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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以理論分析法探究 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評析其對於藝術與社會、

群眾、政治權力之間複雜闋係的論述，立 iz據以聞釋在美育理論與實踐上的蘊義。

首先探討 A丘omo 否定辯證法的主張，指出其中心理念于非同一性」實為 Adorno

審美政治學的方法論基礎。次就 Adorno 對於文化工業的批判、為現代主義藝術的

辯護、對藝術介入論的批判，以及對藝術的政治實踐性之主張等四個面向，深入

評析其審美政治學的主要內涵，並以此關述一種批判取向的美育理論與實踐。結

論指出，在美育的理論與實施上，應加強美育、文化與政治意識型態之閉關係的

研究，評和?文化工業、各類新興媒體及藝術文化中具有的社會政 fE討笠，培育學生

的批判意識與自主性人格。最後，根據研究所得結果，提出八點建議，以作為未

來美育理論發展及實踐改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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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凹，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ffer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Adorno's aesthetic politics an吐 investigates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aesthetics education. The authors 阻alyze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s the meth

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his aesthetic politics and present the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content of aesthetic politics. With “non-identity" as the key-concept in his methodology,

Adorno has developed his aesthetic politics in four areas: (l)critique of culture industry,

(2)defense of modern arts, (3)opposition to the engaged arts, and (4)support for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叮也 truth and political

power. On the basis of Adorno's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authors propose a crit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education and includes

a critique of new media and mass culture in the curriculum,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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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世e， autonomous, and responsibl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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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開題背景與研究目的

美學研究雖以美感、藝舔了與文化等問題之探討為主，惟實際上常與政治有苦苦

不叮分的關係。舉例言之，德國納粹 (Nazi) 政黨於 1939 年下令將 126 幅所謂的

「墮落藝術」作品拍賣。 1990 年代，美囡囡會與一些社會人士墓於藝術不應污蟻

象徵美國的國旗、縱容同性戀及色情等理由，抨擊了幾場出國家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ofthe Arts) 學辦的藝術展覽，而引發民間一場論戰。時至

今日，藝術論述與掌權者之間的街突仍不斷發生。這些事件顯示，藝術文化的論

述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的論述，涉及權力關係'審美判斷總是與政治判斷糾結在一

起，而成為美學的一個研究範圍(Kemal & Gaskell, 2000: 1-2) 1 。此種探究藝術

文化與社會、群眾、政治權力之間複雜關f系的美學進路即為一種「審美政治學」

( aesthetic politics) 的研究領域。

Eagleton ( 1991: 3)認為美學之所以在現代歐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於美

學不只談藝術問題，也提及了自由、合法性、自決與自主性 (autonomy) 等範疇，

而這些理念在中產階級爭奪政治霸權中具有核心地位。F. Jameson則更激進地主

張「 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 J '一切文化文本(如文學、詩、小說等)

都隱含了「政治無意識J' 政治是寫作、閱讀、詮釋這些文化活動的絕對視域(王

逢振、陳永國譯， 1999 : 8-11) 。以藝術文化教學為主的美育活動也無法脫離所處

的社會政治價值體系。

許多藝術文化深含了特殊的歷史境況與各種社會政治關f系的演變。美學能藉

由探索藝llfq文化與政治意識型態 (ideology)之闊的關係，深入了解政治霸權賴以

維持的各種機料，進而批判之 (Eagleton， 1991: 12) ，美育您當去了解美學所探討

的這些問題。在目前的全球科技化時代中，各種藝街、傳播媒體、流行文化及民

俗活動幾乎是人們經常會接觸到的文化活動，其中常包含了政治價值觀的傳達。

一首震撼人心的歌曲、一齣感人的連續劇或一段不經意的宣傳廣告，都可能隱含

1 本文中所用政治一詞，條指廣義的政治，同於Eagleton(1996: 169) 所下的定義: r政

治無非是指我們組成社會生活的方式，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權力關像。 J

某些政治生效果，閱聽者不一定能意識到。在多元而變遷快速的文化生活中，美

感教育已不只是人格的陶養，可能也涉及意識型態的灌輸，此值得以傳授各門藝

術類科、創作與表演技術及美感欣賞為主的傳統美育加以重視。美育中潛藏的社

會政治性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批判。

美學與政治雖有如此密切的關{系，惟相爾研究卻不多見。以往的美學流派不

是專注於觀賞者之審美心理現象、創作過程、藝術作品的語意結構與本質等方面

的研究，就是著重於藝術在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理解、詮釋問題，在社會政治批判

方面顯然不足，有待加強，以使美育之規劃能在美感培育與藝術欣賞之外，更能

強化其社會啟蒙的功能。

Adamo 的美學郎專注於藝術文化與社會之悶的辯證關{系，探究藝術文化的社

會控制或批判力量、藝術與政治、藝術真理、藝術與自然，以及美學如何促成人

類真正解放等問題，與先前美學流派探討的童心明顯有別，頗值深入探討。這種

藝術與社會文化之間關係的探討，在德國美學的發展中可以追溯到F. Schiller 的美

育論述。其後， W. Benjam凹的藝術政治化主張，也揭示審美政治學的取向，觸及

了藝術如何促進政治改革的問題， Adorno 則對此做了另一種深入約分析。 Adorno

而言，藝術無法與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脈絡分離開來，作品既反映也批判了某種

社會中的意識型態，美學應辨識與揭露其中穩含的意識型態或真理 (Adorno ， 1998c

345-346; 197011999: 233) Adorno深入檢視了啟蒙、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 )、

藝術政治化、藝術實踐等問題，指出藝術可以批判工具理性( ins廿umen區l

rationality)，並具有解放社會政治宰制的潛能。因而對美育研究而言，探討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有助於發掘美育的社會政治意涵。

雖然在國內最近的教育研究中，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成為一假較受關注的議

題，但美育與政治的關係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Illl就圈內藝術教育界而言，藝術

教育的研究重點也多為藝術史、藝術鑑賞、藝街心理學、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等，

少論及美育政治學的伺題。就理論基礎面前言，目前國內的研究大都主以陶冶性

情、培養想像力、全人教育等作為提倡美育的理由，卻少有從審美政治學的觀點，



崇拜、個人只是集體的一部分、統一位思想與行為、維護社會的總體性等思想，

顯現出其哲學根源就是「同一性J (I吐entlt批)原理，而 r Auschwitz 設實了純粹

何一位的哲學原理就是死亡 J (Adorno, 1966/1 973: 362; 1998b: 355) 。所以

Adorno 提出「否定辯證法 J 主張要以非同一性 (Nichtidentitat) 來對抗同一性，

以把絕對抗服從、否定對抗肯定，此成為其包括美學在內的所有思想的方法論基

礎。

否定辯證法的中心思想郎為非同一性原理，是對G. W. F. Hegel 主客同一的辯

證邏輯之批判與改造。在 Hegel 的辯證法中，經由主權與客體或概念與對象物的

互相中介，而克服矛盾對立，達到綜合或同一。這種辯證揭示的是主體的優先性，

是以主體的力量強迫將他者(對象物或非同一者)納入概念體系中，以主體支配

客體，是一種強迫性的思維和解運動。 Adorno 主張主客體之間的關係並非對立，

而是差異，此差異是現實的樣態，不可能取消 o Hegel 以概念同一化了非概念物

(客體) ，而抹平了差異，是一種扭曲與暴力。所以 Adorno 反轉 Hegel 的辯證法，

主張客體的優先性，強調客體並非主體的概念思維產物，而是概念永遠無法觸及

的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多樣而異質，不可能被概念的範疇分類所掌握 (Adorno ，

