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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美感教育在臺灣獲得政府豐厚之資源挹注，欲落實美感教育，使美感確成一

般民眾普遍珍視之價值，當有更堅實之學術論述為後盾。為確證美感經驗之於個

人的永恆價值，本論文以文獻分析為方法，綜述美感經驗的典型─優美或崇高、

美感經驗的範疇─由藝術作品、藝術創作，自然或日常生活所引發之經驗。並進

一步將美感經驗中的自我狀態，整理為「自我滿足」、「自我辯證」、「自我整

合」、「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等五面向，即由高度自滿通往自省、自覺、

及至忘我與無我的旅程。由是可知，美感經驗指向廣袤無垠的可能性、開啟內省

與統合的契機、應允感性質地的生活態度與價值，並鋪陳個體實現與超越的高階

潛能。

關鍵詞：自我、美感經驗、感性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received abundant government support. To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effectively and make aesthetic experience widely apprecia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som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enduring valu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an individual, this study conducted literature analyses to explore the 
very genres (beauty or sublime) and categories (experiences triggered by art pieces, creative 
activities, nature or daily lif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further sorted 
out five dimensions of self/ego statuses generated within aesthetic experience: “self/ego-
fulfillment,” “self/ego-dialectic,” “self/ego-integration,” “self/ego-actualization,” and “self/ 
ego-transcendence.” These five dimensions are states of singl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might 
possibly be a process of a certain kind of continuity. That is, it is a journey that goes from the 
state of high self-satisfaction to that of profound self-reflection, total self-awareness, and even to 
the state of forgetting the self/ego and no-self/ego. As understood from the literature, aesthetic 
experience points to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unlocks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l reflection and 
integration, enhances sensitivity as a valuable quality in life, and contains higher-order potentials 
for fostering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and transcendence. 

Keywords: self/ego, aesthetic experience,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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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文創產業標舉的美學經濟似乎成為政策界、企業界、年輕創業者共同追求的目

標，然而如何能將美學永續的轉化為經濟，與一個社會的美感能力與習慣密切相關。簡

言之，美感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內在的呼喚與需求，而非刻意塑造的奢侈商品。

本文將以感性之美感經驗為論述主軸，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深入探討美感經驗之內涵，

及其與自我意識之動態關係。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分析

為實現「美力國民」、「美化家園」、「美善社會」等願景，教育部自 2014 年起啟

動之第一期美感教育五年計畫，斥資近 42 億的經費強化學生與一般公民的美感體質，該

計畫不僅以藝術教育為核心，更以多元學科及生活經驗為實施範圍，期在各級學校教育、

藝術機構與社區，廣泛播下美感教育之種子（教育部，2014）。而欲落實美感教育，使

美感經驗確成為一般國民生活自覺需求的陽光、空氣和水，當有堅實之美感相關學術論

述為後盾，讓實務面向的政策制定與課程設計，具備充分的學理依據。事實上，在前述

五年計劃第一點推動目標「美感播種」下，即有「宣導並發行美感教育基本論述」這樣

的發展策略（教育部，2014），可見美感論述之於美感教育之重要性。以下檢視與美感

論述與美感教育最具直接關係的藝術界與藝術教育學界，對於美感經驗之探索趨勢：

（一）美感於現∕當代藝術的角色

「美感經驗」或許不等於「美的經驗」，然而「美」確實是吾人認知美感經驗最原

初的基礎。「美」的概念與經驗，卻在 20 世紀現代主義的崛起與前衛藝術的風起雲湧間，

逐漸成為了一個藝術的反指標。Eaton、Moore（2002）指出，如果是在新浪漫主義時期，

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氣壯的說，美感經驗是一種珍貴的自覺，當我們因為純粹的美感特質

而享受在多愁善感的情緒中，我們是驕傲而滿足的。然而，這樣的態度已在 20 世紀後葉

轉向，Armstrong（2000）將之稱為「反美感轉向」（anti-aesthetic turn）。一反過去對美

感純粹性的讚揚，美感自主性（aesthetic autonomy）被批判為布爾喬亞（bourgeois）或資

本主義的病徵之一（Ulrich，2006），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藝術語意性（semantic）的認知，

一方面將藝術欣賞的重點放在對其意義的解讀、一方面也將非藝術的美感經驗與藝術經

驗徹底割裂（Shusterman，1997）。

隨著 21 世紀的到來，「美感」終於在藝術創作、展演、論著等各種場域悄然回歸（曾

少千，2006；Hudson，2003）。以藝術論述而言，Armstrong（2000）將對藝術的討論拉

回人的感情與各種人類活動的範疇；Steiner（2001）則試圖拋開前衛藝術與女性主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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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的質疑，論述美感經驗是一種溝通形式，當主體在客體上發現美感，他其實也同時

在自身發現美感；Elkins（2001 ∕ 2011）因觀察到當代的藝術經驗已由藝術家、藝評家、

藝術教育者與藝術史家共同建構為極度說理與冷感的認知活動，而致力於發掘觀者被繪

畫感動的純粹經驗。「美感」這個主題似乎確實從藝術的論述中解禁，然而其價值是否

真的得到廣泛的平反呢？這是值得深入觀察的，畢竟如 Elkins（2001 ∕ 2011）所指出，

當一位藝術家的作品被稱為「美」，那通常是貶過於褒的評價。

（二）感性導向之美感經驗於藝術教育學界的定位

觀察近年藝術教育領域的學術景觀，可一窺美感經驗在藝術教育之當代定位。根據

袁汝儀（2006）針對 1996 至 2005 年視覺藝術教育領域的前瞻性議題之調查報告指出，

在此十年間，藝術教育領域具權威性及影響力的兩本國際期刊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以

下簡稱 SAE）和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以下簡稱 JAE）中所刊登之論文，以「文

化相關研究」為最大宗，而其中又以「多元文化教育」及「視覺文化」最為熱門。持續

關注近十年的學術趨勢，若簡單以關鍵字搜尋 SAE 和 JAE 刊登論文之標題在 2006 至

2015 年間的情況，可發現「視覺文化」持續為熱門之研究主題，「美感經驗」之相關論

文則僅為少數
1
。檢視臺灣學界，以同樣方式搜尋國內藝術教育領域的指標期刊藝術教育

研究及國際藝術教育學刊，結果亦相似於國際學界
2
。雖經進一步閱讀可以將部分論文之

內容廣泛歸於美感經驗範疇，但同樣的情形亦可適用於視覺文化主題，且「美感經驗」

詞彙之少見，仍可看出此一主題似已長期未獲本質性的學理探索，而如前所述，這是推

動美感教育所賴以扎根的基礎，有待學界挹注理論之彙整與闡釋。

誠然，視覺文化本身亦涵蓋了感性形式與經驗之面向，然其灌注於藝術教育領域的

價值與主要切入點，乃奠基於批判理論對觀看關係的思考，與後現代教育的去中心化

傾向，對於個體視覺經驗之探討，偏重於獨立思辨能力之養成、文化認同之反思（趙惠

玲，2005），而非以感性為基礎、為目標之美感教育。如張美陵（2010：122）所觀察，

「主張將藝術領域擴展為視覺文化領域的論述，將藝術教育的重心，從形式主義美感經

驗論的範疇離開，諸如「美感判斷」（aesthetic judgment）、「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不再是重點」。文化脈絡的導入無疑強化了藝術教育的批判性，開展出具批

