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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0120 Course Number 0120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陳勇瑞 Instructor CHEN,YEONG RURY
中文課名中文課名 電影鑑賞 Course Name Film Appreciation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生活智能課群(日) Department  
修習別修習別 選擇必修 Required/Elective Topics in Life, Society ,and Science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通過介紹電影製作之技術元素、形式
與風格等，認識與鑑賞電影。

Objectives

Introduction to Film Art is to give
students an overview of three aspects
resulting from film studies. This
course includes history、
technique/production and theory. All
of the above areas are taught as
liberal arts. Advanced knowledge,
therefore, is excluded. Teacher gives
lecture and broadcast videos in
clas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ritical essays.

教材教材
認識電影 焦雄屏譯 遠流出版社電影
館印行

Teaching
Materials

Understanding Movies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報告(1000字) 30%
期末作業報告(2500字) 55%
課堂表現(上課及網路發言) 10%
出席狀況 5%
(點名5次，上課遲到10鐘算不到。5
次全到得5%，1次不到扣0%、2次不
到扣5%、3次不到扣10%、4次不到
扣15%、5次不到扣20%)

期中報告(1000字)
請寫出您最近看過的電影，根據其劇
本故事、攝影燈光、及美術設計，判
斷這部電影屬於表現主義電影或寫實
主義電影，請分析並解釋您的觀點。

期末報告(2500字)
請根據本學期所教的內容，詳細分析
教父I 這部電影。
(期中及期末報告請務必EMAIL 至電
影鑑賞專用信箱
yrchentw@yahoo.com.tw，本課程不
接受紙本作業報告)

Grading

Midterm Project 30%
Final Project 55%
Performance 10%
Attendance 5%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http://www.cyut.edu.tw/~yrchen
第1週 講解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第2週 劇本I

第3 劇本II 阿甘正傳
讀 認識電影 8、9 章

第4週 劇本III—阿甘正傳
讀 認識電影 8、9 章

第5週 攝影 I現代啟示錄
讀 認識電影 8、9 章

第6週 攝影II 天堂之門
讀 認識電影 1、3 章 

第7週:燈光 I 當哈利碰到莎利
認識電影 1、3 章

第8週: 燈光 II SEVEN
讀 認識電影 1、3 章

The course focuses on every aspect
of fim art, such as storytelling,
cinematography, lighting design,
sound design, art design, acting and
editing.After the class, you will learn
how to appreciate the fim art.

http://www.cyut.edu.tw/~yrchen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第9週: 美術設計I--埸景佈置 異形
讀 認識電影 7 章

第10週: 美術設計II--- 服裝及化妝 紅
磨坊
讀 認識電影 7 章

第11週: 美術設計III---電腦動畫 科幻
片-星際大戰III
*交期中報告

第12週: 電腦動畫的時代 罪惡城市
讀 認識電影 7 章

第13週: 剪輯的藝術I 黃飛鴻
讀 認識電影 4 章

第14週: 剪輯的藝術II 北西北
讀 認識電影 4 章

第15週: 聲音 歌舞片—萭花嬉春
讀 認識電影 6 章

第16週: 表演 教父 I
讀 認識電影 5 章

第17週: 場面調度 教父 I
讀 認識電影 2 章

第18週: 期末考
*交期末報告

Syllabus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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