1966/1973: 6, 12, 156-158, 189; 1998b 時， 24， 159-160, 189) 。對非同一性的強調也

就是對他者、客體或物體的尊重，而不強行將之統合。以此而言，任何社會的統

合思想也就是對他人的迫害。

因而 Adorno 改變了 Hegel 的辯證法原理。在 Hegel 正反合的辯證邏輯中，對

否定的否定即等同於肯定，是同一位的運動。 Adorno 主張，否定的否定並不會使

否定走向它的反面，只是證明這種否定不夠充分或徹底。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失

之時都是否定的 (1966/1 973: 159-161; 1998b: 162-163) 0 Adorno 論道，辯證法的

實質經驗不是同一位原則，而是他者對同一性的抗拒，此即為其否定辯證法的力

量所在。換言之，辯證法必須在正反之路不斷發展，否則辯證法就會淪落到對現

狀的消極接受或盲目認可，成了一種意識型態。真理的永恆不變性是「第一哲學」

( prima philosophia) 的幻想。 旦不變性被作為先驗性盟定下來，它們就成了意

識型態。意識型態存在於某種第一位、同一性中 (Adorno， 1966/1 973: 的; 1998b: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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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論述美育在社會政治批判的功能。相對於歐美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2 圈內的

研究極為不足，有待進一步發掘。

本文基於前述之考量，旨在以理論分析法探 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及其在美育

上的意涵，期能開展一種新的美育研究取向，充實我國美育的美學理論基礎研究，

並提供適切的美育實踐之建言。

貳、 Adorno 審美輯:自學的方語論基礎:否定式

時辯證

Adorno 一生歷經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體認到人性及戰爭的殘艷，對納粹、

法西斯主義 (fascism) 的殘暴及迫害感受尤深，入美軍如何真正免於宰制而得到解

放成為其思想中的一假摹本關懷。 Adorn。在{啟蒙的辯證 > (D悶lek1ik der

Aujklarung)一書中重估人類文明的發展，為其審美政治學奠立了歷史哲學的理論

基礎。經由支配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權力與暴力、欺騙與犧牲、交換價

值等主題的探討，他指出人類文明賴以建立的啟蒙理性就是自我毀滅、神話，文

明變成野蠻。歷史只是殘暴的不斷愛演與循環，而非直線的進步。啟蒙理性轉向

工具理性、科學理性、宰制、暴力、極權主義，而非美好的生活(Horkheimer &

Adorno, 1947/1989; 1998) 。

要挽救這種廢史悲劇的循環，有賴能喚起審美理性的藝術。因為藝術中含有

人類解放的力量，藝術拒絕了那穫只追求手段的理性並使人們記起目的理性

(Adorno, 1998c: 488-489; 1970/1 999: 330)' 而可以抗拒工具理性的宰制，使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達成非暴力的和解。因而 Adorno 終其一生特最美學並非僅由於其

對音樂、藝術的偏好，而是有深刻的政治、社會性意義。因為 Adorno 認為真正的

藝術含有烏托邦的要素，這種要素指向了未來社會、政治轉變的可能性(J呵， 1984:

155, 160) 。

經由對啟蒙的歷史哲學分析， Adorno 認為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強調領袖

2 可參閱架福鎮 (2001 )。書中對此有一些概咯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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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rno 對文化工業的關心是因為其涉及到社會、政治問題。「文化工業J 也

就是指文化的工業化，文化產品表現出了工業產品的大量生產、標準化、商品化

等特徵。 Adorno 與 M. Hor凶elmer原先在〈啟蒙的辯證}的草案中使用「大眾文

化j (mass culture) 此字詞，但為了避免人們誤以為他們是在談論那種出於群眾

自主白發、自然產生的活動，乃改用文化工業來指稱這種資本主義下的文化特色

(Adorno, 1963/1992b: 85) 。從此處可知， Adorno 批判的文化工業並不包含那種

出自民眾白發的傳統習俗或民間文化( folk culture) 0 Adorno 對文化工業的批判主三

要可分為三點:

(一)利潤至上，文化工業J;乃皂求市場幸的問為首要考慮，抹滅了作品的自主役。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商品的價值在於其可交換姓，此種可交換性以量化為基礎 c

藝術自主性及藝術真理與政治實踐等幾個主題上。

Adorno 基於意識型態批判的基本立場，早在 1930 年代與 Benjamin 的書信往

來中，即表明對文化商品化的民主力量之質疑。後來於《啟蒙的辯證》中則正式

提出「文化工業」一詞，並加以強烈的批判，認為它是種意識型態，會麻痺思

考，操縱社會心理。此為 Adorno 美學中一個鮮明的立場，而形成後來文化研究風

潮約重要起源之一。

對A吐om。而言，文化工業助長政治極權主義，而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則具有

批判極權政治與解放社會的力量。他的美學Jl[J相當程度地在為現代主義藝術辯

護。基於此立場， Adorno 對G. Lnkacs 的寫實主義( Realismus)頗為不滿，並認

為他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反映了保守主義者的心態。

另一方面， Benjamin 、 J.-P. Sarte 及 B.B自cht 在藝術上的政部「入主張則忽略

了藝術的自主性，而產生許多問題。對A吐.oruo 而言，藝衡的政治實踐力量不在政

治介入而在保持藝術自主。藝術作品真正的政治實踐力量不在於作者胡穎的政治

意置，而是來自於作品中獨立自主的「真理內容J (Wahrheitsgehalt) 。

本節部分為文化工業批判、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論戰、藝術介入與載ncT自

主，以及藝術真理與政治實踐四個部分，來探討Adorno 審美政治學的重要內涵。

一、文化工業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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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rno 雖然強調客體的優先性，但也主張不能取消主權。因為客體只能在其

與主體的交織中才能被認識 (Adorno， 1966/1973: 186; 1998b: 1 日7)' Adorno 堅持

主、客兩者是辯證的，強調客體的優先位只是要扭轉傳統主體獨大的主客體不對

稱局面。主體並不完全是主髓，客體也並不完全是客體，兩者就互相構成，也互

相分離，不能強行用第三者(如絕對精神或先驗主體)將之統合起來 (Adorno ，

1966/1 973: 174-175; 1998b: 176-177) 。換言之，唯有先尊重客體，並保持主答:體的

不斷辯證，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無宰制的和解。堅持不和解才可能邁向真正的和解。

由此可見， Adorn。在提倡「崩解的邏輯 J (rhre Logik ist eine der Zerfalls) (Adorno,

1966/1973: 145; 1998b: 148) (亦部解構主體)時並采取消主體，而是要重建主體，

此與所謂「解構主義j (deconstructionism)的主張是不一樣的。換言之，Adorno

的哲學呈現出解構與結構並行的特色。

情題是，解構性的結構讓建是如何表達呢?Adorno 提出了一種星叢 (Kon

stellation) 的論述方式，也就是反體系的建構方式 (Adorno， 1966/1973: 162-166;

1998b: “4-168)。亦即並不預下定義或分類，讓論述以自由並列的方式，圍繞著

想要探討的主題，然後從各個街向指向結果與真相。如此的做法，意在尊重主客體，

使客體的豐富性呈現出來，如同 M. Weber C理想類型 J (ideal 可pel 的研究方式

一樣。事實上， Adorno (美學理論) (Asthetische Theorie) 的寫作手法那是此種

星叢的具體表現。他通過各釀交雜並列、不分段的論述方式及艱澀的語言來表達

其美學思想，雖然因而造成不斷君主覆與難解，但也呈現出非常豐富的內涵，充分

表現了否定辯證法的反同一恆、反體系的方法論原則，並貫徹到其審美政治學的

主張中。以下進一步分析其審美政治學之內漓。

參、 Adorno 審美政語學的冉護區

如伺批判理諭旨在解放意識、改造世界一樣，Adorno 的美學也不只是用來解

釋藝術與社會，而是一種批判的社會學美學，旨在揭露處假的意識型態，喚醒批

判意識，使社會朝合理的方向發展。換言之，藝術與文化中的意識型態批判可說

是其審美政治學的核心，而其實質內涵刻圍繞在有關文化工業、現代主義藝術、

楊深坑、楊志斌 T. W. 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及其美育意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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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一件藝術品皆是獨一無二的作品，其價值不在其可否量化交易。但文化工業

