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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與人生

黃壬來

一、前言

　　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之下，台灣社會也急遽的變遷，邁向以變動、競爭

與創新為特徵的資訊社會，由於台灣在近幾年正處於產業轉型與政治轉型的

時期，就社會結構而言，將愈趨向開放與多元化發展。在迅速變遷的多元社

會，也最易於產生社會失調及社會脫序的現象。國內過去在物質文化的發展

上，雖然已具相當規模，但是，由於物質文化的急速發展，道德、價值觀、

理想意識層面等非物質文化發展卻相對緩慢，以致造成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

化之間的失調，以及實際文化與規範文化之間的失調，整體社會也瀰漫這種

失調現象的病徵，例如：認同危機、霸權主義、生態污染、金錢遊戲、青少

年犯罪的升高等，形成疏離化的社會。疏離化社會因經濟因素影響更為加

劇。2002年元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造成國內農業、工業與

服務業的衝擊，也使得國人的生活受到全球化更深的影響，競爭、壓力與焦

慮成了大家生活的基調。此外，人口逐漸老化，形成對生涯發展、社會福利

與休閒品質的強烈需求。再加上台灣地狹人稠，且海峽兩岸的對峙關係，至

今未能實質解凍，也造成民眾精神上的緊繃。

　　上述這些現象對於人生具有警示與啟迪的作用。今日大家共同的期望，

即是面對新的情勢與挑戰，追求美的生活，擁有美的人生。對於這樣的期

望，筆者以為探討美感與人生之關係，以及闡述美感教育之課題，以提供當

代人追求美的人生之方向，實在刻不容緩。本文將先分析美感的意義、重要

性與其形成條件，次論美感教育的重要課題，最後綜述全文，以就教於讀

者。

二、美感的特質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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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感的意義

　　美感係指個體舒適、愉悅、滿意、滿足、或心弦觸動的感覺，通常是經

由個體的眼、耳、鼻、身體，及身體的其他各個感官接受器，經腦部的訊息

處理而產生，也可經由回憶與想像而產生，或經由個體行為所引發的他人或

自我回饋而產生。美的感受是個體的心理反應。一般而言，這種心理反應，

需具有引發美感反應的刺激，而這種刺激的來源存在於個體所知覺到的客

體，並具有引起美感的潛在性。如果客體具有某種特質，並符應個人所建立

的判斷規準，便會激起美感。而經由回憶與想像而產生的美感，乃建立於前

述的經驗或經個體轉化經驗而成。至於經由個體行為所引發的他人或自我回

饋而產生的美感，其重點則在於回饋本身－因個體作為而對於他人或自己產

生正面效應，從而升起舒適、愉悅、滿意、滿足、或心弦觸動的感覺，此時

之美感即涉及倫理學的善與心理機轉等課題。

(二 )美感的重要性

　　1. 美感是生命律動的結果

　　　美感是人類特有的心理反應，愛美也是人類的天性。感官接受外在客

　　　體的刺激而產生審美的心裡活動。經由審美的心裡活動，使個人生活

　　　產生趣味，而不致流於枯燥與乏味，並脫離生活的沈悶與苦惱。美感

　　　可說是個體生命律動的結果，例如：作息正常而感精神百倍、閒時進

　　　行繪畫創作或欣賞音樂、好友相聚言歡、齊聲歡唱、暢遊名勝、烹調

　　　美食、亮麗妝扮、助人為善等，皆是引起美感的生命律動或節奏。 

　　2. 美感是生存優勢的憑藉

　　　美感的生成與效應與生存亦有密切關係，愈具有美的特質之個體，愈

　　　能令人產生美感，而提升其生存之競爭力。一般而言，外型端莊且行

　　　為良善者，予人親和與舒適感，而行為舉止齷齪者，則令人厭惡。美

　　　感質素的有無，直接影響人際之間的趨避，進而產生後續效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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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偶、求職、升遷等皆受其影響，不可謂不重要。

