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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文學家席勒σriedrich Schil1er 1759-1805)主張人類在感覺、悟性和意志三

種官能之外，還有一種美感官能，針對這種官能的教育稱為審美教育。他鑑於十

八世紀以來，因為學科知識分工發展造成人格分裂的現象，因而提倡「審美教育」

(Aes也etic Education)以促進人類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發展。審美教育的內涵從席勒

提倡開始，經歷許多教育學家的補充，到了今天已經相當複雜。由於審美教育內

涵的爭論不休，不僅影響教學目標的訂定，同時造成審美教育課程選擇的困難。

因此，審美教育內涵的釐清有其必要。本文探討了席勒、赫爾巴特、狄爾泰、奧

圖、柯柏斯、布勞第和凱林等人審美教育的概念，以分析審美教育的涵義。總而

言之，審美教育是一種經由各種自然、文化、藝衛、宗教和哲學等事物，對個體

的美感進行陶冶的活動。審美教育的內涵應該包括下列幾項: (1)形成個體統整的

人格;(2張皂求精神自由的教育; (3)改善國家政治的狀況; (4)重視人類情感的陶冶;

(5)注重自然景觀的珍惜; (6)致力於文化生活的提昇; (7)強調藝術創作、詮釋、鑑

賞、批判的教育。惟有澄清審美教育的概念，明白審美教育的涵義之後，才能夠

正確的指引教師訂定審美教育教學目標、選擇課程教材、實施審美教育和評鑑審

美教學活動，促進審美教育活動的發展，達成審美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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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審美教育涵養研究

壹、前言

德國文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主張人類在感覺、悟性和意志三

種官能之外，還有一種美感官能，針對這種官能的教育稱為審美教育(Schil1er， 1967: 

140-143) 。他鑑於十八世紀以來，因為學科知識于工發展造成人格分裂的現象，

因而提倡「審美教育J (Aesthetic Education)以促進人類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發展。

審美教育奠基於「美學j (Asthetik)之上，美學是由德國哲學家包姆嘉頓(Alexander

Baumgarten 1714-1762)於十八世紀所創立的一門學間，在形上學、知識論和倫理

學之後，成為哲學的一個部門。包姆嘉頓是理，性主義哲學家吳爾夫(Christian Wolfi) 

的學生，他治襲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GW.)對於理性知識和感性知識的區分，

提出「美學」來研究感性的知識，以補充當時只有邏輯學探討理性知識的缺失。

包姆嘉頓在 1750 年出版的「美學J (Aesthetica)一書中，對美學的意義作了以下三

種規定(C紅討“， 1931: 84) : (1)研究美的藝術的理論: (2)研究較低或感性知識的學

問: (3)研究完滿地運用感性認識的學問;依此可知包姆嘉頓所謂的「美學」是指

一門研究藝術、感性和美的學問。劉昌元在其「西方美學導論」一書中，將當代

美學探討的主要問題分為以下五類(劉昌元， 1989: 3-6) : (1)解釋藝術家創造活動

有關的問題:柏拉圖的「靈感說」、佛洛依德的「深層心理學」、康德的「天才說」

和「想像理論」、柯林悟的「表現論」都在解釋藝術家的創造活動。 (2)探討藝術

品定義的問題:包括各門不同藝術類型在內的一般概念，與只指各門不同藝術類

型的附屬概念。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GW.F.)的「美學演講錄J (Vor1esung über 

Ästhetik)就是一部論述藝術品的經典之作。 (3)關於美、審美態度與審美經驗的解

釋: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對於美的概念加以分析，美國哲學家

狄奇(George Dickie)在其「審美態度的神話」帥yth of Aesthetic Attitude)一文中，

探討審美態度的意義，法國哲學家杜雷納(Dufrenne，M.)在「審美經驗的現象學」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一書中，從現象學的觀點分析審美經

驗的內涵。 (4)描述、解釋和評價藝術品有關的問題: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旦斯多

德的「悲劇論」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美學演講錄」中的「悲劇論J (ÜberTragδdie) 

都是著名的經典作品。 (5)分析藝術品的社會功能:包括藝術與道德的關係、藝術

與查禁制度、藝術在人生中的地位、藝術與宗教、政治、經濟等關係的探討。

其後，教育學家赫爾巴特(Joh伽 Friedrich Herbart)也非常重視審美教育，他

認為世界的審美表達就是教育的主要工作。赫爾巴特主張教師的每一個觀點應當

儘早經由審美的描述加以決定，使情感的自由行為不是來自世俗的聰明，而是來

自法則實際的考量，以便培養具有道德的人格(Herbart， 1986: 66-68) 0 1826 年教育

學家史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 F.E.D.)在其〈教育理論) (Theorie der Erziehung) 

一書中，主張教育是上一代對下一條施予的作用，其理論與倫理系統有密切的關

係，我們需要一種教育理論，而這種理論是一種藝術學說(Schleiermacher， 1983: 

43) 。他將教育實際視為一種藝前，認為教育作用真正的性質就如同圖畫

(Schleiermacñer, 1983: 15) ，非常重視審美教育的功能。這些審美教育思想到了「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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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育運動 J (Kunsterziehu耶bewegung)時，三t落實在具體的教育活動中，共所涉

及的範圍不限於狹隘的藝術教育，而是期望以藝術精神的陶冶，培養健全的人格，

促進教育的革新(楊深坑，民 77 : 10) 。審美教育的內涵從席勒提倡開始，經歷

許多教育學家的補充，到了今天已經相當複雜。有的學者主張審美教育乃是情感

的陶冶，以美感的陶冶來完成人格教育，經由美感的表現確立美感的理解(Herbart，

1986) 。有的學者主張審美教育乃是透過藝術教育來教導兒童各種藝術形式，以傳

達或表現其審美觀念與能力的活動(Eisner， 1972) 。有的學者主張美育透過藝術和

自然之美的陶冶'培養人審美和創造美的能力(林逢祺，民 87: 377) 。有的學者主

張審美教育就是使受教者易於獲得美感經驗，而能時常沐浴於美的感受之中的一

種教育活動(陳木金，民 88: 37)。有的學者則主張美育乃是一種借助美感的陶冶，

使受教者在不同類別的藝術領域裡'透過不同藝術材料、內容、表現形式、創作、

欣賞、批評等方式，而能對自然與人文世界形成正確的審美觀點、健康的審美情

趣、高尚的審美理想，高度感受美、欣賞美及創造美的能力，在此種美感陶冶的

歷程中，情操得以高貴，身心得能美健，全人的理想得以實現(呂祖深，民的:

234-235) 。由於審美教育內涵的爭論不休，不僅影響教學目標的訂定，同時造成

審美教育課程選擇的困難。因此，審美教育內涵的釐清有其必要。本文將探討席

勒、赫爾巴特、狄爾泰、奧圖、柯柏斯、布勞第和凱琳等人的著作，以分析審美

教育的概念，說明審美教育的涵義，提供學校教師作為訂定審美教育教學目標、

選擇課程教材、實施審美教育和評鑑審美教學活動的參考。

貳、席勒審美教育的涵義

教育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月1759年 11 月 10 日出生於普魯士奈

卡爾的馬爾巴赫。伽bach) 。父親約翰(Johann K呻位 Schiller 1723-1796)曾經從事

過軍醫助理和外科醫生的工作。 1753 年起在烏騰堡歐伊根公爵(Herzog Karl 

Eugens von Wüttemberg)處擔任軍需宮，後來曾經擔任募兵官， 1775 年被任命為軍

需部門長官。母親伊莉莎白(Elisabeth Dorothea 1732-1802)是馬爾巴赫一家旅館老

闆的女見。席勒在家排行第二，上有一位姊姊伊莉莎白(Elisabeth Christophine 

Friedrike)' 下有四位妹妹，依序是露易莎(Luise Dorothea Katharin吋、瑪麗亞(Maria

Charlotte) 、貝亞塔(Beata Friedrike)和卡洛琳(Karoline Christiane Nanette) 。

1765 年席勒六歲時，進入洛赫爾的鄉村學校接受基礎教育，跟隨莫若爾

(philipp Ulrich Moser)神父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 1766 年 12 月底，席勒全家遷居

路德維希堡(Ludwigburg) 。次年，進入當地的拉丁學校就讀，與同學馮霍芬

(Friedrich Wilhelm von Hoven)相交甚篤。 1772 年席勒完成畢生第一篇德文詩作《基

督徒} (Die Christen) ，可情後來散失了，並沒有留傳下來。 1773 年席勒有意學習

神學，因此進入卡爾學校就讀。卡爾學校的創辦者就是歐伊根公爵J 由於這所學

校實施嚴格的兵營生活制度，強迫學生穿著制服，而且與外在世界隔離，所以引

起席勒的反感。此時，席勒開始閱讀德國文學家萊辛(Lessing) 、柯洛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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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pstock)和狂飆時期的文學作品。

1774 年席勒轉入當地軍事學院的法律部門就讀，開始其法律學習的生涯。從

歐伊根公爵的學生報告中，顯示出此時席勒對神學非常感到興趣。 1775 年席勒轉

學到斯圖特嘉，進入一所醫學機構求學，放棄了原先法律課程的學習。 1776 年席

勒由於受到哲學教授亞伯爾(Jakob Friedrich Abel)的影響，開始致力於哲學的學習

和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戲劇的研究。這時席勒所閱讀的書籍包括盧梭、楊格(Young)

和歐西安(Ossian)等人的作品。同年 10 月席勒在〈斯瓦比雜誌) (Schwäbische 

Mag位血)發表一篇詩作〈傍晚) (Der Abend) ，次年 3 月發表了第二篇詩作《征服

者} (Der Erorberer) 。

席勒於 1777 年開始撰寫劇作《強盜) (Die Räube吟，次年決定不再從事詩歌

的寫作，集中精力於「謀生科學J (Brotwissenschaft)的學習，以便順利完成學業。

1779 年席勒的醫學論文〈生理學之哲學) (philosophie der Physiologie)沒有通過審

查，學業生涯因此受阻。此時，他將興趣再度轉向詩歌的創作，開始撰寫《國王

的陵墓) (Die Gruft der Kδnige)和田園歌劇{薛梅雷) (Semele) 0 1780 年席勒在霍

亨漢(Franziska von Hohenheim)的生日宴會中應邀發表〈從結果來觀察德行) (Die 

Tugend in ihren Folgen betrachtet)演說，並且在公爵的生日宴會中，擔任主角演出

哥德的劇作〈科拉維果) (Clavigo) 。同年以{人們動物性與精神性關係之探究〉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tierischen Natur des Menschen mit seiner 
geistigen)一文通過審查，完成醫學院的學業，並且在斯圖特嘉的部隊中，擔任軍

壇的工炸 。 \1~\ 辱罵戰完成獻作 《強盜布， 稿時皂費也椒， 也快鋪路不住，因此

開始負債。後來，曼漢國家劇院主管邀請席勒參與演出，雖然劇作〈強盜〉的首

演非常成功，但是仍然無法解除席勒經濟的困境。

1782 年席勒在亞伯爾(Abel)和皮德森(Petersen)出版的《威爾頓堡文學報告}

(Wirtembergische Repertoriums der Literatur)中，評論自己出版的《強盜)，(詩歌選

集)(Anthologie)、〈關於現代杜伊特的戲劇〉怕berd品 gegenwärtige Teusche Theater) 