只認可經濟效益、銷售率，它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反叛性，藝術的審美價值及社會

批判任務並不被關心 (Horkheimer&Adorno ， 194711989: 126; 1998: 147) 。文化工

業要人們以為顧客至上，實則是利益至上， γ消費者不是決定文化工業的主體，而

是文化工業的客體 J (A吐orno ， 196311992b: 85-86) 。文化工業掌握文化主控權，

文化即物化。文化產品之價值在其所具有的交換利益上，而非產品本身具有的使

用價值。大眾只在追求產品的聲名與明星，而非真正在鑑裳產品 (Horkheimer &

A吐orno ， 1947/1 989: 158; 1998: 181) 。

(二)標準化.在文化工業中，文化都印上了相同的標記，同質性極高，而電

影、收音機及雜誌叉連成了一體的系統，加速滲入每個生活領域 (Horkheimer &

Adorno, 1947/1 989: 1鉤; 1998: 141) 。文化工業按照 定的程序，大規模地生產複

製品，然後反覆宣傳某一叫好叫座的作品，使較為風行的歌曲、廣播連續劇、電

影主題，周而復始的出現，扼殺了藝術創作的活力，藝術的個性與風格也被抹平

了。人們後來大都可以預測到文化工業作品的結局，就如同聽流行歌曲，從聽到

第一億音節就可以猜到後來的旋律一樣 (Horkheimer & Adon凹， 1947/1989: 125;

1998: 146) 。流行歌曲的效果動社會角色，即是一種同一性模式的具體化 (A甚orno，

1962/1989: 26) 。

(三)培養順從的意識型態﹒文化工業在人們無意識的狀態下施行一種全面的

文化控制。文化工業的邏輯部是交換價值與商品拜物教( Fetishismus)的邏輯，

鼓勵消費享樂與崇拜明星、偶像，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從而其

有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效果。其次，文化工業散播虛假的幸槌意識，對於人們的

社會意識具有催眠效果，使人沈醉在一種虛幻的滿足感之中，喪失批判社會的意

識，無形中培養了維持現狀的順從意識，文化工業成為鞏固現行秩序的社會水泥。

雖然大眾有時也反抗這種享樂工業，但卻是極為溫和的反抗，立也難以撼動之

(Horkheimer&Adorno, 1947/1989: 144-145; 1998: 166-167)。

A吐orno 認為文化工業引起的聽覺等感覺能力退化，在心理上造成了催眠集體

無意識、操縱大眾的可能性，在政治上則是可以統合社會秩序。因而資本主義下

的文化工業潛藏了法西斯主義成功的種子，此即是文化工業造成的某種政治心理

學效果。如同法西斯主義「偉大的小人物」這種人格化約宣傳手法一樣，暗示了

權威的領袖也只不過是個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因而滿足了追隨者服從權威與成

為種戚本身的雙重願望。 A. Hitler 的著名公式「對上負責，對下權威 J 也就是對

上絕對服從，對下作威作 j詣，展現了所有追隨者具有的「施虐受虐狂 l

( sadomasochism) 人格特性 (A廿orno， 1951 /1 992a: 122-123) 。

文化工業的商品拜物教、對交換價值與偶像明星的崇拜，耳目是一種權威崇拜

的象徵。個人的自主性無條件地服從於他人與機械性的節拍而喪失反省能力，並

且從中叉獲得極大的駕車又滿足。消費者實際上退化成幼稚的嬰兒一樣，依約於交

換價值，滿足於簡單的快感，失去了發展成熟的機會，在標準化的文化工業面前

犧牲自己的個體性。消費者被強迫變成弱智 (Adorno， 195111992a 鈣， 41)。大眾

心理的這種權威崇拜、集體育從性及退化性也就是法西斯主義之能遂行社會控制

的原因。

A吐orno 對文化工業的激烈批判引起了許多人的批評。 Jay llP指出， Adorno 把

文化工業與法西斯做等同是過於誇大的說法(1 996: 297)。許多學者也批評法蘭

克福學派僅依據其納粹迫害經驗與法西斯的潛在力量來評斷美國社會，有失偏

頗。事實上， Adorno 的確很少去談美國文化工業與法西斯之間的差異，只重在論

及相同處，此為其缺失。即使文化工業具有與法西斯相同的集體操控本質，也仍

須考慮其是否具有相同的外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條件 o 以美國的民主社會

而言，其中有很多相互抗衡的複雜機制與力量，文化工業是否可直接操縱大眾而

導致法西斯，實值得存疑。

此外，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學者也攻擊 A吐.orno 忽略了消費者的自主性3 。對

Adorno 而言，文化工業雖使藝術文化能普及化而為一般大豆豆欣賞，但並未能促成

民主社會，只是讓權力統治者更易操縱大眾而已。民主社會實在擁有獨立思考的

公民，而非剝奪思考能力的文化工業。問題是，大眾是否全無紙抗能力汀. Fiske

主張消費者大豆豆並不被動地接受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不會照單全收，他們會主

3 比方面的簡略討論可參見羅鍋、劉象恩(主編) (2000)' 尤其是其中的 31-36 頁及

227-256 頁。



意義下的「美學」轉變成了現代的「醜學J 。

Lnkacs 對這種現代醜學提出了異議，他基於寫實主義的立場強烈批判了現代

主義，激起了有關藝術與社會政治之閉關f系的問題 o Lukacs (1938/1 979: 33-34)

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是分崩離析的，藝術家必須去統合各個分裂與孤立的、破

碎的事實，揭示分裂表象中的總體性(To阻Ii阻t) 本質，以批判資本主義的非人社

會 c 由於寫實主義強調忠實的反映這個社會實在，所以最能擔此重任，也是好藝

1ii'T的判準。那種呈現或描寫社會破碎、醜陋、矛盾、片斷、負面等表象的作品，

如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us )、 J. Joyce 、 Kafka 的作品，被 Lukacs斥為精神的「墮

落J 、頹廢。換言之，對Luka臼而言，破碎是表象，整體才是本質或實在。

E. Bloch 則批評 Luk徊，而主張表現主義呈現出來的不連續、分歧的意象，

正是對現前轉變中的時代所做的最佳描寫。表現主義的確展現了這個時代的社會

實況。 Bloch (1 938/1 979: 22) 質疑說「如果本真的( authentic) 實在也是不連續

的呢? J 換言之，實在本身即是破碎的，整體才是表象。表現主義可說是琨代主

義的先聲， Bloch 替表現主義的辯護事實上也是對現代三t義及藝術自主的維護，

此立場後來為 Adorno 進一步加以發展。

Adorno (196111979a: 152) 認為 Lukacs 雖然對物化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但其寫實主義觀點使其退回了順從主義( conformism) ，有淪為替不合理的現實社

會辯護的危險。藝術不是對現實的模仿(寫實)，而是對瑰寶的否定及批判，否則

將同化於現實而喪失其解放潛力，變成當權者的傳聲筒。這也就是A吐orno反對同

一位而主張非同一位辯證法的原因。Lukacs 的總體性觀念事實上來自 Hegel r 全

體 (the whole)是真實的」的宣稱，Adorno將之反轉為「全體是虛假的J (Adorno,

1951 /1 99 1: 50)' 因為社會的矛盾從來就沒有消除道，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之

