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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12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校本部綜二館 8樓會議室 
主 持 人：焦傳金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紀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焦傳金教務長) - 附件 1 

(一) 校長獎學金自本學期開始，以學院為單位核給名額，希望各學院能儘早公布名

單，以爭取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二) 為提高「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填卷率，調整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填卷頁面，

並試辦「鼓勵填答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實施方案，填卷比例高的大學部 1 至 4
年級班級有機會獲得獎勵金。目前已開放填卷一週，全校大學部填卷率約 20％，

已有兩個班級達 100％。 

(三) 特殊選才招生已於 12 月 18 日放榜，12 月 26 日召開新生說明會。 

(四) 將於 110 年 1 月 26 日辦理第 20 屆高中教師清華營，目前已有 176 名高中教師

報名參加，並將邀請本校各院專責招生教師與高中老師進行互動論壇，期能透

過互動，拉近大學與高中間之認知落差。 

貳、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2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2 

決議：無異議通過。 

參、核備事項 

一、案由：「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間四年固定化」課程，幼教系申請更改上課時

間，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幼教系) 

說明： 

(一) 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

如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務組進行線

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如含專長必修課

程)、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方可修改。 

(二) 申請異動科目及原因如下： 
案

序 
提案 
單位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 
班別 

原上課 
時間 

擬異動 
時間 備註 

1 
幼教系 KEE300200 幼兒學習評

量 
幼教系 
大三 

三年級下學期 
T1T2 

三年級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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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M4 

說明： 
(1) 幼教系「幼兒學習評量」原有T1T2(清班)、T3T4(華班)兩開課時段，107學年度起

配合本校招生名額調整，班級數縮減為1班，故107學年度入學學生所修三年級幼

兒學習評量僅有一個上課時間(T1T2)。 
(2) 幼教系四年級下學期幼兒園教學實習開課時間固定安排在T1-T4節，若有大三同

學因故無法在三年級下學期修畢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到大四時將無法同時修習。 
(3) 因此擬將「幼兒學習評量」(T1T2)跟幼兒園教學實習(T1-T4)開課時間錯開，若有

同學於三下出國交換或需重修「幼兒學習評量」才不會因此延畢。 
(4) 擬自109學年度下學期起，將上課時間調整到M3M4。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18 日幼教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同年 6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同年 7 月 7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課務

組進行全校大學部學生線上意見調查(調查時間：同年 11 月 13 日至 18 日)、
同年 12 月 11 日 109 年第 2 次院學士班會議及同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

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二、案由：廢止「太陽光電科技學分學程」，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原子科學院) - 附

件 3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略以，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

訂其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相關規

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學程變更時亦

同。 

(二) 本學分學程開辦(97 學年度)至今僅 99～101 學年度 4 名學生獲得證書，102
學年度後無學生修習 (歷年修習學分學程人數表如附件 3)，故提請同意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止本學分學程，109 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所修課程

符合此學分學程修課規定者，仍可申請學分學程證書。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5 日太陽光電科技學分學程會議(通訊投票)、同年 11
月 16 日原子科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及同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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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增設「光電學分學程」，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光電所) - 附件 4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略以，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

訂其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相關規

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 

(二) 申請說明如下表所示。 

學分學程名稱 召集人 修習學分 修課對象及規定 

光電學分學程 
楊尚達 
教授 

至少15學
分 

1.本學程的授課對象：本校學生、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生。 
2.修畢本學程規定之學分需達15學分(含)

以上，且其中至少含核心課程5學分。 
3.規劃書詳如附件4。 

(三) 本案業經 108 年 12 月 17 日光電工程研究所 108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

議、109 年 5 月 5 日電機資訊學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清華學院學士班) - 附件 5-1、5-2 

說明： 

(一) 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經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原適用對象為特殊選才管道入學之特殊才能學生；今擬將申請對象放寬為

「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以期提供學生

更多適性發展之學習機會。 

(二) 本修正案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 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5-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2。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本校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清華學院學士班) - 附件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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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清華學院學士班自 107 學年度起承辦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提供具

備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特質、跨域創新動機的學生修習，迄今已招收三屆

共 27 位同學。 

(二) 清華學院實驗教育方案—清華跨域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學位授予業經 107 年

6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076833 號函號備查，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士

(B.S.)或文學士(B.A.)在案。 

(三) 考量學生修課之跨域性及多元性，修訂本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

則，並依據其規定授予學位名稱。 

(四) 學生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核，

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

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

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附件 6-1。 

(五) 本案業經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及清華學院院務會議通過，紀錄詳

附件 6-2、6-3；簽請教務長同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簽文如附件 6-4。 

決議：同意（44 票同意，11 票反對）。 

其他建議：基於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之特殊性，請提案單位考量授予

「實驗教育學士學位」的可行性。 

 

三、案由：本校「藝術學院學士班」新增系所學位授予中英文名稱，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藝術學院學士班) - 附件 7-1～7-4 

說明： 

(一) 本班自 107 學年度成立招收學生，以科技藝術及跨領域為發展取向，屬新

增設系所，依「國立清華大學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

稱辦理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規定需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

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承上，綜合評估本班課程內容(實務創作與理論並重)、學系發展走向、所屬

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勢，經師生充分交換意見，決議提送本班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為： 

1. 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2. 英文全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英文縮寫：B.F.A. in Sc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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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21 日藝術學院學士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班

務會議、同年 9 月 30 日藝術學院 109 學年第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會議紀錄如附件 7-1、附件 7-2) 、同年 10 月 15 日奉核簽請同意提送教務

會議審議(如附件 7-3)。 

(四) 檢附「藝術學院學士班」增設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學位授予說

明及課程規劃如附件 7-4。 

修正案：本班授予學位英文名稱緩議，請提案單位參酌國內外各校相關領域學

位名稱寫法、研議後再送。 

決議：修正案提付表決通過（42 票同意，3 票反對）。 

 

四、案由：109 學年度設立「資通訊科技產品智慧設計控制與熱流產業碩士專班」更

名為「動力機械工程學系資通訊科技產品智慧設計控制與熱流產業碩士

專班」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動力機械工程學

系) - 附件 8-1~8-3 

說明： 

(一) 案內原專班前經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及 108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同意授予工學碩士在案；後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臺教高(四) 字第

1090151382 號函同意更名。 

(二) 本案業經 109 年 12 月 3 日動機系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同年 12 月

14 日工學院 109 學年度院務會議通訊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8-1、8-
2。 

(三) 檢附本專班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如附件 8-3。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有關臺語所「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

門課程」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 附件 9-1～9-
3 

說明： 

(一) 課程修正理由、課程修正對照表與專門課程架構表請見附件 9-1、報部清冊

請見附件 9~2、會議紀錄請見附件 9~3。 

(二) 本案經臺語所 109 年 12 月 4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師培中心 109
年 12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通過；待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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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六、案由：有關數理所「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 附件 10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

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

臺教師(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 10。 

(三) 本案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師培中心 109
年 12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通過；待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案由：有關本校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

心) - 附件 11-1、11-2 

說明： 

(一) 本案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1.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2.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 學年度起新增 3 門課，華文所擬自

110 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 門課程。 

 3.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 學年度課程修正案，

110 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 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請見附件 11-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
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 11-2。 

(三) 本案經 109 年 11 月 16 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師培中心 109 年 12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通過；待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與核

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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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由：本校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 附件 12-
1～12-5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5 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 號來函如附件 12-
1，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

施計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 年 9 月 11 日臺教師(三)
字第 1090120367 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 12-2，故修正本校 109 學年度「國

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

及第五點。 

(二) 臺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

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 號函如附件 12-3 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

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

程。 

(三)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表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2-4。 

(四)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 12-5。 

(五) 本案經師培中心 109 年 12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通過；待教務

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九、案由：有關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修正案，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 附件 13-1～13-5 

說明： 

(一)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5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 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

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 13-1，後

教育部復依據 109 年 5 月 6 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於 109 年

5 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 號來函如附件 13-2，將「全英語教學

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

部 109 年 9 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 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

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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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 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

生，自 109 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

現為立基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與「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

壹點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 學分，調整為

應修 8 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

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 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3-4，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3-5。 

(四) 本案經師培中心 109 年 12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通過、待教務

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十、案由：本校「學程設置原則」名稱及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

組) - 附件 14-1、14-2 

說明： 

(一) 為使學分學程得以穩定運作，依目前實際辦理情形，敘明跨院系學分學程

之召集單位、召集人異動時處理方式、設置與變更時之審議程序，以及應

定期檢視學程課程和自評執行成效等。同時修正本原則名稱及格式。 

(二) 名稱及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4-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4-2。 

(三) 修正方向業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報告，本

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十一、案由：本校「學則」第 61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 附件

15-1、15-2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1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175929 號函，為避免造

成總量不同學制名額核定形同虛設及恐損及學生權益，希各校於學則修

訂新增不同學制間不得轉系、所、學位學程。 

(二)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5-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5-2。 

(三) 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報

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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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異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社會所沈秀華所長： 

(一) 為提升國際化，校方推行各項鼓勵英語授課措施已行之有年；基於多元化考量，

建請對等給予其他語言課程更多重視。 

教務長回應：將研議平衡作法。 

(二) 有關本校傑出導師獎，建請研議合理的評量標準。 

教務長回應：同意沈所長的意見。（傑出導師獎為學務處業務，會後將本建議轉請

學務處酌處） 

 

陸、散會（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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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校本部綜二館 8樓會議室 
主 持 人：焦傳金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出席情形)                                       紀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焦傳金教務長)–附件 1 

(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已於 10 月 1 日公告於註冊組網頁，獲奬學

生共計 457 人，配合 6 月 18 日修正通過之本校大學部書卷獎辦法，自本次起

奬金由 2,000 元提高至 3,000 元，且大四畢業離校的學生亦可獲奬。書卷奬頒

奬典禮預訂 10 月 24 日(週六)於台積館孫運璿演講廳、分上下午二場舉行。 

(二)依據 9 月 17 日教務長邀請數學系、物理系及化學系主任/代表討論結果，自 109
學年度暑期(含)起，本校生欲至外校暑修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等三科

目，「暑期校際選修申請表」須經前述三系主任考量學生以往修課情況簽章

同意方可至他校選修。 

(其他教務處工作報告內容請參閱附件 1) 

貳、確認 10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2 

決議：無異議通過。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部份條

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3 

說明： 

(一)本案前經 109 年 6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現復依教

育部 109 年 7 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1758 號函修正部分條文，並經

師資培育中心 109 年 9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二)本要點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教育部修正意見與會議紀錄請

參見附件 3。 

(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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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有關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課程規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4 

說明： 

(一)本案前依教育部 109 年 5 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 號函辦理，

先經師培中心 109 年 7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10 次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

報部審查；現復依教育部 109 年 9 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 號     
函意旨，同意先予備查，續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以完成備查程

序。 

(二)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課程      
填報資料、教育部函與會議紀錄請參見附件 4。 

(三)本課程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案由：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次專長-需求專長課程及註記次專長-學科專長課

程規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5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6 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88341 號函規定，特殊教

育師資類科可規劃次專長-需求專長課程及註記次專長-學科專長課程。 

(二)前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將課程規劃報教育部，教育部於 109 年 7 月 15 日臺

教師(二)字第 1090101029 號函回復請重新檢視整體課程規劃，並完成校內

審查程序另案報部辦理備查。 

(三)本案業經特教系 109 年 9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師培中心 109 年 9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109 年 9 月 29
日 109 學年第 4 次中心會議通過。 

(四)復依 109 年 10 月 7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1741 號函，同意備查

「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課程，本需求專長課程及註記次專長-學科專長課

程皆須完成校內課程審查程序後報部。 

(五)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部函與會議紀錄請參見附件 5。 

(六)本課程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因應本系自 109 學年度起更名為運動科學系，其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乙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運動科學系)- 附件 6-1～6-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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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業獲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80121299 號函核定同

意於 109 學年度起更名為「運動科學系」。 

(二)本系 109 學年度起更名後，其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同更名前，學士學位

名稱：教育學學士(Bachelor of Education)、碩士學位名稱: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依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93132 號函備查核定

「106 學年度(含)後取得本校入學資格者其學位證書不登載『在職專班』字

樣」；本系更名後於 106 學年度(含)後取得本校入學資格者碩士在職專班其

學位證書亦不登載「在職專班」字樣。 

(四)依本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辦理時程及相關注

意事項」肆、送件及實施時間一、送件時間(二)系所更名規定：經教育部核

准調整後，自核准生效日起，即應以核准之新名稱行之，應在此生效日前

送教務會議審議。 

(五)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10 日運動科學系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109 年 10 月 13 日竹師教育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院務會議通

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6-1、6-2)。 

(六)檢附 109 學年度運動科學系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如附件 6-3。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本校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施同學國際私法成績異議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7-1～7-8 

說明： 

(一)109 年 7 月 14 日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學生施同學 E-mail 教務長

表示：二年級下學期國際私法課程因為成績為 A-而提起複查申請，科法所於

7 月 13 日回覆無明顯不當。學生不服結果請教務長裁決。(異議申請表如附

件 7-1、學生申訴資料如附件 7-2) 

(二)教務長於 7 月 20 日與施同學面談，並裁示組成成績異議專案委員會研議本

案。 

(三)8 月 20 日科法所回覆成績複查案處理情形，上陳教務長。內容略以(詳如附

件 7-3)： 

109.6.30 收到施同學來信申請成績複查。 

109.7.5-7.9 科法所學生申訴委員討論此案，決議：「經本所學生申訴委員會審

議，評分與成績計算無明顯不當，依本校規定，應尊重任課教師之

決定。評分標準與學生答案卷之缺失說明部分，則徵詢授課教師是

否同意提供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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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10 徵詢授課教師，授課教師同意評分標準及期末試卷(影本電子檔)可提

供施同學參考。 

109.7.13 通知施同學結果，也提供評分標準及期末試卷施同學參考。(評分標

準如附件 7-4) 

(四)109 年 8 月 25 日下午 2:00 於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召開本案成績異議專案委

員會會議，主席為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出席委員：王慧菁委員、林勤富委

員、張祥光委員、陳斐婷委員。該會議決議為：「本案成績評分方式無明顯

不當，成績評分標準為授課教師之自主裁量範圍，本委員會尊重授課教師專

業判斷，建議維持原分數。」(紀錄如附件 7-5) 

(五)109 年 9 月 1 日教務長就委員會決議裁決為：「專案委員會的決議仍有疑義，

請送教務會議議決。」109 年 9 月 3 日教務長補充說明為：認定「評分或成

績計算方式明顯不當」，「授課老師對施同學的評分異議沒有正面回應，評

分標準與施同學的得分有明顯落差，基於維護學生權益立場，提請大會討論

後議決。」 

(六)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如附件 7-6、國際私

法課程大綱如附件 7-7、國際私法課程未考期中考原因說明如附件 7-8 供參。 

※施同學報告：首先謝謝教務長及暑假期間參與專案委員會的老師們，我就以

下 2 點補充報告，希望讓公正的第三方評斷我是否值得更好的成績； 

1. 我的考卷中被扣除的 12 分很有爭議： 

(1) 其中 1 分是我提及老師上課舉例，卻因此被扣 1 分，所以當初合理推

斷是否非老師本人批閱。 

(2) 其中 2 分是我提 2 個見解，我說明理由後擇一，結果老師以為我只提

1 個見解，扣 2 分，可能是我標號 1、2 太小。 

以上這 3 分是明顯誤扣。 

(3) 另 9 分是老師要求說明立法理由，但我讀完立法院的立法理由，並無

值得引用來支持該題目的。並且我向其他 3 位得到 A+同學借來考卷，

發現他們也未撰寫立法理由。由此可見這也是嚴重的評分瑕疵。 

2. 程序問題：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並未規

範教師在送出成績前提供學生陳述機會，也未要求教師需回應學生的疑問；

學生如對成績有異議，卻被要求需經開課單位會議 3/4 以上同意、教務會

議 2/3 以上同意始得通過。事前沒有提供學生陳述機會，事後又設立高門

檻，明顯不符比例原則；4 個多月來，授課老師也從未有正面回應。 

※經註冊組詢問授課老師，老師表示無其他補充資料(未出席本會議)。 

※本案成績異議專案委員會主席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補充說明該委員會主要依

據以下兩點，作出「建議維持原分數」之決議： 

1. 程序是否合法：檢視科法所處理本案程序皆依規定辦理，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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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課教師評分是否不當：該科期末考題為申論題形式，採 open book 方式，

並讓修課學生將試卷帶回完成答題後交回。該科為法律相關科目，教師通

常依據學生陳述立法理由是否完整來評分；又申論題的形式，除非評分有

明顯不當(0 分或不及格)，原則上尊重授課教師專業，國家考試評分也是秉

持相同原則。是以判斷本案授課教師評分並無不當。 

※教務長補充：請各系所主管呼籲所屬教師，在期末送出成績前保留一些時間

讓學生確認(例如 3 天)，或可減少爭議發生的機會。 

決議：22 票同意，35 票反對，不通過。 

 

六、案由：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8-1、
8-2 

說明： 

(一)依教育部、國防部來函，修正第 17、43 條；依實際作法修正第 29 條；依學

生反應意見，增訂公假、事(病)假扣分規範，修訂第 32 條；依校庫規範，修

訂第 33、61 條；為規範畢業生在學期間有雙重學籍問題，故修正第 37 條；

為利學生申請研究所推甄，故修正第 49 條；為利合聘兼任教師得單獨指導

研究生，故修正第 56 條。另外，修正第 47 條錯字。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8-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2。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 

第 17 條修正後：55 票同意，0 票反對，通過。(修正如附件 8-1) 

第 29、43、47 條：無異議通過。 

第 32 條：42 票同意，5 票反對，通過。 

第 33 條：46 票同意，0 票反對，通過。 

第 37 條修正標點符號後：34 票同意，5 票反對，通過。(修正如附件 8-1) 

第 49 條：42 票同意，1 票反對，通過。 

第 56 條：42 票同意，2 票反對，通過。 

第 61 條：43 票同意，1 票反對，通過。 

 

七、案由：本校「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點」第 3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註冊組)- 附件 9-1、9-2 

說明： 

(一)因本校院學士班課程設計原本就已具 1+1 雙專長特性，故於第三點條文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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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院學士班學生不得再申請 1+1 模式。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9-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2。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八、案由：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1、7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

冊組)- 附件 10-1、10-2 

說明： 

(一)為免學生抵免之課程與學分重覆採計於其它學位，修正第 1 條；新增雙重學

籍生於放棄雙重學籍時，得再次申請抵免，修正第 7 條。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0-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2。 

(三)本案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39 票同意，0 票反對，通過。 

其他建議：學生代表反應校內學分抵免申請表格式不一，請註冊組協助確認，如

有不一，應調整為一致。 

 

(因時間關係，以下提案於下次教務會議優先審議；另原子科學院臨時提出「廢止生物

醫學物理學分學程暨新設醫學物理學分學程」核備案，會後經教務長同意，以通訊投

票方式辦理。) 

九、案由：本校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清華學院學士班)- 附件 11-1～11-3 

說明： 

(一)清華學院學士班自 107 學年度起承辦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提供

具備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特質、跨域創新動機的學生修習，迄今已招收三

屆共 27 位同學。 

(二)清華學院實驗教育方案—清華跨域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學位授予業經 107 年

6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076833 號函號備查，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士

(B.S.)或文學士(B.A.)在案。 

(三)考量學生修課之跨域性及多元性，修訂本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

則，並依據其規定授予學位名稱。 

(四)學生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核，

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

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附件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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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業經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及清華學院院務會議通過紀錄詳附

件 11-2、11-3。 

 

十、案由：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清華學院學士班)- 附件 12-1、12-2 

說明： 

(一)本校「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經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原適用對象為特殊選才管道入學之特殊才能學生；今擬將申請對象放寬為

「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以期提供學生

更多適性發展之學習機會。 

(二)本修正案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2-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2-2。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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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訊投票)紀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投票時間：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 
主席：焦傳金教務長                                            紀錄：林嘉怡 
 
壹、核備事項 
一、案由：擬廢止「生物醫學物理學分學程」暨新設「醫學物理學分學程」，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原子科學院)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略以，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訂

其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 
(二) 生物醫學物理學分學程因近年來選修人數不多；此外，原科院擬新成立醫學

物理學分學程，故提請同意停止生物醫學物理學程。本案業經 109 年 7 月 7
日生物醫學物理學程會議(通訊投票)、同年 7 月 8 日醫環系 108 學年度第 7 次

臨時系課程會議(通訊投票)、同年 7 月 8 至 9 日醫環系 108 學年第 9 次臨時

系務會議(通訊投票)、同年 7 月 13 日原子科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院課程會議通過、同年 7 月 29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新成立醫學物理學分學程的課程設計主要依據國際醫學物理組織(IOMP)採

認課綱設計，其次參考美國醫學物理教育學程認證委員會(CAMPEP)的原則，

本學程規劃未來爭取 IOMP 或 CAMPEP 的認證，使得學生所受的醫學物理教

育能具備國際認證 (規劃書如附件)，提請同意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正式

成立醫學物理學分學程。本案業經 109 年 5 月 29 日原科院醫學物理學程會

議、同年 7 月 13 日原子科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同年 7 月 29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四) 因「生物醫學物理學分學程」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已公告，故提請同意公

告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止本學分學程，如學生迄 110 學年度(含)所修課

程符合此學分學程修課規定，仍予以核發證書。 

 
決議：同意核備(73 票同意，2 票反對)。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太陽光電科技學分學程Solar Cell

Technology Program 97 15 2 1 1 4

總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1 0 0 0 0 0 0 0 4

學分學程名稱
成立

學年

總學

分

獲得證

明書總

計

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國立清華大學 <跨院系學分學程> 證明書統計（86.08.01~108.09.30）



光電學分學程設置規劃書 

壹、 成立宗旨 

  清華大學具有堅強的理、工、電資、原科、生科等學院，且均已具有積極活

躍之光電相關研發及教學活動。因此本校在光電相關領域之研究教學廣而深，

早已具備完善的光電教學研究之基礎，極適合在跨領域的結合下繼續發展。本

計畫的目標為整合可用資源，包括必修課程、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另包括本

校師資與實驗設備，以成立光電學分學程，此學程的設立著重於光電科技的基

礎技能、專業知識與實作經驗，以期培植優秀光電人才，提昇國內光電科研與

產業的技術能量。 

 

貳、 課程相關 

一、 修讀規定 

1. 本學程包括：必修課程、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 

2. 本學程的授課對象：本校學生、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 

3. 修畢本學程規定之學分需達 15學分（含）以上，且其中至少含核心課

程 5學分，可申請學程證明。 

4.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學分學程設置原則」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課程規劃 

 至少修習 15學分，其中含核心課程至少 5學分 

1. 必修一門(可計入學程學分) 

科號 課名 學分數 備註 

EE 2140 電磁學 3 擇一計入學

程學分 PHYS 2320 電磁學二 3 

PME 3212 電磁學 3 

BMES 2242 電磁學 3 

ESS 2340 電磁學二 3 

MS 4061 電磁學 3 

 

2. 核心課程(至少 5學分) 

EE 3130 光電工程 3 擇一計入學

程學分 PHYS 4650 光電物理導論 3 

BMES 3253 光學 3 

EE 3360 光電元件 3  

EE 4150 光電實驗 2  擇一計入學

程學分 PHYS 302001 光學實驗 2 

 



3. 選修課程 

IPT 5140 光電子學一 3  

IPT 5141 光電子學二 3  

IPT 5142 光電元件與量測 3  

IPT 5997 半導體奈米微影 3  

EE 4135 雷射原理 3  

EE 3150 電磁波 3  

PHYS 3320 光學一 3  

PHYS 3340 光學二 3  

PHYS 4710 固態物理導論一 3  

PHYS 4670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 3  

ESS 4415 太陽能電池原理 3  

ESS 4300 固態物理導論一 3  

MS 4143 顯示器材料原理與技術 3  

MS 4351 OLED導論 3  

PME 4031 工程光學 3  

CHEM 3620 光譜分析 3  

CHEM 329001 光譜分析實驗 2  

CHE 4940 光電材料與元件基礎 2  

 

三、 各學期相關課程 

       (依當學期課程資訊) 

 

參、 學程委員 

教師姓名 所屬系所 E-MAIL 備註 

楊尚達 光電工程研究所 shangda@ee.nthu.edu.tw 召集人 

林凡異 光電工程研究所 fylin@ee.nthu.edu.tw  
王立邦 物理學系 lbwang@phys.nthu.edu.tw  

    

     聯絡人：高珮珊小姐(分機 42460)



肆、 證書下載 

一、 學程證明書申請時間 

- 應屆畢業生於《畢業時(約 6 月中旬)》或 《畢業後》申請 

- 畢業前送件者須等學期末成績到齊後始可申請 

二、 須附文件 

- 證書申請表 

- 正式成績單（請將修習科目以螢光筆特別畫記）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第 1、2、4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供學生自主、彈性及跨領域

之學習機會，就其性向規劃客製

化學程，以達適性發展，開創學

生未來生涯發展更多可能性，特

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針對特殊才能學生，依循自

主、彈性及跨領域原則，就其特

殊才能規劃客製化學程，提供學

生適性發展機會，開創學生未來

生涯發展更多可能性，特訂定本

要點。 

將原先針對特殊才能學生申請

之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各學院大學部

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

入學新生）欲申請客製化學習，

須於入學後第 2 學期加退選截

止日前，填寫申請表及學習計

畫，經導師及學系（學位學程）

主任同意後，向清華學院學士班

申請。如有情況特殊者，學生得

檢具說明送請教務長審核。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特殊才能學生欲申

請客製化學習，須於入學後第 2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填寫申請

表及學習計畫，經導師及學系

（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向清

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情況特

殊者，學生得檢具說明送請教務

長審核。 

將申請對象放寬至各學院大學

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

道入學新生。 

第四條 
客製化學習學生，除修習校定必

修課程外，另需修習經指導委員

會規劃之學程，其中須有一定比

例之學分屬於某一主修專業領

域，學分數比照第一專長為原

則，畢業學分總數不得少於 128 
學分，特殊情況之學生得交由審

查委員會議決。 

第四條 
客製化學習學生，除修習校定必

修課程外，另需修習經指導委員

會規劃之學程，其中應有一定比

例之課程屬於某一專業領域，畢

業學分總數不得少於 128 學分。 

客製化學習學生之課程規劃，其

中應有一定比例之學分屬於某

一主修專業領域，學分數比照第

一專長為原則。若有特殊情況得

交由審查委員會議決。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客製化學習要點(修正後全文) 

106 年 3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6 月 26 日校長核定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1、2、4 條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提供學生 自主、彈性及跨領域 之學習機會，就其 性

向 規劃客製化學程，以達 適性發展，開創學生未來生涯發展更多可能性，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士班學生 （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欲申請客製

化學習，須於入學後第 2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填寫申請表及學習計畫，經導師及學系

（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情況特殊者，學生得檢具說明送

請教務長審核。 

三、本校針對每一申請案，分別設置客製化學習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會），負責審

核申請資格、課程內容與學位授予名稱等相關事宜。每一指導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由清

華學院學士班主任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教師及專家組成，報請教務長同意後聘任。 

四、客製化學習學生，除修習校定必修課程外，另需修習經指導委員會規劃之學程，其中須

有一定比例之 學分 屬於某一 主修 專業領域，學分數比照第一專長為原則，畢業學分總

數不得少於 128 學分，特殊情況之學生得交由審查委員會議決。 

五、經核准修讀客製化學習學生，若放棄修讀，其已修及格之科目，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得

否採計為畢業學分。 

六、客製化學習學生完成畢業規定發給學位證書，經指導委員會審核授予本校現有中、英文

學士學位名稱，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教務長核准。另畢業名冊、學位證書、學位證明書、

歷年成績表等，均登載專長或學分學程名稱。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1 
 

109 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名稱 

   (全稱) 
學士學位名稱 

實施年度 

檢核 

備註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同參考手冊名稱 

與參考手冊名稱不同

或未編列 
(請檢附系所學位授予等說

明及課程規劃等相關資料) 

清華學院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適用於 106學年度入學後(含)

申請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

案之學生。 

學位授予名稱同教育部參考

手冊 

1.清華學院實驗教育方案—清華跨域
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學位授予業經
107 年 6 月 1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076833 號函號備查，授予清華
學院理學士（B.S.）或文學士（B.A.）
在案。 

2.依據 109 年 9 月 10 日修訂之「國立
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
修業細則」（參考資料一）修訂其學
位授予名稱。 

3.學生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
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
核，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
域（參考資料二）授予本校清華學
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
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 

4.加註：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人文社會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經濟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B.S.M.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教育學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B.Ed. 

音樂學士 Bachelor of Music B.M.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B.F.A. 
 

               單位主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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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 

107年7月10日清華學院院長核定 

108年4月29日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修訂 

108年6月5日清華學院院長核定 

109年01月09日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議修訂 

109年09月10日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修訂 

簽陳清華學院院長流程進行中 

 

一、 為協助實驗教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學生之申請、修課等，以發揮其獨立自主特質及潛能，訂定「國

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清華學院學士班為執行本方案主責單位，綜理相關行政及學生輔導事務。 

三、 實驗教育方案之申請 

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則，於入學後第2學期加退選

截止日前，由各學院（含清華學院）推薦，或由學生自行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特殊情況者，學

生得檢具說明，個案送學習審議小組主席審核後申請之。 

每一申請案須包含： 

（一）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申請表 

（二）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學習計畫書 

學生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以一次為原則。 

四、 學習審議小組 

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主席，召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任為執行秘書。學習審議

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負責審核人選、學生修業規劃、學分採計原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位授予

等相關事宜。 

學習成果評估： 

學生每學期末須向學習審議小組提交學習成果報告及該學期專題課程書面報告，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查

通過後始得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五、 學習輔導小組 

本方案學生，因應其學習需求組成學習輔導小組，成員至多五位： 

（一）主責教師一位，須為實驗教育學生學習領域之校內專任教師。 

（二）與學習領域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含業師）二至四位。 

主責教師主要負責本方案學生之在校修業成果，並督導學生依據學習審議小組決議之課程規劃修業，並

應定期召集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協同合作指導，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考核學生線上課

程及專題研究學分等。 

六、 行政支援及導師配置 

本方案學生之導師由學習輔導小組中之主責教師擔任。清華學院學士班聘任專案助理一位負責行政業

務，並作為聯絡窗口；並得安排教師一位擔任方案之總導師/執行長協助主任綜理方案相關事務。 

七、 修課及畢業規定 

本方案之學生，修業內容可包括校定必修、一般課程、專題課程三大區塊。 

本方案學生之跨校修課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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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校定必修學分外，其餘之教育部訂定最低畢業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 

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須同時滿足下列規定方符合畢業資格： 

（一）須出席每學期末之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報告當學期之學習成果，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審定。若無故

不到者或不按學習審議小組決議修改者，則視為自動放棄實驗教育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二）須修足校定必修學分，及學分總數不得少於教育部訂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完成學習審議小組核定之修課課程。 

（四）本方案之學生必須於每個學期末學習審議小組會議時繳交該學期專題研究課程書面報告，並由主

責老師評論並簽名。若未繳交，視同該專題研究課程未通過。 

（五）本方案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 2年屆滿，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有規定者除外。 

（六）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每位學生以一次為原則，不得晚於大三下學期加退選截止日(經學習審議小

組主席審核同意申請之個案，不得申請大修)，收件後送當學期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七）學生申請大幅修正如未通過，且學生亦不願維持原修業規劃致無法完成學習，須放棄修習本方案，

回歸其所屬學系。 

（八）完成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之，畢業專題成績由全體學習審議小組委員

及主責老師共同評定。 

（九）畢業專題之形式不定，可以學士論文發表、總成果展等方式呈現，須於畢業前一個學期送畢業前

審議小組會議討論定案。原則上以公開發表呈現，若畢業專題內容涉及隱私、機密等，可以個案

申請不公開發表。 

（十）畢業前須繳交畢業專題成果或作品集，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留存。 

八、 學位授予 

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核，完成畢業規定後，

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 

九、 放棄修習 

本方案學生若欲放棄修習，應填寫放棄修讀申請表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同意後生

效。放棄修業後，其已修及格之科目，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得否採計為應修之畢業學分。 

十、 本細則經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擬訂，送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議討論通過，由清華學院學士班

簽陳院長核定後實施；本細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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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主要學習領域與其授予學位對照表 

 

主要學習領域 
學士學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中國文學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外國語文 

英語教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 

理學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命科學 

醫學科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 

工學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原子科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 

化學工程 

材料科學工程 

動力機械工程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電機工程 

資訊工程 

電機資訊 

人文社會學 人文社會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經濟學 經濟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計量財務金融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B.S.M. 
科技管理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教育學 

教育學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B.Ed. 

