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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批判美學」的理論，
並以之反省美育理論與實踐的相關意涵。
以往的美育活動與研究著重在情感陶冶、
休閒娛樂等方面，而忽略了美育中的意識
型態、文化工業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深究。

本文從審美政治學、文化工業、現代
主義等面向，探索批判美學的主要思想特
色。批判美學認為藝術文化中含有政治意
識型態，須加以辨明，以免於受宰制。而
文化工業中也隱含了個人自主性的喪失、
統治者的操縱、批判能力的消退等問題。
現代主義藝術中則具有批判社會的力量，
應進一步加以發掘。批判美學的特色有助
於我們思考美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加深
對前述問題的認識，從而採取因應措施。
文末並對我國美育提出一些分析與建議，
以做為未來美育理論與實施的參考。

關鍵詞：批判美學、美育、審美政治學、
意識型態、文化工業、現代主義藝術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quire contents of critical aesthe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bout aesthetic education 
stressed more on the cultivation of feeling 
and the habits of leisure activities, but less on 
the issues about the problems of ideology and 
cultural industry. Critical aesthetics w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se problems.

In the aspect of critical aesthetics, the 
article focus centrally on theories of aesthetic 
politics, cultural industry, art of modernism. 
Critical aesthetics insist that politics and 
ideology were embedded in arts and culture. 

Cultural industry would diminish critical 
capacity of people and increase manipulative 
forces of ruler. And art of modernism can 
afford critical forces to face dominance of 
ruler. After interpret and reflect the theory of 
critical aesthetics, the article apply the 
implic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ry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crit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politic, ideology, cultural 
industry, art of modernism

二、緣由與目的

有感於啟蒙以來，現代社會理性化、
專門化趨勢所帶來的人性分裂、單面化、
缺乏創造力等危機，世界先進國家莫不思
以矯治。就教育而言，除了加強道德、生
態、生命等人文教育之外，美育的價值更
是普受重視，藝術文化被視為是統整與完
善人格的良方，歐美等國即皆有計劃的推
動美育。

不過當前美育的推動面臨幾個問題，
如美育的理論基礎研究缺乏、美育與政治
意識型態之間關係不明、流行文化對教育
的衝擊、當代藝術現象的混亂、多元文化
教育的潮流等，亟待從美學層面去深入思
考與研究。

在現今各種美學思潮中，「批判美學」
(critical aesthetics)的理論實有助於思考這
些問題，也受到學者愈來愈多的重視。批
判美學是由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發展出來的一種美學理論，屬於「新
馬克斯主義」(neo-Marxism)的一派，將傳
統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轉移到文化層
面的批判。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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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orkheimer)、班雅明(W.Benjamin)、阿
多諾(T.W.Adorno)、馬庫色(H.Marcuse)等
人 。 繼 承 盧 卡 奇 (G.Lukács) 、 葛 蘭 西
(A.Gramsci)的文化、美學研究，法蘭克福
學派認為藝術具有超現實性與革命性，能
夠揭露、批判現實社會的不合理性及政治
中的宰制意識型態。此外，他們也強力抨
擊資本主義製造出來的「文化工業」，使
人們滿足於感官的快樂而忘了統治者的宰
制。藝術成了純粹消費性的娛樂，控制者
對一般大眾進行催眠，使人喪失對社會、
人生進行反思或批判的能力。

在藝術流派上，批判美學家們對於當
時因應時代而產生的前衛藝術潮流既寄予
厚望也有批評之處。前衛藝術有其合理思
想及深刻批判現實社會力量，但必須注意
流於庸俗化及標新立異的問題。

此外，後現代主義思潮、全球化與本
土化、多元文化等當代景況，對目前的美
育實踐也形成了挑戰。批判美學主張的否
定(negation)、非同一性(nonidentity)思考邏
輯，有助於養成對現實的批判能力。而我
們也可能從批判美學中開展出一種「溝通
感性」的理論，以回應多元文化美育的要
求。

