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本研究即將進行論證的命題是：壯美教育乃是台灣美育困境的超越之道。

首先，台灣美感教育的歷史發展，長期以來其實一直處於一種缺乏超越的困境1。

面對這樣的問題，當然必需思考：什麼樣的教育改革能夠超越這種困境？其次，

一套健全的教育改革方案，應該有一套健全的教育哲學思考作為根基，同樣地，

美感教育的實施亦不能沒有美學理論的支持，教育工作者美學素養的高低，可能

是影響美感教育品質優劣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決台灣的美育問題，就不能不

從美學的角度，檢視前人的相關論述，一方面可以理解過去的努力與成果，另一

方面也可以省思現在的處境與未來的展望。換句話說，台灣教育界的美學思維，

不能自外於中西美學史的論述脈絡，否則就像以管窺天的井底之蛙一般，會造成

一種不知天高地厚的貽笑大方。此外，更重要的是，任何美學理論的提出，皆有

其時代背景與社會文化脈絡的限制，所以台灣教育界亦不應直接移植中西各家的

美學論述，而應該予以消化、吸收並且進行一種理論的省思與建構，才可能真正

為台灣的美育活動指出一個實際可行的方向。有鑑於此，考察中西美學史的各家

學說，尼采的壯美觀可說是對西洋古典美學的批判與超越，莊子的壯美觀可說是

對先秦儒家美學的批判與超越，因此兩家的美學視野，應有助於「如何超越台灣

美感教育的困境」這個問題的思考。最後，由於本文旨在論證壯美這種感受可以

使生命產生超越的動力與智慧，壯美教育可以使台灣的美育困境獲得超越，所以

本章將在第一節分析台灣的美育困境，在第二節說明本研究對「壯美」概念重新

界定的理由，並且據以形成本研究所提出的論題。 

 

 

 

                                                 
1 關於這個困境的具體說明，請參閱本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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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美感教育的困境—缺乏超越 

 

所謂超越，乃是指一個人可以創造出無限可能性的動力與智慧。反過來說，

若缺乏足夠的動力與智慧，無論是個人或社會，都會陷入一種無法超越的困境。

因此，任何一種創造力的表現，其實都必需涉及超越的動力與智慧。吳靜吉曾經

在其〈華人學生創造力的發掘與培育〉一文中，明確指出台灣學生缺少創造力，

並且將原因歸於華人社會的以下現象： 

 

（1） 過份強調 IQ 而忽略創造力 

（2） 重視外在動機而忽略內在動機 

（3） 強調知識來自於權威的傳授，而忽略意義的主動建構 

（4） 強調競爭表現、單打獨鬥，忽略團隊合作、知識分享 

（5） 強調考試結果，忽略學習過程 

（6） 重視紙筆測驗、記憶背誦，忽略真實評量、多元表現 

（7） 支持乖男巧女、標準答案，排斥好奇求變、獨立思考 

（8） 重視創造知識的傳授，忽略創造歷程的體驗及個人經驗與發現 

（9） 強調努力認真，忽略樂在其中 

（10）重視言教要求，忽略潛移默化 

（11）重視學科本位，忽略課程整合（吳靜吉，2002：17-23） 

 

大體而言，這些現象的描述是正確的，甚至這些現象不僅與創造力有關，同時也

是台灣學校教育中主流價值的真實寫照。不過，本研究的立場與吳氏恰好相反，

吳氏主張以上的現象是「因」而缺乏創造力是「果」，本研究以為缺乏創造力也

就表示缺乏超越的動力與智慧，所以上述的現象其實是「果」而缺乏創造力則是

「因」才對。以上十一個命題，雖然吳氏都分別引證實徵研究作為事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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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若檢核其論證過程將會發現，每一單項研究雖然都可以支持該命題的成立，

