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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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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信箱 jschen@mail.ncyu.edu.tw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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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後現代理論觀點，檢視藝術教育思潮與理論發展之重點。
     2. 從社會文化角度，探討藝術教育之理論重點與實踐特性。
     3. 從現今教育與文化發展傾向，評析藝術教育應建構之觀念、定位與意義價值。
     4. 從實用價值面，討論並發展適合台灣教育環境的藝術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與教材。

二、課程設計概念(課程架構概述)：
    隨著後現代社會發展與理論觀點不同，藝術教育也產生思想變革，從過去強調藝術本質性與精英主義的
情形轉而注重藝術與社會文化相互關聯、彼此影響的重要性。本課程就是順映此時代思潮轉向，重新探析藝
術教育範疇中的文化論題，主要將從以下幾項理論觀點：多元文化藝術教育、後現代主義藝術教育、視覺文
化藝術教育、以及文化工業、環境生態、次文化與性別議題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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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文化省思與人文素養之藝術創作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稍弱

2.強調兼顧本土與國際透視之藝術理論的研究 關聯性中等

3.藝術教育新思潮之探討 關聯性稍強

4.具本國特色與社區本位之藝術教育的研發 關聯性最強

5.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之專業知識的培養 關聯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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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介紹 1. 講解課程內容大綱。
2. 說明本學期之要求與評量方式。
3. 概述藝術教育與文化的關係，以及在現今社
會發展下的新展 望。

講授

第02週 後現代藝術與文化 1. 比較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藝術之異同；
2. 探討文化定義與後現代社會的文化特色。

講授、討論

第03週 後現代思潮與藝術教育發展 1. 討論後現代思潮的理論重點與發展趨勢；
2. 探討在後現代思潮下的藝術走向。

講授、討論

第04週 藝術教育與文化關係 1. 介紹藝術教育思潮；
2. 討論藝術教育與文化關聯之意義。

講授、討論

第05週 後現代多元文化觀點 1. 探討後現代主義之多元文化觀點；
2. 根據這些理論觀點，透析台灣現今的藝術與
教育環境特色。

講授、討論



第06週 多元文化藝術教育之理論探討 1. 探討多元文化藝術教育理論與觀點；
2. 檢視多元文化藝術教育應用於台灣的新可能
性。

講授、討論

第07週 全人藝術教育與跨領域整合 1. 探討全人藝術教育的理論與價值功能；
2. 透析跨領域整合之可能模式與應用。

講授、討論

第08週 期中報告I 學生分別針對個人感興趣之藝術教育與文化議
題之閱讀作導讀。

討論、報告

第09週 期中報告II 閱讀導讀繼續。 討論、報告

第10週 社區本位藝術教育的理論探討 1. 探討社區本位藝術教育的理論觀點；
2. 延伸討論其可能之應用模式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1週 環境之文化形塑與環境設計藝
術教育

1. 探討環境之文化塑造特徵；
2. 討論環境設計藝術教育之理論觀點；
3. 進一步思索其可能之應用模式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2週 環境生態藝術教育 1. 介紹生態藝術；
2. 探討環境生態藝術教育的理論觀點與功用價
值；
3. 探討其可能應用模式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3週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理論探討 1. 討論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的理論觀點；
2. 探討其可能應用模式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4週 社會藝術教育 1. 探討社會藝術教育的可能面向；
2. 進一步討論可能的執行策略與方式。

講授、討論

第15週 老化城市美學與銀髮族藝術教
育

1. 說明台灣老化的情形與城市美學該如何配
合；
2. 討論銀髮族藝術教育的應用模式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6週 藝術教育與文化創意產業 1. 介紹文化創意產業之重點；
2. 討論藝術教育整合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模式
與策略。

講授、討論

第17週 期末口頭報告 I 期末口頭報告 討論、報告

第18週 期末口頭報告 II 期末口頭報告，並繳交書面報告。 討論、報告

六、學期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討論:25%,  小考:10%,  書面報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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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