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紀視覺藝術教育新領域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余樹德 

1. 傳統藝術教育觀 

傳統藝術教育觀點視藝術為一種情操修養，和文化氣質的培育。工業革命後藝術成為中

產階級的生活一部分。低下階層為口奔馳，非必需品的藝術便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此有

人認為藝術生活有賴經濟條件。 

 

傳統藝術觀念視藝術為傳遞文化遺產和精神價值。中國文化藝術強調師承和臨摹，正反

映這種觀念。因此傳統藝術教育觀念並不強調創新，創意僅是師承相傳道行高深的境界，能

達這種境界的只限於少部份有「慧根」之士。 

 

既然藝術境界只能少部分人得道，藝術教育便非視為必需。香港學校藝術教育，雖然由小學

至初中音樂和美勞都是大多數學校的共同課程，這是基於七十年代後期引進英國綜合教育

（Comprehensive Education）的概念和模式。但小學音樂和美勞科却沒有嚴格本科師資培訓要

求，這是歷史遺留的問題。 

 

2. 現代主義藝術觀與香港學校藝術教育 

現代主義藝術自廿世紀初發展以來，強調個人主義和藝術至上的權威。影響所及藝術甚

至可凌駕道德和公共價值，藝術成為高不可攀，「為藝術而藝術」不為什麽。因此藝術與普羅

大眾疏離自成一自滿的小圈子世界。如此的藝術教育觀也偏向狹窄，也難於普及，因為社會

不需要太多「曲高和寡」或「自我為是」的藝術家。如此藝術教育觀縮窄了藝術市場，藝術

家也鄙視迎合市場的藝術。 

 

香港藝術教育也是建基於上述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的狹隘藝術觀的發展，以致在整體社

會規劃上沒有給藝術教育發展的空間和出路，最明顯例子高等教育在藝術教育方面欠缺規劃

甚或出現錯配：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所提供有關藝術系和有關設計學院課程的成就評

核標準是偏重研究性論文質素，而少基於創作性作品成就，有關碩士課程偏重論文成就尤甚。

另一方面，近七百萬人口的香港僅有一間演藝學院，但演藝學院基本上並不提供教育文憑課

程，以致出現一方面畢業生就業飽和而學校教育卻欠缺具教育文憑的演藝教師。再者，政府

還沒有撥地興建獨立的視藝學院以發展公共藝術、藝術教育、環境藝術與城市規劃、應用藝

術與科技、和提供有關比較文化藝術發展的研究。此外，迄今全港只得一所政府資助著重體

藝的中學等。 

 

雖然近年香港教育改革也強調「全方位學習」和培養「樂、善、勇、敢」（樂於學習、善

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新一代。然而香港教育統籌局已訂下計劃在三個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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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小六及初中三）分別量度學生中文、英文和數學的基本能力測試。小六取消了升中

派位用的學能測驗，但用校內成績作為升中派位方法的機制仍主要偏重計算中文、英文和數

學等學科的成就。可見香港教育改革仍離不開學科主導的傳統觀念和價值，離發展多元智能

教育的方向有一段距離。 

 

根據 2002 香港教育署(現為香港教育統籌局)統計組提供資料顯示，在 2001 年 10 月，小

學美勞科有 40.1%由本科培訓的師資任教，音樂科有 61.7 %由本科師資培訓教師任教。2003

年初課程發展議會公布視覺藝術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草擬本指出「配合教改，教師必

須有高質素的專業教學能力，並對課程設計有所認識;………對視覺藝術課程有全面的了解，及

對本科的知識和技能有充分的掌握,…」(頁 42)。可見教改轉變正走對了方向，但仍須配套措

施(如學校教師編制和師訓)的配合。 

 

3. 新經濟轉型的國家重視藝術教育的發展 

一九九四年美國聯邦政府制訂廿一世紀教育政策，其中The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美國聯邦法註明藝術是學校教育的核心科目，與英文、數學、科學、公民教育、歷史及

地理科等具同等重要地位(1)。至 2001 年 1 月美國參眾議會均通過教育法明列藝術為小學至高

中核心學科之一，會獲得與其他核心學科相當的聯邦經費資助學校教育的發展(2)。 

 

一九九三年澳洲學校課程改革列明藝術是學校教育其中主要學習領域，高中生在五項藝

術（視覺藝術、音樂、舞蹈、戲劇、和媒體藝術）中必修其一(3)。二○○○年紐西蘭學校課

程亦有類似規定：一至八級學生必修四項藝術，第八級至十級的高中生必修其中兩項藝術教

育。至二○○三年紐西蘭全國學校須執行新規定。加拿大早在九十年代藝術已列為小學至高

中的核心課程。 

 