但是如何綜合十一項命題可以得出「缺乏創造力」這項結論，顯然吳氏並未加以

論證，而且也缺乏直接的實徵研究資料作為論據。舉例來說，老師若是能有超越

困境的動力與智慧，便可以在教學的情境中展現出各種創造力，那麼「重視外在

動機」、「強調競爭表現」、「強調努力認真」、「強調學科本位」的社會評價又如何？

學生若是缺乏超越困境的動力與智慧，那麼即使是「重視創造力」、「重視意義的

主動建構」、「重視學習過程」、「重視樂在其中」、「重視課程整合」的社會評價又

如何？換言之，吳氏的觀點偏重從社會現象的角度解釋其原因，卻反而忽略了人

才是造成上述社會現象的主要原因，當人一旦喪失了超越的動力與智慧，才可能

會容許這樣的現象一再發生。本文以為，吳氏對台灣學校教育的觀察極為深刻，

可惜未能進一步深究這些現象背後的真正原因，以致於錯失了有效提昇台灣學生

創造力的關鍵因素。也就是說，這些大家習以為常的教育現象的背後，其實反映

出老師、學生、家長、教育行政人員、教育研究人員等等的無奈，而且這種無奈

已經根深蒂固地埋藏在社會大眾的心中，形成一個難以掙脫的牢籠，深深束縛著

施教者與受教者的心靈。這種無奈的社會心態，既是一種生命動力的淪喪，也是

一種精神文化的貧乏，更是一種意識型態的僵化。凡此種種都與台灣美感教育的

長期缺如有關，以下便進一步針對台灣美育的歷史發展，進行相關論述的批判，

以逼顯問題的癥結所在。 

美感教育，對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許多人來說，是個陌生而不切實際的名詞。

民國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台灣曾經遭遇過荷蘭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等

不同形式的統治：荷蘭人將台灣視為世界貿易的轉運站，鄭成功將台灣視為反清

復明的基地，清朝人在 1760 年以前將台灣視為麻煩之島，1887 年以後才將台灣

視為南方屏障，1895 年以後日本人則將台灣視為同化試驗的殖民地。換句話說，

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教育活動，從一開始就有非常強烈的「功利」色彩，或

商業利益、或軍事利益、或政治利益、或文化利益。尤其是日治時期的五十年，

派翠西亞‧鶴見（E. Patricia Tsurumi）的研究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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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欲以明治時期推展的現代科學教育取代「落後」的中國學問，但日

本的現代教育包含一個與中國共有的東亞文化傳統，強調文字、聖人之

教和儒家價值：仁政、忠君、階層關係、家庭倫理。台灣的新統治者認

為運用得當的話，將可贏得殖民地人民的忠誠和合作。然而⋯華夷之辨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則必需禁止。殖民地教育者認為，儒

家教條必需經由學習日語來傳授，運用被治者與統治者的關係強調效忠

日本。（林正芳，1999：10） 

 

由此可見，早期台灣人所接受的日本教育，乃是一套名為「愛國」實為「同化」

的意識型態，目的是針對台灣人被殖民經驗中的真實感受，進行控制、扭曲以及

同一化，使其不再對中國產生政治認同，以便能真正對日本產生文化認同。為了

達成上述目的，日本人起先只允許台灣人修習師範教育、醫學教育和實業教育，

盡量避免在台實施法律教育、文學教育、政治教育和哲學教育，就是擔心台灣人

會起而反抗這種意識型態的宰制，所以只傳授實用的知識而非理論的知識。另外

值得一提的例子，是專為台灣人設計的公學校課程，其目標在於傳播合理化傳統

行業的知識，使台灣的舊行業能更有效率，同時提供可靠的、廉價的專業勞動力，

為日本人所從事的新行業來服務。在這種充滿種族歧視的惡劣環境中，為了能夠

讓日子過的比較快樂，有錢人家的小孩被父母送去日本念小學，沒錢人家的小孩

只好自己去操場運動遊戲。此外，後藤新平曾經強烈批評日本的教育制度，除了

生產「機械人形」（玩偶）之外一無是處，於是在台灣創立一種新的中學型態—

住宿學校，而且有遠見地將「美育」與「知識性活動」、「身體和手的訓練」並列

為三大學習內容，同樣地，這間學校只收日籍學童不收台籍學童。（林正芳，1999：

42-54，61-63，184-185）由此可見，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人，面臨著意識型態

僵化的危機，更遑論有任何接受美感教育的機會。身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哲學博士

的林茂生，在其博士論文《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歷

 4



史分析與探討》中便表示： 

 

「近代教育的目的在於從個人內部去發展，而不把發展從外面強壓諸在

個人，因為擔心這可能損害兒童的創造能力。」 

「透過教育的文化同化是一種無意識的付出與取得的過程。一旦同化成

為一方有意識與片面的強迫，只會造成離心力的反彈。在整個台灣的教

育歷史中，文化接觸的問題提供了許多的例子。」（林詠梅，2000：218，

242） 

 

這樣的論述有兩層意義：一方面直接地對日本的同化政策提出批判，另一方面也

間接地為台灣的美育困境提供見證。 

之後，隨著國民政府接掌政權，民國十八年所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

乃成為台灣教育的基本方針與政策：「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

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立、

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這段文字充分顯示出中國社會的需求，

需要三民主義作為統一的意識型態凝聚共識，需要教育發揮促進經濟成長的實用

功能，但是某種程度而言，卻也缺乏一種教育專業思維下理想人類圖像的建構。

民國三十六年一月一日制頒憲法，其中第一五八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

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這段文字似乎

是從教育宗旨轉化而成的具體目標，德智體群四育皆有所涉及，就是獨漏美育，

由此可見，在這兩次官方論述的形成過程中，「美感教育」並非當時的執政者所

關心的一項議題。不過，當時卻仍然關心藝術家的生活，以及藝術古物的維護。

憲法第一六五條：「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

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憲法第一六六條：「國家應獎勵科學之發明與創造，並

保護有關歷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皆可為證。在相互比對下，不僅令人懷疑，

是否當時的執政者認為美感教育不切實際所以避而不談？或者，美感教育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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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妥善收藏文物和提高藝術家待遇即可？或者，美感教育不是真正的目的只是

