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  論 
 

第一節    壯美哲學—超越的生命動力與生命智慧 

 

根據第二章的分析可以確定，尼采從對西方美學的批判，發展出獨樹一格

的生命美學，所謂的酒神精神，其實也就是一種自我超越的生命動力，進一步考

察相關論述將會發現，尼采也曾多次使用「壯美」這個概念，藉以闡述他的美學

思維，只不過這種用法並非指涉康德意義的壯美，反而是對康德壯美觀的批判與

超越。例如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便說： 

 

「如果你想要解釋悲劇神話，首先必需在純粹的審美領域中找尋其特有

的快樂，而不要逾越至憐憫、恐懼或道德壯美的領域。」(Nietzsche, 

1872/1967: 141) 

 

以上這段話清楚可見，尼采反對康德所主張的道德壯美，因為他堅信美不是道德

的教化，所以他認為康德無法恰當地解釋悲劇神話中的美感經驗。另外一個明顯

的例子如下： 

 

「有一種力量已經從德國精神的酒神精神根基中興起，那就是從巴赫到

貝多芬、從貝多芬到華格納的德國音樂。這些音樂天才的演奏活動，既

不能從永恆之美、也不能從壯美的標準加以判斷，而今日的美學家卻帶

著自己專屬的「美之網」，想要將其一網打盡。」(Nietzsche, 1872/1967: 

119-120) 

 

其中所謂「壯美的標準」，指的就是康德的美學理論，企圖從美感判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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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自然合目的性的論證。尼采表示，有一種錯誤的美學受到退化藝術的影響，

以為只能在造型領域中獲得美的概念，於是要求音樂產生類似的效果，也就是說

在優美的形式中引起快樂。相較之下，真正的美學應該繼續地追問：希臘悲劇的

本質為何？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同時發生作用時的美感效果為何？(Nietzsche, 

1872/1967: 100-101)換句話說，尼采十分清楚康德對於優美和壯美的劃分，他認

為康德美學完全忽略了音樂的本質，也無法為音樂家的演奏活動，提供適切的美

感判斷規準。尼采認為，巴赫、貝多芬的音樂，都具有酒神精神，這些音樂家的

演奏，將會帶來一股新的力量。正是這種生命力量的表現，才使悲劇產生美感效

果。究其原因，尼采相信藝術的目的必需訴諸藝術家本身。面對一個強勁的敵人、

壯美的災難、令人擔憂的問題，悲劇藝術家傳達了自己的勇氣和自由的感受，這

是他所選擇、所讚美的勝利狀態，任何了解的人都會視為最偉大的榮譽。這些習

慣苦難、尋求苦難的英雄，將透過悲劇來讚美自己的存有—悲劇家獨自為他斟這

杯最甜美的殘酷之酒。(Nietzsche, 1888/1963: 530)由此可見，尼采認為悲劇之美

在於一種自我超越的勇氣與行動，而且這是一種充滿自由的壯美感受，毫不擔心

與畏懼任何苦難的到來。 

為了凸顯尼采這種壯美的獨特意義，以下再引證他針對康德意義的優美，

所作的批判： 

 

「所謂的優美有其美中不足之處：我們知道。那麼，為何有美？為何有

的不是偉大、壯美、巨大—那些感動大眾的一切？⋯我們知道大眾，我

們知道劇院。坐在裡面最優秀的人—德國青年、長角的齊格飛、其他的

華格納之徒—要求壯美、深刻、無法抵抗。」(Nietzsche, 1888/1967: 

167) 

 

在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尼采認為真正會令人印象深刻、感動不已的，不是優美

而是壯美，以下的說法更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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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困難的：小心美！⋯沒有什麼比優美的旋律更危險。沒有什麼更

足以敗壞品味。我的朋友，只要再一次愛上優美的旋律，我們就會迷失

方向！」(Nietzsche, 1888/1967: 168) 

 

優美的旋律是簡單的、危險的、敗壞品味的、迷失方向的。言下之意，壯美不會！

這樣的論述使人不禁要問：尼采的理由何在？也許答案可能是，因為只有壯美能

使生命產生超越的動力，優美不能。所以愛上優美旋律的人，很可能也就是缺乏

生命動力的人，當然很容易不自覺地會迷失方向。尼采表示，「愛美」並不一定

能夠欣賞美、創造美，很可能反而是一種無能為力的表現。(Nietzsche, 1968: 451)

這一點倒是頗為發人深思。更具體地說，只有愛的是「尼采意義的壯美」，而非

「康德意義的優美」的人，尼采才相信他們能夠進行美的欣賞與創造。 

那麼尼采的壯美觀究竟有何特性呢？首先，壯美涉及一種自由無限的心靈

狀態。尼采說：讓我們成為理想主義者吧！想要提昇別人，必需先壯美自己。讓

我們漫步雲端，讓我們熱烈討論無限，讓我們的四周充滿象徵！(Nietzsche, 

1888/1967: 168)因為唯有如此，在充滿無限可能性的象徵記號中，人的各種意識

型態獲得解放，才能完全享受精神自由的美好。尼采又問：笑是什麼？怎麼開始

的？他的答案是，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終於決定，沒有什麼事情本身是善、優美、

壯美、惡，有的卻是種種的心靈狀態，我們將這些文字強加在心中以及外界的事

物之上。(Nietzsche, 1881/1997: 133)其次，壯美是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尼采說：

日神以壯美的姿態向我們顯示，整個世界的苦難是多麼無法避免，個體被迫真正

理解這種救贖的景象，於是安靜坐著顛簸的船，在海浪中直觀這景象。(Nietzsche, 

1872/1967: 45)這是發自內心深處的一種聲音，訴說著尼采長期的觀察與自身的

體驗，苦難與平靜之間形成強烈的對比，構成一曲曲壯美的樂章。尼采問道：蘇

格拉底之眼為何從來不曾閃爍著藝術狂熱的美好？為何無法快樂地凝視著酒神

的深淵？在柏拉圖所說「壯美而值得讚賞」的悲劇藝術中，必定看見了什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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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更不合理、有因無果以及有果無因的東西。(Nietzsche, 1872/1967: 89)也就是

說，尼采認為真正的壯美，可以超越一切不合理的人生遭遇，同時又依然展現生

命的笑容： 

 

「悲劇處於這種極端的生命、痛苦和快樂之中，也就是在壯美的狂喜之

中，傾聽一首遙遠的憂鬱之歌，訴說著存有之母的名字：欺騙、意志、

災難。」(Nietzsche, 1872/1967: 123-124) 

 

最後，壯美涉及一種價值創造的歷程。尼采說，那些耀眼的藝術家，將所有衝突

化為和諧的聲音，並且使其充滿力量和自我救贖：他們透過藝術品的象徵主義，

來表現自己最深沈的內在體驗—他們的創造性是對自己存在的感恩（gratitude）。

(Nietzsche, 1968: 451)這樣的說法其實也是尼采自己生命經驗的寫照。他直接表

示：一切風格的意義，都在於傳達一種充滿內在張力的情感經驗（an inward 

tension of pathos），所以記號（signs）、速度（tempo）和表情（gestures）是成功

與否的關鍵，因為我自己的內在狀態很多元，所以我擁有許多風格的可能性。

(Nietzsche, 1989b: 265)就尼采本身的寫作風格來說，他的文章的確如其所言，展

現著極為豐富的音樂性。此外，尼采對於不同的藝術風格曾說：「壯美是藝術家

對恐怖的馴服，滑稽是藝術家對厭惡荒謬的宣洩。」(Nietzsche, 1872/1967: 60)

這些觀點其實都一再顯示，壯美可以引發一種價值創造的結果。若繼續追問，那

尼采的價值標準又為何？以下這段話或許可以代表其立場： 

 

「我現在分辨美感價值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問：在這個案例中，是飢餓或

過度豐盛變成充滿創造力？乍看之下，另一種分辨似乎更明顯、更值得

推薦：是否想追求永恆、固定不變、被迫創作，還是想追求未來、破壞

改變、生成變化？然而，更仔細地看，這兩種慾望仍然模糊不清，還是

必需回到第一種分辨才會清楚。」(Nietzsche, 1882/197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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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充滿生命動力的價值創造，正是尼采進行美感判斷的重要規準。

因此，尼采的壯美觀，即是「壯美可以使生命產生超越的動力」這個命題。 

 

根據第三章的分析可以確定，莊子進行美感判斷時，最重要的美學規準，

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同時「逍遙遊」的美學主張，則是為了

說明美感經驗，得以發生的條件，與實際發生的樣態。莊子所謂的「天地有大美」，

其實是一種超越人類中心主義的生態美學思維，一方面給予人類無限自由的想像

空間，二方面不僅是一種超越利害關係的審美直觀，同時也可以說是一種深刻的

生命體驗，才得以形成的美感判斷，三方面更是人類在價值創造的歷程中，充滿

生命智慧的一種表現。所以，莊子的壯美觀，即是「壯美可以使生命產生超越的

智慧」這個命題。 

 

