知理解原因」解讀時，則轉變成從主觀感受、社會價值、意識形態

等議題作為判斷依據。顯示透過影像的觀看與解讀過程，能夠引導受調學生進一

步檢視自我的意識形態，並嘗試用不同的切入點對影像做出分析。 

    整體而言，受調學生於回應相關問題時，仍多從個人感受出發，且僅關注到

影像的局部細節，較少將影像所帶有之社會性意涵、隱性價值、符號暗示等元素

列入考慮，或納入其他因素做整體畫面的綜合性分析。另外，形式美感為出現的

次數為位居第二名，可見傳統藝術課程藝術知能教授之成效，使部分學生除主觀

想法之外，能夠透過畫面色彩、肌理、構圖等方式來評析一幅影像。然隨著影像

類型與問題導向的不同，將能彈性調整解讀類型的練習與應用，是教師於課程設

計與授課過程中可靈活運用之方式。以下並分別建議不同類型影像作為教學工具

時，可配合之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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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應用動漫類型影像作為教學工具時，應選用學生熟悉之動漫角色，同時並 

    應考慮角色或動漫作品本身所帶有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是否適合，或足夠  

    做為討論素材，引起學生興趣與動機。透過動漫角色，藝術教師可由角色造 

    型、性格、色彩等藝術表現手段，或符號象徵討論角色被賦予的意識型態， 

    並放大至其被創造出來的社會文化背景脈絡下，討論角色被創造出來的背  

    景，與可能帶有的刻板印象，或其他可能的隱諱性暗示。透過動漫角色，可 

    進一步讓學生互相討論喜歡，或不喜歡他的原因，由此更了解自身所帶有的 

    價值觀與他人的看法。 

二、於應用次文化類型影像作為教學工具時，應同時選用不同類型之次文化影  

    像。由於不同青少年族群有各自所喜愛的文化圈或活動，因此不同種類的文 

    化活動方能同時兼顧不同個體的需求，並能互相了解彼此。當透過次文化影 

    像來討論此議題時，可透過該文化種類所帶有之意識形態、行為、或風格特 

    色作為討論的方向，並比較其與主流文化，或其他文化間的差異，以及原因， 

    以使學生不只停留於該類文化所呈現出來的外觀，而能進一步了解其被創造 

    出來的背景，並學習尊重不同文化特色。 

三、於應用傳統文化類型影像作為教學工具時，教師應先對該文化淵源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於研究者自身的教學經驗中，傳統文化似乎是與現下學生生活圈

距離較遠的，因此教師能夠提供相關背景知識與習俗起源，將能夠有效帶領

學生討論此議題。鼓勵有參與過傳統文化活動之學生分享個人經驗將有助於

群體的交流，並使青少年了解傳統文化的可貴之處；同時，亦可透過傳統文

化與當代文化的混融與創新，使學生了解「傳統」與「新」之間並非是毫無

連結的兩個區塊，反而是更充滿蛻變潛力的社會環節。 

四、於應用廣告影像作為教學工具時，教師可搭配廣告所欲傳達的想法與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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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現手法帶領綜合性討論。由於廣告通常有明確的目的性，並充滿在我們

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宣傳產品或促銷，也因此容易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

透過不同類型的廣告，可透過階段性的討論，先讓學生表達是否理解其所欲

表達之意涵，若能理解，是否能夠認同？廣告表現的手法是否能吸引其購買

產品或進一步了解，原因何在？又廣告中是否帶有偏見與歧視？放在不同的

文化圈之下，或不同性別的人看見這幅影像時，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是

否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各種角度的探討方能提供學生多元思考的機會。 

五、於應用海報影像作為教學工具時，首先可開啟一個討論海報表達內容的場 

    域；選擇的海報應有豐富的表達內容與畫面，方能提供較多討論空間。由於 

    海報目的性明確，通常做為某項理念、宣導或活動的視覺化工具，也因此很 

    適合用來探討其表達內容與表現手法的關聯性與適切性。透過不同主題的海 

    報，可讓學生思考其所運用的手法是否能引起觀者的共鳴，為何能，又為何 

    不能；色彩、構圖等方式的運用乘載著那些顯性，或隱性的價值觀；不同族 

    群的觀者是否皆能認同或理解等相關議題。     

肆、 觀看模式各面向於教學方法應用上之省思 

    無論是不同居住地、不同性別，抑或是不同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於填答

不同類影像時，觀看模式有其一致性。於觀看動漫角色類影像時，「作者意象」 

面向皆有較高平均值。於觀看次文化影像時略有不同，不同居住地、性別之受調

學生在「喜好判斷」方面有較高平均值，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則是「喜好判斷」

面向平均值最高。於觀看傳統文化影像時亦略有不同，不同居住地、性別之受調

學生在「喜好判斷」面向有最高平均值，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則是「作者意象」

面向平均值較高。於觀看廣告類影像時，無論是不同居住地、不同性別，或不同

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觀看模式有一致，「喜好判斷」向平均值最高。於觀看海報

類影像時，無論是不同居住地、不同性別，或不同教育階段之受調學生於觀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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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中，以「喜好判斷」平均值最高。然事實上不同問題間應皆可達到同樣的

