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內容 

 
藝術的定義 
 
（１）可以有一個大略的範疇，但一定會有灰色地段。因時代風格、主觀觀念所

造成的差異性。 
（２）較屬於哲學、美學之領域，而與藝術本身的創作較無關連。 
（３）藝術的起源是什麼，為什麼會有藝術？ 
（４）藝術是什麼？表達一種美感。美是什麼？ 
        １.形式主義 

有意義的形式所引起的美感 
透過一種經由理性思考所決定的形式來表達內在思惟及／或情感 

２.情感主義 
表達人內在的情感 

３.無法定義 
4. 時代審美觀 

   從西洋美術史中選備受爭議之作。 
   各個文化美術繪畫。 

Schoenberg 
 Bartok: String Quartet 

   5. 好的藝術、不好的藝術，灰色地帶 
 
藝術心理學 
 
一. 關於心理學 

（１）心理學是什麼？ 
（２）對於人的心理，人能了解多少？意識、潛意識（Stalker 的故事）（自

我的形象與真實的自我的差距） 
 

二. 關於藝術家 
（１）有兩種角度來審視一位藝術家。 

其一︰群體性︰社會（空）與歷史（時） -- 他／她是社會的產物，受

到社會的影響與塑造。 
其二︰個體性︰他／她是一個獨立的個體，有自己異於其他社會份子的

特性。 
（２）藝術家創造藝術的動機是什麼？為什麼創作？他／她在想要創造一件藝

術品嗎？他／她對藝術的定義是什麼？（見以下藝術家創作心理的探索） 



（３）藝術家創作的過程為何？他／她想要表達什麼？他／她心裡清楚嗎？心

理狀態為何？從以上兩個較度來看。（見以下藝術家創作的過程） 
 
三. 藝術家創作心理的探索 
 
──”為什麼創造的衝動從來都得不到滿足，為什麼一個人總要重新開始？” 
               Aaron Copland 
 
（１）本能的驅動力：為什麼創作？創作是不是人的一種本能？ 

佛洛伊德論：原始本能受到壓抑，必須尋求其他管道來釋放，及更進一   
步，昇華，而藝術就是其中一種。 

 美術史個例 
 John Lennon, Mother 
  

                而受到壓抑的原始本能、意識或慾望有哪些呢？ 
     先天之本性，後天之環境 
    不容於這個社會的道德或律法的願望或幻想。 
    性、犯罪、缺憾的補償 
    所表現的從意識層次到深層的潛意識狀態，理性到幻想， 
     秩序到渾沌。 
 其他論調 

（２）自我力量：我是誰，我是什麼？ 
自我認知、自我投射、自我證明、自我肯定的表現自我的一種行為。 

（３）對社會的一種反應行為： 
個人在一個群體社會中的反射、反應及互動行為。 
個人是一個社會的一份子，生存於社會，受社會之影響與塑造。 
個人是歷史的一份子，存在於歷史的延續中，受歷史之影響與支配。 

 
四. 創作的過程 
 
（１）靈感：靈感是什麼？其來源、如何發生、其過程、能否人為掌控、在一件

藝術品中所佔的份量有多少？對於藝術作品決定性有多高？靈感來自於

天或是長期的醞釀的湧現？ 
（２）感覺與知覺狀態：敏感與奇特的感覺 
（３）情感、情緒狀態以及心理、精神狀態：創作的主要源頭，決定藝術內涵、               

藝術風格的主要因素。尋求新奇、異常、刺激 
（４）智力狀態：一般所謂的智力與創造力的關係。 

在藝術創作中的智力與一般的智力其性質的差異性。 



異於尋常的認知力、觀察力 
思維方式：意識、潛意識、異類的思維方式、多方型思維(divergent 

thinking)、深切的思想、異於尋常的聯想力 
（５）性格與人格： 
（６）無意識的潛伏或醞釀 
（７）技巧或技藝 
（８）天賦：何種特殊、異於一般人的天賦？具有某種特殊的敏感力或能力。 
（９）藝術表現方法與問題的發掘與解決：決定一個藝術家於歷史上的地位與價    