間的衛裂和對立始終存在。寫實主義抹去藝術與現實之潤的批判距離，虛假的諷

和了現實中的矛盾。

對 Adorn。而言， r實在 j 是矛盾、虛幻、分裂的，因而 Becke吐那種彰顯實

在世界約幻滅與矛盾，反而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者。 B∞ke社的小說揭露了人類當

下的基本存在經驗，並用弔詭的動態關係且現出來。其作品散發出另一個意象的

世界，濃縮了每個當下的歷史經驗。此意象世界中的悲傷與殘破，反殃了這個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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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去創造意義。大眾會利用大眾文化自己生產意義和快感，以此來抵制主流社會

的壓迫(羅鋼、劉象 j愚主編， 2000 : 34-35) 。

依 Fiske 的主張，個人是可以從文化工業中反看出對主流文化的宰制與壓迫。

問題是， Fiske 所指稱大眾的生產性意義與快感，是否只是一種個人消遣性的發

洩叫屆人的偷兌經驗在多大的程度上抵抗了主流社會這個結構網。觀賞園內一度

當紅的《臺灣霹靂火》及各種流行偶像劇，會從中獲得反抗當前社會不公不義的

意識。 Fiske 的主張似乎過於浪漫。雖然如此，文化工業也並非全無佳作，如早期

其反抗性的搖滾音樂及電影。 Adorno 也曾在看了當時德國新銳導演的作品後，認

為「文化工業的意識型態含有其自己謊言的解毒劑 J (Adorno, 1966/1 992c: 157) ,

只是 Adorno 始終未如 B叫amlll 般正面肯定文化工業。文化工業自身是否也具有

批判力?是文化工業在操控大眾，還是大眾在操控文化工業?大泉是否如此易於

受到操控?此皆有待深入的研究。

面對文化工業對大眾意識型態的捏造與控制，人們的批判意識如何獲得覺醒

呢?如何找到一條有效的批判道路呢?對 Adorn。而言，現代主義藝術中的否定、

顛覆力量為建立批判意識帶來了一線曙光。

二、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論戰

現代主義藝術大約是指 19世紀末到 20世紀 40 年代左右的諸種藝術流派或風

格的產生，主要表現出人活在恐嬰、不安與物化社會中的存在經驗。一般認為的

代表人物有 F. Kafka 、 S. Beckett 、 B. Brecht 、 A. Schoenberg 、 P. Picasso等人。現

代主義藝術可以說是一種「反藝術」的藝街，反對先前人們對藝街的看法(Adorno，

1998c: 鉤; 1970/1 999: 29) ，表現出對現實的否定性認識，用分裂、不協和、零散

化的形式批判社會的矛盾與不合理O 也因而，A仕omo認為沒有矛盾(Widersprnch )

和非同一的要素，和諧 (Harmonie) 在美學上是不相干的。由上可見，現代主義

藝術可說是否定辯證法在藝術領域中的其髏化。

Adorno ( 1998c: 168; 1970/1999: 110)強調「不協和(Dissonanz)是關於和諧

的真理f 控這個非人的社會中，現代藝術只有通過混亂、非理性、災難、醜陋等

不協和的表現形式來批判美好的社會假象，才有可能真正達到美好的社會。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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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外在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可說是其不足之處。

三、藝梅介入與藝術自主

Adorno (1998c: 335; 197011999: 225-226) 認為藝術之所以是社會煌的，不只

是因為藝術是社會勞動的產物及其題材來自社會，更重要地在其反對社會，但此

必須藝術成為自主性的才能做到。自主性藝術不屈從現存的社會規範及有 m性，

其反社會即是對某一特定社會的斷然否定。「藝術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認識 J '藝

術只有與社會現實存在保持一種「審美的距離 J '它才能成為有效的批判意識

(A吐omo ， 196111979a: 160) 。換言之，藝術只有保持自主性(距離) ，才能具有批

判力量，而此種批判則表現在對社會的否定中。以此而言，自主、否定與批判是

真正藝術不可或缺約三個主要素。

所以 Adorno 反對任何以介入政治為己任的藝術，主張「對自主性作品的強調

本身，本質上即荒島社會政治的 J (Adorno, 196511979b: 194) 。介入性藝街 (engaged

arts) 或承諾性藝術 (committed arts) 即是要取消藝銜的自主性，有意地投入社

會政治批判，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但 A吐OIDO 堅決反對以藝術品直接作為政

治白的的工具。藝銜的政治性是潛在的或無意識的﹒「藝街是社會的社會反

論 (antithesis) ，它不是直接從社會演繹出來的 J (Adorno, 1998c: 19; 197011999

8) ，在每一但歷史時刻，藝術都不斷具體地、無意識地走出經驗現實的魔咒來對

抗這魔咒 (Adorno， 1998c: 15; 197011999: 5)' Adorno擔心介入性藝術可能會變成

既製造出壞藝銜，卻叉沒有達成好的政治效果(Jarvis， 1998: 121)' 因而藝術在政

治上必須維持自主，否則 llP祝納入某種他律的統治中，可能反而變成壓迫社會正

義的幫兇。就此而言， Adorno 的觀點是與 Bonjarnin 、 Sarte 與 Brecht 的藝術介入

論針鋒相對的。

Be可amlll 的介入論主要在針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審美化」主張。二次大戰

當時，法E吉斯主義把戰爭渲染為一菁英雄交響曲，使暴力中的美與美中的暴力交

雜在一起，政治被塑造成崇拜的對象而美化其暴力性， Be勾amm 對lit感到憤怒與

不安。他主張以「藝術政治化」來抗衡法西斯主義 (Benjami鈍， 1963/1969: 242) 。

Adorno (l97011979c: 122-124) 則批評 Benjamin 過於浪漫，忽略了藝術普及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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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世界。在「等待果跎 J (Godot) 的最後，演員漫無目的的遊走，揭示了當代

人類被囚禁、焦慮卻叉無路可去的生存景象 (Adorno ， 1998c: 仗; 197011999:

30-31)。他的作品混合了悲喜劇的元素，呈現的是當代主體怪異，、荒謬與虛無的

存在。現代藝術體現的是歷史情境下個人的孤獨。勛伯格則用不協和音樂體現了

孤獨的辯證法，不協和音是人類苦難的化身，它不只表達了社會對心理壓抑的抗

議，也攘攘人們「頭上的天空不都是鎮著銀邊的雲彩，供他永飽眼福 J (Adorno,

1949/1994: 9)' Adorno (196111979a: 153 ， 159) 批評 Luk>\cs 為一個庸俗的唯物主

義者，在哲學上把藝術品的意義與「客觀實在的反映」做了錯誤的等同。

Adorno 盛讚 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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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fka 小說中的人蟲同形及無助的個體等違

反現實經驗的故事情節，侵犯了讀者與社會問題闊的共謀，因而使這些問題浮出

來而被察覺。人們意識到自己不是人，而是物。 Brecht 也採用了「疏離效果」

( alienation effect) ，來迫使劇場中觀眾保持批判思考力(Adorno， 1998c: 291 , 360;