填答水平，關鍵在於「如何回應」，據此按本研究四個觀看模式面向提出教學上

之建議： 

一、影像描述─在本研究中發現學生在影像描述面向的處理深度平均不高，是以 

    研究者認為於帶領學生做影像描述練習時，可依據內容、色彩、構圖等不同 

    面向作觀察，以提升學生的觀察面向的豐富度。以本研究第一幅哆啦 A 夢 

    影像為例，可先從「看到什麼角色」談起，角色的特質、樣貌、色彩，性格 

    等，繼而討論所搭配之背景予人的感覺、整體構圖、場景中細節的暗示，改 

    造後的角色與原本的差別等…。 

二、吸引陳述─於探討影像吸引原因時，可嘗試從不同角度陳述影像吸引人或 

    不吸引人之理由，以及其中的衝突點，教師可依此引導學生練習作綜合 

    性的分析，同時亦可與所觀察到的影像中的任何細節做連結，探討為何特別 

    觀察到影像中何種特色，它的引人之處為何等議題。影像中的吸引元素亦可 

    能為喜歡的吸引或厭惡的吸引，可同時從不同方向來討論，激勵並訓練學生 

    做出價值判斷的思考能力。 

三、作者意象─在探討作者意象時，教師可讓學生從兩個角度出發：其一為學生 

    主觀性的判讀，並陳述推斷理由；其二為提供相關背景知識，並對照學生的 

    主觀判斷，並類比其中的相同與相異處。此法除讓學生有發言機會，亦能習 

    得相關的客觀知識，同時可與其他觀看面向作連結；例如有觀察到哆啦 A  

    夢影像中的何種細節，以及作者將它放置在影像中的可能原因。 

四、喜好判斷─於評判是否喜歡一幅影像時，藝術教師可從類似引導「吸引陳述」 

   的方式著手，從不同角度陳述認同或不認同影像之原因；與過程中可能會發 

   現造成影像成功之處，未必是為大眾所認同之價值觀。透過這樣的綜合性陳 

   述與省思，能夠賦予學生反身自省的機會，更加澄清自身價值觀。例如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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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中第五幅海報類影像，便可討論可能會喜歡影像中模特兒之形象，但卻無 

   法認同其表達方式，以及與節電的關聯的原因。 

    觀看模式四面向實為互相依存的元素，沒有硬性的先後順序或重要性的區隔；

例如對影像描述得越深入，將會同時提升觀看模式其他面向回應的深度與廣度。

同理，若能釐清影像的吸引原因，將能同時釐清其他面向的問題，例如便有更充

分的依據，以及更扎實的分析來評斷為何認為此影像表達得成不成功，於判斷影

像成功與否時，便有機會再回頭審視所觀察到的細節。因此，觀看模式四面向於

影像觀看的過程中可說是環環相扣，且可以互相增強、補充的四個方法。 

肆、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兩岸同屬中華文化圈之不同性別、教育階段青少年於視覺影像

判讀上的同質性與異質性，然結果僅止於發現其中有所差異，造成差異之原因尚

待進一步探究，或許可從深入訪談著手了解，是未來研究可繼續的方向。另外本

研究執行之場域文化淵源較接近，未來研究可擴及不同文化圈的比較，探討不同

文化圈的人們對於同一影像的判讀與理解差異何在。動態影像亦是本研究所缺乏

的部分，有待各界應用相關器材進行相關之實務研究。 

    此外，當代科技進步，媒體技術發達，各式社群網站如臉書、微博、推特等

隨之興起；是類社群媒體中亦充滿各式影像，且為現代許多人常用之溝通媒介，

其中互動更為多變複雜，若以此為場域進行視覺文化相關研究應也能有所收穫。

關於本研究之影像選取、評分基準等，亦有待專家學者進行更多類似研究，進行

更深入、更多面向的檢驗，方能使視覺文化領域的相關論述更加完善，並能適切

應用於藝術課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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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本問卷共分七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欄，請於方框內勾選。第二~第七