綜上所述，「壯美」可以從動靜兩大面向加以解析。就動態歷程而言，壯美

是一種生命動力的展現，以及一種動力轉換的生命智慧。就靜態內涵而言，壯美

的性質有三：一是「自由」，其中可分為「理性選擇」和「無限想像」兩項要素。

這種心靈狀態，消極的說，是一種不受控制，積極的說，是一種自為主宰。二是

「體驗」，其中可分為「身體感受」和「心靈溝通」兩項要素。這種體驗乃是一

種令人印象深刻的、全新的、強烈的、持續的生命感受，不同於一般浮光掠影的、

重複的、平淡的、短暫的感官知覺，雖然體驗不能沒有感官知覺作為基礎，但是

單憑感官知覺卻也無法保證體驗的發生。三是「創造」，其中可分為「價值衡量」

和「生命之愛」兩項要素。這種獨特的生命感受所形成的經驗，將使人產生前所

未有的價值感受，並且作出美的價值判斷，同時也積極地形成對生命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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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壯美教育的理論建構—自由、體驗與創造 

 

根據本研究的界定，壯美的性質包括了自由、體驗和創造，而且壯美可以

使生命產生超越的動力與智慧，所以壯美教育的理論內涵，當然必須包括自由、

體驗與創造等要素，以下便進一步說明這些要素的教育學意義。 

 

一、自由 

 

尼采曾表示，自由精神（free spirit）的特徵，並不在於一個人的意見是否

更正確，而是在於他可以超越傳統、解放自己，無論其結果是成功或失敗。換句

話說，一個人的出身、環境、階級、專業，或者時代的主流觀點，都不能主導他

的思考方式。自由精神的人要求的是理性（reasons），其餘的人要求的是信仰

（faith）。所以前者容易產生例外，後者容易產生規則，尼采稱後者為侷限精神

（the fettered spirit）。這種侷限精神的人，總是從個人效益（personal utility）的

觀點，來證明一個意見是否為真理，上至一個國家、下至一個父親，常常用相同

的方法來說服別人—因為有用，所以自己的原則值得庇護。相形之下，自由精神

的原則，對這些人而言，不可以是正確的，因為她充滿著危險。尼采認為所有的

國家與社會秩序，包括階級、 婚姻、教育、法律，總是根據侷限精神的信仰，

導引出力量和持續性，也就是說，這是一種理性的匱乏（in the absence of 

reasons），或者至少是一種理性需求的防微杜漸（in the warding off of the demand 

for reasons）。這種侷限精神衡量事物的標準，可以歸納為四點：第一，持續的事

總是對的；第二，不麻煩的事總是對的；第三，有利的事總是對的；第四，已經

犧牲的事總是對的。(Nietzsche, 1996: 108-110)更清楚地說，這些想法其實都是一

種惰性的表現，真正勇於面對問題、進行徹底思考的人，不會接受以上這些似是

而非的觀念和原則。因為這些觀念，在尼采眼中，乃是自由精神最大的敵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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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說明自由精神的真諦，他更具體地加以形容如下： 

 

「可曾有人發現，音樂解放精神，為思想添上雙翼？一個人愈是音樂

家，就愈是哲學家？—抽象的灰色天空彷彿被閃電劃破；光線的強烈足

以照亮事物；偉大的問題垂手可得；世界就像從山頂俯視的一覽無遺。—

我正在定義哲學的經驗與熱情（the pathos of philosophy）。」

(Nietzsche, 1888/1967: 158) 

 

由此可見，尼采提倡自由精神，不只是為了進行一種理性的批判活動，更是為了

指出音樂可以真正達成思想解放的目的。這種思想解放的精神自由，可以徹底地

直觀整個世界的生成變化，並且深刻地掌握一切問題的根本性質，彷彿從天而降

的一道閃電。所以尼采才會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的前言中寫下：「看哪，

我是一個閃電的預言人，我是雲層中一個沈重的雨點；而這閃電便叫做超人。」

(Nietzsche, 1995: 16)也就是說，抽象的灰色天空，比喻的是蘇格拉底主義的意識

型態，閃電的光線比喻的是酒神音樂的自由精神，山頂的視野比喻的是哲學思考

的無限開闊，所以音樂可以成為思想的翅膀，讓人產生自我超越的動力，並且展

現自由精神的哲學思考，就像蒼鷹在天空中四處飛翔。 

莊子所說的精神自由，則與尼采有異曲同工之妙。所謂的天籟之美，同樣

是透過一種音樂精神來表現思想獲得解放的境界，有人之情類似尼采所謂的侷限

精神，無人之情類似尼采所謂的自由精神，只不過差別在於，尼采的論述是針對

亞歷山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做的批判，莊子的論述是針對戰國時期「道術將為

天下裂」的現象所做的批判。尼采與莊子所追求的精神自由，都是為了超越特定

意識型態的限制，然而兩人的論證方向恰好相反，尼采企圖摧毀宗教界平等齊一

的價值意識，重新建立有品味的文化價值標準，莊子則是反對自以為是的人為價

值規範，企圖回歸自然界平等齊一的價值意識。雖然兩人的生命情調有所不同，

但是他們追求精神自由以及肯定個別差異的氣度與胸襟，同樣都是值得後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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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的對象。 

平心而論，重視精神自由的想法，其實在教育史上亦時有所聞。例如盧梭

（J. J. Rousseau 1712-1778）在《愛彌兒》（Emile）中便表示： 

 

「我的孩子，你看，當每一個人都自以為是，都認為只有他說的對而別

人都說的不對的時候，驕傲和不容異說的做法將導致多麼荒唐的事情。」

（李平漚，1991：435） 

 

「由於愛彌兒的童年是在你們的學生要到青年時期才能享受的自由中

度過的，所以他到青年時期才開始遵守你們的學生在童年時期就已經遵

守的那些規矩；這些規矩變成了你們的學生的桎梏，他們恨它們⋯愛彌

兒以他自己成為一個大人和服從日益成長的理智的約束而感到光彩。」

（李平漚，1991：446） 

 

又如蒙特梭利（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在《童年的秘密》（The Secret of 

Childhood）中所說：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最重要的現實，兒童擁有一種精神生命，這種生

命的微妙表現尚未引起注意，它的活動方式會被成人無意識地破壞掉⋯

他必須獲得自由。教育家所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去了解這個尚未

被認識的兒童，並把他從所有的障礙物中解放出來。」（馬榮根，1992：

145-146） 

 

另外，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中也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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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智的自由才是唯一永遠具有重要性的自由，這也就是說，理智

的自由就是對於有真正內在價值的目的，能夠做出觀察和判斷的自由。

我想關於自由問題出現最普遍的錯誤是，把自由認定為活動的自由⋯傳

統學校的侷限性也表現在對理智和道德的自由施加大量的限制。」（姜

文閔，1992：73） 

 

以上五個人的自由概念，各自出於不同的思想脈絡：盧梭的自由出於浪漫的文學

想像，蒙特梭利的自由出於嚴謹的科學觀察，兩人雖然出發點不同，卻同樣強調

兒童與生俱來的想像力不容破壞；杜威的自由出於民主的社會實踐，所以較重視

理性反省的選擇能力；莊子與尼采的自由，同樣出於文化批判的藝術精神，不僅

重視自由意志的理性選擇，還更主張音樂精神的無限想像，可以說是充分揭露了

精神自由的美感特質。 

就台灣中小學的教育現場而言，各種另類學校的陸續出現，其實正是追求

精神自由的具體社會行動。例如李雅卿創辦的「種籽親子實驗學苑」，和台北市

曾經試辦的「自主學習實驗計畫」，都有切實可行的美育經驗可供參考，唐宗浩

便在就讀該計畫期間，實際走訪台灣九所另類學校並做成記錄。根據他對自己親

身經歷的描述，種籽的導師每學期由學生自選，教師依照學生意願分配，課程除

語文（欣賞、創作、工具能力）、數學和六年級的畢業製作是必修外，其他都是

選修。導師對學生來說亦師亦友，師生間常笑得很大聲，每堂課都有自己的課堂

規約，是師生共同談出來的。目的是為了將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孩子，成人只作為

陪伴的角色，藉以培養孩子尊重、接納和自我負責的態度。至於「自主學習實驗

計畫」則是一波三折，原先在北政國中計畫作「舊校轉型」，後遭台北市教育局

宣布停辦、禁招新生、裁示遷校，而在景文高中發展出六年一貫的實驗中學。就

學制而言，前四年屬於「必選修學程」，有 12門課必修，選修必須累積 60學分

以上才能過關；後兩年屬於「自主學程」，必須先提出「自主學程計畫書」，包括

自我認知、未來短期目標和長期方向、詳細的學習計畫等等內容，再找一位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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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諮詢導師」，經過審議委員會的審查，便可以開始獨立研究、或繼續在校

