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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二）待改善事項【共
同部分】第 1 點：
頁 1-1.
學士班三年級及藝術史與藝術 本系學士班三年級「藝術史研究方法與專題寫
附件 1. 碩士班「藝術史研
評論碩士班「藝術史研究方法」作」（一、二）及碩士班「藝術史學方法」課程 究方法」課程大綱。
課程的教學內容，過度偏重「傳 主要在引導學生認識中西藝術史學者的幾種傳
統藝術史」研究方法的介紹。 統研究途徑及新興的替代性分析方法，期能幫助

項
目
一

同學瞭解藝術史研究的各種可能途徑及其研究
角度之差異。因此，教學內容除「傳統」藝術史
研究方法外，各安排有 1-2 週針對與「新藝術史」
相關的內容（附件 1）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此外，藝術史與藝術評論碩士
班「藝術評論原理與方法」的
課程教學內容，雖開設「新藝
術史研究方法與理論」與「藝
術史研究方法」兩課程，然兩
者區別不大。

頁 1-2.
本系碩士班未曾開設以「新藝術史研究方法與理
論」為名之課程。
頁 1-3.
「藝術史學方法」與「藝術評論原理與方法」自 附件 2. 碩士班「藝術評論
99 學年度以後為碩士班必修課程，前者之教學目 原理與方法」課程大綱。
標已如前述，後者則主要讓學生對二十世紀以來
的人文思潮發展脈絡，具有概括性的整體理解。
除研讀主要批評理論，並透過嘗試性的寫作，演
習各種理論的操作過程，培養學生書寫藝術作品

的基本能力。此課程目標在於介紹上述批評理論
在新藝術史之應用情況，而非教授藝術史方法，
故與「藝術史學方法」課程內容明顯不同（附件
2）
 頁 2（三）建議事項【共同
部分】第 1 點：
頁 2-1.
學士班「藝術史研究方法」之 如上所述，本系碩士班「藝術史研究方法」與「藝
教學內容宜增加「新藝術史研 術評論原理與方法」課程目標及內容明顯有別。
究方法」之介紹。
藝術史與藝術評論碩士班「藝
術史研究方法」與「藝術評論
原理與方法」，宜整併為一課
程。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頁 2（二）待改善事項【藝
術史與藝術評論碩士班部
分】第 2 點：
頁 2-2.
「西洋藝術史」領域的課程以 「當代藝術與評論」領域，為本系所合併前「藝
「基督教藝術」、「神畫圖像」 術史與藝術評論研究所」之藝評範疇，該領域向
及「古典藝術」為多，缺乏其 來設有當代藝術相關課程，並與本所其他藝術史
他時期的藝術史課程。尤其做 領域課程相互搭配，俾使學生符合本所「培養具
為「當代藝術與評論」領域重 有藝術史觀之藝評人才」之目標。
要基礎的「西洋現、當代藝術
史」課程，在上述兩個領域中， 頁 2-3.
於 99 學年度合併之後，
「西洋藝術史」領域雖未
均未見開設。
開設「西洋現、當代藝術史」課程，然「當代藝
術與評論」領域中，確實有涉及「西洋現、當代

附件 3. 「視覺文化研究導
論」課程大綱。
附件 4. 「當代藝術與生活
美學」課程大綱。
附件 5. 「視覺理論專題」
課程大綱。
附件 6. 「當代藝術策展與
評論」課程大綱。

藝術史」之課程。（附件 3、4、5、6）
項
目
三

□ 違反程序
 頁 6（二）待改善事項【共
□ 不符事實
同部分】第 1 點：
■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設備常出狀況，且行政人
員不足，教師及學生皆反應校
給予的經費過少，影響教學品
質。（第 6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頁 6（三）建議事項【共同
部分】第 1 點：
宜向校方爭取經費，或請校方
落實爭取卓越計畫等校外經費
資源，以豐富教師研究、教學
與學生學習資源。