部份為影像問卷及問題內容，請參考每類的影像回答下一頁之問題內容。本問卷

之問題內容屬開放性問答，並無標準答案，填答者可依各自經驗、喜好、影像畫

面內容、色彩、構圖、傳達訊息等角度填答。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欄 

 您的性別 □ 男性  □女性 （請勾選）  

 
 

您的居住地  
 

□ 臺灣  □ 中國  □ 香港  □澳門 （請勾選）  

 
 

 您的年級 □ 國二  □ 高二 

 

 

各位親愛的同學好： 

    這是一份關於視覺文化影像反應的調查問卷，本研究目的旨在了解

與比較不同居住地、性別及年齡層之觀者對於影像的解讀與觀看模式。

麻煩您撥冗回答本問卷，您的填答將對本研究有極大助益及貢獻。 

    本問卷為開放式問答，共分七個部份。於影像問答部份請就每類影

像對應該題組書寫您的意見。本問卷採不記名作答方式，您的填答結果

將僅供研究用途，並保證不會外流，請安心填答，非常謝謝您！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教育與行政組 

                                          研究生：蘇頤婷  敬上 

                                          指導教授：趙惠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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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角色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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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漫角色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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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化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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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文化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189 
 

傳統文化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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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文化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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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明星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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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明星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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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海報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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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海報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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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意象類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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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意象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

引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條列 3~5 點並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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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問卷 

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專家效度 

填答說明：  

填答說明：  

    本問卷為影像選擇與問題內容之專家效度問卷，共分七個部分；包括「動漫

角色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次文化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傳統

文化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時尚廣告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一

般廣告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城市意象類問題內容與候選影像欄」。問

卷題目部分，請您就題意與文字的適用程度，在適當或不適當的□內打「」；

若有修正意見，亦請不吝指教，書寫意見於該題下方之「修正意見欄」，俾供研

究者修正參考。  

    問卷影像部分，請您就適用程度於各類影像中擇一，並於右方□內打「」；

本專家效度問卷並非要求您填答問題內容，而是針對問卷之題目設計與影像選擇

上提供建議，謝謝您！  

第一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基本資料欄  

 性別 □ 男性 □女性 （請勾選）  

 
 

您的居住地  
 

□ 臺灣 □ 中國 □ 香港 □澳門 （請勾選）  

 
 

 

 

 

 

 各位師長：  

素仰 先進學有專精，「兩岸四地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解讀與文化形構之比較研究」

旨在理解兩岸四地「國中二年級」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解讀的內涵與影響因素。

為建立本研究工具之專家效度，懇請撥冗惠賜卓見；本研究之受試者年齡層為「國

二」學生。  

您的填答資料將僅作為本研究問卷修正之用，相信您的回饋將能大幅增益本研究

的成效，致為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教育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蘇頤婷   敬上  

指導教授：趙惠玲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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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動漫角色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修正意見： 

 

□ 

 

 

□ 

 

 

□ 

 

2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

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修正意見： 

 

 

□ 

 

 

□ 

 

 

□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

(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成功嗎？有更好

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詳細說明） 

修正意見： 

 

 

□ 

 

 

□ 

 

 

□ 

 

 候選影像 

期望選擇之影像要素：隨著科技的進步，產自各地的動漫皆能輕易傳至世界各角

落；動漫中之靈魂角色也隨之成為國際巨星，如米老鼠、唐老鴨、Hello Kitty 等，

皆是青少年所熟悉之角色，其角色特質或諸多周邊商品，也可能對青少年的人格、

生活帶來影響。希望透過此類影像了解青少年對這種知名的動漫角色的感受與喜

好？對影像所傳遞出來的意識形態，或性別角色樣態的認同度？對該角色的喜好

或感受是否會因居住地或性別的不同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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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兵遊長城 

□ 

 

 

 

 

 

 

 

 

 

 

加菲貓 

□ 

 

 

 

 

 

 

 

 

 

 

辛普森家庭 

□ 

 

 

 

 

 

 

 

 

 

 

喜洋洋與灰太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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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次文化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修正意見： 

 

□ 

 

 

□ 

 

 

□ 

 

2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

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修正意見： 

 

 

□ 

 

 

□ 

 

 

□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

(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成功嗎？有更好

的表達方式嗎？（若有，請詳細說明） 

修正意見： 

 

 

□ 

 

 

□ 

 

 

□ 

 