上課。這樣的教育制度有何意義？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員，曾將該校評選為

「亞洲最好的另類學校之一」。唐宗浩的札記：「我們深刻反省學習的意義、生命

的價值，探索自己的方向，並瞭解世間的遊戲規則。」（唐宗浩，2006：39-51，

101-108）更清楚地展現出精神自由的美育價值。 

由此可見，沒有「理性選擇」的精神自由，容易流於不負責任的任意放縱，

沒有「無限想像」的精神自由，又容易流於枯燥無味的拘謹束縛，只有二者兼備，

才能夠適切地構成壯美教育的核心要素。 

 

二、體驗 

 

尼采十分清楚「生命體驗」乃是一切教育活動不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所以

當他撰寫《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Thus spoke Zarathustra）時，便下了一個舉世

無雙的副標題「一部給所有人讀以及無人能讀的書」（A book for all and none）。

原因在於，尼采認為這部詩歌是他送給全世界人類的禮物，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的

人類都能夠進行自我教育，所以是給所有人讀的書，但是他也有自知之明，缺乏

類似生命體驗的人，是不可能看的懂這部著作的，所以可能會是無人能讀的書，

於是只好語重心長地說「我的時代還沒有來」。這樣的心情，從〈論閱讀和書寫〉

一節中，可以發現尼采的自白： 

 

「在所有的寫作當中我喜愛最深的是那用鮮血寫下的。用鮮血來寫，你

將體會到鮮血即是精神。要體會別人的鮮血並不容易：我憎恨無病呻吟

的閱讀者。了解讀者的人不會將就讀者⋯用鮮血寫作和創造格言的人，

希望的不是被閱讀，而是心靈的體會。」(Nietzsche, 199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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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病呻吟」，指的就是那些缺乏生命體驗的讀者，勉強自己用理性的思考

去理解作者，所以尼采說自己不會「將就讀者」，因為「用鮮血寫作」象徵的是

「用生命寫作」的人，他要的是心靈的共鳴而不是觀念的複製。此外，尼采早在

《悲劇的誕生》第一節中，便批判那些缺乏生命體驗的人，自以為擁有「健全的

心靈」（healthy-mindedness），帶著輕視或憐憫的態度，想要閃避充滿酒神精神的

合唱與舞蹈，完全不知道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多麼地貧乏。(Nietzsche, 1872/1967: 

36-37)因此，可以說尼采提倡酒神精神的目的，就是為了使每個人檢視自己的日

常生活，看看是否持續擁有豐富的生命體驗。 

莊子對生命的體驗，與尼采相較，可以說是殊途而同歸。尼采主張在悲劇

音樂的酒神精神中，每個人都會自我消解、與自然合一，莊子在〈大宗師〉則說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雖然表面上是一個自然觀察的類推，實際上

卻一語道出莊子的生命智慧，那就是真正充滿生命體驗的人，可以超越理性思辨

的限制，將自己與環境合而為一，不再斤斤計較於概念的區分，而能夠返回自己

的生命感受，就像如魚得水一般的快樂與逍遙。換句話說，尼采的生命乃是沈浸

於藝術之美的體驗，莊子的生命乃是沈浸於自然之美的體驗，兩人雖然在論述時

所開展的視野大不相同，但是對於體驗生命之美的重視則無分軒輊。例如，尼采

主張的日神精神，乃是藉由夢境比喻想像力的無限奔馳，莊子與蝴蝶之間的角色

轉換，又何嘗不是一種尼采意義下審美直觀的結果？尼采筆下的查拉圖斯特拉，

其生活方式又何嘗不是莊子所謂的逍遙遊？ 

德國教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主張，生命具有整全的

特性，無法化約為意識、思想或素樸的經驗。生命的最小單位是體驗（Erlebnis），

體驗中含括了認識、評價、行動等各種心靈的功能與結構要素。在生命的體驗中，

人類開展了自己的獨特性，同時主體與客體以及人與世界之間的鴻溝也被揚棄，

因為兩者的聯結在心靈生活的直接體驗中得到統一。這種不可還原的直接體驗，

狄爾泰認為乃是一種主動積極意義下的經驗，意思乃是使生命動態化起來，所以

理解就是被詮釋對象與詮釋者之間尋求一種同質性的再體驗。（楊深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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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36，150；楊深坑，2002：71-72）然而，本研究以為，狄爾泰對「體驗」

一詞的界定，雖然確實指出生命經驗不可化約的綜合性質，但是他將一切理解都

視為同質性的再體驗，則有必要予以進一步釐清。就表層的生命經驗來說，常常

異質性是多於同質性的；就深層的生命經驗來說，常常同質性是多於異質性的1。

此外，本研究所指涉的體驗，並非如狄氏意義下所謂生命的基本單位，也就是說，

體驗並不是構成經驗的基本要素，而是強烈的身體感受與深刻的心靈溝通所形成

的特殊生命經驗。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5-1965）有一段描述可以作為討論

的例子： 

 

「孩子半閉半睜著眼地躺在床上，懷著一顆緊繃的心靈等待他的母親來

跟他說話——意志內的神秘並非導向享受作為（或主宰著）一個人，也

不是導向能自發諧和地做某事，而是當他面對窗外隱然到來的孤寂夜晚

時，能夠體驗那心靈的溝通。」（曾漢塘、林季薇，2000：338）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常生活經驗，一個小孩子在夜晚等母親和他說話，

但是布伯的觀察卻極為深刻，讓人回想起自己曾有過類似的生命經驗，尤其那種

渴望母愛的心情，宛如活生生地發生在當下，使讀者身上產生某種強烈的感受。

因此，布伯的描述反映出他獨特的生命體驗，而那個孩子所期望的心靈溝通，也

絕對不是任何無意義的對話形式可以取代。 

以下，再從台灣中小學的教育現場，舉出三個實例來說明本文所謂的體驗。

例一，是陳清枝在宜蘭首創的「森林小學」： 

 

「夜晚的森林是最美麗也是最熱鬧的，到處有蟲鳴蛙叫、有星星和月亮

                                                 
1 所謂表層的生命經驗，指的是缺乏體驗的一般經驗；所謂深層的生命經驗，指的是充滿體驗的
高峰經驗。在前者中，每個人的生命認知總是同中有異；在後者中，每個人的生命感受總是異中

有同。一言以蔽之，無論生命的旅程是如何錯綜複雜（同中有異），總是為了意義充實的價值感

繼續前進（異中有同）。尼采的酒神精神與莊子的道通為一，均指出這種深層生命經驗的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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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的懷抱裡我們共享寧靜和神秘。讓孩子在黑夜中學習勇敢，在黑夜

中歡唱，夜的世界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們讓孩子在營火中尋回他自然

的另一面；也在夜晚學習許多白天在學校學不到的知識和體驗。」（陳

清枝，1997：18-19） 

 

例二，是人本教育基金會朱台翔的「寫作課」： 

 

我屬意一段離校區不遠的山路，兩旁是濃密的林木，地上有厚軟的積

葉⋯孩子們排成一溜兒，靜靜地走著⋯在一段較寬的小徑上，我請他們

停住：「把身體放鬆，心自然就跟著放鬆，心會變得寧靜、和諧。讓身

體的各部分，包括眼睛、耳朵、指尖都含著這種寧靜與和諧，重新觀察、

聆聽、觸摸周圍的景物。」回到教室，請孩子們再念一遍《奧秘的巡禮》，

與之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不只聲音中充滿了感情，聽起來，有點像

每個人在訴說自己的經驗。（朱台翔，2004：77-78） 

 

例三，是全人中學王碧如在宜蘭大溪海岸的「肢體課」： 

 

碧如在教舞蹈時，並不特別著重技巧，而是啟發埋藏內在的感覺，真正

感受自己的肢體存在⋯他們赤腳在海灘踩沙子，緩緩呼吸，等心情平穩

後，感受海浪的聲音，隨海浪舞動，感覺風的重量，感受海浪拍打，深

化肢體對環境的敏銳，回歸大自然的純樸。夜晚來臨時，天空飄下細雨，

卻阻止不了他們心中的聖靈之火⋯他們徹夜不眠，尖叫、歡呼、吟唱原

住民歌曲，狂舞出祭典，體驗儀式的神聖性。最後，他們靜坐，交流彼

此內在的共鳴，感受大自然和身體的呼應。（李崇建，2006：227-228） 

 