　　3. 美感是生活品質的指標

　　　人類生活是相當複雜而多變。個體除了滿足飢渴等基本生活需求以外

　　　，尚須進一步要求美感需求的滿足。在需求滿足的過程之中，為瞭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困難或不足，除了運用已知的方法來處理之外，有

　　　時也會開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因而也獲得美感；或者以藝術、宗教、

　　　文學等昇華的心理機轉方式，也可獲得美感。美感的獲得也代表生活

　　　品質的提升。生活中因食、衣、住、行、育、樂等的需要，除了生理

　　　滿足之外，伴隨著美感，正代表優異的生活品質，也是人類異於其他

　　　生物的最重要區別之一。

(三 )美感的條件

　　美感的形成涉及審美的主體與客體之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的產品即

是美感。而交互作用涉及主體的判斷規準及客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美的因

素），以下敘述東、西方主要的「審美判斷」與「美的因素」之論述，以說

明美感的形成。   

　　中國美學思想主要以儒家與道家學說為根源。儒家的美學與倫理學密不

可分，因此《論語》一書成為孔子美學最重要的著作。所謂「裏仁為美」

（《論語 ·  裏仁》），基本上就是把「仁」當做美的主要內容。且說「尊五

美，屏四惡」（《  論語·  堯日》），孔子講的五美是指：「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句話基本上即明示一種中

庸、和諧的美德，也就是「善」，此即「以善為美」的理念。此外，孔子

同時強調審美主體需先經人文教化，才易於審美，悠遊於藝術的境界，所謂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 ·  述而》），即提示個人先

經前三種教化，始能修養出高尚的品味，以浸潤於藝術。再如「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論語 .  雍也》），也闡釋審美主體必須思想與行事通達，毫

無窒礙，就如同水的特性，然後能樂水：而審美主體須先成為仁者，敦厚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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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如山，而與客體相互一致，始易產生美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可

說是孔子所提倡人格美的寫照，是一種心靈上的自由悅樂。

　　歸納言之，孔子所提倡的審美規準即在於：「中和」、「美善合一」與

「文質統一」三者（馮滬祥，1990）。「中和」即是中庸而和諧，無過之

亦無不及，而凡禮樂者均應符合中道。「美善合一」就是美的形式與善的內

容整合為一。「文質統一」或「文質彬彬」意即形式和內容應能兼顧，形式

華麗而內容空洞者，或內容雖佳而無美的形式，則顯得粗糙而突兀，因而形

式與內容兼優的藝術才是上品。

　　道家的莊子在美學的立論上，與孔子之論述有所不同，前者強調自然之

美，而後者強調人文之美。《莊子•逍遙遊》曾說：「…肌膚若冰雪，淖約

若處子。…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即是一種高度空靈所展現

的美。另一方面，《莊子•刻意》又指出：「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即

肯定天下萬物都各有其價值，各有其本性美，也就是本性所煥發的特質就是

一種自然之美，自然之美就是虛靜恬淡的美。再者，莊子也強調真誠之美，

其意即返璞歸真。《莊子•天道》中指出：「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就是因樸素而真誠，而能動人。為領悟與達到這些美的境界，即須虛靜以

待，以達物我合一的美感經驗；也就是以虛靜之心，去除欲望的作用，由審

美主體從事自由的觀照。

　　根據莊子對美的詮釋，莊子主張審美的規準則為：「空靈」、「自然」

與「樸素」(同前註)。這三項規準則的主要精神，在於體悟自然之神韻，化

為妙趣，順乎萬物本性，自然且自在，而非徒飾表面，失去內在真情。莊子

所提倡者實在是一種圓融與自然的境界。這種境界落實於人生，即是返璞歸

真與無所矯飾的生活。

　　孔子強調人格及生活之美的觀點，與莊子提倡自然與純樸美的觀點，可

說均是藝術化的人生觀，這種人生端賴個人從生活中去實踐與體悟。孔子言

物我感應，強調應先修身養性；而莊子則強調心齋坐忘，以臻於物我合一。

　　至於西方美學體系，受柏拉圖 (Pla to)的觀點之影響頗大。柏拉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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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獨立自存的實在，也是理想世界中最為顯著的理念；美的理念具有永