 候選影像 

期望選擇之影像要素：次文化是青少年生活中接觸最深的文化藝術形式，次文化

以各種不同形式，如塗鴉、cosplay、影像改造、舞蹈、服裝等…存在於日常生活

中。同屬東亞文化圈，在現代傳媒蓬勃發展的情境下，兩岸之青少年皆能透過科

技媒體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並可能在移植後，發展出融合在地特色之不同

風貌的次文化形式。本類影像希望呈現當今社會常見的次文化影像，旨在了解兩

岸之青少年對同一次文化影像是否能產生許多共鳴？是否有不同，或相同感受？

感受的差異是否與居住地區，或性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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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lay 角色扮

演 

□ 

 

 

 

 

 

 

 

 

 

 

 

 

街舞 

□ 

 

 

 

 

 

 

 

 

 

 

 

 

 

塗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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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傳統文化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修正意見： 

 

□ 

 

 

□ 

 

 

□ 

 

2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

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修正意見： 

 

 

□ 

 

 

□ 

 

 

□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

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成功嗎？有更好的

表達方式嗎？（若有，請詳細說明） 

修正意見： 

 

 

□ 

 

 

□ 

 

 

□ 

 

 候選影像 

期望選擇之影像要素：此類影像將焦點鎖定在兩岸共有的文化、習俗或節慶之影

像上。期望透過施測之影像，了解不同居住地之學生對共有的傳統文化根源有什

麼相同或相異的感受？相較於次文化，傳統文化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了什麼樣的

角色？不同的呈現風貌與樣式，又可能帶給他們什麼樣的視覺衝擊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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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 

□ 

 

 

 

 

 

 

 

 

 

 

 

 

 

歌仔戲 

□ 

 

 

 

 

 

 

 

 

 

 

 

 

 

傳統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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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明星偶像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喜歡圖中的偶像明星嗎？（請勾選） 

□ 喜歡       □ 不喜歡 

修正意見： 

□ □ □ 

2 為什麼喜歡/不喜歡？(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

(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成功嗎？有更好的

表達方式嗎？（若有，請詳細說明） 

修正意見： 

 

 

□ 

 

 

□ 

 

 

□ 

 

選擇之影像要素：偶像明星於青少年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的行為舉

止、生活、動態都被許多青少年關注追中，並模仿著，因此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力

絕不容小覷。在此類影像中希望選擇一張於兩岸皆有知名度的明星或偶像團體，

並為多數青少年所能辨認之面孔。透過影像，探討青少年喜歡，或不喜歡此偶像

明星的原因；對於偶像在螢光幕前所形塑的性格樣態有多少程度的認知與認同；

此種角色形塑帶給不同性別的青少年什麼樣的感受，在多少程度上影響他們的價

值觀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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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BANG 

□ 

 

 

 

 

 

 

 

 

 

 

 

 

 

 

全智賢 

□ 

 

 

 

 

 

 

 

 

 

 

 

 

李敏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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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廣告海報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修正意見： 

□ □ □ 

2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會吸引你購買廣告中的產品嗎？為什

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

吸引你）？ 

修正意見： 

 

 

□ 

 

 

□ 

 

 

□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

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成功嗎？有更好的

表達方式嗎？（若有，請詳細說明） 

修正意見： 

 

 

□ 

 

 

□ 

 

 

□ 

 

 候選影像 

期望選擇之影像要素：廣告為一訊息性強烈的影像，無論是透過誇張的畫面，或

知名藝人的代言，皆是希望能透過影像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或透過代言人增加產

品的隱形價值。希望透過最終施測之影像了解此類消費性影像能在多少程度上引

起青少年的共鳴？對影像的感受是否會因居住環境的不同而有殊異？對影像的

感受程度又是否會性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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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王廣告 

□ 

 

 

 

 

 

 

 

 

 

 

愛迪達球鞋廣告 

□ 

 

 

 

 

 

 

 

 

 

 

 

 

 

 

 

 

All Star 運動鞋廣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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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城市意象類問題內容 

題號 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     □ 沒有 

修正意見： 

□ □ □ 

2 這個影像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你看到什

麼？(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

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修正意見： 

 

□ 

 

 

□ 

 

 

□ 

 

4 你能辨認這個影像可能是在哪個地區拍攝的

嗎？（若能辨認，請寫下理由) 

修正意見： 

 

 

□ 

 

 

□ 

 

 

□ 

 

5 你認為拍攝者想透過這個影像傳達什麼？他的

表達方式好嗎？(請詳細說明，或條列 3~5 點) 