和〈菩提樹下漫步) (Spaziergang unter den Linden)等作品，並且開始從事劇作〈斐

斯克〉 σiesco)與《露易莎﹒米勒林) (Luise Millerin)的撰寫。後來，劇作{斐斯

克〉在曼漢演員工會的發表失敗，席勒在失望之餘離開曼漢，漫遊法蘭克福、杜

林根等地，同時在包爾巴赫(Bauerbach)下楊時，認識一位圖書管理員萊恩華德

(Wilhelm Friedrich Hermann Reinwald) ，後來成為席勒的姊夫。 1783 年席勒出版劇

作《斐斯克〉並且致函萊恩華德，在信中談到了他撰寫《優里烏斯神哲學〉

(Theolosophie des Julius)的想法。就在此時，席勒愛上一位夏洛特(Ch訂lotte von 

Wolzogen)小姐 ，可情夏洛特已經心有所屬。因此，席勒不幸地失戀了。

1784 年接受易輔蘭(Ifl1and)的建議，將劇作《露易莎﹒ 米勒林〉更名為{陰

謀與愛情) (Kabale und Liebe)在曼漢出版，同時漫漢國家劇院的首演非常成功。

因此，席勒在文學界的聲名大噪，並且從其薩克森朋友處獲得許多信函、贈品和

畫像。周年歷勒邂逅了男一位夏洛特~Ch訂lotte von Lengefeld)小姐，她後來成為席

勒終生的伴侶。此時，席勒也開始創作另一部作品〈堂﹒卡洛斯) (Don Carl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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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 年席勒遊歷至來比錫，原想進一步學習法律或完成醫學博士學位，可情因為

俗務種身，並未能如願以償。

1786 年席勒劇作《塔莉亞) (Thalia)出版，內容包括{愉悅) (An die Freude) 、

《喪失榮譽的犯罪者) (Der Verbrecher aus ver10rener Ehre) 、《堂﹒卡洛斯) (Don 

Carlos) 、〈激盪的自由精神) (Freigeisterei der Leidenschaft) 、〈放棄) (Resignation) 、

〈塔莉亞) (訂lali吋、〈哲學書信) (philosophische Briefe)與〈見靈者) (Geisterseher) 

等作品。後來，席勒專心的研究歷史，從事〈荷蘭沒落史}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Nieder1ande)與〈和解的人類之敵) (Der versδhnte Menschenfeind)兩部書的撰

寫﹒ 1787 年席勒遊歷到耶納，由於和萊恩霍德(Reinhold)辯論康德哲學，促使席

勒對康德的著作進行研究。同時，參與耶納「一般文學日報」的撰寫出版工作。

1788 年席勒完成《荷蘭沒落史〉在來比錫正式出版，並且到威瑪與夏洛特見面。

經由夏洛特的介紹，首次與文學家哥德(Johann Wolf阱g von Goethe)相識。

1789 年席勒在「杜伊特商神J(Teutscher Merkur)雜誌出版「命運的遊戲J(Spiel

d自 Schicksals)一文，並且在哥申出版社的{德國新美文學的批判概要〉偎ritische

Ubersicht der neusten schönen Literatur der Deutschen)一書中，發表其對〈殷非格尼〉

(Iphigenie)劇作的評論。同年，獲得耶納大學哲學院所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並且

在哥申出版劇作〈見靈者) (Der Geisterseher) ，而且結識教育學家洪保特(Wilhelm

von Hurnboldt) ，同時與夏洛特小姐訂婚。 1790 年 2 月席勒正式與夏洛特結婚，並

且完成{三十年戰爭史) (Geschichte des Dreissigjahrigen Kriegs)的第一卷。 1791

年席勒答應丹麥作家巴格森(Jens Bagesen)的請求，接受奧格斯頓堡克里斯第安王

子但由pri血 Friedrich Christian)與辛莫曼伯爵(Graf Ernst von Sc趾mmelm組n)三年

的資助，進行哲學美學與康德批判哲學的研究。 1792 年席勒到來比錫和德勒斯登

旅遊'透過好友柯爾納(Christian Gott企ied K，δm的的介紹與文學家史萊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相識。同時，完成〈三十年戰爭史〉的出版。 1792 年冬季學期

席勒在耶納大學開授美學演講課程， 1793 年陸續完成其審美哲學論文〈優美與尊

嚴) (Anrnut und Würde) 、〈論崇高) (Vom E由abenen) 、〈論莊嚴) (Über d品

Pathetische) 、〈審美教育書信集〉怔地er die A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吋與

《美的哲學) (Die Philosophie des Schδnen) 。後來，艾先後和文學家賀德林、哲學

家斐希特、謝林、教育學家保爾等人相識。此時，席勒在文學、哲學和教育學領

域的聲望已達高峰。 1805 年席勒因病逝世於耶納，最初葬在佛利德霍夫的聖雅克

斯教堂， 1827 年普魯士國王為紀念席勒偉大的貢獻，將其遺體遷葬至威瑪的諸侯

墓園中，以示尊崇景仰的敬意(Schiller， 1993 : 1287-1302; Nohl, 1954: 7-21) 。

席勒於 1793 年將寄給奧格斯頓堡王子的書信，在他創辦的「季節女神」雜誌

上發表。 1801 年這些書信被收入《短篇散文集〉第三部，只刪除了個別段落和註

帥，現血直行的〈審美教育書信集〉就是根據這個版本。席勒在〈審美教育書信

集}中首先申明，他研究美與藝術雖以康德的原則為根據 ， 但不拘門戶之見。他

主張研究美的方法論基礎，在於美雖然和感官有密切關係'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

必須使其對象接近知性，因而有時不得不使對象避開感覺，以擺脫其直接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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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Schill缸" 1993: 570-571) 。席勒認為藝術是人類理想的表現，它是由精神的必

然而產生的，不是為了滿足物質方面的需求。但是，今天需要支配了一切，由於

科學發達和功利盛行，藝術逐漸喪失其意義。其次，政治不再是少數強者的事，

每個人都覺得政治問題，與其生活有或深或淺的關係'人們因而普遍地注意政治

舞台，研究藝術和美似乎成了一件不合時宜的事。不過，席勒認為政治問題的解

決必須經由美學，人們只有通過美才能走向自由(Schiller， 1993: 571-573) 。

席勒主張理性要求統一性，自然要求多樣性。觀念的人(Mensch ín der Idee) 

即客觀的人，體現了這種永不改變的統一性;時代的人(Mensch der Zeít)即主觀的

人，則表現出始終變換的多樣性。因此，每個人都有兩種性格，即客觀和主觀的

性格，這兩種性格各有其片面性。國家代表理想的人，它力求把各具特點的個體

統一成一體。如果個人不能把他主觀的特殊性格淨化成客觀的性格，國家就會與

個人發生衝突，而國家為了不成為個人的犧牲品，就不得不壓制個體。因此，關

鍵在於統一人身上的兩種性格，使其達到性格的完整性(Totalität des Chrakters) 。

既不能為了達到道德的統一性而損傷自然的多樣性，也不能為了保持自然的多樣

性而破壞道德的統一性，就是說人既不能作為純粹的自然人以感覺來支配原則，

成為一個野人(Wild叮') ，也不能作為純粹的理性人用原則來摧毀情感，成為一個蠻

人(Barbar) 。有教養的人真有性格的全面性，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理想中的國家才

能成為現實，國家與個人才能達到和譜統一(Schill缸， 1993: 576-579) 。

席勒認為希臘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他們的國家雖然組織簡單，但卻是一個

和諧的團體。到了近代，由於文明的發展和國家強制的性質，人只能發展某一方

面的能力，從而破壞了他稟怪的和諧狀態，成為殘缺不全的個體。這種片面的發

展，對文明的開創和人類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但個人卻因此而犧牲自己，喪失

其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所要作的就是通過審美教育，來恢復他們本性中

的這種完整J性(Schill前" 1993: 581-588) 。想要恢復人類本性的完整性不能指望現在

的國家，也不能寄望觀念中理想的國家，因為它本身必須建立在更好的人性之上。

所謂更好的人性，就是既要有和諧一致的統一性，叉要保證個體的自由和它的多

樣性。但是，人類的本性目前處於分裂之中，人的各種能力處於對抗之中。在這

種情況下，給予個體自由必然會造成對全體的背叛，國家為求和諧一致勢必對個

體實行專橫的統治。因此，只要這種對抗的狀態繼續存在，改善國家的企圖都是

不切實際的幻想(Schill缸" 1993: 588-590) 。

席勒強調政治的改進要通過性格的高尚化，而性格的高尚化叉只能通過藝

術。藝術雖然與時代有聯繫，但因藝術家心中有一個由可能與必然相結合而產生

的理想，他的創作是發自心中純正的理想性格 ， 因而高尚的藝術不沾染任何時代

的腐敗，並且超越時代的限制。藝術家不是以嚴峻的態度對待其同代的人，而是

在遊戲中通過美來淨化他們，使他們在休閒時得到娛樂，在不知不覺中排除任性、

輕浮和粗野， 再慢慢地從他們的行動和意向中逐步清除這些毛病，最後達到性格

高尚的目的(Schill缸" 1993: 592-596) .~ 席勒主張感性衝動的對象是最廣義的生活，

形式衝動的對象是本義和轉義的形象，遊戲衝動的對象是活的形象，亦即最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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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遊戲衝動是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之間的集合體，是實在與形式，偶然與必
/ 

然，被動與自由的統一;這樣的統一使人性得以圓滿完成，使人的感性與理性的

雙重本性同時得到發揮，而人性的圓滿完成就是美。這樣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

連個要求只有當人遊戲時才能完成(Schi11er， 1993: 614-619) 。

席勒主張美是由兩種對立的衝動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理想、美是實在與形式達

到最完美平衡的產物。這樣的平衡在現實中是不會有的，因而理想美只是一種觀

念。觀念中的理想美是不可分割的單一的美，而經驗中的美是雙重的美;觀念中

的理想、美只顯出有溶解的和振奮的特性，在經驗中就成為兩種不同的美，極溶解

性的美和振奮性的美，這兩種美的作用各不相同，所以在經驗中美的作用是矛盾

的(Schil1er， 1993: 619-622) 。美應該能夠消除精神力和感性力雙重的緊張。美把思

維與感覺這兩種對立的狀態連結起來，但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一個折中狀態。美

學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一方面承認對立，男一方面叉必須承認結合的可能性。

這兩方面必須相輔而行，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正確美的概念(Schil1缸， 1993:

624-626) 。

席勒認為審美的可規定性與純粹的無規定性雖然都是一種無限，但後者是空

的無限，前者是充實了內容的無限。美在心緒中不產生任何其體的個別結果，只

是給人以自由，而這種自由正是人在感覺時或思維時，由於片面的強制而喪失了

的。所以美的作用就是通過審美生活，再把由於人進入感性的或理性的被規定狀

態而失去的人性重新恢復起來(Schil1er， 1993: 634-636) 。在審美狀態中，我們均衡

地支配著承受力和能動力，我們的心緒處在自由之中，它可以輕易地轉向任何一

個方面，真正的藝術作品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把我們從禁鋼中解放出來

(Schil1er, 1993: 636-638) 。

席勒強調人的發展要經過物質狀態，審美狀態和道德狀態三個不同的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人受自然盲目必然性的支配，理性根本沒有出現，人是無理性的

