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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查詢  友善列印

0991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商設系  2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02U00048 / B

學分數學分數 2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現代藝術與設計思潮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Thoughts on Modern Art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顏寧儀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上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65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49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A203 / 星期1第07節 
第1週 / 第18週 / A203 / 星期1第08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培養延伸學生對當代設計藝術的知識涵養 使學生具備轉換設計藝術文化創意所學到自身的創意設
計思想的能力培養及執行能力 培養學生擁有對自己的作品的重視、信心和發表作品的能力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馬內到畢卡索-費城美術館經典展 於 台北市立美術館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現代當代藝術家與設計師的介紹與認識: 認識藝術家和設計師的作品和設計創作思想 藝術家和設計
師的作品為社會或是歷史所帶來的意義 藝術家和設計師的努力過程 設計師藝術家如何包裝自己 如
何包裝他的理念與思想 設計或是藝術創作的風格與市場分隔 ......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1.鼓勵同學多閱讀 多思考 2.要求學生要有自我的紀律，對自己的期望和同學之間的互相學習是很
重要的環節。 2.對現代藝術設計個案的介紹和討論 3.學生作業專題製作發表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2010/9/20

馬內到畢卡索-費城美術館經典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所有同學要
課前就看過這一個展覽，課堂上每個人都要說出他的感想和
心得。（一個人5分鐘，內容包括對展覽硬體設備、佈置、規劃
的觀察。 展覽的題材內容跟你有什麼樣的關係，對你有什麼
影響。特別喜歡哪個畫它跟你的關係又是什麼。你覺得你的作
品或是想法和展覽裡哪個畫家的作品或是思考的相似點類似或
是興趣相仿…之類的) 就是說出自己的想法和見解，這堂課刺激
學生思考看展覽這個活動。也刺激培養學生會自發性的思考看
展覽時展覽內容與自身的關係。（每一個學生都要發表心得感
想算一個作業成績）

顏寧儀

2010/9/27 顏寧儀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10/10/4 顏寧儀

2010/10/11
Marije Vogelzang- Ducth designer, designs concept n manipulate
people's eating behaviour. sample- various design projects 設計
師的演講和老師幫（粗略）翻譯的稿 可以借閱

顏寧儀

2010/10/18 顏寧儀

2010/10/25 Damien Hirst- The journey of a British Fine art star! 顏寧儀

2010/11/1
Tord Boontje-RCA industrial design course leader, n his work. 延
伸閱讀:《Tord Boontje》publisher: Rizzoli (April 24, 2007) ISBN-
10: 0847829294 ISBN-13: 978-0847829293

顏寧儀

2010/11/8
Jonathan Ive- the man who saved apple, who is responsible to i-
mac, i phone, i pod... 延伸閱讀: 《微軟英雄》 電影 課外研究:《
社群網站》

顏寧儀

2010/11/15 期中 顏寧儀

2010/11/22 richard sapper 1932 German industrial designer 顏寧儀

2010/11/29 Mexican Female Artist- the life of Frida Kahlo 顏寧儀

2010/12/6 Norman Foster- British architecture 顏寧儀

2010/12/13

The Spirit of Architecture-a program of CNN. from looking at the
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in barcelona in oct 2008- to interviews
with modern great architects n thinkers: Norman Foster (uk),
Zaha Hadid (uk/Iraq), Oscar Niemeyer (Brizil), Alain De Botton ...

顏寧儀

2010/12/20 a peek into Alfred Hitchcock's cinematic graphic! --- american
graphics n style of the 50's. 顏寧儀

2010/12/27

French photographer in Taipei. talking about modern
photography n perspectives or objective points of view from a
kind of outsider, into our own city n local culture. -- looking
ourselves in a honest way.

顏寧儀

2011/1/3 顏寧儀

2011/1/10 顏寧儀

2011/1/17 期末 顏寧儀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1.出席 2.上課參與及態度-平時成績 3.專題創作和發表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商品設計與包裝設計的專業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轉化文化與科計創意為設計的執行能力
3.培養學生對設計領域知識、理論與方法具備終生學習的態度與涵養
4.培養學生具有專業倫理道德及社會關懷的態度與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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