透過以上三個例子可以發現，這些教育活動的共同特色，就是都能充分運用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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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課程經驗的樞紐，而非單純地進行一種抽象的概念學習，換言之，這些另類

學校所進行的教育改革，也就是希望學生能夠產生深刻的生命體驗，而不是傳統

學校教育中所進行的意識型態灌輸。所以，這些活活潑潑的生命個體，終於能夠

在體制外的學校生活中，獲得解放生命的快樂與學習的動力，從而展現出尼采的

酒神之美或莊子的天籟之美。這種生命之美，不是一般的經驗，而是特殊的體驗！ 

由此可見，忽略「身體感受」的教育經驗，永遠難以激發學生的生命動力；

忽略「心靈溝通」的教育經驗，永遠難以培養學生的生命智慧，只有兩者兼備，

才會產生壯美教育所需要的生命體驗。 

 

三、創造 

 

尼采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的〈論創造者的路〉中表示： 

 

「你說你是自由的嗎？我要聽你卓絕的思想，而不是有關你怎樣擺脫一

個羈絆⋯你強迫許多人重新學習去了解你⋯你所遭遇最糟糕的敵人常

常是你自己⋯孤獨者你正走著創造者的路⋯你正走著愛人者的路⋯帶

著我的眼淚投入你的孤獨吧，我的兄弟。我愛那創造出超越自己的並因

此毀滅的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Nietzsche, 1995: 62-65) 

 

從以上這段文字可以發現，尼采認為創造者之路雖然充滿孤獨，但卻是一條超越

自己之路、愛人者之路，原因在於這條路引導了自己和自己的七個魔鬼，這七個

魔鬼是：英雄、巫師、先知、愚人、懷疑者、不聖潔者以及惡棍。所謂的創造，

就是從七個魔鬼中為自己創造一個上帝出來，自己應該被本身的火焰燒成灰燼，

否則如何擁有新的生命呢？也就是說，尼采認為創造乃是生命之愛的表現，因為

愛所以我們必須看見自己的缺點，因為愛所以我們努力改正自己的缺點，因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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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願意勇敢提出自己的判斷，因為愛所以我們可以長期享受自己的孤獨。

因此，對尼采而言，自由不只是一種心靈的解放，同時必須是一種價值的創造。

他在〈論一千零一個目標〉中說過： 

 

「去衡量，就是去創造。聽著，你這創造者！在一切被衡量的事物之中，

對自己的衡量是最值得尊重的。唯有衡量，價值才存在；沒有衡量，存

在的核心將成為虛空⋯價值的變更—那就是創造者的變更，要成為創造

者的，總是必須摧毀。」(Nietzsche, 1995: 59) 

 

這種價值的創造，使創造者不只是個新生的嬰孩，同時也必須成為生育的母親，

所以也必須接受臨盆的痛苦，只是這種痛苦出於自己的要求，經過意志的解放，

終將產生創造的快樂。尼采說：「我已經歷練過上百個靈魂」、「我道出許多珍重

再見」、「我嚐過肝腸寸斷的別離」。這些深刻的生命體驗，其實正是尼采寫作的

動力根源，所以他才會說「創造—那是苦難的偉大救贖，和生命的成長之光」。

(Nietzsche, 1995: 87) 

莊子在〈養生主〉中對於生命意義的創造同樣有著精彩的論述。首先，他

在第一章開頭便指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人生處境。林希逸說：「知，

思也。心思卻無窮盡，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面對這

永無止盡的流變世界，人該如何衡量自己的生命價值呢？莊子在第二章說了一個

庖丁解牛的故事，表面上是在描述庖丁的刀法俐落、神乎其技，實際上更是隱喻

庖丁能夠從工作中創造出具有美感的生命價值，這種「人」「刀」「牛」合而為一

的生命之舞才是更難能可貴。換句話說，人「如何」用刀是技術問題，人「為何」

用刀是目的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目的，再多的方法也是徒勞無功，所以文惠君

起初只見庖丁顯露於外的解牛之技，後來才終於明白庖丁隱藏於內的養生之道。

總而言之，庖丁解牛的特色就在於，那不是一項枯燥乏味的技術操作，而是一種

渾然忘我的藝術創作。最後，在第三章的結尾，莊子直接點出「薪盡火傳」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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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命的象徵，一種「燃燒自己、照亮別人」的價值創造呼之欲出。「薪盡」

代表著個體生命的犧牲奉獻，「火傳」代表著文化生命的綿延不絕。由此可見，

莊子的燃「薪」成「火」的確可以比喻為一種價值創造的歷程。 

賈馥茗在論述教育與文化的關係時表示，所謂「創造」乃是「推陳出新」

而不是「無中生有」，所以要有豐富的材料，才能從其中擷取精華並適當組織，

使那些原有的「舊」東西現出了「新面貌」，成為一種新的東西。因此，對「陳」

的不但不應該拋棄，反而要加倍珍惜，「化腐朽為神奇」的「腐朽」，常常可以成

為「神奇」的素材。此外，「新」不是「標新立異」，更不是「譁眾取寵」，也不

是「驚世駭俗」，而是在「與眾不同」的尺度上，衡量其接近美或進步的程度。（賈

馥茗，1992：20，64，73-75）田培林則是在《教育史》中指出，老子的「生而

不有」這一類的主張，從教育的觀點來看，確實是一種很有價值的理論。人類的

本性，自然秉賦著「佔有欲」和「創造欲」兩種對立並存的成分。「佔有」勝過

「創造」，社會秩序即不免紊亂，歷史進步亦將要受到妨礙；反過來，假使「創

造」勝過「佔有」，人類文化才能進步。（田培林，1956：42）因此，「精益求精」

的價值衡量，可以說是文化創造的必要條件，教育又是文化傳遞、創造與提昇的

歷程，當然不能沒有價值創造的成分。 

裴斯塔洛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在《林哈德與葛篤德》

（Lienhard and Gertrude）中描述過一種心理狀態，頗發人深思： 

 

「患『心疫』的人大多是老頭子和老太婆。」他懇切的回答，並加以解

釋說：「他們的嚴重心病，在於不承認讓人類能有較好的辦法，無論如

何，不讓別人設法改變他。他們墨守成規，認定要不失種族的傳統，才

有在世為人的意味⋯」他又用比喻形容這些患者為作繭自縛。他說他們

好比在星斗滿天、月明如鏡、萬籟俱寂、溫暖田徑的氣氛裡，享受著美

麗的風光，以為世人再沒有比「星夜」更美的了。哪知道，旭日升起，

陽光普照大地之時，人心的舒暢，萬物的煦融，光天化日下的美景，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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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星光月色所能比擬；太陽出來後，星月也就無光了。（北京編譯社，

1996：767-758） 

 

這種心病，其實是一種缺乏創造力的生命現象，同時也形成一種錯誤的價值判斷。 

相較之下，黃武雄對於小孩子的描述，則形成有趣而充滿意義的對比： 

 

「小孩來到世間，他充滿好奇，勇於體驗，原因並不是主觀地為好奇而

好奇，也不是單純地為體驗而體驗，更不是他天生熱愛知識要作個學問

家。他的好奇與體驗，他一切不計成本的努力，為的無非是生存與發展⋯

這段體驗何其艱辛，成人不知其中艱辛，只因小孩不曾將他跌跤的次數

寫在臉上—事實上小孩亦不在乎跌跤。自己摸索自己思辨，不斷體驗不

斷成長。這種生之勇氣，原是小孩極為珍貴的創造特質。」（黃武雄，

2004b：131-132） 

 

這種充滿生命力的創造特質，應是尼采與老子都愛用嬰孩作比喻的主要原因。 

以下再舉出兩個台灣學生的案例，也許可以更清楚地說明創造特質在壯美

教育中的重要性。例一，是全人中學在九二一大地震時所發生的故事： 

 

「大家在夜裡聚集聽收音機，關心家鄉的災情，擔心家人安危。但孩子

們沒有哭也沒有鬧⋯全人的大孩子們，在氣氛凝重的當兒，提議來點兒

安定人心的遊戲⋯於是有人點燈、有人翻樂譜、有人拉大提琴、小提琴，

深夜的山林揚起了帕海貝爾的卡農樂章，旋律悠揚平和，大家被音樂感

染了，得到了某種解放⋯生命中最困頓的時候，仍有創造美的力量，那

是生命中審美的積極意義。」（李崇建，2006：213-214） 

 

在這種一般人容易驚慌失措的人生困境中，全人的學生竟然能夠產生超越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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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慧，創造出化衝突為和諧的生命之美，這是一場壯美經驗的真實呈現。例二，

是選擇一千八百公里滇藏單車行的謝旺霖： 

 