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已？民國元年擔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曾經在教育部召開

臨時教育會議，提出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利及武勇兩主義濟之，

又以世界觀及美育養成高尚之風，以完成國民之道德。」後審查結果，以「世界

觀」教育陳義太高刪除，最後公布的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利教育、

軍國民教育輔之，更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崔光宙，1991：92）這樣的結

果，對一般人而言，只是少了世界觀教育，和原提案沒有太大的差別，不過，對

蔡元培而言，卻是少了整個教育系統的最終目的，所有努力功虧一簣。他在〈對

於教育方針之意見〉中直接表示： 

 

「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

育⋯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

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

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軍國

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世界觀、美

育主義兩者，為超軼政治之教育。」（蔡元培，1995：13，17） 

 

由此可見，蔡元培本人想要提倡的「美感教育」，和民國元年教育宗旨所規定的

「美感教育」，兩者雖然名稱相同但是理念內涵卻相去甚遠。再者，蔡氏的美育

與德育乃分別屬於不同的層次，所以他的美感教育有獨立的目的與功能，不只是

道德教育的手段，其實也是用來超越軍國民教育、實利教育、道德教育的手段。

也可以說，蔡元培的美育理念，乃是針對人類各種「功利」心態的不斷超越。根

據這段史實，明顯可見的是，蔡元培雖然是中華民國提倡美感教育的第一人，不

過他的美育思想體系，卻尚未被國人充分的理解與接受，或許這乃是造成教育行

政機關長期忽略其主張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更根本的原因也可能是，這種不

求功利的美感教育，對大多數的中國人來說，是一種不切實際的空中樓閣，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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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拯救國家於危急存亡之秋，又不能幫助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掙一口飯吃，實在沒

有多談的必要？ 

那麼，這種缺乏美感教育的政策方向，中央政府遷台之後是否有所改善呢？

教育部在民國三十九年六月訂頒「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民國四十一年訂頒

各種教育改革方案，其實都是為了配合蔣中正反攻大陸的軍事計畫，所以此時期

強調的重點當然是：「民族精神教育」、「三民主義教育」、「生產勞動教育」以及

「軍訓教育」。尤其教育廳在「台灣省各級學校課程調整辦法綱要」中，更直接

針對中等學校教材作出規定：「體育、童子軍、音樂、美術等科，應盡量注重愛

國、尚武、反共抗俄、勤勞、服務各種材料之攝取。」此外，在初中課程及教學

時數的調整上，亦有數學、英語科時數增加，音樂、美術科時數減少的情形發生。

（李園會，1984：108-111，161，164，181）因此，政府遷台初期的教育政策，

仍是一種特定政治意識型態的灌輸，設置藝術課程的目的不在於美感的陶養，而

是作為一種控制感受、扭曲感受、同一化感受的工具，這種威權統治心態下所辦

的教育活動，再一次重蹈了日本人實施同化政策的覆轍，也無情地摧毀了台灣人

接受美感教育的契機。民國五十一年二月，教育部長黃季陸召開第四次全國教育

會議，蔣中正在會議中表示，這次的教育會議，可以說是反攻復國的準備會議，

今後應特別注重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會議組織規程第一條則指出：「教育部為

檢討現行學制與當前教育問題，研討配合經濟建設教育發展方案，規劃大陸教育

重建事項，發展華僑教育，及加強國際文教之聯繫，特舉行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

此次會議提案共有一六二件，經大會討論通過的有一零九件，總共分為「訓育」、

「體育」、「科學教育」等等十三類，卻就是沒有「美感教育」這一類別，只有在

「社會教育」類別中，發現「請加強文藝與教育結合案」、「促進藝術教育發展案」

兩個提案，佔全部提案比例約百分之一點二左右。（教育部，1970a：1，19，

135-137，203）由此可見，當時與會的相關人員，的確缺乏對美感教育問題的關

注。上述兩個提案，乃是由趙友培及中國社會教育社分別提出。若是從所建議的

辦法加以比較，後者較偏向於專業藝術人才的培育，前者較偏向於中學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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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姑且不論，這樣的作法是否切合美感教育的本質，單從他們提案的理由，