值。 
 
五. 關於觀賞者 
（１）觀賞者與創作者最大的異與同是什麼？言他人心中所有（尚未有，潛在

有，可能有），筆下所無，亦即替他人（觀賞者）表達出其內在。 
（２）觀賞者觀賞藝術的動機是什麼？為什麼去觀賞？藝術欣賞的功能是什

麼？（交流），例如希臘悲劇──一種精神淨化與治療。凡藝術家創作時

所有的條件，身為一個觀賞者大概都會具有。情感發洩的需求，心理精神

的需求，知性思考的需求，心理投射或自我投射的需求，偶像崇拜的需求，

美感愉悅的需求。 
（３）他／她觀賞到什麼東西？藝術投射在他／她的心裡，他／她的感受是什

麼？從外在形質到內在精神意涵的欣賞與了解。 
（４）他／她如何去了解藝術？在觀賞藝術的過程當中，他／她需要什麼條件來

欣賞藝術？ 
（５）符號的意義、角色、功能。 

推理性的符號，表現性的符號。 
（６）個別差異與群體差異（民族、文化） 
（７）精神經驗領域的擴展 
 
六. 藝術家與精神病 
 
（１）藝術家與精神病之隔（天才與瘋子之隔）：天才與瘋子之異同，精神處於

幻想之境，一能將其幻境以藝術之形式呈現，另一則不能，一能

洞察生命之世界，另一則不能。何為藝術？經過組織，整合之情

感、知性素材。這需要天賦以及技藝之長期訓練。 
（２）精神病與精神分裂症：精神病尚能辨識現實，精神分裂則完全不能。 
（３）瘋狂與藝術之間的關連：精神上的不穩定會加強藝術家對某種心理情緒的

表現，例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情緒，同時也成了創作的強大力量，例

如梵谷。 
 



文學體驗 
 
文字之本質：符號 
文字欲傳達之物：理念 
文字溝通之基礎：主體之經驗 
文字所具有之內涵性質： 
（１）聲音：硬、軟、剛、柔、高、低、強、弱、抑、揚、頓、錯、韻、重覆、            

節奏 
（２）本身之意：具體、抽象、客觀、主觀 

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驚嘆詞 
以句子為基本單位傳達一完整意思。 

（３）隱喻或象徵：以具體物件表達抽象概念，以具體事件傳達抽象意涵 
  鏡子，牆，門，光，白色，暗，黑色等 
  風中燭，如履薄冰 
  具有轉折與多象、多層之空間美 

（４）總體之意 
 
 
 
 
 
 
 
 
 
 
 
 
 
 
 
 
 
 
 
 
 
 



音樂所蘊含之影像及動態 

 
音高：高──尖、細、小、遠、高 
   低──粗、大、近、低 
   往上──向上 
   往下──向下 
 
音色：柔──柔、細、小、輕、靜 
   剛──強、粗、大、重、動 
 
音質：短──短、跳、動、輕 
   長──長、黏、靜、重 
 
音量：大──強、重、大 
   小──弱、輕、小 
 
音數：多──濃、厚、重、大、強 
   少──淡、薄、輕、小、弱 
 
音域：廣──廣、寬、大、厚、遠 
   窄──窄、小、薄、近、 
 
節奏速度：快──（動作）快、細碎、（強、烈） 
    慢──（動作）慢、 
 
音程：和諧──和諧、安詳、舒適、輕鬆、 
   不和諧──不協調、不安、難過、緊張 
 
調性：大調──愉快、喜悅、莊嚴、活潑 
   小調──哀傷、悲沈、壯烈、慘痛 
 
樂例： 
Ralph Vaughan Williams: Lark Ascending 
Mozart: Sonata in A Major 1st mv’t  
 
 
 



戲劇 
 
西方戲劇； 

（一）悲劇：引起恐懼和憐憫的心理感受（亞里士多德） 
起始：希臘悲劇： 
必然性、命運與命定觀 
必然性：人的意識、意志的導向 
  人的範疇內是清醒的選擇意志 
命定性：在命運的範疇內則是盲目地被命運所決定（命定）。