「所有聽到他要在深秋出發挑戰這條路的人都認為他瘋了⋯然而，在他

心裡，這次旅行，是他挑戰孤獨與貧窮的見證⋯載著三十二公斤的行

李、兩公升的水及食物，奮力前行。山坡很陡，路面碎石又多，腳踏車

鏈條承受不住上坡換檔的拉扯，斷了⋯才剛上路，車胎又爆了⋯走投無

路的謝旺霖幾乎哭了出來⋯來往的車輛，看著他半趴在車上，迎著大

雪，辛苦的推著車子⋯整趟旅程，謝旺霖只帶了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啃

乾糧、壓縮餅乾，借宿民家⋯這段艱難旅行，他曾上吐下瀉，感冒咳血、

被藏獒夾攻，都考驗著他的意志。」（賀先蕙，2007：144-146） 

 

回台後，他以這段深刻體驗寫下《與藏獒對峙》及《梅里雪山前的失足》，並且

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文學類創作的獎助。根據《商業週刊》的報導，謝旺霖

所進行的正是一種古今中外都有的「壯遊」活動。所謂「壯遊」（Grand Tour），

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歷，包括三個特質：旅遊時間「長」、行程挑戰性「高」、與

人文社會互動「深」、特別是經過規劃，以高度意志徹底執行。壯遊不是流浪，

它懷抱壯志，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它與探險也不太相同，壯遊者不侷限於深入

自然，更深入民間，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例如漢朝張騫的外交壯遊、

司馬遷的歷史壯遊、唐朝玄奘的宗教壯遊、明朝徐宏祖的地理壯遊、英國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科學壯遊、古巴切‧格瓦拉（Che Guevara 

1928-1967）的革命壯遊等不勝枚舉。（陳雅玲、賀先蕙，2007：132-141）所謂

「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這種封面標題所宣揚的精神，的確

充滿價值創造的意義，正可作為壯美教育的良好範例。 

由此可見，沒有「價值衡量」的創造活動，將會喪失文化批判的美育功能，

沒有「生命之愛」的創造活動，將會喪失自我超越的美育功能，只有兩者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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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實現壯美教育的目的。 

 

基於以上的立場，試著加以推衍，則壯美教育的目的，可以說是企圖透過

教育活動的實施，引發學生產生壯美感受的生命經驗，同時建立壯美觀念的美學

素養，進而開闊學生的美學視野，並提升其美感判斷的能力，以便在面對人生困

境時，能夠產生超越困境的動力與智慧。為了達成以上的美育目的，首先，精神

自由是實施壯美教育不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沒有精神自由這個前提，就不可能會

有任何美感經驗的發生，所以師生之間理想的互動情境，應該是要出於一種追求

精神自由的教育歷程，否則一個頑固、僵化而封閉的心靈，容易將自己陷入一種

無法超越的困境而難以自拔。其次，精神自由雖是美感經驗發生的必要條件，卻

不是充要條件，因為消極的精神自由只是破除意識型態的僵化，積極的精神自由

也只是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必需發生實際的生命體驗才可能產生真正的美感，

所以壯美教育的內容與方法，都必需符合生命體驗這個核心原則。最後，即使是

精神自由加上生命體驗，還是依然無法保證美感經驗的必然發生，因為其中蘊含

的可能是正向或負向的價值感受，負向的價值感受會給人一種痛苦的失落經驗，

只有正向的價值感受能給人一種快樂的美感經驗，所以壯美教育的結果，必需以

正向價值的創造為評鑑規準。 

反觀國內教育學術的發展，目前課程與教學領域，正興起一股「課程美學」

的風潮，例如歐用生便在其〈課程美學—教師即藝術家〉一文中指出： 

 

關於課程美學的見解中，我最欣賞的是 Pinar 等的看法。他們說：「理

解課程為美學文本是把每一次看到的顏色都當作第一次，將顏色經驗為

動詞而不是名詞，教師的任務也是動詞而不是名詞，⋯⋯。理解課程為

美學文本質疑日常的、傳統的東西，要求我們從多元的觀點審視知識、

教學和學習，從深陷的知覺中爬出來，像第一次一樣看它。」⋯⋯課程

美學的研究就是在探討想像在知性發展中的角色，培養美學的求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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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了解教師及其工作的內在之美⋯⋯。（歐用生，2006：58-59） 

 

這樣的論述確實嘗試點出美學在課程與教學領域中的重要性。根據歐氏的說法，

他對美學的理解，乃是從知識解放的角度，肯定其多元觀點的性質與功能，並且

主張用「第一次」的角度來看待「課程」的意義，藉此凸顯想像力與美感之間的

關係。這種無限想像的美感，類似本研究所謂的自由這個要素，尤其是歐氏強調

動詞與名詞的區分，其實也類似本研究所謂的體驗這個要素。不過，如何能夠讓

每一次的觀看，真的都像第一次的觀看，或者，為何非得要是第一次的觀看才有

新鮮感，諸如此類的問題，歐氏顯然並未進一步加以說明。 

究其原因，本研究以為歐氏並未充分掌握美學的完整脈絡，他對美的理解

較偏向於優美而非壯美，更直接地說，歐氏的課程美學觀缺乏一種生命哲學作為

必要的理論基礎。因此，他無法說明「如何」用第一次的角度來看課程，因為對

於沒有想像力的人來說，即使把每一次觀看都當作第一次觀看，結果還是一樣，

不會產生同樣的、或者是更深刻的美感經驗。關鍵在於，除非能夠涉及個人生命

意義的創造，否則人很難重新找回所謂第一次的感動，甚至第一次如果只是意味

著一種新奇性，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也不見得會更有意義。舉例而言，歐用生為了

說明這種「第一次」的課程美學，便以北一女中王姓護理老師對生殖器官的教學

2為例，企圖指出這種教學活動的美學意義： 

 

今天性氾濫、性犯罪、性騷擾問題十分嚴重，未婚生子、墮胎事件層出

不窮，實在有必要讓年輕的學生、特別是女學生們勇敢地打破「性」的

神秘面紗，矯正對「性」的迷思或醜化。⋯她強調：這個課程的主要目

                                                 
2 台北第一女中王姓護理老師要求學生拿著鏡子畫自己的外生殖器，並當成作業一一評分。人本

教育基金會批評，這種教學不僅讓家長和學生既緊張又尷尬，更侵犯了個人隱私權，乃大聲疾呼：

停止這種課程與教學，否則要抗爭到底；台北市教育局行政官員嚴厲要求王老師改變教法。王老

師面對蜂擁而至的壓力，淚流滿面地陳述了她的想法。但北一女師生全力支持王老師，抗議的

e-mail塞爆了人本教育基金會，教務會議也決議，同意王老師繼續這種教學方法。（2003 年 12月
3日，中時電子報）（轉引自歐用生，200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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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使學生徹底認識身體，了解自己，但認真看過自己身體的人不多。⋯

王老師在「眾人皆醉」時「輕輕地搖動」學生，甚至搖動我們，希望將

我們喚醒，她採取較不可預測的、但較有發展性的方式教學，為課程和

教學打開了更豐富、更有想像的可能性。（歐用生，2006：59-60） 

 

然而，就本研究的美學視野而言，事情可能不一定如歐用生所言那麼美好而單純。 

首先，王老師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夠重新認識自己的身體，這一點當然是

沒有問題。教育局行政官員的反應，也的確反映出他們缺乏教育人員該有的專業

素養。然而人本教育基金會的抗爭，卻凸顯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種課程，

究竟是否涉及隱私權的爭議。也就是說，問題的關鍵其實是王老師的作業與評分

方式。從美學的角度來看，如果不能適當地處理學生的緊張與尷尬，這樣的教學

活動，的確可能侵犯學生的隱私權，同時也不一定能夠產生美感經驗，甚至無法

打破社會大眾積習已久的迷思。因為一般人聽到的第一個反應常常是，那分數要

怎麼打？或者學生私底下也可能會想，我為什麼要畫給你看？其次，歐用生意識

到今日的「性」問題層出不窮，但是這並不足以構成王老師課程設計的正當性，

因為王老師的課程設計並非直接針對上述問題進行討論。全校師生的支持，背後

可能蘊含著不同的意義：一則可能是因為王老師的課廣受全校學生好評，二則可

能是因為校方要維護教學的專業自主權不容侵犯，三則可能是因為對於人本教育

基金會的控訴文化感到不滿。也就是說，面對人本教育基金會的質疑，最好的處

理方式，並不是發動群眾攻勢去抗議，而是應該合理地說明整個課程方案的實施

過程，為何既不會侵犯到學生的隱私權，又能夠達成性別教育的目的。 

最後，就壯美教育的立場而言，王老師的課程設計，可能會衍生出以下幾

個問題：第一，關於學習成果的呈現方式，如果學生沒有選擇的自由，那麼她就

是被老師強迫，這種經驗雖然是第一次，卻可能很不舒服，完全沒有美感。第二，

這種作業的確可以使學生注意到自己的身體構造，但更重要的是，老師必須適時

與學生進行心靈的對話，否則就算畫一百次，學生依然得不到深刻的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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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老師規定這項作業，並未考慮到學生的個別差異，萬一某些人有過特殊的