動物。既使理性已經朦朧地出現，因為這時生活衝動對形式衝動還占有優勢，人

也會把理性所要求的絕對的概念運用到他的物質生存和安樂上面去，或者把他的

感性利益當作他行動的根據，把盲目的偶然當作世界的主宰，或者為他自己設置

→圖符合於他卑劣意向的神。因此，理性的最初出現並不是人性的開始，人還不

是人，而是有理性的動物(Sc趾11缸， 1993: 645-651) 。從純粹的物質狀態到審美遊戲

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人的最原始狀態是只滿足最低的需要;不久之後，他就

要求有剩餘，最初是要求物質的剩餘，隨後要求審美的附加物。不論是人還是動

物，如果他們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生存，他們就是在勞動;如果是過剩的生命

刺激他們活動，他們就是在遊戲。不過，這種遊戲還是物質性的， 人還屬於動物

的範圈。從物質遊戲到審美遊戲是一種飛躍，這時人必須擺脫一切物質的束縛，

因而他的整個感覺方式必須產生一次徹底的革命，他對審美表象必須自由地加以

估價。即使審美遊戲已經開始，感性衝動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不斷進行干擾，因

而最初的審美遊戲衝動與感性衝動還難以區分。審美遊戲本身也還有一個從低級

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最初以外界事物為樂，最後以自己為樂。進而建立起審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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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王國，在這裡人擺脫了一切強制，通過自由給予自由是它的基本法則，平等

的理想得到實現(Schiller， 1993: 661-669) 。

綜合前面所述，席勒在撰寫這 27 封信時，不僅眼見法國大革命的悲劇，閱歷

世事的紛擾動盪，而且個入生命中亦經歷雖享有盛名，卻仍免不了病痛與貧困的

遭過，之後深知生命中的幸福愉悅不是向外追求而得，而是出自內心成熟穩健的

怡然自得，是經由內在純美的心靈境界而後獲得的理想成熟人格的實現。因此提

出審美教育的理想，以挽救十八世紀以來科學知識分工造成人性分裂的弊端(劉千

美，民 82 : 178-179) 。席勒認為審美教育是一鸝莖由自然和藝術事物，培養個體

審美的心境，促進人類理性與感性的和諧，以改善國家政治狀況的活動。在審美

教育的目的上，席勒希望通過審美教育培養人類高尚的情操，改善國家政治紛亂

的狀況。在審美教育的功能上，席勒相信經由審美教育可以培養人類審美的心境，

變化個人的氣質，提高人類的道德品格。在審美教育的範圍上，席勒承襲康德的

看法，兼顧自然美和藝術美。在審美教育的課程上，席勒認為藝術品的欣賞並不

是最終的目的，審美心境的培養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參、都爾巴特審美教育的涵義

教育學家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1776 年出生於歐登堡

(Oldenb叮g) ，父親擔任政府法律顧問，母親才華洋溢，家庭環境很好。後來父母

親因為感情不融洽離異，母親於 1801 年遷居巴黎。赫爾巴特自幼體弱多病，因

此耽誤入學的機會，同時由於父母位離，造成幼年鬱鬱寡歡的性格。赫爾巴特從

小接受嚴格的家庭教育，喜歡學習希臘文、數學和邏輯學。 12 歲進入歐登堡文法

中學，對於哲學逐漸發生興趣，喜歡閱讀康德的哲學著作， 1793 年在中學畢業典

禮上發表〈有關國家內影嚮道德成長與墮落一般原因〉但tw扭曲er die allgemeinen 

Ursach間， welche in Staaten den Wachstum und den Verfall den Moralität bewirken) 

的祝賀演說，深受大家的好評。因為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為法官，所以赫爾巴特於

1794 年秋天進入耶納大學(Universität Jena)攻讀法學。但是他對法律實在沒有興

趣，為了不違背父親的意願，只好繼續暗中研究哲學。當時耶納大學是德國哲學

的重鎮，赫爾巴特因此成為著名哲學家斐希特(Fichte， J. G)的學生。 1797 年赫爾

巴特離開耶納大學，在瑞士因特拉肯(Interlaken)擔任家庭教師的工作，教育總督

的三個孩子。三年家庭教師生涯所獲得的教育經驗，對赫爾巴特教育學術的發展

有決定性的影嚮。 1797 年赫爾巴特前往柏格道夫(B叮gdort) ，拜訪著名教育家裴

斯泰洛齊σestalozzi， J. H.) ，並且參觀他所創辦的學校，倆人因此建立深厚的友

誼。 18∞年赫爾巴特辭去家庭教師的職務，轉赴德國布來梅大學(Universität

Bremen) ，在好友史密特(Schmidt，J.)的資助下恢復中斷的哲學研究。兩年之後，

赫爾巴特轉到哥廷根，在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倒ingen)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其後，哥廷根大學請他擔任教育學講師的工作，兼授哲學和心理學。 1806 年出版

《普通教育學〉深受教育學術界重視，逐漸建立其聲譽。 1809 年赫爾巴特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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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尼斯堡大學(Universität Kδnigsberg) ，繼康德(Kant，l.)和克魯格(Krug，W. T.)之
冶 z手後，擔任哲學講座教授。在過段期間裡，他兀成了普通教育學的體系。 1811 年赫

爾巴特在寇尼斯堡大學和英國的德瑞克(Mary Drak:e)小姐結婚， 1833 年他結束寇

尼斯堡大學哲學講座的工作，應哥延根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 1841 年赫爾巴特聲

望正陸之際，不幸地突患中風，最後終告不治去世(Herbart， 1986: 15-19) 。主要著

作有《形上學要點) (Hauptpunkte der Metaphysik) 、〈普通實踐哲學) (Allgemeine 

F創此he Philosop趾e) 、〈自然法與道德的分析說明) (Analytische Beleuchtung des 

Naturrechts und der Moral) 、{哲學概論) (Ein1eitung in der Philosophie) 、〈普通形上

學) (A11gemeine Metaphysik) 、〈簡明哲學辭典) (Kurz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e) 、{論裴斯泰洛齊的近著﹒葛妹特如何教育她的子女) (的er Pestalozzis 

E闊的te Schrift:Wie Gertrud ihreKinder lehrte) 、《裴斯泰洛齊直觀的 ABC 觀念〉

0個個lozzis Idee eines ABC der Anschauung)、{論審美的表現作為教育的主要課題〉

(加er die ästhetische Darstellung der Welt als d品 Hauptgeschäft d前 Erziehung) 、〈評

費斯泰洛齊教學法的立場)(Über den Standpunkt d叮 Beurteilung der Pestalozzischen 

Unterrichtsmethode) 、《普通教育學) (Allgemeine Pädagogik) 、〈教育學講演綱要〉

(Umriss der allgemeinen Pädagogik) 、〈普通教育學綱要) (Umriss der pädagogischer 

Vorlesungen) 、{心理學體系) (System der Psychologie) 、〈心理學教本) (Lehrbuch zur 

Psychologie) 、《心理學作為幸陣〉的ychologie als Wissenschaft)等等。

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從倫理學的觀點來決定教育的目的，並且從心理

學的角度來建立教育的方法。他主張教育的目的在培養道德品格，教育的方法有

管理、教學和訓練。赫爾巴特認為教學是所有教育工具中最重要的，因為經由見

童「思想圈 J (Gedankenkreise)有系統的修正，可以教育學生成為具有道德人格的

人(Herbart， 1986: 85-86) 。教學在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中真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張

教學是教育重要的工具，如果沒有教學活動，教育的目標根本無法達成。赫爾巴

特以為興趣源自有趣的事物，創造和發展多方面的興趣是教學的工作，它是實現

和完成交往與經驗的補充，赫爾巴特強調「教育性教學」 ρer erzieherische 

Unterricht) ，他認為只有將教育和教學結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完善的教學(Herbart，

1986: 101-102) 。赫爾巴特主張教學有四個步驟: (1)明瞭恨1位heit) :這個階段的教

學必須將教材指示給學生，使其能明確的把握學習的內容。 (2)聯合(Assoziation) : 

這個階段的教學必須使不同教材產生關聯，同時也要使新觀念和舊觀念互相結

合。 (3)系統(System) :這個階段的教學必須按部就班的教導，使學生獲得系統的

知識。 (4)方法(Me血ode) :這個階段的教學要連用哲學思考的方法，使學生能將其

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相應於上述教學的步驟，學生的參與也有四種反應: (1) 

注意(Merken) :注意教師所提示的事項，經由意識的集中進行學習的準備。 (2)期

待(Erwarten) :期待可以產生一股內在的力量，增進學習的效果。 (3)要求(Forden) : 

學生經由期待產生要求，以實現其所欲達成的目標。 (4)行動(Handeln) :將內在的

意志實現出來，成為表現於外的行為(Herbart， 1986: 106-107) 。赫爾巴特將教材分

為三類: (1) í符號 J (Zeichen) :例如語言是一種符號，它本身沒有興趣可言，只

87 



審美教育涵養研究

有成為描述的媒介時才有意義。 (2) r形式 J (Formen) :形式是一種抽象的事物，

無法直接引起吾人的興趣，所以形式必須與實際的事物結合，始能成為興趣的對

象。(31事物lSachen):包含自然和藝術兩者的產物，它能喚起直接的興趣(Herb剖，

1986: 111-112) 。教學的方法有下列三種: (1)描述的教學(Darstellender Unterricht) : 

描述的教學是利用「經驗J (Ertarung)和「交往 J (Umgang)來進行活動的教學方法，

因為兒童各方面的能力有限，有時也運用圖片來協助學生，以增進兒童學習的效

果。 (2)分析的教學(Analytischer Unterricht) :分析的教學是先將經驗分析成各種事

實，再由事實分析成要素，最後再從要素中分析出特質的教學方法。 (3)綜合的教

學(Synthetischer Unterricht) :綜合的教學是從各種特質出發，然後將分析得到的

要素重新組合，以形成新概念的教學方法(Herbart， 1986: 114-115) 。

赫爾巴特的審美教育理論主要存在於其所著的〈普通教育學〉中，他在該書

第五章「教學的過程J (Gang des Unterrichts)裡就提到審美教學活動的進行。赫爾

巴特主張鑑賞的理論是非常模糊的，以致我們不能說明各種審美活動的成分及其

綜合。雖然如此，我們不難於取得一致的意見:美的價值不存在於事物的量中﹒

而存在於事物的關係中;鑑賞並不基於感知的事物，而基於感知的方式。我們沒

有什麼其他情緒比對於美的情緒更容易受到損害了，對於兒童明亮的眼睛來說，

美是不清楚的，儘管我們覺得只要看到美就能清潔美似的。沒有受過訓練的眼睛

無疑可看到物體，甚至於可以看到眼前的一切，但是不能把各種關係匯集起來，

如同有教養的人在最佳時刻最容易做到的那樣。雖然鑑賞與想像彼此迴然不同，

但鑑賞往往寓於想像之中。想像有助於鑑賞，這是容易理解的。例如在想像的變

幻中，各種關係也變化著。而在許多關係中有一些關係通過其影響將注意力吸

引，把其他形象在其周圍組織起來，這樣心智就進入了詩的意境(Herbart， 1986: 