為甚麼發達國家在新經濟轉型階段學校教育特別強調藝術教育發展？而美國更將藝術

（ARts）列為學校教育讀（Reading）、寫（WRiting）、算（ARithmetic）等 4R 基本教育技能。

在我們強調勤奮好學的中國文化社會很難理解上述國家如此重視藝術教育，或者甚少人有興

趣瞭解藝術教育在廿一世紀教育改革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價值和意義。 

 

美國全國藝術基金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在九十年代初曾作全國性、全面

而追蹤性的藝術教育影響性研究，發覺藝術教育能有效培育多元智能，有效促進學科學習成

就包括入大學的學能試（SAT）成續，有效改善行為問題學生，有效培育毅力、創意和想像

力，有效培育素質的國民……。該等重要研究成果撮錄成一份報告名為Eloquent Evidence: Arts at 
the Core of  Learning (1998) (3rd Edition) by Elizabeth Murf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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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促進新經濟轉型 

二ＯＯ一年美國全國藝術基金會另一份研究報告The Role of  the Ar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1) (5)指出藝術促進新經濟轉型，包括促進旅遊和相關性消費業和零售業，藝術能提供科技

發展所需的靈感、創意和想像力，藝術促進優質的生活要求和美化的環境，而優質的要求促

進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改革和進步。報告又引述 1998 年一項KPMG研究，調查訪問矽谷 1,200
位資訊科技行業的專業人員有關對尋找新工作吸引力因素研究，發現除薪金外「優質的社區

生活」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更甚於公司的分紅和穩健性。而藝術正超越傳統優質生活要素

包括安全的鄰里，優質學校和基礎建設，多樣化的文藝活動與設施，和戶外自然環境等。猶

有進者藝術重視合作精神，促進視覺能力（visual skills），靈活處事方式和解難能力等要素，

均是致力達致提高生產力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工作隊伍所需的質素，也就是廿一世紀新經濟模

式所需的人才和員工素質。 

 

5. 後現代藝術教育的價值觀 

從傳統視藝術為文化遺產和價值的傳遞，到廿一世紀新經濟模式視藝術為促進後現代社

會改進生活各方面的要素，我們才可以明白為何美國學校教育發展藝術要作為學習的核心

（Arts at the Core of  Learning）的原因，又如一九九三年澳洲學校藝術教育強調「藝術可作為改

進社會的動力」(6)，藝術教育不是只為培育藝術家，列藝術為核心課程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具

藝術觸覺和修飬，從而在社會各層面各領域滲透著追求卓越、素質、創意、美感、改進、變

化、趣味和優雅等素質的素求，影響社會各方面的改進。 

 

美國教育學者Freedman Efland (1996)指出「後現代藝術教育主義者反對精英主義，主張

消除高雅藝術與低等藝術的分野。對藝術認識不應只局限藝術品及藝術家，藝術是反映社會、

影響社會，及扮演文化批判角色，和回應社會變化。」(7)。因此藝術教育必然超越高雅藝術

價值觀的灌輸。同時，強調「社會重構的藝術教育」（Socially Reconstructed Arts Education）學

者R. Clerk (1996)指出「創作是為了提高人際間的社會意識，藝術教育是促進未來不斷改變的

可能。」(8)「發展學生對現有文化價值系統的醒悟，使他們體會不同的世界觀，從而擴闊價

值觀，使學生積極創造公平、公正的未來社會」（Haynes, 1995）(9)。很明顯藝術教育再不是只

學習技巧畫好一幅畫和彈好一首樂曲，後現代藝術教育就是「生活化的藝術」，對社會文化具

有敏銳觸覺，貢獻社會並且不斷改進社會。廿一世紀教育改革與課程改革强調的課程统整，

其目的也是擴闊師生的世界觀，以能迎接新時代社會的挑戰。 

 

6. 藝術教育是香港經濟轉型的重要支柱 

回到我們身處香港面對經濟轉型，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曾澍基教授對香港經濟轉型發展

提出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一元是高增值而低就業行業，例如金融、科技和商貿行業，二元是

低增值而高就業的行業，例如物流業和旅遊業(10)。財政司司長梁錦松基本上支持上述經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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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發展，但還加上發展「本土經濟」以創造就業。哈佛教授Michael Enright在其一九九九年