心理創傷經驗，難以承受這種寫作業的情境，老師是否能夠妥善處理類似問題？

這便涉及老師與學生之間，如何衡量那種作業最有價值的問題。第四，學生真正

關心的話題，不只是人體的生理結構，各種和性有關的社會現象，往往更具體地

揭露出人的情感和慾望，老師如果忽略了這些重要的教學素材，將很難協助學生

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也無法使學生產生超越慾望的生命動力。第五，學生必須

學習如何去面對自己的情慾需求，老師如果無法引導學生進行內省活動，只單純

進行觀看身體的描繪活動，既不能培養生命的智慧，也無法創造生命的意義。 

由此可見，歐氏過於樂觀的想法，恰巧反映缺乏壯美觀的課程思維，可能

容易落入一廂情願的迷思。以上五個問題的提出，不僅清楚呈現歐氏課程美學觀

的限制，同時也具體顯示本研究的壯美觀，尤其生命動力和生命智慧兩項要素，

在課程美學的理論建構上，有其不可或缺的重要意義。總之，自由、體驗與創造

等要素，必須與生命動力和生命智慧進行交互作用。否則，沒有動力的自由不能

無限想像，沒有智慧的自由不能理性選擇，沒有感受的身體不會產生動力，沒有

溝通的心靈不會產生智慧，沒有生命之愛就沒有超越的動力，沒有價值衡量就沒

有超越的智慧。 

 

 

第三節    壯美教育的實施—以《四百擊》的欣賞教學為例 

 

本研究主張的壯美教育，其理論體系仍在發展之中，實施的內容與方法，

也有待後續研究的不斷充實。因此，研究者在有限的理論思維與實務經驗之中，

嘗試拋磚引玉描繪出一個可能的方向，提供教育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做為參考。

首先，就課程的面向來說，壯美教育的課程目標，乃是為了激發學生的生命動力，

並培養學生的生命智慧，所以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織，必須以壯美哲學為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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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尼采非常推崇的古希臘悲劇神話、貝多芬音樂，他自己撰寫的《查拉圖斯

特拉如是說》，或莊子十分欣賞的自然生態現象，他自己撰寫的寓言故事等等，

都很適合作為壯美教育的教材內容。除此之外，其實師生本身的生命經驗，更是

值得做為課堂活動的重要素材，端看彼此是否願意開放自己。換句話說，無論是

學科課程、活動課程或核心課程，其實都可以作為壯美教育的形式，只要課程的

設計與實施，能夠出於雙方的理性選擇，並開放出無限想像的空間即可。其次，

就教學的面向來說，壯美教育的教學方法，必須能使學生正視自己的身體感受，

同時願意與自己或他人進行心靈溝通，所以教學的技巧與歷程，應該特別強調：

肢體動覺、音樂、人際、自然等等多元智慧的融入。此外，欣賞教學、角色扮演、

價值澄清、合作學習、探索學習，或心理諮商的基本技巧，如專注、傾聽、接納、

簡述語意、情感反映、自我表露、立即性等等，也都很適合作為壯美教育的教學

方法。最後，就評鑑的面向來說，壯美教育的實施，乃是為了開發學生的創造力，

使其能超越困境解決問題，所以評鑑的重點，是學生如何進行價值衡量的過程，

以及學生是否真正產生對生命的熱愛。因為，缺乏生命之愛的人，不會認真面對

生命意義的問題，缺乏獨立思考與判斷能力的人，無法跳脫既有的思考框架，也

很難改變目前的生命處境。由此可見，壯美這種生命感受的發生，並非一般傳統

的紙筆測驗可以評量，必須經由內省、觀察、晤談等方式，尤其是透過非語言的

各種肢體動作，甚至是某件藝術作品的欣賞或創作，才能確切掌握其性質與作用。 

為了更具體地說明「壯美教育」的實施方式，接著將以《四百擊》（The 400 

Blows）的欣賞教學3為例，一方面說明老師進行美育活動時該有的課程思維，二

方面透過學生實際審美感受的分析呈現明確的教學技巧。因此，本節的論述可以

分成三個部分：（1）影片的劇情簡介（2）教師的課程意識（3）學生的課堂經驗。 

 

                                                 
3 事實上，筆者曾經在國立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開設「教育哲學」課程，並於課程中安排學生欣

賞《四百擊》這部影片，再設計相關教學活動進行美育問題的討論。本節內容便是根據以上美育

教學現場的實際經驗加以潤飾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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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百擊》的劇情簡介 

 

一群學生上課傳閱裸女圖片，剛好傳到主角安端達諾時被老師發現，於是

被罰站在教室的角落。他覺得不公平便在牆上塗鴉，老師看見便不讓他上課，不

僅要他立刻去找工具來清洗牆壁，還恐嚇他如果洗不乾淨就用舌頭舔乾淨。此

外，不准下課，並罰寫「我不該任意塗寫教室的牆壁」。放學回家時，安端和好

友雷內走在一起，大罵其中一個同學小雜種，害他被罰會有報應，更揚言當兵前

一定要修理那個老師。回家後的安端，和在學校判若兩人，會先點燃火爐、擺好

餐桌上的刀叉與餐盤、和父母親問好、準時倒垃圾。隔天上學時遇到雷內，兩人

都很討厭去學校，於是臨時起意一起蹺課、看電影、在街上遊蕩。結果恰巧撞見

安端的母親在街上和別的男人幽會，到了放學的時間兩人便各自回家，雷內還借

安端一張請假單讓他仿冒母親的字跡依樣畫葫蘆。當天晚上，母親藉故很晚才回

家，在父母親的爭吵中，安端覺得這個繼父其實並不愛他，母親又想把他送進孤

兒院省得耳根清靜。於是隔天上學編了一個謊言，騙老師自己的母親過世了所以

缺課沒有請假。不料有一個同學到家裡找安端，父親才發現安端昨天沒去學校，

於是和母親到學校了解狀況，安端不僅謊言被揭穿，也被父親狠狠打了一個耳

光。放學後安端決定逃家，雷內便帶他去一間印刷廠過夜，就在三更半夜的時候，

安端在路邊偷了一瓶牛奶充飢。 

次日安端還是照常去上學，母親從學校把他接回家，一改往日嫌惡的對待

方式，轉而敘說自己的陳年往事，並以高額獎金鼓勵安端好好寫作文。一開始安

端不想理會母親，之後才說出自己無法集中精神、想要打工賺錢。後來在學校的

作文課中，安端獨具創意地寫出一篇描寫祖父之死的文章，卻被充滿刻板印象的

老師指責為抄襲巴爾札克。即使坐在旁邊的同學可以證明安端的確沒有抄襲，老

師還是聽不下去、大加嘲諷、叫同學帶他去找校長。安端於是逃學，雷內也故意

被老師趕出教室，兩人便回雷內的家中，一起抽煙、喝酒、下棋、偷東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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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偷安端父親上班地點的打字機，在賣不出去的情形下，安端決定物歸原處，卻

被警衛逮個正著通知家長。父親一氣之下，便將安端送至警察局，隨後便被移送

至少年感化院。雷內本想去看安端，無奈卻被拒絕不得其門而入，而母親來會面

時也不再有任何親情的流露。最後，主角就在充滿絕望的心情下，利用戶外球賽

進行的時候，穿越感化院的圍籬、逃向夢寐以求的海邊。 

 

  二、教師的課程意識 

 

首先，教師應該認真回答一個問題，為什麼要選這部電影作為教材？如果

老師的答案是，想要告訴同學蹺課沒什麼好下場，不守規矩、胡作非為的代價就

是被送進感化院修理，那麼很明顯地目的是為了進行道德說教，只是假裝用「美

育」的「形式」掩人耳目。帶著這樣的動機去上課，甚至看完以後訓誡學生要規

規矩矩地做人，學生一定覺得老師囉唆、想抗議老師其實不懂他們的心，破壞了

原本欣賞電影時的好心情。美育的目的是使學生能享受美感經驗的愉悅，在上述

的例子中，老師的苦口婆心卻反而成為破壞美感的殺人兇手。原因在於，老師本

身就缺乏看電影的美學素養，以致於不能暫時拋棄道德的意識型態，純粹從藝術

的角度來欣賞這部作品。也可以說，這種老師所設計出來的課程，只有「有我」

的成分而沒有「無我」的成分4，所以不會產生美感經驗。 

其次，教師必需思考：它放映的時機是在正式課程的脈絡，或是非正式課

程的脈絡？學生的年齡層為何？先備知識是否足夠？舉例而言，欣賞這部影片的

學生，可以是一般的大學生，也可以是正在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甚至是藝術學

院的學生，或高中生、國中生或小學生。他們是自己去電影院看？還是在上課的

                                                 
4 在本研究中，所謂「有我」乃是指一種主體性的展現，所謂「無我」乃是指一種主體性的消解。
「有我」時，人的觀點或視野是由主體決定的；「無我」時，人的觀點或視野是向客體開放的。