卻已經清楚反映出同樣的事實： 

 

「目前各級學校過於偏重知識教育，而忽視了文藝教育⋯我國教育家一

向主張『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教育部以前曾有『美育委員會』之設

立，但不久亦告撤銷。我們只聞國家長期發展科學，不聞長期發展文藝，

似未免失之偏枯，所以應從速加強文藝教育的結合。」 

「目前藝術教育狀況，多由藝術工作者各自行動，因此政府教育當局對

於藝術教育之輔導，似應進一步予以加強。」（教育部，1970a：135，

136） 

 

那就是台灣美感教育的懸缺，教育行政機關絕對難辭其咎。 

民國五十九年八月，教育部長鍾皎光召開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人員

特別增加了中小學校長以及各縣市教育局局長，在教育部主動提出的十七項方案

中，終於有一項方案開始關心藝術教育，那就是「加強文化建設方案」。該方案

一開始便表示遵照蔣中正之「民生主義育樂兩篇補述」，其列舉之原則中有三點

值得特別注意： 

 

一、建立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之三民主義文化體系。 

四、根據「當前文藝政策」，發揮我國固有文藝特質，吸收世界文藝精

華，透過文學、音樂、戲劇、美術、舞蹈等活動，達成文藝復興之目的。 

五、加強藝術教育，發掘並培育藝術天才，以促進藝術之發展。（教育

部，1970b：325） 

 

其實施要點中則有四點和國民教育有關： 

 



（三）對於藝術資賦優異之青少年及兒童，加強其教學輔導。 

（四）中小學藝術課程應予加強。 

（六）各級學校應充實藝術書刊及藝術活動設備。 

（七）各級學校之藝術活動，應與社會相結合，並輔導學生參加國內外

重要藝術活動。（教育部，1970b：327） 

 

由此可見，這個時期的政府為了推行文化復興運動，開始提倡各類的藝文活動。

不過，若將「倫理、民主、科學」作為文化建設的本質，則顯然只注意到「真」

與「善」的範圍，卻忽略了「美」才是藝術活動的本質。此外，以上的論述似乎

也隱含著「藝術是天才的專利」，所以「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天才的發現與培育」。

否則，為何在「教育革新方案之三—貫徹實施九年國民教育方案」中，不見任何

相關的論述呢？該案革新原則第四條指出：「國民中、小學之課程，應注意德、

智、體、群四育均衡發展，並採九年一貫之精神，國民小學以倫理教育、生活教

育為主，國民中學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與職業（技能）教育為主，以期達成培

育健全國民之目標。」（教育部，1970b：295）這裡，「美感教育」再一次受到忽

略，難道教育部在擬定兩個方案的時候，不必考慮彼此之間的相互配合嗎？或者

因為藝術教育是社會教育司的職掌範圍，所以國民教育司就不必插手參與？這種

缺乏跨部會整合的政策推動模式，實在很難想像其目標如何能夠在學校教育裡真

正落實？更嚴重的問題是，綜觀文化建設各項實施要點，只知從「經費」、「獎金」、

「設備」、「場所」、「比賽」、「表演」的角度進行規劃，卻完全不曾從「教育」以

及「美學」的角度進行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與實施，換句話說，缺乏美學素養以及

美感教育的民族，如何能夠創新文化促進藝術的發展？ 

民國六十四年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長，指示教育部長蔣彥士辦理行政院教育

會議，這時期討論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培養經濟發展所需技術人力」、「如何籌

措與分配教育經費」等等。（教育部，1988：27）民國六十七年蔣經國任命孫運

璿為行政院長，六十八年總統令公布「國民教育法」，其中第一條規定：「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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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這項條文使得「美感教育」終於在國家的法律層級有

了明確的法源依據。民國六十九年教育部長朱匯森，依據上述法條更發布「國民

中小學加強美育教學實施要點」，內容從抽象的「基本認識」、「目標」、「原則」

一直涵蓋到具體的「實施項目及方式」、「配合措施」、「教學評量」，這可以說是

台灣教育史上，第一次有行政官員認真而仔細地針對美感教育的推動進行規劃。

整個要點的撰寫不僅條理分明而且切實可行，其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採取一種

「統整」的角度來界定「美感教育」的範圍，茲舉例如下： 

 

「美育的功能在促進德、智、體、群四育之均衡發展，並提高其境界，

豐富其內涵。」 

「美育的範疇，不單只美術、音樂等科，其內容包括所有課程中涉及美

感的各種活動與經驗。」 

「評量範圍包括：欣賞力、創造力、習慣、態度、學習精神以及美育知

能等。」 

「學生美育成績之考查，依據教育部修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考查辦

法』融合於各科中辦理，不必另列。」（陳木子，1998：148-154） 

 