著作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Beyond the Asian Crisis就香港競爭力研究方面提出

包括致力發展香港成為亞洲文化大都會，並可媲美倫敦和紐約。他其中論點認為香港必須建

設文化大都會的環境，才能吸引國際金融和科技精英薈聚香港(11)。 

美國的發展規劃除了國防軍械和航天科技出口貿易，與藝術有關的外貿是現時第二大出

口的經濟收益(12)。此外，藝術還連帶其他好處包括公共藝術與城市規劃環境藝術化，改善了

社區環境並提高人民文化生活質素。後現代藉藝術變身的創意工業更促進旅遊業，從發展旅

遊業所開創一個就業機會，而連帶可開創相關行業至少九個就業機會(例如藝術設計與演藝行

業、服務、零售、飲食、運輸、航空、酒店、建築装修、商貿、製造業、相關教育培訓、環

保工程、旅遊景點和市容建設等相關行業等)。近年建成的西班牙Bilbao市後現代建築古根漢

當代藝術館與紐西蘭首府威靈頓的Te Papa綜合博物館成功地吸引千萬計遊客， 紐西蘭藉著

藝術發展Napier 及Katikati鎮，與加拿大溫哥華島依靠藝術發展Chemainus市镇的旅遊業等

成功經驗已有上佳的明証。另一方面，藝術教育培養創意想像力的轉移，又刺激各行各業的

增值效能。這正是藝術帶來的後現代社會新經濟的轉型。佛羅里達州大學藝術教育教授Tom 
Anderson指出「發展藝術教育是我們(美國)廿一世紀後現代社會生存之道。」(13) 我們可理解

這背後的含意嗎？ 

 

7. 新經濟轉型有賴藝術和藝術教育 

以上的資料給我們的啟示：藝術和藝術教育的發展是新世紀社會經濟轉型不可或缺的重

要支柱。藝術教育作為俾益新世紀社會的挑戰，應成為學校小學至高中教育的核心課程和必

修課程。1999 年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頒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包括「美育不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干开发智力，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

不可替代的作用。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中小

学要加强音乐、美术课堂教学，高等学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

科课程。开展丰富多采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

美的能力。」「2010 年前后，具备条件的地区力争使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的专任教师的学历

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经济发达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专任教师和校长中获硕士学位者

应达到一定比例。」(14)國內「中央規定美术欣赏课是考查学科。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

计划实验修订稿规定艺术（音乐、美术）必修课改为全年 96 课时。」(15)以上可見若從政策層

面來說，國內中央學校藝術教育比香港還進取。 

 

最近傳媒報導以文化指數計香港落後於北京和上海。著名建築師何弢在《信報》一篇題

為「藝術不是負資產」文章指出：「香港是功利社會，建築師是地產商的賺錢工具，搞藝術的

話，會被視為負資產！反而在國內人們更尊重藝術，喜歡我帶有藝術的建築設計。」(16) 

 

另一方面，中環和尖沙咀是香港的主要文化藝術地帶，每逢周末、周日及公眾假日均吸

引萬計的外傭聚集及蹲坐地上，為何出現這種現象？原因之一是城市規劃太過功利，不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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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集的市中心地帶都缺乏供市民休憩而有文化活動的大型户外廣場或公園。例如荃灣及旺

角市中心的「地皇」均被政府賣地供發展商興建高樓大廈或商廈以增庫房收益，而沒有考慮

建設大型戶外文化廣場供市民享用。於是，市民和外傭在假日的文娛活動不得不聚集於文化

中心地帶的中環和尖沙咀了。如此，將來新建設的西九龍文化藝術心臟地帶在假日又會否滿

佈以十萬計的外傭呢？從上述可瞭解香港人的功利心態和政策正不斷犧牲了我們的生活環境

質素，而且也有碍吸引人才來港或留港。 

 

住在帝景豪庭之類的豪宅居民，還有不少住戶將內衣褲懸掛在窗外晒晾。這也多少可反

映香港人的文化質素。香港若不大力發展藝術教育，能否建設香港成為亞洲文化大都會便很

成疑問了。Charles Landry (2000)在其The Creative City《創意城市》一書指出「文化作為發展創

意的平台。」「文化意識可轉化為更有想像力城市的一種資產和驅動力，在此土壤上創意才能

得到茁壯，從而提供發展……。 (決策者)不單須掌握｀硬性＇還須有｀軟性＇的都市基礎建

設的意識。」(17) 可見新經濟轉型亦有賴｀軟性＇的都市基礎建設:文化藝術及藝術教育的發

展配合。封閉自滿的心態使我們不進則退，開放而勇於面對改革的心態才邁向進步。 

 

