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代碼 1002D150009 上課學制 進修學士班

課程名稱 藝術鑑賞（人）
Art Appreciation

授課教師 
(來源)

黃莉珺(藝術系)

學分(時數) 2.0 (2.0) 上課班級 進學班2年甲班

先修科目 必選修別 必修

上課地點 綜合教學大樓 A32-107 授課語言 國語

證照關係 不需特殊證照，只需對藝術有興趣之人即
可選此課程。

晤談時間

教師信箱 lichun666888@yahoo.com.tw 備    註 此課程為鑑賞課程，選此課程的同學，需
要出席才能一窺藝術之美。

國立嘉義大學100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大綱

一、本學科學習/教學目標：
    1. 嘗試從各個角度，介紹藝術的起源、定義、形式、鑑賞等論點，期望學生從認識藝術的過程中，對
藝術有概略的了解，進而成為藝術愛好者。
    2. 透過中西藝術作品的欣賞，培養及提昇學生的審美能力。
    3. 學生能從認識藝術風格的演變中，建立與提昇自身的美感經驗，並從藝術流派演變定律中，思考後
現代的藝術和生活潮流的趨向，進而能獨自欣賞藝術作品。
    1. I try from all angles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definition, form, taste of ar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art 
from the process, there be broad understanding of art, and thus become art lovers.
    2. Students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in art appreciation, art basic analysis concepts and methods.
    3.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difference tim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and distinguish art of the place of the genre 
style, content, context, to enhance the aesthetic ability and rich humanistic quality.

二、課程設計概念(課程架構概述)：
    1. 藝術的起源、定義、素材的介紹。
    2. 藝術的形式、內容、思想、情感的介紹。
    3. 藝術的感情、創作、鑑賞、批評的介紹。
    4. 西洋、中國和台灣美術作品的欣賞。
    5. 學生分組做藝術專題報告。
    1. The origin, definition and material of art are introduced..
    2. Art form, content, ideas and feelings are introduced.
    3. The feelings, cre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of art are introduced.
    4. Western, Chinese and Taiwanese art are appreciated.
    5.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do art appreciation.

三、系所課程目標：
    1.奠定學習者自然、社會、人文與外語四大領域廣博融通之宏觀學術基礎。
    2.涵養學習者具備獨立思考、明辨醒思及解決問題之科學精神與能力。
    3.涵養學習者具備積極主動關懷自然生命及環境、參與及實踐社會服務之人文情懷。
    4.促進學習者具備負責、尊重生命環境及法治之公民態度與精神。
    5.整合培養科學暨人文素養兼備之全方位現代公民。

核心能力 關連性

(Spa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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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教學內容介紹與說明 課程內容及上課相關事宜說明
    Talking about course content and class-related 
matters

講授、討論。

第02週 西洋藝術欣賞
    Western art appreciation

史前美術、埃及、兩河流域、愛琴海、希臘
    Prehistoric art, Egypt, Mesopotamia, the Aegean, 
Greece

講授、討論。



第03週 西洋藝術欣賞
    Western art appreciation

羅馬美術、中世紀美術、
    早期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美術
    Roman art, medieval art, Early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art

講授、討論。

第04週 西洋藝術欣賞
    Western art appreciation

矯飾主義、晚期哥德風格、北方文藝復興美術
    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美、浪漫、寫實主
義
    Mannerism, the late Gothic style, the Northern 
Renaissance Art, Baroque, Rococo, neo-classical 
United States, romantic realism, Modern art

講授、討論。

第05週 多面向藝術欣賞 西洋電影鑑賞
    Western Film Appreciation

討論。

第06週 多面向藝術欣賞 西洋電影鑑賞、學生專題報告
    Western Film Appreciation ＆ Students in special 
report

討論。

第07週 【校外研習活動】
    Out-of-school teaching visits

美術館實地參觀及欣賞藝術作品。 講授、討論。

第08週 中國藝術欣賞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史前、三代、秦漢、三國藝術 講授、討論。

第09週 【期中考】
    Midterm

書寫電影欣賞心得報告 寫報告。

第10週 中國藝術欣賞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唐、宋、元藝術、近代水墨畫 講授、討論、繳交電
影鑑賞心得報告。

第11週 台灣藝術欣賞
    Taiwan Art Appreciation

日據時代藝術
    the Japanese era arts introduction

講授、討論。

第12週 台灣藝術欣賞 近代、現代藝術
    Modern and Past modern arts introduction

講授、討論。

第13週 多面向藝術欣賞 亞洲電影鑑賞
    Asian Film Appreciation

討論。

第14週 多面向藝術欣賞 亞洲電影鑑賞、學生專題報告
    Asian Film Appreciation  ＆ Students in special 
report

討論、報告。

第15週 學生專題報告 分組專題報告
    Students in special report

討論、報告。

第16週 學生專題報告 分組專題報告
    Students in special report

討論、報告。

第17週 學生專題報告 分組專題報告
    Students in special report

討論、報告。

第18週 【期末考】
    Final exams

藝術史相關知識測試 筆試。



六、學期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討論:30%,  期中考:20%,  期末考:20%,  書面報告:20%,  口頭報告:10%

七、參考書目
    美術心理學，王秀雄著，台北：設計家文化，1981，再版。
    中國繪畫史，JAMES CAHILL著，李渝譯，台北：雄獅，1984。
    中國美術史略，閻麗川著，台北：丹青，1987。
    西洋美術史綱要，李長俊編，台北：雄獅，1980。
    藝術的故事，E．H．GOMBRICH著，雨芸譯，台北：聯經，1980。
    西洋美術史，（日）嘉門安雄著，呂清夫譯，台北：大陸，1979。
    臺灣美術運動史，謝里法著，台北：藝術家出版。
    臺灣美術全集（1-23集），台北：藝術家出版。
    一生必看的世界經典電影，方雁編，臺北縣：出色文化，2005。
    火柴人畫說世界－一定要知道的藝術.歷史.電影.人文，Jeffrey Metzner著、錢基蓮譯，臺北市：天下遠
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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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