118) 。

赫爾巴特認為鑑賞的綜合教養的任務似乎就是使美的觀念在見童的想像中

產生，首先我們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材料，然後通過交談讓兒童想像材料，

最後才把藝術作品拿給兒童觀賞。關於古典戲劇，我們可以先講述一齣戲劇的內

容，力求找出其間的關係情境，使情節連實起來，把各方面形象地描繪出來，最

後將由詩人的作品本身來說明那些我們感到困難的問題。我們也許必須力求使各

情節的要素理想化地體現出來，這可以是任何藝術作品，我們可以把它們作為一

種#且合表現出來。lerb訓， 1986: 118-119) 。赫爾巴特強調審美最初產生於留意的觀

察中，通常少年和兒童僅把一種物質看作與其他各種物質一樣的東西。最初他們

覺得彩色的、形成對照的和運動的東西都是美的，而當他們看夠了這一切，並處

在一種躍躍欲試的心理狀態時，我們就可以嘗試讓他們去探討美了。首先我們應

該把美的現象從一系列在審美上無關緊要的現象中揭示出來，從而說明這些美的

現象。然後把它分解為各個部分，使其中的每一部分本身具有鑑賞的價值。此外，

我們也必須將美的最簡單形式，組合之美的聯結形式和重新合併產生的美詳細了

解，並且綜合起來(Herb訓， 1986: 1í2-124) 。

赫爾巴特主張正如閱讀一大堆哲學讀物不太能造就哲學家一樣，瀏覽各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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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作品也不太能形成鑑賞力。通過默默地注意心靈在內部完成的無數次自我認

識，最後產生美的感覺，但是這種感覺只是是多鑑賞力的一種而已。當青少年的

心靈尚未受到強烈印象的影響，而把這種印象作為回憶對象黏合在腦海中時，就

必須使它領略較大藝術作品結構的簡單關係，這適合於任何一種藝術相互平行與

交錯的領域。對各種關係的領會取決於理解的清晰性與成熟程度。心靈必須受到

感染而不迷惑，稍被感動而不振撼。因此，應當使心靈感受到各種有關係的材料，

並且把這些材料用各種方式聯合起來，但是也應該注意審美的心情，切不可把所

有力量平均分配到學習與體力活動方面。自由生動的談話最能引起審美心情，而

獨自沉思有助於達到完善的境地。此外，親密的師生關係有助於學生想像力的發

展，因為在和諧的關係中，學生不會受到教師尖銳的責難，但也不會受到過分的

詩獎。我們應該提醒學生冷靜的看待自己的作品，以避免學生自我陶醉，影響創

造活動的進行。同時，教師應該向學生展示藝術傑作，以免學生太早沉緬於自己

的鑑賞水準。引導學生反覆地研究這些傑作，為其進修樹立良好的標準。並且，

以個人全部意識力量影響其自身，促使鑑賞力達到固定的風格(Herbart， 1986: 

126-130) 。

赫爾巴特的審美教育理論偏重在審美教學方面，非常注重審美觀念在教學過

程中的應用。他主張審美教育是一種透過自然和藝術事物，藉以培養人類道德品

格的活動。在審美教育的目的上，赫爾巴特主張審美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一個具

有道德品格的人。在審美教育功能上，赫爾巴特相信審美教育能夠培養個人的想

像力，增進人類的創造力，並且可以提高學習的興趣，改善教學的效果。在審美

教育的課程上，赫爾巴特強調詩歌、故事、藝術作品和大自然的重要性，主張這

些材料都可以作為審美教育的教材。在審美教育的教學上，赫爾巴特主張運用觀

察、描述、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來進行審美教育的活動。

肆、狄爾泰審美教育的涵義

教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1833 年 11 月 19 日生於萊茵河胖

的比柏瑞希(Biebrich) ，父親是納紹公爵的宮廷牧師與顧問。母親是一位虔誠的虔

敬派教徒，對狄爾泰思想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狄爾泰是長子，有兩個妹妹和一

個弟弟，弟弟卡爾(Karl Dil也ey)後來成為一位考古學與古典語言學教授。么妹莉

莉(Lili Dilthey)後來嫁給一位古典語言學家烏塞納(Usene丸H.) 。狄爾泰在比柏瑞希

就讀小學，三年後轉入威斯巴登(Wiesbaden)文法中學，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

業。 1852 年狄爾泰自威斯巴登中學畢業後，本想到海德堡大學攻讀法學，但是為

家人意願而修讀神學 。 狄爾泰在海德堡大學讀了三個學期，在海德堡大學期間，

他深受一位年輕講師費雪爾σischer，K.)的影響。 1853 年冬天轉往柏林大學，狄爾

泰在柏林大學神學院註冊入學。狄爾泰在柏林大學期間，因為編輯史萊爾馬赫遺

稿和受到全德倫堡(Trendelenburg， F. A.)、拉札奴斯(Laz削s， M.)和蘭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的影響，使狄爾泰的興趣逐漸由神學轉向歷史與哲學。 1856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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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狄爾泰在家鄉通過神學考試，曾在莫斯巴赫(Mosbach)一間古老教堂佈道過。同

年 11 月初，狄爾泰在柏林通過國家教育局考試，取得在中學任教的資格，後來在

柏林的皇家法文中學擔任助教的工作。 1859 年約納斯(Jon蹈， L.)去世，狄爾泰接下

了編輯史萊爾馬赫書信集的工作，並積極致力E←篇史萊爾馬赫詮釋學、哲學和

神學中詮釋歷史關係的論文。 1864年狄爾泰在柏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不久

之後，狄爾泰以一篇論文獲得大學任教資格。 1866 年狄爾泰任教於巴塞爾大學

(Universi組tB路el) , 1868 年轉赴基爾大學(Univ叮sität Kiel) , 1881 年在轉往布雷斯

勞大學(Universität Breslau) 0 1882 年狄爾泰才有機會回到柏林大學任教，此後一

直在柏林大學任教到 1907 年退休為止。退休後狄爾泰仍住在柏林， 1911 年因痛

逝世(張旺山，民 79 : 113-161) ，主要著作有「狄爾泰全集 J (Wilhelm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

在自然科學的衝擊下，人被等同於物，自然科學的方法充斥在精神科學領場

中。在這種情況下，精神科學毫無獨立性可言，人的獨立性也受到威脅。狄爾賽

準確地診斷當時的弊端，以完整的人反對抽象的理智動物，用人的獨立性對抗自

然科學的衝擊。反對近代以來的主體形而上學，維護精神科學的獨立性，悍衛人

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就成了狄爾泰終生奮鬥的目標。針對近代主體形上學的主客分

立模式，狄爾泰提出人總是通過知情意三方面展開和世界的關係。在認識關係中，

人們尋求關於世界的知識;在情感關係中，人們對世界作出評價;在意志關係中，

人們將世界作為行動的舞台。面對世界和生命之謎，人們必須尋求對生命和世界

作首尾一買的解釋，必須尋求知情意的統一，這種統一就是世界觀

(Weltan田hauung) 。狄爾泰首先從文化體系的角度，將世界觀區分為宗教世界觀、

詩歌的世界觀和哲學的世界觀。在宗教世界觀中，意志居於主導地位;在詩歌的

世界觀中，情感居於主導地位;在哲學世界觀中，認識居於主導地位。宗教、詩

歌和哲學面對共同的世界和生命之謎，以不同的方式滿足人的形而上學衝動(李超

杰，民的: 1-3) 。

狄爾泰關於歷史的論文，同他早些時候對詩歌想像的心理學研究，共同構成

了一門基礎美學。嚴格地說，這種基礎美學能夠確定:在一個基礎美學體系中什

麼東西與藝術家創造一種新的風格有關。狄爾泰試圖去勾勒出一種關於風格的哲

學概念，這種哲學概念可以為任何美學體系提供基礎。這並不意味著經過一種單

調乏味的約定俗成，真有個性的風格就會規範化。男一方面，它們也不是個人風

尚論的簡單陳設。必須把風格看成一個具有結構性質的東西，它牽引著藝術家的

活力而不是他的怪癖。由於狄爾泰把真正地充滿活力，定義為嚴肅地對待人的歷

史本性，風格遂成為一個歷史概念。如果一件藝術作品具有歷史的相關性，它說

可以說具備風格。一種突出的風格只有在它蘊含歷史的意味時才能被接受，然而

一旦它不再如此，就必須被轉換。狄爾泰對以往美學體系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就

是對於藝術解釋不同方法的批判考察。這種考察檢驗了以往的方法，用以揭示風

格概念能力的程度(李小兵，民 76 : 366) 。

狄爾泰以他的青年時代為限，抱以往現代美學的發展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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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以對藝術的理性考察為代表，它把美看成是感性中的邏輯顯現。這種考察是