8.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新世紀教育取向是要誘導學生，對身處社會及世界具敏銳觸覺，具反省探究批判態度和能力，

具創意想像カ，從而具備動力勇於創意更新，有能力克服難題、改善生活環境生態、美化生

活、提高生活質素、充實生活。因而藝術教育不但須結合生活，更須培養學生具社會觸覺，

和道德價值判斷能力。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使學生除了探討藝術品反映的深層文化訊息、意義和價值；更融合日常生

活所見所接觸的流行文化、媒体(如電視、電影、萬維網、電腦藝術設計、廣告、報刊)、家

庭、社區活動和環境、世界各方面演變等文化衛擊。這種視覺藝術教育方向，帶領學生探討、

批判、解構和發展上述各方面視覺文化的領域，從藝術活動及創作上發掘價值和意義。我們

的學校教育能否領會這種藝術教育的價值和意義？ 

 

2001 年 9 月 11 日恐佈襲擊紐約世貿中心，2003 年美國攻打伊拉克及香港爆發前所未有的非

典型肺炎疫症，對香港社會經濟打擊更甚於亞洲金融風暴的遺害。相對於亞洲其他地區，我

們社會的應變能力及解難能力實須檢討及改善。人口密集而高樓大廈的屋苑只會助長溫疫的

擴散，《信報》有文章指出類似建築在西方國家只會為貧民區而設計(14.4.03)。缺德而差劣

的公共環境衛生意識，不但有損香港形象更危害健康及經濟發展。因此教育出路不能停留在

學科本位的傳統教學模式。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是一種解構(deconstruct)及重構(reconstruct)

的探究教育，從而啟發開創新文化藝術的可能，為社會整體作出貢獻：例如改善環境衛生的

環境(家居/校園/工作間/社區/都市)美化規劃、批判性但有創意及建設性的社會行為、發展

創意產業、有效應用資訊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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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定義及時代意義 

Paul Duncum (2002)18 認為日常生活中能代表並傳達人類信仰、理念及價值觀的才具實用價

值、才值得納入藝術教育的範疇，故此如電影、電視劇、廣告、主題公園、社區慶典、快餐

店、電動遊戲等都可成為視覺文化教育的內容。Travin (2002)19認為「藝術教育是對視覺文

化批判的教育。」視覺文化的論述是後現代藝術教育延續多元化的觀點，發展出解構圖像，

從而反省、探究、批判及重構我們的文化。正如王麗雁 (2003)20指出: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雖

是流行於美國藝術教育的話題，並不代表其論述與實踐會適用於台灣、香港或其他地方。」 

 

那麼，視覺文化藝術教育對香港學校藝術教育有甚麼啟示和意義？我認為應有以下各方面: 

 

1. 雖然視覺文化還是發展中的概念，但顯然是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視覺文化，為視覺藝術

教育內容提供廣闊的空間； 

2. 是培育學生跳出傳統藝術創作形式的框框，擴闊學生視野，並連繫其他學習領域，培養

反省、探究、分析批判、解構及重構的多元智能； 

3. 跳出知識傳遞的傳統教學模式，從「學生為本」出發讓學生有較大自主性去探索視覺文

化。教師更要裝備自己對世界各方面的事物具敏銳觸覺和建立適切的價值觀； 

4. 當學生從事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活動，教師和學生須建立清晰的教學和評核目標，教學活 

動須具意義和價值； 

5. 這種教育取向明顯是普及化的視覺藝術教育，是自由民主社會要培育具敏銳觸覺、勇於 

探究批判、及具創意想像力的新一代，從而促進社會改進的動力。這不僅是為發展創意

產業及科技的應用，更是發展素質社會的新時代文化動力。 

 

   Florida,Richard (2002) 認為一個國家或社會創意社群 (Creative Class)21形成有賴於三

個Ｔ的發展，這三個Ｔ包括人才(Talents)、科技(Technology)及寬容度(Tolerance)的發展

程度。而當我審視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特徵，發覺正有助於發展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創意社群。 

Eger,John M.(2003)22更指出：未來「創意社會」(The Creative Community)肯定藝術文化不

但對一個地區的生存是重要，且能提供就業機會。更重要的是，充滿藝術的教育更能為未來

社會知識型經濟培育新一代的領袖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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