本計劃目的在從法蘭克福文藝批判理
論中歸結出批判美學的主要特色，以之來
反省理想的美育之建立，並述及對我國美
育的啟示。希望透過對批判美學的研究與
深入了解，探尋其優劣之處，矯正其弊，
以做為理想美育的理論基礎，建立一種適
合於我國的批判美育觀。

綜合言之，本計劃的研究目的為：
一、深入了解並詮釋批判美學的歷史

背景、發展及內涵。
二、反省批判美學的理論基礎、主張

之適切性與合理性，尋繹並評析其優缺點
以及矯治之道。

三、以批判美學理論檢視美育的問
題，詮釋其在美育上之意涵，並以此建構
一種理想的美育觀。

四、提出適切建議，以做為未來我國
美育規劃的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一、批判美學的發展背景：

一九三０年霍克海默接任德國法蘭克
福社會研究所所長後，法蘭克福學派開始
成形。在其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宣言的〈傳
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中，霍克海默(1937)
指出傳統理論是一種實證式的社會研究，
其忽略個體的主體性，從本質上掩蓋了外
在世界與個體內心的矛盾，從而只顯現了
真實社會的表象，並盲從於現存的社會秩
序。他也批評德國傳統的觀念論(idealism)
思想，主張哲學必須以社會現實為基礎，
觀念論式的純粹自由雖是精神的根本理
想，但尚未實現。霍克海默揭示哲學必須
進行意識型態批判的研究，進行改造社會
工作，以實現無宰制、壓迫的正義社會。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
中追溯極權主義的根源，認為由於啟蒙運
動以來的工具理性膨脹的結果，造成了人
類宰制、極權意識的盛行，甚而陷入互相
殘殺的野蠻狀態。隨著啟蒙運動以來科學
控制自然的逐步成功，人對自然宰制的基
本慾望奠定了人對社會及自然的理解方
式，這種理解方式旨在以嚴密的科學算計
來有效的控制自然和人際關係，其結果卻
反而使人類本身陷入一種嚴密控制的對
象，淪為組織與制度之下的臣民。如同他
們所說的：「啟蒙之於事物的關係，正如
暴君之於人民的關係，由於要控制人民，
故知道人民」(Horkheimer & Adorno, 1969, 
15)。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也在書中批判由資
本主義所大量生產的商品化文藝作品，使
人們沈溺於感官的享樂與滿足，麻痺了對
社會現實的反抗意識。馬庫色則批判資本
主義的文化工業，稱其為一種「肯定性文
化」(affirmative culture)，並成為六 O 年代
歐美各國學潮及「新左派」的精神領袖。
霍氏等人對於啟蒙運動的理性解放方向感
到悲觀，所以將人類的解放與幸福之路寄
託於文化、藝術、美學之中。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認為，藝術具有批
判社會現實、解放的潛在力量。事實上，
在法蘭克福早期的社會批判理論中，對藝
術、美學、文化問題，有非常多的論述。
除了阿多諾之外，包括霍克海默、洛文塔
爾(L.Löwenthal)、班雅明、馬庫色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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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關於文學藝術的著作。他們認為改
造社會並不是要經濟結構上去改革，人的
意識結構的轉換才是更根本的。因此對於
文化與藝術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之揭露與
批判，便成了批判理論的核心。尤其是對
於藝術如何受控於資本主義社會、被市場
與商品的同一性操縱、為政治服務而喪失
了其本有的自主性與解放潛能，均有深入
的剖析。由法蘭克福學派發展出來的批判
美學在整個學說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二、批判美學的方法論基礎