判精神的教學策略，但如 Smith（2003）認為，文化批判趨勢或恐弱化藝術作品或視覺載

體的感性面向，相對降低了感性與經驗性在教學或研究中的配比。

1　2006-2015年間，刊登於SAE的論文，標題含visual culture的論文達12篇，而包含 aesthetic experience詞彙的論文僅一篇；刊登於 JAE者，

標題含 visual culture 的論文為一篇，而含 aesthetic experience 詞彙為四篇。

2　2006-2015 年間，刊登於藝術教育研究標題含「視覺文化」者共三篇、含「美感經驗」者 0 篇；刊登於國際藝術教育學刊者，標題含「視

覺文化」七篇、含「美感經驗」者 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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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藝術教育學界高度關注文化研究之同時，當代藝術領域中

的美感回歸或許會對藝術教育產生潛在的影響。例如，O’Donoghue（2015）由當代藝術

的經驗轉向思索藝術教育的可能變革，他著眼於 John Dewey 以經驗為本的美學觀及當代

藝術家李明維、Carsten Höller 及 Eddie Peake 的創作，期許藝術教育工作者成為美感經驗

的創造者。類似的嘗試或許能將藝術教育的感性重新喚醒，值得持續觀察。

二、研究目的

為增補前述美感經驗於近年藝術教育領域論述之闕如，揭示與論證其對於個體自我

之作用。本論文意欲（1）彙整美學論述中對美感經驗之本質性畫分，與其見諸於不同生

成型態之潛能，析論美感經驗的多元可能性；並在前項基礎上；（2）跨學科綜論美感經

驗中主體自我的角色、運作與轉化。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文獻回顧與分析為研究路徑。首先綜述美感經驗的典型與範疇，所回顧

之文獻內涵乃美學領域普遍認可之理論基石，屬傳統的敘述性回顧（narrative review）

（Bearman 等，2012）；而為突破學科侷限，由多重面向切入美感經驗與自我之關係，

本論文亦部分採取跨學科文獻回顧（trans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的策略。Montuori

（2013）認為跨學科文獻回顧是以現象描述為基礎，橫向連結相關的理論與研究，此亦

本論文之主要結構─敘述性綜論美感經驗的典型與範疇，從而跨領域理解美感經驗與自

我狀態的關係。

以敘述性回顧而言，本論文所談之美感典型與美感範疇，為研究者就美感經驗主題

之系統化理解與分類，但因美感經驗涵蓋範圍甚廣，恐仍有未盡含納之美感類型。例如，

抽象或非現實世界之美感體驗。然考量本論文重心與篇幅，故未能更全面或更詳細分類，

此為本論文之研究限制之一。以跨領域回顧而言，除書籍外，中文資料以華藝線上圖書

館所收錄的期刊論文為搜尋範圍，英文文獻則來自 ProQuest 資料庫平臺中所收錄之期刊

論文。凡標題或摘要中出現「美感經驗」或「aesthetic experience」字眼之論文，即初步

納入篩選範圍，並經由摘要的瀏覽判斷該文是否論及「自我」（self/ego）相關主題。而

鑒於無法全面性回顧多元背景下所孕育之所有美學觀，本論文將以西方美學論著為主軸，

東方的美學觀僅將適度補充說明，此為本論文研究限制之二。

對於文獻之處理與分析，由醫學領域所建立之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方法，因其精準與客觀之優勢，為許多回顧性質之論文所參酌。然標準化的搜

尋與分析流程，卻可能失之實證主義（positivism）對知識系統的偏好與偏見（Bearm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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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故本研究取其精神而不囿於方法，參考推廣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的考科藍合作

組織（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提供的指南，本論文遵循其中預先設定研究目的與搜

尋標準、系統性的再現成果兩點原則（Higgins、Green，2011）。

四、名詞釋義

茲針對本研究涉及之兩主要概念「美感經驗」與「自我」加以定義與說明：

（一）美感經驗

本研究析論之美感經驗不限於藝術相關之經驗，而泛指因藝術作品、創作活動、自

然景觀與現象、日常生活所引發之人類經驗。由於本研究將深度申論美感經驗中的自我

感受與狀態，故將偏重美感經驗中的感性面向，回歸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在 18

世紀首次提出以希臘文 aesthetica 作為關於美感的一門學科時，取該字感覺學、感性學之

義（葉朗，2014）。但鑒於美感經驗是一個極複雜的現象，廣泛牽涉個人的情意、認知

與價值觀層面，故本研究雖不會特別著墨美感判斷（judgment）向度，但亦不可能將其

刻意排除。

（二）自我

本文關切置身美感經驗中，個體獨特人格、意識、個性、形象與核心狀態的內在感

知與運作。論及「自我」，將兼談英文中 self 與 ego 兩詞彙之概念。也就是說，本文所

稱「自我」，一方面是偏向社會心理脈絡中，個體經由他者或環境，對於自我的認知，

即 self 的概念，如 Cooley（1902）所提「鏡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觀點。個

體可能因為不同的情境、對象，映照出不同面向的自我感（Mead，1934）。另一方面，

本文亦將自我視為一個動詞，是決定個體是否達到平衡和統整的關鍵，即 ego 的概念。

Sigmund Freud 以為，ego 介於原始的本我（ID）和道德化的超自我（super ego）間，扮

演調節的角色，讓本我能在超我的提升下，以符合社會的方式展現（劉思量，1989）。

精神分析一派基本上皆延續 Freud 觀點，視 ego 為調節與統整之內在動能，是自我感知

穩定的關鍵（Erikson，1968；Loevinger，1976）。在本文中如需清楚指示是 self 或 ego

之概念時，將以括弧標示英文的方式辨析。

貳、美感經驗之典型

美感經驗的類型固然不勝枚舉，但在西方美學中，「優美」（beauty）與「崇高」

（sublime）是兩個不斷被提出來相互辯證的兩種美感典型，以下將先分別說明，再綜合

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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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美

最早提出優美和崇高的對比性質的是英國哲學家 Edmund Burke。Burke（1757 ∕ 

2012）認為優美是外物以其顯然的美好特質，吸引主體的親近，創造出愉悅的感覺。

Immanuel Kant（1790 ∕ 2004）在 Burke 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優美所引發之愉悅是一種

「無待的快感」（disinterestedness），不涉及利害、目的和動機，主體僅單純因對象的

形式油然而生美好的感覺。

二、崇高

崇高在 Burke（1757 ∕ 2012）的描述中，正與優美的特質相對，崇高的對象是巨

大可怖的，主體在面臨崇高的壓倒時雖然驚懼痛苦，但快感也將伴隨著痛感而來。如

Lyotard 所指真正的崇高是「快感與痛苦的內在聯繫」（引自沈清松，2005：127）。

Kant（1790 ∕ 2004）將崇高分為數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數量的崇高指的是對象在數