教育與學習科技 

幼兒教育 

特殊教育 

教育心理與諮商 

運動科學 

藝術學 修習藝術學為主要學習領域，授予學位將比照藝術學院學士班辦理。 

音樂學 音樂學士 Bachelor of Music B.M. 
藝術與設計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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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會議記錄 

 

記錄：葉子寗助理 

一、日期：109 年 09 月 10 日(四)  

二、時間：上午 11:00-12:00 

三、地點：教務長室 

四、出席：教務長焦傳金教授、班主任吳志明教授、總導師陳素燕教授、葉子寗助理、林

芳如同學 

五、討論事項： 

        (一)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修訂 

1. 是否將須知改為細則？ 

2. 學習計畫書大修範圍是否需明訂，條列寫出？ 

3. 學位授予的判定依據？ 

4. 確認條文的內容修改。 

決議： 

1. 本校作為高等創新教育之先驅，於 104 年首創拾穗計畫（特殊選才），

提供於特殊領域有專才之優異學子透過不同招生管道繼續深造的機會。

本校並依其特殊性，於 105 年創立「學士班客製化學習」，期能協助學

生繼續專精專才並能跨域吸收新知。為提供更多更廣之學習環境與機

會，本校於 107 年首創「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期能透過彈性的學習

機會、擴大學習場域以進一步提升學生跨域自主的空間、激發創新進取

的潛能。 

為保障與協助學生順利學習與畢業，實應立有相對應有效力之法規明文

訂定，擬將原為「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

知」完善修訂後以「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

規範本方案學生，減少相關爭議。 

2. 維持原細則內容，保留彈性。若有需大修學習計畫書，一律送每學期學

習審議小組審核，通過後始得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3. 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

審議小組審核，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

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 

4. 請參考附件「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

修改對照表 

(1)將「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改為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 

(2)第三條實施對象，加上大學部「總人數」1%新生。 

(3)將第七條（六）大幅修正時間放寬至不得晚於大三下學期下學期加退

選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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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第七條（八）加上「，畢業專題成績由全體學習審議小組成員及主

責老師共同評定。」 

(5)將第七條（九）加上「畢業專題之形式不定，可以學士論文發表、總

成果展等方式呈現，須於畢業前一個學期送畢業前審議小組會議討論

定案。原則上以公開發表呈現，若畢業專題內容涉及隱私、機密等，

可以個案申請不公開發表。」 

(6)將第八條更改學位授予方法：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

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核，完成畢業規定後，

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

清華學院院長核准。 

(7)將第十條須知改為細則，細則經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擬訂，送實驗

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議討論通過，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陳院長核

定後實施。 

5.修業細則定稿相關流程 

(1)定稿後需寄給學習審議小組各委員、主責老師及同學。 

(2)需將定稿後之修業細則連同會議紀錄簽陳清華學院院長後實施。 

 

        (二)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位授予相關討論 

 決議： 

1. 預計於今年底(12 月)舉辦畢業前審查會議，要求欲畢業同學於會議上報

告畢業專題製作進度，並由學習審議小組給予修改建議並完成學分審核

(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 

2. 學生完成畢業規定後，將由學習審議小組討論審核，並依據學生學習領

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

核准。 

3. 有關學位授予之決議需先送至清華學院院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送教

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於下學期(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始實施。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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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標題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

申請及修業須知細則 

標題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

申請及修業須知 

本校作為高等創新教育之

先驅，於 104年首創拾穗計

畫（特殊選才），提供於特殊

領域有專才之優異學子透

過不同招生管道繼續深造

的機會。本校並依其特殊

性，於 105年創立「學士班

客製化學習」，期能協助學

生繼續專精專才並能跨域

吸收新知。為提供更多更廣

之學習環境與機會，本校於

107 年首創「學士班實驗教

育方案」，期能透過彈性的

學習機會、擴大學習場域以

進一步提升學生跨域自主

的空間、激發創新進取的潛

能。 

為保障與協助學生順利學

習與畢業，實應立有相對應

有效力之法規明文訂定，擬

將原為「國立清華大學學士

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

及修業須知」完善修訂後以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

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

規範本方案學生，減少相關

爭議。 

一 

為協助實驗教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學生之申請、修課等，以發揮其獨立自

主特質及潛能，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學

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知

一 

為協助實驗教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學生之申請、修課等，以發揮其獨立自

主特質及潛能，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學

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須

將「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

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

修業須知」改為「國立清

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

案學生修業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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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細則」（以下簡稱本須知細則）。 知」（以下簡稱本須知）。 

二 

清華學院學士班為執行本方案主責單

位，綜理相關行政及學生輔導事務。 

二 

清華學院學士班為執行本方案主責單

位，綜理相關行政及學生輔導事務。 

本條文無修正。 

三 

實驗教育方案之申請 

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

則，於入學後第 2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

由各學院（含清華學院）推薦，或由學

生自行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特

殊情況者，學生得檢具說明，個案送學

習審議小組主席審核後申請之。 

每一申請案須包含： 

（一）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

申請表 

（二）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

學習計畫書 

學生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以一次為原則。 

三 

實驗教育方案之申請 

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部 1%新

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則，於

入學後第 2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由各

學院（含清華學院）推薦，或由學生自

行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特殊情

況者，學生得檢具說明，個案送學習審

議小組主席審核後申請之。 

每一申請案須包含： 

（一）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

申請表 

（二）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

學習計畫書 

學生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以一次為原則。 

補充說明實施對象為各學

院大學部「總人數」1%新生，

而非學業成績 1%之新生。 

四 

學習審議小組 

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主席、召

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

任為執行秘書。審議小組每學期開會一

次為原則，負責審核人選、學生修業規

劃、學分採計原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

位授予等相關事宜。 

學習成果評估： 

學生每學期末須向學習審議小組提交學

習成果報告及該學期專題課程書面報

告，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

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四 

學習審議小組 

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主席、召

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

任為執行秘書。審議小組每學期開會一

次為原則，負責審核人選、學生修業規

劃、學分採計原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

位授予等相關事宜。 

學習成果評估： 

學生每學期末須向學習審議小組提交學

習成果報告及該學期專題課程書面報

告，並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

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本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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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 

學習輔導小組 

本方案學生，因應其學習需求組成學習

輔導小組，成員至多五位： 

（一）主責教師一位，須為實驗教育學

生學習領域之校內專任教師。 

（二）與學習領域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

師（含業師）二至四位。 

主責教師主要負責本方案學生之在校修

業成果，並督導學生依據學習審議小組

決議之課程規劃修業，並應定期召集學

習輔導小組成員協同合作指導，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考核

學生線上課程及專題研究學分等。 

五 

學習輔導小組 

本方案學生，因應其學習需求組成學習

輔導小組，成員至多五位： 

（一）主責教師一位，須為實驗教育學

生學習領域之校內專任教師。 

（二）與學習領域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

師（含業師）二至四位。 

主責教師主要負責本方案學生之在校修

業成果，並督導學生依據學習審議小組

決議之課程規劃修業，並應定期召集學

習輔導小組成員協同合作指導，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考核

學生線上課程及專題研究學分等。 

本條文無修正。 

六 

行政支援及導師配置 

本方案學生之導師由學習輔導小組中之

主責教師擔任。清華學院學士班聘任專

案助理一位負責行政業務，並作為聯絡

窗口；並得安排教師一位擔任方案之總

導師/執行長協助主任綜理方案相關事

務。 

六 

行政支援及導師配置 

本方案學生之導師由學習輔導小組中之

主責教師擔任。清華學院學士班聘任專

案助理一位負責行政業務，並作為聯絡

窗口；並得安排教師一位擔任方案之總

導師/執行長協助主任綜理方案相關事

務。 

本條文無修正。 

七 

本方案之學生，修業內容可包括校定必

修、一般課程、專題課程三大區塊。 

本方案學生之跨校修課依本校相關規定

申請抵免。 

除校定必修學分外，其餘之教育部訂定

最低畢業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 

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須同時滿足下列規定

方符合畢業資格： 

七 

本方案之學生，修業內容可包括校定必

修、一般課程、專題課程三大區塊。 

本方案學生之跨校修課依本校相關規定

申請抵免。 

除校定必修學分外，其餘之教育部訂定

最低畢業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 

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須同時滿足下列規定

方符合畢業資格： 

本條文無修正。 

七、（一） 

須出席每學期末之學習審議小組會議，

報告當學期之學習成果，並經學習審議

小組審定。若無故不到者或不按學習審

議小組決議修改者，則視為自動放棄實

驗教育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七、（一） 

須出席每學期末之學習審議小組會議，

報告當學期之學習成果，並經學習審議

小組審定。若無故不到者或不按學習審

議小組決議修改者，則視為自動放棄實

驗教育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本項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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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二） 

須修足校定必修學分，及學分總數不得

少於教育部訂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七、（二） 

須修足校定必修學分，及學分總數不得

少於教育部訂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本項無修正。 

七、（三） 

完成學習審議小組核定之修課課程。 

七、（三） 

完成學習審議小組核定之修課課程。 

本項無修正。 

七、（四） 

本方案之學生必須於每個學期末學習審

議小組會議時繳交該學期專題研究課程

書面報告，並由主責老師評論並簽名。

若未繳交，視同該專題研究課程未通過。 

七、（四） 

本方案之學生必須於每個學期末學習審

議小組會議時繳交該學期專題研究課程

書面報告，並由主責老師評論並簽名。

若未繳交，視同該專題研究課程未通過。 

本項無修正。 

七、（五） 

本方案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 2 年屆滿，

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有規

定者除外。 

七、（五） 

完成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學分數由學習

審議小組審定之。 

將七、（五）調整至七、（八），

新增：「畢業專題成績由全

體學習審議小組委員及主

責老師共同評定。」 

七、（六） 

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每位學生以一次

為原則，不得晚於大二大三下學期加退

選截止日(經學習審議小組主席審核同

意申請之個案，不得申請大修)，收件後

送當學期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七、（六） 

必要時學生須自行籌辦校內外公開之畢

業成果發表展（會），並需有專業領域人

士（教師、業師等）蒞場講評。 

刪除（六）。 

七、（七） 

學生申請大幅修正如未通過，且學生亦

不願維持原修業規劃致無法完成學習，

須放棄修習本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七、（七） 

畢業前須繳交畢業專題成果或作品集，

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留存。 

將七、（七）調整至七、（十）。 

七、（八） 

完成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學分數由學習

審議小組審定之。，畢業專題成績由全

體學習審議小組委員及主責老師共同評

定。 

七、（八） 

本方案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 2 年屆滿，

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有規

定者除外。 

將七、（八）調整至七、（五）。 

七、（九）(新增) 

畢業專題之形式不定，可以學士論文發

表、總成果展等方式呈現，須於畢業前

一個學期送畢業前審議小組會議討論定

案。原則上以公開發表呈現，若畢業專

題內容涉及隱私、機密等，可以個案申

請不公開發表。 

七、（九） 

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每位學生以一次

為原則，不得晚於大二下學期(經學習審

議小組主席審核同意申請之個案，不得

申請大修)，收件後送當學期學習審議小

組會議審議。 

將七、（九）調整至七、（六），

並將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

期限調整至大三下學期加

退選截止日。 

新增七、（九）說明畢業專題

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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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十） 

畢業前須繳交畢業專題成果或作品集，

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留存。 

七、（十） 

學生於修業期限如欲變更主責教師，此

學習計畫書視同大修。 

刪除本項，視實際執行狀況

送學習審議小組審核。 

 七、（十一） 

學生申請大幅修正如未通過，且學生亦

不願維持原修業規劃致無法完成學習，

須放棄修習本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將七、（十一）調整至七、

（七）。 

八 

學位授予 

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

其餘學分半數以上屬理工生醫類領域，

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學士(B.S.)；半數以上

屬人社法商教育藝術類領域，授予清華

學院文學學士(B.A.)。課程及專題學分

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核，完成畢業規定

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

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清華

學院院長核准。 

八 

學位授予 

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

其餘學分半數以上屬理工生醫類領域，

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學士(B.S.)；半數以上

屬人社法商教育藝術類領域，授予清華

學院文學學士(B.A.)。 

擬更改學位授予相關規定。 

九 

放棄修習 

本方案學生若欲放棄修習，應填寫放棄

修讀申請表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並

經學習審議小組同意後生效。放棄修業

後，其已修及格之科目，由學生所屬學

系認定得否採計為應修之畢業學分。 

九 

放棄修習 

本方案學生若欲放棄修習，應填寫放棄

修讀申請表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並

經學習審議小組同意後生效。放棄修業

後，其已修及格之科目，由學生所屬學

系認定得否採計為應修之畢業學分。 

本條文無修正。 

十 

本須知細則經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

組行政會議修擬訂，送實驗教育方案學

習審議小組會議討論通過，由清華學院

學士班簽陳院長核定後實施；本須知細

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十 

本須知經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

議修訂，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陳院長核

定後實施；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教育部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將「修業須知」改為「修業

細則」。 

2.將修訂流程修改經實驗教

育方案行政會議擬訂，送實

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

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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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修正後全條文) 

107 年 7 月 10 日清華學院院長核定 

108 年 4 月 29 日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修訂 

108 年 6 月 5 日清華學院院長核定 

109 年 01 月 09 日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議修訂 

109 年 09 月 10 日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修訂 

簽陳清華學院院長流程進行中 

 

一、為協助實驗教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學生之申請、修課等，以發揮其獨立自主

特質及潛能，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申請及修業細則」（以

下簡稱本細則）。 

二、清華學院學士班為執行本方案主責單位，綜理相關行政及學生輔導事務。 

三、實驗教育方案之申請 

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部總人數 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則，於

入學後第 2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由各學院（含清華學院）推薦，或由學生自行向

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如有特殊情況者，學生得檢具說明，個案送學習審議小組主

席審核後申請之。 

每一申請案須包含： 

（一）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申請表 

（二）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學習計畫書 

學生申請實驗教育方案以一次為原則。 

四、學習審議小組 

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主席，召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任為

執行秘書。學習審議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負責審核人選、學生修業規劃、

學分採計原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位授予等相關事宜。 

學習成果評估： 

學生每學期末須向學習審議小組提交學習成果報告及該學期專題課程書面報告，並

經學習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下一階段之進行。 

五、學習輔導小組 

本方案學生，因應其學習需求組成學習輔導小組，成員至多五位： 

（一）主責教師一位，須為實驗教育學生學習領域之校內專任教師。 

（二）與學習領域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含業師）二至四位。 

主責教師主要負責本方案學生之在校修業成果，並督導學生依據學習審議小組決議

之課程規劃修業，並應定期召集學習輔導小組成員協同合作指導，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考核學生線上課程及專題研究學分等。 

六、行政支援及導師配置 

本方案學生之導師由學習輔導小組中之主責教師擔任。清華學院學士班聘任專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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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位負責行政業務，並作為聯絡窗口；並得安排教師一位擔任方案之總導師/執

行長協助主任綜理方案相關事務。 

七、修課及畢業規定 

本方案之學生，修業內容可包括校定必修、一般課程、專題課程三大區塊。 

本方案學生之跨校修課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抵免。 

除校定必修學分外，其餘之教育部訂定最低畢業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 

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須同時滿足下列規定方符合畢業資格： 

（一）須出席每學期末之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報告當學期之學習成果，並經學習審

議小組審定。若無故不到者或不按學習審議小組決議修改者，則視為自動放

棄實驗教育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二）須修足校定必修學分，及學分總數不得少於教育部訂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完成學習審議小組核定之修課課程。 

（四）本方案之學生必須於每個學期末學習審議小組會議時繳交該學期專題研究課

程書面報告，並由主責老師評論並簽名。若未繳交，視同該專題研究課程未

通過。 

（五）本方案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 2年屆滿，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

有規定者除外。 

（六）學習計畫書大幅修正，每位學生以一次為原則，不得晚於大三下學期加退選

截止日(經學習審議小組主席審核同意申請之個案，不得申請大修)，收件後

送當學期學習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七）學生申請大幅修正如未通過，且學生亦不願維持原修業規劃致無法完成學

習，須放棄修習本方案，回歸其所屬學系。 

（八）完成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定之，畢業專題成績由全

體學習審議小組委員及主責老師共同評定。 

（九）畢業專題之形式不定，可以學士論文發表、總成果展等方式呈現，須於畢業

前一個學期送畢業前審議小組會議討論定案。原則上以公開發表呈現，若畢

業專題內容涉及隱私、機密等，可以個案申請不公開發表。 

（十）畢業前須繳交畢業專題成果或作品集，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留存。 

八、學位授予 

本方案學生畢業，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小組審

核，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

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 

九、放棄修習 

本方案學生若欲放棄修習，應填寫放棄修讀申請表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並經學

習審議小組同意後生效。放棄修業後，其已修及格之科目，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得

否採計為應修之畢業學分。 

十、本細則經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擬訂，送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審議小組會議討論通

過，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陳院長核定後實施；本細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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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次清華學院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0月 16日(週五)上午 10: 30 

地點：教育館 2 樓 225 室 

主席：戴念華副校長/院長 

出席人員：(應出席 25 人，實際出席 17 人) 

焦傳金教務長/副院長、王俊程學務長/副院長、林福仁執行副院長(請假) 

翁曉玲主任、邱文信主任、王聖惟主任、邱誌勇主任(賴小秋代理)、蔡英俊主任、王俊程執行長、

吳志明主任、陳淑娟主任(林書瑜代理)、董瑞安院長(請假)、林昭安副院長(請假)、韓永楷主任(請假)、

蔡易州主任、莊永仁教授(請假)、周嗣文教授、蕭銘芚副院長(請假)、王俊秀教授(請假)、黃郁棻

主任(吳劍侯教授代理)、王淳民副院長(江天健教授代理)、謝小芩教授、李大麟教授、蔡宜津同學(科

管學士班)、蔡濶光同學(資工，請假) 

壹、報告事項: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擬變更畢業授予學位，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清華學院學士班 

說明：吳志明主任 

決議：補充後通過 

1.請將本次院務會議討論委員們的相關建議補充，送教務會議討論時一併提出說明。 

2.事先準備幾個目前正在修習「實驗教育方案」同學，以各自修習教育方案的課程來說

明給教務會議成員們瞭解。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 12 時 

 



清華學院清華學院學士班
 

主旨：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
案，簽請 核示。

說明：
一、學士班自107學年度起承辦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

案」，提供具備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特質、跨域創新動機
的學生修習，迄今已招收三屆共27位同學。

二、清華學院實驗教育方案—清華跨域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學位
授予業經107年6月19日臺教高(二)字第1070076833號函號
備查，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士（B.S.）或文學士（B.A.）在
案。

三、為考量學生修課之跨域性及多元性修訂本學士班實驗教育
方案學生修業細則，並依據其規定授予學位名稱。

四、學生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其餘課程及專題學分數經學習
審議小組審核，完成畢業規定後，依其學習領域授予本校
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由清華學院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
長核准。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變更授予學位
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附件一。

五、本案業經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行政會議及清華學院院務會
議通過紀錄詳附件二、三

擬辦：
一、本案奉核後，將送109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進行審議。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於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
施。

 

會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決行層級：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清華學院 清華學院學士班 研究助理 葉子寗 109/10/16 18:09:48(承
辦) : 

－－－－－－－－－－－－－－－－－－－－－－－－－－－－－－
 2.清華學院 清華學院學士班 班主任 吳志明 109/10/19 10:34:37(核示)
: 

－－－－－－－－－－－－－－－－－－－－－－－－－－－－－－
 3.清華學院  執行副院長 林福仁 109/10/23 13:42:31(核示) : 

－－－－－－－－－－－－－－－－－－－－－－－－－－－－－－
 4.教務處 註冊組 組員 周佳虹 109/10/27 07:47:20(會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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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務處 註冊組 組長 卓玟琪 109/10/27 17:22:57(會辦) : 

－－－－－－－－－－－－－－－－－－－－－－－－－－－－－－
 6.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組員 洪惠瑜 109/10/28 10:01:25(會辦) : 

擬請逕送教務會議審議。

－－－－－－－－－－－－－－－－－－－－－－－－－－－－－－
 7.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副管理師 林嘉怡 109/10/28 11:53:41(會辦) : 

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前，請完成附件一/參考資料「清華學院學士班實驗

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修訂程序，俾以完整附件供教務會議委

員參酌。

－－－－－－－－－－－－－－－－－－－－－－－－－－－－－－
 8.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組長 許淑美 109/10/28 13:46:40(會辦) : 

－－－－－－－－－－－－－－－－－－－－－－－－－－－－－－
 9.教務處  教務長 焦傳金 109/10/28 19:20:47(決行) : 

如擬(代為決行)
－－－－－－－－－－－－－－－－－－－－－－－－－－－－－－
10.清華學院 清華學院學士班 研究助理 葉子寗 109/11/02 08:14:11(承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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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 

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9年 9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30分                    紀錄：余佳玟 

貳、地點：南大校區教學大樓 3樓中廊空間 

參、主席：陳主任珠櫻                         

肆、出席委員： 院長許素朱教授（請假）、院學士班邱誌勇教授、院學士班游創文助理教授、院學

士班曹存慧助理教授、通識教育中心黃致傑助理教授、院學士班劉士達講師 

學生代表： 大二班代表 陳芷羚同學 

               大一班代表 楊子慕同學 

伍、主席報告：（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班授予學位之中文、英文名稱，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現行規定，本班屬於新增設系所，依校規定需檢附增設申請表、學位授予說明及課程規

劃等資料，暨系所及所屬學院相關會議記錄，最遲於學生畢業前 1 學年送教務會議審議

（現已超過時間，教務處已於 8 月份通知需盡快完成）。提案單位應於教務會議開會前 2

週完成簽核，加會註冊組及綜教組後始得排入議程審議。 

二、本學期擬定提送時程規劃如附表： 

工作日期 工作事項 說明 

9月 
9月擇期召開 班務會議  

9月 30日(三)前 提案送院教評  

10月 

10月 7日(三) 109-1院務會議 
本學期提會 

院必送時間點 

10上旬 前兩周完成簽核  

10月 22日(四) 109-1教務會議 建議送教務會議/時間點 A 

11月 11月下旬 前兩周完成簽核  

12月 
12月 23日 109-2院務會議 此時送院得等下學期 

12月 24日(四) 109-2教務會議 建議送教務會議/時間點 B 

 

  



三、 經查本班業於 107 學年度檢送教育部提報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為（附件 1） 

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全稱：Bachelor of Science and Art 

英文縮寫：B. S. in Art 

四、教育部業於 108 年 9 月 9 日函覆（附件 2）說明四，摘要如下：學位名稱以廣泛為佳，亦

應符合國際習慣與趨勢，以利學生畢業後出國深造或就業，有關「藝術學院學士班」授予

學位之中文、英文名稱為「科技藝術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and Art）」，建請依本部「大

學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專班授予學位中文、英文名稱參考手冊」調整。 

五、承上，說明五略以：依據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8 日號令…學位名稱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

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免報部備查。惟有關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

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需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並報部備查。 

六、本校業於 109 年 4 月 20 日函文各教學單位「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

稱辦理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明定：學士班及研究生學位證書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

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依教育部頒相關規定，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議審

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參見附件 3。 

七、本班已規定業於 109 年 5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班務會議，綜合評估本班

課程內容、學系發展走向及所屬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勢，經師生充分交換意見，

決議提送院務會議本班受予學位中英文名稱為： 

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全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英文縮寫：B.F.A. in Science 

八、承上，本案經 109 年 5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 

1. 關於學士班名稱使用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英文縮寫：B.F.A. in Science），有

委員提出藝術與設計學系是 B.F.A.，建議學士班是否重新考量用 B.A.（Bachelor of Arts 

in Science），讓藝術學院能朝多元方向發展；另有委員建議學士班需再開會討論；學士

班同學代表表示目前學士班兩個班級同學尚未全部知道學位名稱之訂定。 

2. 本案緩議，待學士班再次討論並與兩班同學確認後再議。 

九、檢附本班擬申請增設案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及學位授予說明及課程規劃（附件 4），

提請委員綜合卓參本班發展方向、課程內容及修課性質所屬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

勢，進行提案審議。 

擬  辦：本案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再次審議。 

決 議： 

一、綜合評估本班課程內容、學系發展走向與所屬學術領域、未來直升研究所屬性銜接及國

際習慣與趨勢，經與會師生充分交換意見，決議維持原中文全稱，修改英文全稱與縮寫

務期與本班隸屬藝術學院名實相符，且中英對應。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為 

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全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縮寫：B.F.A. in Sc & T 

 

案由二：（略） 

案由三：（略） 

案由四：（略） 

案由五：（略） 

案由六：（略） 

案由七：（略）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3時 15分。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09 年 9 月 30 日(三)13：30 

地點：南大校區 行政大樓 2 樓 第一會議室 

主席：戴念華副校長代理院長                        記錄：吳淑宜 

出席委員：蕭銘芚教授、張芳宇教授、陳珠櫻教授、吳宇棠教授、高榮禧副教授、張晴文助理教

授、程瓊瑩副教授、鄭哲男副教授、陳孟亨副教授、邱誌勇教授、曹存慧助理教授 

請假委員：江怡瑩教授、張覺文副教授、游創文助理教授、黃致傑助理教授 

列席人員: 顧珈瑜、謝仁堃、陳芷羚、王靜怡、黃煜圩、余佳玟、李孟懿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略） 

參、 臨時動議: 

動議一：有關本院學士班學位授予中英文名稱，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院學士班)。 

說  明： 

    一、依據院學士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決議辦理(附件一)。 

    二、院學士班 107 學年度成立於藝術學院，為科技藝術跨域「學士班」，屬新增設系所，擬依教

育部暨本校規定需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院學士班卓參教育部「大學各系所(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暨本校「各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辦理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附件二），綜合評估班

內課程內容（實務創作與理論並重）、學系發展走向（未來將成立科技藝術研究所）、所屬

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勢，經師生充分交換意見，決議提送學士班授予學位中英文名

稱為： 



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全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縮寫：B.F.A. in Sc & T 

    四、檢附本班擬申請增設案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及學位授予說明及課程規劃（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動議二：（略） 

肆、散會:109 年 09 月 30 日(三) 15 時 00 分。 



藝術學院藝術學院學士班
 

主旨：為本班增設案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擬提教務會議審議
案，簽請核示。

說明：
一、本班自107學年度成立招收學生，以科技藝術及跨領域為

發展取向，屬新增設系所，依「國立清華大學各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辦理時程及相關注意事
項」規定需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議審議並
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承上，綜合評估本班課程內容（實務創作與理論並重）、
學系發展走向、所屬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勢，經師
生充分交換意見，決議提送本班受予學位中英文名稱為：

(一)中文全稱：科技藝術學士。
(二)英文全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三)英文縮寫：B.F.A. in Sc & T。

三、本案業經109年9月21日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班務會議
通過、109年9月30日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會議紀錄如核參資料1、2），增設案申請表、學
位授予說明及課程規劃如核參資料3，擬依程序簽請提送
教務會議審議。

擬辦：奉核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會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決行層級：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學士班 研究助理 余佳玟 109/10/07 22:05:44(承
辦) : 

－－－－－－－－－－－－－－－－－－－－－－－－－－－－－－
 2.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學士班 班主任 陳珠櫻 109/10/08 07:18:36(核示)
: 

－－－－－－－－－－－－－－－－－－－－－－－－－－－－－－
 3.藝術學院  秘書 吳淑宜 109/10/08 19:27:54(核示) : 

－－－－－－－－－－－－－－－－－－－－－－－－－－－－－－
 4.藝術學院  代理院長 戴念華 109/10/13 17:59:23(核示) : 

－－－－－－－－－－－－－－－－－－－－－－－－－－－－－－
 5.藝術學院  秘書 吳淑宜 109/10/14 08:11:52(核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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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務處 註冊組 組員 王明月 109/10/14 09:34:34(會辦) : 

－－－－－－－－－－－－－－－－－－－－－－－－－－－－－－
 7.教務處 註冊組 組長 卓玟琪 109/10/14 17:45:02(會辦) : 

－－－－－－－－－－－－－－－－－－－－－－－－－－－－－－
 8.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組員 洪惠瑜 109/10/15 11:53:23(會辦) : 

奉核後請該學士班循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
 9.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組長 許淑美 109/10/15 15:18:23(會辦) : 

－－－－－－－－－－－－－－－－－－－－－－－－－－－－－－
10.教務處  教務長 焦傳金 109/10/15 23:17:00(決行) : 

如擬(代為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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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 

學位授予說明 

擬申請學位授予 

中文名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名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F.A. in Sc & T）  

 

學位名稱背景說明： 

「科技藝術（TechArt）」是當代藝術的新形式創作也是國際藝術發展的重要趨勢，包含互動

藝術、電腦動畫、電腦音像藝術、數位表演、混合藝術、數位社群、網路藝術、創客藝術、

生物藝術…等。在當代數位美學與數位藝術的基礎下，我們結合創新科技，如各種互動感測

技術、虛擬/擴增/混合實境、物聯網、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人工生命、基因工程…，把

「科技「與「藝術」結合視為「專業領域」在清華做跨域研究創作人才培育。 

 

國立清華大學在 2016 年 11月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增設了以培養優秀藝術、設計、

音樂人才為宗旨的「藝術學院」，前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目前藝

術學院設有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設計組、碩士班及在職專班）、音樂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及在職專班），專任教師 25位（藝術與設計學系 14位、音樂學系 11位），院以培養

優秀美術設計與音樂人才為宗旨，在多元的師資培育激盪下，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藝術家和設

計新銳，並屢獲國內外大獎，展現出令人矚目的創作能量，受相關產業矚目與青睞。 

 

本學院 107學年度成立藝術學院〝科技藝術〞跨域「學士班」， 因應未來科技的發展趨勢，

新形式的科技與藝術結合之創作如雨後春筍，清華大學的是國內科學與科技頂尖學府，對藝

術學院發展「科技藝術」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將創造新的「科技

藝術跨域 DNA」、以及「科技藝術跨域的新文化」。 

 

目前開課方向包含互動藝術、電腦音樂、仿生動力藝術、網路藝術、VR/AR/MR、物聯網、人

工智慧、大數據、生物藝術、人工生命藝術等，旨在培育臺灣科技藝術跨域之專業創作與研

究人才。 

故此，本班畢業學生「授予學位」名稱，考量整體目標發展與課程設計規劃（實務創作與理

論並重）與修課性質所屬領域（參見如下方表列修業總學分表），擬採用「科技藝術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F.A. in Sc & T）務期名實相符，

同時符合國際習慣與趨勢，以利學生畢業出國深造與就業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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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學士班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 考試者，得免修選讀

英文 2學分。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修

習 1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學分。 

選修科目 8-12 自然科學領域或社會科學領域至少各 2學分。 

合  計 20  

體育 0 1至 3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院定必修 

(2 學分 ) 
藝術專題講座 2 院共同必修課程，共 2學分。 

院定選修 

(4 學分 ) 

視覺藝術概論 2 
院共同選修課程，3選 2，共 4學分。 音樂藝術概論 2 

科技藝術概論 2 

院 

學 

士 

班 

必 

修 

︵ 

41 

學 

分 

︶ 

網頁創意設計 3  

大一學士班基礎必修課程，共 18 學分。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數位美學 3  

數位自造  3 

數位影像創作  3 

微電子互動創作   3 

微電腦互動創作  3  

大二學士班進階必修課程，共 15 學分。 

音像藝術創作 3  

全景影像 3  

互動影像程式設計   3 

虛擬實境  3 

科技藝術實習 2 大三學士班實習必修課程，共 2 學分。 

畢業製作一 3  
大四畢業製作必修課程，共 6學分。 

畢業製作二  3 

核 

心 

選 

修 

︵ 

15 

學 

分 

︶ 

選 

修 

︵ 

9 

學

分 

︶ 

數位平面創作與設計 3  

大一、二核心選修課程 

 

註:「遊戲程式設計」為資工系課程，開課代碼

CS550300。 

動力裝置藝術 3  

生物藝術概論 3  

生物科技與藝術  3 

遊戲程式設計 3  

移動通訊程式設計   3 

資訊哲學  3 

人工生命 3  
大三、四核心選修課程 

人工智慧 3  

仿生藝術專題 3  

專題課程： 

 

大三核心選修專題課程，任選 2 門專題，共 6學

分。 

互動科技與藝術專題 3  

生物科技與藝術專題 3  

創新科技專題  3 

人工生命與藝術專題  3 

虛擬實境與藝術專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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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專 

業 

選 

修 

 

或 

 

其 

他 

系 

第 

二 

專 

長 

︵ 

26 

∣

33 

學 

分 
︶ 

專 

業 

選 

修 

︵ 

26 

學 

分 
︶ 

科 

技 

藝 

術 

美 

學 

＆ 

創 

新 

科 

技 

課 

程 

繪圖程式設計與應用 3 

藝術學院學士班選修課程 

 

註:「繪圖程式設計與應用」為資工系課程，開課代

碼 CS550700。 

生物藝術虛實研究 3 

科技文化研究 3 

虛幻引擎 3 

人機互動創新科技設計 3 

互動建築 3 

專業科目 3-9  選修科號為 JITA者 

資料結構 3 

電機資訊課程  

軟體設計與實驗  3 

多媒體技術概論  3 

機器學習概論 3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第 

二 

專 

長 

選 

修 

︵ 

26 

｜ 

33 

學 

分 
︶ 

其他系所第二專長 26-33 

本校各院(含本院)各系所提供之專業進階學程，擇一修

畢。 

學分數隨各系學程而異，每學年公佈於教務處網站。各

學程如有相同課程可擇一選修。 

其餘選修(3-10學分) 3-10 建議選修「邏輯思考與運算」相關課程 

最低畢業總學分 128  

備註  中五學制學生畢業總學分應另增加 12學分，詳細內容請洽詢本院學士班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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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 

學位授予說明 

擬申請學位授予 

中文名稱：科技藝術學士 

英文名稱：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F.A. in Sc & T）  

 

學位名稱背景說明： 

「科技藝術（TechArt）」是當代藝術的新形式創作也是國際藝術發展的重要趨勢，包含互動

藝術、電腦動畫、電腦音像藝術、數位表演、混合藝術、數位社群、網路藝術、創客藝術、

生物藝術…等。在當代數位美學與數位藝術的基礎下，我們結合創新科技，如各種互動感測

技術、虛擬/擴增/混合實境、物聯網、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人工生命、基因工程…，把

「科技「與「藝術」結合視為「專業領域」在清華做跨域研究創作人才培育。 

 

國立清華大學在 2016 年 11月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增設了以培養優秀藝術、設計、

音樂人才為宗旨的「藝術學院」，前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目前藝

術學院設有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設計組、碩士班及在職專班）、音樂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及在職專班），專任教師 25位（藝術與設計學系 14位、音樂學系 11位），院以培養

優秀美術設計與音樂人才為宗旨，在多元的師資培育激盪下，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藝術家和設

計新銳，並屢獲國內外大獎，展現出令人矚目的創作能量，受相關產業矚目與青睞。 

 

本學院 107學年度成立藝術學院〝科技藝術〞跨域「學士班」， 因應未來科技的發展趨勢，

新形式的科技與藝術結合之創作如雨後春筍，清華大學的是國內科學與科技頂尖學府，對藝

術學院發展「科技藝術」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將創造新的「科技

藝術跨域 DNA」、以及「科技藝術跨域的新文化」。 

 

目前開課方向包含互動藝術、電腦音樂、仿生動力藝術、網路藝術、VR/AR/MR、物聯網、人

工智慧、大數據、生物藝術、人工生命藝術等，旨在培育臺灣科技藝術跨域之專業創作與研

究人才。 

故此，本班畢業學生「授予學位」名稱，考量整體目標發展與課程設計規劃（實務創作與理

論並重）與修課性質所屬領域（參見如下方表列修業總學分表），擬採用「科技藝術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F.A. in Sc & T）務期名實相符，

同時符合國際習慣與趨勢，以利學生畢業出國深造與就業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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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學士班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 考試者，得免修選讀

英文 2學分。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8-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至少修

習 1門課程，核心通識總學分數須修滿足 8-12學分。 

選修科目 8-12 自然科學領域或社會科學領域至少各 2學分。 

合  計 20  

體育 0 1至 3年級必修 

服務學習 0 畢業前必修 60小時。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院定必修 

(2 學分 ) 
藝術專題講座 2 院共同必修課程，共 2學分。 

院定選修 

(4 學分 ) 

視覺藝術概論 2 
院共同選修課程，3選 2，共 4學分。 音樂藝術概論 2 

科技藝術概論 2 

院 

學 

士 

班 

必 

修 

︵ 

41 

學 

分 

︶ 

網頁創意設計 3  

大一學士班基礎必修課程，共 18 學分。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數位美學 3  

數位自造  3 

數位影像創作  3 

微電子互動創作   3 

微電腦互動創作  3  

大二學士班進階必修課程，共 15 學分。 

音像藝術創作 3  

全景影像 3  

互動影像程式設計   3 

虛擬實境  3 

科技藝術實習 2 大三學士班實習必修課程，共 2 學分。 

畢業製作一 3  
大四畢業製作必修課程，共 6學分。 

畢業製作二  3 

核 

心 

選 

修 

︵ 

15 

學 

分 

︶ 

選 

修 

︵ 

9 

學

分 

︶ 

數位平面創作與設計 3  

大一、二核心選修課程 

 