197011999: 195, 242) 。到扭扭。的作品「顧尼卡J (Guerni臼)藉由非人的形式構

造，使其對社會的抗議變得更尖銳。藝術品批判社會的地方即在社會創傷之處，

藝術表現揭露了社會的無人性、痛苦及幸福的粉碎，是藝術反抗社會的怒吼

(Adorno, 1998c: 353; 1970/1999: 237) 。

正是通過這些特殊方式，現代主義藝術毫不留情地使人正贏了世界的災難

史。對 Adorno 而言，寫實主義的總體性觀念是一種假的、威迫下的和解，而不是

真正無宰制的和解，終將順從於現存社會秩序的意識型態，並壓市 j任何對這稜秩

序的批評，只有現代主義藝術才有力章對抗社會的總體化。 Adorno 的美學因而是

為現代主義藝舔了辯護的美學。

對 Adorn。而言，現代主義的藝術形式能揭露社會的矛盾，促成批判社會的意

識。問題是，這類作品大多難以被大眾接受，閱聽人口明星真地稀少，那麼這種否

定性藝術便徒異形式上的效果，失去實質的社會影響力 (Pauline ， 1984: 95 )。換言

之，現代主義藝術是曲高和寡的(如 Schoenderg 之類的音樂) ，從而影響力有限，

遑論達到解放的皂的。 Adorno 明顯地不君主觀閱聽者對作品的詮釋、藝術經驗如何

能具體地發揮影響力及誰來產生影響力等情題，而只專注在藝術品本身的內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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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的真理內容作為對藝術品存在的否定，是被藝術品所中介，雖然

藝術品無法與其真理內容溝通。......。藝術作品中的產史並不是某種現

成物，歷史獨自從某種僅僅被設定好與製造好的事物中釋放了作品。真

理內容不外在於歷史，而是歷史在作品中的結晶。

時題是，加rger 蚵可{呆翻開口本身可將作者的動機直接傳到觀者而不會有扭

曲或差異的問題?觀者當然可將作品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對照，但此對照可能會產

生觀者自己的詮釋與想法，即可能導致非作者原先設恕的政治效果。以此而言，

Burger 的批評顯得虛弱無力。更重要的是， BUrger 也未提出去叫可防止藝術被政治

化、不會變成宰制工具的方法。早期中國大陸的共黨政權即利用了 Brecht 的藝舔了

主張製造不少標準化的樣板戲(如「白毛女J) ，作為宣傳說續、美化社會的工具 c

雖然如此，也未必能證明 Adorno 的理論完全為真，或許某些介入性的作品偶

爾也能達到作者預設的效果。何種作品在何種情形下可直接傳達作者的政治意

圈，並能在閱聽人心中產生作者想要的政治效果，恐怕需要更多經驗性研究才可

得到更完整的說明。而且，自主性藝fAcy與介入佳藝術是否可如此明顯二分，也有

待進一步釐清。這些都是 Adorno 美學必須面對的問題。

四、藝街真理與政治實踐

Adorno 並不是認為具有正面政治影響力的藝術不可能是好的藝術，而是認為

一件作品的政治意義與作者的意向無關。 Sarte 與 Brecht 的作品並非都不好，其作

品有時與其理論或明確的意向是脫節的。如 Sar恆的{嘔吐) (Nausea) 、 Brecht

的{伽利略傳) (Galileo) 等作品，仍是成功之作 (Adorno， 1998c: 54; 1970/1999

32) ，但此非出他們的意向所致。

對 Adorn。而言，一部作品的政治怪不在於作者的意向或外顯的內容，而在作

品內舍的「非意向性真理J (unin記ntional加th) 或「真理內容J 0 Adorno 認為每

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都包含了真理內容，但它不是一種直接可理解的事物，需要

哲學的解釋。真理內容是一種其歷史性的意義載體，會不斷隨歷史的演變而有不

同的意義。 Adorno (1998c: 200; 1970/1 999: 133)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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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政治上的群眾動員力量，既可能促進革命，也可能被利用而變成反革命，只

有反對介入政治的自主性藝術能免除這個危險。

Sarte 與 Brecht 除了|司 Benjamin 一樣重視大眾的力量外，進一步強調了作者

的角色。 Sa巾主張文學的作者必須介入政治，明確表達出批判政治的傾向或意

肉，以喚起那種能實現本真存在的個體自由抉擇意識。 A吐orno 則認為在一個被決

定的現實世界中，自由變成是一個空泛的口號，抉擇也只是在現前有所限定的非

此即彼現實中去做選擇。 Sa吐e 想要讓藝術變成作者觀念的載體及提倡白白的車接

工具，走向了極端的主觀主義，而不顧這個行政化或管理化的客體世界，忽略了

文化工業及法西斯主義同樣可摘取其概念加以改造，變成與作者相反的意圖。所

謂抉擇與自由，在 Nazi 口號中變成「惟有犧牲可以使我們自由 J (Adorno,

1965几979b: 1郎-182 )。因而自由只能經由沈默的拒絕，而不是有意的表逞，介入

只會喪失自主性，聽命於宰制者。 Kafka 的小說雖然從不直接批判資本主義，但

卻經由荒謬的情節充分揭露了那個行政體制下社會的非人化 (Adorno ， 1998c. 342;

1970/1 999: 230) ，反而是更具政治批判刀的。

此外， Brecht 認為藝術必須讓觀眾欣賞時，能打破對世界的慣常了解o 要達

到這種教育效果，就必須利用疏離或陌生化技巧。也就是要求演員與其扮演的角

色悶在情感上要保持距離，破?除入惰，使觀眾意識到他們正在看戲，保持清醒的

分析能力。 Brecht 後來稱自己的戲劇理論及創作為「辯誇劇J (余匡復， 1996 :

855 , 859-861 )。基本上， Adorno 對其理念並不反對，但在 Brecht 主張藝術必須要

強迫觀豆豆走出自己去批判世界的同哼，其某些教育劇的強烈說教性卻叉阻礙了所

設目的。 Br，自ht 有意識地灌輸某種政治意圓的結果，反導致其戲劇不容許其他的

可能性，而意義的可能性恰好是真正的批判思考所必須。所以 A品orno 批評 Brecht

這種政治作品是「權威主義的 J (Adorno, 1998c: 360; 1970/1 999: 242-243) 。換言

之，藝術的政治性應在引起批判思考，而不是在灌輸某種教條。

P. Burger 則為 Brecht 提出了辯護。他認為童基術確有其社會批判的重要功能，

但此種批判可直接經出作者的政治理念而發揮效果。 Burger 認為作者的個別動機

在作品中仍有極大的自主性，因而也可以產生直接的政治效果，亦即觀者可用以

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對照(蔡佩君、徐明松諱， 1998: 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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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 Adorno 把藝術政治隘的意義範限在也真理內容而來的意識轉化，

使之成為批判的意識，而非在直接告訴觀眾怎麼行動，不在進一步地獲得某種思

定或設想好的效果。 Adorno (1998c: 367; 197011999: 247)指出﹒「實踐不是作品

的效果，而是被置入了作品的真理內容中。此即為何承諾能夠變成審美生產力的

原因」。似乎在 Adorno 看來，直接而實際的政治效果是不確定的，會導致某種意

識型態，因而是危儉的。

Adorno 認為藝術與理論同樣並非針對某特定社會問題之解決，兩者均在於批

判此社會問題賴以存在的整體社會條件。如果我們愈解開作品的真理密碼，就愈

了解藝術的這種實踐性 (Adorno ， 1998c: 358; 1970/1999: 241) 0 A吐orno 把藝術與

理論做類比，即以藝術為集理論與實踐於一身的特殊實踐，是一種「非實踐的實

踐」。如此意義下的實踐意指一種智識的實踐( intellectual pr缸is) ，而不是行動實

踐。 Adorno 的藝術實踐觀因而Aristotle 一樣，賦予了沈思( contemplation) 更重

要的地位，真正的實踐必須是沈思的，而不是勞動的 (Zuiderv問吐， 1991: 148) 。

於是 A吐orno 已經把Aristotle 的理論沈思、行為實踐及技藝(藝術)創作三分的理

性功能，合而為一了。

對 Adorn。而言，藝術的實踐性具有特別的重要地位，因為藝 i前的實踐是非暴

力性的。行動實踐的本質則傾向於暴力， r暴力內在於實踐中 J '而即使是最攻擊

性的藝你了，也代表非暴力性。藝術只是對日常忙亂生活的持續控訴，而實踐個體

背後則隱藏了野蠻的慾望 (Adorno ， 1998c: 359; 197011999: 241) 。對 Adorno 藝術

理論進步詮釋，可以說藝術非暴力的實踐特性具有和平解決社會時題的作用，

能促進人類的真正解放。 1ft或許也是 Adorno 之所以獨重藝晶宮、美學研究的主要原

因之一。

綜合上述，藝術介入論的主張可能會有以下問題首先，作品的意圖會受社

會統治機制利用或控制，變成統治者或統治機制的工具。其次，會變成權威主義

與灌輸，反而阻礙了真正的批判反思。第三，在總體化的社會中，藝銜的政治批

判效果很快就會喪失，而被重新納入組織體制中，失去反抗力量。第四，企區以

藝術導入直接的政治行動有淪為暴力的危險，藝術應與行動保持距離，而成為一

種智識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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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是一白主自足的整體，不可能把它控制住在作者的某個意圖上。不管