量、體積上的龐大，後者則是對象在力道上的強勢與凌厲。

三、綜論優美與崇高

優美與崇高顯然是兩極化的美感經驗，Burke將優美描述為「小的」、「平滑的」、「光

亮的」、「纖細的」、「避免直線的」；而崇高則是「廣大的」、「粗糙的」、「直線的」、

「幽暗隱晦的」，而這些在形象上或感官上的不同，反映了前者為「快樂」而後者為「痛

苦」的本質（林盛彬，2012）。Nietzsche在悲劇的誕生中將優美與壯美所體現的藝術典型，

類比於希臘悲劇中並存的「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日神即太陽神阿波羅（Apollo），

他代表的是平衡、節制之美；而酒神是戴奧尼索斯（Dionysus），它代表了瘋狂、激情

之美（Eco，2004 ∕ 2006）。優美由於帶給人的是愉快與和諧的感覺，一般而言較容易

被理解為一種美的類型；而崇高之美是由恐懼與痛苦後的昇華得來。Freud 認為優美如同

嬰兒時期完美的母親形象、而崇高則是威嚴的父親，由此解釋我們對兩種美感經驗的認

知方式與心理根源（Hagman，2005）。

參、美感經驗之範疇

美感經驗是一種範圍甚廣的人類經驗，這也是其難以定義的一個主要原因。以下首

先以藝術脈絡或非藝術脈絡下產生之經驗加以劃分；其次，依據引發主體美感經驗的對

象性質為分類基準，分別論述其各自指涉的內涵、特徵及其何以為可成立的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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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性美感經驗

（一）藝術作品引發之美感經驗

藝術的欣賞與品味過程，是最無爭議的美感經驗模式。在其過程中，無可迴避的是

藝術作品作為某種美學客體（aesthetic object）的必要存在。即便形式主義（formalism）

或美學主義（aestheticism）的批評者提醒應重視作品之內容勝於形式，去除形式特性

的美感經驗畢竟難以成立（Maquet，1986 ∕ 2003）。Monroe Beardsley 指出，美感經

驗是一種心智活動，過程中個體因美感客體之形式（form）與特質（qualities）而感覺

愉悅（Eaton、Moore，2002）。個體所經歷乃 Beardsley 所稱的「現象學式的客觀」

（phenomenologically objective）經驗（引自 Parsons，2002：26），藝術作品是藉由形式

展現的客觀現象，造就個體在過程中的感性反應。

然而，形式特性或許不足以完整反映藝術作品所引發之美感經驗。Bender（1990）將

理解藝術之美的方式分為三種：一說乃如上所述，作品中內蘊的美學特質造就人的美感

經驗；另一說認為藝術作品充滿不定性（indeterminacy）、僅具事物的範式（schema），

直至觀者的慧眼鑑賞才被賦予具體化（concretized）的內涵；還有一種綜合的看法，認為

藝術的美感力量是作品與觀者交互激盪下的結果。顯然的，後兩種看法皆強調美感經驗

中主體（subject）的能動性。Mitias（1988）即認為，內含於作品本身的美感特質並非自

給自足、不證自明的，而唯有透過觀眾才可獲得實現和彰顯。

（二）藝術創作引發之美感經驗

在藝術欣賞中，美感經驗藉由主體欣賞或參與客體而產生；然而，尚有一種可能是，

美感客體為主體的主動創造，簡言之，即是藝術創作、或任何創意的實踐過程。伍振鷟、

林逢祺、黃坤錦、蘇永明（2010）引 Dewey 的說法，指出英文中的 artistic 多指藝術創作、

esthetic 多指藝術欣賞產生的感受，這使人忽略了創作中的欣賞層面，及由欣賞帶來的創

作可能。朱光潛以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例，說明欣賞與創作互為表

裡的關係，若非陶在採菊過程中開啟了與南山相見的美感餘裕，又如何能創作出這樣的

詩句傳世（伍振鷟等，2010）？故可以說，藝術的創作活動實是美感經驗的紀錄與深化。

Dewey 的經驗美學廣泛的解釋人類經驗中的美感成分，當某一經驗具有飽和的意義

感，達到統整（unity）、圓滿（consummation）之境，它就不只是一個瑣碎的經驗，而

可能是美感經驗（Fenner，2003）。欣賞藝術、品味生活如此，創作亦然。藝術創作者

便是在重複的深思與修正中，尋求完美的可能（Hagman，2005）。Hagman（2010）將

創意比作愛情，對於創作者而言，創意的實踐固然夢寐以求，但創意的過程其實亦充滿

了不安與自我懷疑。或許，這正是藝術史上何以有著不少受苦的藝術家身影之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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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藝術性美感經驗

（一）自然引發之美感經驗

跳脫藝術的脈絡，20 世紀後半，西方興起了一波重視環境美學（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的聲浪（葉朗，2014），以 Ronald Hepburn 為首的環境美學家，聲稱傳統美

學僅關心藝術之美，而忽視了自然蘊含的珍貴美感。他們並稱套用藝術界的審美模式於

自然之美是不恰當的，其核心差異在於：相較於藝術的「有框」（framed），自然的「無

框」（frameless）狀態更進一步的邀請觀賞者的加入。尤其，自然的無框架除可指空間

上的浩瀚，亦包含了時間上的無垠，此時此刻的美景，均可能在下一瞬息改變（Yang，

2013），「如此暫時且不可測的美學特性，創造了無窮的、警醒的、無邊的新觀點」

（Yang，2013：226）。

進一步檢視，依據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的觀點，自然之美實則反映了心靈

之美，它相應於審美對象而存在（Bosanquet，1904 ∕ 2004），如辛棄疾的詞句「我見

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Hegel 的唯心美學觀將自然美視為最初級之理念，

其美感仰賴於觀者理性的作用（Bosanquet，1904 ∕ 2004）。Hepburn 則積極地認為儘管

大自然充滿了各種看似矛盾與相對的特質，但卻能讓個體形而上的實踐了完滿的狀態。

透過想像力的作用，看見未呈現的、聽見未發聲的，從而升起對存在與世界的哲學思考

（Yang，2013）。此一觀點似也呼應了藝術欣賞中可見的個體能動性，人在自然的不完

美與衝突中，不僅照見了自我對美的初衷，亦產生了某種神祕的自我創造。

（二）日常生活引發之美感經驗

Hagman（2005）指出，除了對自然之美的禮讚與肯定外，美學家以藝術為中心的

態度，長久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富含的多種美感向度（aesthetic dimensions）；例