這種說法清楚地指出，美感教育不只是藝術類科老師的工作，而是每一位老師都

有應該參與的責任區塊，也就是各學科領域中的情意目標。不過，有點可惜的是，

上述文字似乎將美育定位為其他四育的方法，而未貫徹國民教育法的精神，賦予

其應有的獨立地位，好處是容易說服所有老師將其視為自己分內的工作，壞處是

美育和其他四育之間的差異卻容易被忽略。若為其設想補救之道，則應針對師資

培育機構或教師研習中心等單位，要求其妥善規劃「美育原理」等相關課程，以

供全國教師進行在職進修。至於尚未取得教師資格的在校生，則應將「美育原理」

納入其修習教育學分中的必修課程，如此方能真正落實以上辦法的美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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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失望的是，全台灣的師資培育機構或教育相關系所，從來不曾將「美育原理」

納入必修課程，教育部也未持續督導各級行政機關進一步落實上述的實施要點。

究其原因，本研究以為負責師資培育工作的教育研究人員，以及推動相關政策的

教育行政人員，可能大部分都缺乏基本的美學素養以及豐富的美感經驗，或許是

造成此遺憾的主要原因。 

民國七十一年國立藝術學院正式成立，七十六年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七

十七年二月教育部長毛高文召開第六次全國教育會議，其中有兩項議案所提出的

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國民教育發展計畫」中所述： 

 

「五育教育如何正常發展問題。由於重視升學主義，在考試壓力下，使

得其他四育不能正常發展，影響學生身心至鉅。應否從教學方式、聯考

制度、課程內容上加以改進，導致國民教育能夠正常發展，應為今後規

劃之重點。」（教育部，1988：77） 

 

一是「社會教育發展計畫」中所述： 

 

「社會教育專業人員應予加強⋯然目前任用管道受法令限制，晉用專業

人員不易。」 

「⋯現行社會教育機構⋯由於隸屬機構不一⋯若按其工作性質，其業務

督導單位，又有屬於教育部者，或屬於文建會者，如何健全社教機構體

制，統一事權，發揮績效需要通盤考慮。」（教育部，1988：81） 

 

以上兩個問題確實直接命中要害：關於升學主義的問題，教育部提出「加強國民

中小學生活教育與道德教育，以培育健全之國民」的計畫；關於社教機構的問題，

教育部提出「健全社會教育機構體系與活動，充實全民教育設施及內涵」的計畫。

審視大會各議案的結論報告，可以發現前者偏重德育、群育問題的改善，卻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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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美感教育的推動，後者則不僅詳細列出十五項具體的實施辦法，同時更主動

提出「建立藝術教育體系，達成全民美育目標」的方向，內容包括訂定藝術教育

法、設置藝術教育司或藝術教育委員會、倡導「一人一藝、人一技」教育、提高

各級學校藝術教師編制等等。（教育部，1988：101-103，140-144）換個角度說，

教育部難以調整的科層體制與其業務歸屬，使得「藝術教育」是社教司的工作，

而「美感教育」卻不一定是國教司的工作，因為在〈教育部處務規程〉中，前者

明文規定屬於第五科的業務，後者並無任何相對應的業務單位，所以就很容易會

造成以上這種現象。再者，藝術教育的專業化與機構化，雖然有助於全民美育的

推廣，畢竟國民教育階段的美感教育，仍是必需經由學校教育加以落實，而且不

單單是提高藝術教師編制就可以達成的。此外，美感教育並不等同於藝術教育，

前者較偏重審美主體的情意感受，後者較注重藝術知能的專業技巧，兩者的內涵

有所交集而又有所區隔，可以相互補充而不能相互取代。 

民國八十三年一月，台灣研究基金會、人本教育基金會和澄社三個單位，

共同舉辦了「全國民間教育改革會議」，主要的目的是企圖超越教育行政體系的

官僚墮落，重新整理問題以找到正確的教育改革方向。當時的教育部長郭為藩與

會時直接表示： 

 

「當我深入問題的核心，會發現受到許多的限制，許多問題非旁人所

想像的那樣單純，因此了解問題愈深，愈痛苦，有一種無力感和歉疚

感⋯教育問題的解決不可能由政府獨力解決⋯坦白說，推動改革，體

制的確存在它的惰性，所以要藉用體制外的力量才能有點效果。」（羊

憶蓉、林全等，1994：18） 

 

以上這段話，可以說是一位專業的教育學者，面對台灣教育的困境，發自內心的

肺腑之言，其中隱含對體制內諸多問題的覺察，如生命動力的淪喪所造成的意識

型態僵化。同年四月，民間發起四一０教育改造運動，指出台灣的教育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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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主義、升學主義、粗廉主義交相作用下，已積重難返、病入膏肓。所謂管理