作者的原意是什麼，文本具有自主性而產生不一樣意義的解讀。換言之，真理內

容並不是藝術家的意向。藝術家也許自認為清經表達了欲表達的東西，但這只是

他想表達東西的一種指示( indi叫ion) ，尚須解碼。 Adorno 把藝術品比做是一種

謎 (Riitsel) ，藝術品的真理內容就是對每一單個作品所提出之謎的客觀解答，只

能被哲學反思掌握到 (Adorno ， 1998c: 194; 197011999: 128-129) 。

基本上，藝衡的真理內容即是指藝術蘊含的「意義 J' 且具有多元而不確定的

特性。對偉大藝術品的詮釋總是不斷產生新意，此部分地源於其所處的歷史觀域

不同所致。 Adorno 指出，藝術的真理內容是一種「無意識的歷史書寫 J (uncon

scious writing ofhist。可) ，它是社會中最先進的反抗意識，是否定性的，籍由技術

的力量而具體化於藝術中，表現出社會不可和解的矛盾與衝突 (Adorno， 1998c

285-286; 197011999: 191-192) 。藝術客體化或物質化了社會中的這種反抗意識，向

這個在歷史進程中一直壓抑人性的社會表達了強烈的抗議，此也就是現代主義藝

術的政治力量。

以荒誕文學為例，其把一種形上的無意義性以無意義的語言表達出來，以形

上否定來阻止f王何會產生形上肯定的審美形式，作品表面上無意義，實則更充滿

了意義 (Adorno ， 1998c: 516-517; 1970/1999: 347-348) 0 Adorno 認為現代藝街的

「不可理解性」也就是拒絕與社會溝通，它是一種無言的抗議，也唯有如此，現

代藝術才會引發真正的批判性反思。作品若具有明確的意涵，不是會變成塑造某

種意識型態(如 Brecht 的某些教育處0' 就是被資本主義體制收買(商品化或者

政治化) ，而喪失了批判的能量。 Adorno 認為藝術中的社會性在其反對社會的潛

在內部運動，而不是顯現在外的傾向。藝術品之所以能發揮其政治上的解放功能，

就在其「無功能性J (Funktionslosigkeit) (Adorno, 1998c: 336-337; 197011999:

227)。

換言之，藝術愈是看似無意義，它就具有更多的意義;它愈是不具批判社

會政治的功能，就愈真正能發揮批判社會政治約功能。 Adorno ( 1998c: 360; 1970/

1999: 243) 認為任何作品若要具有實踐效果，不是靠滔滔不絕的說教，而是經出

那種難以理解的意識轉換過程而達到的，煽動的效果很快就會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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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教育領域都已在承擔自主性人格、批判思考的教育功能，何勞美育再提?誠

然，各教育領域經常提及這些概念，但這並不表示美育無須再強調。相反地，音樂、

美術、文學、戲劇等藝術文化看似為無關社會、政治的個人欣賞活動，實則其中隱

含了各種文化控制、社會意識型態的論述，對於人格的扭曲與危害甚大。因而批判

取向的美育對於自主性人格、批判思考能力的強調，更有其重大的意義。此外，批

判美育所強調的「批判 J '皆在反省藝術文化活動中的各種意識型態、社會權力形

式，此不同於以研究藝術的歷史因素及作品的形式、內容等要素為主的藝術史與藝

術評論領域(當然兩者也互有關聯)。

5 去四圈內研究美育的王秀雄、黃岳來、郭禎祥、林受麗、邱兆偉、崔光宙、馮朝霖、

林逢祺等學者皆未特別有比方面的研究專著。

而來的美育理論，可稱之為「批判取向」的美育。主毛主要特色在於經由各種文化、

藝街的教育活動，批判其中所隱含的社會、政冶意識型態，使學生察覺文化商品、

政治意識型態吉凶可透過各種系統潛在地形塑人們的感性發展與政治、文化認同，

自己對生活世界的理解是女叫可被各種社會力量及社會結構所形塑，以及政治權力

是女凶可透過各種文化形式內化到白己的意識及自我認同中。

換言之，批判美育的目的即在使其每個人都成為其自主性人格約「文化批判

者J 以達1成個人與社會的真正解放4。以下即治著A吐orno 的審美政治學思想進

步闡釋這種批判美育的理論與實踐。

一、重視批判取向的美育理念與研究

所有藝術都隱含了一種觀看、建構或理解世界的方式，對世界是什麼或能夠

是什麼提出了看法。藝術既穩蔽叉揭露政治與社會圖像 (Beyer， 1995: 271)' 美育

也無法孤立於社會政治以外。 Adorno 的論述已提醒人們必須注意某些藝術文化中

其有的政治性效果，揭露隱含的意識型態，以及彰顯現代主義藝術之流的政治批

判力量。以往國內美育研究經常偏重美育的情感與道德陶冶、想像力與戲造力、

文化交流等功能，在社會政治意識型態批判上並未深入探究，誠為一項缺憾 5 。在

各種美育程論中，也大抵以美育有助於道德教化、陶冶育感、休閒娛樂、心理治

療、提昇創造力、認識世界及文化交流等作為實施美育的基礎(林政華， 1995 ;

崔光宙， 2000 ;享有禎祥， 1999)' 未注重美育的社會批判性，忽略了美育作為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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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rno 的藝術實踐論實即涉及其理論與實踐辯證的特殊觀點。 Adorno 基於

批判理論的根本立場，認為哲學與藝術就是理論也是實踐，打破了理論與實踐的

二分。批判理論引用K. Marx 的理念，主張理論不是用來解釋世界，而是用來改

造世界的。因而批判理論不同於傳統理論，不在建立一個抽象的體系，而是一種

改造社會的思維運動與立場。雖然強調理論即實踐，但批判理論並不主張要「透

過固定的實踐和圈定的活動方式」來實現其環想 (Horkheirner， 196811972: 241)'

它只是要「揭露」不合理的意識型態。

正因此種實踐戳，在1969年的學生運動中招致左派人士指責Adorno只說不

做。 Adorno則回應說，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教條違反辯設法，實踐雖是理論的能

源，但須受理論的勸誡(引自欒棟、關寶艷譯，1990:9)。學生運動似乎變成只

是利用理論來合法化其暴力行為，把理論與實踐做了直接的等同，而非辯證的運

用。社會改革因而淪為「為革命而革命J' 變成大眾發洩情緒的工具，掩蓋了改革

的真正目的。Adorno即會感慨地說「當我建立我的理論模式時，我從未想到入

們會懇要用燃燒彈來實現它J (司 i 臼 Jay， 1984: 55) 。

對 Adorno 而言，理論與實踐應互相校正，實踐應避免理論的直接應用及暴

力，兩者須處於辯證活動中。問題是， Adorno 只強調保持思考的活力，而不指明

具體的行動方式與程序，也使得藝 VItI的政治力量變得模糊而不確定，難以聚合形

成一股批判力量。理論與實踐之問究竟應如何互動才能就避免暴力，文不流於紙

上談兵，實非易事。此外， r真理」此概念是知識論中探討的一般主題，藝術是否

可說「具有真理 J' 仍是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不同美學流派有不同的看法。 Adorno

