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藝術心理學專題 授課教師 劉豐榮

課程代碼 10012740016 上課學制 研究所碩士班

學分(時
數)

2.0 (2.0) 上課班級 藝術系碩班理論組2年甲班

先修科目 必選修別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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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一、本學科學習/教學目標：
    （一）理解各派藝術心理學之理論
    （二）評析各派藝術心理學之理論與專題
    （三）比較各派藝術心理學理論與特別論題之觀點
    （四）分析東方藝術之心理課題
    （五）評析當代藝術心理之研究

二、課程設計概念(課程架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引導具藝術理論與創作基礎能力之研究生，深入理解與評析各派藝術心理學理論，同時進
而探討藝術心理學之相關問題或特別論題、東方藝術之心理課題、當代藝術心理之研究。除了共同之探討範
疇外，此課程亦強調依學生學術興趣與方向而指導進行其個人之研究。

三、系所課程目標：
    1.培育視覺藝術創作專業人才
    2.深化視覺藝術理論專業知能
    3.提供藝術教師進修管道，強化各級藝術教育之品質
    4.增進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專業知能，提昇全民文化素養

核心能力 關連性

1.各種媒材精熟與整合之創作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中等

2.整合理論與實務創作研究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稍強

3.兼具文化省思與人文素養之藝術創作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稍強

4.數位藝術與設計及實用藝術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稍弱

5.強調兼顧本土與國際透視之藝術理論的研究 關聯性最強

6.著重本國情境之藝術史的探討 關聯性稍強

7.藝術教育新思潮之探討 關聯性稍強

8.具本國特色與社區本位之藝術教育的研發 關聯性稍強

9.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之專業知識的培養 關聯性稍強

四、本學科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五、教學進度

週  次 主  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第01週 （一）藝術心理學專題導論 藝術心理學之意義與探討範疇，以及相關心理
學理論。

講授、討論

第02週 （二）-1 藝術之精神分析理
論專題

人格理論與藝術創造性。 講授、討論

第03週 （二）-2 藝術之精神分析理
論專題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在藝術之應用。 講授、討論

第04週 （二）-3 藝術之精神分析理
論專題

榮格精神分析理論在藝術之應用。 講授、討論



第05週 （二）-4藝術之精神分析理論
專題

榮格精神分析理論在藝術之應用。 講授、討論、報告

第06週 （三）-1 藝術之完形理論專
題

完形理論與視覺心理。 講授、討論、報告

第07週 （三）-2 藝術之完形理論專
題

完形理論與藝術作品之分析(一)。 講授、討論、報告

第08週 （三）-3藝 術之完形理論專
題

完形理論與藝術作品之分析(二)。 講授、討論、報告

第09週 （四）-1 藝術之認知理論專
題

視知覺之發展。 講授、討論、報告

第10週 （四）-2 藝術之認知理論專
題

視知覺之認知歷程。 講授、討論、報告

第11週 （五）-1 藝術之創造性理論
專題

創造心理學與藝術創作。 講授、討論、報告

第12週 （五）-2 藝術之創造性理論
專題

藝術創作與創造性問題解決。 講授、討論、報告

第13週 （六）-1 幼兒、兒童與青少
年藝術心理專題

幼兒、兒童與青少年藝術發展理論。 講授、討論、報告

第14週 （六）-2 幼兒、兒童與青少
年藝術心理專題

幼兒、兒童與青少年藝術心理理論。 講授、討論、報告

第15週 （七）-1 藝術之情緒層面與
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之原理。 講授、討論、報告

第16週 （七）-2 藝術之情緒層面與
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之程序與方法。 講授、討論、報告

第17週 （八）東方藝術之心理學課題 東方藝術與美學之心理學概念。 講授、討論、報告

第18週 （九）藝術心理之應用 藝術心理在藝術教育、藝術理論、藝術創
作、文化與藝術行政及管理、文化創意產業等
之應用。

講授、討論、報告



六、學期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討論:30%,  書面報告:40%,  口頭報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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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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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