如，我們的穿著、用車、梳理的髮絲、他人揮手歡迎我們的姿態等，這些極為日常的物

件或時刻，均有形成美感經驗的潛力。首先，日常物件作為美感客體應不難理解，例

如，博物館的展示物即有「預定為藝術」（art by destination）及「轉變為藝術」（art by 

metamorphosis）的區分。前者即所謂的藝術品，如一幅畫或一件雕塑，其形式或目的均

富有藝術的追求；後者則在生產初始無涉藝術創作，如手工藝、生活用品，或為非藝術

目的而創作的畫作或塑像等，它們歷經時代的更迭，展現了可辨識的美感特性，而經由

博物館認證為藝術品（Maquet，1986 ∕ 2003）。「轉變的藝術」展品證實了帶有日常性、

功能性的物件，也可以具備藝術價值，作為美感經驗的觸發或憑藉。

而除了日常物的美學潛力外，自 20 世紀晚期起，已有愈來愈多的論著肯定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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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感生成之場域（Kupfer，1983；Leddy，1995；Novitz，1992；Sartwell，1995）。然

而，對部分學者而言，日常脈絡下的美感經驗仍待嚴謹之辯證。例如，Dowling（2010）

批判試圖將日常瑣事無限上綱為美感經驗的生活美學家，他以 Kant「適意」（agreeable）

與「美」（beautiful）的分別，論述日常之美屬於適意範疇，即藉由感官或偏好所獲得

的滿足，不具普遍性、更談不上審美判斷，因此仍不及藝術作品所展現的普世之美與

無功利性。對於這樣的批判，Melchionne（2011）則認為以檢視藝術的方式檢視日常之

美並不恰當，該立論彷彿假設每個可被視為美的生活片刻，皆如藝術作品般是自主性

（autonomous）的存在，而如前已述，藝術美感的自主性（autonomy）況且存有爭議，

生成於日常脈絡的美感經驗則更不能切片論斷，重要的是吾人如何藉由美感的覺知，

將日常規律轉化為創意。就如陳玲璋（2013：112）析論「全觀性美感體驗」所指出，

「美感不僅是從日常生活片斷的美與驚奇出發，更能昇華為轉化性體驗（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肆、美感經驗中的自我狀態

在前述美感典型與範疇之討論中，已可看出美感經驗生成於個體自我，亦在過程對

自我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以下將美感經驗中之自我狀態分以「自我滿足」、「自我辯

證」、「自我整合」、「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五面向探討，此五面向之論述順序，

由自我於美感經驗中參與之深至淺、被動至主動、原初至超越程度排列，或為個別美感

經驗中當下的自我狀態，亦可能是某種連續性的過程，由高度自滿通往深刻自省、全然

自覺、及至忘我與無我的旅程。

一、自我滿足

在美感經驗的論述中，「愉悅」（pleasure）是一個常見的主題，這或許是因為在

西方美學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最早引發理論家關注的即是「美的經驗」（experience of 

beauty），而其最狹窄的定義即是足以引發愉悅感的一種經驗（Carroll，2002）。誠然，

美感經驗不等同於美的經驗、而美的經驗亦不等於愉悅的經驗。然而這仍是美感經驗的

重要面向之一，關乎主體在與美感客體互動時的原初驅力與精神滿足。

Freud 主張，藝術作品的欣賞者和創作者共享了同樣的幻想（phantasy），作品的外

在形式展現、也同時偽裝了這一層的關係，美感愉悅包含了由形式所代表的前驅愉悅

（fore-pleasure）與幻想昇華之深層愉悅。由昇華（sublimation）帶來的自我滿足是 Freud

美學理論的核心觀念，他認為美感經驗包含三個層面：（1）實用層面（econo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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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經驗帶給人們欲望與幻想的昇華，類同 Aristotle 的情感洗滌說；（2）拓樸層面

（topological），在藝術欣賞中我們揭開了白日夢的面紗，但毋須感到自我厭棄或羞恥；

（3）動態層面（dynamic），美感經驗提供我們修正自我（ego）與認同（identification）

的機會（Sirois，2008）。整體而言，Freud將藝術視為隱藏欲望的渠道。在Freud的基礎上，

Ernst Kris 更進一步指出，自我（ego）為了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的目的操控了無

意識資源，因此藝術並不只是被動的再現了無意識，相反的，無意識的選擇和操作是自

我有意識的作用（Hagman，2005）。

Pavel Machotka 在 1979 年的研究呼應了精神分析式的美學觀。Machotka 彙整受測

者對於 106 件橫跨各年代、含裸體男性或女性作品的反應，他發現偏好陽剛之男性軀體

的男性受測者，通常不是極度的認同父親，就是對父親的角色充滿憤怒，他們不重視親

密關係，反對同性戀情；而偏好藝術中的女性身體的男性受測者，則與母親有較深的連

結，他們也更渴望親密關係，能夠認同、或本身即為同性戀者的身分。這些發現證明了

他的假設：觀者對藝術作品中男女性身體的偏好，反映了他們內在及現實中的男女關係

（Funch，1997）。

同樣以精神分析角度出發，Christopher Bollas 選擇以物─我關係理解美感經驗，他認

為美感經驗喚醒與實現個體的原初記憶。當嬰兒需要某種物品而照顧者提供時，他的需

求被滿足，他彷彿被這物持有，其自我的概念經由該物品開始轉化，這是美感經驗的起

點，他將繼續追尋相同的符號意義，享受由物帶來的轉化（Sirois，2008）。藝術創作經

驗亦呼應了這原初的物─我關係，自體心理學家（self psychologist）Charles Kligerman 認

為，藝術家的創作動力即在實踐個體嬰孩時代的「自我客體」（self-object）聯繫，某個

由照顧者、照顧物所建構起的理想化關係，成為藝術家必須加以實現的美的原型，因之，

藝術家透過創作所欲展現的，即為其內在的理想美，亦由此獲得心靈的滿足（Hagman，

2010）。江學瀅（2014）以七年級美術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青少年珍藏物品與創作

活動在其成長歷程扮演之角色，研究結果即印證了，儘管投入程度不一，視覺藝術創作

在青少年生活中乘載了替代照顧者的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s）的意義，創作過程

中的想像力與象徵創造，彷彿自我的客體化歷程（self-objectification）。抽象表現主義畫

家 Jackson Pollock 說：「繪畫是一種存在的狀態……繪畫是自我發現……每一個好的畫

家畫的都是他自身」（引自 Garrels，2005：19）。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也可以找到類似的看法。Flahault（2006）將人類社會中的美

感行為（comportement esthétique）解釋為回應生存與繁衍外的個體內在需求。亦有考古

與認知科學的證據顯示，美感經驗並非如過去所認知，僅是人類演化的副產品，而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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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心智（mind）同步進化的，美感經驗取決於特定的心智性能，同時其發生也促進