恆性，而所有的善均為美；同時，美具有幾個特質，即：量度 (met ron)、

適度(metr ion)、節度(emmetron)、對稱(symmetria)、比例(analogia)、完

美 ( t e l e ion )與整全 (ho lon)，其中對稱與適度也是善的基本特質 (楊深坑，

1983)。柏拉圖認為真正的藝術表達了理念世界的美，例如：有適度、節

度、和諧的音樂，對稱與和諧的舞蹈，和諧與有韻律的建築、雕刻和繪畫，

至美至善的文學，這些藝術皆可以提昇人類的精神境界，而具有教化的功能  

(同前註)。這種美善合一的審美規準之論點，與孔子的主張頗為一致。

　　中世紀哲學家聖多瑪斯  (St.  Tomas)曾認為美只涉及官能；而人的官能

喜歡比例適當的事物，由此而生愉悅。他認為美有三個條件：完整或完美

(integrity or perfection)、適當的比例或和諧(due proportion or harmony)、

明亮或清楚(brightness or clarity)(Rader,  1973，27-28)。文藝復興時期，

大致上仍將美界定為和諧與良好的比例。這種觀點類似於柏拉圖的主張，即

認為美有客觀的準則，也就是美的客觀論。美學家阿爾柏蒂(B.  Albert i )即

說：「美是整體的和諧，不論任何題材，各部份的比例及關係適當配合，不

能增減一分，就是美，否則變醜。」(引自Knobler, 1971, 42)這些觀點後來

發展為：反復、對稱、均衡、調和、對比、強調、比例、韻律、漸層、單

純、變化、統一等形式原理，而成為美的客觀準則。

　　美的學說在十八世紀轉而為美的主觀論，英國哲學家休謨(Hume, 1977, 

597)曾說「美並非事物本身的性質，它存在於觀賞者的心靈之中，而每一個

心靈都知覺到一種不同的美。」德國哲學家康得(Kant, 1977, 643)也認為：

「為了判斷某一對像是美或不美，我們並非把對象視為認知的客體，而是藉

由想像力聯繫主體與對象及對象所引起的愉快或不愉快。」他又說：「審美

判斷涉及共同的有效性(general validity)，這種共同的有效性係指每一個主

體所感受的愉快或不愉快。…當我們判斷什麼是美的，並不假定每個人的同

意，而是期待每個人的同意(同前註 ,  649-650)。」其次，康得也主張美是愉

快的感情，且與實利無關，而是一種自足的感情(同前註, 647)。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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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雖接受美的主觀論，卻對它加上限制；他認為美的判斷，儘管具有主觀

性，但是可以要求普遍性。

　　康得除了主張這種愉快感情的美 ( t h e  b e a u t i f u l )，另提出雄偉 ( t h e 

sub l ime)之說。前者為優美，為陰柔之美，限於一定形式之對象，使人感

覺愉悅；後者為壯美，為陽剛之美，見於無一定形式的對象，如崇山峻

嶺、大海重洋、大自然的潛力等(吳康，1982，555)。當代美學家達達基茲

(W. Tatakiewicz)在分析美的範疇史時，也曾區分古典之美(classic beauty)