批判美學的方法論基礎主要是來自對
黑格爾(Hegel)辯證法(dialectic)的改造而成
的。基於對社會批判的強調，批判美學特
重「否定」層面，這也即是其常被稱為「否
定美學」的原因。它通過對社會的批判，
否定現存狀況，然後引導向背後的「烏托
邦」─美好的生活世界景象。霍克海默雖
曾提及方法論問題，而馬庫色也在《否定》
(negations)前言中說(1968, xx)：「矛盾中的
思維必須更成為否定的和烏托邦的，以此
和現狀對立」，但方法論的完成則體現於阿
多諾的《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ktik)
一書中。

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中心論點即為非
同一性思維的概念。否定的辯證法是對黑
格爾辯證法的批判與改造。他認為黑格爾
的體系是封閉的體系，所以儘管其辯證法
是動態發展的，仍會達到一個肯定的無限
性─即「絕對精神」，因而使得其體系變成
了有限、靜態的東西。阿多諾認為必須要
靠否定的力量才能破除體系的靜態性，使
否定的力量走向無止盡的辯證過程中，否
則這種體系會導致極權、普遍、一統的思
想，而反過來箝制個體的主體性與自由，
並產生停頓與弊病。他認為真理與實體結
合之後，真理將會變化。真理的不變性是
「第一哲學」的幻想。一旦不變性被作為
先驗性固定下來，它們就成了意識型態。
在否定辯證法中，主體失去了統治權，才
使其更能進入客體的反思形式中，而不會
壓迫客體(Adorno, 1973, 27-42)。

阿多諾指出，非同一性是對黑格爾同
一性哲學的批判。把否定之否定等同於肯

定性是同一性哲學的精髓。否定的否定並
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了這
種否定不夠充分或徹底。阿多諾進一步主
張，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失之時都是否定
的，這是和黑格爾的徹底決製。阿多諾論
道，辯證法的實質經驗不是同一性原則，
而是他者對同一性的抗拒，這才是辯證法
的力量所在(Adorno, 1973, 159-161)。換言
之，辯證法不能要求達到一結果而停止下
來，必須在正反之間不斷發展，否則辯證
法就會淪落到對現狀的消極接受或盲目認
可。黑格爾所謂最終的「合」─絕對精神
─提供了一種合理化集權控制的哲學基
礎。

三、批判美學的思想內涵

(一)審美政治學：
批判美學對於美學與政治間的關係有

很深入的探討。班雅明即抨擊當時法西斯
主義提倡的「政治審美化」，認為它為了合
理性化自身利益，而美化了戰爭、殺戮、
自我毀滅的行為。所以必須反過來用「藝
術政治化」(Benjamin, 1969, 242)，即以藝
術做為批判政治、喚起人民反抗意識的手
段，來獲得人類的解放。阿多諾則與盧卡
奇產生論辯，反對盧卡奇的寫實主義立
場，主張現代主義藝術如卡夫卡(kafka)、
貝克特(Beckket)等人的作品並非是「墮落
的」(decadent)，而是具有批判政治、解放
社會不合理宰制的潛能。阿多諾反對盧卡
奇、沙特、班雅明的「藝術介入論」，亦即
批判並不是直接的、從內容上的，而是間
接的、從形式上的。馬庫色認為美學應成
為一門「社會政治科學」，提倡一種「新感
性」 (new sensibility) 的重建。馬庫色
(Marcuse, 1978)認為藝術就是反抗，具有革
命的本質。藝術中具有政治力量，可以用
一種結構的方式將對社會的批判留存在美
感的形式中，這是它的解放潛能。藝術形
式具有自律自主的獨特性，不依附於任何
階級，而且抗拒著現實社會，破除不合理
的意識型態及創新我們的日常知覺經驗及
生活方式。藝術既受社會意識型態所影
響，同時又含有打破佔主宰地位意識型態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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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工業批判
批判美學對文化工業的抨擊是其理論