了心智的進化，例如讀心術與後認知能力都與美感經驗息息相關，而這些能力將幫助人

類心靈進入到高階的後設再現（advanced metarepresentational）架構（Consoli，2014）。

以上論點均在支持美感經驗當中有自我滿足的心理特徵，其滿足的或是潛意識中欲

望的認知與實現、或是個體發展中的原始需求、或是人類演化過程中自然且必要的智性

成熟、或是個人在社會文化中所需彰顯的存在感。人對於物的偏好、對於美的耽戀、對

於藝術的追索，最終還是回歸到自我的認同、需要與存在這些命題。

二、自我辯證

前述理論說明了在自我的驅策下，人藉由美感的對象物獲得滿足，如此根植於本能與

直覺的行為，往往造就更複雜的物我關係。蘇軾於「寶繪堂記」中有這樣的警語：「君子

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滕志賢，2008：161）。提醒人們可以寄託情感於

外物，但不能執著耽溺，否則將對藝術之愛好置於個人生存或志業之上，是有失輕重而荒

謬的。這段文字體現人對於美感客體的又愛又懼，愛其給予的精神滿足、懼其駕馭人心的

力量。在美感經驗中，主體與客體不全然是需求與供給的和諧關係，而可能因為客體的出

現開啟了激烈的自我辯證：我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過去？能夠成就怎樣的未來？

Herbert Marcuse 倡議美感經驗的解放價值，書中闡釋「雖然美感隸屬於愛欲領域，

但美感的價值不在於欲望的滿足，卻在於存在欲望的激起，包括對真實存有的認知欲

求，和返回真實存有的欲求」（引自劉千美，2001：180）。因此，美感或起源自原始

的欲望，但其所引發對存有的積極性探索，才是最大的價值。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 Theodor W. Adorno 固然也反對將藝術作品視為愉悅感的來源，但他同樣

認同「經驗」是藝術理論中極需看重的觀念，對他來說真實的美感經驗仰賴「自我批

判」（self-abnegation）和「藝術作品本身的客觀構造」（the o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the 

artwork itself），這樣的經驗可以轉化主體，達到真實的解放，而更勝於身或心的愉悅

（Shusterman，1997）。

腦神經科學亦證實個體在藝術鑑賞中的自我觀照。Vessel、Starr、Rubin（2013）以

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的方式發現，個人對藝

術的品味和感受力與他們的統合感（sense of identity）有高度的連結。在實驗中，受測者

被要求為一組藝術作品評分，評分乃根據他們被這些作品感動的程度而定。為避免先入

為主的偏見，特挑選罕見或涵蓋多元風格與內容之作品。當受測者在評量這些藝術品時，

經 fMRI的造影發現，他們的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顯得格外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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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DMN 僅在休息、或當大腦在處理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及和自我相關的任務和

訊息時，才會有此活躍的表現，而所謂自我指涉，包含了自省、回憶，以及自身知識（self 

knowledge）的連結等。雖此項研究結果，無法更精確掌握自我在藝術鑑賞中扮演多少比

例之決定性因素，或自我意識是否、以及如何建構藝術品味。但已足以推論，藝術欣賞

過程其實是高度個人與自我的心智活動，我們在試圖理解、鑑賞，甚或任藝術作品打動

我們的時刻，均參照了我們過去的經驗、知識、情感，經由自我來認識與感受藝術作品。

如果藝術鑑賞潛藏了自我辯證的歷程，創作經驗毋寧更加充滿了主、客體辯證的張

力。首先，如前已述，藝術欣賞或創作活動的深層心理狀態，複製了早期嬰兒與照顧者

共同創造的理想化（idealization）歷程（Hagman，2005；Hagman、Press，2010）。在創

作過程中，藝術家藉由媒材將理想的自我外在化，他的主體客體化了，這個在他手上持

續改變的主觀性客體，在每一個片刻挑戰了他的理想自我，一個內、外主體間的辯證形

成了，藝術家要處理的「他者」是曾經存在其本身的自我（Hagman，2005）。藝術家是

否能將其理想中的作品付諸實現，這不僅是一個美學上的問題，也是一個自嬰孩時期便

開始演練的自我辯證。

進一步而言，傳統上認為藝術創作是一種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的活動，如

Karl Marx 認為只有在創造中人才能確證自身的存在（趙伯飛、艾晶、吳建新，2009）。

這種看法固然反映了部分創作心理，但如此即假定自我為一種固定的狀態，將作品簡化

為一面反射自我的鏡子，其實未能全面理解創作過程的複雜性。事實上，追求完美藝術

實踐的過程中，新的自我將被創造，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將彼此協商。「藝術家是對自

體─客體（self-object）的失敗與恢復的過程上癮」（Hagman，2005：78）。正因創作過

程中充斥了自我辯證的張力，其中的挑戰性可想而知，Vincent van Gogh 曾說：「我企求，

我奮鬥，我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引自 Roskill，1997：148）。而隨著作品的塑造與變形，

自我不斷的重新修正與轉化，也使得創作成為持續辯證的過程。法國文學家 Paul Valéry

精闢的道出創作的無窮盡：「一個藝術家從不曾真正的完成他的作品，他只不過放下了

它」（引自 Anderson，2012：143）。

三、自我整合

前述的自我辯證過程正似 Dewey 所描述的經驗產生的過程，以下節錄 Dewey（1980：

45）在 Art as Experience 書中的文字：「一個人做了一件事……結果是他也承擔了、受苦

了……這份承擔因而決定了進一步的作為……」。而在做與受的交互作用下，人的心理

和心靈將走向何處呢？他（1980：45）接著說明：「如此過程不斷持續直到一種自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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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互相適應的情況產生，而這經驗終於走向休止，這休止……是一感知的和諧」。顯

然的，Dewey 亦將美感經驗詮釋為主客體磨合的過程，同時，他認為在那樣的過程之後，

個體最終將達到整合的精神境界，如畫家 George Tooker 所體會的：「繪畫是和生命和解」

（引自 Cameron，2002 ∕ 2010：59），創作可以是激烈的自我辯證，也因此亦是自我整

合的契機。

在 Dewey 以經驗為本的美學觀中，美感經驗是日常生活中「完整經驗」（an 

experience）的至高展現。所謂完整經驗指的是：當個人專注、浸淫於某項活動，盡其在

我、始終如一，及至大功告成後所獲得的圓滿感受。在完整經驗之中，人需要調和自己

的理性與感性、協商主體與客體的歧異。「每一次的重獲平衡，都是生物成功的通過環

境的考驗，使生命展現出更大的力量和更有意義的存在，這需要內在積極主動的改變，

才能造就出自我完成的生存經驗」（陳錦惠，2005：18）。美感經驗的可貴也正是如

此，它呼應了生存的本能與個體對於統整自我的追尋。法國當代美學家 Mikel Dufrenne

亦指出美感經驗即是人類體驗存在的基本經驗，那是一種整體而全面的感受（劉千美，

2001）。Dewey 的後繼者 Beardsley 則強調，每個片刻的凝聚（coherence）是所有美感經

驗的必要條件，不論是端詳某個作品的一小部分，或細細雕琢某個藝術作品，如能達到

那種獨立而飽滿的狀態，便是進入到深刻的美感經驗當中（Shusterman，2006）。如鄭

明松（1981：45）所闡釋，在時間與個人意志的交融中，「凝神」是美感產生的重要心

理因素。

事實上，中國美學中的「天人合一」觀念，更為傳神地表達美感經驗中的自我整合感。

一方面，它指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理想關係；一方面，它揭示了人與藝術契合無間

的完美境界。其實，天人合一正是中國與西方美學最顯著的歧異點（尤煌傑，2006；王

生平，1989）。雖如前所述，西方亦看重自然之美，但相較於西方傾向將自然視為蠻荒

的征服對象，中國美學視人為自然中的一份子。故表現在藝術創作上，山水畫中的人物

往往是融入風景中的微渺存在。郭熙更認為優秀的山水畫是能帶給觀者「可行」、「可

望」、「可游」、「可居」的狀態，尤以後二者所示之悠遊與安身之意境，最是值得追

求（尤煌傑，2006）。以徐玟玲（2010）透過以北美館「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

