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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之教學主題、內容或活動

是否與性別平等議題有相關之

處：否 

本課是否使用原文教材或原文書進行教學：

否 

 

◎系所教育目標： 

本系藉由有效之課程與教學，增進學生之藝術創作、設計、藝術教育與藝術理



論之能力，同時強調傳統藝術媒材與電腦科技之互補，以及藝術創作與藝術理

論之統整。未來本系將加強數位設計、文創產業、藝術教育之研究與推廣，以

提昇學生升學與就業之競爭力。其教育目標分述如下：  

（一）增進視覺藝術創作專業能力  

（二）提昇數位藝術與設計專業知能  

（三）奠定視覺藝術教育與行政專業素養  

（四）建立視覺藝術理論專業知能 

◎核心能力 關聯性 

1.中西繪畫之表現能力 關聯性中等 

2.版畫及立體造形之能力 關聯性中等 

3.數位藝術之創作能力 關聯性中等 

4.視覺藝術設計與數位媒體設計之能力 關聯性中等 

5.視覺藝術教育之知能 關聯性稍強 

6.藝術行政之專業知能 關聯性稍強 

7.視覺藝術理論與美學之專業知能 關聯性最強 

8.藝術史與藝術批評之專業知能 關聯性最強 

◎本學科內容概述： 

探討中國繪畫理論之重要概念，包含形神論、六法論、氣韻說、意境說、南北

分宗、畫品與風格、墨法與筆法、空間觀等。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1.儒道釋思想對中國繪畫之影響。 2.六朝畫論：顧愷之傳神論，謝赫六法，宗

炳與王微的山水畫論。 3.唐、五代畫論：張懷瓘、張彥遠論畫，荊浩、張璪論

畫。 4.宋元畫論：郭熙林泉高致集，蘇軾文人畫論，黃庭堅禪畫理論，米芾論

畫，趙孟頫論畫，氣韻說，意境說。 5.明代畫論：董其昌與南北分宗論，徐

渭、陳洪綬論畫。 6.清代畫論：石濤論畫，惲南田、四王、遺民畫家。 7.近現

代畫論：徐悲鴻、黃賓虹、齊白石、林風眠、高劍父論畫。 8.畫品與風格。 9.

東方繪畫筆墨色彩與造型之關係。 10.東方繪畫之空間與時間觀。 

◎本學科學習目標： 

一、瞭解中國各時代重要繪畫理論。  

二、能由重要繪畫理論瞭解中國繪畫之特質。  

三、能由畫論認識中國繪畫之品評標準。  

四、能學得高品質繪畫之創作原則。 

◎教學進度： 

週

次 
主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01 
中國畫論之理論基礎

與思想根源（一） 
儒家藝術精神 講授、討論。 

02 
中國畫論之理論基礎

與思想根源（二） 
道家藝術精神 講授、討論。 

03 
中國畫論之理論基礎

與思想根源（三） 

佛家與禪藝術精神  

主要藝術理論 
講授、討論。 



04 六朝畫論（一） 

顧愷之繪畫理論  

 

宗炳畫山水序 

講授、討論。 

05 六朝畫論（二） 

王微敘畫、謝赫六法及謝赫古畫品

錄、姚最續畫品、梁元帝山水松石

格、品評著作之比較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06 唐五代畫論（一）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璪論畫，王

維之畫詩及畫論  

（張彥遠之禮教思想與文人思想、 

張彥遠對於六法的見解、書畫相

通，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王維之破墨畫、詩、論畫法）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07 唐五代畫論（二） 

唐代對於繪畫之品評著作，  

荊浩筆法記，  

張懷懽、朱景玄等，  

六要、論畫法、評論古畫家，郭若

虛對氣韻與用筆之意見、劉道醇之

六要六長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08 宋元畫論（一） 

蘇軾與文人畫，宋人論畫所注重之

理，  

宋代關於畫法的著作：蘇軾論畫、

蘇軾對宋代畫論之影響  

論各家畫體、  

郭若熙圖畫見聞志、郭熙林泉高

致、韓拙山水純全集、釋仲仁梅譜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09 宋元畫論（二） 

元代關於繪畫之理論及畫法論述：

文人畫理論、逸氣說、立意與意境

饒自然、黃公望、王繹，  

文人畫之寫意傳統，文人畫的美學

精神，文人畫創作論，文人畫創作

主體論，黃庭堅、與米芾論畫、晁

補之論畫、倪雲林論畫蕭條淡薄、

蕭散簡遠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0 宋元畫論（三） 

禪畫理論，中國繪畫氣韻論與形神

論（禪與繪畫、氣韻與筆墨、平淡

天真、古意、形神論與中國畫體）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1 明代畫論（一） 
南北分宗論，真與工、神家、名

家、作家、匠家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2 明代畫論（二） 

畫品與風格，董其昌論畫、徐渭論

畫、陳洪綬論畫、  

擔當論畫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3 清代畫論（一） 清代畫論特點：反法、守法、和法 口頭報告、講



我。遺民派論畫：反法重道。法我

派論畫：法自我立（石濤畫語

錄）。 

授、討論。 

14 清代畫論（二） 

惲南田論畫：反法、重意、攝情、

靜、淨。仿古派「四王」論畫：守

法、仿古。揚州八怪論畫：無今無

古。曹雪芹論畫：光居其首、無所

不師而無所必師。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5 近現代畫論（一） 
變法、革命、改良、守舊、調和、

似與不似之間、融合選擇與創造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6 近現代畫論（二） 
徐悲鴻、高劍父、林風眠、齊白

石、黃賓虹 

口頭報告、講

授、討論。 

17 
中國畫論之議題與當

代意涵（一） 

中國傳統繪畫理論對結構與造型之

看法：布局與構圖；線條、筆法、

用筆與造型之關係。  

中國傳統繪畫理論對色彩與空間的

看法：用色、用墨、理與法。中國

傳統繪畫理論對空間之看法：空間

與時間之呈現。 

校外見習/實

習、角色扮演、

講授、討論。 

18 
中國畫論之議題與當

代意涵（二） 

中國傳統繪畫理論對視覺動力的看

法：氣的間質性功能、神與動力之

關係。  

中西藝術在與內容形式之比較，中

國藝術之精神性。 

作業/習題演

練。 

◎課程要求： 

完成平時作業單  

完成指定之畫論專題探討與課堂報告  

完成期末報告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討論30%  

書面報告30%  

口頭報告30%  

作業/習題演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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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世襄（1996）。中國畫論研究1—6集。桂林：廣西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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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殷曉蕾（編著）（2010）。古代山水畫論備要。中國北京：人民美術。  

13.張傳友（編著）（2010）。古代花鳥畫論備要。中國北京：人民美術。  

14.彭修銀（2001）。中國繪畫藝術論。中國太原：山西教育。 

◎教材講義＊請勿侵害本課程教材講義之著作權,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轉載分享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並禁止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

隨時向學生宣導正確的性別平 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

予以適當的輔導，建立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