特色之一，此也是霍克海默等人避居美國
時對當時美國文化所做的反省。不過在法
蘭克福學派中，班雅明早期思想是傾向於
支持文化工業的。他認為科技的進步使人
類複製技術由銅鑄、木刻、石刻進步到印
刷、照相、電影、唱片等，因而產生了「技
術複製文化」，藝術品從而可以大量複製
生產，使大眾可以接觸到，電影就是代表
性的新型藝術(Benjamin, 1969, 218-220)。
但後來受到了阿多諾等人批評為片斷、盲
目，班雅明晚期也不再對這種消失了韻味
的技術文化持樂觀、肯定的立場，而轉向
負面的態度。

阿多諾認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工具理
性，不知不覺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哲
學與商業融合在一起，使這些文化領域都
染上了商品的形式。文化工業一方面指文
化產品的標準化，一方面也指文化傳播媒
介的技術化與商品化。大眾傳播在商業科
技主導下所形成的極權文化現象，滲透進
各種娛樂事業，無形中操縱了大眾的思
想、心理，培植支持統治和維護現狀的順
從意識(Horkheimer & Adorno, 1969)。

阿多諾在《音樂社會學導論》(1976)
中表達了對於流行音樂的反感，認為它使
得人們欣賞力退化，千篇一律、易懂的簡
單結構使大眾感到愉悅但也使大眾被現實
同化了，這是文化的危機。

馬庫塞早期對「肯定性文化」的批判
則是後來抨擊文化工業的先導。肯定文化
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文
化，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現實世界的理
想、幻想世界，一方面美化和證明現存秩
序，引導人們同現存秩序相調和，一方面
又可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滿足，平息人的反
叛慾望。這種失去批判力量的壓抑文化，
馬庫塞晚期則稱之為「單面向文化」(one 
dimension culture) (陳學明，1998，74-101)。

(三)現代主義藝術
文化工業既會淪為統治者的工具，那

何種藝術具有解放力量呢？批判美學思想
家們求諸於現代主義的藝術。

班雅明、阿多諾與馬庫色的立場未見
一致：班雅明較喜歡布萊希特、布列東
(Breton)、超現實主義；阿多諾贊賞荀伯
格、卡夫卡、貝克特等人；馬庫色較少提
及現代主義藝術，他比較關注各種反抗社
會的次文化，如嬉皮、黑人音樂、街頭塗
鴉等。雖然如此，他們對現代主義藝術的
立場是支持的，以下以阿多諾為主要的論
述中心。

阿多諾認為藝術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
的認識，藝術只有與社會現實存在保持一
種「審美的距離」，它才能成為作品與有效
的批判意識(Adorno, 1977, 160)。對阿多諾
而言，真正的藝術可以說是反社會性的，
而「現代主義」的藝術則體現了這個面向。

於是前衛藝術那種對傳統、權威、偶
像的全面顛覆、批判，追求體制外的改革，
呈現出不和諧、殘酷、噁心、混亂、悲慘、
苦難的藝術風格，就成了阿多諾心目中理
想的藝術代表，被視為現代主義藝術的一
種主要代表(不過阿多諾似乎並未接受那
種全盤否定傳統的創作理念)。深一步來
看，阿多諾思想的最根本之處在於他擔心
一切的社會生活與運動，一旦固定下來、
接受某一定點而停止批判，將有遭受宰制
的危險。更嚴重的是，人們的生活一旦只
有肯定而無否定，就容易為政治的集權者
所操縱與利用。所以他特別稱贊那種強烈
表現出否定、顛覆性格的藝術創作，因為
它們表達了對社會化及總體化的抗拒。