這兩種成分都是構成美感經驗不可或缺的要素，請參閱李崗（2006）之〈兼容「有我」與「無我」
的美感教育〉一文。若從壯美的要素來說：「有我」時，比較容易形成生命的動力；「無我」時，

比較容易形成生命的智慧；「有我」與「無我」融合時，才能夠真正產生壯美的精神自由、生命

體驗和價值創造。 

 127



時候看？或者在學校利用辦活動的方式來看？對象不同，時間不同，場合不同，

動機不同，氣氛不同，感受不同，判斷不同，意義不同—老師在設計課程時是不

可以一概而論的。就提出問題的角度言，其中蘊含「有我」的成分；就答案開放

的角度言，其中蘊含「無我」的成分。換句話說，美育的實施絕非等同於放映電

影這麼簡單。老師應該要考量學生的身心狀態、知識程度、文化素養、生活經驗，

從中評估學生是否能夠自行產生有意義的藝術欣賞經驗。這才是「有我與無我的

融合」的具體表現。 

再者，影片欣賞後是否有延續的課程活動？學習效果如何評鑑？有些老師

會安排上課時間放映電影，有些則是指定學生利用課餘時間自行觀賞。然而常常

出現的情形是，大部分的老師完全不針對影片進行賞析或討論，只要求交個心得

報告打打分數，這種模式其實很難產生美育的效果。因為小學生看到的可能是片

中的小男孩不聽話作錯事受到懲罰，國中生看到的可能是死黨之間的互相幫助以

及學校老師的嚴肅無趣，高中生看到的可能是一個沒有家庭溫暖的小孩內心的孤

獨與掙扎，大學生看到的可能是夫妻之間由於未婚懷孕、中途輟學、薪水微薄、

感情不合所帶來的婚姻危機，教育學程的學生看到的可能是有關教學、輔導、訓

導的青少年問題，藝術學院的學生看到的可能是關於楚浮這個導演的拍攝手法。

那麼，學生沒看到的部分呢？學生在欣賞影片或撰寫報告時，可能為了符合老師

的期望，刻意放棄自己的立場，選擇老師所提示的角度來看電影。那就只有「無

我」的成分而沒有「有我」的成分。或者說，看完之後呢？老師該如何回應學生

的感受？老師根據什麼標準來打分數？為什麼看電影還要寫報告打分數？「美

育」真的是這樣嗎？美的感受，可以分享，不能勉強。任何語言文字的陳述，都

是經過「美的認知」的表現，畢竟不等於「美的感受」本身。所以老師也不能只

從報告判斷誰比較有美感，卻忽略學生在過程中的情緒反應與生命體驗。 

最後，教師必需決定：如何賞析《四百擊》這部影片？從「無我」的成分

來說，可以處理「藝術品」的特色問題。這部影片的形式風格與傳統電影大相逕

庭。當時的電影工業以美國好萊塢模式為主流，強調先作市場區隔，如戰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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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片、喜劇片、動作片等，再編寫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讓觀眾的心情隨劇情

起伏而獲得滿足。楚浮的拍攝手法則依循「攝影機即鋼筆」的理念，重視真實生

活情境的描寫，強調作者即興拍攝的自由度，腳本中常是片刻的靈感所形成的大

綱，不再是固定的布景與對白。在素樸的寫實風格中，隨著片中主角的足跡，巴

黎的街景自然流露，使人產生一種身歷其境的感受。例如，影片一開始時，馬路

上的窗戶與巴黎鐵塔的建築，各自形成一種網狀線條的構圖，窗戶的緊閉使室內

和室外兩個空間各自獨立存在，鐵塔的空隙卻穿透出天空與地面的銜接。這種網

狀線條的畫面，影片中一再地出現，每次都形成一股特殊的氛圍。尤其當主角被

關進警察局的地下室時，那道枷鎖的線條，代表的不只是行動自由的被剝奪，更

象徵著心理需求的被漠視。所以，在被移送感化院的途中，主角透過囚車的窗戶

向外凝視，他的眼神充滿著絕望與落寞，流下影片中唯一的一行眼淚，此時主角

內心世界的孤獨，與周遭外在環境的喧鬧，成為最強烈的對比。接著，在感化院

的會客時間裡，唯一的朋友來看他，卻又被擋在門外，原本好不容易燃起一絲希

望的他，卻又陷入更深沈的失望與無奈。這樣的情緒實在無法承受，以致於在足

球活動中，主角穿越鐵絲網開始逃跑—網狀線條又再一次出現。楚浮在此運用三

個鏡頭進行不同角度的長拍，彷彿整個世界都靜止不動，只剩主角的背影獨自地

在原野中奔跑。最後跑到了他從未去過的海邊，海邊的浪花朝他的腳底流了過

來，他突然回過頭一看，就在他那深邃的眼神中，楚浮以特寫的方式將畫面停格。

這可說是電影史上最經典的收尾之一。 

從「有我」的成分來說，可以處理「欣賞者」的觀點問題。影片中的情節

與場景，一方面可能反映出老師或學生的心路歷程，另一方面也同時豐富了老師

與學生的生命經驗。隨著個人切入角度的不同，產生的感受與評價也會不同。影

片中有九大主題是比較容易引起觀眾的共鳴與討論的：第一，老師的嚴肅與學生

的嬉戲之間的對比；第二，父母的爭執與小孩的沈默之間的對比；第三，親子關

係的命令要求與朋友關係的無話不談之間的對比；第四，片中主角在家裡的循規

蹈矩與在校外的胡作非為之間的對比；第五，主角家庭的經濟拮踞與朋友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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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富裕之間的對比；第六，主角母親在被兒子發現外遇前後之間管教方式的對

比；第七，主角父親與主角母親之間性格差異的對比；第八，主角在用心寫作時

與被誤認抄襲時之間神情的對比；第九，感化院的心理師與訓導員之間對待主角

方式的對比。這些對比形成各種張力，牽動著觀眾的情緒，也引發觀眾作出各種

的價值判斷。 

 

  三、學生的課堂經驗 

 

在筆者實際的教學經驗中，學生對於一部電影的感受，經過課堂上的討論，

常常變的更為細膩而豐富，不過為了行文的方便，暫且將其化約為甲生、乙生、

丙生三種類型作為代表。以下便先綜合學生在課堂中所發表的意見，再討論其中

所涉及的美育問題。 

 

甲生說：「這部影片娓娓道出人生中有許多的無奈，每個人的遭遇都

逃不過命運的安排。你看母親不得不生下一個不想生的小

孩，父親不得不養一個不想養的兒子，老師不得不教一群不

想教的學生，主角不得不待在一個不想待的家庭。大家其實

都想擺脫這層枷鎖、追尋真正的自由，但無論如何掙扎終究

是悲劇收場。」 

 

乙生說：「這部影片其實具有勸人為善、批判社會亂象的意義，劇中

人物的所作所為正是學校教育最好的負面教材。母親不應該

寡廉鮮恥地搞外遇，被發現後才想討好小孩堵他的嘴。父親

不應該不聽任何解釋就做出決定，不想花時間管小孩就送到

警察局了事。老師不應該憑著刻板印象將學生貼標籤，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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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差勁而且沒有任何專業素養。主角不應該說謊、翹課、

偷東西，交到壞朋友的下場，就是自己一個人被抓去關、朋

友卻沒事繼續上學。」 

 

丙生說：「這部影片拍得真是扣人心弦、值得細細回味，不僅演員對

角色的詮釋入木三分，導演對鏡頭的處理更是渾然天成。你

看母親身上悔不當初的情感糾葛、父親身上苦中作樂的生活

態度、老師身上頑固不化的思考方式、主角身上不被了解的

孤獨感受，這些畫面交織成一幅幅真實而深刻的人生處境，

這種對生命的體會真是美的令人感動。」 

 