主義，指的是國民黨的威權政治，為了政權的安定而箝制學生的言行思想。所謂

升學主義，指的是執政者強行控制學校數量，由上而下將人分類，依照人力規劃

的邏輯分配教育資源，造成五育不能均衡發展，而將知識窄化於考試細縫的畸形

教育。所謂粗廉主義，指的是執政當局的經費編列，偏重國防、經濟而輕視教育，

不僅違反憲法的規定，同時更使學童的個別差異，因缺乏妥善的資源而無法適性

發展。基於對上列三大問題的認識，此次社會運動分別提出四大訴求：一、落實

小班小校。二、廣設高中大學。三、推動教育現代化。四、制訂教育基本法。（四

一０教育改革聯盟，1996：432-433）同年六月，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正式登場，

郭為藩早在民國八十二年四月，便指示此次會議的籌辦原則，應事先請學者專家

針對國內教育現況撰寫評估報告，編印基本資料以供會議參考。其中有關「國民

教育」的部分，如先前針對歷年所做的考察一般，仍未見任何關於「美感教育」

的討論。反倒是有關「社會教育」的部分，明確指出「學校藝術教育無法落實」，

致使社會藝術教育的發展缺乏健全基礎的問題。就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而言，共

有「教育資源分配」、「建立彈性學制」、「革新課程發展」、「推展終身教育」等等

八項，某種程度也可以說是對民間教改運動訴求的回應。（教育部，1994：66-73）

民國八十三年九月，行政院成立「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李遠哲出任召集人為

期兩年，並於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主要理念

為「教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

護」。（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13-17）由此可見，教改會的核心思

維模式，乃是從現代社會中國民與國家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來看待台灣

教育環境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若檢視其最後建議的教改優先項目，則可以發現

大多流於「技術問題」的討論，如「制訂中小學教育改革計畫」，便將焦點置於

小班制、教育經費、教育評鑑等項目，卻完全忽略「目的問題」的重要性。換言

之，台灣的教育改革缺乏深度的教育哲學思考。如果說「五育均衡發展」是台灣

社會迫切需要落實的教育目標，試問只著眼於小班制或教育經費等制度問題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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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案，可以達成「美感教育」的理想嗎？ 

反觀民國八十四年二月，郭為藩提出「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

世紀的教育遠景」，首開官方公布教育白皮書之先例，其中「國民教育」的部分

終於將「推動藝術教育，提昇藝術素養，促進身心健全發展」訂為改革方向之一。

同時列出四點因應策略： 

 

（一）全面修訂國民中小學藝術科目之課程教材，加強藝術與審美教育

內容。 

（二）增設鄉土藝術活動科目內涵，培養學生對鄉土文化藝術之了解與

愛好。 

（三）增加國中音樂、美術必修科目，加強學生藝能科目修習之機會。 

（四）加強國民中小學藝術特殊才能之教育，培養藝術專業人才。（教

育部，1995：48） 

 

同年四月六日，黃武雄、李遠哲、郭為藩三人應聯合報之邀約，分別代表民間、

教改會、教育部的立場舉行三方會談，會後李遠哲與郭為藩都對台灣教育改革的

前途頗為樂觀，黃武雄則語重心長地表示： 

 

李遠哲先生的過份樂觀，使我更加悲觀⋯教育改革是台灣社會重建的工

作之一，牽涉的幅面遠在教育部門權責範圍之外⋯當前教育部目光如豆

的保守觀點，必為歷史淘汰。教改會應深入掌握今日台灣教育問題的根

源，為「改進教育現狀」與「未來人才培育」作一整體而根本解決之方

案，計算其財物需求，直接向各部會提出。至於所擬方案最後能否實施，

則為台灣社會力與政治力的事。教改會不必勉強要自己承擔，以致自我

設限，而把所擬方案之格局縮小，層次降低。（黃武雄，19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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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李遠哲當時正積極至全國各地巡迴演講，有機會與家長及基層教師交

換意見，因此他相信只要能夠鼓起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熱忱，促成全民的共識，

建立良好的制度，教育改革的工作就有成功的希望。（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1996：序 2）郭為藩則相信歷史的教訓，主張教育體制的發展有其延續性，