頁 6-1.
本系設備雖不甚豪華，但並未「常出狀況」。另
雖員額有限，校方給予的經費雖不甚充足，然系
上教師每年均主動爭取校外公私機構計畫經費
（98 至 100 年間合計獲補助經費共 12,256,951
元），並積極帶領學生參與計畫，以期達到學用
合一之教育目標（如附件 7、8、9）
。訪評報告書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之【現況描述與
特色】中（頁 3-4）亦明載學生對於本系教師教
學「滿意度相當高」。本系十分感謝委員為本系
師生發聲爭取經費的用心，但請也對於本系教師
的努力給予肯定。

附件 7. 教師申請國科會
相關研究計畫案列表。
附件 8. 教師參與公私立
文化機構計畫案統計表。
附件 9. 參與研究計畫或
專案計畫之大學生與碩士
生。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頁 6（二）待改善事項【共
同部分】第 2 點：
該系著重於學院內學術活動的
舉行，較少與區域附近學校進
行學術交流。

頁 6-2.
本系除積極參與院內學術活動外，並經常與校內
外相關系所單位進行交流，受評期間曾辦理之學

術交流活動如下：
1. 98 年主辦「藝術、宗教、禮儀：物質文化與
精神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13-14 日）
和「皺褶、視差、翻譯─東亞現當代藝術研討
 頁 6（三）建議事項【共同
會」（12 月 3-4 日，與本校視覺學院合辦），
部分】第 2 點：
宜積極參與區域性教學資源中
參與發表、主持或評論者除本系和本校教師
心之聯盟，以建構學習資訊網
外，另包含成功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臺北
絡，提昇學生的學習視野。
藝術大學、中央大學、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國立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教師，以及歐、
美、日及大陸學者。（附件 10、11）
2. 本校自 99 年起即為雲嘉南區域教學中心伙
伴學校，本系於 99 和 100 年亦皆參與該中心
計畫之執行，除走出校（院）外進行專業交
流外，並邀請伙伴學校師生來校參與活動，
如：
（1） 99 年執行［臺南孔廟祭孔儀式與禮樂文
物拍攝計畫］
，並邀請臺南孔廟和臺南市
文化資產處官員參與成果發表會及座
談。（附件 12）
（2） 99 年度起，已連續舉辦 4 屆［藝術史教
育扎根計畫—教師研習營］
，由本系教師
帶領學生一起參與執行。
（附件 13）
（3） 本系於虛擬藝術村架設有「臺灣出土

附件 10. 「藝術、宗教、
禮儀：物質文化與精神信
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程。
附件 11. 「皺褶、視差、
翻譯─東亞現當代藝術研
討會」議程。

附件 12. 臺南孔廟祭孔儀
式與禮樂文物拍攝計畫活
動成果。
附件 13. 藝術史教育扎根
計畫-教師研習營活動成
果。
附件 14. 「臺灣出土（水）

（水）文物研究與修護學程」學習資訊 文物研究與修護學程」網
網絡，提昇學生的學習視野。（附件 14） 站
http://art.tnnua.edu.tw/ahd/
（4） 99-100 年校慶學生實習成果及論文發表
會均邀請伙伴學校教師或鄰近機構專家
進行講評，提升學生的學習視野。
（附件
15）
（5） 師生踴躍參與校外活動（如：論文發表
及研習工作坊）
，藉此促進學術交流，並
與專業同儕進行切磋觀摩機會。（附件
16）
（6） 透過校際合作互選課程制度，提供學生
多面向與跨領域之專業進修機會。
（附件
17）
項
目
五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附件 15. 「99-100 學年度
學生論文與實習成果發表
會」議程。
附件 16. 師生參與校外活
動一覽表。

附件 17. 學生校際選課一
覽表。

 頁 8（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第 4 行：
頁 8-1.
碩士班畢業人數至今已有 84 至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101 年 1 月）止，本系 附件 18. 碩士班學生人數
人，多數從事教職、公職行政、 碩士班畢業生人數共 84 人，其中有 5 位目前於 暨就業現況調查統計。
文化行政、商業、出版編輯、 國內外公私立大學擔任專任教師，另有 18 人正
大眾傳播、博物館及研究人員 攻讀博士學位，此二者均屬從事學術研究之人
等，從事學術研究者較少。
員。
頁 8-2.
上述二項之系友人數共計 23 人，佔畢業生人數
之四分之一強（27.5％）。（附件 18）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