阿多諾認為，藝術的這種抗拒能力在
於其本身具有的自律性、獨立自主性。此
自律性內在於藝術的內在結構形式中，也
可以說藝術品的本質即具社會批判性。阿
多諾從作品內部來分析作品的社會意涵，
可以說是其在否定辯證法中所揭示「內在
批判」手法的展現。阿多諾認為藝術是一
種幻像(iullusion)，是對現實的否定，藝術
品顯現著現實中並不存在的東西。他把藝
術品比做焰火，是卸除了經驗實在的經驗
外觀(appearance)，同時也是一閃而過、自
我否定的感性表象。使藝術同現實世界分
離不是其高度的完美，而是其易逝的、耀
眼 的 及 表 現 性 的 幻 像 (Adorno, 1984, 
121-122)。藝術的真理就在於其以幻像來否
定、批判現實的本質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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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認為現代主義藝術具有謎
(enigma)的特性，所以作品等待、要求被解
釋。阿多諾盛讚卡夫卡那種非現實的、片
斷的和變形的表達方式，揭露了日常生活
表象下所掩蓋的深層不安與痛苦。「卡夫卡
的作品似乎是通過敘述顯然違背事實的故
事來破壞讀者的感受力」(Adorno, 1984, 
280)。希萊希特也採用了「疏離效果」，來
迫使劇場中觀眾無法做一種熟悉的期待、
推理與認同。正是通過這樣的特殊方式，
把讀者已經被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所限制和
禁錮了的閱讀習慣徹底打碎，進而導入一
種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一種陌生化的
眼光來重新觀察世界，並從中發現日常生
活素樸觀無法認識的深刻本質 (周憲，
1998，123)。畢卡索的畸形的人、扭曲的
臉，顯示了客觀世界的破碎形象；荀伯格
的十二音列作品，則展現了不和諧音對和
諧假象世界的反抗。這些藝術家在阿多諾
的眼中，都是其否定美學的最佳例證。

(四)對批判美學的反省
就審美政治理論來說，班雅明與馬庫

色較主張藝術介入政治，但阿多諾則不同
意。阿多諾主張藝術的批判力量在於其自
身的內在形式或藝術的自主性，它是無意
的批判，類似康德所說「無目的的合目的
性」。有意的批判作品，如布萊希特具說教
意味的教育劇，也會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甚至將被社會統治者吸收而利用。事實
上，後來馬庫色對藝術介入政治也有所保
留，這形成了其思想上矛盾。阿多諾的主
張確顯得較為深刻，因而研究者必須深入
去挖掘作品中的內在形式，而非表面內容
與主題。

就文化工業而言，批判美學的主張究
為只是一種理論或實際上也是如此？經過
了三十年來的實際歷史發展，是否可驗證
阿多諾等人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是多慮了？
平實而言，大眾並非是毫無自主能力的被
動者，而且在這個繁忙而多變的時代中，
休閒性、新鮮性的藝術文化活動不失為抒
解身心的一種方式，批判美學的主張是太
為嚴厲了。這部分也是因為時代背景的不
同所致。此外，不少學者也對阿多諾等人
的悲觀態度加以批判，如史溫伍德

(Swingewood, 1977)批評法蘭克福學派的
文化工業批判是過於忽略了其中的民主力
量，年輕一代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威爾默
也反對阿多諾的看法，他們兩人都較贊同
班雅明肯定文化工業的態度。不過我們仍
必須注意批判美學的警示，因為其批評未
必失效。詹明信即認為阿多諾雖然沒能活
著見到這個時代，但其思想卻可說是「我
們自己的時代的分析家」，因為晚期資本主
義正繼續在用各種方法掃除反抗的思想
(張旭東譯，1997，264)，而這正是當年阿
多諾所憂慮、警告的。

就現代主義藝術方面的討論而言，阿
多諾等人的論述背景是西方中心的，是否
可適用於東方國家，不無疑問。此外，這
種藝術形式(如荀伯格的無調音樂)是曲高
和寡的，既無太多人可欣賞，那麼可發揮
多大的社會批判力量呢？這些問題有待進
一步討論。