決定之力量：神，傳統，社會、政府、家庭、他人等 
換言之，表面上人以自由意志去完成上天早已安排好之事。以

個人去承擔無可避免、無可抗拒之悲慘命運。因無知，

無意犯罪，卻必須去承擔其錯誤之後果，而受懲。以上

天之命定為己之責，勇於承擔上天所安排之錯誤、作弄

與悲慘之結局。悲劇英雄以其甘願接受懲罰來懲贖非己

之過，或甚至是上天之惡意之安排。而多數以死為結

局，而死是人最後、最終、最徹底、最嚴肅的贖罪方式，

也是命運能施加予人的最後的一種懲處方式。而這種

死，不一定是自殺，有時是選擇被殺，或是選擇自然死

亡的方式（例如疾病），以自由意志的選擇來完成上天

強制的命定結局。 
作用：在悲劇英雄承擔起上天之命運時，人被提昇至天的境

界，觀眾從而感到人的精神的偉大，因而產生震撼、激

勵與感動。恐懼感：在生活中，對於命運對人之作弄的

感覺之投射，在戲劇中由英雄來承擔，因而產生憐憫

感。對於恐懼感，在觀戲過程，有感但不必承擔，透過

憐憫感產生對自己在生活中之苦之共鳴，而終究使自己

的苦難感、罪惡感產生淨化作用與昇華作用。 
 

（二）喜劇：與悲劇的本質相反，如果悲劇是命運捉弄人，那麼喜劇就是人 
作弄命運的一種表現形式。 
悲劇以死的重壓來抗議命運，喜劇則以生的歡樂來嘲笑命運。

悲劇是人去接受人原本不應負的責任，去承擔本不該承擔的後

果，以悲慘的結局去接受上天對人開的玩笑。而喜劇則是人不

去接受人原本應負的責任，不去承擔本該承擔的後果，去開上

天的玩笑。 
悲劇令人感到在天命（或原本龐大嚴肅的東西）之下人的渺小

與可憐。喜劇令人感到在人的嘲弄下天命（或原本龐大嚴肅的



東西）的渺小與可笑。 
悲劇與喜劇兩者接揭露了人生現象某些深層的哲理，這兩者在

本質上有一共同性，那就是荒謬性的意涵。 
 

（三）荒誕劇：融合悲劇與喜劇的特質的一種戲劇，源自存在主義的思潮，

意即人的處境的荒謬性，或荒誕性（Absurdity），一種不協

和，人與環境的不協和。 
             

 
 
 
 
 
 
 
 
 
 
 
 
 
 
 
 
 
 
 
 
 
 
 
 
 
 
 
 
 
 



禪宗藝術 

 
禪宗源典： 
 “＂（Ｐ３） 
 
禪宗東傳： 
 達摩於齊梁時來到中國，見梁武帝。帝曰：“朕自登九五以來，度人造寺，

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對曰：“無功德。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不

以世求。不見本性，造寺寫經，如水中月，鏡中花，終是幻影。＂ 
 二祖慧可（神光）斷臂求道，後傳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六祖慧

能（南宗），（北宗神秀）。 
 
慧能的傳奇：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神秀）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能） 
 “不是風動，不是幡動，而是仁者心動。＂ 
 “人有南北之分，佛性豈有分南北？＂ 
 
禪宗故事一：一個老禪師與三個徒弟的故事。 
     徒弟甲問：“何為禪？“ 
     適其日出，師問：“所見為何？＂ 
     甲曰：“乃日也。＂ 
     師曰；“是也。＂ 
     甲退而語乙，師謂禪乃日也。 
     乙往詢師，“甲云禪乃日，真耶？＂ 
     師曰：“否。＂ 
     乙出，告知丙：“惑哉！師謂甲禪乃日，語吾非也。＂ 

 丙入問師：“師謂甲禪乃日，語乙又非也，禪究竟為何

物？＂ 
 師返身不語。 

 
禪宗之旨：不在客體之象，而在主體之體悟。 
 
禪宗藝術：心中禪念起，筆下無禪機。（一起禪念，禪機即失。） 
 
禪宗故事二：老和尚負女過橋的故事。 
 



王維：鹿柴 
 
王維：竹里館 
 
王維：過香積寺 
 
王維：終南別業 
 
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 
 
柳宗元：江雪 
 
禪畫。 
 
馬遠，對月圖。古琴， 
 
李白與 Kurt Cobain 
 
Nirvana, Smells like a teen spirit 
 
 
 
 
 
 
 
 
 
 
 
 
 
 
 
 
 
 
 



繪畫心理學 

 
(1) 結構 
(2) 知覺上的力 
(3) 均衡感：心理上的均衡與身體上的均衡 
(4) 方向感 
(5) 頂端與底端： 
(6) 右與左： 
(7) 藝術的分化原則與分化作用： 
(8) 空間 
(9) 深度的層次 
(10) 集中於一點的世界之象徵意義 
(11) 畫框裡的無限性 
(12) 光線 
(13) 明亮度 
(14) 光線的空間感 
(15) 陰影的空間感 
(16) 沒有光線的繪畫 
(17) 光線的象徵性意義 
(18) 色彩 
(19) 色彩的溫度 
(20) 色彩的感覺 
(21) 動力的構圖 
(22) 表情 
(23) 隱藏在結構裡的表情 
(24) 藝術裡的象徵 
(25) 精神分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