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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每當一個新媒體時代來臨，人類的美感意識也跟轉型，因此也連帶地牽動

時代的美學觀點的改變。在數位電子媒體高度發展的現代世界中，網路世

界的虛擬現象所影響的新型態美學觀也開始轉變，媒介的研究成為美學研

究的新方法。在另一方面，受到遊戲先於文化而存在的觀點啟發，讓我們

了解到文化的研究必先從文化的發源處開始著手，而遊戲創造文化的假說

正適合用來研究構成新時代文化特色的驗證，從遊戲的各種理論研究中，

開啟了我們對於虛擬世界的新認知。 結合媒介與遊戲兩大構面，本文基於

建構虛擬真實的美感意識理論的目的，採取後設敘述法以及文本分析法來

進行研究，在本論文的研究推論之下，成功辨證出媒介與遊戲為範疇的虛

擬真實的美感意識研究方法，以及其理論模型的範疇與架構，並且在美學

思維轉型的主因上，推論出媒介與符號對美學思想形成影響的重要性。 本

論文也發現虛擬真實的美感意識不但成為新型態美學研究的目標，它也成

為新時代學門的研究方法學，藉由虛擬真實的美感意識的方法論，我們可

以進行跨學門的整合以及研究，並且複合與延伸出更多更具有時代價值的

知識體系。  

摘

要

(英

) 

When a new medium arrives, our conscious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s shifts to meet 

the new age. The digital world we are living in is rapidly developing a myriad of 

electric medium and new aesthetic viewpoints are created by the virtual nature of the 

Internet World. Research on this rapidly changing aesthetic has become a new and 

important area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study. In the other hand, we suppose to 

believe that games have been prior to culture development. Then, it will be the first 

step to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rigins to begin with this study. This hypothesis 

comports with verifying and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age culture. By 

researching and analyzing Game Theory we may be able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innate characters of the virtual worl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theory of virtual 

reality conscious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 this thesis will combine two categories－

mediums and games. This study uses the Meta-Research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 a chief means of analysis. Study, will prove var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dium and games. This thesis will also layout and establish categories and 

frameworks for a model of virtual reailty aesthetic theory. This study infers a 



conclusion that the medium and social codes are important elements affecting 

aesthetic thinking thus creating new types of aesthetics. Finally, this thesis establishes 

that aesthetic conscious of virtual reailty is a new and important endeavor of aesthetic 

studies born of the digital age. After discussing the aesthetics theory of virtual reality, 

we will put forward a new complex theory to connect different disciplines making a 

more unified and holistic picture of virtu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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