四、批判美學在美育上之意涵：

(一)美育的理論基礎
就美育的理論基礎而言，以往研究美

育的學者大皆強調情感陶冶、社會和諧
論，或者著重美學上審美經驗的態度理論
(attitude theories)(如康德、Bell，美育學者
Broudy 也是此理論的支持者)、藝術治療論
等。這些理論不是忽略了社會權力結構、
不平等、宰制等問題，未釐清個人人格的
改善如何能產生社會效果的機制，就是將
美育侷限在控制心理衝突及調適情緒、改
善心理困擾等個人層面，忽略了道德、政
治與意識型態等更大的層面。此否定了藝
術銳利的道德、社會、政治批判力量，而
且審美經驗的目的變成只在建構情緒的和
諧，藝術挑戰不合理、再造新社會的可能
性因而變的不可能了。個人自由與社會和
諧的獲得有賴於去除社會中不合理的宰制
與壓迫，而不是沈醉於審美情趣中。因而
批判美學的主張有助於我們去思考另一種
美育的理論基礎。貝耶爾(Beyer, 1995)及德
國的一些學者如海東(H.J.Heydorn)、莫鈴豪
爾(K.Mollenhauer)、莫勒(Möler)、基福洪
(H.Giffhorn) 、 奧 圖 (G.Otto) 、 柯 柏 斯
(Kerbs)、瑞希特(Richter)等人皆已注意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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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美學在美育上的重要性。

(二)美育與政治意識型態批判
對傅柯(M.Foucault)而言，社會文化中

所隱含的權力機制決定了各種敘述的合法
性。規範的產生常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
的，如同在教育中，不管是學校的分流系
統、考試或權威的使用，似乎都像是理性
的決定。事實上，私底下是不同的權力機
制的交互作用在發揮著無形的影響力。傅
柯認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在美育活動
中也是如此。歷來藝術文化經常為統治者
利用來維護政權或「教化」人民的工具。
以我國為例，先秦思想中雖有「美善合一」
的理念，但歷代統治者大皆以政治控制美
育，藝術民俗活動不得冒諱各種禁忌，而
「文字嶽」更時有所聞。國民政府來台後，
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美育加強了為政治
服務的功能。美育成了愛國教育，各種文
化活動中，有不少是以歌功頌德為主。時
至今日，學校美育仍隱含有政治意識型
態，此須加以檢視之。

(三)流行文化或文化工業的問題：
一九九二年九月於德國 Hannorer 舉行

的「美學的現實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會議發起人之一的柏林鴻博大學教授
W.Welsch 憂心忡忡的認為，現代藝術走向
商品化，透過媒體的華麗包裝，以刺激感
官為能事，助長享樂主義盛行，美育之陶
冶人格功能遂無由發展，學校美育必須正
視這些問題(Singldinger, 1992, 35-38)。批判
美學提醒學校工作者，必須注意文化工業
中所隱含的問題，並可於教育活動中做一
些分析與批判。

(四)各說各話的藝術現象：
就藝術領域而言，當前藝術流派、風

格呈現出快速變化、五光十色的現象。在
強調打破一切規範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
下，顛覆主流、解構傳統的理念也在藝術
中發酵。此或許使藝術與人們的生活世界
拉近了距離，不再受困於古典作品之難以
理解。弔詭的是，人們卻也愈來愈難理解
當代藝術的意涵，似懂非懂，隨聲附和。
似乎「新」就是好，就是有創意，也較會

獲得青睞與贊賞。我們如何理解當前紛雜
而又無標準的藝術現象呢？換言之，當代
藝術的合法性基礎為何？在令人暈眩的各
類藝術作品中，學校美育課程教材要如何
取捨、教師應如何詮釋，實是一重要問題。
批判美學有助於我們思考從前衛藝術以來
的藝術流變現象中，藝術所具有的深刻要
素及其社會意義。

三、對我國美育理論與實踐的啟示
1.美育研究上
就國內研究美育的一般趨勢而言，主

要是以各個分殊領域(如美術、音樂、舞蹈
等各類藝術)、藝術鑑賞、藝術史、藝術心
理學及藝術實務等方面的研究為主。從美
學角度進行美育理論的研究，相對而言頗
為缺乏，連結批判美學與美育的研究更幾
乎未見。導致美學的理論基礎仍停留在以
往強調的工具論、內在論或、人格陶冶論
等，未來應積極引介一些新的國內外美學
研究來充實理論層面的反省與批判，鼓勵
研究生撰寫這方面的論文。

