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宗教與文化資產 

[中文：宗教與文化資產           英文：Religious and Cultural Properties]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了解臺灣宗教藝術歷史、源流與種類。 

2. 藉由欣賞宗教建築與文物，培養學生的藝術鑑賞能力。 

3. 提升學生的美學和人文素養，從而激發宗教信仰的質感與修行核心價

值。 

(English) 

1.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aiwan religious art history, full 

particulars and varieties. 

2. From the enjoyment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s/buildings and 

cultural products, cultivate the students’art abilities of 

examination and appreciation. 

3. Enhance the students’general capacity and disposition of 

esthetics/culture as a result of long and regular 

self-discipline.  And then stir up th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quality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core cultivation values. 

教學摘要及教

學內容大綱 

臺灣宗教藝術範疇非常廣泛，內容涵蓋有寺廟建築、寺廟彩繪、寺廟供像、

建築裝飾、掛軸圖像、楹聯書法、圖籤等等。課程將透過課程講授、賞析、

專題討論等方式引發學生創意思考與建立宗教美學之核心能力。 

課程內容涵蓋有： 

1. 臺灣開發史與信仰 

2. 宗教建築概論 

3. 中華文化的精隨〜儒家思想與宗教藝術 

4. 道教與佛教的藝術美學 

5. 外來文化的衝擊〜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宗教文化拓展 

6. 國內重要博物館和文物館簡介 

7. 校外參訪 

8. 專題講座 

9. 本有家風〜神威道場建築藝術賞析 

10. 一貫道宗教祭祀文物 

11. 學生專題報告 

(English) 

The field of Taiwan religious arts is very broaden.  Its  contents 

includes the architectures/buildings of the temples, the colorful 

drawings of the temples, the Buddha statues of the temples, the 

decorations of the architectures/buildings in the temples, the 

scrolling pictures, the couplets of the calligraphies, the picture 

slips etc.  Through the methods of the class lectures/ 



explanations, appreciation/analysis, seminars discussion etc. to 

inspire the students’ main abilities of creations/considerations 

and to build religious esthetic abilities. 

The course contents include as below: 

1. Taiwan developed history and beliefs. 

2. Th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s/buildings. 

3. The Chinese cultural essentials---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arts. 

4. The artistic esthetics of Taoism and Buddhism. 

5.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the religi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ism. 

6.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omestic main museums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s centers. 

7. The visits of the external colleges. 

8. The seminars and lectures. 

9. The original Tao attitudes/beliefs/ethic practices---the 

enjoyment/appreciation analysis of architectures/buildings 

arts in the Shen Wei Tao society. 

10.I Kuan Tao religious worship cultural products. 

11.The students’reports of the seminars.  

教學進度 

第 01週：臺灣開發與宗教信仰 

第 02週：寺廟建築美學和歷史文物 

第 03週：臺灣儒教藝術〜文廟、武廟、文昌祠、書院 

第 04週：道教藝術〜齋堂建築與供像 

第 05週：佛教藝術(一)〜佛教造像與早期佛教繪畫 

第 06週：佛教藝術(二)〜佛教文物 

第 07週：基督教藝術 

第 08週：天主教藝術 

第 09週：期中個人專題報告 

第 10週：專題講座 

第 11週：臺灣宗教文物館簡介 

第 12週：教學參訪〜南投中台禪寺宗教文物館 

第 13週：神威道場建築藝術賞析(一)  

第 14週：神威道場建築藝術賞析(二) 

第 15週：一貫道宗教祭祀文物  

第 16週：宗教文化創意產業 

第 17週：期末小組專題報告 

第 18週：期末小組專題報告 



能力指標 

第 1個：學習各宗教藝術之領域與美學 

第 2個：見構臺灣宗教藝術之鑑賞能力 

第 3個：開發本有家風之宗教藝術及相關美學鑑賞 

評量方式 

1. 平時成績(出席率、上課討論、禮節)：30% 

2. 期中考(個人專題報告，書面報告 20%、口頭報告 10%)：30% 

3. 期末考(小組專題報告，書面報告、口頭報告)：40% 

說明:  

(1)【期中個人專題報告】 

主題：臺灣宗教藝術賞析 

 依據個人興趣挑選宗教主題，鎖定單一主題作深入調查研究。 

 就實際觀察與口述歷史，寫成書面檔(word)和製作成簡報檔(power 

point)。 

 個人報告時間：30分鐘 

 

(2)【期末小組專題報告】 

主題：台灣宗教藝術探索 

 組別：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組、天主教。 

 依據主題親自進入宗教現場作深入調查研究。 

 提出小組獨特的觀察見解，寫成書面檔(word)和製作成簡報檔(power 

point)。 

▇每組報告時間：30分鐘。 

教材及 

參考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1. 神話與神化－化身救度之圖像思想與象徵觀照(史物叢刊 55) 許景華    

   國立歷史博物館。978-986-00-7089-7。 

2. 歷代佛雕藝術之美。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出版。   

   978-986-00-7554-0。 

3. 道教文物。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出版。957-02-50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