所實施之表達性藝術導覽課程為例，該教學研究除印證藝術鑑賞可增益觀眾的思維、感

覺、情感和直覺等自我概念外，更可見到某些「感覺突出者」的成人觀眾，在讚嘆作品

的美感之餘，會產生置身作品中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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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實現

當美感經驗主體獲得整合的心理狀態與心靈品質，自我實現之感就是可以預期的

了。Schiller 說到：「有了美感狀態的心靈，世界不再恐怖，不再充滿壓力，反而成為自

我實現的場所、真理開展之所」（引自李鴻生，2013：93）。可以說，整部藝術史都在

紀錄藝術家的自我實現之歷程與成果，Ian Hunter 指出藝術家乃是以美學手法實現自我

（practice of the self），主導了在時代洪流下，各種美感風貌的競合（楊深坑，1998）。

不論是鑑賞或創作，當自我達成統合而在對象物中體現出來時，主體自我將感到從未有

過的力量（黃健雲，2009）。

20 世紀中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特別將美感感受力（aesthetic sensibility）視為人格發展

過程中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例如：Carl Rogers 認為審美是一個健全（fully functioning）

的人該有的行為；Viktor Frankl 和 Rollo May 亦認為發現美、欣賞美其實是個體試圖尋找

生命意義的重要經驗（Winter，2014）；Abraham Harold Maslow 則發現自我實現者往往

都擁有創造的能力與動機，此創造力並不限於藝術創作，更包含了經營日常生活的巧思

與靈感（劉千美，2001）。對於美感經驗與自我發展兩者關係思索最深的，即屬 Maslow

對「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的深思及其「需求層次」（need hierarchy theory）理

論的建立。

Maslow 自 60 年代起對所謂高峰體驗發生興趣，經由訪談大學生及他的同僚的方式，

累積了大量現象學式的描述紀錄，在他的定義中高峰體驗「不只是最幸福、最激動人心

的時刻，而且是人們最高程度的成熟、個性化和實現的時刻」，通過高峰體驗「他更真

實地成為他自己，更完全地實現了他的潛能，更接近於它存在的核心，更完全的具有人

性」（引自葉朗，2014：177）。審美體驗、創造體驗與其他能引發狂喜與靈魂顫動的體

驗，均被 Maslow 納入高峰體驗（楊鑫輝，1999；葉朗，2014）。與 Freud 的內向探索不

同，高峰體驗是指向人更高的可能性，彷如瞬間連通了人格中的「高級電路」般，顯現

了自身最完善的可能性（引自劉秋固，2008：151）。綜合而論，高峰體驗具有以下特徵：

高度的完整、自覺、寧靜、喜悅、感恩、詩意、意義充滿感、無時空感、物我合一等（彭

運石，2001）。

在 Maslow 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中，顯露了高峰體驗對於自我實現的重要性。Maslow

在 1954 年先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而在 1970 年出版的新作中，則進一步修正

為七個需求層次：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隸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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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自尊需求（esteem needs）、知的需求（cognitive 

needs）、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s）、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Maslow，

1970）。在這個架構中前四項為匱乏性需求（或稱基本需求）和成長需求（或稱後設需

求），即為求生存所必須努力滿足的向度；後三項則是在行有餘力時，進一步向上提升

的目標（楊鑫輝，1999）。而所謂美的需求是一種無論在藝術性或非藝術性的脈絡中，

對創造力及對美與結構的欣賞（Maslow，1970）。

顯然的，美感需求的滿足乃是自我實現前的最後一步。美感經驗「是超越與深化的

經驗，也是自我實現的必經之路」（林亮如，2009：34），最能鼓動人往更高層次的需

求前進（謝靈芝，2008）。需要注意的是，所謂自我實現並非在世俗標準上的非凡成就，

而是能充分發揮潛力、實現自我願景。Maslow 詳細描述了自我實現者的特徵，諸如：洞

悉現實、接納自己與他人、具好奇心、獨立自主等（楊鑫輝，1999）。而他亦觀察到，

大多數的自我實現者都曾有過、甚至能夠常常經歷高峰體驗（楊鑫輝，1999；Larsen、

Buss，2008）。這或許正是因為，高峰體驗不僅含有情感的喚起，亦有理智的覺知（楊

鑫輝，1999），個體從中獲致的自覺、超然、整合與寧靜，正是可以啟迪一個人通往自

我實現的有利條件。

五、自我超越

以上各點論述雖指出了自我狀態在美感經驗的多種可能，但這並不表示自我的無限

膨脹。事實上，包含 Maslow 在內的許多學者，都共通的提及了美感經驗中某種「忘我」

甚至「無我」的心理品質，著名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 Marcus Rothkowitz 說：「如果藝術