十七世紀的特點，但在包姆嘉頓(Alexander Baumgarten)的著作〈詩的沉思〉與〈美

學〉中，才得到系統的界定。這些著作引進了「美學 J (伯伯etic)一詞，提出感官

認識的新科學。這種理性主義的規範性方法是如此的頑固，以致於擠棄了想像的

任何自主性。第三個時期以十八世紀的英國為代表，它是對由審美對象所激發而

起感受的分析。由哈奇生(Hutcheson) 、哈里斯(Harris) 、凱姆斯(Kames)以及後來

費希納(Fechnet)所從事的分析，把美學建構在經驗科學的基礎上;其目的是通過

將藝術作品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其中每一個部分都能夠就其對所有觀察者的特

殊效應而得以檢驗，來解釋審美趣味的普遍契合。美學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遂

成為觀察心理學的一部分。這種對藝術的考察雖然有其價值，但它不能對一件藝

衛作品的整體效應作真正的理解。第三個時期是以十九世紀德國為特點的描述性

考察，濫觴於古典主義者溫克爾曼(Winkelmann) ，他企圖通過歷史的想像重創希

臘藝術的業績。溫克爾曼以希臘審美的詞彙去解釋希臘雕刻和建築的遺蹟'以圖

能夠理解它們。特別是在這詮釋的旅程中，柏拉圖成為他的導遊。一旦藝術被置

於社會歷史的背景中去加以鑑賞，就不再需要以絕對的審美規範方式去考察它

了。因而，鑑賞莎士比亞戲劇中恢宏價值的道路開啟了，儘管它們冒犯了許多亞

里斯多德的法則。狄爾泰企圖通過把描述性方法應用到理論心理學的研究中，來

克服兩者的缺陷。狄爾泰確信他所推出的描述性心理學，不僅適用於詩人創造性

地變換形象的能力，而且適用於詩人必須勞痺其中的歷史框架。因此，對風格的

歷史考察遂成為形象變化的心理學(李小兵，民 76 : 367-370) 。

狄爾泰在 1874 年所著的《教育學) (Pädagogik)一書中，談到「情感教育 J (Die 

Bildung des Gemütes)的問題。他主張意志過程和情感過程作為一種狀態，在人類

內在的意識中是能夠清楚的區分的。在意志過程和情感過程中，所有對象的彩色

圖案最終如何成為眼睛感官能量範圍的一般條件、所有我們感官的知覺如何產生

品質領域的多元性和這些現象共同設定的生理依賴的系統如何形成，這些都屬於

我們生理的性質，包含在情感、衝動和本能中，它們是人類面對刺激作出反應的

核心。這種系統決定我們的幸與不幸，也是所有社會生活和個人發展的跳板。我

們的智慧如何是多元的、在意志過程與情感過程中一如何是多、情感生活和意志

生活反應形式的多元在情感、衝動和本能中是重要的，這些都是意志過程和情感

過程領域決定性的知識，性格的統一性是發展的工作(Di1the弘 1986: 220-221) 。

狄爾泰將動物區分為六大類，第一類動物與遊戲、運動、活動的本能和慾望

的衝動相關聯，第二類動物被供養的本能所建構，並且與佔有的本能聯結。第三

類動物被保護的本能所建構，直接與佔有的慾望關聯。第四類動物被社會和統治

的本能所建構，形成動物的群體和動物的聚集。第五類動物由繁衍和母親的本能

所建構。第六類動物由相對於煩惱情緒的刺激和報復的壓力所組成 。在這些不同

種類的動物身上，可以發現驚嚇、驕傲、自負、生氣和快樂等各種的情緒。)ilthey，

1986: 221) 。狄爾泰主張人類情感生活的結構在心理學中至今依然不明，因為心理

學尚未認知一般反應方式與個別方式的關係，以致於造成情感和意志彼此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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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使我們依然未能在情感和意志的基本關係中看出不完美的目的論 。 在這種情

況下，教育學尚未在改善和統一此系統中，認識到所有訓練和意志教育真正的原

理。對於笑話、旅諧、驚喜和激起創造意義的判斷感到高興，這些都是在動物生

活中所沒有的情感(Ge品le) 。 同時，也是動物心理學家所強調的:人類自由智慧的

標誌。特別是對於該諧事物的愉悅，讓人類獲得意識的自由(Dilthey， 1986: 222) 。

狄爾泰強調「因果性需求 J (Kausalitätsbedürfnis) ，不僅是一種追求解釋的本

能，同時也是所有歸納方法的基礎 。 這種需求位於人類精神的情感、衝動和本能

的結構中，它不但是一種基礎 ， 在兒童身上就有，而且不依賴於生活的目的 。 可

以在學習過程中，經由興趣和慾望獲得實現 。 在此 ， 開啟了教育的作用(Dilthey，

1986:223) 。人類倫理性的內容存在於基本衝動的聯結，以及如何在經由分散衝動

中情感與意志的法則，形成性格的統一性 。 這裡涉及到個人與社會的發展，至於

如何關聯個人與社會是人類與歷史最具深意的問題 。 個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完

成性格的統一，而且只有在個人中，教育才有可能促成人，性的發展(Dilthey， 1986: 

226) 。狄爾泰也曾經在〈體驗與詩歌) (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一文中指出，

詩歌是生命的描述與表現，詩歌表達了生命的體驗，描繪出生命顯現的事實 。 在

自我的生命關係中，任何人與事均有其獨特的力量 。 因此，就構成了生命價值。

詩歌的對象正是此種生命價值，不是認識的精神處理的事實 。 詩歌所處理的是生

命關係中的建構，生命價值在關係中會賦予事物獨特的意義 。 這些意義正是詩人

所要處理的題材(Dilthey， 1985: 126) 。

狄爾泰在 1894 年出版的〈論描述心理學與分析心理學〉 中指出，在我們把內

心生活分析成各個成分之前，我們應當描述其作為整體的結構 。 只有在心理結構

整體這個背景中，個性的過程才能被理解 。 把心理學置於自然科學的基礎上是誤

入歧途，因為借以解釋或揭示心理生活的原子式事物是不存在的 。 心理學不像數

學和自然科學那樣是建構性的，所有規範化的心理過程都受制於必需的心理氛

圍，這種氛圍構成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對實在的評價和我們關於藝術的情致的

基礎(李小兵，民 76: 370) 。狄爾泰使用風格的概念主要的目的在於指出對一種結

構心理學的需求，這種心理學能夠融入到史萊爾馬赫提倡的詮釋學研究中去。一

種風格總是一個個人創造的，但是對於這種風格的含義他人會比藝術家本人理解

的更好。因此，冒在通過背景分析和歷史結構描述去解釋歷史現象的意義，這種

詮釋學就至關重要。通過描述個體的心理，狄爾泰認為有可能去理解風格產生的

獨特進程及其方式。通過把在其體作品中展開的規範描述成，獨特存在於整個一

代人的風格形式，我們叉達到問題的男一面。想像的心理學和技巧的歷史是內在

聯繫的。我們已經看到歷史的描述被用來糾正十八世紀心理學的狹隘性，它必定

同樣地會被用於去克服現代美學古典規範的僵化(李小兵，民 76: 382) 。 由於狄爾

泰相信有可能在詩歌中找尋到世界觀的表達，也許自然可以設想:詩歌在某種程

度上總是客觀觀念論的成熟形式。這種世界觀奠立在對實在冥想的審美態度:即

情感起支配作用的態度 。 另外 ， 宗教也許是主觀觀念論及其對超越關切的真正家

園。狄爾泰認為試圖將世界觀提高到概念的水準，進而保持其普遍性的哲學，似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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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對於自然主義最為適用 。 不過，狄爾泰發現三種世界觀 ， 在哲學、宗教和詩歌

中都得到表現(李小兵，民 76:374) 。 J 

綜合前面所述，狄爾泰在柏林求學時，並沒有中斷對音樂的熱愛。他參加了

利比希(Karl Liebig)所領導的交響樂團，並研究德國古典音樂家巴哈、海頓、莫札

特、貝多芬等人的音樂理念。狄爾泰注重音樂背後隱藏宗教精神的研究，從其論

述德國詩歌與音樂的著作 ， 可以看出音樂與詩歌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最能表現時

ft精神(張旺山，民 75 : 124-125) 。狄爾泰認為宗教、詩歌和哲學能夠陶冶人類的

情感，使我們不僅成為其有審美能力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倫理性格的人。狄

爾譽主張審美教育就是一種透過宗教、文化、藝術和哲學，以陶冶人類情感的活

動。在審美教育的目的上，主張培養一個具有倫理性格的人 。 在審美教育的功能

上，狄爾泰認為審美教育能夠培養個人的想像力，涵養我們的情感，使個人的性

格具有統一性 。 在審美教育的課程上，狄爾泰主張詩歌、音樂、宗教和藝術可以

作為審美教育的材料。

伍、奧團審美教育的涵羲

教育學家奧圖(Gunter Otto 1927-1999)是審美教學理論方面相當著名的人

物 .1927 年出生於柏林· 1933 年進入國民學校就讀 ， 1946 年進入漢堡大學就讀，

1956 年獲得漢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應聘柏林教育高等學校，擔任藝術教育與作

品教育教學理論教授，並且擔任柏林學校制度委員會繪畫藝術部門成員，這是柏

林邦教育政策方面相當重要的職位。奧圖在 1964 年出版的 《藝術在教學中作為過

程}恨.unst als Prozess im Unterricht)一書中，將藝術學科和其他學科科學溝通能力

的地位，在教育系統的新結構和改變結構中提出來，這使得其他科學承認藝術教

育學具有同等的地位。主要的核心在於將教學所採用作品的結構與藝術相關聯，

進一步把現代藝術中的材料、實驗與安排稱為藝術實際的主要概念，並且將其應

用至見童和青少年的審美行為之中。自從藝術教育學基礎作品出現以來 ， 藝術接

受與審美產品的教學法限制逐漸成為必要的審美學習。 1970 年奧圖成為德國教育

科學會的成員，並且與舒茲(Wolfgang Schulz)創立漢堡大學「審美教育學位授與

講座J (Das Graduierten Kolleg Asthetische Bildung) 。

1971 年應漢堡大學邀請，擔任教育科學院藝術教育學教授，開授審美教育教

學理論。 1974 年奧圖出版《審美教育教學理論〉一書，為藝術教學提出一種整合

的模式。偏重社會重要性觀點的審美教育將審美日常生活的事物當作對象，以便

與批判能力的教育相聯結。在方案教學的範圍內科際整合的審美教育回歸到教學

理論的中心，回歸到一種今天受到高度關注的學科關聯的教學背景觀點上去。一

九七五年擔任漢堡大學副校長， 1979 年在「教育與科學工會 J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缸， GEW)倡議設立 「 革奧格 ﹒ 塔 波特獎」

(Geo培-Tappert-Preis) ，同時擔任「革奧格﹒塔波特獎」評審團榮譽主席，並且擔任

審美教育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1986 奧圖由於在教育科學和藝術教育學的理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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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方面貢獻卓越，獲得馬堡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1987 年奧圖與瑪麗亞(Maria

Otto)合著〈解釋:審美教育作為在圖畫中解釋與圖畫的解釋之實際) (Auslegen. 

Asthetisce Erziehung als Pr;缸is des Auslegens in Bildem und des Auslegens von 

Bildem)一書，圖畫呈現與再呈現生活的方式與生活的形式，圖畫解釋稱為伴隨著

記憶與行動將圖畫世界與自我世界的聯結，這本書主要從見童的行為方式對藝術

作品作多種方式的解釋，將這些解釋作為審美的實際來描述，並且在理論的脈絡

中加以提出，以建立解釋藝術作品的過程。同年奧圖在德國主辦國際教育與美學

學術會議仙ltemational Symposium for Education and Aesthetics，的SEA) 。

1992 年自漢堡大學審美教育教學理論研究所退休，一面在審美教育研究所講

授課程，一面從事審美教學理論著述的工作。 1998 年底奧圖出版 〈介於教學法與

美學之間的學習與教學) (Lemen und Lehren zwischen Did此tik und Asthetik)一書，

搜集了奧圖自 1980 年代以來的著作與演講。奧圖從理論知識途徑緊密聯繫的學校

系統，非常清楚的顯示其從審美經驗與行動形式引導的立場。奧圖主張要為了藝

術教育學的責任與義務而辯護，但是，他並不鼓勵從學校以外去獲得審美教育。

1999 年奧圖獲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頒贈的聯邦服務十字勳章，並且於同年 12

月因病逝世於漢堡。奧圖的主要著作有〈藝術在教學中作為過程)(Kunst als Prozess 

im Unterricht) 、〈審美教育教學理論) (Didaktik der Asthetischen Erziehung) 、 〈審美

教育文集) (Texte zur Asthetischen Erziehung)和 〈介於教學法與美學之間的學習與

教學:第一部:審美經驗與學習 ) (Lemen und Lehren zwischen Didalqik und 

Asthetik.Bd土A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emen) 、 〈介於教學法與美學之間的學習與