註:「遊戲程式設計」為資工系課程，開課代碼

CS550300。 

動力裝置藝術 3  

生物藝術概論 3  

生物科技與藝術  3 

遊戲程式設計 3  

移動通訊程式設計   3 

資訊哲學  3 

人工生命 3  
大三、四核心選修課程 

人工智慧 3  

仿生藝術專題 3  

專題課程： 

 

大三核心選修專題課程，任選 2 門專題，共 6學

分。 

互動科技與藝術專題 3  

生物科技與藝術專題 3  

創新科技專題  3 

人工生命與藝術專題  3 

虛擬實境與藝術專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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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專 

業 

選 

修 

 

或 

 

其 

他 

系 

第 

二 

專 

長 

︵ 

26 

∣

33 

學 

分 
︶ 

專 

業 

選 

修 

︵ 

26 

學 

分 
︶ 

科 

技 

藝 

術 

美 

學 

＆ 

創 

新 

科 

技 

課 

程 

繪圖程式設計與應用 3 

藝術學院學士班選修課程 

 

註:「繪圖程式設計與應用」為資工系課程，開課代

碼 CS550700。 

生物藝術虛實研究 3 

科技文化研究 3 

虛幻引擎 3 

人機互動創新科技設計 3 

互動建築 3 

專業科目 3-9  選修科號為 JITA者 

資料結構 3 

電機資訊課程  

軟體設計與實驗  3 

多媒體技術概論  3 

機器學習概論 3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料庫系統概論  3 

第 

二 

專 

長 

選 

修 

︵ 

26 

｜ 

33 

學 

分 
︶ 

其他系所第二專長 26-33 

本校各院(含本院)各系所提供之專業進階學程，擇一修

畢。 

學分數隨各系學程而異，每學年公佈於教務處網站。各

學程如有相同課程可擇一選修。 

其餘選修(3-10學分) 3-10 建議選修「邏輯思考與運算」相關課程 

最低畢業總學分 128  

備註  中五學制學生畢業總學分應另增加 12學分，詳細內容請洽詢本院學士班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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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修正理由 

 
一、 就「族語文溝通能力」修正備註說明：必備至少 8 學分。 

1.包括「聽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2.「族語寫作」、「族語翻譯」課程擇一修習。  

二、 「語言學知識」類別課程，新增一門「○○族語概論」必修課程，讓

學生對族語語言結構有更充分的認識。 
三、 其次，依教育部修正課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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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課程修正對照表 

課程類

別/ 
最低學

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族語文 

溝通能

力/ 

8 

族語聽力、族語聽

力訓練、族語會

話、族語口語表

達、族語閱讀、族

語閱讀指導、族語

寫作、族語翻譯與

寫作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必)、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必)、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2/必)、族

語寫作(3/必)、族語翻譯(3/必) 

增加備註說明：必備至少 8 學分。 
1.包括「聽說讀寫」四層面，或族

語 (一)至(四)。 
2.「族語寫作」、「族語翻譯」課程擇

一修習。 

 

語言學

知識/6 

語言學通論、族語

概論 
語言學通論(3/必)、臺灣原住民

族語言概論(2/必) 

1. 新增一門「○○族語概論(3/必)」
必修課程 

2. 同步修正備註說明：必備至少 4
學分。「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

論」、「○○族語概論」擇一修

習。 

「語言學知識」類別課程，新

增一門「○○族語概論」必修課

程，讓學生對族語語言結構有

更充分的認識。 

說明欄

位 

 1. 適用修習對象：109 學年度

起取得資格之師資生，108
學年度(含)以前之師資生得適

用之。 
2. 本表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至

1. 適用修習對象：109 學年度起取

得資格之師資生，108 學年度

(含)以前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2. 本表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含必備至少 18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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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

別/ 
最低學

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少 24 學分（包含必備至少

18 學分）。 
3. 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原住

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

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

24 學分外，並應取得國小

「教育專業課程」之「族語

文教材教法」或其相似科目

至少 2 學分。 
4.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

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

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辦理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

驗，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

明。 
5.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高級以上證書者，得抵免族

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

6 學分。 
6. 具族語教學年資（5 年以上

分）。 
3. 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原住民

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

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 24 學分

外，並應取得國小「教育專業

課程」之「族語文教材教法」

或其相似科目至少 2 學分。 
4.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

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辦理之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取得高級

以上之能力證明。 
5.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測驗之高級以上證書

者，得抵免族語文溝通能力課

程類別至多 6 學分。 
6. 具族語教學年資（5 年以上

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

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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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

別/ 
最低學

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

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至

多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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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 號函同意核定 

 
加註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24 
(包含必備至少 18 學分) 

適合規劃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課程名稱 

備註 

族語文溝通能力 8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必) 必備至少 8 學分。 
1.包括「聽說讀寫」

四層面，或族語(一)
至(四)。 
2.「族語寫作」、「族

語翻譯」課程擇一修

習。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必)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必) 

族語寫作(3/必)、族語翻譯(3/

必) 

語言學知識 6 

語言學通論(3/必) 必備至少 4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概論」、「○○族語概

論」擇一修習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2/
必)、○○族語概論(3/必)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3/選)、

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3/選)、

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3/

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

語言田野調查(3/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  

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 (3/

選)、族語方言差(3/選) 
 

民族文化與文學 6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必)、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2/
必) 

必備至少 4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概論」、「台灣南島社

會與文化」擇一修

習。 
原住民族教育(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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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2/選)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3/選)  

本土語言繪本製作(2/選)  

台灣原住民專題(3/選)、台灣

原住民族研究(2/選)  

族語教學 4 

語音教學(3/必) 必備至少 2 學分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
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語言習得(3/選) 
語言教學綜論(3/選)、語言教

學理論專題(3/選)、臺灣母語

教學專題研究(3/選)、原住民

族語教學(3/選) 
說                     明 

1、 適用修習對象：109 學年度起取得資格之師資生，108 學年度(含)以前之師資生得

適用之。 
2、 本表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含必備至少 18 學分）。 
3、 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

少 24 學分外，並應取得國小「教育專業課程」之「族語文教材教法」或其相似

科目至少 2 學分。 
4、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辦理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5、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高

級以上證書者，得抵免族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 6 學分。 
6、 具族語教學年資（5 年以上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

別至多 4 學分。 
 



109年12月4日

109-0002-EA13-3-1B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專長」
 

【※補正】
 

適用對象：適用於109學年度起取得資格之師資生，108學年度

(含)以前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
，請將本資料連同其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規劃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未符合

□ 既有群科上傳至少一筆培育佐證資料，且通過審核：未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24學分，實際：24學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1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族語文溝通能力 之下開設至少 8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2學分)

■ --參考科目如族語聽力、族語聽力訓... 規劃必備至少 8 學分：已符合

■ 語言學知識 之下開設至少 6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1學分)

■ --參考科目如語言學通論、族語概論... 規劃必備至少 4 學分：已符合

■ 民族文化與文學 之下開設至少 6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8學分)

■ --參考科目如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規劃必備至少 4 學分：已符合

■ 族語教學 之下開設至少 4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27學分)

■ --參考科目如族語語音教學...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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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領域專長名稱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24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88

本校規劃之學系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備 備註

族語文
溝通能
力

族語文
溝通能
力

8 12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 必備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 必備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 必備

族語寫作 3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兩
門課程擇一修習。

族語翻譯 3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兩
門課程擇一修習。

語言學
知識

語言學
知識

6 31 語言學通論 3 必備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2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
論」、「○○族語概論
」擇一修習

○○族語概論 3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
論」、「○○族語概論
」擇一修習。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3 選備

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 3 選備

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 3 選備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2 選備

語言田野調查 3 選備

語言分析專題 3 選備

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 3 選備

族語方言差 3 選備

民族文
化與文
學

民族文
化與文
學

6 18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2 必備(如
補充說明
)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原住民族教育 2 必備

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2 選備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3 選備

本土語言繪本製作 2 選備

台灣原住民專題 3 選備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2 選備

族語教
學

族語教
學

4 27 語音教學 3 必備

詞彙教學 3 選備

語法教學 3 選備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3 選備

語言習得 3 選備

語言教學綜論 3 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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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適用修習對象：109學年度起取得資格之師資生，108學年度(含)以前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2、本表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至少24學分（包含必備至少18學分）。

3、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24學分外，並應

取得國小「教育專業課程」之「族語文教材教法」或其相似科目至少2學分。

4、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03年01月01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測驗，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5、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03年01月01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高級以上證書者，得抵免

族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6學分。

6、具族語教學年資（5年以上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4學分。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本次課程規劃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國民小學加註原住民族語文專長規定，共分四類原住民族語文專長科目

，合計24學分；包含語言學知識6學分、族語文溝通能力8學分、原住民族文化與文學6學分、以及族語

教學4學分。臺語所在語言學知識、族語教學上可以提供充足課程，以及部分文化文學課程，人類所及

台文所在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領域的教師群鼎力相助，加深本課程在原住民族文化與歷史的專業訓練。

另外規劃原住民族語文溝通能力課程與文化必修課，由臺語所教師在大學部開設學士班課程，未來將進

一步整合為原住民族語文學分學程，提供大學部學生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師培學生選修。

族語文溝通培訓課程開設，以臺語所現有師資以及歷年培育的博碩士人才為主。原住民族語文溝通能力

與文化等必選修課程，由葉美利教授帶領素伊．多夕博士生（泰雅語）、蘇美娟博士生（泰雅語，桃山

國小校長）、高清菊博士候選人（賽夏語，苗栗東河國小校長）、錢玉章碩士（泰雅語）與風貴芳碩士

（賽夏語）等人開設，並邀請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民小學徐榮春校長開授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既有之語

言教學和語言學知識則由所內所有專任教師共同開設。

必備至少8學分。

1.包括「聽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2.「族語寫作」、「族語翻譯」課程擇一修習。

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3 選備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3 選備

原住民族語教學 3 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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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環境教育* 1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本土教育 14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族語寫作、
族語翻譯、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原住民族語教學、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台灣南
島社會與文化、原住民族教育、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
題、台灣原住民專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 3 ○○族語概論、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原住民族教育 13 ○○族語概論、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台灣原住民專題、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原住民族教育、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原住民族語教學、臺
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族語翻譯、族語寫作、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臺灣原住民族語
(中級)

國際教育 10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語言學通論、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語言田野調查、語言分析專題、臺灣
南島語言比較研究、族語方言差

閱讀素養 1 本土語言繪本製作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科技教育 2 語言田野調查、語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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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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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合作開課系所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台灣文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專題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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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Ba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熟悉族語書寫系統，具備族語識讀能力。2. 能聽懂日常生活的一般語句。3. 了解族語的造詞

規則，認識基本詞彙 200-300。4. 能運用簡短且連續的語句與人交換訊息。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主要採用溝通式教學方法，並融入族語沉浸式教學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提供族語對話

及運用簡短語句與人溝通的機會，培養學生族語識讀及聽說讀寫之能力。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課程目標、大綱、課堂要求、評分準則)

2.泰雅語簡介(泰雅語的分布與現況)

3.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母音

4.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子音

5.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拼音規則

6.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練習

7.日常生活 - 我自己(姓名、嗜好、興趣)

8.日常生活 - 我的家族(家庭成員、親屬關係)

9.日常生活 - 我的部落(部落組織、部落團體)

10.期中評量

11.傳統生活 -- 祖靈祭(若這學期有相關傳統慶典可以融入)祖靈祭的儀式與禁忌

12.傳統生活 -- 祖靈祭祖靈祭的儀式與禁忌

13.傳統生活 -- 彩虹橋的故事 1彩虹橋故事的由來與寓意

14.傳統生活 -- 彩虹橋的故事 2彩虹橋故事的由來與寓意

15.學校 – 我的學校(學校特色)

16.學校 – 我的大學生活(經驗交流)

17.學校 - 我的夢想(自己的人生規劃)

18.期末評量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番族貫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編印)，1998，《泰雅族語文化教材》，台北：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廖守臣，1998，《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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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西烏拉彎‧畢馬，2003，《泰雅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康培德，2009，《泰雅族Msbtunux的哀愁與美麗》，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投：國史館

台灣文獻館。

多奧‧尤給海 & 阿棟‧尤帕斯，1991，《Pin’aras Ke’ Na Bnkis Tayal》，新竹：泰雅中會

母語推行委員會。

黃美金，2000，《台灣南島語言○1泰雅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

教育部(編印)，2008，《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台北：教育部。

成績考核：口頭發表、筆紙測驗、主題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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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intermedait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掌握更多族語詞彙，500。2. 能理解有關個人生活經驗或是熟悉主題的族語。3. 能以簡單的

族語，進行與自身領域相關或熟悉主題的談話或是報告等。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主要採用溝通式教學方法，並融入族語沉浸式教學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提供族語對話

及運用簡短語句與人溝通的機會，培養學生族語識讀及聽說讀寫之能力。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大綱、課堂要求、評分準則

2.日常生活 - 主題 1－依學生興趣排定

3.日常生活 - 主題1

4.日常生活 - 主題2－依學生興趣排定

5.日常生活 - 主題2

6.傳統生活 - 主題1 －依歲時祭儀排定

7.傳統生活 - 主題1

8.傳統生活 - 主題1

9.期中評量

10.學校生活 - 主題1－依學校行事曆排定

11.學校生活 - 主題1

12.傳統生活 - 主題2 －依能力排定神話或傳說

13.傳統生活 - 主題2

14.傳統生活 - 主題2

15.日常生活 - 主題3

16.日常生活 - 主題3

17.日常生活 - 主題3

18.期末評量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九階教材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補充教材-句型篇

原住民族語初級教材-生活會話篇

族語e樂園：空中族語教室

參考資源：

族語e樂園：字母篇、千詞競賽

朗聲四起：105~107年度族語朗讀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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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

上課參與30%

作業 20%

期中考 25

期末考 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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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Advanced)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具備更豐富的詞彙。2. 能理解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是熟悉主題的族語。3. 能流利以族語表達自

己的想法、進行簡單談話或是報告等。4. 能了解本族文化的意涵。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主要採用溝通式教學方法，並融入族語沉浸式教學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提供族語對話

及運用簡短語句與人溝通的機會，培養學生族語識讀及聽說讀寫之能力。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日常生活 - 主題 1

3.日常生活 - 主題1

4.日常生活 - 主題2

5.日常生活 - 主題2

6.傳統生活 - 主題1

7.傳統生活 - 主題1

8.傳統生活 - 主題1

9.期中評量

10.學校生活 - 主題1

11.學校生活 - 主題1

12.傳統生活 - 主題2

13.傳統生活 - 主題2

14.傳統生活 - 主題2

15.日常生活 - 主題3

16.日常生活 - 主題3

17.日常生活 - 主題3

18.期末評量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九階教材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補充教材-句型篇

原住民族語初級教材-生活會話篇

族語e樂園：空中族語教室

參考資源：

族語e樂園：字母篇、千詞競賽

朗聲四起：105~107年度族語朗讀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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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

上課參與 30%

作業 20%

期中評量 25%

期末評量 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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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透過不同的寫作活動與技巧訓練培養族語書寫的能力，預期修課完，同學可以具備1. 熟

悉不同句型結構的功能，用於書寫表達2. 以族語書寫不同型的篇章3. 正確使用族語標點符號4.

樂於用族語書寫表達情感5. 欣賞族語文學作品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解、課堂討論、問題解決、書寫實做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書寫的過程

3.掌握族語的遣詞用字

4.以族語思維

5.句型的功能與語意

6.篇章的結構

7.內容的連貫

8.如何描述

9.如何闡釋

10.用族語說故事

11.抒發己見

12.隱喻與思維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新北市：原民會。如：

黃美金、吳新生. 2018. 泰雅語語法概論。

葉美利.2018. 賽夏語語法概論。

繪本平台- 繪本典藏- 族語E樂園：https://web.klokah.tw/pbc/

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歷屆作品：http://2017moeila.nttu.edu.tw/index2.php　Act=0&MK=0&PK=10

成績考核：

作業 60％

作品賞析30％

整體表現 1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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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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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翻譯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Transl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在提供原住民族語言翻譯的訓練，修完課程後，學員預期能夠1.增進族語閱讀理解的能

力2.在族語與華語中轉換3.掌握詞彙與語句間的對換4.具備翻譯不同族語文體的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解、課堂討論、問題解決、翻譯實做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翻譯的理論與過程

3.詞彙的翻譯

4.語言與文化與思維

5.新創詞評析

6.句子的翻譯

7.解構與建構

8.篇章翻譯

9.不同文體的翻譯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Sanders, Ella Frances. 2014. Lost in Translation: An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Untranslatable Wor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Ten Speed Press.

Nida, Eugene Albert and Charles Russell Taber. 200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ttp://www.seasite.niu.edu/trans/articles/Translation%20Theory%20and%20Practice.htm

族語E樂園

成績考核：

作業 60％

翻譯賞析30％

整體表現 1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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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語音學和音韻學的基本概念2.認識台灣語言之語音與音韻特色3.讓學生認識語法理論的主

要任務4.讓學生具備語法分析的基本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述、示範並引導練習，學生參與課堂訓練、互動討論、學生讀書報告、教學觀

摩、教案演示

教學進度：

1. 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 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 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 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 重音與聲調

6. 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 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言語行為動詞

16.情感的語義學

17.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多媒體信息處理

參考書籍：

呂叔湘. 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翻印)

邢福義. 1998.《漢語語法學》。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陸儉明, 沈陽. 2004.《漢語和漢語研究15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urton-Roberts, Noel. 2016. Analysing sentences: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syntax

(4th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丁邦新(譯). 2001.《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

Fromkin, V. & R. Rodman.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9th ed.). Bos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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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黃宣範(譯). 2003.《語言學新引》。台北：文鶴出版社。

Gussenhoven, Carlos and Haike Jacobs. 2011.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London : Hodder

Education.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don: Longman.

Ladefoged, Peter and Keith Johnson. 2015. 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黃宣範(譯). 2008.《漢語語法》。台北：文鶴。

Yule, George. 2014. The Study of Language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和討論10%

主題學習(一)   30%

主題學習(二)   30%

主題學習(三)   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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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族語概論」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1.了解原住民語的源流、分布、方言與使用現況2.了解原住民語的語言特色3.會使用基本的原住

民語4.欣賞原住民語言之美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講解與問題討論、讀書報告

教學進度：

1.破解有關原住民語的迷思

2.南島語族簡介：台灣原住民語的源流

3.台灣有那些原住民語？

4.遷移與南腔北調

5.瀕危的語言：談族語的使用現況

6.讓語言起死回生：語言復振

7.書寫族語

8.原住民文學

9.從語言的活化石同源語推論祖先的居住環境

10.請問芳名：原住民語的命名

11.語言與文化：從詞彙解構看命名背後隱藏的世界觀

12.具有對焦功能的語言：從溝通功能看原住民語的語法特色

參考書籍：

王雅萍，1994a，〈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裡：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台灣原住民史的觀察〉《台灣

風物》44（1）：63-80。

王雅萍，1994b，〈各族傳統命名角度探討〉，收於陳茂泰主持《台灣原住民族群與分佈之研究》

頁161-199。板橋：台北縣政府。

李壬癸，1995，台灣南島語研究的現況與展望。第一屆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20-246。

李壬癸，1998，《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導論，頁1-42。台北：國立編譯館

李壬癸，1999，《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壬癸，2006，台灣南島語言的奧秘。《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5-1： 59-62。

何大安，2006，〈台灣南島語何以如此珍貴？〉. 歐陽元美主編，《知識饗宴》（二）. 277-

294. 台北︰中央研究院

何大安，2004，從語言看原始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特徵，《歷史月刊》，199期：41-45。

何大安，1998。〈台灣南島語的語言關係〉。《漢學研究》 16.2:141-171。

米甘幹.理佛克， 2003，《原住民族文化欣賞》，台北：五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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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瑤棋，2007，《請問貴姓？--溯源舊台灣》，大康。

陳淑娟，2010，〈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台灣語文研究》

5.1: 15-36。

黃美金，2000，台灣南島語研究：回顧與展望，台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

影片：

台灣南島語的奧秘(公共電視：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19)

影片：請問貴姓（公共電視）

參考資料：

平埔文化資訊網(http://www.sinica.edu.tw/~pingpu/)

蕃說從頭: http://www.pts.org.tw/~web02/name/p1.htm

成績考核：

參與 30%、讀書報告與討論 20%、考試25%、期末報告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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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xxx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族語概論」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定位、語言內部的關係、語言特色（包含語音音韻、詞彙、句法等面向）、語言與

社會、語言與文化等面向介紹○○族語，期望讓修課的同學對○○族語有多面向的認識與了解。

課程大綱：

參考書籍：○○語語法概論、○○語詞類及其教學

教學方式：1.教師講解、2.課堂討論、3.問題解決、4.專題報告

教學進度：

1.○○語定位：分布、在南島語中的地位、方言等

2.○○語的語音與音韻

3.○○語的音韻（音韻規律、詞音位轉換等）

4.○○語的內部關係：方言差

5.○○語的構詞1

6.○○語的構詞2

7.○○語的詞類1

8.○○語的詞類2

9.期中考

10.○○語的句法特色1

11.○○語的句法特色2

12.○○語的句法特色3

13.○○語的句法特色4

14.○○語的社會語言學面相1

15.○○語的社會語言學面相2

16.從語言與文化看○○語 1

17.從語言與文化看○○語 2

18.期末報告

※以上主題可依族語特色調整，如泰雅語的方言與音韻可以花多一些時間，且可以在社會語言面

向探討汶水泰雅語男女語言的差異、寒溪的克里奧語，而賽夏語則可以討論語言活力與瀕危語言

語族語復振相關議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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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Syntax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採專題研究模式，修課同學需於選課時或最遲於開學第二週提出本學期欲探討的主題，課

程前六週預計由老師引導，討論理解南島句法所需的重要觀念，包含謂語與論元、焦點、語法關

係與詞序，同學需在前六週對擬定的主題做文獻蒐集、語料整理，並與老師商討研究專題的閱讀

書單與研究方針，將在第七周開始安排相關主題的讀書報告，第十四周開始個案研究之分析討論

、最後兩周則是研究結果呈現。

課程大綱：

教學進度：

1. Introduction 課程簡介：課程內容、要求

2. 重要句法概念(謂語與論元、詞序、詞類等)

讀書報告：讀下文並提出一個語言現象討論你的族語

張永利，2010，台灣南島語言語法：語言類型與理論的啟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卷1期

112-127(PDF)

Ross, Malcolm and Stacy F. Teng. 2005.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6.4: 739-781. PDF

Starosta, Stanely. 1989. A Grammatical Typology of Formosan Languages.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 59:2, 541-576. PDF

3. 南島句法特色

4. 族語的詞序

5. 焦點

6. 語法關係(Payne) Thomas Payn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專題構想：含問題概述、研究方向、閱讀方向(含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章節及文章)、困

難

8. 語法關係

9. 專題 1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0. 專題 2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1. 專題 3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2. 專題 4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3. 綜合討論

14. 專題 1, 2 問題討論

15. 專題 3, 4 問題討論

16. 綜合討論　　

17. 0606: 期末報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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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613: 期末報告II

參考書籍：

Thomas Payn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M. L. 2000. 泰雅語參考語法，遠流出版社。

Huang, M. L., Elizabeth Zeitoun, Marie M. Yeh, Anna H. Chang and Joy J. Wu. 1998. A

typological overview of nominal case marking systems of Formosan Languages.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21-48.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施朝凱 布農語名詞的格位標記與分?952;標記

Number of Cases by Oliver A. Iggesen, WALS

Huang, Lillian Mei-jin. 1995. A Study of Mayrinax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

Company. 　

張永利，2010，台灣南島語言語法：語言類型與理論的啟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卷1期

112-127(PDF)

張永利1995　<泰雅語汶水方言焦點初探>. <<台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 347-368. 2.

Huang, Lillian Mei-jin. 1995. A Study of Mayrinax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

Company.

Zeitoun, Elizabeth, Stacy F. Teng and Joy J. Wu. 2015. New Advances in Formosan

Linguistics. Asia-Pacific Linguistics.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台北：原民委員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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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Formosan Morph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台灣南島語言的構詞現象，運用基本的語言學理論分析本族語言的詞形變化與詞彙構造。

課程大綱：

教學進度：

1.構詞學Rene Driv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1998

2.構詞學與詞彙學

3.構詞與音韻Katamba

4.構詞與音韻Katamba

5.構詞與句法Bybee 1985

6.構詞與句法Bybee 1985

7.衍生詞綴Adelaar. 2004

8.衍生詞綴Nojima 1996, 曾 2006

9.名物化Comrie & Thompson 1985, Comrie 1976

10.報告期末論文大綱

11.重疊Zeitoun & Wu 2006

12.重疊Tseng 2003, Lee 2007

13.重疊的語意Yeh 2000

14.重疊的語意Yeh 2004

15.相互性Sung and Shen 2006

　　　　　　Yeh 2003, Zeitoun 2002

16.複數、量化與相互性

17.使動Wu 2006

18.期末論文研討

參考書籍：

閱讀書單：

What’s in a word? Lexicology.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s

by Rene Driv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Meaning Building Blocks: Morphology.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s by Rene Driv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曾思奇，2006，Isbukun 布農語基本詞缀的語意分析。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5,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huei Ki on His 70th Birthday, 385-392. Eds.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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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Lexical prefix

K. Alexander, Adelaar. 2004.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Lexical Prefixes’ in Siray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2, 333-361.

Nojima, Motoyasu. 1996. Lexical prefixes of Bunun verbs, Gengo Kenkyu No. 110.

Nominalization

Comrie, Bernard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5. Lexical nominalizatio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by T. Shop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mrie, Bernard. 1976. The syntax of action nominal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Lingua 40: 177-201.

Huang, Lillian M. 2002. Nominalization in MayrinaxAtay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 Special Issue on Nominaliz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197-22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Yeh, Marie M. 2000c. Nominalization in Saisiya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Nominaliz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Academia Sinica, Oct 21-22, 2000.

Reduplication

Zeitoun, Elizabeth & Chen-huei Wu. 2006. An Overview of Reduplic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5,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huei Ki on His 70th

Birthday, 97-142. Eds.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Taiwan.

Tseng, Meylysa. 2003. Reduplication as Affixation in Paiwan. M.A. Thesis. Chiayi,

Minghsiong: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Reciprocals

Sung, Li-May & Chia-chi Shen. 2006. Reciprocals in Kavalan and a Typological

Comparis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5,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huei Ki on His 70th

Birthday, 239-278. Eds.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Taiwan. Causativization

Wu, Joy. 2006. The analysis of pa-verbs in Ami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5,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huei Ki on His 70th Birthday, 279-322. Eds.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Taiwan.

成績考核：

理論講述與討論(50%)(相關理論介紹、語言現象分析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30%)(主題討論、讀書報告（同學）)

行動實作與報告(20%)(語言分析與現象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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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exical Semantics: Issues i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原住民族語的詞彙語意，期望透過詞彙語意相關理論的介紹與議題討論，同學能夠：1. 掌握

詞彙語意研究的脈絡與議題2. 具備分析詞彙內部結構的能力3. 具備分析詞彙關係能力4. 對詞彙

語意的研究產生興趣5. 將相關理論轉化，應用於族語的詞彙教學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解、課堂討論、語言分析、問題解決、教學實做

教學進度：

1.詞彙語意簡介

2.詞彙語意相關理論

3.詞的內部語意結構

4.詞彙的語意關係

5.臺灣南島語動詞的詞彙語意

6.臺灣南島語的詞彙化：詞彙如何形式化概念

7.從詞彙看臺灣南島語的文化

8.詞彙語意於臺灣南島語的教學應用

參考書籍：

Cruse, D. Alan.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UP.

Cuyckens Hubert, René Dirven, and John R. Taylor. 2003.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Mouton de Gruyter.

Geeraerts, Dirk. 2009.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February 2010.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700302.001.0001.

Huang, Shuanfan and Michael Tanangkingsing. 2005. Reference to motion events in six

western Austronesian language: Towards a semantic typology. Oceanic Linguistics 44.2:

307-340.

Li, Paul. J.-K. 2014. Semantic shift and vari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4: 465–477.

Lieber, Rochelle. 2009. Morphology and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eed, John I. 1997. Semantics. CUP. (Chapter 2, 3, 9)

https://canvas.bham.ac.uk/courses/11732/pages/lexis-unit-2-words-in-the-mind

成績考核：

讀書報告 30％

課程設計與教案30％

教材編輯或分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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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討論 1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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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Fiel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田野調查的重要性2.掌握語言的田野調查方法3.掌握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方法4.應用田野

調查了解原住民的族語與文化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講解與問題討論、讀書報告、實作

教學進度：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如何開始進行語言田野調查

3.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1)

4.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2)

5.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1)

6.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2)

7.應用軟體整理語料

8.語料分析

9.期中報告

10.田野實作

11.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簡介

12.觀察法

13.訪談法

14.參與法

15.田野調查的倫理問題

16.田野資料分析

17.期末報告(1)

18.期末報告(2)

參考書籍：

Newman, Paul and Martha Ratliff.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ux, Bertand and Justin Cooper.1999. IntroductiontoLinguis-ticFieldMethods.

LincomEurope.

Bouqulaux, Luc and Jacquelline Thomas. 1992. Studying and Describing Unwritten

Languages. Dallas, Tex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owern, Claire. 2008. Linguistic Fieldwork: A Practical Guide. Palgrave MacMillan

***http://www.ruf.rice.edu/~bowern/fieldwork/

Michael Agar. 1996.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Second ed. Emerald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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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 Bernard. 2011.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ifth ed. AltaMira Press.

Robert M. Emerson, Rachael I. Fretz, and Linda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Seco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eful Websites:

http://www.pearstories.org/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subject.asp?code=FTQ

http://www.ppls.ed.ac.uk/administration/committees/documents/FieldMethods.rtf

Linguistics Fieldwork Links:

https://linguistics.stanford.edu/research/linguistic-fieldwork/resources-linguistic-

fieldwork

Tools for Linguistic Fieldwork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http://www.ling.udel.edu/pcole/fieldmethods/fieldwork_tools_and_resour.htm

http://babel.ling.northwestern.edu/~lidz/teaching/FieldMethods/fmethods_syll.html

Linguistic Fieldwork in Sanduan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http://www.hrelp.org/grants/projects/index.php?lang=35

SIL Resources for Doing Linguistics: http://www.sil.org/linguistics/resources.html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Field Linguistics: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http://aaa.tnua.edu.tw/~ykchen/study/st01_intr_1.htm

Field School: http://www.aaanet.org/index.cfm

Discover Anthropology: http://www.discoveranthropology.org.uk/about-

anthropology/fieldwork.html

成績考核：

參與 30%、讀書報告與討論 20%、考試25%、期末報告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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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Field Investig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讓學生藉由課堂上方法論的介紹，以及實際操作練習，掌握台灣相關語言調查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理論講述與討論(30%)、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行動實作與報告(50%)

教學進度：

1.Introduction

2.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1, Bowern 3

   工具介紹：Tools: Language Explorer

3.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4.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5.實作：基本詞彙語料蒐集

6.討論：音韻系統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9~10, Bowern 6

   Questionnaire: word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7.實作：構詞語料蒐集

8.討論：構詞規則

   Class report: Bowern 7, Thinking About What We Are Asking Speakers to Do (Carson

T. Schütze) [PDF]

   Discussion: morphological rules and word formation

   Lingua Questionnaire  

　(http://www.ling.udel.edu/pcole/Linguistic_Questionnaires/LinguaQ.htm)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9.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0.討論：詞序、動詞名詞標記

     Class report: Bowern 8 (Lexical and semantic data)

11.討論：方向與困難

12.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3.討論：句法

     Class report: Bowern 9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narrative data), Vaux & Cooper

16, Pear story videos, Frog Story

14.實作：句子、故事語料蒐集

15.討論：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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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討論：語法

17.Final report

18.Final report

參考書籍：

Suggested readings:

Payne, Thom-asE..1997.DescribingMorphosyntax:AGuideforFieldLinguist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Newman, Paul and Martha Ratliff.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ux,BertandJustinCooper.1999.IntroductiontoLinguisticFieldMethods. LincomEurope.

Bouqulaux, Luc and Jacquelline Thomas. 1992. Studying and Describing Unwritten

Languages. Dallas, Tex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owern, Claire. 2008. Linguistic Fieldwork: A Practical Guide. Palgrave MacMillan

***http://www.ruf.rice.edu/~bowern/fieldwork/

Useful Websites:

http://www.pearstories.org/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subject.asp?code=FTQ

http://www.ppls.ed.ac.uk/administration/committees/documents/FieldMethods.rtf

Linguistics Fieldwork Links: https://linguistics.stanford.edu/research/linguistic-

fieldwork/resources-linguistic-fieldwork

Tools for Linguistic Fieldwork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http://www.ling.udel.edu/pcole/fieldmethods/fieldwork_tools_and_resour.htm

http://babel.ling.northwestern.edu/~lidz/teaching/FieldMethods/fmethods_syll.html

Linguistic Fieldwork in Sanduan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http://www.hrelp.org/grants/projects/index.php?lang=35

SIL Resources for Doing Linguistics: http://www.sil.org/linguistics/resources.html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Field Linguistics: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http://aaa.tnua.edu.tw/~ykchen/study/st01_intr_1.htm

Linguistic Fieldwork Preparation

成績考核：表現評量(50%)、上課參與(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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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不同的面向(詞彙、語法、語意)探索各種語言現象和研究議題，透過主題式的語言觀

察、分析和討論，希望能讓學生能對各種語法和語意現象有進一步的了解，並深化學生語言分析

、辯證和批判的能力。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課程總覽

2. 名詞組前置成分

Huang, C.-T. James. 2016.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renominals:  Construction or

Composi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4: 431-475.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4/LLN17.4-

%E9%BB%83%E6%AD%A3%E5%BE%B7.pdf)

3. 情態詞

范曉蕾. 2016.〈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語

言暨語言學》17.2: 195-233.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2.pdf)

4. 情態詞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5. 歷時語法演變

魏培泉. 2016.〈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語言暨語言學》17.2: 265-290.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4.pdf)

6. 近義詞

李詩敏、林慶隆. 2018.〈再探「高興」類近義詞：基於語料庫工具輔助之辨析研究〉，《華語文

教學研究》15.1: 45-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3-

201804180015-201804180015-45-83)

7. 多義詞

Lai, Huei-ling and Siaw-Fong Chung. 2018. Color polysemy: black and white in

Taiwanese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6.1: 95-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6.1_.4_%E6%A8%A3%E6%9C%AC%E4%BF%AE%E6%AD%A3_.pd

f)

8. 多義詞

陳俊光、劉欣怡. 2009.〈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6.2:4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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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5/1/ntnulib_tp_H0403_01_01

0.pdf)

9. 多義詞

林建宏、張榮興. 2018.〈從篇章角度分析概念多義之現象－以華語名前形容詞「老」為例〉，《

華語文教學研究》15.3: 49-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9-

201810020035-201810020035-49-83)

10. 語意特徵和動詞類別

Hsiao, Huichen S. 2015. The Role of FORCE in Mandarin Verbs of Cutt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2: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3.2_.1_2.pdf)

11. 人稱代詞

陳俊光. 2008.〈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篇章功能：漢語不使用零代詞的機制〉，《華語文教學研究

》56.2:1-46.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1/1/ntnulib_tp_H0403_01_00

6.pdf)

12. 期中報告 提出大綱及口頭報告

13. V他個A句式 郭維茹. 2014〈論「喝他個痛快」中虛指「他」的來源—兼及其他帶虛指「他」

的構式〉，《清華學報》44.4:689-726.