修正意見： 

 

 

□ 

 

 

□ 

 

 

□ 

 

 候選影像 

期望選擇之影像要素：此類圖片主要呈現兩岸的日常生活場景。在全球化的浪潮

下，臺灣、大陸的城市風景雖亦趨同質，但在城市的各角落，可能亦保有不同特

色。由於範圍遼闊，本研究希望將本類最終施策之影像鎖定在臺灣地區臺北市，

大陸地區上海市，以及香港與澳門。希望從研究結果中可以了解各地學生對最終

用來施測之生活影像有什麼樣不同，或相同的感受？這些城市影像是否還保有各

自的辨識度？或有什麼特徵，是不同居住地的學生所共同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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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上海 

□ 

 

 

 

 

 

 

 

 

 

 

澳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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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問卷（影像卷） 

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影像卷 
*內容請於調查問卷上填寫 

影像一 影像三 影像五 

   

影像二 影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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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答卷） 

青少年視覺文化影像反應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1. 本問卷共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欄，請於方框內勾選。第二

部份為影像問卷，麻煩您仔細觀看每一個影像後，逐一填答。 

2. 本問卷之問題內容屬開放性問答，並無標準答案，填答者可依各自想法

填答。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欄 

 您的性別 □ 男性  □女性 （請勾選）  
 

 您的年級 □ 國二  □ 高二（請勾選） 

各位親愛的同學好： 

    這是一份關於視覺文化影像反應的調查問卷，目的在了解您在日常生

活中對視覺影像的看法。麻煩您撥冗回答本問卷，您的填答將對本研究

有極大助益及貢獻。  

本問卷為開放式問答，共分七個部份。於影像問答部份請就每類影

像對應該題組書寫您的意見。本問卷採不記名作答方式，您的填答結果

將僅供研究用途，並保證不會外流，請安心填答，非常謝謝您！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教育與行政組                                                                                             

                                      指導教授：趙惠玲 博士 

   聯絡人：蘇頤婷 研究助理   敬上 

                  0956-581-600 

                                             c924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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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影像及問題內容 

 影像一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請說明)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

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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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二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請說明)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

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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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三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請說明)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

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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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四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請說明)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

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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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五 

題號 內容 

1 

你以前曾經看過這個影像嗎？(請勾選) 

□ 有       □ 曾經看過類似的(請說明)       

□ 沒有 

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哪個部份不吸引

你)？ 

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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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計分標準 

一、觀看模式四面向 

●「影像描述」(第二題)  ●「吸引陳述」(第三題) 

●「作者意象」(第四題)  ●「喜好判斷」(第五題) 

(一)評分層次： 

1 分：對觀看影像僅進行單一基本描述，並未涉及其餘概念之陳述 

2 分；對觀看影像進行較豐富之陳述，但仍未涉及較深入之概念 

3 分：對觀看影像進行較深入的描述，如影像的形式、結構、色彩、構圖、氣 

      氛等，但仍停留於影像觀看的表層的觀看 

4 分：對觀看影像進行影像表層之外社會性價值的陳述 

5 分：對觀看影像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 

***由於問卷中五類影像之社會功能不同，因此於訂定評分標準時，亦就前述五

層次之內涵依各類影像之特性進行調整。 

二、解讀類型三面向 

●「吸引原因」（第三題）  ●「認知理解原因」（第四題） 

●「成功原因」（第五題） 

(二)評分向度： 

a.主觀好惡：(無特殊理由之)個體自身的主體好惡、善惡信念、新舊視覺經驗及 

            個體自身對視覺影像創意性意涵的判讀。 

b.形式美感：以視覺影像的肌理、形狀、色彩等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 

c.社會價值：以個體所具備之外再社會價值觀，諸如道德、教育等機制的制約 

            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 

d.互涉敘事：以視覺影像中的某一物件、某種特質、氣氛、主題等的聯想結 

            果，作為決定影像價值的依據。 

e.其他：無法判讀或以「不知道」為由進行回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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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觀看模式評分原則及填答內容範例（臺灣地區國二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

填答內容） 

題號 1-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影像描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哆啦 A 夢（TJB003） 

2 分 能舉出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背景 

內容 看到哆啦 A 夢張開嘴巴，感覺是一種武器（TJG005） 

3 分 能對影像進行較深入描述(構圖、色彩等) 