教學:第二部:學校與博物館 ) (Lemen und Lehren zwischen Did翻ik und 

Ästhetik.Bd.II:Schule und Museum) 、 〈介於教學法與美學之間的學習與教學:第三

部:教學法與美學) (Lemen und Lehren zwischen Didaktik und Ästhetik. Bd. 血:

Didaktik und As血etik)等等(Griinewald u.a., 1999: 4-5) 。

奧圖在一九七四年所著的 〈審美教育教學理論) (Didaktik der Ästhetischen 

Erziehung)一書中，談到審美教育的概念。他強調在這本書中應用審美教育的概念

並非來自現實性的理由，而是由於歷史的先前理解和從精確化的觀點出發，分析

審美教育的概念。奧圖的觀點如下(Otto， 1974: 17-18) : 

_, r審美 J (品出etisch)的概念標誌著在內容方面的擴大， r審美」指向一般，不

僅包括藝術或文化價值關聯的知覺、實現和詮釋過程。

二、「教育J (Erziehung)的概念標誌著意向領域的擴大， r教育」超越迄今強調導

向一般目標的教學資訊過程，不僅只是知識獲得和技能訓練，而是行為改變

的過程。 教育在此被視為與教學和學習相關聯的「上位概念J (Oberbegrifi)使

用。

奧圖認為「審美教育」這個術語將會在教育史和今天再度被來自於繪畫藝術、

音樂、文學和表演遊戲內容領域 ， 包括所有實際與過程的教育努力當作「上位概

念」應用，這可以從克勞斯(Egon K;raus)和史溫克(Olaf Schwencke)所搜集的材料

和觀點得到有趣的實例。他相信所有審美對象社會文化的限制和當時的作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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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結構與內容都是審美教育的對象，至於什麼現象被理解為藝術、音樂、文學

和遊戲，仍然有待進一步加以探討。在此我們只能說:誰使用藝術隱喻，誰就已

經意謂了長久以來不同衍義、功能和評價的「圖畫場所J (Bildsorten) ，例如:電

觀、畫報、漫畫、博物館、相簿和客廳中的圖片。一般所謂的音樂，指的是從唱

片、狄斯可舞廳、演奏廳、音樂盒和卡帶發出的聲音。語言學家把德文教學法，

例如:利用「文本場所J (Textsorten)的類型給予協助，將文學教學與規範的文學

概念分開。誰要是提到遊戲，今天不再被質疑他指的是學校慶典、節慶或慶祝，

但是他必須說明指的究竟是角色扮演、計畫遊戲、互動教育學

(lnteraktionspädago gik)或語言治療。審美的客體或審美教育潛在的客體是根據知

覺和奠基於知覺構思的實現，知覺的過程不能與知覺同時的詮釋分離，以達到審

美的實現。所以，審美的客體真有雙重要求的特性。它號召觀察者、傾聽者和觀

賞者決定知覺與關聯的詮釋，史密特(Sieg制ed J. Schrnidt)指出理解審美客體意義

的詮釋，作為提出客體的個體和團體特定脈絡沒有其他的過程存在。因此，藝術

作品的問題宣稱: r什麼表示為了誰，何時和奠基於何種興趣。」當他將環境客體

譯為教育依賴的過程時，這種觀點與布迫爾相一致(Otto， 1974: 18) 。

史密特所定義的「多功能性 J (polyfunktionalität)包括「多層次性」

(Vielschichtigkeit) 、「多義性 J (Mehrdeu皓eit)和「多價值性」的lyvalenz) 。意即

為觀察者提供「多層次性」的詮釋空間，允許在審美領域中可能的學習成就一種

精確的決定:這種特性就是審美的客體，以便於建構變通的詮釋，反省其限制，

以及分化其自身知覺的範疇。這預設了在審美領域中消費者角色的放棄，就像所

有藝術作品的要求作為道德、倫理和規範的主體被拒絕，知識與感官批判的態度

使審美溝通成為社會行動的典範。在此，所有審美教育的內容與首要的目標討論

形成了直接的關係'這種帶有解放概念義務的關係'從社會行動的方面來看，可

以理解審美教育科際整合的觀點。審美教育與審美行為都是建構的，意即他們都

是關於實際過程假設建構目的的模式。假設自然需要檢視，出自於這種建構的特

性伴隨著在歷史中與當前目的、內容和方法轉換關係的審美教育。就審美教育概

念特徵方面的關係而言，需要一種審美教育理論形成關係的支持，從古代起就將

審美教育理論的問題指向藝術在社會中的功能，這只有從一種社會的理解出發加

以回答，知識理論的立場從社會一經濟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相反的，這個問

題必須經由什麼是藝術，藝術能夠為誰和應該在誰的興趣引導之下的假設來回

答。所以，不可能有一種未奠基於教育理論的審美教育理論，審美教育將在教育

理論脈絡中分配到一種功能。或者說:沒有一種外在於學校機構目的討論之審美

教育的目的討論。審美教育預設了社會理論、知識理論、藝術理論和教育理論的

理解，或者它包括了這些前提，但是並非作為背後問題的暗示(Otto， 1974: 19) 。

奧圖在 1998 年出版《介於教學法與美學之間的學習與教學: 第一部:審美經

驗與學習〉 的「為什麼是審美教育 J (Warum ästhetische Erziehung)一文中，談到

審美教育的概念和為什麼實施審美教育的原因。他指出雖然審美教育主要的在學

校中實施，但是審美教育很早以前就存在於「雙親之家 J (Elte抽蚓、藝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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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校、社會教育機構、青年之家、俱樂部和自由的工作團體中。儘管如此，

學校卻是唯一可以使每個人有機會學習藝術、音樂、表演遊戲或舞蹈的場所。因

此，必須將審美教育實施的場所全部加以探討，但是除了學校之外，沒有其他任

何機構能夠保證實現全民教育的義務。審美教育不在於提供藝術'而在提供所有

人的知覺一種知識的機會，以便獲得一種感官知茂的機會。審美教育強調知覺與

實驗，注重感官經常與行動相連，審美知識與科學知識是人類理性的雙重途徑

(Otto, 1998 : 277) 。這種看法和叔本華有相同之處，叔本華強調教育致力於理智的

作用，理智(Intellekt)的內容在其理論中，主要包括抽象的知識和直觀的知識 。 教

育活動的進行不能有所偏廢，應該兼顧前述兩種知識的學習(Helm缸" 1977: 57) 。

審美教育活動的進行也應該把握這種觀念，才能拓展個體學習事物的方式，均衡

理性與感性能力的發展。

陸、柯柏斯審美教育的涵義

教育學家柯柏斯(Diethart Kerbs 1941-)是藝術教育學著名的代表人物，曾經應

聘柏林教育高等學校，擔任藝術教育學講座教授。現在任職於柏林藝術學院，擔

任藝術教育學講座教授。柯柏斯的審美教育理論深受席勒審美教育理論、黑格爾

美學思想、馬克斯美學理論和阿多諾美學理論的影響，主要著作有《歷史的藝術

教育學)(Historische Kunstpädagogik)、「藝術教育學研究的模式 J(Ein Modell für d個

Studium der Kunstpädagogik) 、「審美教育的概念 J (Zum Begriff der ästhetischen 

Erziehung) 、「創造性與社會」偎reativität und Gesellschaft) 、「審美與政治教育」

(Asthetische und politische Erziehung) 、。審美教育的未來 J (Die Zukunft der 

ästhetischen Erziehung) 、「禮儀與遊戲J (D品Ri個al und Spiel) 、「審美教育與下層

民眾 J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und das ,niedere Völk)等等。

柯柏斯(Dieth訂t Kerbs)在「審美教育的概念J (Zum Begriff der ästhetischen 

Erziehung)一文中，分析了審美教育的概念和功能。柯柏斯主張審美教育的概念不

僅包括教育問題中的藝術現象、形式範圍和視覺溝通，同時也包括人類、風景和

自然對象的美。審美教育涉及想像力、創造力和造型能力的發展與練習，並且包

括遊戲現象和宗教儀式現象的研究(Kerbs， 1975: 15-16)。柯柏斯認為審美教育具有

許多功能，但是下列四種是比較重要的功能(Kerbs， 1975: 16-20) : (一)批判的功

能:審美教育能夠說明「審美操縱J (Asthetische Manipulation)的過程，並且對媒

體中存在的意識形態進行分析批判，這些意識形態不限於政治意識形態，也有可

能是審美意識形態。(二)烏托邦的功能:審美教育可以開啟個人社會和審美的想

像力，使我們經由擬定的計畫、描寫的文章和彩繪的圖畫 ，其體的參與期望的價

值，創造人類烏托邦的夢想，跳脫生活實際的束縛，獲得心靈真正的自由。(三)

享樂的功能 :審美教育能夠指導個人適當地滿足感官的需求，培養人類敏銳的品

味。同時，可以涵養個人知覺的能力，恰如其分的表達自己的情慾，欣賞生活世

界的美，對於人類的「情慾教育 J (Erotische Erziehung)非常重要。(四)實用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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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教育能夠培養個人非語言的溝通能力，學習運用材料和科技產品的能力，而

且可以培養審美的能力，提高人類生活的品味。同時，柯柏斯在「審美教育與下

層民眾 J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und das niedere Volk)一文中，說明審美教育觀

念的起源與實踐。柯柏斯指出「審美教育」的觀念最早來自於德國文學家席勒。

當時，席勒親眼目睹法蘭西大革命的發生，深深有感於政治革命的可怕，不僅社

會大泉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同時無法從根本解決政治的問題。因為國家由個人

所組成，如果個人沒有良好的品格，國家必然陷於紛亂。因此，席勒提出「審美

教育」的主張，希望通過審美教育的實施，調和人類理性與感性的發展，培養社

會大眾審美的心境，變化個人內在的氣質 y 以提高人類的情操，達到改善國家政

治的理想(Kerbs， 1990: n9-731) 。

柯柏斯的審美教育概念基本上繼承席勒的觀念，不僅重視審美教育中藝術現

象和視覺溝通問題的探討，同時強調審美教育活動的實施應該包括人類、風景和

自然對象的美。在他的審美教育概念中想像力、創造力和造型能力可以經由練習

和教育而提升，並且無法與遊戲活動和宗教儀式現象完全分離。柯柏斯審美教育

的概念相當廣泛，但是對於審美教育與文化的關係卻比較少談到。事實上，審美

教育與文化事物有密切的關係。許多審美教育活動的課程必須取材於文化事物，

而且審美教育的功能也必須經由文化陶冶來達成。因此，柯柏斯的審美教育概念

應該重視文化領域的影響，嚴格區分文化與藝術的差異，積極闡釋文化事物與審

美教育的關係'才能符合當前審美教育發展的需要。

榮、布勞第審美教育的涵義

教育學家布勞第(Ha叮y S. Broudy 1905-1998)的05 年生於波蘭的菲刃波瓦

(Filipowa) ，父母都是典型的波蘭人。 1912 年遷居美國麻州的彌爾福特(Milford) , 

1927 年獲得麻州科技研究所藝術學士學位。 1929 年獲得波士頓大學德國文學與哲

學碩士學位 .1935 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7 年應聘麻州大學教育學系

哲學與心理學教授· 1957 年轉往佛萊明罕州立師範學院任教。 1974 年應聘伊利諾

州立大學教育學系，擔任教育哲學和教育美學教授直到退休為止。布勞第在審美

教育領域享有盛名，主要著作有 〈研究能夠提供科學學習的理性嗎? } (C祖

research provide a rationale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 〈教育哲學建構} (Building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弔詭與承諾〉 ♂aradox and Promise) 、 〈啟蒙的珍情:審