14. V一個N句式

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1655-1672.

15. 不錯V句式

Ting, Jen. 2017. On the morphosyntax of the new expression bucuo V in Taiwan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rule borrow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5.2: 37-75.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5.2_.2_On_the_Morphosyntax_of_the_New_Expressio

n_Bucuo_V_in_Taiwan_Mandarin_A_Case_Study_of_Rule_Borrowing_.pdf)

16. 雙及物句式

Liu, Feng-hsi. 2006.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863-904.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56b/2c432e97389d27d8687caddcd203e50b2320.pdf)

17. 差比句

江敏華. 2017. 客家話的差比句及相關問題.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6: 121-150.

18. 期末報告 口頭報告

成績考核：

課堂討論20% 

文章導讀30% 

期末報告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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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Studies of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比較語言與類型學的探討，引導同學深入了解所研究的語言之特色，以及所處理的議題在類

型學上的地位，進而深入了解台灣的南島語。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理論講述與討論(30%)、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說明： 語言分析)、行動實作與報

告(50%)

教學進度：

1. Introduction

2. Linguistic Typology Halvor Eifring & Rolf Theil. 2005. Lin-guistic Typology.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PDF)

3.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4.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5. Talk: nominal tense (Henry Yungli Chang, Academia Sinica)

6. Word: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Dixon and Aikenveld 2002)

7.討論: Word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8. Motion event

9. Motion event

10. Talk (TBA: Thomas Wu)

11. Motion event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2. Proposal for final report

13. Demonstratives: syntactic aspect

14. Demonstratives: discourse

15. Discussion: demonstratives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6. Discourse functions of pronouns

17. Discussion: Discourse functions of pronouns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8. Final report

成績考核：表現評量(60%)(說明： Final )、上課參與(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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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方言差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vari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的在讓同學熟悉族語（內容以泰雅語為例）的方言差異，並了解造成差異的因素（包含

地理、社會因素）。方言差的了解，期能讓教學更進一步了解族語的脈絡，進而達到多元、兼容

並蓄的素養。

課程大綱：

教學進度：

1.課程導覽

2.語言與方言

3.語言變異與變化

4.語言變異的研究

5.泰雅語的地理分佈與方言

6.泰雅語的分類 -1（Li 1980, 1981, 1985）

7.泰雅語的分類 -2

8.泰雅語的語音差異與變化

9.期中考

10.延伸與討論：教材中的泰雅語語音差異

11.年齡與方言差(Raw 2000, Li 1982)

12.性別與方言差

13.調查或研究方言差

14.其它面相的方言差（1）

15.其它面相的方言差（2）

16.其它面相的方言差（3）

17.總結

18.期末報告

參考書籍：

Chambers, J.K.,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2008.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ing.

Eckert, P.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87–100.

Eckert, P. 2016. Variation,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68-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07449787.004

Huang, Lillian M. 1995.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Wulai and Mayrinax Atayal: a

comparison. Bulleti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6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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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Paul Jen-kuei. 1985b. Linguistic criteria for classifying Atayalic dialect

group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6.4:699-71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u, Anne Yu-an. 2004. Phonetic change and rule interaction of two Atayal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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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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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Formosan Cul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透過本課程的修習使學生能夠理解到台灣原住民族所蘊藏的豐厚文化力量，也讓文化

的多樣性與差異之美得以彰顯。台灣原住民族為世界南島語族之重要發源地或擴散地，對瞭解中

國古代南方文化、中南半島與南亞列島、泛太平洋一代之文化有其重要性。身在台灣此一多族群

之社會，對於本土之理解不應侷限於漢人的獨白空間，而更應以千百年來深根於此的原住民族文

化作為理解的起點，來達致尊重多元、珍視差異之現代良好公民素養。課程描述：臺灣原住民族

具有多元之文化蘊涵，在長期以中華文化為知識基礎的教育現場，這樣的多樣性被視而不見或巧

妙的隱藏起來。本課程的開設為因應原住民族師資公費生之多元文化素養建立，透過對於當前台

灣16 族官方認定之原住民族有廣泛且深刻的認識，希望修課學生都能透過文化與教育的交融讓我

們理解到教育現場的另一種聲音、另一種需求。在臺灣日益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原住民族學生對

於台灣的長遠發展進程佔有重角色與定位，在教育品質的精進理想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環節。因

此，透過本課程的修習與相關議題的探索，將有助提升修課學生們的文化敏感性，並將這樣的多

元文化關懷傳送至每一個課室現場中。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授、影片教學、課堂討論、參觀

教學進度：

1.綜論-課程簡介

2.南島語族文化與華南語族與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之關係

3.論種族：種族理論與議題

4.泰雅族、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社會與文化

5.賽夏族的社會與文化

6.阿美族的社會與文化、撒奇萊雅族的社會與文化

7.雅美(達悟)族的社會與文化、噶瑪蘭族的社會與文化

8.鄒族的社會與文化

9.卡那卡那富族與拉阿魯哇族的社會與文化

10.排灣族的社會與文化

11.魯凱族的社會與文化

12.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13.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

14.邵族的社會與文化

15.原住民族耆老報告（一）

16.原住民族耆老報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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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期末報告（一）

18.期末報告（二）

指定用書：

教師自編教材

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共同錄

製之課程影片「原教新視界」

網路資源、數位學習網站影音資料庫

（1）原住民族文化大辭典：

http://210.240.125.35/citing/default.asp

（2）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http://www.knowlegde.ipc.gov.taipei/mp.asp?mp=cb01

參考書籍：

人類大遷徙：我們來自非洲嗎（遠流出版 2000）

人類傳奇（科學大師系列 3）天下出版，1995。

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作者：瑪格麗特.米德【婦女人類學】（遠流出版）

天真的人類學家之一，小泥屋筆記（商周出版2001）

天真的人類學家之二，重返多瓦悠（商周出版）

世界，是我的田野，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發現之旅（介紹人類學家）（圓神出版，2006）

作客雨林，徒步橫越婆羅洲（允晨出版，1994）

野性的思惟（聯經出版，作者：李維史陀，1989）

無國家的民族：全球時代的政治社群（韋伯出版，2002）

象徵之林：恩登布人儀式散論【儀式與象徵人類學】（作者：維克多.特納，商務印書館，2006）

新幾內亞人的成長：原始社會教育問題的比較研究，作者：瑪格麗特.米德（遠流出版，1992）

圖騰崇拜（作者：海通【蘇聯人類學家】，廣西師範大學，2004）

憂鬱的熱帶（聯經出版，作者：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

誰是賽夏族（賴盈秀，向日葵出版，2004）

禮物（新橋譯叢，作者：馬歇爾.牟斯【儀式與交換人類學】，遠流出版）

簡述人類演化（韋伯出版，2002）

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作者：瑪格麗特.米德（遠流出版

，1990）

露絲.潘乃德：文化模式的詩神（稻鄉出版，1992）

巴代：暗礁（INK 印刻出版，2017）。

成績考核：

1.上課撰寫省思單：30％

2.個人作業一：人類學著作閱讀20％

3.個人作業二：各族教育觀與教學觀20%

4.期末報告：原住民族耆老訪談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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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Societies and Cultures of Austronesian Taiwa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兩門課程擇一修習。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於連結全球角度南島語族的世界性觀點與台灣在地的本土化雙重視野，兼容

並蓄地從文化及社會理論與相關民族誌，來介紹台灣的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使同學能夠透過課

程的學習與互動，了解、欣賞、並且學習台灣這塊土地上多元的文化與社會，除了能與台灣其他

非南島語族的社會文化作一比較與對話外，並進一步與世界上其他的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進行思

考與文化的對話。因此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有以下數點：1) 使同學能夠理解並思考台灣南島語族在

全球南島語族中的角色與定位。2) 使同學能夠比較並認識台灣各南島語族的差異與社會文化現象

。3) 使同學能夠從理論上的觀點，嘗試思考台南島語族的社會文化現象。4)使同學能夠具備初步

田野調查的能力，且在老師及助教的協助下進行初步的田野調查，並將田野調查的成果製作成多

媒體民族誌的展現。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上課的方式基本上以目前人類學領域研究成果中，南島語族社會文化特色的理論為出

發點，根據不同的理論議題，挑選適合的理論以及民族誌文章，作為上課的文本，選修同學均需

於課前閱讀指定的資料。上課老師授課並輔以幻燈片、民族誌影片、或邀請學者演講為主，另不

定時針對議題輔以問答法、小組報告法等教學方式進行。並由助教帶領分組討論，討論當天上課

的議題，並分享同學的閱讀心得與見解。課後網路的延伸討論則針對上課時間內無法完成的討論

可以藉著網路的虛擬討論室延續課堂討論；或者同學於課後有新的想法與見解都可以在網路進行

討論。戶外教學包含安排至少一次的相關博物館參訪或其他校外活動，以及課後小組田野調查的

進行。

分組田野調查與多媒體民族誌作業：同學需以四至五人為一組，分工完成由老師及助教協助指或

自行選定的原住民聚落的相關文獻與基本的田野調查工作。並在老師與助教的指導下，將調查出

的成果以多媒體民族誌的方式呈現在課堂網站上，並需要在期末時進行 20 分鐘的簡報。平時的

基本知識測驗：學期中將有兩次的基本知識測驗，測驗內容包含：a. 台灣各南島語族的分布與基

本常識測驗。b. 各周議題台灣南島語族的案例分析。期末的簡報除民族誌網頁外，另需提供網頁

設計構想與內容簡介文本，以不超過 5,000 字為限。若以書面報告形式提交，以一萬字為基礎。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陳其南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刊於重讀

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133-168，新竹市：清華大學。)

2.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陳其南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

顧。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168-215，新竹市：清華大學。

＊臧振華 2012 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學報， 3:1 ，頁87-119。

＊劉益昌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臺灣島內的遷移活動。刊於東南亞到太平洋：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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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擴散與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

嘉、Sand, C. 主編，頁65-74。台北市： 中研院考古研究中心。

＊臧振華2007 臺灣與呂宋島北岸最近的考古發現。刊於東南亞到太平洋： 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

族擴散與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嘉、Sand, C. 主編，頁95-103。台北市：中研院考古研

究心。

＊李壬癸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Ch.1,2。台北： 常民文化。）

3.台灣南島語族概論（＊馬淵東一2012[1954] 高砂族的分類：學史回顧，石村明子、吳建翰、張

家銘譯。刊於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滿田彌生、蔣斌主編，頁9-31。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陳偉智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刊於台灣史研究，16：4，頁1-

35。＊李亦園1982 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刊於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李亦

園撰，頁381-394。台北： 聯經出版。

*李壬癸2010 珍惜台灣南島語言，頁9-52。台北市： 前衛。

*馬淵東一1986[1960] 臺灣土著民族，鄭依憶譯。刊於臺灣土著社會與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應貴

編，頁47-67，台北： 聯經出版。)

4. 小考、田野 方法介紹(◎分組名單確定分組報告開始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圖書館有電子版)2006 田野的技藝： 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

巨流。

＊黃應貴 2010 (2008) 返景入深林 第四章 Pp 98-115. 台北：三民。

＊宋世祥 2016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台北市:果力文化。

＊謝國雄等2007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 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 群學。

＊畢恆達2010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新北市：小畢空間。)

5.階序 (*黃應貴1986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刊於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

，黃應貴編，頁3-43。台北： 聯經。

*Sahlins, Marshall D.1970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In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Thomas G. Harding and Ben J.

Wallace eds., Pp.203-215. NY: The Free Press. ＊楊淑媛2005 臺灣高地的政治體系初探：以

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刊於臺灣人類學刊3(1)，頁185-219。)

6.屋社會(*蔣斌、李靜怡1995 北部排灣族家屋的空間結構與意義。刊於空間、力與社會，頁167-

212，黃應貴編，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Victor Buchli 2013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House Society of Lévi-Strauss. In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Pp.71-88. London: Bloombury

＊關華山2010 再現日月潭邵族傳統居住建築的構築與意義。刊於邵、布農阿里山鄒居住文化之比

較，頁271-314，板橋區：稻鄉出版社。

*Lévi-Strauss, Claude198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wakiutl. In The Way of the

Mask, Sylvia Modelski trans., Pp.163-18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7.物與象徵(胡台麗 2017 阿美族太巴塱Kakita’an 祖屋重建：「文物」歸還與「傳統」復振的

反思。刊於 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台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

*Miller, Daniel 1994 Artifacts and the Meaning of Things.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Ingold, T. eds., Pp.396-420. London：Routledge

鄭瑋寧2013 衣飾、仿效與外貌的政治：以Taromak 魯凱人為例，考古人

類學刊78:37-77。＊許功明 1991 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板橋區： 稻鄉。

＊黃應貴編 2004 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8.歷史與社會記憶(*Geertz, Clifford (中文版上傳至ILMS)1973 Person, Time and Condu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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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360-411. New York： Basic Books.

＊黃宣衛、蘇羿如2008 文化建構視角下的Sakizaya 正名運動。考古人類學刊‧第68 期‧頁79-

108。

*楊淑媛2003 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人類學刊1(2)： 83-114。

＊胡家瑜20000 器物、視覺溝通與社會記憶─賽夏族儀式器物的初步分析。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

類學刊， 第55 期，頁113-141。

＊黃應貴編1999 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鄭依憶2004 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鄭依憶著，台北：允晨文化。)

W9 (林文玲2012 〈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 《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86 期：51-98。

王梅霞 2005 「性別」如何作為一套文化表徵：試論性別人類學的幾個發展方向。 考古人類學刊

64：30-58

羅素玫 2018〈是傳統還是創新？儀式、性別階序與規範實踐之間的阿美族都蘭部落婦女組

militepuray〉。《民俗曲藝》200

林文玲2014 跨性別者的成家之道，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群學。

羅素玫2005〈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 : 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台灣人類學刊》3(1) :

143-183。

陳玉美1999 時間、工作與兩性意象 : 蘭嶼Tao 的時間觀，《時間、歷史與記憶》pp. 127-156)

10.名與命名 (*蔣斌1999 墓葬與襲名： 排灣族的兩個記憶機制。刊於刊於時間、歷史與記憶

，黃應貴編，頁381-421。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Lindstrom, Lamont and Kun-hui Ku 2016 Names Redux : Person, Structure, Change. In

Austronesian Personal Naming Systems. Pacific Studies 39(1-2):1-10.

* Lévi-Strauss, Claude (中文版上傳至ILMS) 1966[1962] The Individual as a Species. In

The Savage Mind, Pp.191-20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楊政賢2012 親屬稱謂 親從子名與物質文化 。繁衍祈福與保護:亞洲的背兒帶文化，林志興編

，頁159-1175。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方鈞瑋 2012 命名與基督: 一個東部布農族聚落的例子。繁衍祈福與保護:亞洲的背兒帶文化

，林志興編，頁129-156。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楊希牧 (較語言學取向)

1956 台灣賽夏族的個人命名制。中央研究院院刊3： 311-340。

1958 論泰雅、賽夏、排灣等族人名的稱謂敬稱變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下)：

677-683。)

11.校外教學

12. 暫定：蔡志偉演講（慣習法）

*Brown 2005 Can Culture Be Copyrighted? Current Anthropology,39(2): 193-22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張珣/ 蔡志偉/ 編 2017 宗教、法律與國家: 新時代的文化復振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林淑雅 2009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認定與保護難題:以泰雅染織文化為例。收於《傳統智慧

與公共領域: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論文集》，常本照樹等著，劉靜怡、邱澎生、黃居正主編

Mata Taiwan website: http://www.pure-taiwan.info/2015/02/2-26-indigenous-weekly-news

*林開世 2007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Protect Indigenous Cultures:

Critiqu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臺大考古人類學刊》67：185-220。

*陳張培倫 201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中的集體權議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學報》1(3)：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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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居正 201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與原住民族數位典藏〉。《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

刊》1：48-74。

13.殖民史與族群關係(*胡家瑜、林欣宜2003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台大

文史哲學報59： 177-214。

*王梅霞2009 從「交換」看族群互動與文化再創造： 日治初期苗栗地區泰雅族的研究。刊於考古

人類學刊，71： 93-144。

＊洪廣冀2006 林野利權的取用與控制、人群分類及族群：以蘭陽溪中上游地域為中心（1890s -

1930s）。許美智編，族群與文化：「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3-376，宜蘭

：宜蘭縣史館。

＊邵式柏2016 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

。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

＊柯志明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14.宗教變遷與融合(*Robbins, Joel 2014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Unity,

Diversity, New Direc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55, Supplement 10, pp 157-171

*黃宣衛1986 奇美村阿美族的宗教變遷。刊於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下)，瞿海源、章英華主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六

號，頁401-441。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Pamela J. Stewart, Andrew Strathern,葉春榮主編 2010 宗教與儀式變遷：多重的宇宙觀與

歷史。台北市：聯經。

＊黃應貴1990 東埔社布農人的新宗教運動： 兼論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2-3)： 1-31。

＊姑目‧荅芭絲 2005 〈賽德克與基督教碰撞的信仰觀－以Tkdaya 部落為例〉。《玉山神學院學

報》12：125-175。

15.全球化與都市原住民(*潘英海1995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

集，莊英章、潘英海編，頁235-256。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Appadurai, Arjun (中文版上傳至ILMS)199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p.27-47.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施正鋒2008 都市原住民政策初探。刊於法政學報第21 期，頁127-146。

張德永 2014 撒烏瓦知河岸部落的族群認同、社會資本與部落發展。地理研究第六十一期，頁27-

52。

*劉千嘉 2011 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通婚：社會界線的世代差異。人口學刊第 42 期，頁 115-

153。

＊傅仰止2001 第一章：都市原住民概說。刊於《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篇》，台灣省文獻委員

會編，頁1-49。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6.原住民媒體(林文玲2017〈台灣偏鄉原住民族女性長者的數位生活〉，收錄於劉璧榛編《文資

、觀光、博物館與影像媒體：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台北：南天出版社。

*Miller, Daniel 2011 The Anthropology of Facebook in Tales from Faceook. Cambridge:

Polity. Pp 158-215.

*林文玲2001 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197-234。

(TSSCI).第七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得獎人研習考察報告-陳佩周 2011 原住民影片中

的原漢意識及其運用 / 巴瑞齡著.

17.成果發表

18.成果發表/期末繳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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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1 [1938]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 台灣總督府警

成績考核：

兩次課堂小考 10﹪; 出席率 10﹪(因故無法上課務必請假，無故未到以曠課計)

兩次分組主題報告 15﹪; 三次課堂回饋與一次參訪心得 20﹪

期中繳交期末報告企劃書 10%; 期末田野作業(發表+成品)35﹪(10%+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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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Indigenous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使學生認識原住民族教育的現況、了解原住民教育的精神在於原住民知識體系，並能

熟悉相關的教學模式，預期修完本課程，學生能夠1. 了解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以及原住民教育面對

的問題2. 掌握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概念3. 認識多元教育、熟悉文化回應教學4. 設計以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為主體的課程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解、課堂討論、問題解決

教學進度：

1.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2.原住民教育面對的問題

3.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民族教育

4.原住民族知識與科學教育

5.原住民族知識與語文教育

6.語言、文化、與認同

7.多元教育

8.實驗教育

9.文化回應教學

10.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的要素

11.國外的相關案例與資源

參考書籍：

伍麗華. 2017. 回應文化差異的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以國小國語文領域為例。2016年第12屆南

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http://ir.npt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9368/1/341.pdf

阿浪．滿拉旺、楊錦浪. 2010. 原住民族教育的省思與展望：87-95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

計報告》解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孫大川. 2010.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聯合文學 。

解志強 譯（2006）。文化回應教學法：理論，研究，與實施（Geneva Gay 原著）。 台北：文景

。

陳枝烈譯（2008）。多元文化教育：特質與目標。收錄於 James A. Banks & Cherry A. McGee

Banks 主編，陳枝烈等譯，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與觀點。台北市： 心理出版社。

陳枝烈. 2013。<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發展現況>。《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6.4: 147-

168。

洪清一、陳秋惠. 2014. 以文化－本位課程模式建構原住民族教育之探究。課程研究 9.2: 1-

21。http://www.edubook.com.tw/OAtw/File/PDf/4015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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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麗玉(2004)。誰的科學教育？中小學科學教育的多元文化觀點。課程與教學季刊，7(1), 91-

108。

傅麗玉(2003)。誰的生活經驗？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原住民生活經驗教材探討

。原住民教育季刊，31, 5-25。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文化回應教學。收錄於譚光鼎、劉美慧、游 美惠主編，多元

文化教育（pp. 363-388）。台北市：高等教育。

Ogbu, J. U. (1992).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8), 5-14.

Battiste, Marie. 2012.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edagogy in First Nations Education -

A Literature Review with Recommendations.

網路資源：

台灣原住民資訊資源網

Indigenous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https://libguides.norquest.ca/c.php?g=314831&p=2668525

http://www.tipp.org.tw/research_article.asp?

F_ID=63095&PageSize=15&Page=4&startTime=&endTime

=&FT_No=7&NSubject_No=&SelectSubject=&Subject_No= &SubSubject_No=&TA_No

=&Orderby=&KeyWords=&Order=&IsSelect=

GUIDING VOICES: http://www.learnalberta.ca/content/fnmigv/index.html

Culturally Responsive Organization: https://www.culturallyresponsive.org/

Lo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

sciences/priority-areas/links/related-information/what-is-local-and-indigenous-

knowledge

成績考核：

作業 40％

讀書報告 40％

整體表現 2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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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ustronesian Taiwa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南島語在世界南島語的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身在台灣這塊主地上的我們，卻未必對

南島語言或文化有深入的認識。本課程計畫從授課者的專長語言出發，介紹台灣的南島民族的語

言與文化，目的是希望同學能夠透過學習，了解並欣賞呈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多元文化。教學

目標如下：1.使同學能夠理解並思考台灣南島語族在全球南島語族中的角色與定位。2.透過影片

觀賞、議題討論，帶領同學了解台灣不同族群語言文化的異同，進一步能欣賞其文化。3.透過田

野調查或參觀部落，實地體會原住民的文化。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相關主題之影片欣賞、老師講解、學生讀書報告、主題討論、田野調查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認識課程、選課動機

2.破除迷思

參考資料：‘原’來如此：破除「台灣原住民語言」相關的迷思，張永利（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

究所），2007，國立聯合大學語言傳播學系之「台灣語言導論」演講（簡報檔）

3.重要性(1)

影片：台灣南島語的奧秘(公共電視：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19)

指定閱讀：李壬癸，台灣南島語言的奧秘。

4.重要性(2)

小組報告(Group 1-3) ：台灣南島語言的重要性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http://www.icassp09.com/TaiwansGiftToTheWorld.pdf)

何大安. 2006. 〈台灣南島語何以如此珍貴？〉. 歐陽元美主編，《知識饗宴》（二）. 277-

294. 台北︰中央研究院

李壬癸1997 (1, 2)、1999 (二)

後續討論：

台灣南島語在學術上的重要性：語言類型的多樣性、語言差異的懸殊、語言存古的特徵

延伸：多樣性台灣(痕跡... - 科學人-- 多樣性台灣特刊)

5.尋根朔源（1）：語言篇

    從語言學之同源詞看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指定閱讀：何大安，2004，從語言看原始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特徵，《歷史月刊》，199期

：41-45。

    小組報告(Group 4-5)：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參考資料：平埔文化資訊網(http://www.sinica.edu.tw/~pingpu/)

    延伸閱讀：語言與民族起源及遷徙的關係

6.尋根朔源（2）：考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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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上的考古遺址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7.尋根朔源（3）：文學篇

從「牽'ina的手」阿美族太巴塱部落歌謠中的祖源之歌談族群緣起的神話傳說

小組報告(Group 6-7)：洪水傳說

指定閱讀：巴蘇亞. 博伊哲努，1996，《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台北：常民文化。

8.向專家學習 專題演講(1)：考古

   演講者：劉益昌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題：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9.向專家學習專題演講(2)：文學

    演講者：浦忠成教授(考試委員)

    講題：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10.期中考

11.部落參訪

12.What’s in a name? 命名與稱呼

影片：請問貴姓（公共電視）

小組報告(Group 8-9) ：還我姓名運動

*林瑤棋，2003，原住民的“還我姓名”運動，歷史月刊181期11-17。

王雅萍，1994a〈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裡：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台灣原住民史的觀察〉《台灣風

物》44（1）：63-80。

王雅萍，1994b〈各族傳統命名角度探討〉，收於陳茂泰主持《台灣原住民族群與分佈之研究》頁

161-199。板橋：台北縣政府。

蕃說從頭: http://www.pts.org.tw/~web02/name/p1.htm

13.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地名中的原住民語

小組報告(Group 10) ：地名中的原住民語

14.向專家學習　專題演講(3)：音樂

 演講者：吳榮順教授(台北藝術大學)

 講題：台灣原民音樂

15.樂舞（1）樂舞的意義

16.樂舞（2）從祭歌的語言分析看祭典與祭儀

小組報告(Group 11-12) ：台灣原住民音樂欣賞    

參考網站：http://www2.ouk.edu.tw/yen/chinese/World%20Music/week17.htm

17.期末報告（1）

18.期末報告（2）

**備註：向專家學習為專題演講、舉行與否視是否申請到教育部補助而定

        部落參訪舉行與否視是否申請到經費補助而定

參考書籍：

王嵩山，2001，《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聯經。

古野清人、葉婉奇 ，2000，《臺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原民文化。

田哲益，2001，《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武陵。

巴蘇亞. 博伊哲努，1996，《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台北：常民文化。

向陽，2004，灣的故事，允晨文化。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

李壬癸，1997，《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台北：常民文化。

李壬癸，1998，《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導論，頁1-42。台北：國立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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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壬癸，1999，《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何大安，2004，<從語言看原始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特徵>，歷史月刊，199期：41-45。

何大安，2006，〈台灣南島語何以如此珍貴？〉，歐陽元美主編，《知識饗宴》（二）. 277-

294. 台北︰中央研究院。

林修澈，1997 《賽夏族的名制》 台北：唐山出版社。

王雅萍，1994a〈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裡：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台灣原住民史的觀察〉《台灣風

物》44（1）：63-80。

--------，1994b〈各族傳統命名角度探討〉，收於陳茂泰主持《台灣原住民族群與分佈之研究》

頁161-199。板橋：台北縣政府。

--------，1994c《姓名與認同：以台灣原住民族姓名議題為中心》（政大民族系碩士論文）。

米甘幹.理佛克 2003《原住民族文化欣賞》，台北：五南出版社。

林瑤棋 2007《請問貴姓？--溯源舊台灣》，大康。

曾思奇，2005，《台灣南島語民族文化概論》，民族出版社。

陳千武，1991，《台灣原住民的母語傳說》，臺原。

陳奇祿，1992，《台灣土著文化研究》，聯經。

劉益昌，1999，《台灣原住民史--史前篇》。南投：國史館台灣省文獻館。

洪英聖，2003，台北市地名探索：情歸故鄉貳－台灣生活67，時報出版社。

蔡培慧，2004，台灣的舊地名－台灣地理百科36，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族群與文化-南島語族http://www.hss.nthu.edu.tw/~khku/austro/index.html

台灣原住民研究資源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an/native.htm

南島新世界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subject/south%20island/south.htm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http://aborigine.cca.gov.tw/publishing/publishing-B-

12.asp

台灣原住民音樂http://www2.ouk.edu.tw/yen/chinese/World%20Music/week17.htm

成績考核：

1.出席、課程參與、分組報告：30 %

2.田調報告、演講筆記20%

3.期中考：30%

4.期末報告：2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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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在上個百年以海洋交通史、海域史、亞洲地中海、黑潮線、太平洋島弧等概念，進行的史學、

民族學、考古學、民俗學研究裡，台灣原住民議題一直是顆閃亮明珠。近幾十年，隨著語言學、

人類學、分子遺傳學的介入，更揭發出了台灣在季風亞洲前所未知的人類大遷移中的重要地位。

這些發現扭轉了陸地本位、北方本位、農業本位、文字本位的歷史論述與文明觀，「區域研究」

、「區域網絡」、「文化類緣性」等分析框架異軍突起，神話傳說、口傳資料、口述歷史、歌舞

祭典，皆成為文字歷史重要的補充。本課程為回應跨學科、解殖、復權等新技術、新精神，將把

台灣原住民文學（含非原寫作文本），從素來聚焦之台灣島內體系中提取出來，置入「黑潮流域

」之文化體系，從「島／國／海洋／族群」的關係中進行討論。期望從跨國境族群關係與南島文

化體系之角度，建立新世代學者的南向知識，並培養具有普及「原住民解殖與文化復興運動」熱

情的人才。課堂中將以閱讀台灣原住民文學，將之與當代台灣議題與東南亞、南洋議題作連結思

考為主要形式，配合一次演講、一次田野調查。盼能培養具有弱勢群體文藝研究、創作、政府公

務員、社區營造、文化藝術傳承之人才，歡迎原、漢、新住民、陸生、外籍生參與對話。2. 引導

學生閱讀中、日、台、韓相關左翼文學研究成果、方法，詮釋觀點、史料收藏，掌握主題研究與

批判論述的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1.講授 25% 田野10% 演講5%

2. 專題討論 30%

3. 文獻指導與期末專題討論 30%

教學進度：

1. 課程介紹

2. 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結合處：原住民文學蘊藏的南向生機

3. 大航海時代：傳教士、探險家眼中的原住民

4. 原住民族口傳文學與殖民經驗：以泰雅族、布農族為例

5. 日治時代日本博物學者與旅行作家的高山探險

6. 逆寫官方歷史：《理蕃之友》、傳道記、傳記

7. 部落田野與口述歷史

8. 平埔族文學與平埔族正名運動

9. 國家體制、狩獵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10. 部落國與原民歷史想像：以巴代的牡丹社事件書寫為例

11. 陸權解殖者，蘭嶼巴丹之間的游牧文明：夏曼．藍波安

12.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13. 原住民音樂創作與族語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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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字的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

15. 期末論文諮商

指定用書：

黃美娥主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里仁，2009.10。

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印刻，2013。

孫大川《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十冊，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孫大川《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七冊，印刻出版公司，2003.3。

孫大川、土田滋、下村作次郎、ワリス・ノカン《台湾原住民文学選》九卷（千葉：草風館

，2002.12-2009.04）。

海樹兒．犮剌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6。

參考書籍：

《山海文化》、《獵人文化》、《原報》、《原住民族》等原住民期刊。

林秀玲〈反寫漢民族文學史：評《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文訊》218，2003.12。

傅寶玉、王學新〈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內宜蘭地區史料之介紹：以原住民及教育史料為例〉，《

台灣史料研究》16，2000.12。

莫那能《美麗的稻穗》（晨星：1989） 。

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晨星，1990）

瓦歷斯‧諾幹《泰雅腳蹤》（晨星：1991）、《荒野的呼喚》（晨星：1999） 。

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晨星：1995） 。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海洋朝聖者》（聯合文學：1997）《黑色的翅膀》（晨星：1999） 。

霍斯陸曼‧伐伐《黥面》（晨星：2001） 。

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元尊：1997） 。

王家祥《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玉山社：1998） 。

浦忠成《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里仁：2000）。

孫大川《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7.10）。

山本春樹等編《台湾原住民族の現在》（東京：草風館，2004年12月）。

孫大川《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台北：印刻，2003.04）。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研所，2001.0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台北：臺原，1999.06）。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相

關出版品。

南天、遠流、晨星、臺原、常民文化、原民文化、玉山社等出版社針對日治時期相關圖書之復刻

或翻譯出版。

《山海文化》《原住民教育季刊》《博物館學季刊》《天理台灣學報》。

魏德聖《「賽德克・巴萊》（台北：中藝，2012）；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

（2011動畫，2005電影）；蔡政良《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馬躍・比吼《天堂小孩》

（台北：同喜文化，2006）、《請問蕃名》（2005）；湯湘竹《海有多深》（台北：角頭文化事

業，1997），以及參拾柒度、角頭文化、原舞者、喜馬拉雅、風潮出版的音樂及影像作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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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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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本土語言繪本製作 

課程英文名稱：Making picture book in Native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近年來，繪本教學愈來愈受到大家的歡迎和關注。尤其在教育領域的使用，常常成為教師或者家

長們的最佳教材。再觀本土語教學現場，仍普遍缺乏在地的族語繪本教材，故本課程嘗試從多元

文化的角度，以豐富的色彩、細膩的筆觸融入到部落的故事，讓學員除了學習自己的語言之外

，進一步讓學員學習如何包容、尊重以及接納多元文化的發展和結果。    本課程的教學對象以

多元族群為主，大部分學員應具備族群的基本族語認讀能力，因此，本課程強調「帶學生來看部

落/社區的故事，製作部落的繪本」。以不同程度的對象做不同的教學考量，提供不同的導讀方式

。配合學員學習的特質來進行教學，因此教學重點在於「概念發展」，並且融入定向與行動教學

，增進學員想像、設計、創造及自我實現的興趣與能力。故本課程欲達成的目標如下：一、學員

從閱讀繪本的經驗中，能累積詞彙量、瞭解文意。二、運用藝術創作能力，結合故事、視覺素材

，製作繪本。三、能賞析不同類型的部落故事，並將故事融入繪本當中。四、培養學員想像力、

思考力、好奇心、專注力、表達力。五、學員能完成一本在地化、有創意、會說話的族語繪本。

六、族群文化的概念融入繪本，建構學員的多元文化概念。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課程教學內容以泰雅族語為主要語言，課程以實作為主、理論為輔，著重創作，即以

創造、思考、藝術、數位為核心的做中學之學習活動。從教材的選擇、教材的分析、編制活動鏈

、美學的實作，以學員為中心的教學方式，透過講授法、討論法、角色扮演法、體驗式教學法、

腦力激盪法、發現教學法等教學方式，來活化課程的教學，改變教師的實務經驗。

教學進度：

1.認識繪本與繪本分享

2.繪本文本分析與討論

3.用圖像說我的故事

4.圖畫與文字的對話

5.模仿繪本_第一次提問

6.用耳朵來寫作_聆聽夏天的聲音

7.繪本創作I（故事選材、故事地圖…）

8.繪本創作II（故事分鏡表、故事語言…）

9.繪本創作III（故事分鏡表、故事語言…）

10.繪本插畫創作_色鉛筆

11.繪本與水彩的邂逅

12.期末作品發表與觀摩

參考書籍：15號王小美、花婆婆、我的妹妹聽不見、媽媽的束腰

成績考核：學習過程60%（學習態度20%、出席10%、服務態度10%、相關知識１0%、創作技能

：10%）、作品30%（含平常作業作品及期末作品繪本）、學員學習心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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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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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進行以教師的講授以及同學的報告和討論並重。修課同學需閱讀每週的必讀文獻，且於上課