內容 有一隻機器貓，嘴巴張開，感覺正在摧毀物品（TJG088） 

4 分 除主題影像外，亦能對畫面其他部分加以描述或聯想 

內容 哆啦 A 夢(機器版的)，背景有建築、煙霧瀰漫。顏色以藍色系

為主，白色為輔，紅、黃點綴（TJG 083） 

5 分 能寫出表層影像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

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吸引陳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吸引」或「不吸引」等簡短的回答 

內容 蠻吸引的，嘴巴（TJB010） 

2 分 直觀、主觀、情緒性理由 

內容  吸引，因為很新鮮，有趣，它的嘴裡，類似發射器的東西

（TJB013） 

3 分 明確指出表層影像的局部（主題或背景），並有具體的理由 

內容 不吸引（還好），因為卡通中的哆啦 A 夢比較可愛，但這張圖

片因為一些機械，以及部分地方扭曲，看起來不太舒服甚至

噁心（TJG040） 

4 分 能寫出關於美術的「術語」，例如對形式、色彩、構圖、氣

氛的判斷。 

內容 無 

5 分 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作者意

象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世界末日（TJB006） 

2 分 能列舉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詞彙 

內容 機器人以後可能會不受人類控制而暴走（TJB010） 

3 分 能對「整體畫面」做出較完整的描述與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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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未來的世界、科幻，因為顏色主要以藍色為主，又有機器人

（TJG034） 

4 分 能對影像內容做出社會性價值的陳述或批判 

內容 哆啦 A 夢代表未來，諷刺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逐漸被機器

取代（TJG84） 

5 分 能對影像舉出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 

內容 一個很科技化的世代，有可能就像這一個哆啦 A 夢會反過來

毀滅我們，毀滅地球（TJG108） 

題號 1-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

說明) 

喜好判

斷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對「好」或「不好」做出單一、直觀之解釋 

內容 好吧（TJB082） 

2 分 能使用較多，或較深入之詞彙對影像做形容 

內容 不好，破壞哆啦 A 夢的形象（TJG077） 

3 分 能使用多元詞彙、或藝術相關術語評斷影像之優劣 

內容 好，清楚表現未來趨勢（TJG 121） 

4 分 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 

內容 好，因為機器貓象徵進步的科技，而當它長得又有些像哥吉

拉，代表邪惡（TJB 130） 

5 分 除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亦能做出個人價值觀的

判斷與省思以及豐富陳述 

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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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觀看模式評分原則及填答內容範例（上海地區國二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

填答內容） 

題號 1-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影像描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可怕的機器人（CJB007） 

2 分 能舉出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背景 

內容 哆啦 A 夢應該是被做成了一個大型的機器或是一個怪物

（CJB012） 

3 分 能對影像進行較深入描述(構圖、色彩等) 

內容 一個扭曲的吸了毒的整過牙的鋼鐵哆啦 A 夢正在霸氣地咆哮

著（CJB079） 

4 分 除主題影像外，亦能對畫面其他部分加以描述或聯想 

內容 一個機器貓成為了一種攻擊型的型態，並且其大小與形狀與

常人印象中不同，可以說是黑化的機器貓吧！並且正在進行

一些破壞性行為（CJB077） 

5 分 能寫出表層影像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

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吸引陳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吸引」或「不吸引」等簡短的回答 

內容 嘴巴吸引我（CJB008） 

2 分 直觀、主觀、情緒性理由 

內容  不吸引我，因為這個哆啦 A 夢看起來太兇了，我喜歡溫順的

哆啦 A 夢（CJG068） 

3 分 明確指出表層影像的局部（主題或背景），並有具體的理由 

內容 吸引，機器貓的外型畫得十分細緻、精緻，讓人覺得十分霸

氣（CJB019） 

4 分 能寫出關於美術的「術語」，例如對形式、色彩、構圖、氣

氛的判斷。 

內容 無 

5 分 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作者意

象 

評分層

1 分 僅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嚇人（CJB008） 

2 分 能列舉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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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內容 哆啦 A 夢變大了，零件在脫落（CJG046） 

3 分 能對「整體畫面」做出較完整的描述與形容 

內容 時代發展，機器人已經能做很多事了（CJG048） 

4 分 能對影像內容做出社會性價值的陳述或批判 

內容 無 

5 分 能對影像舉出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 

內容 無 

題號 1-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

說明) 