不能傳達出一種忘我的境界，那就什麼也不是」（引自 Elkins，2001 ∕ 2011：34）。以

下由「全神貫注」（absorption）與「情緒距離」（emotional distance）兩概念說明美感

經驗中的忘我與無我：

（一）全神貫注

全神貫注在心理學領域被闡釋為，一種對於當下高度警醒，無視日常生活干擾，

預備進入深度投入的狀態；同時，是一種調節張力與釋放之間的有機連結（Tellegen、

Atkinson，1974）。Benson（1993：ix）將美感經驗中的全神貫注稱為失去自己（losing 

oneself）的經驗，Steiner（2001）亦認為在美經驗的過程中，知覺者可能淹沒在「純粹

的對象」（mere object）中、為情緒所征服，動搖了他最根本的存在；Harold Osborne

雖認為全神貫注不至於讓主體失去本我意識，但仍然會有「失去主體的時間感、所在

感和身體意識」（引自 Maquet，1986 ∕ 2003：215）。當注視著一幅畫、聆聽一段音

藝術教育研究(32)-04 余季音.indd   118 2017/2/3   上午 10:59:34



藝術教育研究　119

美感經驗與自我

樂，我們彷若進入到另一個空間與時間之境，彷彿自己不再是自己（Benson，1993）。

Maquet（1986 ∕ 2003）指出美感經驗與冥想經驗（meditative experience）的相似性，

在這兩種經驗中，主體均得以獲得一種純粹的專注，「觀者『只是看』所產生的效果和

冥想者『只是呼吸』的效果相似，都是一種心智的除根（deconditioning）」（Maquet，

1986 ∕ 2003：211）。個體對自我認知的執著會逐漸消退，而反而進入更寬廣的世界。

進一步分析，當經驗優美（beauty）、日神式的美感體驗時，全神貫注是一種鎮靜

（self-possessed）的心理狀態，主體被美的極致與廣大擁抱，泅泳其中；相對的，當

經驗崇高、酒神式的美感體驗時，全神貫注是一種被震懾與壓倒，使人興起敬畏之情

（Shusterman，2006）。例如，Elkins（2001 ∕ 2011）為了重新發掘在藝術經驗中不再

為人所重視的感性，公開募集為藝術而感動落淚的經驗，一位自願者回憶她在羅浮宮勝

利女神雕像前哭泣的經驗，她寫道：「她沒有雙臂，但是看起來卻如此高大」（引自

Elkins，2001 ∕ 2011：58）。類似這樣的回饋還有許多，觀者站在這些藝術品前，因情

緒的過於飽滿、無邊無際，而不能承受的潸然淚下。

上述經驗對於主體而言，甚且是一股自我毀滅（self-destruction）的強大張力，

所謂自我毀滅並非與自我決裂，而是放下過去對自我的執念，在懾人的美中重新整合

（Shusterman，2006）。Maslow認為「高峰體驗時有最高程度的同一性。所謂「同一性」，

其作用就是達到忘我、超我、同世界融合……。即人在高峰體驗時的感覺是完整的、和

諧的、忘我的而不能割裂的」（引自楊鑫輝，1999：133）。Benson（1993）則將美感之

全神貫注中自我的撼動與修正視為一種重新置中（re-centering）的作用：主體感到不是

自己（not-I）、又是自己的過程。

（二）情緒距離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將美感經驗視為一種「神馳經驗」（flow experience），主

體全神貫注、一無所求的耽溺其中（楊純青、陳祥，2003）。「無所求」即是一種「情

緒距離」的展現，在美感經驗中，情緒距離是與全神貫注看似相對、實則相關的狀態。

Maquet（1986 ∕ 2003）認為美感經驗與冥想一般，會讓主體進入淡漠（disinterested）之

中，也就是一種不需要理由、無所為而為的釋然。即如 Kant「無待的快感」所指的超越

功利性、目的性，只為此刻的美好存在、不求回報的暢快感覺（Kant，1970 ∕ 2004）。

「感到這世界 OK，你也 OK」（劉秋固，2008）。

Maquet（1986 ∕ 2003）強調，淡漠並非對外界冷淡，淡漠反而是無私（self-less），

在淡漠中，主體抽離個人的私欲、世俗的牽掛與制約；在淡漠中，主體變的超然澄明，

如 Aristotle 在尼可馬古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描述的情況「看的人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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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看，聽的人感覺到他在聽。吾人感覺到吾人在感覺，思考到吾人在思考」（引自

Flahault，2006：41），而如此有自覺的活著，� 感覺到吾人活著，這本身即是令人愉快

的事」（Aristotle，引自 Flahault，2006：41）。義大利心理治療師 Ferrucci（2010 ∕ 2011）

在針對美感經驗進行的訪談中，確實發現很高比例的置身美感者，均同時感受到活著的

喜悅與安於當下的歸屬感。例如，一位建築工人分享他在通宵工作後，看到室外一片銀

白世界，天地靜好：

在那一刻，我覺得不管我是作家、建築工、妓女還是大學教授，都沒有差別，我

感覺到生命的圓滿和美好超越了這些角色身分，超越一切。佇立在一片雪白寧靜

之中，我深深地體悟到，不管人生有何遭遇，活著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Ferrucci，2010 ∕ 2011：57）

超然的另一層意義則是照見真理的可能，如 Hans Robert Jauss 所稱的，美感經驗讓人

得以去除障蔽、走出小我，而使真理顯現，而所謂真理，依 Heidegger 的闡釋，並非科學

意義上的真理，而是哲學意義上萬物存有的目的（劉千美，2001）。如前一再提到的物

我合一、天人合一，主體與客體間的界線不再，「這種敞開狀態讓審美觀照者和對象照

面時都獲得敞開的自由和相互交流的自由」（譚容培，2007：6）。

至此可知，儘管美感經驗為一種深度經驗自我之過程，但不代表美感經驗會強化個人

主義。Pépin（2013 ∕ 2014：50）即稱：「美感愉悅引起了一種十分奇特的動作：它邀請

我們進入深層的自我，同時又不斷地讓我們離開自我」。無怪乎 Maslow 在前述 1970 年

版的七階需求理論之上，於同年又再進一步擴充為八階段的需求金字塔，在原本已是終極

目標的自我實現需求上，再加上「超越需求」（transcendence needs）一階，並闡述這是

一個能夠超越個人追求，而擁有關懷他人的精神餘裕與實際作為（Maslow，1976）。

伍、結論與省思

經由以上的文獻分析，美感經驗的內涵與價值可獲釐清，並可知在不同的學術領域，

已有相當之論述與研究成果，論證美感經驗如何呼應主體的存在感、自我意識、內在需

求等課題。以下謹歸納四點結論與省思：

一、美感經驗指向廣袤無垠的可能性

美感經驗可蘊藏於藝術的鑑賞、亦可通過創作過程中生成；美感經驗可與藝術活動

相關、亦可寓於天地之大美或微觀的生活切片；美感經驗可以是平衡與理想的優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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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是狂暴與可怖的崇高之境。而正因美感的無窮可能，對其之探詢與追索，應具普世

與永恆之價值。

在藝術教育的學術場域中，近年對於視覺或多元文化之關注，除理性的批判思考外，

或可增加感性面向的理解與探討。另一方面，在教學場域的實踐中，美感的多重性可作

為整合各學科的跨領域介面。在藝術、人文、社會，甚至自然學科的教學中，教師均可

多一點感性的注入，即使看似嚴謹、抽象的數學方程式，亦可以審美的角度觀之，指出

其推導過程中的美妙，或找出其在現實中的具體成就。例如：建築師伊東豐雄和數學家

Cecil Balmond 合作的蛇行畫廊展覽亭（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結構，透過數學演算

法（design algorithm），由精準而抽象的數學原理，具象化「點」的變化和延展（謝宗哲，

2013），如是案例的指出，便可由數學的學習中發現美感，在數學課堂中注入美感的欣賞。

二、美感經驗開啟內省與統合的契機

因為美感經驗的多樣與複雜，身在其中，有時個體面臨的是自我的反映與昇華、有

時則是自我的質疑與磨合，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美感經驗都提供了內省的憑藉。誠如前

已述，自我並非一個靜態而固著的狀態，而美感經驗恰可驅動個體進行自我的重新辯證，

從而獲得統合的自我認知與心靈品質。

由上述美感經驗對自我狀態之影響可知，美感能力可帶動近年甚為教育界所重視的

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在相關的課程設計與教育活動中，可大量的以美感經驗的元素，