教育改革不能靠全盤重建，「教育革命」是走不通的，逐步調整與推陳出新才是

可靠而切實的改革策略。（教育部，1995：序Ⅱ）同年六月，國立教育資料館編

印「當前教育問題與對策」，內容乃是邀請教育部實際負責業務的行政人員撰稿

而成，其中亦針對「藝術教育」的現況概述、問題分析、發展策略、未來遠景等

作出具體的分析與建議。（國立教育資料館，1995：317-328）由此可見，政府部

門其實也已經開始注意到藝術教育的問題，只不過其思維仍是將「美感教育」視

為藝能科的課程目標，而非所有科目的情意目標。民國八十六年三月總統令公布

「藝術教育法」，其中第一條規定：「藝術教育以培養藝術人才，充實國民精神生

活，提昇文化水準為目的。」根據這樣的文字表述，再搭配其中各章的內容，其

背後的思維與邏輯顯而易見，那就是藝術教育可分為三：一是學校專業藝術教育

的目的在「培養藝術人才」，二是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的目的在「充實國民精神生

活」，三是社會藝術教育的目的在「提昇文化水準」。或者，另一種解讀方式是，

只要能夠培養專業的藝術人才，國民的精神生活自然獲得充實，文化水準也自然

獲得提昇。平心而論，綜觀整個法案的章節架構，似乎較接近前者的立場，但若

仔細考量其內容的比重，則又有較接近後者的感覺。更重要的是，這項法案的公

布，雖然就某種程度而言，的確反映出台灣社會逐漸體認到藝術教育的重要性，

但換個角度來說未嘗不是美感教育再一次受到忽略。因為檢視整個法案的立法精

神，仍是著眼於藝術領域課程與教學的專業化發展，並未進一步擴大其範圍，將

藝術活動中美感經驗的本質，作為整個教育系統各個分化領域的共通核心。也就

是說，本研究以為藝術教育的專業化發展，並不必然等同於美感教育的具體化落

實，台灣推展美感教育的困境，也未必就能獲得徹底而有效的解決與超越。 

民國八十八年總統令公布「教育基本法」，第二條的內文針對教育的目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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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詳細的規定，不再採用德、智、體、群、美的傳統目標，而是改為諸如「健全

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念」、「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

能力」的現代目標。好處是較為具體容易理解，壞處則是內容窄化偏重知能。民

國九十四年十一月二十日，立法院予以重新修訂，增列「愛國教育」、「鄉土關懷」、

「資訊知能」三項，似乎終於發現原先的條文較忽略情意的面向。整體而言，台

灣在這種高喊能力導向的教育改革口號中，美感教育的理想已經被化約為判斷與

創造能力的培養。此外，民國八十九年政黨輪替之後，黃武雄於九月二十八日應

邀在總統府演講，題目是「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其中特別強調進行教改必需

重新省思教育的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工具化」的情況非常嚴重⋯美感教育即使在解嚴後，仍

然不受重視。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沒有自由便沒有藝術，當然亦無

美感教育⋯校園的景觀與建築，是美感潛在課程的一部份，新建校舍仍

以工具化為主要考量，台灣無數新建的校園依然醜陋如故。沒有美感的

文化必然粗糙不堪。（黃武雄，2004a：161-162） 

 

換句話說，黃氏亦觀察到台灣長期以來缺乏美感教育的問題，不過這個議題倒不

是他整篇演講的重點，黃氏只是想要藉此點出長年戒嚴留下許多的後遺症，新政

府必需催化公民社會的誕生，同時恢復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民國九十二年十二

月教育部編印「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教學示例手冊」，其中姚世澤所撰寫的「編

輯理念」便強調：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期盼以一個設計良好的課程，激發出學生的美感知

覺（aesthetic-perception）與美感反應（aesthetic-reaction），並

透過這種知覺與反應來達成啟發人性潛能與創造力的教育目標。（教育

部，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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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經過數十年的歷史演進，「美感」終於再次成為官方文件的正式用語。

同時，問題也隨之浮上檯面，那就是這樣的編輯理念固然有其理想，但是卻仍然

缺乏基本的美學理論作為根基，試問所謂的「美感知覺」與「美感反應」為何？

為何可以「啟發人性潛能與創造力」？也就是說，「美感」這個概念看似簡單，

其實涉及複雜的美學論爭，尤其是不同美學流派所作的界定往往南轅北轍，所以

台灣要推展美感教育，就必需先釐清美感的性質，只有在健全的美學基礎之上，

才可能發揮所欲達成的功效。 

 

 

第二節    如何超越—壯美教育的實施 

 

在美學理論的歷史發展中，「優美」（Beauty）與「壯美」（Sublime）的區分，

顯示出存在兩種不同類型的美感經驗。優美通常涉及的是一種單純的快感，不必

經過學習可以自然產生的感受，例如小孩子天生能夠透過感官，享受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的美感。壯美涉及的則是一種複雜的心靈轉化機制，不經學習