喜好判

斷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對「好」或「不好」做出單一、直觀之解釋 

內容 好（CJB011） 

2 分 能使用較多，或較深入之詞彙對影像做形容 

內容 好，雖然不知道圖片中的機器貓為什麼變成這樣，但是畫風

處理十分精緻（CJB138） 

3 分 能使用多元詞彙、或藝術相關術語評斷影像之優劣 

內容 不好，引發人內心憤怒、陰暗情緒（CJB141） 

4 分 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 

內容 無 

5 分 除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亦能做出個人價值觀的

判斷與省思以及豐富陳述 

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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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觀看模式評分原則及填答內容範例（臺灣地區高二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

填答內容）   

題號 1-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影像描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Doraemon 的搞怪版（TSG010） 

2 分 能舉出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背景 

內容 哆拉 A 夢變得更為機器、暴力，有點崩壞（TSG052） 

3 分 能對影像進行較深入描述(構圖、色彩等) 

內容 變形的哆啦 A 夢在城市中進行類似「破壞」的動作，並變得

更像機器人（TSB077） 

4 分 除主題影像外，亦能對畫面其他部分加以描述或聯想 

內容 被畫成超巨大機器人的哆啦 A 夢，長得很像英雄聯盟裡的希

格斯，表情很狂，但不知道為啥嘴巴旁的皮快掉了，還吸了

一些金屬碎片，嘴巴裡的大音響很酷（TSB084） 

5 分 能寫出表層影像之外的隱喻 

內容 原本具有人性的卡通人物被塑造成一隻喪失人性的毀滅性機

器人，彷彿象徵現實世界的崩壞，有野心的人類為了利益而

抹滅良心（TSB086） 

題號 1-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

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吸引陳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吸引」或「不吸引」等簡短的回答 

內容 不吸引。就不吸引了，還有哪個部分不吸引？（TSG 036） 

2 分 直觀、主觀、情緒性理由 

內容  不吸引，他長得很可怕（TSG 010） 

3 分 明確指出表層影像的局部（主題或背景），並有具體的理由 

內容 有。印象中的哆啦 A 夢是很溫和、親民的，這張讓他看起來

很像武器，很新奇（TSG 028） 

4 分 能寫出關於美術的「術語」，例如對形式、色彩、構圖、氣

氛的判斷。 

內容 還不錯，在本來溫和的機器人身上狂暴的元素，特意突顯的

機械感也很棒（TSG 001） 

5 分 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的隱喻 

內容 吸引。因為它所呈現的風格讓我去反思社會上存在的問題，

扭曲的形體也代表著理想世界的毀滅（TSB 086） 

題號 1-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作者意 1 分 僅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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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評分層

次 

內容 恐懼（TSB073） 

2 分 能列舉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詞彙 

內容 工業化、機械化（TSB 118） 

3 分 能對「整體畫面」做出較完整的描述與形容 

內容 強力的武器給人帶來恐懼的觀感（TSB 093） 

4 分 能對影像內容做出社會性價值的陳述或批判 

內容 可愛的東西也有狂暴的一面？未來科技凌駕在人類之上？

（TSG067） 

5 分 能對影像舉出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 

內容 表達的應是對美好的純真的遺落，童年的哆啦 A 夢在人性貪

婪、自私，不顧一切的開發、發展，造就科技沒有人性的文

明，連哆啦 A 夢都成了武器，自利的象徵（TSB 127） 

題號 1-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

說明) 

喜好判

斷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對「好」或「不好」做出單一、直觀之解釋 

內容 好，很吸引人（TSB 68） 

2 分 能使用較多，或較深入之詞彙對影像做形容 

內容 好啊，不同於刻板印象（TSB 116） 

3 分 能使用多元詞彙、或藝術相關術語評斷影像之優劣 

內容 很寫實，意象也很清楚，只是圖像本身很噁心（TSG003） 

4 分 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 

內容 超認同的，以大家耳熟能詳的卡通引起反思（TSB 114） 

5 分 除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亦能做出個人價值觀的

判斷與省思以及豐富陳述 

內容 很有創意，在利用哆啦 A 夢大家都有美好童年的共鳴，變成

了一個沒有感情的巨大物體，是在不天然的大都市，充斥沒

有人性的一切，而這樣的世界終將崩壞（TSB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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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觀看模式評分原則及填答內容範例（上海地區高二學生動漫角色類影像

填答內容）   

題號 1-2 你在這個影像中看到什麼？請詳細說明。 

影像描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哆啦 A 夢，有些奇怪東西（CHB003） 

2 分 能舉出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背景 

內容 一隻狂野的帶有機械質感的哆啦 A 夢（CHB 019） 

3 分 能對影像進行較深入描述(構圖、色彩等) 