美教育論文集} (En1ightened Cherishing.An Esay on Aesthetic Education) 、 〈普通教

育心理學} (Psychology for General Education) 、〈公立學校的真實世界} (The real 

world of The Public Schools) 、〈學校教育的效用) (The Uses of Schooling) 、〈美國

中等教育中的民主與卓越) (Democrac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Secandary 

Education) 、 〈想像在學習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imagery in learning) 、〈教學方法

範例} (Exemplars of Teaching Method) ( 美學與藝術教育) (Aes血etics and Art 

Education) 、 〈教育研究的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價值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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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問題) (Theories of value and problems of education)和《教育哲學:主題與選

擇資料的組織) (P趾losophy of Education:An Organization of Tapics and selected 

Sources)等等。

布勞第在 1961 年出版的〈教育哲學建構) (Building a Philosophy ofEducation) 

一書中，談到審美價值、審美經驗、審美主體、審iE客體、審美行動、審美表現、

審美生產、審美鑑賞和審美教育等概念。布勞第主張「審美經驗 J (Aesthetic 

Experience)是一種特殊的經a驗，例如:當我知覺一棵樹，我的感官瞬間掌握了樹

的顏色、瑟瑟聲和芳香，並且知覺其統一的印象，此時我的感官印象將樹呈現為

一個整體，但是我不必將樹理解為有意義情感的統一表現。如伐木工人將樹知覺

為可以製成許多木板的松樹;或樹木看守人將樹看作是需要澆水的樹木，這兩種

知覺都是從特定目的作為工具的看法，都不是真正的審美經驗，審美經驗是知覺

對象、事件和情境的特殊方式(Broudy， 1961: 202-203) 。審美經驗是審美主體和審

美客體之間的互動，審美主體(Aesthetic Subject)或鑑賞者提供其感官、神經系統、

過去的經驗和準備好的狀態，藉以和審美的客體產生互動，形成一種審美的經驗。

審美狀態(Aesthetic Set)經常稱為審美態度(Aesthetic Attitude) ~ 它意謂著我們準備

好去接受外表的刺激或觀看審美的對象。在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互動中，鑑賞

者也接納了一些他過去的經驗到情境裡。除了過去的經驗之外，我們也把其他的

因素帶入審美的經驗之中。審美客體(Aesthetic Object)是我們在審美活動中所知覺

的對象，它是由我們內在經驗之外的經驗和來自於物理客體的刺激所組成的事

物。至於審美客體究竟是一種自然的事物或是人為的藝術作品;媒體材料的審美

客體是被安排或設計為某些形式;假如審美的客體是人為的，那麼是否表達某些

涵義，而且審美客體是否擁有承載內容的工具，這些問題都尚未得到解答。在物

理客體和觀察者的互動之中出現了一種經驗，稱為審美行動(Aesthetic Act) ，這種

經驗具有一些特徵: (1)審美客體似乎具有一般我們未分配給它的特質; (2)如同布

洛赫指出的審美主體必須與審美客體保持一段距離才能產生美感; (3)每一種主體

的審美經驗要求將複雜的要素理解成為一個整體，而且審美主體會要求客體其有

這種形式(Brou旬~ 1961: 203-206) 。

布勞第認為審美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如同審美經驗其有兩個階段: (一)

第一個階段:審美客體的生產在某些藝術媒體中表示了一種特殊的意義，必須觀

察這些對象以理解其意義; (二)第二階段:藝術家擅長於生產和表達，普通人則

能夠對客體加以鑑賞。因此，審美教育注重藝術作品的觀察，以獲得藝術作品的

意義。同時，學校的審美教育不在於藝術品的生產和表達，而在於藝術品的鑑賞。

教育的任務在於協助學生學習享受藝術'表達比較複雜和重要方面的經驗。布勞

第認為有兩種取向能夠達成這項教育的任務(Brou旬~ 1961: 203-204) :第一種是直

接取向的方式 ，其作法如下: (一)儘早開始並且持續鼓勵學生運用許多媒體作創

造性的表現， 如此可以保持學生的「自然語言 J (naturallanguages) 0 (二)鼓勵學生

利用形式進行實驗，使得審美態度容易被接受，並且讓學生在審美客體中對形式

產生敏銳的知覺。(三)使用廣泛的審美活動和客體讓學生的意識，能夠保持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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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無窮的可能性 。 (四)逐漸地介紹比較複雜的和微妙的藝術品給學生，看看他

們能夠接受什麼樣的審美印象。 (5)要求和堅持學生嘗試審美經驗，這些審美經驗

要求比較多的智慧、觀察和先前學生能夠達到的水準有所區別。第二種是間接取

向的方式，其作法如下:就是從日常生活當中，選擇一些與學生經驗相近的電影、

歌曲、舞蹈、戲劇等藝術來說明莎士比亞戲劇 {哈姆雷特) (Hamlet)或高級藝術

的經驗，審美教育的效果要比直接接觸歌劇、交響樂、戲劇和圖畫來的好。布勞

第指出鑑賞有下列意義(Brou你 1961: 214) : (一)批評感的評鑑，例如:一個人能

鑑賞一首詩，從某些標準衡量這首詩的價值: (二)一般的讀賞，例如:當一個人

欣賞幾何學、美好的戲劇和民主: (三)得到一種強烈的快感或對某些藝術對象或

衰現產生興奮，例如:當一個人真正欣賞交響樂、音樂會或戲劇。布勞第認為第

一種意義在審美教育中有其地位，因為我們真的希望在好的與壞的藝術之間有一

種真正的差異存在，而學生能夠在審美教育之後找到它。第二種意義則太模糊，

無法使用於審美或其他教育中 。 第三種意義對於審美經驗相當重要，也可以作為

審美教育鑑賞活動的參考。布勞第主張在藝術品鑑賞活動中，對於客體的反應有

許多種，可以區分為下列幾個層次(Broudy， 1961: 214-220) : (一)審美感官品質的

知覺:這是審美主體對於審美客體所產生的第一個層次的反應，鑑賞者把重點放

在審美感官品質的知覺上: (二)美感形式的知覺:這是審美主體對於審美客體所

產生的第二個層次的反應，鑑賞者把重點放在審美客體所表現的美感形式的知覺

上; (三)重要性的知覺:這是審美主體對於審美客體所產生的第三個層次的反應，

鑑賞者把重點放在審美客體所表現的內在涵義的知覺上。

布勞第主張藝術的好壞可以從三種藝術的標準來加以評鑑'這三種藝術的標

準如下(Broudy， 1961: 222) : (一)技術的標準:技術的標準是指藝術品執行的技巧

標準'藝術家使用的繪畫技巧、音樂的聲音、身體的運動等等，這些標準不僅相

當的客觀而且受到領域中專家同樣的關切。(二)形式的標準:形式的標準是指藝

術品組成或設計達到成功的程度，許多藝術的法則必須使用這些設計的形式要

求，例如:和諧、平衡、對比、統一和多樣。雖然創新者永遠在挑戰某些法則，

以突破限制設計新趨勢的藝術品，但是許多專家都一致同意這些形式標準的存

在。(三)表現的標準:表現的標準是指藝術客體在審美術語中給予觀察者有關生

活和實在訊息的程度，在此表現標準的客觀性比較難以定義和發現。布勞第所提

出的這三種藝術的標準可以在進行審美教育時，作為教師選擇藝術品的參考，有

助於我們用來判斷藝術品的好壞。

布勞第說明審美特質被使用於指導文化以選擇其成員，這種文化的機制是給

予客體一種外表，在選擇和行動的領域中比其他的客體提供或多或少的吸引力。

藝術具有下列五項審美價值(Broudy， 1961: 225-226) : (一)美國工業和商業已經學

習到如果兩件物品其有相同的效用，能夠產生審美快感的物品擁有比較高的價

格，因此功能化的藝術真有比較高的價值。例如:我們居住的房屋和使用的汽車，

不僅要能夠使用， 同時要能夠滿足美感的需求 。 (二)達爾文指出雄鳥具有明亮顏

色的羽毛並非偶然，因為雄鳥真有明亮顏色的羽毛是生物選擇的一項因素，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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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能夠吸引雌鳥的注意。對人類而言也是一樣的，審美價值會影響配對，而追

求審美的吸引力使美成為一項大的商機。(三)審美吸引力增加所有社會的交往，

其他的因素也一樣，但是我們通常比較偏愛審美的滿足，因此審美因素對於社會

的交往相當重要。(四)在清晰理性的學術領域中，許多假設被人類審美特質的信

念所掌握。審美特質與誘惑相對稱，柏拉圖就深↑自藝術的誘惑、會侵入學術的事務

中，影響了學術的性質。(五)藝術能夠改善環境，使其更為優美，產生自發、慷

慨、友善和善意的審美魅力。宗教具有滿足美感的宗教典!禮、宗教儀式和禮拜儀

式可以吸引人們產生堅強的信仰。

布勞第也在 1972 年初版的《啟蒙的珍情) (Enlightened Cheris恤g)一書中，

談到審美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當社會產生問題時，我們往往會對教育或學校教

育提出批評，以便學校教育中的課程規劃和教學方法能夠獲得改善。布勞第指出

目前學校教育有偏重科學學習忽略人文學科的弊端，因為科學的重要性與學校當

局認為什麼組成「好的」科學並未存在真的爭論，學校能夠採用科學中學習與方

法的標準'但是人文學科並沒有這種共識。而且慾望的控制，特別是想像領域與

標準方法慾望的擴張，並未在價值教育中獲得有效的證明。同時，想像很少被學

校工作列為主要目標，邏輯和科學能力的培養才是主要的目標。布勞第認為這種

教育是偏差的，因為「想像的」和「美麗的」也是一種審美的快感，道德的善和

形上的真，應該受到學校教育的重視(Broudy， 1994: 3-20) 。布勞第主張我們似乎忘

記了我們有多少對事物性質的判斷是建立在事物的「觀看j(looks)和「聲音 j(sounds)