前繳交讀書筆記（針對閱讀文獻進行評論和列舉討論問題）， 此佔學期總成績的 30%，同學輪流

報告每週的讀物且積極參與討論，同學應選取兩個族群進行報告與分析比較，此佔總成績的

30%。出席及參與校外教學心得撰寫佔 10%，期末就自身興趣選取相關議題撰寫八千至一萬字的研

究報告，此佔總成績的 30%，授課教師將對同學的期末報告的議題適切性和參考文獻提供建議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本課程針對台灣原住民族(或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進行探究，就台灣南島原住民族各

族群研究進行每周一族的精讀。透過相關文獻的閱讀和討論，期能培養修課同學從人類學的研究

途徑和比較視野來認識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 台灣原住民概論(李亦園 臺灣土著社會的兩種社會及宗教結構系統、李應貴 臺灣土著族的兩

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

3.參加人類學年會

4.國慶放假

5.排灣族(譚昌國2007 排灣族，台北市:三民書局)

6.校外參訪，五年祭

7.五年祭參訪報告(鄭漢文主編 2014 傾聽‧發聲‧對話 Maljeveq：2013台東土坂學術研討會紀

事)

8.泛泰雅與個人認同經歷(馬騰嶽 泰雅族族群意識的分裂與流動)

9.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正名運動(林修澈 2001 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Tara Yudaw 2003 「還我族名～太魯閣族」運動的緣起與發展，還我族名：「太魯閣族」：爭

取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二族（太魯閣族）緣起論述及分區部落座談成果報告書，頁7-43

10.西拉雅族夜祭(2014西拉雅夜祭活動手冊 張彥凱 吉貝耍夜祭中「遷曲」文化意義 潘英海

1995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

11.平埔族塹社(邱美玲 2012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

為核的探索。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12. 撒奇萊雅族-火祭(黃宣衛、蘇羿如 2008 文化建構視角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

13. 西拉雅族的身份認定(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2012 平埔西拉雅原住民族學術研討會議手

冊 施正鋒 2010 西拉雅族的身份與政府的承認政策 葉高華 2013 排除?還是放棄? 平埔族與山胞

身分認定)

14.撒奇萊雅族-族群認同(王佳涵 2010 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台東市:東台灣研究

會。靳菱菱 認同的路徑 : 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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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布農族(黃應貴 2007 布農族，台北市:三民書局)

16.放假

17.布農族＋期末總結(官大偉 2014 原住民族土地權的挑戰：從一個當代保留地交易的區域研究

談起。考古人類學刊，第80期，頁.7 - 52。

Dakis Awi（卓孝忠）、施宇凌、李牧澐 2011 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爭議中看真正的原住民族

，文化研究月報，頁.117。

湯京平、呂嘉泓 2002 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從山美與佳

經驗談社區自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4:2，頁.261 - 287。)

18. 期末報告

指定用書：譚昌國，《排灣族》，(台北市:三民書局，2007)

王梅霞，《泰雅族》，(台北市:三民書局，2007)

黃應貴，《布農族》，(台北市:三民書局，2007)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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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Formosan indigenous peopl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整合目前清華現有的師資人力，嘗試提供對原住民族研究有興趣的學生一個比較有系統而

深入的介紹，希望能藉由這個訓練，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社會的認識分析和反省能力。本課程涵

蓋考古、人類學、語言學、歷史、文學、教育等層面，藉由跨領域的對話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理解

以及當代處境提供不同的視野。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在課堂上以演講與討論為主。教師將於課堂上講解相關的議題，學生參與討論。課業

方面，學生需閱讀相關的文獻，於演講過後講者會提供內容提要問題，主要都是有關先前講課的

內容；12 次中選取其中六次做為平時成績。期末考以小組針對相關議題所做的展演展示或報告。

無論是課堂測驗或期末發表，都是以對演講以及教材內容之理解、分析與批判

反省為主，不以背誦為要務。

教學進度：

1.台灣原住民族總論 顧坤惠

陳其南 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

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 133-168，新竹市：清華大學。

2.台灣原住民族與考古 臧振華

臧振華 2016 台灣原住民的源流:考古學的證據與觀點。刊於考古歷史與原住民:台灣族群關係研

究新視野，洪麗完主編，頁 33-69。台北市：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___2012 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學報， 3:1 ，頁 87-119。

___2006 “從考古學看臺灣”。刊於《臺灣史十一講》李明珠等編，出版社：國立歷史博物館。

劉益昌 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臺灣島內的遷移活動。刊於東南亞到太平洋：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

族擴散與 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嘉、Sand, C. 主編，頁 65-74。台北市： 中研院考古

研究中心。

李壬癸 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Ch.1,2。台北：常民文化。

3. 語言與文化: 從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談起 葉美利 李壬癸。2010。〈台灣珍貴的文化資產—豐富

而歧異的南島語言〉。《科學月刊》481:70-75。

李壬癸。1991。〈從歷史語言學家構擬的同源詞看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大陸雜誌》83.6:12-22。李壬癸。

李壬癸。2007。〈身體各部名稱在語言上的運用〉。《語言暨語言學》8.3:711-722。

李壬癸。2010。《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前衛出版社。

Lee, Amy Pei-jung. 2015. Lexical categor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olfaction in

Ami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7.3: 321-350. doi:10.1017/langcog.2014.32.

Lee, Amy Pei-jung. 2011. Metaphorical euphemisms of RELATIONSHIP and DEATH in

Kavalan, Paiwan, and Seed-iq. Oceanic Linguistics 50.2:35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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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住民族語言復振 許韋晟

張學謙。2011。〈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 卷

，4 期，頁 127-153。

湯愛玉。2015。〈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 卷，2 期，頁 159-

70。

黃美金。2014。〈台灣原住民族語復振工作之回顧與展望〉《臺灣語文研究》，9 卷，2 期，頁

67-88。

劉宇陽。2016。〈族語復振與數位網路〉，第十一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07.12-13。台北：中央研究院

5.原住民族歷史 邱馨慧

翁佳音，2008，〈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

15(2): 1-36。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

59: 177-214。

黃智慧，2003，〈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

〉，張珣、江燦騰合編《台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pp.1–62，台北：南天書局。

6.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爭議 林文蘭

林文蘭 (2018)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文化研究 26：97-170。

林文蘭 (2018) 別讓原住民成為「難民」。2018.07.31.(二) 蘋果日報，A15版，蘋果論壇。

林文蘭 (2018) 正義或污名：臺灣教育優惠政策的爭議分析。發表於2018年12 月1 日至2 日「

2018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台灣社會學會、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

科技部共同主辦。新竹：交通大學。

林文蘭 (2019) 重返主體：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變遷和實踐。作者提供初稿。

7. 原住民族幼教 辛靜婷

馮靖惠（2018）。台灣閱讀協會呼籲：幼兒園教注音有助閱讀。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208421

曾世杰（2017）。公幼不教注音對弱勢兒童不利。親子天下，取自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716

曾世杰（2017）。早期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資。親子天下，88，80-83。

辛靜婷（2016/10/12）。原住民幼兒注音增能 閱讀起跑不落後。國語日報，第13 版

辛靜婷（2016）。原住民族幼兒雙文化聲韻介入課程之成效與教學歷程。課程與教學季刊

，19（4），191-228。

8. 原住民族文化的科普動畫 傅麗玉

吉娃斯愛科學 <繪本單元>

9. 原住民族文學概論 陳芷凡

孫大川，＜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1 期(台南：台灣文學館，2005)，頁1-21。

浦忠成，＜序論：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冊》(台北：里仁

，2009)，頁1-38。

田雅各，《蘭嶼行醫記》(台中：晨星，1998。)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10. 原住民族當代處境 黃應貴

黃應貴 2012 〈新自由主義下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台灣原住民研究季刊》2(1):1-26

參考: 黃應貴 2012「文明」之路。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56 2020/12/04 11:45



11.博物館與原住民 李子寧

12.當代平埔議題: 噶哈巫正名之路 黃美英

"噶哈巫的演變"南投縣埔里鎮：普羅文化，2017

13.謝艾倫 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大航海時代下菲律賓與台灣的原住民

Acabado, Stephen 2017 The Archaeology of Pericoloni-alism: Responses of the

"Unconquered" to Spanish Conquest and Colonialism in Ifugao, Philippines.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1:1-26.

Li, Min 2013 Fragments of Globalization: Archaeolog-ical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Colonial Dynamics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52(1):43-74.

謝艾倫2012 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外來陶瓷: 一個歷史考古學的研究. 考古人類學刊 76:33-60.

14.課程總結

指定用書：本課程並無教科書，但在文獻之研讀方面，視各週主題提供

參考書籍：與本課程課題相關的參考書甚多，我們將視情形於課堂上提供名單。

成績考核：出席討論佔10%; 每個講座會提供該次演講的核心問題測驗，每份8分，選其中六份最

高分者計總成績48%，小組針對議題分析所作展演/展示/報告佔總成績42%。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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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音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Pedagogic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學會如何進行語音教學，以台灣地區常見語言之語音系統為例。藉由認識發音器官、

了解發音方法、聽辨發音錯誤、以及音韻覺識等知識，找出常見的語音學習錯誤，以及相關教學

修正策略。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針對主要內容講述、示範並引導練習，學生參與課堂訓練、互動討論、以及撰寫

一篇原創性論文。藉由規劃語音教學策略或語音學習資料收集分析，課外實際執行以收集相關材

料，進行材料分析，撰寫語音教學與學習分析報告。

教學進度：

1.發音器官介紹

2.如何正確發音與教導

3.聽辨技巧訓練

4.找出發音的錯誤點 (如何利用praat協助分析)

5.音韻覺識(第一語言vs.第二語言)

6.輔音教學

7.元音教學

8.音節辨認教學

9.聲調與重音

10.學期報告規畫

11.如何收集課堂語音材料

12.如何分析課堂語音材料

13.不同語言的語音特徵比較

14.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

15.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I

16.材料分析

17.材料分析與教學應用

18.期末課堂報告

指定用書：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Ladefoged, P. & Keith Johnson, 2011,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ition, Wadesworth

George, Yule, 2010, The Study of Language, 4th edition. Cambridge

Gillon, Gail T. 2007, Phonological Awareness: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Guilford

Press

鍾榮富, 2011, 華語語音及教學, 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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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1996，台灣話音韻入門(歌仔戲教材)，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

古國順、何石松、劉醇鑫編著，2004，客語發音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討論與練習30%

期中摘要與資料分析 30%

期末報告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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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彙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ocabulary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詞彙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包含教師應具備的詞彙學基

本概念與相關理論、教材編寫、教學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指導策略以及測驗評量等。（2本課程

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

信念。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5‐3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老師講解、學生讀書報告、主題討論、教學觀摩、教案演示

教學進度：

1.課程概述

2.詞彙學概論

3.教學法流派

4.詞彙的構成與發展

5.詞彙單位

6.詞的構造

7.詞義

8.熟語

9.期中報告

10.方言特徵詞

11.詞彙擴散

12.詞彙與文化

13.詞彙教學的基本原則

14.詞彙的評量與測驗

15.詞彙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

16.詞彙教案設計

17.教案教學演示

18.期末口頭報告

指定用書：無指定教科書，將以一系列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進行

參考書籍：

符淮青 2004 現代漢語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

錢玉蓮2006現代漢語詞彙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 典藏閩南語教育資源.( http://3w.naer.edu.tw/educati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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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1.jsp)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如龍 2000 〈論方言特徵詞〉，《中國語言學報》，第10期

李如龍 2001 論漢語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溫昌衍 2001 《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暨南大學伯博士論文。

楊秀芳 （1991）《閩南語語法稿》，大安出版社

許威漢（2000），《二十四世紀的漢語詞匯學》，書海出版社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15%

課堂導讀  15%

教案演示  30% (教案15%, 試教 15%)

期末報告  40% (期中大綱 5%, 口頭報告 10%, 書面報告 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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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Grammar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建立在理論語法之上，以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語言為例(以研究成果最豐碩之漢語為例，但不

以此為限)，引導學生利用相關的語法知識，提升解決語法問題和組織語法教學活動的能力，透過

將語法理論與教學的結合，讓學生從中學習和掌握語法教學的基本原則和策略，進而指引語法的

教學實踐。（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5‐1 思辨與認同教

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角色。 5‐3 透

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老師講解、學生讀書報告、主題討論、教案演示

教學進度：

1.課程概述

2.一般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別

3.語法規則

4.語法教學的基礎屬性

5.簡易性的準則

6.語法教學點難易度的評定

7.語法點的排序

8.對比分析與語法教學

9.期中報告

10.詞類教學(I)

11.詞類教學(II)

12.常用句型的教學(I)

13.常用句型的教學(I)

14.複句教學

15.各語言教材語法點安排分析

16.教學與評量

17.教案設計與試教

18.期末口頭報告

參考書籍：

方麗娜. 1998.〈語法教學上字、語素、詞的界定問題探討〉，《高雄師範大學報》9:15-32。

王培光. 1988.〈華語教學語法的編寫原則〉，《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與應

用》 (中)，頁89-96。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王培光. 1994.〈從廣義的語言能力論華語語法教學〉，《第四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教材教法組》，頁65-74。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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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華. 1995.〈漢語語法的切分與分級〉，《中國語言學報》第七輯。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

版社。

何寶璋. 2011.〈漢語語序的語法意義在對外漢語語法教學中的實際應用〉，《台灣華語教學研究

》2。

呂文華. 199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探索》。北京：語文出版社。

呂文華. 2002.〈對外漢語教材語法項目排序的原則及策略〉，《世界漢語教學》4:86-95。

肖奚強. 2009.《外國學生漢語句式學習難度及分級排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清海. 1984.〈語法研究與語法教學〉，《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語法組》，頁

23-34。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周清海. 2004.〈華文教學裡的教材與語言問題〉，《華語文教學研究》1.1:23-31。

屈承熹. 2004.〈結構、功能、篇章：語法循序教學〉，《華語文教學研究》1.1:33-52。

林秀惠(主編). 2011.《對外華語教材研發》。臺北：文鶴。

林秋芳. 2008.〈現代漢語離合詞之教學語法建議〉，《2008第一屆華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暨工作

坊論文集》。臺北：文鶴。

高更生、王紅旗. 1996.《漢語教學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武昌、李櫻. 2007.〈從功能語法觀點檢視台灣高中英文句型教學〉，《2007國際應用英語教學

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頁626-643。臺北：文鶴。

盛炎. 1990/2007.《語言教學原理》。四川：重慶出版社。

許長謨(主編). 2011.《華語詞彙與語法》。臺北：文鶴。

陳俊光. 2007.《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台北：文鶴。

陸潔娟 1997.〈語義、認知及上層認知漢語語法教學法的理論與實踐〉，《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

學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與應用篇》(下)，頁151-164。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陸慶和. 2011.《實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湯廷池. 2004.〈語言分析與華語教學〉，《華語文教學研究》1.2:165-190。

葉德明(主編). 2011.《對外華語課程設計》。臺北：文鶴。

蔡永強、侯穎. 2010.〈問題與思路：華語文教材之練習設計的多維考量〉，《華語文教學研究》

7.3:75-108。

鄧守信. 200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臺北：文鶴出版社。

盧福波. 2004.《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層級劃分與項目排序問題》。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研究。

盧福波. 2010.《漢語語法教學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戴浩一.2003.〈認知功能語法與漢語教學〉，《語言理論與語言教學》，頁34-45。香港：香港教

育學院。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15%

課堂導讀  15%

教案演示  30% (教案15%, 試教 15%)

期末報告  40% (期中大綱 5%, 口頭報告 10%, 書面報告 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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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語言與教學評量的分析與研究，課程內容包括：語言測驗的編製與實施、測驗

結果的解釋與應用、測驗的分析與評鑑等，藉此幫助學生獲得編製、選擇與評鑑語言測驗，以及

應用語言測驗進行教學成效分析與研究的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課堂授課 、 指定閱讀 、書面報告 、 口頭報告 、 小組討論及活動、專題討論

教學進度：

1.課程介紹

2.語言教學目標專題研究

3.語言教學評量專題研究

4.語言測驗編製與命題實作專題

5.語言測驗試題分析專題

6.信度原理與信度估計專題研究

7.效度原理與效度估計專題研究

8.常模測驗分數的解釋專題

9.標準化測驗與應用專題

10.多元評量專題研究

指定用書：

柯華葳主編（民93）。華語文能力測驗編製─研究與實務。台北：遠流。

郭生玉（2007）。心理與教育測驗。臺北：精華。

參考書籍：

中國測驗學會主編（1994）。華文社會的心理測驗。臺北：心理。

余民寧（2002）。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心理。

陳英豪、吳裕益（2000）。測驗與評量。高雄：復文。

劉鐮力（民87）。漢語水平測試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成績考核：學習態度、表現評量、實作評量、專題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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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習得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cquisi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習得的進程和主要議題，並熟悉研究語言習得的方法

。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1.教師複習上週內容並回覆提問

2.教師導讀本週主題，參與課程者在下課前寫完提問

3.教師帶領討論

教學進度：

1.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

2.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g

3.Timing Matters: Dynamic Interactions Create Sensitive Periods for Word Learning

4.Pushing the Envelop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Dynamic

Competition Transform Association into Development

5.How Experiences with Words Supply All the Tools in the Toddler’s Word-Learning

Toolbox

6.Learning Words from Experienc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7.A Sensory-Motor Solution to Early Word-Referent Learning

8.he Miracle Year: From Basic Structur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9. An Embodied Model of Young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Word Learning

10.Developmental Language Learning from Human/Humanoid Robot SocialInteractions: An

Embodied and Situated Approach

11.Making Use of Multi-Modal Synchrony: A Model of Acoustic Packaging to Tie Words to

Actions

12.Development of Word Recognition across Speakers and Accents

13. A Neurorobotics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Word Learning Behaviors

14.Learning Words by Imitating

15.I Think I Have Heard That One Before: Recurrence-Based Word Learning with aRobot

16. Two Distinct Sequence Learning Mechanisms for Syntax Acquisition and Word

Learning

17.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te Talkers: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18. Review

指定用書：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Word Learning: Trends in Psych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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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Lakshmi Gogate and George Hollich

Hershey, Pa. : IGI Global.  2013   ISBN:9781466629738

Connectionist approaches to clinical problem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 therapeutic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Raymond G. Daniloff. (ed.)     Mahwah,

N.J. : L. Erlbaum  2002   ISBN:0585385874

參考書籍：

Foster-Cohen, S. (ed) (2009)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0230240780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Gogate, L. & Hollich, G. (2013).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Word

Learning: Trends in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shey, Pa. : IGI

Global. ISBN: 9781466629738.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Richards , B. (ed.) (2009). Vocabulary studi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0230242258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成績考核：

每週下課前寫提問並現場完成繳交 20%

上傳每週回家作業：當週為這一個科目做了甚麼，花多少時間 50%

期中考：找一篇與｢語言習得｣相關的碩士論文，討論它哪裡寫得不夠好 15% (4) 期末考：針對期

中考所討論的那篇論文，提出可如何加強讓它變得更好 15% )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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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Fundamental Issues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出發，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教學的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期望透過語言學習原理、學

習者特質、語言教學情境、理論或方法、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等主題的探討，使學生具備應用相

關學理及融合新科技的能力，從事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研究。（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1-1了解

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

和法規與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以進行教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5-3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

，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理論講述與討論40% 、個案分析30%、行動實作與報告 30%

教學進度：

1.語言教學現況

教學實踐思考、問題與解決策略、教學觀、方法與技巧、教學研究與教師增能 …

2.學科內容知識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言學理論與教學流派、語言與文化…

3.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學」

語言能力發展、學習者特質、學習策略…

4.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教」

語言能力、文法、詞彙教學；課程規劃與設計；教材發展；語言教學與科技；語言評量…

5.其他

參考書籍：

H. G. Widdowson.1990.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OUP.

Richards, Jack C. 2003. 英語教學三十年之回顧。CET

(http://www.cavesbooks.com.tw/CET/ArtContent_tw.aspx?CDE=ART201308141117553DJ)

Richards, J. C., & Renandya, W. A. 2002.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An

anthology of current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Jack C. 2010.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成績考核：課堂參與 50%、表現評量 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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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68 2020/12/04 11:45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or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will be introduced to bring the stude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e of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their teaching context.

Emphasis will be focused on how linguistic theories influence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y.（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量、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1) 每週討論文章以共讀形式進行，因此每人每週平均閱讀 2~4 頁英文文章，每週並需準備 2~4

ppt 負責報告。

(2) 每週閱讀參考書目中的一章 (中文書)，撰寫心得及提問，於下週上課前上傳至教學平台。

(3) 期中考及期末考以紙筆測驗進行，測驗內容為之前上課所討論之內容以及每週自行閱讀之參

考書目章節 )

教學進度：

1.Introd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2.Direct strategies

3.How to apply direct strategies

4.Indirect strategies

5.How to apply indirect strategies

6.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assessment

7.Networking

8. Language origin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9.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0.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1.Needs analysis

12. Situation analysis

13.Planning goa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14. Course planning and syllabus design

15.Effective teaching

16.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17.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18.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指定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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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what every teachers should know./Oxford, R. L.

Heinle Heinle Publishers  1990  ISBN:0838428622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Richards, J.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0521804914

參考書籍：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ition). Longman.

廖柏森 (譯) 2007。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東華書局。(原著：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ition). Longman.)

谷瑞勉 (譯) 2001。教室中的維高斯基。心理出版社。(原著：Dixon-Krauss, L. Vygotsky in

the classroom : mediated literacy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成績考核：上課報告20%、參與討論20%、每週作業30%、期中考15%、期末考 1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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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以臺灣母語的特性為考量，設定教學目標及配套的評量方式，並且練習適用於評量

臺灣母語學習效果的量化及質性描述方法。（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

實務、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求。）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理論講述與討論(30%)、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行動實作與報告(50%)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教師母語不流利時如何教？Hinton (2003)

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張學謙 2004, 2007, 2011

4.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江秀英 2007, The Foxfire Approach

(http://www.foxfire.org/teaching.html)

5.雙語教學張學謙等 2011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陳素年 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

6.多語教室教學黃東秋 2007, 2010

7.沉浸式教學法(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Reyhner, Jon.2003. Kipp 2009客語沉浸教學: 陳

雅鈴2009陳雅玲等2009

8.專題演講: 教案編寫

9.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張學謙等2011, Heredia & Francis 1997

10.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高清菊 2011, 楊美蓮2007　

11.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Heredia and Francis 1997

12.期中報告: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3.語言教學法介紹 IRichards & Theodore 2000

1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15.討論: 教學法於母語教學之應用

16.語言教學評量Bowles & Stansfield 2008

17.期末發表

18.期末發表

參考書籍：

高清菊. 2011. 原住民族文化融入族語教材探討─以「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繪本編纂歷程經

驗分享。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叢, 201-22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陳昭君、賴香螢、陳震蔚 .2011.看見排灣族的聲音：雙語書的製作與教學。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叢, 124-158。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楊美蓮. 2007. 童畫與族語：談兒童繪本在族語學習上的運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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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江秀英. 2007. 台灣原住民族語怎麼教？以兩個國小資深原住民族語教師的教學法為例，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論叢 -- 理論與實務，165-18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04. 結合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 台灣語文研究 2: 171-192。

張學謙. 2007.〈重新點燃族語火種﹕師徒制與原住民語言復振〉。張學謙等編輯《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論叢—理論與實務》。頁201-212。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11.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台中市新新台灣教育文化基

金會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 以雙語策進行地方為本的母語讀寫教育. 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

討會會前論文集395-407. 10月 5-6 日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黃東秋.2007. 多語言教室教學：美言巧語生態環境之營造。原住民族語言的發展—理論與實務》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56-74.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黃東秋. 2010. 多語言互通論: 社區多語言教室的學與教. 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 黃

樹民、章英華主編，頁357-404，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雅玲. 2009. 屏東縣幼托園所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之探討. 教育資料與研究 91: 頁55-84.

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 2009. 客語沈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

， 41(2)，345-360。

林佳慧. 2010. 閩南語融入式課程之實施及其對幼兒之影響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碩士論文。

陳素年.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模式探究~以小一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蒼林. 2010. 運用社區資源ê台語教學：台華雙語多媒體電子冊製作行動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湖

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Bowles, Melissa and Charles W. Stansfield. 2008. A Practical Guide to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in the Native Language. NLA—LEP Partnership

Hinton, Leanne. 2003. How To Teach When the Teacher Isn’t Fluent.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Reyhner, Jon.2003. Native Language Immersion.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Kipp, Darrell. 2009. Encouragement Guidance and Lessons Learned: 21 Years in an

Immersion School. Jon Reyhner and Louise Lockard (eds.)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jan.ucc.nau.edu/~jar/TIL.html

Fox Fire http://www.foxfire.or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ttp://www.languagerevive.org/introduction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http://www.ogmios.org/index.htm

ATLILLA http://www.iu.edu/~atlilla/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OVER THE CENTURIES

http://www.aber.ac.uk/~mflwww/seclangacq/langteach1.htm

http://en.tp.edu.tw/teachmethod/index.htm (有各種教學法之中文簡介)

成績考核：表現評量(50%)、上課參與(30%)、其他(20%)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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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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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原住民族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族語文溝通能力 □語言學知識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原住民語言教學的不同面相，從個人的族語條件開始談教師應具備的語言知能與師專業發展

、教材編寫、教學觀與教學法、教學活動設計以及語言評量等。台灣與其他地區原住民教學的個

案亦將帶入，探討文化融入、結合社區以及繪本製作及融入教學等相關議題。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老師講解、引導討論 30%

讀書報告  30%　

個案討論  20%

教學演示、實地參訪  20%

教學進度：

1.課程簡介

2.教師族語不流利時如何教？

3.語言教學法介紹 I

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5.討論 : 教學法於族語之應用

6.音韻覺識與拼教學

7.運用構詞於彙教學

8.沉浸式教學法 (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

9.期中報告 :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0.實地訪評 : 屏東泰武

11.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材編寫

12.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

1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

14.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

15.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

16.語言教學評量 -1

17.語言教學評量 -2

18.期末發表

參考書籍：

高清菊. 2011. 原住民族文化融入族語教材探討─以「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繪本編纂歷程經

驗分享。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叢, 201-22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陳昭君、賴香螢、陳震蔚 .2011.看見排灣族的聲音：雙語書的製作與教學。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叢, 124-158。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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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蓮. 2007. 童畫與族語：談兒童繪本在族語學習上的運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理論與實務論

文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江秀英. 2007. 台灣原住民族語怎麼教？以兩個國小資深原住民族語教師的教學法為例，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論叢 -- 理論與實務，165-18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04. 結合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 台灣語文研究 2: 171-192。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 以雙語策進行地方為本的母語讀寫教育.  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

研討會會前論文集395-407. 10月 5-6 日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張學謙。2007。〈重新點燃族語火種﹕師徒制與原住民語言復振〉。張學謙等編輯《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論叢—理論與實務》。頁201-212。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11.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台中市新新台灣教育文化基

金會

Bowles, Melissa and Charles W. Stansfield. 2008. A Practical Guide to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in the Native Language. NLA—LEP Partnership

Hsiung, Tung-Hsing. 2010. Preliminary Studies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Teaching in

Taiwan.

（一）Hinton, Leanne. 2003. How To Teach When the Teacher Isn't Fluent.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二）Heredia, Armando and Norbert Francis. 1997. Coyote as Reading Teacher: Oral

Tradition in the Classroom. Chapter 6,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pp. 46-55). Flagstaff, AZ: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Lasimbang, Anne. 2008.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 through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ECCE)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in Sabah, Borneo. Internaional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digenous Languages. 8-10 January 2008, New York

（三）Reyhner, Jon.2003. Native Language Immersion.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Kipp , Darrell. 2009. Encouragement Guidance and Lessons Learned: 21 Years in an

Immersion School. Jon Reyhner and Louise Lockard (eds.)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Lems, Kristin, Leah D. Miller and Tenena M. Soro. 2010. Using Morphemes to Learn

Vocabulary. Teaching Reading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sight From Linguistics.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Rego, Ana Maria Pazos. 2006. The alphabetic principle, phonics and spelling: Teaching

Students the Code. Reading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for All Learners, Jeanne Shay

Schumm (Ed.) 2006.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網路資源

Our Languages http://www.ourlanguage.org/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jan.ucc.nau.edu/~jar/TIL.html

Fox Fire http://www.foxfire.or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ttp://www.languagerevive.org/introduction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http://www.ogmios.org/index.htm

ATLILLA http://www.iu.edu/~atl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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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OVER THE CENTURIES

http://www.aber.ac.uk/~mflwww/seclangacq/langteach1.htm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 REVIEW: http://www.sk.com.br/sk-revie.html

http://www.languages.dk/methods/methods.html

（四）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 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http://tesl-ej.org/ej43/r6.html

http://www.georgejacobs.net/methodology1.htm

http://en.tp.edu.tw/teachmethod/index.htm (有各種教學法之中文簡介)

http://www.cowc.org/files/CCTForeignLanguageSyllabusFall07.pdf

http://www.cognitivelinguistics.org/research.shtml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40% (出席 讀書報告 討論)

實作 60% (專題報告 教學活動設計 教材設計 教學演示)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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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中心會議 109-06 

1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師培中心謝傳崇副主任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語所 

案  由：有關臺語所修訂「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專門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語所 109年 12月 04日 109學年度第六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會議紀錄及報部清冊如附件一-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數理所 

案  由：有關數理所申請辦理「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五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附

件二-1。 
三、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二-2。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有關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師培中心中心會議 109-06 

2 
 

一、本課程修訂案，業經 11月 16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通過，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學年度起新增 3門課及華文所擬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門課程。 

    (三)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學年度課程修正案及 

        110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 

    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2。 

三、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與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七-1，將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育部 109年 9月 11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七-2，故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台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年 10月 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函如附件七-3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三、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4。 

四、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七-5。 

五、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八-1，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於 109年 5月 26日臺



師培中心中心會議 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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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八-2，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八-3。 

二、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

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與「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

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學分，調整為應修 8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

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4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5。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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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檢核表 

     清華    大學辦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自主檢核表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輔導專長   ▓自然領域專長    □科技領域資訊專長

項次 檢核內容 自主檢核內容 備註

1 自主檢核表 ■符合

2 本次申請項目(得複選) ▓新增領域專長課程

□新增課程規劃系所

□修正領域專長課程

□調整規劃系所(含減列

及更名)

申請調整規劃系所（包括減列及

更名）者，應先提報變更說明或

對照表、變更佐證資料及相關會

議審查通過資料，經本部核定後

實施

3 分領域專長裝訂紙本計畫書1式5
份並提供電子檔光碟

■已提供 修正領域專長課程/調整系所提

供1式1份 

4 註明培育課程名稱(領域專長別) ■符合

5 參與規劃人員(每一相關學系所

師資至少2名)

■符合

□免附

修正領域專長課程/調整系所者

免附

6 負責課程規劃之相關學系所

(主要規劃學系所、合作開課系

所、其他參與課程規劃之單位) 

■符合

7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符合

8 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架構表

■符合

9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各國

小加註專門課程架構表) 
■符合 本項應於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管

理平臺填報後產出

10 相關學系所現行之必(選)修科目

表

■符合

□免附

修正領域專長課程/調整系所者

免附

11 檢附前次課程經本部核定/備查公

文

■符合 □免附 新增領域專長課程者免附

12 檢附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及相

關資料

■符合

13 檢附校內國小加註專長專門課程

相關規定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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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概要 

(一)培育課程名稱(領域、專長別)：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二)參加規劃人員(每一相關學系所師資至少2名)：

(修正領域專長課程/調整系所者免附)

系所名稱 姓名 職稱 任教科目

數理教育研究所 蘇宏仁 教授 環境教育導論、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議

題與教學、科學教育導論、國小自然科學實

驗研究

數理教育研究所 巫俊明 副教授 科學教育與科學史、科學教育導論、科學學

習心理學、國小自然科課程研究、科學繪本

與教學、STEAM 課程設計與實踐、國小自

然科學教材教法、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

數理教育研究所 王姿陵 副教授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科學教育專題研

究、科學遊戲與教學、科學課程設計、國小

自然科學實驗研究

師資培育中心 陳復琴 副教授 普通生物學及實驗、真菌學、生態學

師資培育中心 杜明進 副教授 普通化學及實驗、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

理化學

(三) 負責課程規劃之相關學系所(包括主要規劃學系所、開課相關學

系所等)：

1.主要規劃學系所：數理教育研究所

2.合作開課系所(如無則免填)：師資培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生命科學系(如

有必要可提供學生自然學科選修課程)、物理系(如有必要可提供學生自然學科

選修課程)、化學系(如有必要可提供學生自然學科選修課程) 

3.其他參與課程規劃之單位(如無則免填)：師資培育中心

(四)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應至少包含本加註專長專門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及各課程類別最低應修學分數之說明)

  本國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及鈞

部所提供自然領域加註專長課程架構表訂定。規畫總學分數計65學分，學生必須至少修畢24學

分始能取得認證，其中各課程類別包括：自然科學專門學科知能必備至少12學分、學習環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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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安全管理知能必備至少2學分、教學專業知能必備至少6學分、課程設計與發展知能必備至

少2學分、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必備至少2學分。

 欲取得認證之職前教師，其自然科學專門學科知能除可由本所偕同師培中心特別開課外，亦

可至理學院或生命科學院相關系所大學部修習，而其他科學教育相關的課程則由數理教育研究

所及師培中心的相關教師提供授課。此外，考量本所為一獨立研究所，並無相關大學部學生，

若將大學層級的認證課程併入本所現行課程架構中，恐造成爾後本所研究生與大學部師培生共

同修課的現象，在學生需求不同及課程深度與廣度互異下，容易發生授課上的困擾與混亂，故

本專長認證課程架構將另行獨立設置於本所，爾後再視學生需求由本所及師培中心調配相關課

程的開課時機及處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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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架構表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本校107年11月29日師資培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 

本校107年12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8 年5月7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063789號函備查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發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基準規劃開課。 

二、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46學分，

其中：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10學分，至少修習4個領域，並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其中英

語為非英語相關院科系必修、自然科學為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修。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必選修至少2科4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12學分，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必修，必選修5科10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4領域至少8學分，教學實習、

國民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敎材教法為必修、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與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2選1。

5.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應修至少12學分，其中專門課程中選修1門科目，應修至

少2學分，教育實踐課程中教學實習為必修4學分、「教材教法」至少選修2門科目，

應修至少4學分、其他課程選修1門科目，應修至少2學分。

三、本校規劃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72

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四、本課程表適用108學年度起取得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者（包括師資培育學系及