內容 類似哆啦 A 夢但又不像它那麼萌，嘴裡似乎有音響或喇叭

（CHB 021） 

4 分 除主題影像外，亦能對畫面其他部分加以描述或聯想 

內容 無 

5 分 能寫出表層影像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3 這個影像吸引你嗎？為什麼？(請寫出是哪個部分吸引你，或

哪個部份不吸引你)？ 

吸引陳

述 

評分層

次 

1 分 只寫出「吸引」或「不吸引」等簡短的回答 

內容 不吸引，長得醜（CHB 013） 

2 分 直觀、主觀、情緒性理由 

內容 吸引。因為我是很喜歡機器貓這部動畫片的（CHB 038） 

3 分 明確指出表層影像的局部（主題或背景），並有具體的理由 

內容 吸引我，因為他的畫面給我一種震撼感，很霸氣（CHB 061） 

4 分 能寫出關於美術的「術語」，例如對形式、色彩、構圖、氣

氛的判斷。 

內容 無 

5 分 能舉出影像表層之外的隱喻 

內容 無 

題號 1-4 你覺得這個影像想傳達給你什麼樣的訊息？請詳細說明。 

作者意

象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寫出單一名詞或形容詞 

內容 高科技智能貓（CHB 008） 

2 分 能列舉兩個以上的主題或描述詞彙 

內容 哆啦 A 夢可以變大且是機械的 (CHB 032） 

3 分 能對「整體畫面」做出較完整的描述與形容 

內容 機械失控對人類造成的災難影響（CHB 005） 

4 分 能對影像內容做出社會性價值的陳述或批判 

內容 任何暴力或強大的東西都可能有一個可愛的外表（CHG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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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能對影像舉出表層之外，自我反省的判斷 

內容 傳達給我的是：哆啦 A 夢變壞了，不再像以前那樣童真了。

也就是想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即使再善良，再童貞的人，

也會有醜陋的一面（CHG 109） 

題號 1-5 你認為這個影像的表達方式好嗎？(無論好不好，都煩請詳細

說明) 

喜好判

斷 

評分層

次 

1 分 僅對「好」或「不好」做出單一、直觀之解釋 

內容 是，有動漫人物、機械人（CHB 016） 

2 分 能使用較多，或較深入之詞彙對影像做形容 

內容 好，較文字來說更清晰，更方便我們去了解（CHG 121） 

3 分 能使用多元詞彙、或藝術相關術語評斷影像之優劣 

內容 不好，過於誇張，可能有點暴力（CHB 001） 

4 分 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 

內容 好，卡通的風格可以將原本嚴肅拘束的說教寓教於樂（CHB 

005） 

5 分 除能對影像做出社會性價值的評斷，亦能做出個人價值觀的

判斷與省思以及豐富陳述 

內容 不好，因為在現代這個和平社會，我們應該和平共處，不要

互相侵略（CHG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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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解讀類型分類舉例（以臺灣地區高二學生填答內容為例） 

解讀類型 影像類型/題號 描述 

主觀好惡 動漫角色/1-3 它的嘴邊有點小噁心，不太喜歡，但

吸引到我（THG47） 

形式美感 次文化/2-3 完全不吸引，cos 的不好看，看起來

很宅又很怪，畫面的顏色也不好看

（THG11） 

社會價值 傳統文化/3-4 民間信仰對台灣人來說還是非常重

要的，像每年的媽祖出巡、神明生

日，對台灣人來說都有一定的重視程

度（THG23） 

互涉敘事 廣告/4-5 好，用明星代言會使產品更出色

（THG10） 

其他 海報/5-5 隨便（THB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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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觀看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不同居住地學生影像觀看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影像 λ值 F 值 df 值 

see1 .932 8.978*** 4.000 492.000 

see2 .926 9.847*** 4.000 492.000 

see3 .953 6.122*** 4.000 492.000 

see4 .099 1116.785*** 4.000 492.000 

see5 .942 7.593*** 4.000 492.000 

 

不同性別學生影像觀看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影像 λ值 F 值 df 值 

see1 .961 4.970*** 4.000 492.000 

see2 .944 7.316*** 4.000 492.000 

see3 .967 4.225** 4.000 492.000 

see4 .100 1112.587*** 4.000 492.000 

see5 .929 9.361*** 4.000 492.000 

 

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影像觀看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影像 λ值 F 值 df 值 

see1 .957 5.521*** 4.000 492.000 

see2 .980 2.467* 4.000 492.000 

see3 .930 9.226*** 4.000 492.000 

see4 .955 5.777*** 4.000 492.000 

see5 .955 5.731*** 4.000 49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