就甲生的發言來說，他看到的是影片中各個角色的內在感受。母親當初未

婚懷孕有了這個小孩，孩子的生父卻一走了之，原本想以墮胎來解決問題，在祖

母的反對下，只好嫁給現在的先生。父親由於職位太低、薪水太少一直不得志，

為了要娶這個老婆，也只好供小孩吃住，但已無多餘的心力善加管教。老師抱怨

學生程度太差，為法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主角認為自己說實話時父母都不相信，

根本不像祖母那麼疼愛關心自己。通常這一類的學生想像力豐富、容易入戲，對

情緒與感受的覺察較為敏銳，可能是將別人的心理狀態轉移到自己身上，也可能

是將自己的親身經歷投射到電影情節之中。前者的情形是一種「無我」的態度，

後者的情形是一種「有我」的態度。對於前者，老師必需喚醒學生的自我意識，

提醒學生自己並非劇中人物，加入「有我」的成分與之融合，才可能在悲劇氛圍

中產生美感經驗。對於後者，老師必需轉化學生的自我意識，引導學生反思劇中

人物的遭遇，加入「無我」的成分與之融合，才可能在現實人生中改變態度，進

而能夠重新體驗影片中的美感性質。 

就乙生的發言來說，他看到的是影片中各個角色的外在評價。母親常常以

命令、責備的口吻和孩子講話，認為安端是個記性差、不認真、愛說謊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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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自己反而就是那種說的到做不到的大人。父親原本與孩子與溝通是較無障礙

的，卻在發現其說謊後失去耐心，尤其在他偷自己辦公室的打字機被抓到時，更

是認為這個孩子無可救藥，一點也不想了解他為何要這麼做。老師眼中的安端是

個愛搗蛋、不讀書、常說謊的學生，學生眼中的老師則是個死板、無趣、愛找麻

煩的傢伙。從課堂互動的情形可以發現，老師總是自以為清楚每一個學生的底

細，不僅常以嘲諷的口吻數落學生的不是，教學活動更是缺乏用心的設計。主角

則是自甘墮落不求上進，跟著朋友鬼混無惡不作，小時候就這樣長大如何是好。

通常這一類的學生善於進行批判性思考、有正義感，喜歡抽絲剝繭地分析問題、

判斷對錯，有的會根據自己的道德標準邊看邊罵，有的則企圖公正客觀地解決問

題。前者的情形是一種「有我」的態度，後者的情形是一種「無我」的態度。對

於前者，老師應該提示各種不同的欣賞角度，避免學生限於道德的意識型態無法

自拔，加入「無我」的成分與之融合，可以充實文化素養、提升美感判斷的能力。

對於後者，老師應該營造一個尊重差異的學習情境，設計適當的討論題綱，啟發

學生去體會真實的存在處境，其實任何選擇都有或多或少的主觀性質，加入「有

我」的成分與之融合，可以化解價值立場的爭議、延伸美感判斷的視野。 

就丙生的發言來說，他看到的是影片中各個角色的專業表現。母親的水性

楊花或真情告白，父親的幽默風趣或勃然大怒，老師的呆板嚴肅或人性流露，主

角的多災多難或作惡多端，全部可以作為美感經驗的構成要素。通常這一類學生

中的佼佼者審美意識較為強烈、喜歡追求自己的生活品味，一方面能夠融入電影

情節進行感性的體驗，二方面能夠抽離電影情節進行理性的分析。換言之，他可

以自由自在地穿梭於導演、演員、觀眾等各種立場之間，隨時進行「有我與無我

的融合」，來欣賞這部影片或是其他的藝術品。不過，並非所有這一類的學生都

能具備上述的藝術修養，有的會侷限在自以為是的美感品味而不自知，有的會為

了追求某些美感經驗而廢寢忘食、甚至不惜付出一切代價。對於前者，老師可以

補充介紹各種專業藝術知識，激發學生共同討論美感品味的優劣問題，鼓勵學生

去嘗試並比較不同類型的美感經驗。對於後者，老師可以邀請學生共同分享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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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經驗，從人與自己、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角度，剖析各種生命情調的意

義與價值，進而省思自己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隨時享受生命之美。 

 

 

第四節    總結與建議 

 

綜觀本研究各章節的討論，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論與建議： 

1. 台灣美感教育的歷史發展，長期以來陷入一種缺乏超越的困境，而且這種

既缺乏美學素養、又缺乏動力與智慧的教育困境，必須透過一套壯美教育

的理論與實踐，才能夠加以破解並且使生命獲得超越與提昇。 

2. 本研究植基於中西美學史的論述脈絡，嘗試提出一種新的「壯美」觀念，

作為一種方法論上的理念類型，以供進行「壯美教育」的理論論述之用。

這種壯美觀念的特色，乃是出自於一種生命哲學的思考，並吸收了美學與

教育學之間的共同元素，建構而成。 

3. 透過尼采的美學視野，可以發現他對西方美學的批判，反對將美視為概念

的理解、道德的教化、自然的模仿、情緒的宣洩，並主張美是形象的直觀、

藝術的魔變、生命的創造、意志的展現。 

4. 透過莊子的美學視野，可以發現他對儒家美學的批判，於是提出美感判斷

的規準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而逍遙遊這種美感經驗的發生，

乃是離形去知、用心若鏡、安之若命、遊心於物的結果。 

5. 本研究所提出的壯美觀念，涉及一種生命動力以及動力轉換的生命智慧，

其內涵包括自由、體驗、創造三個要素，自由蘊含理性選擇與無限想像，

體驗蘊含身體感受與心靈溝通，創造蘊含價值衡量與生命之愛，只有這些

要素共同發生作用，才會產生壯美的生命感受。 

6. 壯美教育的目的，乃是企圖透過教育活動的實施，引發學生產生壯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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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經驗，同時建立壯美觀念的美學素養，進而開闊學生的美學視野，

提升學生美感判斷的能力，以便在面對人生困境時，能夠產生超越困境的

動力與智慧。 

7. 壯美教育的課程目標，乃是為了激發學生的生命動力，並培養學生的生命

智慧，所以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織，必須以壯美哲學為規準。例如，尼采

非常推崇的古希臘悲劇神話、貝多芬音樂，他自己撰寫的《查拉圖斯特拉

如是說》，或莊子十分欣賞的自然生態現象，他自己撰寫的寓言故事等等，

這些具有超越意義的內容，都很適合作為壯美教育的教材。 

8. 壯美教育的教學方法，必須能使學生正視自己的身體感受，同時願意與自

己或他人進行心靈溝通，所以教學的技巧與歷程，應該特別強調：肢體動

覺、音樂、人際、自然等等多元智慧的融入。此外，欣賞教學、角色扮演、

價值澄清、合作學習、探索學習，或心理諮商的基本技巧，如專注、傾聽、

接納、簡述語意、情感反映、自我表露、立即性等等，這些可以覺察生命

體驗的途徑，也都很適合作為壯美教育的教學方法。 

9. 壯美教育的評鑑重點，乃是學生如何進行價值衡量的過程，以及學生是否

真正產生對生命的熱愛。壯美這種生命感受的發生，並非一般傳統的紙筆

測驗可以評量，必須經由內省、觀察、晤談等方式，尤其是透過非語言的

各種肢體動作，甚至是某件藝術作品的欣賞或創作，才能確切掌握其性質

與作用。 

10. 壯美教育的後續研究，可以根據生命動力、生命智慧、自由、體驗、創造

等這五項要素，採取科際整合的角度，吸收如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

人類學等等各學門的新知，繼續開拓壯美教育的理論論述，以及實際從事

課程、教學、政策、制度等實務工作的實徵研究。 

 

以上的結論與建議可以圖示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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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采                            莊    子 
 
美     形    藝    生    意            天  萬    離    用    安    遊 
       象    術    命    志            地  物    形    心    之    心 
學     的    的    的    的            與  與    去    若    若    於 

     直    魔    創    展            我  我    知    鏡    命    物 
史     觀    變    造    現            並  為 

                                     生  一 
                 
生 
命         超越的生命動力   → → →  ← ← ←   超越的生命智慧    
哲              ↑↑               ↓↓                ↑↑ 
學 

                           壯   美                          
 
          ↓↑                     ↓↑                     ↓↑ 
教       自  由                   體  驗                   創  造  
育      理性選擇      →         身體感受       →        價值衡量 
學      無限想像      ←         心靈溝通       ←        生命之愛 
 
 
 
 
教      課程內容      →         教學方法       →        評鑑方式 
育         ↓                       ↓                       ↓ 
實    以自由為前提             以體驗為原則             以創造為規準 
踐      
 
目     產生壯美感受的生命經驗    →    激發學生的生命動力 
的     建立壯美觀念的美學素養    →    培養學生的生命智慧 
 
建     進行生理、心理、社會、人類等學科整合的理論論述 
議     從事課程、教學、政策、制度等實務工作的實徵研究 
 
 

圖一：論文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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