2.美育目的上
民國八十年以後所修訂的新課程標

準，強調要培養審美能力、陶冶情操等，
仍著重在傳統的修養心性上，並未能對現
今變化快速的世界有所回應。新近九年一
貫課程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
目標強調探索與創作⋯等，只著重在創
作、欣賞與多元文化教育上，對於學生的
批判能力、藝術與社會政治之間關係的理
解並未提及，這是我們須加以注意的。

3.美育內容上
台灣自解嚴前的文化藝術教育呈現大

中國主義思想、愛國教育、漢族中心、領
袖崇拜等特性。解嚴後則不斷改革此種現
象。但政黨輪替後又走向強調大台灣主
義，台灣應為教育的主體是值得肯定的，
但也不可太過極端。一些新教科書中隱含
了某些意識型態，如從各種角度淡化台灣
與中國的關聯、以台灣統治者為主體的史
觀(如強調日治時期的優質歷史)(台灣史研
究會，民 86，104-105)。就多元文化方面
言，漢族中心轉變成閩南或福佬中心，如
新版的音樂教科書中，福佬歌曲仍為中
心，其他族群只是邊陲與裝飾，而且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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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課程標準中對音感、節奏的限制，把各
族群的樂曲改編得支離破碎，原味盡失。
編著者中也無原住民音樂專家(康瓊文，民
89，130-131)。

4.美育方法上
在教學方法上，以往國中小只重視照

本宣科式的寫生或演唱歌曲，偏重技術與
技巧的層面。台灣的音樂、美術教育一直
是「比賽主義」、「作品主義」，這是一種根
植於西方實證主義的「技術本位」藝術教
育觀，強調機械的創作技法。影響所及，
學校的藝術教育是以作品創作、專才培養
為導向的。民國八十六年通過了藝術教育
法，規定高中以下必修藝術欣賞課程，可
以說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重視欣賞的取向
未來若能落實，對提升大眾美感素養將有
很大的幫助。問題是，在現代這樣多元而
紛亂的社會中，如果只是純綷重欣賞而不
涉分析、批判，則有淪為意識型態宰制的
危險。事實上，教育無法脫離於社會、國
家體制。早期台灣的藝術教育即是充滿「愛
國主義」的，藝術成為政治控制的手段，
在不知不覺中，形塑人民的政治認同。在
解嚴之後，雖然不少人開始大力批判教育
中的各種意識型態，而學校藝術教育可能
也覺察到並避開政治意識型態的問題，但
對藝術教育或美育中的意識型態似未見加
以審視 (如新版的國小音樂教科書審定
本)。潛含在美育、藝術、文化中的意識型
態，亟待我們加以實以分析、批判。因此
未來除了推展藝術欣賞的方向之外，對於
批判美學取向所主張的批判的作品分析、
意識型態的批判，也應加以融入，才能使
人民兼具審美欣賞品味與藝術批判思考能
力，促進社會邁向更理想的境界。

四、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批判美學及其在美
育上的意涵，上述成果的討論，已展示了
批判美學的主要思想、缺點及其在美育上
的意涵，使吾人對此新興研究取向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也對我國美育的理論與實施
有所建議，大致已達成本研究的目的。惟
受限於時間等因素，本文主要以班雅明、
阿多諾與馬庫色的思想為批判美學的線

索，對其他重要思想家如洛文塔爾、哈伯
瑪斯、威爾默與影響批判美學的盧卡奇等
人，未能深入探討之。對九年一貫課程中
的「藝術與人文」領域、國內實際的流行
文化現象等也無法深究，此為本文的限
制。未來可就此進一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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