便無法產生的感受，例如小孩子若不能理解生命的意義，就無法感受到蘇格拉底

之死的美感。因此，無論美學家有多少種「美」的分類，「壯美」這個類型都是

美感教育中不可或缺的一環2。 

從西洋美學史的角度來說，朗吉努斯（Dionysius Cassius Longinus 213-273）

的《論壯美》（On Sublime）是目前流傳下來最古老的相關文獻，其中主要討論

                                                 
2 不過，必須加以說明的是，本研究所謂「優美」與「壯美」的分別，並不能類比為中國美學史

上「陰柔之美」與「陽剛之美」的分別。也就是說，所謂的「壯」並非單取其「陽剛」之意，而

同時兼有「成長」、「增加」、「廣大」的意思。所以本研究使用「壯」字來形容某種類型的美感，

乃是為了強調其具有意義充實作用的性質。當然，這樣的文字使用，實出於不得已的選擇。例如，

莊子所強調的虛靜功夫，表面上便可能與「壯」字的意涵有所出入，但實際上「虛靜」不是目的

而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逍遙遊」的生命經驗，所以基於「消解」乃是為了讓生命更「開闊」

的立場，本研究認為用「壯美」這個概念來說明莊子美學，雖不盡滿意但仍可以接受。 

 17



的是古代文章的修辭風格，壯美正是三大雄辯風格中最高級的一種。不過，在當

時社會的語意脈絡中，壯美一詞其實也就相當於「宏偉」（grand）、「莊重」（grave）

或「高尚」（lofty）的意思。這個原本隸屬於修辭學的概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

個美學概念，則必需歸功於波里奧（Nicolas Boileau）對《論壯美》的翻譯與詮

釋。西元 1672 年波里奧不僅將該書翻譯為現代語言，更將該書視為一本美學著

作，同時也開始引進「非凡」（extraordinary）、「偉大」（great）、「無限」（infinite）、

「不可思議」（marvellous）等概念，納入美學的課題。在他的眼中，壯美是不可

思議的、令人讚嘆的、令人驚訝的，同時也是迷人的、快樂的、令人神魂顛倒的、

令人心蕩神移的。(Tatarkiewicz, 1980: 171-172)以上這些形容詞，的確反映出壯

美是心的感受這個基本事實，但是這種說法並不完整，容易使人將壯美誤解為各

種短暫的情緒現象，而忽略其深刻的生命體驗意義。 

歷代流傳一些朗吉努斯式的格言，一方面將壯美視為宏偉的風格，而且必

然出自於偉大的心靈，另一方面則認為自然和藝術一樣，能夠提供壯美的實例，

產生巨大的情緒力量，這種令人難以抗拒的壯美，比較像一種自然的力量，而不

是一種技巧的產物。(Cooper, 1992: 407-408)這些說法顯示著不同角度的解讀，其

中可能涉及壯美的不同特性。如果壯美是一種自然力量的結果，那就不必言其出

自於偉大的心靈，如果壯美是一種心靈活動的結果，那就表示其中蘊含著價值創

造的成分，所以才會產生宏偉的風格。除非人類一切的心靈活動，都受到自然力

量的支配，若是如此又如何能稱其為偉大呢？英國美學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便從心理現象的角度進行分析，他主張壯美的根源是痛苦的情緒，

這是一種持續的強烈情緒，從原本對自我保存的擔心害怕，到後來發現沒有真正

的危機，便會將激動的情緒轉化成平靜的快樂。(Burke, 1987: 38-42)這種解釋明

顯反對壯美是偉大心靈的產物，而將其化約為一種單純的情緒感受。德國美學家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則反對這種立場，他認為壯美乃是一種主體的

心靈狀態，同時也是出於實踐理性的道德情感，其發生乃是人類面對無限時，理

解力與想像力受到壓迫，必需依賴高度的文化素養，才能產生崇高的精神力量克

 18



服恐懼，由此興起一種全神貫注的尊敬之情。(Kant, 1952: 90-117)這種說法指出

壯美這種感受與無限有關，而且是理性運作的結果，所以可以是偉大心靈的產

物。兩者的立場雖然有所不同，不過解釋的重點都是聚焦於痛苦感受的消除。然

而，本研究以為這樣的解釋模式，無法真正清楚地說明壯美這種感受的特性，因

為無限本身並不一定會使人產生負面的情緒，相反地也可能給人一種精神自由的

感受，更重要的是，壯美不一定是道德人格的表現，更可以是生命價值的創造。

換句話說，壯美其實涉及一種生命動力的展現，以及一種動力轉換的生命智慧。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美學處理的是生命動力的問題，

莊子美學處理的則是生命智慧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所指涉的壯美，並非朗吉努斯、柏克或康德意義下的壯美，

而是綜合尼采與莊子的美學視野，所提出的一種新的理念類型，為的是藉此形成

一套壯美教育的理論論述，以便能針對台灣的美育困境提出超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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