之上，意即我們經由事物的「外表j (appearances)來作出各種判斷。因此，審美

的意象能夠影響我們的欲望、選擇和判斷。其次，價值的理念是一種想像的產物，

所有推理過程和概念、理念和觀念相關，而這些概念都根源於想像的行動，使我

們能夠去處理意象和其他實際的事物(Broud弘 1994: 20-25) 。布勞第主張教育是一

種機構化的努力，使得慾望、實在和想像能夠順從於所允許的社會規範與系統作

為整體的效力。藝術包含於人文學科之中，它們在價值教育中的角色尚未被適當

的檢視和利用。藝術呈現出人文學科審美的要素，人文學科沒有理由只肯定過去

的作品，藝術在啟蒙珍情特定價值的效果上是間接的，但是它在個人情感的衝擊

上卻是直接的。布勞第強調審美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是從審美教育對於個人知覺

影響的角度出發，屬於一種知覺取向的審美教育，這和注重個人藝術鑑賞能力培

養，偏向鑑賞取向的審美教育不同，也和強調個人表現能力訓練，偏向表現取向

的審美教育迴然不同(Broudy， 1994: 53-66) 。布勞第強調審美教育是一種注重藝術

作品的觀察，以獲得藝術作品意義的活動。同時，學校審美教育的任務在於協助

學生學習享受藝術 ， 表達比較複雜和重要方面的經驗 。 這種審美教育的觀念忽略

了人類情感的抒發、文化領域的陶冶、自然景觀的鑑賞和審美教育的理想，容易

將審美教育窄化為藝術鑑賞能力的訓練和增進學校學習成就的工具，造成人們對

於審美教育涵義的誤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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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林審美教育的涵義
'" 

教育學家凱林(Kaelin，E.F.)1950 年獲得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碩

全學位.1951 年轉往歐洲的法國求學，獲得法國波特多大學(Université de Bordeaux) 

社會心理學畢業證書， 1954 年獲得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哲學博士學

位﹒他曾經任教於密蘇旦大學、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麥迪遜校

區，目前任教於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藝術哲學和當前

的歐陸哲學，曾經是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前任的哲學系主任。凱林曾經擔任過威斯

康辛大學「藝術在社會中 J (Arts-in-Society)雜誌的編輯. r審美教育雜誌J (The 

loum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的編輯，他是美國「國家審美教育方案顧問委員會」

剝削onal Adcisory Board ofthe Aesthetic Education Program) 、「中西部教育實驗室」

(Cen個1 Midwestem Educational Laboratory)的成員。主要著作有〈存在主義者美學〉

(An Existentialist Aesthetic) 、〈藝術與存在) (Art and Existence) 、〈不悅的意識:貝

克特的詩意困境) (The Unhappy Conciousness: The Poetic Polight of Samuel 

Beckett) 、《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和〈藝術教育者美

學) (An Aesthetics fQr Art Educators)等等。

凱林 1989 年在《藝術教育者美學) (An Aesthetics for Art Educators卜書中，

從海德格存在主義現象學方法論的觀點，建構藝術教學的概念模式，並且說明了

審美教育的定義。他認為人類在某些術語的意義中，被溝通的意義所定義;即使

我們反對海德格「存在開放，性J (existential openness)本身作為，情感、理解與表現

的觀念，這是來自於人作為「超越J (transcendence)描述的一種結論。雖然採用這

個名詞是簡單的，但是被交負責任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卻帶有系統的迷惑。從柏拉

圖或甚至康德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誤導，因為人不能超越他們自己進入本質的神

路領域，或超越我們日常的生活經驗 。 海德格的術語對現象而言是一種「存在」

(existentiality) ，他指的事實是男性與女性在他們變化的某些基本意義上，有計畫

的朝向逐漸被破壞的未來，這個未來只有在自由決定或個人的承諾之下才能夠被

實現(Kaelin， 1989: 115) 。 凱林主張「教育 J (Education)是有計畫發展獨特人格的

過程，由個人或團體所實踐。「審美教育J (Aesthetic Education)意謂著個人或團體

被帶到他們豐富情境的寬廣視野中，特別是帶到藝術品價值的創造或鑑賞中。有

效的審美教育是由於藝術、創造、溝通、自律、完全、適當和計畫地教育學有效

使用的結果。它開始於個人或團體的能力在他們生命史的瞬間去創造或鑑賞美感

的價值，並且作為一種習慣進入豐富的情境之中(Kaelin， 1989: 112-113) 。凱林指

出非語文溝通的選擇作為一個審美教育的目標，至少享受了一部分先驗的相容

性:大多數的藝術是非語文的，任何藝術技能可見的發展多利用非語文的溝通技

能。但是這種審美教育目標的選擇必須注意:第一，它攜帶著語文殘障的恥辱或

地位卑微，如同這個案例也許這種藝術的才能來自於我們的評價弔詭之中表示語

文的障礙;第二，如以前一樣採用這個目的必須說明藝術教學在嚴格的非語文方

式中，具有發展人格或智力的功能藉以在術語中證成藝術在審美教育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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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elin, 1989: 110) 。凱林主張存在主義的現象學有下列幾項功能(Kaelin， 1989: 

111) : (一)提供一種單一的方法以建立審美教育的理由; (二)應用於創造、鑑賞和

溝通過程中，它建立了一種被使用的方法或至少在教室教學中加以嘗試; (三)當

存在主義的現象學被嘗試時，如果在社會個體之間的溝通產生了可欲的結果，那

麼它也提供了個體在一般社會中如何表現的解釋途徑。

凱林認為「審美教育J (Aesthetic Education)在一般的教育理論中也許被視為

一種探究的特殊理論，它的範圍被特定行為形式審美特質的區分所定義，包括在

各種藝術媒體和藝術實際中藝術作品的創造和鑑賞。任何想在審美教育中或見童

的審美教育中成為專家的人，必須熟悉哲學美學的方法和結果，以便於找到審美

教育問題的答案。這種哲學美學必須是一種「適當的美學J (Aesthetic Proper) ，它

作為一種規範科學一方面必須清楚的區分審美的與非審美的描述性分析，另一方

面必須清楚的區分審美的與非審美的規範性的規定。凱林強調一般而言審美教育

是教育理論中的一個分支，審美教育理論在「適當的美學」術語中是可以想像的，

單一的現象學方法也許可以應用於審美教育以顯示這種連續性，個體和社會審美

經驗的價值構成藝術中教學充分的合理性，同時審美教育中使用的方法也可以應

用於一般的教育研究中(K.aelin， 1989: “-68) 。凱林也提出四種藝術作品詮釋的基

本假設，茲詳細說明如下(K.aelin， 1989: 76-77) : (一)基本假設一:所有的審美表

現是環境關聯的;無論如何表現是被一種藝術的客體所產生的，在人類經驗的領

域中被發現，這種經驗如同知覺者和意向的客體知覺之間的互動一樣，存在於我

們現象學還原的括弧中。(二)基本假設二:審美環境是被設定在既與媒體遊戲之

間的關係網絡所建構 1 既非表面到表面、表面到深處、深處到深處，亦非超越所

有表面到超越所有深處。(三)基本假設三:沒有單一審美環境的遊戲產生絕對的

重要性，肯定的表示:每個審美環境的遊戲只在環境中產生那種重要性。(四)基

本假設四:整體環境的重要性是所有發現遊戲感覺的表現，關係的經驗介於表面

遊戲之間與它們的表徵，這些表徵是外在於整個環境由藝術家所建構而成的。凱

林的觀念認為審美教育意謂著個人或團體被帶到他們豐富情境的寬廣視野中，特

別是帶到藝術品價值的創造或鑑賞中。有效的審美教育是由於藝術、創造、溝通、

自律、完全、適當和計畫地教育學有效使用的結果。這種審美教育的觀念忽略了

人類情感的抒發，文化領域的陶冶、自然景觀的鑑賞和審美教育的理想，容易將

審美教育變成為藝術鑑賞能力和創作能力的訓練，造成人們對於審美教育涵義的

誤解。

玖、結論

綜合前面所述，席勒的審美教育理論是啟蒙運動批判精神和德國精神提昇連

動的產物， 其中所蘊含的美育思想，包括三個基本的概念 ， 一是培養統整人格的

全人教育，其次是追求精神自由的教育，三是完成培養道德人格和建立社會和諧

的雙重理想(崔光宙，民 82: 571)。赫爾巴特的審美教育理論偏重在審美教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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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注重審美觀念在教學過程中的應用 。 他主張審美教育是一種透過自然和藝術

事物，藉以培養人類道德品格的活動 。 狄爾泰認為宗教、詩歌和哲學能夠陶冶人

類的情感，使我們不僅成為具有審美能力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倫理性格的人 。

他主張審美教育就是一種透過宗教、文化、藝術和哲學 ， 以陶冶人類情感的活動。

奧圖主張審美教育是一種教師將藝術和文化的知識、情意和技能傳授給學生的活

動。審美教育不在於提供藝術'而在提供所有人的知覺一種知識的機會，以便獲

得一種感官知識的機會 。 審美教育強調知覺與實驗，注重感官經常與行動相連，

審美知識與科學知識是人類理性的雙重途徑。柯柏斯主張審美教育的概念不僅包

括教育問題中的藝術現象、形式範團和視覺溝通，同時也包括人類、風景和自然

對象的美 。 審美教育涉及想像力、創造力和造型能力的發展與練習，並且包括遊

戲現象和宗教儀式現象的研究。布勞第強調審美教育是一種注重藝術作品的觀

察，以獲得藝術作品意義的活動。同時，學校審美教育的任務在於協助學生學習

享受藝術，表達比較複雜和重要方面的經驗。凱林的觀念認為審美教育意謂著個

人或團體被帶到他們豐富，情境的寬廣視野中，特別是帶到藝術品價值的創造或鑑

賞中。有效的審美教育是由於藝術、創造、溝通、自律、完全、適當和計畫地教

育學有效使用的結果。總而言之， r審美教育」是施教者以各種材料，應用教育的

方法，對受教者進行陶冶，以開展美感相關的能力，培養高尚的審美心境，形成

健全人格的活動。審美教育的內涵應該包括下列幾項: (一)培養個體統整的人格;

(二五皇求精神自由的教育;(三)改善國家政治的狀況;(四)注重人類情感的陶冶; (五)

注重自然景觀的珍惜; (六)致力於文化生活的提昇; (七)強調藝術創作、詮釋、鑑

賞、批判的教育。惟有澄清審美教育的概念，明白審美教育的涵義之後，才能夠

正確的指引教師訂定審美教育教學目標、選擇課程教材、實施審美教育和評鑑審

美教學活動，促進審美教育活動的發展，達成審美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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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into Implicatio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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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 philosopher Friedrich Schiller believed, that human being had aesthetic 

organ exc叩t sensation, understanding and voli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e specific 

education of such organ. He witnessed personality break because different 

developments of disciplines 企om the eighteenth centu可﹒Therefore， he initiated 

aesthetic education to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our sensation and rationality. 

That many educators add this term 宜。m Schiller, made implicatio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unbroken argument of concept about aesthetic 

education makes instructional goals and curriculu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ery 

difficult, so that to clear the implications of aes血etic education is necessary. In也is

article the implicatio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企om Shiller, Herb紅t， Dil血e弘 Otto，

Ker恤， Broudy and kaelin are discussed. Summaril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cultivated 

8Ctivity of individual sensation of beauty through many different reso叮ces of nature, 
c叫個時，訓，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The implicatio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clude : 

(1 )form the individual integral personality, (2)pursue the education of spiritual 企'~edom，

(3)establish 也e moral characters of human being in order to improve situ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4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feeling, (5)c訂e for cherish 

ment of natu時， (6)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life, (7)insist on 血e

education about creation, interpretation, appreciation, criticism of art. Only when we 

understand implicatio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an we then guide teach叮 to make 

go品，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finally we can 

齡hieve the ide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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