對此並未有詳細而清楚的說明，其藝手Ic I真理論的內涵仍有待進一步的釐'!育。

肆、 Adorno 審美輯:自學的美育意攝

正如前述分析， 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郎在達成意識的轉化，以解放宰制，朝

向美好的生活，此實i)j為整個教育的理懇。雖然真理論尚有一些未決問題旦有待

進一步的驗證'但已足以提供美育一些啟示。美育可用以實現 Adorno 審美政治學

的理想，而其理論也為建立審美教育學提供了反省的基礎。也 A位orno 審美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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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意識、改善社會環境的力量。

就我國美育發展而言，林曼麗 (2000 : 30 ' 52-55) 認為，即使 1980 年後的

美國 DBAE (r學科取向的藝術教育J) 理念愈來愈受到國內注意，但幾十年來到

現今，美術教育寶貝自仍是比賽文化、作品主義當道，其背後則是技術主義掛帥。

雖然目前也強調兒童的創造性與自我表現，不過實質的根源仍是技術主義。呂前

的國小美勞課仍以手的操作及技街面的學習為主，矮化了美勞科的教育意義。吳

圓淳(1997: 202) 則認為，美術教育在整體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配合勞動

生產、民族精神及經濟發展政策。而在音樂教育方面，歷年來(此主要指 1994

年修訂前)的園中、小及高中課程標準'主要是以加強學生愛國意識為重點，而

非培養音樂美感。音樂教育的活動以歌唱為主，內容則治用許多抗戰與愛黨的歌

曲(練郁秀， 1999) 。國內的美育成了技術教育、民族精神教育、黨化教育，既忽

略了美育的社會批判功能，也成為當政者灌輸特定政治意識型態與政黨情感的工

具

觀內要害校的一般美育目標或理念大都會強調維持人我之間的和諧、美化社會

或彰聽了土食的光明面 o 但在權力底下 r和諧主義」常常是掩飾不合理的手段。依

據 Adorno 的主張，美育不應只在強調和諧，更濤:去突顯不和諧。美育可以藉由藝

術揭示並批判社會的矛盾衝突本質，讓學生了解藝吾有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衝突實

惰，而不是一味強調藝術在社會上扮演了和諧、美化人生的角色。它更能以形象

的感受方式深刻地喚醒人類過去痛苦的歷史記憶。此種批判J美育的理念與一般入

對美育的直覺看法是極為不同的。未來美育除了增進審美能力、陶冶金活情趣等

和諧元素以外，也應加入社會政治的批判分析，使美育發揮促進社會進步的力羹。

二、美育應成為文化批判的教育

對 Adorn。而言，美學已不再限於談論藝術品、美等範疇，而擴大至1文化批判

的領域。 Horkheimer (196811972: 200) 曾指出，人的服飾、態度、行為舉止及情

感特性都是歷史的產物，甚至對事物的觀察及知覺方式都與幾千年來社會生活的

發展過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美感對象及審美主體本身經常是無意識地受到社

會與歷史所影響，其中隱含了各種不合理的意識型態。美育因而不能只是傳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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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藝街的教育，也不能只是注重文化「傳承」的教育，更應是文化「批芋 UJ 的教

育。以此而言，美育的實施並不限於宮前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語

文、社會等領域也涉及文學、藝術、文化古蹟等內容。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相關

美育議題，如廣告、流行文化、公共景觀等，這些都應含括在美育的教學範圈內。

在文化批判上，前已提及 Adorno 對文化工業的猛烈批評。暫且不論學環上文

化工業的操縱或抗拒之悶的爭論，文化工業的「弱智」效果在現代社會裡似乎愈

來愈嚴重。電視麟不只情節千篇一律，更以討好大眾為能事，想盡辦法迎合大眾

口味，而不是檢視大眾品味中的問題並加以提昇之。就國內而言，八卦性、偷窺

性、煽惰性的節目、偶像劇及新聞大行其道，媒體以追逐徘問及聳動性消息為主

要任務，媒體的弱智性把觀眾弱智化了。教育部也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

中指出，媒體儼然已成為兒童與青少年的第二教育課程，甚至有可能取代學校而

成為第一教育體制。傳媒已成為年輕一{令建立世界觀及價值觀的最重要來源，教

育工作者如何面對流行文化的棺關問題因而變成教育的重要新課題(王念慈等，

2002) 。

以此而言，教師應具有對文化工業問題的分析與批判能力。除了讓學生了解

文化工業的潛在心理效果，更應在教學中導引學生接觸具有較深度內涵的文化活

動，培養對藝術文化的深度欣賞力。學生若長期浸泡在文化工業中，恐怕將如

A吐omo 所說，學生的感覺退化到只能接受淺顯易懂的肥皂劇、流行音樂，而無法

理解許多深刻的文化遺產。

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文化工業的輸出也常伴隨著生活方式、文化償值觀

及政治信念，形成一種殖民的文化政治效果而激起抗拒。例如:伊朗政府為了避

免金限碧眼、衣著曝露的放蕩女子芭比娃娃玩偶破壞伊斯哥哥傳統價值，下令禁止

美齒的芭比娃娃進入伊朗市場，而另外製造了一組名叫薩拉與達拉的玩偶。伊朗

認為女孩如果玩芭比長大，可能會拋棄伊朗的傳統文化價值。而玩薩拉的女孩

會熱愛白己的文化，了解什麼才是正確的伊斯蘭女人形象(楊索， 2002) 。文化工

業真有道德教化、文化控制的巨大力量，芭比與薩拉成了文化殖民與反殖民控制

的對抗戰場，而形成經濟與政治事件。這些問題質可作為美育約教學與研究課

題。



的學者J'lIJ指出，在英國的文學教育中，藝術成為階級壟斷的工具，文化資本為某

些人占據，被用來維護與合法化上流階層的地位和特權， W. Shakespeare 即是

個社會控制的典範。透過學校課程與考試制度(題目) , Shakespeare 被作為選擇、

分類、排斥的工具，考試的內容試富有意誘導學生忠誠地扮演社會角色、被動地

接受上天的安排，以及故意忽略階級問題等。因而他們要求重新解讀，彰顯

Shakespeare 中的破壞性與解放性的一面 (Gibson， 1986: 日， 103 ， 110， 113) 。在臺灣

早期美育中，藝術也經常扮演政治控制的角色。解嚴後，學者與民間對美育政治

化的現象己有所批判(練郁秀， 1999) ，但潛含在美育教材中的意識型態，仍須進

一步加以分析與批判。

四、培養自主性人格

Adorno 主張教育的首要原則郎在培養其獨立自主思考能力的人﹒「教育所具

有的唯一意義，在於其為種邁向批判的自我反思的教育J' Adorno 認為真正能

反抗集中營原理的力量即為自主性，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反思與自我決定的力量，

而不是合作的力量 (Adorno， 1963/1998缸 193多 195 )。依此而言，美育也即是要培

養學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以免於被不合理的社會文化現象宰制。

自主性人格具有 Adorn。在于定辯證法所強調的非同一位思維模式。同 性思維

是一種下定義或範疇分類的認知模式，傾向集體性，經常形成圈定的意識型態，

非同一位思維則反之。同一↑生思維的教育模式即是 Adorno 所說的「半教育」

( Halbbil吐ung)。半教育主要顯現在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教養的階級，是種異