與浪漫之美 ( romant i c  beau ty )。前者以古典主義 ( c l a s s i c i sm)為代表，致

力追求形式之美，講求比例、和諧、平衡等普遍性原則；後者以浪漫主義

( r o m a n t i c i s m )為代表，係以強而有力、震撼人心的效果為目標，主張倚

賴感情、直覺、衝動、熱情和信仰，表現出激情、奇異、深刻、奧秘、

震撼等之美 (劉文潭，1987)。晚近，西方興起後現代藝術風，強調多元主

義（p lu ra l i sm）、折衷主義（ec lec t i c i sm）與不協調的美感（d i s sonan t 

beau ty），並強調觀賞者的多重解讀（參見Ef land ,  F reedman ,  & S tuhr, 

1996；Freedman,  2004）；惟其本質係對於刻板形式原理的反動，並非意

味前述形式原理皆不再適用，形式原理若能配合環境特性與使用者之需求，

仍能發揮其引發美感之作用。

　　主張美的客觀論，則美就有一定的準則；主張美的主觀論，則美就沒有

一定的準則。這兩種理論皆有道理，卻無法普遍解釋美的形成。美的感受雖

然是個體的主觀反應，卻需要有引發美感反應的刺激，這種刺激來源存在於

個體知覺到的客體，並具有引起美感的潛在性。如果客體具有某種特質，符

應個人所建立的判斷規準，便會激起美感。因此，若將美定義為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應屬舒適、愉悅、滿意、滿足、或心弦觸動。美感起因於審美對

象所具有的特性(即美的因素)，例如：和諧、優雅、雄偉、均衡、統一、生

動、韻律、完整、善良、適度、精緻、奇異、奧秘、自然、純樸…等；這些

特性經個人感受而生舒適、愉悅、滿意、滿足、或心弦觸動者，即為美感。

美的因素或因時空不同而有差異，但是基於人類經驗中，本來就具有某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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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性，而衍生出許多準則，因此，審美判斷也具有一些共同的規準。

四、美感教育的重要課題

　　依據上述分析，美感是人類特有的本質，且與生存與生活密切相關，其

形成又涉及審美主體的判斷規準及審美客體的特性，為提升生存優勢與生活

品質，有待提倡美感教育，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 )培育具審美態度、能力與品味的現代人

　　美感教育的目標之一，即是在培養學生的審美態度、審美能力與審美品

味，也就是使學生對於審美客體有所知覺、想像、領悟與判斷，並且建立自

己的審美喜好。就審美客體的範圍而言，則舉凡可引起美感者皆可納入。

另外，審美涉及判斷，而與審美規準與美的因素有關。先哲所主張的審美

規準，非但適用於日常生活，也可用於藝術賞析。這些規準大致上以「和

諧」、「適度」、「完整」、「真誠」與「自然」等為主。現代人的重要課

題，即是培養以美感為依歸的生活態度，並具備審美判斷能力，且時常保持

審美的興趣與品味，使得人生充滿悅樂。

(二 )強調生活修為及環境美化的內容 

　　生活中有許多課題必須面對與解決，而且生活中必定會於他人產生互

動，並藉由相互依存與互惠的關係，維持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因此，

生而為人，除了需成就自己外，也需成就他人，以維持動態平衡，此即「度

己」與「度人」。所謂度己或度人的「度」，係指境界的提昇。度己與度人

要有方法，佛教曾教化眾人行「六度」，以達涅槃寂靜之境界，其通俗義，

即到達清靜自在的境界；此六度係指：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

若（即智慧）。修行不離人間，尋常生活中即可修「六度」。學生就可以行

六度，平常日行一善，即是佈施；遵守校規與師長教誨，即是持戒；學習情

緒管理，正是忍辱；鑽研學識與解決問題，此為精進；作息正常，動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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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近於禪定；而凡事依智慧抉擇，依理而行，則是般若。若能依六度而