取代說理式的生命教導與道德勸說，透過藝術欣賞或創作、生活美學的推廣、自然之美

的體驗，本質性的觸發個體的內在觀照與調整，經由直覺性的感受建立個人信念與生命

的意義，甚至油然產生對社會、人群的使命感，由自我實現至自我超越。

三、美感經驗應允感性質地的生活態度與價值

個體由美感經驗獲致的，雖可能是對於藝術形式與風格的知性理解，或對日常物件

的批判思考，但由本文的分析可知，美感經驗對於個體而言，更多時候，是悸動，甚至

撼人心魄的感覺與情感，雖在學術的系統化過程中，可清楚的將其評析為幾種不同的自

我狀態，但對於經驗中的個體而言，它恐怕是混雜的複合情狀，如美學原初感性學的宗

旨所標示的一種無以名狀的混沌狀態，是美感經驗內蘊的可貴質地，而這是正規課程或

教育體制中少有的一種價值選擇。例如，創作中所揭露的自我磨合，雖置個體於無設防

的脆弱狀態，但誠如部分當代大眾心理學所闡釋的，脆弱往往是力量生成的沃土，體驗

脆弱、認知脆弱，才有超越之可能（Brown，2012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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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之推動，應在感性面向有更多的著力與鼓勵，利用純粹的美感體驗，重拾

美學的感性學價值，讓「情緒」、「感情」等人類自然之秉性，獲得適當而合宜的抒發

管道。在適切的引導之下，認識每個人內心的酒神，放下一般課程中所主導的理性認識，

而以感性作為認識世界與自我的媒介。欲達此一目標，或許首先要突破的是教師對於感

性存在於課堂的接受度與專業知識，在教育部的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中，確有關於教師

美感知能的相關計畫項目，建議除了養成教師必備的美學知識，應亦著重於建立教師對

於感性經驗的正向態度，與實務上的課堂領導與教學方法。美感是一種生活態度，對於

參與美感教育之教師而言，亦是一種根本上對於感性的包容。

四、美感經驗鋪陳個體實現與超越的潛能

本文雖聚焦於美感經驗及存在其中的個體自我意識，但這並非表示美感經驗僅在放

大自我、教人信奉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由本文所分析美感經驗中的自我狀態可知，在

美感經驗中最動人的莫過於忘我與無我的狀態，高度的自覺令人有自我實現之可能，而

忘我與無我則更能超越個人的目的與功利，讓人因謙虛而偉大。

而為能尋求自我的超越，在美感教育的實施中應更著重於無所為而為的美感體驗。

如 Yang（2013）認為，在教育中引導學生欣賞自然之美是為了某些珍貴事物的開始而不

是結束。廣泛的美感教育亦當如此。美感教育可以有多元的樣貌與目標，然終究，美感

是要帶領我們回歸到自己的內在，任自我與美感經驗深層對話並交互轉化。因此，有時

少一點績效指標、成績導向的藝術競賽，或反可提煉出美感經驗的純粹性。

由本文的分析與討論可知，美感經驗雖經由外在脈絡或事物的引發，但其本質為個

體內在對自我的呼應與驅動。因此，我們趨近美感，如藝術的鑑賞與創作，最大的價值

與意義並非品味的陶鑄或技法的訓練，而是在其中回歸個人對自我的基本認知與自我願

景的企及。由於「自我」本身即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個體可在美感的豐富與多樣中，可

達到自我的滿足、辯證、整合、實現，甚至超越。而又因「自我」是社會脈絡下的多向

度反射，美感教育的目標，應指向個體與群體的正向潛能，由被動的反映自我至主動的

自我創造、由個體的安身走向群體的安頓、由具有美感能力的個人，到一個具有美感能

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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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received abundant government support. To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effectively and make aesthetic experience widely apprecia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som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re needed. However, in the art field, the 

anti-aesthetic turn leaped onto the scen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which objects to the traditional 

admiration of aesthetic autonomy and, instead, focuses on the semantics of art rather than the 

experience induced by art. This anti-aesthetic movement also completely separate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hat is not triggered by art from the experience that is. In the field of arts education, the 

bulk of related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cultural studies in both 

the US and Taiwan, while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cern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and reflect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by sorting out and 

delineating its content, value, and relationship with individuals.

To confirm the enduring valu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an individual, this research first 

outlines the type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found in existing discourses on aesthetics, and then 

examines various categorie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wide-ranging incentive contexts. 

As guided by this goal,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ain types of aesthetics 

in traditional discourses: beauty and sublimity. This research also differentiates the “art-aesthetic 

experience” from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not induced by art.” The former comprise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art pieces”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creative 

activities,” while the latter encompasse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nature”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the everyday life.” There is one thing to note about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Given tha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may vary with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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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which an individual is situated and that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to canvas 

all the different aesthetics form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Western aesthetics and mentions only briefly the Eastern aesthetics where appropriate.

Based on the discourses on aesthetics that are outlined in the abov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well as its effect on individuals, and examine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 further sorts out five dynamic dimensions of self/ego generated within aesthetic 

experience: “self/ego-fulfillment,” “self/ego-dialectic,” “self/ego-integration,” “self/ego-

actualization,” and “self/ego-transcendence.” The order in which these five dimensions are 

discussed i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individuals’ involvement in their aesthetic experience, e.g., 

from limited to deep involvement, from passive to active involvement, and from the nascent 

to transcendental stage. We may be discussing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an individual at 

a particular moment or a successive process that echoes a journey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transformed from feeling highly satisfied to feeling selfless through a deep reflection and complete 

awakening. Here, self/ego-fulfillment refers to the satisfaction, as inspired by artistic objects, of 

an individual’s desires and the experience acquired during infancy. Self/ego-dialectic prompts 

individuals to inquire about and challenge who they are, as triggered by aesthetic experience. 

Self/ego-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pires an individual to 

realize a more stable self. Self/ego-actualization refers to the realization of an optimal self through 

aesthetic experience. Self/ego-transcendence occurs when individuals morph from feeling self-

centered to feeling altruistic through aesthetic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we arrive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for the educators: (1) Aesthetic experience can lead to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Hence, 

for the academics in the field of art education, the approach of rational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can be augmented b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actual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visual culture or multiculturalism in recent years. In terms 

of the actual teaching, the multiple facets of aesthetics can serve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rfaces to 

integrate various subject areas. (2) Aesthetic experience can open the door to internal reflection and 

self-integration. Henc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an further mobiliz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which has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by infusing aesthetic elements 

into the related course desig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3) Aesthetic experience enhances 

sensitivity as a valuable quality in life. To foster this,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professional skills 

that embrace the positive dimensions of emotion. (4) Aesthetic experience harbors the potential 

for self-fulfillment and self-transcendence. To ensure the purity of disinterested pleasu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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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an aesthetics education that is not purposive by reducing the us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designed for particular outcomes, so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can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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