化的意識或精神，回著於對事物的某種觀點並視為理所當然，只會按照「範疇分

類」邏輯方式進行認知與思考。而此種陳腐的分類模式正是存於極權主義系統中

的有害力量。批判意識是深思與辯吉壺的，是自主人格具有的基本特性 (Adorno ，

1959/1 993 )。意識的退化向同 性是缺乏自我反思所致。非同一性思維則保留了

思維與對象的二律背炭，尊重對象或他者的地位，不會形成意識型態。

就美育的白的、教學及師資培育而言，美育應加強學生非同一生的思品佳方式，

即一種批判思維的認知方式，而不是背定義的方式。教師對藝衡的分析應有所保

留，提醒學生其他的可能性，非確切不移地認同所謂權威的說法。要讓學生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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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露藝衛與文化中的政治意識型態

藝術具有社會政治性是 Adorno 強調的重點之 。不過藝術之具有政治實踐

性，不在表現社會的和諧，也不在介入政治，而在保持自主性地揭露社會的矛盾。

否則不是會被統治者利用、變成權威主義與教條灌輸，就是會重新被納入社會體

制中或淪為暴力實踐。

因而在美育的教學與課程過程中， &\~頁注意各種藝術與文化中潛藏的政治意

識型態。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重要問題。國際上發生過不少藝術與

政治之間的衝突事件，藝術白主與政治介入之間的關係則是爭論的主要焦點之

_6 。美育教師在分析這類具爭議性的政治化藝術時，應注意其中穩含的政治意義

究竟是維護統治者的，還是反動批判的，勿受制於表面意義而誤導學生。教師也

應提醒學生，在接收、觀賞政治訴求現顯的藝術作品或文化活動，去日類似 Brecht

那種具有灌輸特定政治立場的教育戲時，應冷靜的分析，勿受到洗腦而尚不自知。

教師也應讓學生接觸那種難 1葷的現代主義藝術與批判不合適社會的藝術，分析其

中具有的社會批判力量，而不只是教導悅耳的古典作品。

在現今的科技時代中，藝術、文化與政治活動已連結成一個網絡。圈內每逢

政治選舉，各個政黨總是充分利用大量的文化媒體，包括電視、廣告、歌曲、藝

術表演、民俗活動、藝術團體一等，來燭哥哥 J選民的情緒、誤導認知及轉移焦點，

造成許多不間是非、只向黨派的政治狂熱者。民主社會貴在每個人能獨立自主判

斷，而不是易於陷入集體崇拜的他律控制中。所以美育應儀早就培養學生判斷分

析藝術文化活動(尤其是選舉時)中的政治意識型態，養成批判分析的態度，未

來成為能冷靜思考的文化批判者，而非受到;扇動就直接投入行動的狂熱盲從者。

政治人物有時會利用藝術文化活動行集體控制之效，此是美育教學土應注意的，

教師也應時時自我反省是否無形中已受到宰制。

就美育教材上言，教材中的政治意識挫態也必須加以分析。英屋里文化唯物論

6 *"一九九三年美國的車特尼雙年晨(Whitney Biennial) , &r 囡展出品多涉及政治內

容而引起一場自主與介入的論戰 (Kelly， 2000: 221-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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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無答案的狀態，勿經常提供「標準」答案。此外，教師在分析藝術作品

時應儘量f乍到星叢式的論述方式， l'P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作品，引發學生更

多的思考空間。

換言之，不論是在教學或師資培育上，美育的目的都在培養自主思維、獨立

判斷的能力，而不是附和f到可i觀量的意見、共識或權威的設法。教師應鼓勵學生

在進入美術館、博物館、音樂廳時，能對各種預先設計好的「正確」解說與導質

保持懷疑的態度，自己親身體驗並探索作品內在的意義，然後與教師共同討論，

以培養自主批判意識。

綜上所述，由 Adorno 審美政治學衍釋的美育意涵實含有強烈的社會政治批判

意味。基於社會體制的同一化與集體化趨勢及政治控制、工具理性、商品文化對

個人文化生活解放領域的侵蝕，美育必須起而以否定辯證的徹底懷疑精神奮力對

抗之。J!t種美育主張雖有其獨到的見解與優點，但也非全無問題。

首先，若將美育活動全然霞於社會政治批判層面，有窄化為政治教育的危險，

不可不慎。其次， r批判」只能是方法而不能成為皂的，是為達成人與自我、社會、

自然之筒的和諧及美好生活的目的而採行的手段，否貝立即』甜苦為批判而批判，反

成為另一種意識型態。而且批判美育理論太強調「否定J 與「個人J' 對任何美育

活動中的肯定性論述與集體合作均抱持懷疑態度，可能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緊張

與不信任，以及削弱美育中對藝術文化的美感體驗活動，這些都是批判取向的美

育理論在實施將須特別注意的。畢竟人與人問仍有真誠合作的空間，培養藝術感

受能力仍有其重要性。在美育的實施階段上，批判美育的方式可能也不適用於較

低年級學生，至於應從何階段開始、如何實施，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評估。雖然如

此，未來美育若能以批判取向的美育與現有的美育理論互補運用，當更能發揮美

育的社會改革力量，使社會更為公正與民主，邁向美好生活的實現。

恆、結論興建議

Adorno (1963/1998ι194， 203) 晚年曾指出，沒有人可以說集中營歷史的政

治狂熱不會再發生，或許它就藏在我們看不見的政治情境中。他建議教育必須轉

T.W.Adomo

化入社會學的範疇中，

戲。基於此理念， 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在美育上的意涵也離不認社會、政治批判

的範疇，而具有一種美育社會學與美育政治學的特色。

若如 Adorno所言，人類理性的發展不免淪入工具理性、宰制理性，那麼藝術

中的救贖理性便顯得異常珍貴。Adorno 的審美政治學暗示了救贖的可能性與理

念，囡而為批判美育的理論與實踐奠立了美學基礎。美育不只是用來陶冶實感、

治療心理、休閒娛樂而己，更是批判社會、改進生活的利苦苦7 。

基於上述 Adorno 對文化工業的批判、為現代主義藝術的辯護、對藝VItI介入論

的批判，以及對藝術的政治實踐性之分析，未來美育研究應更重視藝術文化、美

育與政治意識型態之闊的獨f系。美育也應分析文化工業、各類新興藝VItI對社會的

影響，加入對於文化、藝術的社會政治作用之批判，增強自主性人格、批判意識

的培育。

根據前述分析所得結果，以下試擬建議作為未來美育理論發展與賞踐改善之

參考:

一、批判取向的美育理論之可行性，宜進一步進行實證研究，以了解目前學

校美育是否促進了學生的社會批判思考能力及如f可改善等課題。

二、美育的課程設計宜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著手，融入批判取向的理念，

以促使不向的社會族群能自我檢視與批判文化中需要改善的族群、性別、宗教、

社會與政治等種種意識型態，以減少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衝突與悲劇。

三、教師在美育教學上應融入培養學生自主佳人格的目的，而不是只童在學

習藝術知識、美感欣賞的層面。應使學生成為文化觀察與批判者，了解社會制度

透過文化藝術活動所可能加諸於個人意識之上的扭曲、宰制與認同，並進而批判

其中不合理之處。

7 批判美育如何處理人性中的情成因素。基本上，批判美育並不反對j晶養情戚，但更

重視分析與反省情戚，以揭露其所受到的社會不當宰制、扭曲與灌輸。在Adorno

的用語與思想中，情戚與理性互為糾結，未可截然二分，而統歸於意識或意識型態

的概念中。有關情星星與理性之閉關你的問題，頗為複雜，但益非本文的中心問題，

符他日專文深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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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流行文化工業各種潛在的心理及社會政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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