行，不斷超越，則心生美感，人生自然美麗。

　　上述重生活修為的六度美學，旨在追求內心的自由與悅樂，屬於內在美

的範疇；而涉及生活起居空間的環境美學，重外在形塑過程，其目的也在於

追求內心的安適與悅樂，而屬於外在美的範疇。自古以來，環境設計即是

眾人所重視的生活課題，尤其當代生活忙碌而緊張，大家都想尋求安適的環

境，一方面可增進工作或休閒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藉此產生美感。因此，

不論是工作、居家、遊憩等用途，環境設計務必講究環境美學。一般而言，

環境設計若欲令人產生美感，則需兼顧滿足基本需求、符合形式原理、符合

綠建築指標，以及兼顧人文精神等原則。

(三 )以美感為基礎推展美學經濟

 　　美感教育是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濟的基礎。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

濟皆涉及美感因素，也是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的課題，而與國家競爭力及生活

品質的提升具有密切的關係。推展美感教育除了有益於個人審美態度、審美

能力與審美品味的提升，更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濟的發展。基於

此，美感教育的實施即應包含文化創意產業及美學經濟與美感的關係之探

討，以及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濟中美的因素與其應用。一般而言，優質的

美感學習即兼顧個人發展與經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濟的發展，也

有賴於美感教育的落實，此新興產業才不至於落空。

(四 )採行啟發式的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強調以人為本，以生活為內涵的教育型態，且美感教育的實施

宜以學習者為教育的主體。美感教育實施可採行藝術化的方式，引導學生從

不同層面與領域探索美感，並且強調學生的差異性，允許學生有不同的發

展目標、進程與成果，以養成審美態度、能力與品味，且使得學習者充分獲

得啟發與人格健全的發展。此外，美感教育的實施亦須重視人性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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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每一個人有充裕的時間與空間，以及合宜的速率成長，以充分關懷每一

個人生命的發展。簡言之，以藝術化與人性化的方式進行美感教育，始易收

效。

五、結論

　　美的人生係指具有美感的人生，在全球化與台灣社會變遷趨勢之下，每

個人所面臨的挑戰甚為嚴峻，競爭與壓力勢不可免。如何在當代社會中保有

自由自在的心靈，並進而追求與完成具有美感的人生，則愈顯得重要。筆者

綜述上文，說明追尋美的人生之方向如下：

　　第一、在全球化與科技化情勢的影響之下，台灣社會變遷趨向資訊化、

多元化、疏離化、高齡化及休閒化發展。當代人在這種情勢下，亟待心靈上

的自由悅樂。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猶如烈焰般的火爐，正是佛教所言的娑婆

世界，其本質係苦樂參半，卻為離苦得樂提供轉化的契機。這種苦樂參半的

人生，亟待增加美感的探索與獲得，以提升生活品質與發展。

　　第二、美感是人類特有的心理反應，涉及審美客體的特質與審美主體的

判斷規準。客體所具特性應符主體的判斷規準，即生美感，而經由回憶與想

像，也可產生美感，另外，個體的行為也可以產生美感。美的規準與因素主

要為「和諧」、「適度」、「完整」、「真誠」與「自然」等，可應用審美

判斷，而形成愉悅、滿意、或心弦觸動。 

　　第三、若明瞭苦樂參半的人生本質，為了離苦得樂，可依據六度修行，

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其次，則注重環境美學。當代

人若能於生活中，時時佈施，恪遵法規，堅忍不亂，精進不移，沈著靜慮，

且慎思明辨，並注意環境設計符合實用性、形式原理、綠建築指標及人文精

神，始易獲得快樂，真正達成美的人生。

　　第四、美感是文化創意產業與美學經濟的基礎，透過啟發式的美感教

育，始能落實此新興產業的發展。美感教育旨在培育具審美態度、審美能力

與審美品味的個體，進而有益於提升個人生存的優勢及生活的品質，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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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競爭力。 

　　當代人非但要努力求生存，還希望從生存的狹縫中追尋自由悅樂。今日

大家面臨的課題，即是生活的壓力與快樂的追求。雖然每一個人的根器與因

緣各有不同，但若能掌握前述美感教育之課題，奮力為之，可獲得心靈上的

自由悅樂，成就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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