教育學程師資生），107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格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適用本課程表，惟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規定。 

（二）105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格者，得依二校合併前經教育部核定之原「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辦理，惟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規定。

五、本表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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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專

門

課

程 

數學領域 ※數學 2 2 3 必 

至少 4 
個領域 
10 學

分， 並

以非主

修 領域

優先修 
習。 

 

師資生曾修習微
積分課程成績及格
者，經本校審核通
過，得免修習「數學」    
惟仍應修習至少 4 
個領域 10 學分。 
 
師資生為英語相關

院科系者，得免修

習「英語」，惟仍

應修習至少 4 個

領域 10 學分。 
 
師資生為理工相關

院科系者，得免修

習「自然科學」，

惟仍應修習至少 4 
個領域 10 學分。 

 
 
 

語文領域 

※口語表達(包
含 國 音 及 說

話) 
2 2 

3 
必 

寫字及書法 2 2 3 選 
本土語言 2 2 3 選 
新住民語文 2 2 3 選 
英語 2 2 3 必 

自然科學
領域 自然科學概論 2 2 3.5  必 

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概論 2 2 1 選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2 2 3 選 
表演藝術 2 2 3 選 
鍵盤樂 2 2 3   

選 

音樂 2 2 3 選 

健康與體

育領域 
健康與體育 2 2 

3 選 

綜合活動
領域 童軍 2 2 3 選 

跨領域 STEAM 教育 2 2 3 選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教育概論 2 2 1.2.3.5 
 
 
 
 

選 

至少 2 科 
4 學分 

 

教育哲學 2 2 1.4.5 選  

教育社會學 2 2 1.3 
 

 
 

 

選 
 

 

教育心理學 2 2 1.2.3 選  

教育史 2 2 1.5 選   

學校行政 2 2 1.5 選  

教育行政 2 2 1 選 
 

 

比較教育 2 2 1.2.3 選  

多元文化教育  2 2 
1.2. 選  

性別教育  2 2 2 選  

教育法規 2 2 1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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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教育議題專題 2 2 

1.4 

必

教育議題專題含生
涯規劃、職業教育
與訓練各至少 9 小
時(107 年 8 月 2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143152 號) 

教學原理 2 2 2.3.4 選 

至少 5 

科 

10 學分 

班級經營 2 2 2.4.5 選 

學習評量 2 2 1.3 選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2 3 選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1.2.3 選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2 4 選 

教育研究法 2 2 1.2.4 選 

特殊教育導論 3 3 2 選 

教學精進專題 2 2 3 選 

STEAM 教學設計 2 2 
3 選 

英語班級經營 2 2 4 選 

實驗教育 2 2 
3 選 

國際教育 2 2 1.3 選 

親職教育 2 2 2.3.4 選 

教育統計學 2 2 
1.3.5 選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
習、差異化教學) 2 2 

3 選 

補救教學 2 2 
2.3.4 選 

閱讀教育 2 2 3 選 

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 2 2 3 選 

另類教育與教學 2 2 1.2.3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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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 2 2 5 選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2 3 選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教學實習 4 4 
2.3.5 必 

 
 
 

必修 16 
學分，國

民小學教

材教法必

修 4領
域，至少

4科 8  學
分。 

 先 修課程 為「 國民 小
學國語教 材教法 」及
「國 民小學 數 學教
材教法」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2 2 
3 

必 先修課程為「數
學」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

教法 2 2 1.2.3 必 先修課程為「口語表

達(包含國音及說

)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

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

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

法 2 2 
 3 至

少 

2 

選 

1 

選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
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2 2 
2.3 選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

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

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

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

法 
2 2 3 選  

教育見習 2 2 5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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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課程架構表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課程科目(學分數) 必備學分數 

自然科學領域

之專門學科知

能 

12 普通生物學(3/必) 

真菌學(3/選) 

植物的生理與發育(3/選)

其他生物相關科目 

至少3學分 

普通化學(3/必) 

物理化學(3/選) 

有機化學(3/選) 

分析化學(3/選) 

其他化學相關科目 

至少3學分 

普通物理學(3/必) 

近代物理學導論(3/選) 

電磁學概論(3/選) 

其他物理相關科目 

至少3學分 

地球科學概論(3/必)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3/選) 

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3/選) 

其他地球科學相關科目 

至少3學分 

學習環境經營

與安全管理知

能 

2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2/必) 

普通化學實驗(2/選) 

至少2學分 

教學專業知能 6 科學教育基礎科目：

科學教育導論(2/必) 

環境教育導論(2/選) 

科學學習心理學(2/選) 

至少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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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學媒材與方法：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2/必) 

科學繪本與教學(2/選) 

科學遊戲與教學(2/選) 

至少2學分 

課程設計與發

展知能 

2 科學課程設計(2/必) 

環境議題與教學(2/選) 

至少2學分 

跨領域教學能

力與專業發展

知能 

2 科學教育與科學史(2/必) 

環境教育專題研究(2/選) 

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2/選) 

至少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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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10日

109-0002-ED01-3-1A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新設群科】

適用對象：欲取得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的師資培育學生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
，請將本資料連同其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規劃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已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24學分，實際：24學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2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之下開設至少 1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9學分)

■ --參考科目如生物及其相關科目: ... 規劃必備至少 3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物理及其相關科目: ... 規劃必備至少 3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化學及其相關科目: ... 規劃必備至少 3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地球科學及其相關科目... 規劃必備至少 3 學分：已符合

■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之下開設至少 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4學分)

■ --參考科目如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教學專業知能 之下開設至少 6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2學分)

■ --參考科目如科學教育基礎科目:
...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科學教學媒材與方法相...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課程設計與發展知能 之下開設至少 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4學分)

■ --參考科目如自然科課程統整的實施...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之下開設至少 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6學分)

■ --參考科目如科學史、環境教育專題... 規劃必備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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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本國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及鈞部所提供自

然領域加註專長課程架構表訂定。規畫總學分數計65學分，學生必須至少修畢24學分始能取得認證，其

中各課程類別包括：自然科學專門學科知能必備至少12學分、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必備至少

2學分、教學專業知能必備至少6學分、課程設計與發展知能必備至少2學分、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

展知能必備至少2學分。

欲取得認證之職前教師，其自然科學專門學科知能除可由本所偕同師培中心特別開課外，亦可至理學院

領域專長名稱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24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65

本校規劃之學系所 數理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備 備註

自然科
學領域
之專門
學科知
能

自然科
學領域
之專門
學科知
能

12 39 真菌學 3 選備

植物的生理與發育 3 選備

普通生物學 3 必備

近代物理學導論 3 選備

普通物理學 3 必備

電磁學概論 3 選備

分析化學 3 選備

有機化學 3 選備

物理化學 3 選備

普通化學 3 必備

地球科學概論 3 必備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3 選備

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3 選備

學習環
境經營
與安全
管理知
能

學習環
境經營
與安全
管理知
能

2 4 國小自然科科學實驗 2 必備

普通化學實驗 2 選備

教學專
業知能

教學專
業知能

6 12 科學教育導論 2 必備

環境教育導論 2 選備

科學學習心理學 2 選備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 2 必備

科學繪本與教學 2 選備

科學遊戲與教學 2 選備

課程設
計與發
展知能

課程設
計與發
展知能

2 4 環境議題與教學 2 選備

科學課程設計 2 必備

跨領域
教學能
力與專
業發展
知能

跨領域
教學能
力與專
業發展
知能

2 6 科學教育與科學史 2 必備

環境教育專題研究 2 選備

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 2 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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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命科學院相關系所大學部修習，而其他科學教育相關的課程則由數理教育研究所及師培中心的相關

教師提供授課。此外，考量本所為一獨立研究所，並無相關大學部學生，若將大學層級的認證課程併入

本所現行課程架構中，恐造成爾後本所研究生與大學部師培生共同修課的現象，在學生需求不同及課程

深度與廣度互異下，容易發生授課上的困擾與混亂，故本專長認證課程架構將另行獨立設置於本所，爾

後再視學生需求由本所及師培中心調配相關課程的開課時機及處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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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防災教育* 9 環境教育導論、環境議題與教學、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台灣地質
與地形勘查、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地球科學概論

環境教育* 20 環境教育導論、環境議題與教學、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台灣地質
與地形勘查、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普通化學實驗、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
磁學概論、科學繪本與教學、地球科學概論、國小自然科科學實驗、分析化學、有機化
學、物理化學、普通化學、真菌學、植物的生理與發育、普通生物學

性別平等教育* 4 科學教育與科學史、真菌學、植物的生理與發育、普通生物學

安全教育* 6 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普通化學實驗、分析化學、普通化學

媒體素養教育 2 真菌學、植物的生理與發育

生活教育 3 真菌學、植物的生理與發育、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本土教育 4 普通生物學、地球科學概論、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藥物教育 5 物理化學、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普通化學實驗

海洋教育 9 普通化學、地球科學概論、電磁學概論、普通物理學、近代物理學導論、台灣地質與地
形勘查、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議題與教學、環境教育導論

觀光休閒教育 3 地球科學概論、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藝術與美感教育 1 科學繪本與教學

消費者保護教育 1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修復式正義 1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能源教育 13 環境教育導論、環境議題與教學、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台灣地質
與地形勘查、普通化學實驗、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地球科學概
論、有機化學、物理化學、普通化學

戶外教育 5 環境教育導論、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環境議題與教學、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地球科學
概論

科技教育 19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科學遊戲與教學、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普通化學實驗、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
地球科學概論、科學繪本與教學、國小自然科科學實驗、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
學、普通化學、植物的生理與發育、真菌學、普通生物學

國際教育 8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
概論、科學教育導論、地球科學概論、科學課程設計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1 科學遊戲與教學、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普通化學實驗、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
、電磁學概論、國小自然科科學實驗、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普通化學

閱讀素養 11 科學教育與科學史、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科學繪本與教學、普
通化學實驗、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普通化學、真菌學

生命教育 3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植物的生理與發育、普通生物學

生涯規劃教育 3 近代物理學導論、普通物理學、電磁學概論

多元文化教育 1 真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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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植物的生理與發育 依說明 需先修過普通生物學或普通植物學。

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依所列課程 地球科學概論

5 2020/12/10 12:02第 14 頁，共 66 頁



(四)合作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合作開課系所

真菌學 師資培育中心

植物的生理與發育 師資培育中心

普通生物學 師資培育中心

近代物理學導論 物理學系

普通物理學 物理學系

電磁學概論 物理學系

分析化學 師資培育中心

有機化學 師資培育中心

物理化學 師資培育中心

普通化學 師資培育中心

地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通識教育中心

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通識教育中心

普通化學實驗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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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真菌學 

課程英文名稱：Fungi Scien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介紹真菌的定義，各種真菌的形態及其多樣性，真菌與人類的關係。課程內容包括介紹黏菌

、卵菌等接近真菌的生物，真菌界的簡單（壺菌、接合菌門）與高等真菌（擔子菌門、子囊菌門

），單細胞真菌（酵母菌），地衣等，真菌與文明文化、真菌與生態、真菌與農業、真菌與飲食

、真菌引起的疾病、醫藥真菌、真菌與居住環境。課程也將融入常見的真菌議題，如食品安全與

真菌毒素、殺真菌劑等。共設計18週的課程，含一次分組口頭報告與一次野外觀察。

課程大綱：

1.What is fungi

2.Protozoan "pseudofungi" and simple Fung

3.Eumycotan Fungi. Zygomycota

4.Phylum Dikaryomycota, Ascomycotina I

5.Phylum Dikaryomycota, Ascomycotina II

6.Phylum Dikaryomycota, Basidiomycotina I

7.Phylum Dikaryomycota, Basidiomycotina II

8.Yeasts and Lichens

9.期中報告

10.Fungi,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11.Fungi and Ecology

12.Fungi and Agriculture

13.Fungi and Food I

14.Fungi and Food II

15.Fungi and Human Diseases

16.Application of Fungi in Medical Treatment

17.Fungi and living environment

18.野外觀察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科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媒體素養教育、生活教育

7 2020/12/10 12:02第 16 頁，共 66 頁



課程中文名稱：植物的生理與發育 

課程英文名稱：Plant physiology and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是從植物構造與功能的角度，使學生認識植物生理與發育，瞭解植物的基本生理機制

，及如何藉由生理反應來適應環境。以一學期18週的時間設計16週的教學及2週的分組口頭報告課

程。內容並將融入國小或國中課程的植物相關單元，如植物的身體、種植植物、光合作用等。傳

統植物生理的部分主要講授植物水分生理、礦物養分吸收與同化作用、光合作用(預設學生可從生

物化學或細胞學等專業科目學到細胞呼吸)、光合產物的運輸與分配、植物防禦；植物發育的部分

主要講授植物的發生與生長、植物賀爾蒙及開花控制。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Water balance of the plant

3. Mineral nutrients

4. Assimilation of mineral nutrients I

5. Assimilation of mineral nutrients II

6. Photosynthesis-light reaction I

7. Photosynthesis-light reaction II

8. Photosynthesis- carbon reaction I

9. 期中報告

10. Photosynthesis- physiological andecological consideration

11. Translocation in the phloemI

12. Translocation in the phloemII

13. Plant defenses

14.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5. Plant hormone I

16. Plant hormone II

17. The control of flowering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依說明：需先修過普通生物學或普通植物學。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科技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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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生物學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Bi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設計為3學分，一學期18週的課程，含兩次(期中與期末)分組口頭報告。課程分為四部分，簡要介

紹生物的知識，包括生物的源起歷史與演化法則、生物的構造與功能、生物的生長與發育、生物

多樣性與環境。預期學生從課程中瞭解生物學的架構及領域，培養自學與討論的能力，以及回顧

熟悉並更新中小學課程中曾提及的生物學知識。

課程大綱：

Part 1: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life

1.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life

2.Evolution and Phylogeny

3.Basic Genetic Mechanisms

4.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Things

 

Part 2: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iving things

5.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organisms: biomolecules and cells

6.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iving things: plants

7.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iving things: animals

8.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organisms: microorganisms

 

9.Group Oral Presentation I

 

Part Thre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Living Things

10.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nimals

11.Animal Behaviors

12.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

13.The Regulation of Plant Growth and Flowering

 

Part 4: Biodiversity and the environment

14.Biodiversity

15.Ecology I

16.Ecology II

17.Bi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18.Group Oral Presentatio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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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科技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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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近代物理學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ys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物理學系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師培生認識近代物理（相對論、量子力學）與未來教學相關科學展望。介紹二十世紀以後，近

代物理學的發展，內容包括相對論、波動力學導論、原子結構及原子光譜、分子結構及其光譜、

基本固態物體的晶格結構與與電子結構等。對於自然科認證有重要的關係。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近代物理發展簡史, 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Physics

第二週    狹義相對論公設與結果, Postulates; Consequences of Special Relativity

第三週    Lorentz 變換, The Lorentz Transformation

第四週    動量與能量, Relativistic Momentum and Energy

第五週    電磁波; 黑體輻射; 光電效應, X光, Electromagnetic Waves; Blackbody

Radiation; Photoelectric Effect; X-rays

第六週    光子氣體; Compton 效應, Blackbody Radiation (Photon Gas); Compton Effect

第七週    德佈洛伊的物質波, de Broglie Waves

第八週    不確定性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原子的組成; 原子的光譜; Bohr 的原子模型, The Composition of Atoms; Atomic

Spectra; The Bohr Atom

第十一週  波函數簡介,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第十二週  薛丁格方程式, Schrödinger's Equation

第十三週  一維簡單系統, Simple One-Particle Systems in 1D

第十四週  穿隧效應; 期望值; 觀察量與算符, Tunnel Effect; Expectation Values;

Observables and Operators

第十五週  氫原子的薛丁格方程式, Schrödinger's Equation for the Hydrogen Atom

第十六週  角動量, Angular Momentum

第十七週  電子自旋; 不相容原理; 週期表, Electron Spin; Exclusion Principle; Periodic

Table

第十八週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

涯規劃教育、閱讀素養、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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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物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Phys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物理學系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普通物理學提供物理學及近代科學各個分支的基礎。課程將系統地介紹自牛頓力學以來所發展的

物理學範疇，包括古典力學、波動力學、熱力學、電磁學、光學、近代物理學等。課程將與微積

分之相關主題相互配合，以助於學生學習，也可理解不同科目間如何交叉應用。例如，以牛頓運

動定律理解動力學問題時，需要懂得微積分之微分方程求解。

課程大綱：

第一週    Overview

第二週    Newton’s Laws

第三週    Energy & Momentum

第四週    Rotation

第五週    Rotational Dynamics

第六週    Kepler’s Laws

第七週    Oscillatory Motion

第八週    Wave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Electric Charge & Electric Field

第十一週  Gauss’s Law

第十二週  Electric Potential

第十三週  Capacitance & Dielectrics

第十四週  Current & Resistance & EMF

第十五週  DC Circuits

第十六週  Magnetic Field

第十七週  Sources of Magnetic Field

第十八週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

涯規劃教育、閱讀素養、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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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電磁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Electromag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物理學系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師培生認識電磁學與未來教學相關科學展望。1.建構師培生對電磁學之瞭解。2.配合電磁實驗

，使師培生能將理論由實驗加以驗證。3.讓師培生了解現今光電產業發展並知悉工作環境應有之

專業態度。

課程大綱：

第一週    電磁場簡介

第二週    電磁場

第三週    向量分析

第四週    靜電學(庫輪定律，電場強度)

第五週    靜電學(高斯定律求電場、電位)

第六週    靜電學(電位能、電容)

第七週    穩態電流(一)

第八週    穩態電流(二)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靜磁場

第十一週  靜磁場(磁性材料)

第十二週  靜磁場應用(一)

第十三週  靜磁場應用(二)

第十四週  時變型電磁場(一)

第十五週  時變型電磁場(二)

第十六週  時變型電磁場(三)

第十七週  時變型電磁場(四)

第十八週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

涯規劃教育、閱讀素養、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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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分析化學 

課程英文名稱：Analytical Chemis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化學分析根據化學反應，內容主要含定性、定量及儀器分析，也是化學的基礎，學生需熟練運用

為要。又儀器分析根據物質和外加能的物理變化作為分析的基準，儀器分析實驗需要瞭解信號後

面的原理。它利用的能有熱、電、光等，而且能量大小不同，反應可能也就不同。學生除了化學

知識之外，還需要某些程度的物理和數學的知識。

課程大綱：

1.化學分析的流程

2.化學測量

3.數學工具與統計

4.品質保證與檢量方法

5.滴定

6.重量與燃燒分析

7.介紹酸與鹼

8.緩衝液

9.酸鹼滴定

10.多質子酸與鹼

11.深入探討化學平衡

12. EDTA 滴定

13.電極電位

14.電極測量

15.氧化還原滴定

16.電化學儀器法

17.光譜測定法的原理與應用

18.層析法與質譜法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安全教育、閱讀素養、藥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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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有機化學 

課程英文名稱：Organic Chemis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有機化學是一門基礎的課程，且與材料、高分子、藥學、生物化學有密切關聯，有機的教材很豐

富，而生命科學幾乎建立在有機化學的基礎上，探討以有機小分子建構的龐大分子展現特質。

課程大綱：

1.有機醇類性質,反應及應用

2.有機酚類硫醇類性質,反應及應用I

3.有機酚類硫醇類性質,反應及應用II

4.醚類及環氧化合物

5.醛類及酮類化合物I

6.醛類及酮類化合物II

7.有機酸及其衍生物I

8.有機酸及其衍生物II

9.胺類及含氮化合物I

10.胺類及含氮化合物II

11.有機光譜與結構分析

12.雜環及有機材料合成化合物I

13.雜環及有機材料合成化合物II

14.碳水化合物

15.胺基酸,胜肽及蛋白質I

16.胺基酸,胜肽及蛋白質II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閱讀素養、藥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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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物理化學 

課程英文名稱：Physical Chemis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教習化學熱力學和化學動力學。本課程內容旨在讓同學學習物理化學的基礎知識及技巧

，並能夠掌握解決關於平衡態化學系統、簡單化學反應速率等基本問題。其中化學熱力學包含氣

體、液體、熱力學三大定律，自由能及化學平衡，溶液論，電化學及表面熱力學。化學動力學則

包含基本動力學概念、動力學數據分析、活化能、反應速率原理、基本氣相反應、溶液中之基本

反應、綜合反應、均相催化、同位素效應、反應動力學。

課程大綱：

1.黑體放射

2.電磁波

3.光電效果

4.康普吞效應

5.原子光譜

6.原子模型與波耳理論

7.狀態函數

8.物質波

9.電子繞射

10.坦丁格爾的波動方程式

11.氫原子的波動函數

12.角動量、電子spin與核spin

13.異核二原子分子

14.偶極距

15.多原子分子

16.電子狀態與電子光譜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閱讀素養、藥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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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化學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Chemis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化學是一門活潑而先進之科學，藉由某些實驗的安排，讓學生驗証化學原理及培養實驗能力及技

巧，同時加強操作環境安全防護知識及經驗等，各方面的根基修行，以利未來探究化學奧秘的基

礎。

課程大綱：

1.研究物質變化地科學

2.原子、分子與離子

3.化學反應的質量關係

4.水溶液反應

5.氣體

6.熱化學

7.量子理論與電子結構

8.元素的週期性

9.化學鍵I：基本概念

10.化學鍵II：混成軌域

11.分子間力

12.溶液的物理性質

13.化學動力學

14.化學平衡與酸鹼平衡

15.熵、自由能與平衡

16.電化學

17.有機化學

18.核化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閱讀素養、藥

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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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地球科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Earth Scienc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闡明地球科學之涵蓋領域與理論基礎。列舉說明地質科學、大氣科學、海洋科學、天文學、生命

科學與環境科學等基本觀念，以及應用領域。導引地球生命共同體、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生命

價值觀。

課程大綱：

課整進度與綱要

1.課程簡介

a.簡介課程實施要點、學習評鑑

b.地球科學概述：地球科學起源、內涵、研究現況

2.太陽系的奧祕

a.膨脹的宇宙、太陽與九大行星

b.恆星、行星、彗星、星系（銀河）與地球

3.地球的七巧板

a.地殼變動

b.板塊學說

4.地球的脈動

a.地震──來自地球內部的吶喊

b.地震活動與監測

5.實體地球的材料

a.礦物與岩石

b.組成台灣的石頭

6.熱血沸騰的地球

a.岩漿與火山

b.台灣的火山活動

7.變臉──活動的地殼

a.地表的地質活動──沈積作用

b.重力、風、水、冰川

8.期中考

9.快鍋一般熱又擠的深層地殼

a.地熱與壓力

b.緩緩流動的石頭

10.婆娑之洋

a.海底的地形──大洋與陸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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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海水分層與洋流

11.翻騰之海──曲折的海岸地形與作用

a.波浪、潮汐

b.海岸地形

12.陸地的水

a.地球的水資源

b.河流、湖泊、冰川與冰帽

13.地球的呼吸

a.大氣圈的組成與環流

b.季風、熱帶－亞熱帶的台灣

14.活生生的地球

a.生命、演化與足跡

b.居住過台灣的生命

15.期末報告口述展演

a.各組提出「期末報告精華」講演

b.時間以5分鐘為限

16.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國際教育、本土教育、觀光

休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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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課程英文名稱：Global Chan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地球自然環境是變動不已的，不論是生物的演進，乃至於岩石、水與大氣的作用。在地球演化的

長河中，人類歷史原只一瞬間，但是人類大量而快速地利用自然資源，使得自然環境的急遽地變

遷，威脅其他生物的生存。我們必須認識現今全球自然環境變遷的趨勢、資源能源的可承載限度

、與連鎖發生的災害威脅，並審慎地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與作為，才有可能永續發展，與萬物共

榮。本課程藉由課堂講演與問題討論闡述自然環境變遷的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涵蓋大氣圈、水

圈、生物圈與地圈等面向，以及對應的調適觀念、能源與資源產業轉型、國際公約、國內法、與

公共政策等主題。此外，每堂課也附加延伸閱讀教材，擴充各議題的相關領域觀念、知識與科技

進展，並且每週作業引導同學閱讀課程講義、延伸閱讀文獻，以深化學習效果，並鼓勵同學自我

反思與實踐。

課程大綱：

課整進度與綱要

1課程大綱與課程簡介

2人類活動、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

3地圈、水圈、大氣圈與生物圈的交互作用

4大氣圈的關鍵少數：溫室氣體與懸浮微粒

5溫室氣體減量、儲存、公約與調適

6替代能源、再生能源與綠色能源

7女媧補天、人類搞破壞：臭氧層破壞與酸雨

8期中考

9鑒往知來：極端氣候與古氣候變化

10生命之水：淡水資源

11水世界：地球的海平面升降

12諾亞方舟該多大？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13病媒微生物的突變與競爭

14活動的地貌

15台灣的土地利用、災害與國土政策

16極端事件威脅與生存展望

17三隻小豬與大野狼：與環境變遷共舞

18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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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生命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國際教育、本土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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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地質與地形勘查 

課程英文名稱：Field Investigations of Geology & Geomorphology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介紹導覽台灣地質歷史、地貌、景觀之特點，以增進學員台灣鄉土地質與地形相關學能。藉由野

外實際教學之展演與參與，學習戶外教學方法，並藉由分組製作、講解與綜合討論學習單，以建

構初步教案，作為將來自行設計鄉土地質與地形教學之教材資料庫。

課程大綱：

課整進度與綱要

1課程大綱與課程簡介

2台灣的地質歷史概論

3大陸邊緣張裂運動─台灣的前世（台灣的岩石礦物資源與古環境變遷）

4蓬萊造山運動─台灣的今生（台灣海峽、西部平原、丘陵山脈）

5台灣的地殼變動、活山活動與岩石材料

6台灣的沉積作用、構造變化與地形

7台灣的自然資源探勘、開發與保育

8期中考

9台灣西南部的地質、地形與景觀實察（三天二夜）

Day 1：高雄田寮月世界泥岩惡地形與泥火山、出火地下沼氣。

Day 2：恆春半島東台地隆起珊瑚礁、風吹沙沙丘與沙瀑、佳樂水海蝕地形與景觀、虎頭山飛來峰

、恆春半島西台地隆起珊瑚礁與潟湖

Day 3：石門古戰場古深海峽谷下切谷地、屏東三地門古大陸棚板岩與中央山脈

10期末考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地球科學概論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本土教育、觀光休閒教育、

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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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小自然科科學實驗 

課程英文名稱：Elementary School Natural Science Experiment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探討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的內容與本質。除了討論各版本教科書的實驗活動外，也將從

科學哲學與科學學習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實驗的本質、定義與目的，並嘗試將理論、研究與教學

應用相結合，希望能改變學生對實驗教學的認知與信念，並提昇其實驗教學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內容

1.實驗在科學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2.實驗在科學教學中扮演的角色。

3.國小中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解析與評論。

4.國小高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解析與評論。

5.國小三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實作。

6.國小四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實作。

7.國小五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實作。

8.國小六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實作。

9.國小中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設計與改進(小組報告)。

10.國小高年級自然科學實驗活動設計與改進(小組報告)。

二、教學方式與要求

1.以討論與實作為主，老師講解為輔。

2.課前請閱讀相關讀物，課中請參與討論。

3.請按時出席與提交作業或報告。

三、參考書目

1.國民小學自然科或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1-12)。

2.“國民小學自然科教材教法”，王美芬‧熊召弟，心理出版社。

3.“促進理解之科學教學—人本建構取向觀點”，黃台珠等譯，心理出版社。

4.“Learning in Science—The implications of Children’s Science”, Roger Osborne &

Peter Freyberg, Heinemann.

5.其他中英文期刊論文與專文。

四、評分依據

1.上課參與：10%

2.實驗實作與報告：45% (共三次，每次15分)

3.評論報告：15% (須上台報告)

4.實驗設計報告：30% (須上台報告與展示)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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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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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普通化學實驗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提升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讓學生能正確學習化學實驗技能及儀器操作要點，啟發學生對於化學

現象的觀察、推理、判斷與寫報告之能力，同時加強操作環境安全防護知識及經驗等，以期對化

學的知識，獲得更明確深刻而具體地理解。

課程大綱：

1.實驗室安全衛生講習及書寫實驗報告

2.電子天平校正

3.酸鹼滴定

4.化學平衡

5.反應速率

6. 化學反應熱之測定

7.鈣、鎂的定量

8.鋅銅電池

9.緩衝溶液之配製

10.草酸鈉含量的測定

11.萘酚橙的合成

12.高分子之合成：電木

13.第一組陽離子定性分析

14.天氣瓶之製作

15.超導體材料之製作

16.製作肥皂

17.化學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閱讀素養、藥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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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教育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Scienc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講述、閱讀、討論分享的方式，引導學生進入科教領域，探索科教本質、科教改革、科

教發展趨勢與議題、課程、教學、評量、學習心理等主題，務期學生對於科教能有綜合性的認識

，以奠定將來更進一步追求科教知識殿堂的深厚基礎。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科學教育,科學教育學習理論,科教課程,科教教學,科教評量 science education, learning

theory of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teaching, science curriculum, assessment.

課程內容

   （一） 何謂科學？科學的本質、科學與科技

（二） 科學教育：定義、目標、與科學素養

（三） 科學教育的變革與展望1910s-2000s：我國與美國

（四） 科學教育的理論基礎：Piaget, Gagne, Bruner, Ausubel

（五） 科學課程與教材：1960s：SAPA, ESS, SCIS.., 1980s：STS, SS&C,

 Project 2061. 2000s：NSES,NGSS,STEM

（六） 九年一貫課程介紹,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探討

（七） 科學教學法：過程技能、學習環、探究式、STS、建構主義教學

（八） 科學學習評量：多元化、歷程檔案、實作、真實性

（九） 科學教育相關議題

教學方式

ppt講述、閱讀、討論、口頭報告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20%)

課程主題口頭分享討論及書面報告(40%)

期末科教主題(自選)書面及口頭分享討論(40%)

參考書目

科學教育 魏明通著 五南

科學教育概論 歐陽鍾仁 五南

台灣科學教育研究與實踐-挑戰與機會 邱美虹 高教出版社

各種期刊，如：Science Education、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及各種中文期刊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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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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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環境教育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環教基礎課程,引領學生進入環境教育領域.課程內容包含環境教育的源起、演進、定義

、目標、內涵、課程、教 學、師資培育等,希望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擁有環境認知

、態度及技能,且具備環境教學與課程設計能力,以 從事環境教育的推動,達到環境保護的目標。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目標, 環境教學與設計, 環境行為, 環境素養.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 goals. EE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EE behavior. EE

literacy.

