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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教育目標： 
    本所將致力於增進台灣視覺藝術理論與創作之研究，並且改進藝術教育與文化之品質。本所為達上述目標，

十分強調課程之周延設計、教學與研究之不斷改進，以及與文化機構及其他學校之互動。未來將適時申請並成立

博士班。其教育目標分述如下： 
1.培育視覺藝術與設計創作專業人才。 
2.深化視覺藝術與設計理論專業知能。 
3.提供藝術與設計教師進修管道，強化各級藝術與設計教育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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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性稍弱 

2.整合理論與實務創作研究能力的培養。 關聯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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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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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學科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三、本學科內容概述：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to learn the core knowledge and to deal with the related issues of visual art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th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find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and develop prior studies.（此科目旨在協助學生學習視覺

藝術相關論題之核心知識，且加以探討，同時期望學生基於這些知識能找到自己的研究興趣，且發展先前的初探研

究。） 

四、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1.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psychology: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in visual arts（視覺藝術之心理論題：視覺藝術之思考與智

慧）2.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psychology: Feeling and emotion in visual arts（視覺藝術之心理論題：視覺藝術之感情與情

緒）3.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culture（視覺藝術之文化論題）4.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sociology（視覺藝術之社會學論

題）5.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philosophy（視覺藝術之哲學論題）6. Issues of art concerning Western and Eastern aesthetics

（視覺藝術之東西方美學論題）7. Issues of modernist art education（現代主義藝術教育論題）8. Issues of postmodernist art 

education（後現代主義藝術教育論題）9. Issues of art education concerning development（藝術教育之發展論題）10. Issues 

of art education concerning teaching and evaluation（藝術教育之教學與評量論題） 

五、本學科學習目標： 
1.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 visual art（探討視覺藝術之心理層面） 
2.to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dimension in visual arts（探討視覺藝術之文化、社會層面） 
3.to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n visual arts（探討視覺藝術之哲學層面） 
4.to explore the issu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aesthetics in visual arts（探討視覺藝術之東西方美學議題層面） 



5.to explore the issue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探討視覺藝術之教育層面） 

六、教學進度 

日  期 主  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第01週 
09/19 

Introduction（導論） The objectives, main topics and content,  re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此科目之目標、課題、

內容、要求、與評量） 

講授、討論。 

第02週 
09/26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in visual 

arts(I)（視覺藝術中之思考與智

慧1） 

The nature of artistic production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藝術創作之性

質：心理與哲學理論） 

講授、討論。 

第03週 
10/03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in visual 

arts(II)（視覺藝術中之思考與智

慧1） 

Qualitative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in visual arts （視

覺藝術中之品質思考與智慧） 
講授、討論。 

第04週 
10/10 

Feeling and emotion in visual arts(I)

（視覺藝術中之感情與情緒1） 
The feeling and emotion in visual art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cious and subconscious mind,and art therapy（視

覺藝術中之感情與情緒：意識、潛意識、藝術治療） 

講授、討論。 

第05週 
10/17 

Feeling and emotion in visual 

arts(II)（視覺藝術中之感情與情

緒2） 

The sublimation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feeling 

and emotion in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中之感情與情緒

之昇華與精神性轉化） 

講授、討論。 

第06週 
10/24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dimension 

in visual arts (I)（視覺藝術中之文

化與社會層面1） 

The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identity in visual arts （視覺

藝術中之文化影響與認同） 
講授、討論。 

第07週 
10/31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dimension 

in visual arts (II)（視覺藝術中之

文化與社會層面2） 

The social influences and context in visual arts （視覺藝

術中之社會影響與脈絡） 
講授、討論。 

第08週 
11/07 

Values and meaning in visual arts(I)

（藝術中之價值與意義1）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truth and 

goodness in visual arts （藝術中真與善之本質價值與

意義） 

講授、討論、報告。 

第09週 
11/14 

Values and meaning in visual 

arts(II))（藝術中之價值與意義2）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beauty in visual 

arts （藝術中美之本質價值與意義） 
講授、討論、報告。 

第10週 
11/21 

Values and meaning in visual 

arts(III))（藝術中之價值與意義

3）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sacred in visual 

arts （藝術中聖之本質價值與意義） 
講授、討論、報告。 

第11週 
11/28 

Humanistic aesthetics（人文主義

美學） 
The conceptions in Humanistic aesthetics in Modernism 

（現代主義中人文主義美學概念） 
講授、討論、報告。 

第12週 
12/05 

Anti-humanistic aesthetics（反人文

主義美學） 
The conceptions in Anti-humanistic aesthetics of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中反人文主義美學概

念） 

講授、討論、報告。 

第13週 
12/12 

Ea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東方哲學與美學） 
The conceptions in Ea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東方哲學與美學概念） 
講授、討論、報告。 

第14週 
12/19 

Ideas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I)

（視覺藝術教育之理念1） 
The modernistic paradigm of art education （藝術教育

之現代主義派典） 
講授、討論、報告。 

第15週 
12/26 

Ideas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II))

（視覺藝術教育之理念2） 
The post-modernistic paradigm of art education （藝術

教育之後現代主義派典） 
講授、討論、報告。 

第16週 
01/02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I)（視覺藝術教育之方法論

1） 

The conception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藝術發展概

念） 
講授、討論、報告。 

第17週 
01/09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II)（視覺藝術教育 
The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藝術學習與

教導概念） 
講授、討論、報告。 



之方法論2） 

第18週 
01/16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in visual 

arts(III)（視覺藝術教育之方法論

3） 

The conceptions of evaluation in art（藝術評量概念） 講授、討論、報告。 



七、課程要求： 
1.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討論之參與） 
2. oral presentation（囗頭報告） 
3. term paper（期末報告） 
4. assignment（作業） 

八、成績考核 
1.課堂參與討論25%：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討論之參與） 
2.書面報告40%：term paper, academically written（以嚴謹學術方式敘寫期末報告） 
3.口頭報告25%：individual's oral presentation with one of the topics in the course（依此科目之課題進行個人之口頭報告） 
4.其他10%：assignments（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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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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