授課綱要：

1.從環境談起

2.環境教育概述

源起、演進、定義、目標、內涵

3.環境教育之生態基礎概念

4.環境課程：project wild, Learning Tree, project wet,野生新視界, 眾樹歌唱

5.環境教學：認知、情意、技能領域的教學、戶外教學

6.環境師資培育

7.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議題

8.環境教育相關議題或問題（口頭及書面報告）自然保育、生態旅遊、國家公園、公害防

治、災害防救、文化保存、社區參與、氣候變遷、環境教育議題

9.融入式教學課程設計、各自然科審定本教材內容分析（口頭及書面報告）

10.主題式環境教學活動設計（口頭及書面報告）

上課方式

ppt講授、閱讀、討論、發表

評量方式：

1.課堂參與 20%

2.環境教育相關議題或問題書面及口頭報告 30%

3.融入式課程設計書面及口頭報告 20%

4.主題式教學活動設計書面及口頭報告 30%

參考書目：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蘇宏仁等 華欣

環境生態學 洪明仕 華都

環境教育 楊冠政著 明文書局

各種期刊，如：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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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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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學習心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Learning Psychology for Scienc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探討當代有關科學學習的理論、模式與策略。此外也嘗試將理論、研究與教學實務相

互結合，期使學生對於科學學習心理學有全面性的理解，進而改變本身科學教學的信念。

課程大綱：

壹、 教學目標

一、熟悉認知心理與發展的基本理論。

二、了解先前知識對科學學習的影響。

三、了解建構取向教學與學習。

四、熟悉促進有意義科學學習的策略。

五、了解符合建構主義的評量理念與方式。

貳、 課程大綱

一、認知心理學(知覺、注意、意識與記憶)。

二、認知發展理論(皮亞傑與維谷斯基)。

三、科學概念的發展。

四、概念發展與先前知識。

五、建構學習與教學。

六、促進有意義科學學習的策略。

七、符合建構主義的評量理念與方式。

參、教學方式與要求

一、以討論為主，老師講解為輔。

二、課前請閱讀相關讀物，課中參與討論。

三、請按時出席與提交作業或報告。

肆、參考書目

一、科學學習心理學，熊召弟等譯，心理出版社。

二、認知心理學，Robert J. Sternberg, Karin Sternberg原著，李宏鎰譯(2017)，雙葉書廊。

三、學習、發展和發現的神經學基礎：科學和數學教學的啟示，Anton E. Lawson 原著，余翎瑋

等譯，高等教育出版。

四、“Intentional Conceptual Change”, edited byGale M. Sinatra, Paul

R.Pintrich(2016). NY: Routledge.(ISBN：978-1-138-97292-6)

五、“Learning in Science—the Implications of Children’s Science”,Roger Osborne &

Peter Freyberg(1985), Heinemann.(ISBN:0-86863-275-9)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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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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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Practice in Science Fair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目的在訓練學生能設計科展計畫與進行探究活動。課程內容包含發展科展題目及活動、

收集科展之科學概念資 料、進行科展設計與實作、撰寫科展相關科學概念之內容、展示並報告科

展的設計與實作、科展活動中學生說明的介紹方 法、科學展覽會參展安全規則、科展的一般評審

標準。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1. 訓練學生能設計科展計畫 。

2. 訓練學生能進行探究活動 。

週次活動

1.課程介紹與排程

2.發展科展題目及活動

3.收集科展之科學概念資料

4.進行科展設計與實作

5.國慶日

6.撰寫科展相關科學概念之內容

7.展示並報告科展的設計與實作

8.科展活動中學生說明的介紹方法

9.科學展覽會參展安全規則

10.科展的一般評審標準

11.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2.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3.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4.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5.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6.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7.科學展覽實例賞析

18.綜合討論

 

教學方式：

1. 研讀書籍、科學展覽報告

2. 專題演講

3.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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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頭報告

 

評量方式：

1. 上課出席（ 20％）

2. 上課參與討論（ 20％）

3. 口頭報告（ 40％）

4. 作業（20％ ）

教科書：

梅期光 (2014)。認識科展的第一本書：科展完全攻略。台北：書泉。

 

參考書目：

全中平 (2014)。科展設計與實作。台北：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林明宏 (2010)。戰勝科展：物理實驗的第一本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全中平 (2014)。科展設計與實作。台北：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3

許慧貞 (2014)。專題研究動手做：如何指導小學生做研究(全新版)二版。台北：天衛文化。

鄭榮輝、林陳涌 (2015)。科學實作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高教出版。

 

歷屆科展報告(國小、國中、高中職)：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41&lang=1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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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繪本與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cience Picture Books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繪本的定義、要素與表現形式切入，探討繪本的實用語彙、圖文關係與閱讀策略。再由

國內外繪本的發展歷程， 了解早期童書插畫的興起與特色、現代繪本創作概念的形成和現有科學

繪本的多元樣貌。此外，也藉由文章閱讀與重要科 學繪本賞析，引導學生思考科學繪本創作的形

式與內涵，並熟悉與了解科學繪本與教學的相關理論、策略、應用與研究。 最後透過科學繪本與

教學實作，讓學生感受繪本圖文創作與教學的歷程，以促進學生運用科學繪本協助學生學習自然

科學 的知能。

課程大綱：

教學目標：

本課程從繪本的定義、要素與表現形式切入，探討繪本的實用語彙、圖文關 係與閱讀策略。再由

國內外繪本的發展歷程，了解早期童書插畫的興起與特 色、現代繪本創作概念的形成和現有科學

繪本的多元樣貌。此外，也藉由重 要科學繪本的賞析，引導學生思考科學繪本創作的形式與內涵

，並了解科學 繪本與教學的相關理論、策略與研究。最後透過科學繪本教學設計，將理論 轉化

為教學實務，以促進學生將科學繪本融入科學教學的知能。

課程大綱：

1.繪本的定義、要素與表現形式。

2.繪本的發展歷程與閱讀策略。

3.科學繪本賞析。

4.科學繪本與教學的相關理論、策略、應用與研究。

5.科學繪本的製作過程及創意呈現。

6.科學繪本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方式與要求：

1.以討論為主，老師講解為輔。

2.課前請閱讀相關讀物，課中請參與討論。

3.請按時出席與提交作業或報告。

指定書目：

1.《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Jane Doonan 著，宋珮譯，雄獅美術。

2.《繪本創作 DIY》，鄧美雲、周世宗，雄獅美術。

參考書目：

1.《科學圖畫書之類型、結構與插圖分析》，林玲遠撰，碩士論文(國立台東

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

2.《台灣兒童圖畫書導賞》徐素霞編著，台北市：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3.《傑出科學圖畫書插畫家》，鄭明進著，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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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林敏宜著，心理出版社。

5.《圖畫‧話圖：知覺與構圖》，莫麗‧邦著，楊茂秀譯，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評分依據：

1.上課參與(15%)：課中請踴躍提出個人的看法、心得、值得討論的問題、

議題或幫助別人理解等。

2.作業(20%)：自第四週開始(18 週除外)，每週請同學輪流介紹 1-2 本科學

繪本(包括繪本的內容、可以融入自然科學課程的單元與方式)。請帶紙本

傳閱，同時掃描並製作 PPT(交 PPT 檔即可)。

3.期末報告(65%)：

(1)針對一個科學主題(如：溫度與熱)或概念(如：為什麼水會從表面開始

結冰)，任選〈做做繪本〉書中一種方式，進行科學繪本創作。(35%)

(2)針對創作的科學繪本，參考 10-17 週的講義，設計適合中小學生的教學

活動，以促進學生的科學概念學習、科學本質理解、科學態度、學習

動機等。教學活動必須包含賞析/導讀，其他如：寫作、做做繪本、說

演等則自由發揮(簡案，8-10 節課，須包括學習單或活動單)。(30%)

(3)必須上台呈現(製作 PPT) ，呈現當天交[繪本+繪本掃描檔+教學活動電

子檔(word+PPT)]。

註：作業與報告的檔名請用學號末四碼+姓名+名稱，如「1234 王小明期中報告」。

補充書目：

1. 用繪本教幼兒數學，劉淑雯、朱凱鈺、歐蓓縈、黃雅玲譯，華騰文化。

2. 繪本科學課：用繪本引導 K-5 兒童探索科學，劉淑雯、謝佳蓉、張瑞玶、趙曉每、黃明宏、

林羽庭譯，華騰文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閱讀素養、藝術與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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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遊戲與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cience Games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透過書籍和期刊的閱讀，幫助學生瞭解科學遊戲的意義、科學遊戲的理論、科學遊戲與教

學的課程設計、科學遊戲如何 幫助學生學習及科學遊戲應用在教學的研究結果。另外，也訓練學

生設計趣味動手做活動和STTEAM課程。

課程大綱：

教學目標：

1. 瞭解應用科學遊戲在教學的意義。

2. 瞭解科學遊戲與教學的理論。

3. 培養學生設計科學遊戲的能力。

課程內容和進度：

週次活動

1.課程介紹與排程

2.書籍和期刊閱讀

3.書籍和期刊閱讀

4.書籍和期刊閱讀

5.仿生手

6.自動削鉛筆機

7.水上電動船

8.螺旋槳小飛機

9.掃地機器人

10.機器狗玩具

11.手機顯微鏡臺

12.指尖陀螺

13.手機音響喇叭

14.單極馬達

15.衝吧!氣球車

16.橡皮筋迴力車

17.光碟漂浮氣球

18.綜合討論

 

教學方式：

1. 研讀書籍和期刊論文

2.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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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頭報告

4. 科學遊戲展演

 

評量方式：

1. 上課出席和態度（ 15％ ）

2. 上課參與討論（ 15％）

3. 口頭報告/科學遊戲展演（ 40％ ）

4. 作業（30％ ）

參考書目：

方金祥、劉奕萱（2007）。創意童玩設計及在幼兒科學遊戲創意教學上之應用研究。幼兒保育學

刊，5，75-86。

成映鴻（1973）。漫談輔導兒童自製科學玩具。國教輔導，12（8），3-5。

成映鴻（1997）。兒童科學實驗。台北市：台灣書店。

江麗莉等譯(1997) 。 Frost,J. L.著(1991)。見童遊戲與遊戲環境(Play And Playscapes)。台

北市：五南。

余岳川（2003）。科學玩具實驗 2。台北市：眾光文化。

吳燈山（2003）。擋不住的科學魔力。台北市：天衛文化。

李戊益(2000)。國內科學遊戲活動之探討。台中縣自然科輔導國自然科教學簡訊’3 期，3-8。

林家蓉(2000)。365 簡單有趣的科學遊戲。台北：方智。

施雯黛(2000)。77 個簡易好玩的科學魔術。台北：方智。

段慧瑩、黃馨慧(2000)。不只是遊戲：兒童遊戲的角色與地位。台北：心理。

許良榮（2004）。從科學遊戲到科學教學。國教輔導，44（2），6-11。

許義宗(1981)。幼兒科學遊戲。理科出版社。

郭靜晃(2000)。兒童遊戲：兒童發展觀的詮釋。洪葉文化。

郭臘元(2000)。創意的科學玩具。台北市:牛頓。

郭騰元(2000)。創意的科學玩具。台北：牛頓。

陳忠照(2000)。圓一個快樂童年的夢─親子科學遊戲的實施。國民教育,5, 26-32。

陳忠照(2003)。科學遊戲創意教學。台北市:心理。

陳忠照（2003）。科學遊戲創意教學：致盛先師 vs.至聖先師。台北市：心理。

游淑芬、陳麗月（1987）。探索、觀察的科學玩具。載於學前教育雜誌社編，玩具與幼兒（100-

107頁）。台北市：信誼基金出版社。

黃郁文（1972）。漫談科學玩具。台灣教育，260，5。

蔡淑苓(1993)。遊戲理論與應用。台南家專學報,12, 151-174。

鄭守道（1974）。對科學玩具製作的淺見。國教天地，7，13-16。

蕭次融、羅芳晁、房漢彬、施建輝（1999）。動手玩科學。台北市：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蕭次融、羅芳晃、房漢彬、施建輝(民 88) :動手玩科學。台北市: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American Forest Foundation (2005).Project learning tre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y guide: Pre K-8.Washington, DC: American Forest Foundation.

Amy L. Sheaffer (1997). Great Lakes environmental issues.Columbus, OH: Sea Grant,

Ohio Sea Grant College Program,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002). Project WILD Aquatic: K-12 curriculum &

activity guide.Houston, TX: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005). Project WILD: K-12 curriculum & activity

guide.Houston,TX: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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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Victor, Richard D. Kellough, Robert H. Tai (2008). Science K-8: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1thed.).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Merrill Prentice Hall.

Ellen Booth Church (2002). 50 fun & easy brain-based activities for young

learners.New York:Scholastic Professional Books.

Joseph M. Peters, David L. Stout (2011). Science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Methods,

concepts, and inquiries (11th ed.).Boston, MA: Pearson/Allyn & Bacon.

Paul E. Dennison and Gail E. Dennison (1994). Brain gym.Ventura, CA: Edu-

Kinesthetics.

Randy L. Bell (2008). Teach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through process skills:

Activities for grades 3-8.Boston: Pearson/Allyn and Bacon.

Susan V. Bosak (2000). Science is--A source book of fascinating facts,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2nd ed.).Markham, Ontario: Scholastic Canada.

Tim Grant and Gail Littlejohn (2005). Teaching green: The elementary years: Hands-on

learning in grades K-5 (2005).Gabriola,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Wester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ncil(1995). Project WET: Curriculum &

activity guide.Houston, TX: Wester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ncil.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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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環境議題與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透過環境議題的調查、分析及行動技能訓練教學模式的實際演練，提昇學生環

境議題教學的技巧與能 力，並培養decision making 的技巧及能力。課程內涵包括：全球重大環

境問題與議題、台灣當前環境狀況、環境相關議題、環境教學模式、環境議題的調查分析技巧等

。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環境議題、環境教學、行動技能訓練模式 environmental issues, environmental teaching,

action skills development model

課程內容：

1.環境教育概述（如果需要）

源起、演進、定義、目標、內涵

2.環境教學模式

awareness-oriented, action-oriented.

3.環境議題的調查

環境議題的調查分析技巧

周遭實際環境議題調查分析口頭報告

4.環境議題教學活動設計與分享.

行動技能訓練模式

5.全球重大環境問題與議題

6.台灣當前環境狀況

7.環境教育法與永續發展

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報告

評量方式：

1.周遭實際環境議題調查分析書面及口頭報告(二手資料+一手資料)30%

2.環境議題教學行動技能訓練模式活動設計書面及口頭報告30%

3.期末測驗 20%

3.課堂參與及討論20%

 

參考書目：

1.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蘇宏仁等 華杏

2.環境教育 楊冠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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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ungerford, H. R., Litherland, R. A., Peyton, R. B., Ramsey, J. M., & Volk, T.

L.(1992) Investigating and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ctions: skill

development modules. Illinois: Strip Publishing Company

4.各種期刊，如：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研究等。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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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課程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Science Curriculum Desig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課程的定義內涵著手，希冀培養學生具備發展教學活動，設計科學課程的能力，以有助

於自然科學領域教育目標的達成。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課程設計、課程發展模式、課程要素

1.課程大要、目標及相關規定說明

2.從課程說起 定義、內涵、種類

3.課程設計的意義 理論基礎、方法技術、課程發展流程、板橋模式

4.課程設計的要素 課程目標、內容、組織

5.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 學科中心、學生中心、社會中心、活動導向、素養能力導向、STS導向、

STEM導向

6.課程設計的模式 目標模式、歷程模式、情境分析模式

7.課程設計實作(一)目標模式 結合自然科核心素養、探究與實作、STEM理念

8.課程設計實作(二)歷程模式 結合自然科核心素養、探究與實作、STEM理念

9.課程設計實作(三) 情境分析模式 結合自然科核心素養、探究與實作、STEM理念

10.課程設計檢討評鑑

教學方式：ppt講述、閱讀、討論、成果演示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25%)

課程設計實作(一) (25%)

課程設計實作(二) (25%)

課程設計實作(三) (25%)

參考書目：課程設計相關專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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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科學教育與科學史 

課程英文名稱：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必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促進職前國小教師「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科與學科教學知識。除探討各國的科學課程

及當代科學教學的理論、 策略與模式外，還嘗試將理論、研究與實務相結合，期使學生能兼顧理

論與實務，增進其對於自然科學教學的信心與知能，進而成為能勝任自然科學教學的教師。

課程大綱：

一、課程內容

1.科學課程中的科學史。

2.科學史在科學教學中的角色與功能。

3.台灣兒童讀物與國小教科書中科學史現況。

4.科學史上重要事例與概念的發展過程範例。

5.科學史融入科學教學的可行模式與範例。

6.科學史融入教學的教材及活動設計與發展。

7.科學史相關教學與研究。

8.科學史與科學教學：省思與建議。

9.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教學之間的關聯。

二、教學方式與要求

1.以討論為主，老師講解為輔。

2.課前請閱讀相關讀物，課中參與討論(提出看法、問題、議題或幫助理解等)。

3.請按時出席上課與提交報告。

三、參考書目

1.科學革命的結構，原文作者： T. S. Kuhn，譯者： 王道還，2004，遠流。

2.這就是生物學，原著Ernst Mayr，涂可欣譯，程樹德、顏聖紘審訂，2017，天下文化。

3.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John Marks, 1983, Heinemann, London.

4.Science Teaching: The Rol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Michael R.

Matthews, 1994, Routledge, New York.

5.The Golem: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 Collins & Pin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Chalmers, A. F.,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9.

四、評分依據

1.上課參與(20%)。

2.課堂讀物講解(10%)。

3.期中報告(35%)：科學故事教材設計與發展(須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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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末報告(35%)：科學故事教學活動設計與發展(須上台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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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環境教育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提供具備環境教育基本認識且有志於提昇環境素養，企思加深加廣環教相關主題認知

者修習，學生可依興趣選擇不同主題加以鑽研，例如：生態旅遊與生態保育、國家公園與自然保

護區、生態步道、生態解說與解說技巧、全球暖化與節能減碳、災害防救、海洋教育、生物多樣

性與永續發展、基改食物、環境世界觀、綠能教育、戶外教育、環境行為理論與控握觀及各項環

境議題等。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海洋教育、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基改食物、環境世界觀、綠能教育、戶外教育、全球暖化與

節能減碳

課程內容

1.討論選定主題方向

2.搜尋相關文獻

3.閱讀、定期分享心得啟示

4.聚焦、寫成research paper 並作專題報告

5.發展可研究之計畫構想：具體題目與研究問題

6.分享、回饋研究構想

教學方式：閱讀、討論、分享、報告、自主學習

評量方式：

1.定期分享報告 40%

2.research paper 60%

參考書目：

1.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環境教育研究

3.其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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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STEAM課程設計與實踐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備)：選備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能 □學習環境經營與安全管理知能 □教學專業知能 □課程設計與

發展知能 ■跨領域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知能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STEAM是英文Science（科學）, Technology（科技）, Engineering（工程）, Art（藝術）,

Mathematics（數學）的簡稱，STEAM課程是結合五個學科的跨領域統整課程，可讓學生在科學及

數學邏輯的基礎上，藉由科技、工程及藝術的應用，來學習上述五個學科的相關知識、技能與內

涵。本課程主要在提昇學生對於STEAM教育理論、實務與研究的知能，進而成為能勝任十二年國教

素養導向自然科學領域教學與研究的教師。

課程大綱：

一、課程內容

1.STEAM教育的意涵與發展沿革。

2.STEAM教育和科學課程的融合與創新。

3.如何發揮創意潛能推動STEAM教育。

4.STEAM教育的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

5.好的STEAM課程設計案例分享。

6.STEAM課程設計專題實作。

7.STEAM課程設計專題發表。

二、教學方式與要求

1.以討論與實作為主，老師講解為輔。

2.課前請閱讀相關讀物，課中請參與討論。

3.請按時出席與提交作業或報告。

三、參考書目

1.國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王美芬‧熊召弟，心理出版社。

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10711)

3.STEAM Design Challenges Grade 1-3.  Creative Teaching Press, 2017。

4.The search for method in STEAM education.  Martinez, Jaime E., Cham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Impri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5.The case for STEM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ybee, Rodger. W.,

Arlington, Virginia : NSTA Press,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2013.

四、評分依據

1.上課參與：(20%)

2.作業：好的STEAM課程設計/研究案例分享(30%)

3.學期報告：請參考STEAM教育的理念與做法，設計一個STEAM課程。(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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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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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學系所現行之必(選)修科目表 

(各校得以自定格式呈現，然需包含課程名稱、必選修別、學分數、開課年級別) 

（一）數理所科學教育組相關課程 

科目 

性質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授課年級 

備註 一

上 

一

下 

二

上 

二

下 

必
修
課
程 

KMS6101專題討論一 
Seminar(Ⅰ) 

2 2 1 1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102專題討論二 
Seminar(Ⅱ) 

2 2   1 1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103科學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一
般
選
修
課
程 

理
論
課
程 

KMS6201科學教育與科學本質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2環境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3當代科學教育思潮 
Current Thoughts in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4各國科學課程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Science 
Curriculum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5科學學習心理學 
Learning Psychology for Science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6科學教育與科學史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7建構主義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3 3    3  

KMS6208科學教育論文寫作 
Technical Writing for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09科學課程設計 
Design of Science Curriculum 

3 3  3    

KMS6210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cience Fair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11多元文化科學教育 
Multicultural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212教育科技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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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與
研
究
實
務
課
程 

KMS6301自然科學教材與教法研究 

Studi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2環境議題與教學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struc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3科學教學與評量 
Science Teaching and Measurement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4科學教學理論與模式 
Theories and Models of Science Teaching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5科學教育 APP設計 
APP Design for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6科學教育 APP設計專題 
Topics in APP Design for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7環境教育研究專題 
Topic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08科學課程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Curriculum 

3 3    3  

KMS6309科學教育與科學史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0科學學習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Learning 

3 3   3   

KMS6311環境生態學 
Environmental Ecology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2從歷史的觀點看科學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3科學教育研究的應用 
What Research says to Science Teachers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4科學創造力教學 
Teaching for Scientific Creativity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5校外教學之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Field Trip 

3 3  3    

KMS6316 大眾科學推廣教育 
Dissemination for Public Science 

3 3 3     

KMS6317科學資優教育 
Science Gifted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318幼兒科學教育 
Scienc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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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6319 數位學習與科學教育研究 
Studies on E-Learning and Science 
Education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教
育
產
品
課
程 

KMS6401科學教具與教學 
Teaching Aids and Teaching 

3 3   3   

KMS6402科學玩具與教學 
Science Toys and Teaching 

3 3    3  

KMS6403科學遊戲與教學 
Science Games and Teaching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404科學繪本與教學 
Science Picture Books and Teaching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405科學教具研究專題 
Topics in Teaching Aids 

3 3    3  

KMS6406科學玩具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Toys 

3 3   3   

KMS6407科學遊戲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Games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KMS6408科學繪本研究專題 
Topics in Science Picture Books 

3 3   3  
碩、博班

合開課程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KMS6501科學教師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achers 

3 3    3  

KMS6502科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專題 
Topic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achers 

3 3    3  

KMS6503 科學師資培育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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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科學系提供部分相關的課程 

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生命科學 必 6 一 

普通生物學實驗 必 2 一 

分子生物學 必 6 三 

分子生物學實驗 選 2 三 

生物化學 必 6 二 

生物化學實驗 選 2 二 

 

 

（三）物理學系提供部分相關的課程 

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普通物理及實驗 必 4 一 

理論力學 必 3 二 

電磁學 必 3 二 

近代物理實驗 選 2 二 

古典力學 選 3 三 

 

（四）化學系提供部分相關的課程 

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普通化學及實驗 必 4 一 

有機化學及實驗 必 5 二 

分析化學 必 5 三 

物理化學 必 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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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教育部核定/備查（或陳報中）之國民小學加註各領域

專長專門課程一覽表 

 
序

號 

國小加註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教育部最近一次同意核定/備查 備註 

新增 修正 國小加註領域專長專門

課程名稱 
日期 

(年月日) 
文號  

1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

領域專長 

   

2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

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8.04 臺教師(二)字第

1090111523號 

 

3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

專長 

109.08.04 臺教師(二)字第

1090111523號 

 

4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

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10.08 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5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

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 

109.10.08 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6 ■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

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專長 

109.10.08 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本案請填於第1列。 

※序號別，請依相同領域排序。 

※敬請填寫貴校師資培育中心現行「所有」已經本部核定培育加註專長專門課程

科目之領域專長名稱及最近核定之日期文號（含本次陳報之領域專長名稱）。 

※修正者需填寫教育部「原」核定文號（新增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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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及相關資料 

(請提供校內課程三級三審審查通過之會議記錄)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9年9月15日（星期二）中午12:00 

貳、地點：推廣教育大樓4樓9413會議室 

參、主席：林碧珍老師 

肆、出列席人員：蘇宏仁、王姿陵、陳正忠、許慧玉、林勇吉老師及吳妮薇同學                                        

伍、 報告事項 

陸、討論提案 

提案三 

案由：有關申請「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說明： 

1. 教育部公文如附件 4-1 (page14)，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

實施要點修正規定如附件 4-2 (page18)，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

程架構表如附件 4-3 (page22)，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規劃計畫書如附

件 4-4。 (page25) 
2. 做法如下： 

(1) 請系所依教育部的規劃相關課程來函規定(如附件 4-1)，規劃相關課程。 

(2) 系所完成規劃計畫書(如附件4-4)、進教育部平臺填報產出報部清冊，經系課

委會、師培中心會議、教務會議(暫定10月22日)通過後，報部審查(由師培中心

發文至教育部，系所提供規劃計畫書1式五份，含光碟)。 

(3) 教育部核可後，學生向師培中心提出修課申請書，至數理所修課，修課完成

後，數理所開出學分證明。 

(4) 學生完成修課條件後，由師培中心進行後續教師證相關事宜。 

3. 科教組老師討論出的「國小自然教師認證案說明」如附件 4-5。(page35) 
擬辦：通過後，本所須召開所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查規劃計畫書後，於109年10月22日前

依送師培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請本所自然科認證召集人蘇老師規劃課程架構及科目名稱，再請師培中心擇期在

10月5~8日召開課程架構認證協調會議，邀請物理、化學、生物系主任，及本所科

教組老師和所長共同參與。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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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9年9月29日（星期二）中午12:00 

貳、地點：推廣教育大樓4樓9413會議室 

參、主席：林碧珍老師 

肆、出列席人員：蘇宏仁、王姿陵、陳正忠、許慧玉、林勇吉老師及吳妮薇同學                                        

伍、 報告事項：略 

陸、討論提案：略 

柒、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討論國小自然科加註專長如何規劃。 

說明：依據本所召集人蘇宏仁老師與師培中心討論初步規劃的結果再進行討論。 

決議：在本所已有的課程架構下，再做出一個專屬國小自然科加註專長的學程課課程

架構。課程規劃由本所及相關人員規劃，但行政相關事務方面由師培中心負

責。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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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9年11月10日（星期二）中午12:30 

貳、地點：推廣教育大樓4樓9413會議室 

參、主席：林碧珍老師 

肆、出列席人員：蘇宏仁、陳正忠、許慧玉、林勇吉老師及吳妮薇同學                                        

伍、 報告事項：（略） 

陸、討論提案 

 
提案三 
案由：討論有關「國小加註自然課程規劃」的課程架構如何呈現。 

說明： 
1. 課程總學分須包含本所課程 22 學分及師培中心 2 學分，共 24 學分。 
2. 附件 3-1 (page18)：教育部來函版_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

構表。 

附件 3-2 (page21)：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的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附件 3-3 (page29)：本所 109 學年度日碩班科學教育組的課程架構。 

擬辦：通過後，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要在11月15日前送交師培中心。 

決議： 

1. 新增及修正後之「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的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

3-2。 

2. 計劃書中的第四點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裡，「自然科學領域之專門學科知

能」部份，請師培中心的學科教師協同檢視。 

3.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的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須於 11月 15日前送交

師培中心。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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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國小加註專長專門課程相關規定 

(要點或規定之名稱依各校規定為準) 

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修正後全文) 

教育部100年9月29日臺中（二）字第1000175398號函修正後核定 
教育部101年12月4日臺中（二）字第1010223815號函核定 

教育部102年3月19日臺教師(二)字第1020040637號函修正後核定 
本校106年6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6年8月17日臺教師(二)字第1060118636號函核定 
本校109年6月18日108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校109年10月22日109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9年12月1日臺教師(二)字第1090172641號同意備查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

目之認定，特依「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

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修習本校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二）他校修習教育學程之本校畢業學生。 

（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申請辦理加註各領域專長教師資格者，其原就讀之師資

培育大學或原畢業大學未有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之規劃。 

（四）國民小學合格教師於本校完整修畢經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在職進修加註各領

域專長學分班者。 

三、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之新增與修訂，係由經教育

部核定培育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並為「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架構表所列適合規劃之本校相關學系、研究所，依教育部發布之「國民小學教

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及學分架構表實施要點」研訂規劃，經本校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生或已持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

修學位者，如欲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應向本校提出修

習申請，得以其申請修習之學年度本校經教育部備查之課程版本辦理認定；

如未向本校申請逕自修讀專門課程者，其專門課程之認定，則以提出申請認

定之學年度，本校經教育部備查之課程版本辦理認定。 

五、各領域專門課程採認及抵免原則如下： 

（一）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學程）、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之學分不得

重複採計。 

（二）學生應修習各領域專門課程架構表所規定之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與最低應

修畢總學分數，並符合架構表內所列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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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應檢附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所開具之歷年成績單

正本。 

（四）擬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以申請認定時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限，惟提

出從事相關領域教職或進修之證明，經相關系所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前

述十年之限制。 

（五）擬以二專、三專及五專四、五年級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以

考入大學後已獲抵免並列入大學畢業之學分為限。 

（六）採認以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及科目名稱略異而內容相同者為原則（科目

名稱略異而內容相同者須提供課程綱要以供認定），並經本校各領域規劃

學系、所專業審查認定之。 

（七）本校採認已具教師證書者或師資生於他校修習國小加註專長課程科目及學

分原則如下： 

     1.本校已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領域專長，且開授相同領域專長教材教法

課程。 

     2.經查驗所提「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

績證明」確為各大學相關學系所開具，且認定符合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專業

知能。 

     3.專門課程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及比率，依本校學則或校內抵免相關規

定辦理。 

     4.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不得採認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5.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教

師在職進修學分班為限，始得採為國小加註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並須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六、有關各領域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認定事宜，由本校各領域規劃學系、所辦理，並

經專業審查認定通過後，開具「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成績證明」。 

七、凡符合以下三個條件者(三個條件皆須具備)，得向本校申請各領域專門課程認

定證明書： 

（一）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者。 

（二）修畢專門課程，且學分符合規定者(應提交學分成績證明)。 

（三）符合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說明事項之規

範者(應提相關證明文件)。 

八、經本校審查認定其學分仍有不足者，得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規定，以

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或修習本校經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專班補修學分。 

前項對象隨班附讀時所依據之課程版本，為其申請隨班附讀之學年度，本校

經教育部備查之課程版本；如於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專班補修學分者，則依該

專班經教育部核定時本校經教育部備查之課程版本修習學分。 

前述補修學分者，應於同意補修專門課程學分後二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其

成績審核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畢業之師資生如有特殊需求，經本校同意得至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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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畢業之師資生向本校申請隨班附讀補修學分，應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出

具公文向本校洽請同意辦理。 

經本校同意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專門課程學分者，其收費方式比照本校辦理

隨班附讀作業要點收費標準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育部備查後開始施行，備查前已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

長專門課程之學生（含在校生及畢業生）得適用本要點相關規定。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函釋意旨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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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師培中心謝傳崇副主任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語所 

案  由：有關臺語所修訂「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專門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語所 109年 12月 04日 109學年度第六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會議紀錄及報部清冊如附件一-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數理所 

案  由：有關數理所申請辦理「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五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附

件二-1。 
三、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二-2。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有關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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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修訂案，業經 11月 16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通過，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學年度起新增 3門課及華文所擬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門課程。 

    (三)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學年度課程修正案及 

        110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 

    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2。 

三、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與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七-1，將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育部 109年 9月 11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七-2，故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台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年 10月 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函如附件七-3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三、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4。 

四、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七-5。 

五、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八-1，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於 109年 5月 26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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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八-2，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八-3。 

二、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

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與「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

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學分，調整為應修 8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

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4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5。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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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6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

低學分數 
 

本校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中國語文學系、臺灣語言

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課程名稱 課程修習規範 

語言知能課群 8 

語言學導論(3/必)、語言學概論(3/必)、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一門，實修

學分如超過 3學分，

僅採計 3學分，無法

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 

漢語語法分析(3/必)  

文字學(3/選)、聲韻學(3/選)、訓詁學(3/

選)、修辭學(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 

漢語音韻專題(3/選)、語言分析專題(3/

選)、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漢語語法

學(3/選) 

 

文學知能課群 14 

中國文學史一(3/必)、中國文學史二(3/

必)、中國文學史(6/必) 

至少必修 3學分，實

修學分如超過 3學

分，僅採計 3學分，

無法列入本類別最低

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 

文學概論(3/必)、詩選(3/必)  

唐宋明清文(3/選)、漢魏六朝文(3/選)、 

現代詩(3/選)、詞選(3/選)、戲曲選(3/選)、 

現代戲劇(3/選)、小說選(3/選)、韓柳文(3/選)、

歐蘇文(3/選)、杜詩(3/選)、李白詩(3/選)、 

王維詩(3/選)、李商隱詩(3/選)、東坡詞(3/選)、

柳周詞(3/選)、紅樓夢(3/選)、歷代文選(3/選)、

唐代傳奇文(3/選)、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選)、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選讀(3/選)、曲選(3/選)、

文學與創作導論(3/選)、台灣文學史(3/選)、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3/選)、 

現代散文選讀(3/選)、宋元戲曲選讀(3/選)、

明清戲曲選讀(3/選)、現代詩選讀(3/選)、

古典小說(3/選)、現代小說選讀(3/選)、 

專家詩(3/選)、專家詞(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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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知能課群 6 

中國思想史一(3/必)、中國思想史二(3/必)、

中國思想史(6/必) 

至少必修 3學分，實

修學分如超過 3學

分，僅採計 3學分，

無法列入本類別最低

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 

孟子(3/選)、荀子(3/選)、老子(3/選)、 

莊子(3/選)、墨子(3/選)、韓非子(3/選)、 

子學名著選讀(3/選) 
 

國學知能課群 6 

古籍導讀(3/必)、國學概論(3/必) 至少必修一門，實修

學分如超過 3學分，

僅採計 3學分，無法

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

學分與最低應修畢總

學分 

詩經(3/選)、楚辭(3/選)、經學名著選讀(3/選)、

史記(3/選)、論語(3/選)、文心雕龍(3/選)、 

左傳(3/選)、學庸(3/選)、四書選讀(3/選) 

 

語文應用、創

作、傳播與相關

教學知能課群 

4 

深入閱讀與高階寫作(3/選)、應用中文(3/選)、

現代戲劇選讀與寫作(3/選)、現代戲劇(3/選)、

散文鑑賞與習作(3/選)、書法(3/選)、 

小說鑑賞與習作(3/選) 、基礎影視實務(3/選)、 

現代詩鑑賞與習作(3/選)、 

現代戲劇名著選讀(3/選) 、 

大學中文寫作：企畫書與文案(3/選)、 

大學中文寫作：生活美學書寫(3/選)、 

大學中文寫作：故事改編(3/選)、 

大學中文寫作：小說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寫作(3/

選)、 

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3/選)、 

非虛構寫作(1/選)、活動企畫書寫作(1/選)、 

編輯與出版(1/選)、數位網路與文創(3/選)、 

文案寫作與編輯(3/選)、 

大眾文學與產業(3/選) 、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3/選)、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3/選)、 

台語影劇及文學(3/選)、進階影視實務(3/

選)現當代東亞動漫的文化閱讀(3/選)、 

台語‧歌曲及社會(3/選)、 

影像敘事與鏡頭語言(3/選)、 

次文化與文藝理論(3/選)、 

劇本分析與習作(3/選)、電影與視覺文化(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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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評

量、教材教法知

能課群 

0 

讀寫教學專題研究(3/選)、漢字教學(3/選)、 

寫作教學研究(3/選)、讀以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華語教學法(3/選)、

華語教學通論(3/選)、華語口語與表達(3/選) 

華語教材教法(3/選)、漢字教學方法(3/選) 

聽力與會話教學方法(3/選) 

閱讀與寫作教學方法(3/選) 

華語教學實務一(3/選) 

華語教學實務二(3/選) 

華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3/選) 

華語文教學實務專題(3/選) 

電腦輔助華語教學(3/選)、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3/選)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題(3/選) 

華語文教學導論(3/選)、華語教學實務(3/

選) 

華語教學班級經營(3/選) 

 

跨領域國語文教

學、評量運用知

能課群 

0 

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3/選)、詞彙教學(3/

選)、語言與文化(3/選)、社會語言學專題研

究(3/選)、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

鑑(3/選) 

 

說                   明 
1.本表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6學分，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為「語言知能課群」8學
分、「文學知能課群」14學分、「哲學知能課群」6學分、「國學知能課群」6學分、「語文
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4學分。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立清華大學  辦理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 領域 群 科國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3/
選）」、「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

閱讀與寫作（3/選）」、「大學中文

寫作：編採寫作（3/選）」 

無 新增課程 

 



109年12月10日

109-0002-MA01-1-1A

 

國立清華大學
 

 

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補正】
 

適用對象：109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8學年度(含)前師資生得

適用之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請將本資料連同其
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培育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未符合

■ 既有群科上傳至少一筆培育佐證資料，且通過審核：已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46學分，實際：46學分)

■ 填寫「主修專長課程學生應修學分數」：已符合(標準：38學分，實際：46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部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8學分，實際：384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學校自訂標準：已符合(標準：46學分，實際：384學
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5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語言知能課群 之下開設至少 8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9學分)

■ 文學知能課群 之下開設至少 14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14學分)

■ 哲學知能課群 之下開設至少 6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3學分)

■ 國學知能課群 之下開設至少 6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3學分)

■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之下開設至少 4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87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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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6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384

領域核心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生最低應修學
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46

領域核心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校開設學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384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中國語文學系、臺灣語言
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語言知能課群 8 39 聲韻學 3 選修

語言學導論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漢語語法分析 3 必修

文字學 3 選修

語言學概論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語言學通論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修辭學 3 選修

漢語語法學 3 選修

漢語音韻專題 3 選修

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法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分析專題 3 選修

訓詁學 3 選修

文學知能課群 14 114 詩選 3 必修

漢魏六朝文 3 選修

紅樓夢 3 選修

戲曲選 3 選修

唐代傳奇文 3 選修

中國文學史二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柳周詞 3 選修

現代戲劇 3 選修

現代詩 3 選修

小說選 3 選修

唐宋明清文 3 選修

文學概論 3 必修

詞選 3 選修

杜詩 3 選修

東坡詞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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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詩 3 選修

王維詩 3 選修

中國文學史 6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韓柳文 3 選修

歐蘇文 3 選修

李白詩 3 選修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3 選修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3 選修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選讀 3 選修

文學與創作導論 3 選修

台灣文學史 3 選修

歷代文選 3 選修

現代散文選讀 3 選修

曲選 3 選修

明清戲曲選讀 3 選修

宋元戲曲選讀 3 選修

現代詩選讀 3 選修

古典小說 3 選修

現代小說選讀 3 選修

專家詩 3 選修

專家詞 3 選修

中國文學史一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哲學知能課群 6 33 中國思想史二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子學名著選讀 3 選修

莊子 3 選修

中國思想史一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荀子 3 選修

中國思想史 6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老子 3 選修

墨子 3 選修

韓非子 3 選修

孟子 3 選修

國學知能課群 6 33 古籍導讀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左傳 3 選修

史記 3 選修

文心雕龍 3 選修

學庸 3 選修

詩經 3 選修

國學概論 3 必修(如
補充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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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 3 選修

四書選讀 3 選修

論語 3 選修

經學名著選讀 3 選修

語文應用、創
作、傳播與相
關教學知能課
群

4 87 大學中文寫作：企畫書與文案 3 選修

非虛構寫作 1 選修

深入閱讀與高階寫作 3 選修

大學中文寫作：生活美學書寫 3 選修

大學中文寫作：故事改編 3 選修

活動企畫書寫作 1 選修

編輯與出版 1 選修

應用中文 3 選修

書法 3 選修

數位網路與文創 3 選修

文案寫作與編輯 3 選修

大眾文學與產業 3 選修

現代戲劇選讀與寫作 3 選修

散文鑑賞與習作 3 選修

現代詩鑑賞與習作 3 選修

小說鑑賞與習作 3 選修

現代戲劇 3 選修

現代戲劇名著選讀 3 選修

劇本分析與習作 3 選修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3 選修

基礎影視實務 3 選修

進階影視實務 3 選修

現當代東亞動漫的文化閱讀 3 選修

影像敘事與鏡頭語言 3 選修

次文化與文藝理論 3 選修

電影與視覺文化 3 選修

大學中文寫作：小說創作 3 選修

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 3 選修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 3 選修

台語‧影劇及文學 3 選修

台語‧歌曲與社會 3 選修

國語文教學評
量、教材教法
知能課群

0 63 華語口語與表達 3 選修

華語教學實務二 3 選修

閱讀與寫作教學方法 3 選修

華語教學通論 3 選修

聽力與會話教學方法 3 選修

電腦輔助華語教學 3 選修

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寫作教學研究 3 選修

讀以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3 選修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3 選修

華語教材教法 3 選修

華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 3 選修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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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本表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46學分，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為「語言知能課群」8  學分、「文學

知能課群」14學分、「哲學知能課群」6學分、「國學知能課群」6學分、「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

關教學知能課群」4學分。

註1:「語言知能課群」

語言學導論/語言學概論/語言學通論--以上課程至少必修一門，實修學分如超過3學分，僅採計3學分

，無法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分。

註2:「文學知能課群」

中國文學史一/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以上課程至少必修3學分，實修學分如超過3學分，僅採計3學

分，無法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分。

註3:「哲學知能課群」

中國思想史一/中國思想史二/中國思想史--以上課程至少必修3學分，實修學分如超過3學分，僅採計

3學分，無法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分。

註4:「國學知能課群」

古籍導讀/國學概論--以上課程至少必修一門，實修學分如超過3學分，僅採計3學分，無法列入本類別

最低應修學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分。

華語文教學導論 3 選修

華語教學實務 3 選修

華語教學法 3 選修

漢字教學 3 選修

華語教學班級經營 3 選修

漢字教學方法 3 選修

華語教學實務一 3 選修

跨領域國語文
教學、評量運
用知能課群

0 15 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 3 選修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
鑑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 3 選修

詞彙教學 3 選修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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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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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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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開課系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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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聲韻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Phon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聲韻學」是研究漢語音韻的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科學，目的在於了解漢語語音逐步演化的軌跡

，並掌握其演變規律。 語音學的工具及方法是學習聲韻學的重要門徑，因此，本課程將先概述語

音學的相關知識。然後將由學生最熟悉的現代漢語（國語）入 手，作為了解漢語語音演變的起點

，學生將學習以國際音標標注國語音讀，以與之後古代漢語的擬音溝通比對，以理解其演變狀況

。接著依次講授中古漢語（魏晉隋唐）、近古漢語（兩宋）、近代漢語（元明清）、上古漢語

（周秦兩漢）的語音。探究中古漢語的基礎材料之一為 《切韻》系的韻書，其系統兼賅古今南北

，故可以此為基點，上推古音，下接今音。 經由各時期音韻系統的分析，希望達到的教學目標主

要有三方面： 一是使學生了解漢語語音在各時期的不同面貌及其發展規律。 二是使學生認識漢

語聲韻學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基礎知識及術語，並奠定聲韻學研討的根柢。 三是使學生能運

用聲韻學的知識到相關的學科及日常生活上，如：解讀古書及出土文獻、欣賞與校勘歷代韻文、

深入理解漢字、從事詩文創作、明瞭現代方言的關係和來源、了解日常字音的問題等。

課程大綱：

第1週　課程內容講解及評量方式說明

第2週　緒論

　　　　「音韻學」與「聲韻學」

　　　　如何學習聲韻學？

　　　　聲韻學研究的材料

　　　　傳統音韻學的三個部門

　　　　漢語聲韻學史的分期

第3週 語音學概述

　　　　語音學的定義與門類

　　　　「音位」與「音素」

　　　　語音發生的生理程序

　　　　輔音、元音；聲母、韻母

　　　　漢語聲韻結構分析

　　　　國際音標

　　　　古音學常用之國際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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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音的類別

　　　　元音的三要素與基本元音

　　　　語音演變的一些規則

第4週　國語音系

　　　　國語的形成

　　　　國語的標音方式

　　　　國語的聲母系統

　　　　國語的韻母系統

　　　　國語的聲調

　　　　特殊的讀音變化

　　　　漢語的方言

第5週　中古音（一）：韻書

　　　　研究中古音的主要材料

　　　　反切之前的注音法

　　　　反切的應用

　　　　四聲的發現

　　　　魏晉六朝的韻書

　　　　《切韻》

　　　　唐代的韻書

　　　　《大宋重修廣韻》

第6週　中古音（二）：反切系聯

　　　　陳澧《切韻考》

　　　　基本條例

　　　　分析條例

　　　　補充條例

　　　　反切系聯練習

　　　　反切的問題

　　　　系聯條例有所局限的原因

第7週　中古音（三）：字母和韻圖

　　　　「字母」的發明

　　　　三十六字母

　　　　三十六字母與中古聲紐的差異

　　　　分「等」的緣起

　　　　《韻鏡》和《七音略》

　　　　等韻圖的編排

　　　　韻圖提供的訊息

　　　　韻圖的價值

　　　　門法的產生與發展

　　　　聲母的措置

　　　　「重紐」現象

　　　　門法概述

第8週　中古音（四）：擬音

　　　　擬測中古音值的方法

　　　　聲母系統的擬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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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母系統的擬測

　　　　中古的聲調

第9週　期中考

第10週　近古音

　　　　近古韻書略說

　　　　近古韻圖

　　　　近古音演變總論

第11週　近代音

　　　　近代音概說

　　　　《中原音韻》簡介

　　　　《中原音韻》的聲母

　　　　《中原音韻》聲母系統的主要爭議

　　　　《中原音韻》的韻母

　　　　《中原音韻》的聲調

　　　　存濁系統的韻書《洪武正韻》

　　　　通俗字書《韻略易通》

　　　　傳教士的語音記錄《西儒耳目資》

　　　　清代韻圖《五方元音》

第12週　從中古音到國語

　　　　音變的原因與特點

　　　　聲母的演化

　　　　韻母的演化

　　　　聲調的演化

第13週　上古音（一）：韻部

　　　　上古音的研究材料與方法

　　　　六朝至宋代的古韻觀點

　　　　古音觀念的確立──元明時代

　　　　清代學者對古韻分部的貢獻

　　　　近代學者的古韻分部

第14週　上古音（二）：聲母

　　　　材料與研究法

　　　　清代學者對上古聲母的研究

　　　　近代學者對上古聲母的研究

　　　　上古聲母研究尚未完成

第15週 上古音（三）：聲調

　　　　四聲不分說

　　　　「平上去、入」兩分說

　　　　「平上、去入」兩類說

　　　　古無去聲說

　　　　古無入聲說

　　　　古有四聲與後人不同

　　　　古無上去說

　　　　五聲說

　　　　四聲三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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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世其他學者的四聲說

　　　　聲調源於輔音韻尾說

　　　　上古聲調總論

第16週　上古音（四）：擬音

　　　　早期古音學家對上古讀音的推測

　　　　上古韻部的構擬

　　　　上古聲母的構擬

　　　　上古複輔音聲母的問題

第17週　期末考

第18週　檢討考卷及課程總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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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provides a broad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including how language is learned, used, and perceived across cultures.

The topics to be covered includ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Forms of language -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Language variation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656; Language and culture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What is language? What is linguistics?

2. Phonetics: Introduction; Speech production

3. Phonetics: Vowels & Consonants

4. Phonology: Phonemes & Allophones

5. Morphology: Words & Word Formation

6. Morphology: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7. Morphology: Structure

8. Syntax: Syntactic Properties

9. Syntax: Syntactic Constituency

10.Syntax: Syntactic Categories

11.Syntax: Constructing a Grammar

12.Semantics

13.Pragmatics

14.Language Acquisition

15.Speech Production & Perception

16.Language Change and Contact

17.Language and Culture

18.Final Exam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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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法分析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Grammatical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提供漢語語法分析知識，以句子為主要分析對象，首先解說漢語單句分析常用的層次分析

法、變換分析法、語義特徵分析法、配價分析法、語義指向分析法，其次解說複句內部成分的事

理邏輯類型，最後解說如何將各種分析知識應用到中文寫作教學與與華語文教學上。

課程大綱：

一、句子和語法

二、漢語的詞類問題

三、語法和語義的關係

四、資料庫工具介紹

五、層次分析的觀念與方法、分析練習

六、變換分析的觀念與方法、分析練習

七、語義特徵分析的觀念與方法、分析練習

八、配價分析的觀念與方法、分析練習

九、語義指向分析的觀念與方法、分析練習

十、綜合討論（一）：單句

十 一、複句與小句合成體

十二、廣義的並列類型、並列句分析練習

十三、廣義的因果類型、因果句分析練習

十四、廣義的轉折類型、轉折句分析練習

十五、綜合討論（二）：書面長句子

十六、語法分析知識在中文寫作教學上的應用

十七、語法分析知識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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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字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Grammat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漢字的演變及漢字的結構兩個視角切入考察，帶領同學較全面且深入地認識漢字。在

漢字的演變方面，本課程將運用出土古文字材料（包括殷周的甲骨文、金文及簡帛、玉石、璽印

、陶器、貨幣文字等），結合相關理論，說明漢字的性質、起源，及其由古至今形、音、義的演

變，探討漢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漢字的結構方面，本課程將以許慎《說文解字》為基礎

，分析《說文解字》之學術背景、時代特徵與局限性，進而探討全書條例、六書理論及其對文字

學研究的作用與學術史的意義。《說文解字》是認識中國文字的重要基礎，透過講解、討論與測

驗，讓同學得以辨識《說文解字》中常用字的篆、古、籀文字形。

課程大綱：

1、文字的定義、文字學界說、漢字的形成、漢字的性質、漢字的特點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一篇）

2、漢字的演變（一）

　　漢字形體上的變化、漢字結構上的變化、字數的增加與穩定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二篇）

3、漢字的演變（二）

　　商代文字的資料、甲骨文概述、商代文字的特點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三篇）

4、漢字的演變（三）

　　西周春秋文字的資料、金文概述、西周春秋文字的特點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四篇）

5、漢字的演變（四）

　　六國文字的資料、簡帛文字概述、六國文字的特點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五篇）

6、漢字的演變（五）

　　秦系文字的資料、隸書的形成、秦系文字的特點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六篇）

7、漢字的演變（六）

　　隸楷階段文字的資料、隸書的發展、草書、行書、楷書的形成與發展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七篇）

8、《說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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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慎生平簡介、《說文解字‧序》、《說文》研究簡史、《說文》的體例、

        重文、價值、缺失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八篇）

9、漢字的結構（一）

　　傳統的六書說、唐蘭、陳夢家和裘錫圭的三書說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九篇）

10、漢字的結構（二）

　　象形的定義與分類、獨體象形、合體象形、省體象形、變體象形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十篇）

11、 漢字的結構（三）

　　指事的定義與分類、獨體指事、合體指事、變體指事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十一篇）

12、漢字的結構（四）

　　會意的定義與分類、同文會意、異文會意、對文會意 、會意附加象形、會

        意附加指事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十二篇）

13、漢字的結構（五）

　　形聲的定義與的分類、文字加聲符、改換字形的一部分為聲符、文字加意   

        符、改換形聲字偏旁、多形和多聲、省形和省聲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十三篇）

14、 漢字的結構（六）

　　假借的定義與分類、無本字的假借、本字後造的假借、本有本字的假借、假

        借三變說、轉注的異說與評論

　　小考：《說文解字》古文字辨識（第十四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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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人類語言之形成、性質、功能、分類 2、了解語言之內在結構 3、能以漢語為例，敘述其

古今演變及方言差異

課程大綱：

1.人類的語言

2.人類的語言；語言的本質

3.人類的語言與動物的溝通系統

4.語音學

5.音韻學

6.語言的意義

7.語用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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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語音學和音韻學的基本概念2.認識台灣語言之語音與音韻特色3.讓學生認識語法理論的主

要任務4.讓學生具備語法分析的基本能力

課程大綱：

1.     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重音與聲調

6.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言語行為動詞

16.情感的語義學

17.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多媒體信息處理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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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修辭學 

課程英文名稱：Rhetoric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除了介紹修辭的本質內容、各種修辭格、修辭的方法及修辭的原則外，並討論如何透過修

辭的技巧讓我們能清晰與完美的表達心中之意，並使其更有具有說服力。課程目標如下：1.介紹

對「修辭學」的各種不同界定與內容。2.各種修辭法及修辭格的介紹。3.能以不同文本為例實際

的作修辭分析。4.能熟練地運用不同修辭法於創作中。5.修辭與口語表達。

課程大綱：

1.修辭學概說

2.重要修辭格介紹--譬喻與象徵

3.重要修辭格介紹--借代與藏詞

4.重要修辭格介紹--轉化

5.重要修辭格介紹--摹況

6.重要修辭格介紹--設問與感嘆

7.重要修辭格介紹--引用、仿擬與飛白

8.重要修辭格介紹--轉品

9.重要修辭格介紹--映襯

10重要修辭格介紹--雙關

11.重要修辭格介紹--對偶與排比

12.重要修辭格介紹--層遞與錯縱

13.重要修辭格介紹--倒裝

14.修辭、語境與語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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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法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Grammar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認識漢語法詞的結構。 2.認識短語的各類結構。 3.認識各類句型。 4.分析各類句型。 5.認

識各類複句

課程大綱：

1.詞彙的基本概念與分類

2.詞彙的結構/構詞

3.語料收集、分析與討論

4.詞法與句法之間

5.詞組的定義及詞組的結構

6.複合化與詞彙化

7.語料分析與討論

8.句子的組成(基本句型)

9.漢語的主語與主題

10.特殊句型I

11.特殊句型II

12.語料分析與討論

13.漢語語篇/篇章語法

14.漢語體標記與篇章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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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音韻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nese Phon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各類語言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當代音韻分析理論，包括生

成音韻學以及優選理論的概念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

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1. 漢語概要

2.音位系統

3.音節

4. 小稱構詞

5. 聲調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21 2020/12/10 03:48



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包括現代漢語語言現象的描述，漢語語法中重要課題及相關研究的介紹，及探討現代

漢語共同語與古漢語/方言的關係，句法和構詞的演變等。

課程大綱：

1.引言

2.漢語的特徵

3.語音學

4.詞彙學 (詞、語素、漢字、音節; 詞彙的構成 外來詞與方言詞)

5.語料收集、分析與討論 [連讀音變、詞彙分類]

6.語義學 (詞的意義、詞義之間的關係)

7.構詞 (詞的構造、漢學研究18卷 構詞學)

8.詞組的定義及詞組的結構

9.語料分析與討論

10.基本句型I

11.基本句型II

12.特殊句型

13.構式與語義

14.語料分析與討論

15.方言的形成

16.台灣語言現況

17.語言的變遷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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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yntac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以往對漢語句型的討論重點放在詞序及其轉換，徐通鏘(1997)則指出有些句型的共同點是有定成

分在句首，如受事主語句、主謂謂語句、把字句、被字句等，而有定成分在句首是漢語主題顯著

(topic prominence)在句法系統中留下的後果之一；再如曹逢甫(2008)指出雙賓、動補和動賓句

之間關係密切。本學期將以句型之間的關連性為研究對象，研讀相關理論並進行初步分析。

課程大綱：

1引言

2結構學派語法理論的特點

3形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4構詞與句法的關係

5歷史語法

6語義與語法

7語言接觸與語法理論

8語料庫語言學與語法理論

9構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10雙賓句

11存現句

12可逆句

13被動式

14處置式

15比較句

16焦點結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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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音韻、構詞、句法和語義等各大部門為切入點，簡介各部門特點，並進行語言

結構的實際分析，藉以提升學生對於語言現象的解析能力，奠定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1. SCOP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 Concepts, history, theory

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istoriography : the case of Hong Kong’s evolving

identity

4. Methodologies

5. Doing CDA/case studies (1)

6.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7. Discourse, power, and access

8. The genesis of racist discourse in Austria since 1989

9. Ethnic, racial, and tribal : the language of racism?

10. A clause-relational analysis of selected dictionary entries : contrast and

compatibility in the definitions of "man" and "woman"

11. Doing CDA/case studies (2)

12. The official version : audience manipulation in police records of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13. Conflict talk in a psychiatric discharge interview

14. Problems with representation of fac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old-old"

15. "Guilt over games boys play" : coherence as a focus for exami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heterosexual subjectivity on a problem page

16.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 male hegemon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the

reporting of bestiality in the Zimbabwean press

17. Doing CDA/case studies (3)

18. Applic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new trend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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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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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訓詁學 

課程英文名稱：Exeg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般的觀念，認為訓詁學很深、很難、很專業。不能否認它是中文的專業課程，但是教學時如能

深入淺出，未嘗不能發掘其中的興趣和容易學習。這是我教這門功課的希望和想法，希望能夠做

到。有人也許擔憂，沒有文字學和聲韻學（形、音）的底子怎麼辦？我覺得那是沒問題的。因為

我可以順便補充這一方面的知識，讓大家一舉三得。

課程大綱：

01何謂訓詁

02何謂訓詁學

03理解古籍註解的各種情況

04訓詁的方式與訓詁術語

05訓詁的次序(步驟)

06形訓（以形求義）

07聲訓（因聲求義）

08義訓

09通假

10反訓

11 讀注

12 作注

13 訓詁要籍簡介

14 結語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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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詩選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Readings from Chinese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透過有系統的古典詩教學，讓中文系本科生擁有古典詩的創作技巧及鑒賞能力。課程中對

古典詩之體式，包括平仄、格律、用韻、章法，均作詳細說明，對絕句、律詩的創作法則亦分別

作深入講解，並將詩篇賞鑒融入其中；上課中所教授之相關創作方法、理論，在名家詩作中可立

即印證。學生在體會名作佳篇之情意內容、獲取美感經驗的同時，對歷代重要詩學觀念、古典詩

的形式內涵、詩中語言、聲律、情景……等元素的掌握和運用，皆能有所會心。修習本課程學生

需進行古典詩（主要是近體七絕和七律）的習作，除透過教師個別指導外，學期中會有若干課堂

討論，同學在自己的創作經驗和評賞過程中，可以充分掌握進入古典詩苑圃的金鑰。

課程大綱：

本課程透過有系統的古典詩教學，讓中文系本科生擁有古典詩的創作技巧及鑒賞能力。課程中對

古典詩之體式，包括平仄、格律、用韻、章法，均作詳細說明，對絕句、律詩的創作法則亦分別

作深入講解，並將詩篇賞鑒融入其中；上課中所教授之相關創作方法、理論，在名家詩作中可立

即印證。學生在體會名作佳篇之情意內容、獲取美感經驗的同時，對歷代重要詩學觀念、古典詩

的形式內涵、詩中語言、聲律、情景……等元素的掌握和運用，皆能有所會心。

修習本課程學生需進行古典詩（主要是近體七絕和七律）的習作，除透過教師個別指導外，學期

中會有若干課堂討論，同學在自己的創作經驗和評賞過程中，可以充分掌握進入古典詩苑圃的金

鑰。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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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魏六朝文 

課程英文名稱：The Selected Reading of articles in Six Dynast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漢魏六朝文章選讀為主，以求增進對漢魏六朝文的認識與體會，培養古典作品之閱讀能

力與素養。

課程大綱：

張衡〈歸田賦〉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吳質書〉

曹植〈求自試表〉〈洛神賦〉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向秀〈思舊賦並序〉

陸機〈弔魏武帝文〉

陶潛〈自祭文〉

鮑照〈蕪城賦〉

孔稚珪〈北山移文〉

江淹〈別賦〉（或〈恨賦〉）

庾信〈哀江南賦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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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紅樓夢 

課程英文名稱：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同學細讀《紅樓夢》文本，經過課堂的反覆對話，體會紅樓夢的審美特徵，探索此作

品的獨特敘事方式。此外，本課程將引導同學額外閱讀百年來紅學經典文獻，參考適當的藝術史

、明清社會史研究成果，以期能更深入了解紅樓夢創作時期 的歷史背景，了解紅樓夢的接受史。

修讀這門課的同學，應於開學第三週以前，至少閱畢《紅樓夢》八十回，將進行故事內容小測驗

。

課程大綱：

第一週：課程說明，《紅樓夢》介紹

第二週：考據－－曹氏家族與曹雪芹小史

第三週：轉向－－〈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第四週：【小測驗】及情節閱讀與分析I

第五週：情節閱讀與分析II

第六週：情節閱讀與分析III

第七週：情節閱讀與分析IV

第八週：情節閱讀與分析V

第九週：器物－－台北故宮參訪

第十週：人物閱讀與分析I

第十一週：人物閱讀與分析II

第十二週：人物閱讀與分析III

第十三週：人物閱讀與分析IV

第十四週：《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戲曲局部欣賞

第十五週：《探春》戲曲局部欣賞

第十六週：改編－－《紅樓夢》傳播小史

第十七週：綜合討論

第十八週：教學進度彈性預留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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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戲曲選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in Tzu and Ch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瞭解中國古典戲曲的發展脈絡2、學習中國古典戲曲的鑑賞方法3、熟悉中國古典戲曲的重要文

本4、探討中國古典戲曲與小說之間在文學藝術史上的互補關係5、研究中國古典戲曲與世界戲劇

整體發展之間的關係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中國古典戲曲史（一）

第三週  中國古典戲曲史（二）*作業繳交及口頭報告分組

第四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一）

第五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二）

第六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三）

第七週  測驗

第八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四）

第九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五）

第十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六）

第十一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七）

第十二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八）

第十三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九）

第十四週  中國古典戲曲賞析（十）

第十五週  測驗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第十七週  展望*交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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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唐代傳奇文 

課程英文名稱：Tang Dynasty Chuangi Fi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選讀唐代傳奇文的名篇2、 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古典小說文本的能力3、 研究傳奇文的藝術特

色 4、 討論唐代傳奇文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5、 為小說選課程的中對唐代傳奇文有興趣的同學

提供進一步學習鑑賞機會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唐代傳奇文一

第三週  唐代傳奇文二

第四週  唐代傳奇文三

第五週  唐代傳奇文四

第六週  唐代傳奇文五

第七週  測驗

第八週  唐代傳奇文六

第九週  唐代傳奇文七

第十週  唐代傳奇文八

第十一週  唐代傳奇文九

第十二週  唐代傳奇文十

第十三週  唐代傳奇文十一

第十四週  測驗

第十五週  口頭報告

第十六週  唐代傳奇文研究展望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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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文學史二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講述唐代以後文學史。以文學的演變及發展為主要內容，兼及部分代表性作家及作品之閱

讀、講解、鑒賞、分析。除採用臺靜農《中國文 學史》為指定用書外，將再隨時補充近人重要研

究論著。

課程大綱：

指定用書(Text Books)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三版。

本課程講述唐代以後文學史。依中國文學斷代發展進行，以文學的演變及發展為，兼及部分代表

性作家及作品之閱讀、講解、鑒賞、分析。 教學方式以教師講授為主，同學討論為輔。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32 2020/12/10 03:48



課程中文名稱：柳周詞 

課程英文名稱：Tz'u of Liu and Cho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柳永(約987-1053)、周邦彥(1056-1121)為北宋詞的兩大名家，柳永詞雅俗兼具，不僅於詞的題材

方面有拓展之功，其長調之經營手法，對後世亦影響甚鉅。周邦彥詞號稱「集大成」，除了在長

調的鋪敘方面更為複雜細膩之外，也擅長「以小詞寫故事」，詞作多有可觀之處。本課程期望經

由引介兩位詞人的名作，使同學理解柳、周獨特的生命經驗，並能掌握其詞作之結構特色和美感

特質。

課程大綱：

第一週 柳永之前的詞壇概況

第二週 柳永詞選讀

第三週 柳永詞選讀

第四週 柳永詞選讀

第五週 柳永詞選讀

第六週 柳永詞選讀

第七週 柳永詞的承繼與開拓

第八週 柳永詞的接受史：從詞選與詞論的角度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周邦彥詞選講

十一週 周邦彥詞選講

十二週 周邦彥詞選講

十三週 周邦彥詞選講

十四週 周邦彥詞選講

十五週 周邦彥詞的承繼與深化

十六週 周邦彥詞的接受史：從詞選與詞論的角度

十七週 柳、周詞風之後繼：姜夔、吳文英詞引介

十八週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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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戲劇 

課程英文名稱：Modern Dram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將閱讀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降、二戰之前的現代戲劇經典（英譯與中譯本），介紹與寫實主

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戲劇流派， 旨在揭露現代戲劇雖在風格上包羅萬千，甚或

相互牴觸，但基本上它們卻有共通的人本精神，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摧毀這股信念為止。

課程大綱：

1.課程介紹

2.問題是——寫實主義

3.寫實主義——Henrik Ibsen 《傀儡之家》

4.寫實主義——Henrik Ibsen 《傀儡之家》

5.寫實主義在中國——胡適 《終身大事》

6.寫實主義在台灣——林摶秋 《閹雞》

7.問題是——寫實主義與問題劇

8.期中報告，問題是怎麼辦——August Strindberg《茱莉小姐》

9.茱莉小姐》

10.問題是在中國怎麼辦——丁西林《一隻馬蜂》

11.寫實主義vs.象徵主義——梅特林克 《群盲》

12.《群盲》

13.寫實主義vs.象徵主義——Przybyszewski The Visitors

14.寫實主義vs.表現主義——Alice Gertensberg Overtone

15.毀滅之後——《等待果陀》

16.《等待果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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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詩 

課程英文名稱：Modern Chinese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循教師個人之有意識的偏見，以台灣戰後現代詩為主，加上部分香港當代、中國當代與中

國民國時期詩作，容納到審美性、趣味性與知識性並具的幾個主題下。期望能讓修課同學稍稍脫

離以前的課本詩人和歷來的流行詩作，而能對現代詩有更新鮮的認識。

課程大綱：

專題一 把詩意縮出來

卞之琳詩選讀，廢名詩選讀

曹疏影詩選讀，零雨詩選讀

 

專題二 音樂與非音樂的快意

楊牧詩選讀、楊澤詩選讀、顧城詩選讀

廖偉棠詩選讀、羅葉詩選讀、陳滅詩選讀

 騷夏詩選讀、阿芒詩選讀、隱匿詩選讀

 

專題三 大家都愛我（抱歉）&閃閃欠人愛（拜託）

紀弦詩選讀、羅智成詩選讀

李雲顥詩選讀、葉青詩選讀

 

專題四 正正經經（與）發神經之必要

陳黎詩選讀、鴻鴻詩選讀

唐捐詩選讀、鯨向海詩選讀

 

專題五 詩與小說（兩岸）一家親（的正確示範）

商禽詩選讀、秀陶詩選讀、駱以軍詩選讀

郭松棻小說；專題演講 小說家詩人：王聰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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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小說選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目標為： 1、瞭解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 2、學習中國古代小說的鑑賞方法 3、熟悉

中國古代小說的重要文本 4、探討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及圖像媒介之間在文學藝術史上的互補關

係 5、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內在聯繫

課程大綱：

如何選讀中國古代小說？

課本閱讀: 中國小說史資料及六朝志怪志人之搜神記、幽明錄、世說新語

第一階段：

中國小說史大綱及六朝小說（一）

課本閱讀: 中國小說史資料及六朝志怪之搜神後記、續齊諧記

中國小說史大綱及六朝小說（二）

課本閱讀: 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

第二階段：唐代傳奇文（一）

課本閱讀: 任氏、鶯鶯傳、李娃傳

第二階段：唐代傳奇文（二）

課本閱讀: 長恨傳、崑崙奴、虯髯客

第二階段：唐代傳奇文（三）

課本閱讀: 蔣興哥、金玉奴

第三階段：三言（一）

課本閱讀: 賣油郎、十五貫

第三階段：三言（二）

課本閱讀: 白娘子、杜十娘

第三階段：三言（三）

課本閱讀: 三國演義

 第四階段：明清奇書（一）

課本閱讀: 水滸傳

第四階段：明清奇書（二）

課本閱讀: 西遊記

第四階段：明清奇書（三）

閱讀: 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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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明清奇書（四）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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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唐宋明清文 

課程英文名稱：Essays of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的在培養學生對唐宋以降散文的認識與瞭解，加強其閱讀及運用古籍的能力。本年度教

學主要以記敘及議論性質的文章為主，解析其章法特質，人我思考的面向，形式與內容之特色

，以及可能如何產生抒情之效果，使學生得以更清楚辨識古典散文與其他「文類」(或表現形式

)創作上的關聯與區別。

課程大綱：

選讀篇目：

1.韓愈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張中丞傳後敘>

2.柳宗元：《永州八記》(參考：＜與李翰林建書＞)

3.歐陽修:＜釋秘演詩集序＞

4.蘇軾，＜方山子傳＞、《志林：始皇扶蘇》

5.宋濓:<王冕傳>

6.歸有光:<項脊軒志>

7.張岱＜自為墓誌銘＞、《陶庵夢憶選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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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領同學對文學領域有一概要的認識，課程的進行將作品的討論與導讀為主，配合各

講主題的討論與開展，幫助學生理解文學欣賞與批評的方法與相關論述。

課程大綱：

◆文學有什麼用？為什麼要研究文學？

◆文學是什麼？

◆文學的媒材（語言文字／符號）

◆文學研究的四端點：作品、作者、讀者、世界

◆形式—形式與內容意義—文類：詩、小說、散文、戲劇

◆什麼是好文學？（價值（感動，啟悟／洗滌、認同）、經典問題）

◆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

◆當代媒介——網路與電子時代下的文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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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選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Readings from Ci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引介唐五代及兩宋詞人名作，以培養同學閱讀古典詩詞的基本能力。同時，希望藉此讓

同學掌握詞史的演進歷程及了解詞學相關論題。

課程大綱：

一、 讀詞常識、詞的起源

二、 敦煌曲子詞介紹

三、 唐五代文人詞介紹

四、 溫庭筠、韋莊詞選講

五、 花間詞與南唐二主（李璟、李煜）詞選講

六、 馮延巳、晏殊、歐陽修詞選講

七、 晏幾道、張先詞選講

八、 柳永詞選講

九、 蘇軾詞選講

十、 蘇軾、秦觀詞選講

十一、 賀鑄、周邦彥詞選講

十二、 周邦彥詞選講

十三、 李清照詞選講、南北宋之交的知名詞作選講

十四、 辛棄疾詞選講

十五、 辛棄疾、姜夔詞選講

十六、 吳文英、王沂孫、張炎詞選講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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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杜詩 

課程英文名稱：Poetry of Du F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講述杜甫的重要作品，將引領學生進入此一得以與詩人覿面相對的世界，體其情意、

仰其聲息。基於此，本課程將配合唐代的政治文化、杜甫的生平事蹟，察當時之年月地理，參酌

詩人之遊歷所及；作品的講解以編年為主，將杜詩分期逐一介 紹，使學生得以貼近其人格形象

，理解其詩歌內容、藝術特色、思想意涵，並探索其在詩歌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課程大綱：

本課程主要講述杜甫的重要作品。杜甫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詩人，不唯因其詩作風格集眾

家大成，屢為後世詩人取法而影響深遠；亦不唯因其獨得「詩聖」之名，屢為後世讀者諷誦而流

傳不輟；而是在於杜甫透過其支離飄泊的生活經歷，呈現一面貌獨具而興味深長的詩人形象與生

命感受，以廣大深遠的詩的穿透力，滲入至無數讀詩者的生活當中。

本課程將引領學生進入此一得以與詩人覿面相對的世界，體其情意、仰其聲息。基於此，本課程

將配合唐代的政治文化、杜甫的生平事蹟，察當時之年月地理，參酌詩人之遊歷所及；作品的講

解以編年為主，將杜詩分期逐一介紹，使學生得以貼近其人格形象，理解其詩歌內容、藝術特色

、思想意涵，並探索其在詩歌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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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東坡詞 

課程英文名稱：Ci Poetry of Su Sh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東坡詞是宋詞發展中最瑰麗奇崛的一章，東坡以其胸襟才情創作，以詩為詞，拓展詞之意境與能

承載的內容，使詞脫離小道之譏。本課程將東坡詞依照其生命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希冀透過賞讀

東坡詞，輔以詩文，瞭解東坡的生命情態，更能掌握詞體特質，體察詞之情意世界。

課程大綱：

蘇軾生平介紹

杭州通判時期

出知密州、徐州、湖州時期

貶謫黃州時期

黃州以後至謫居惠州、儋州時期

蘇軾「以詩為詞」的意義及其在詞史上的地位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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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李商隱詩 

課程英文名稱：Poetry of Li Shang-Y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講授唐代中晚期詩人李商隱的重要詩作，並介紹詩人生平、相關歷史背景，期使學生

對於李商隱以及李商隱詩有一具體而完整之認識。課程中將依詩人各階段詩作與「未編年詩」

，循序講授，以全面了解李商隱的生命歷程；此外， 亦將詳細析論李商隱詩之字句、對仗、用典

、音律、結構等技巧，並適時與前、後時代詩人的詩作相比較，深入體會李商 隱詩獨特的藝術魅

力。

課程大綱：

教學將依詩人各階段詩作與「未編年詩」，循序講授，以全面了解李商隱的生命歷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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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王維詩 

課程英文名稱：The Poetry of Wang We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編年方式進行對王維詩作之選讀，期能藉此對王維其人及其作品整體面向有所勾勒。透

過王維及其詩作這具體示例，並將配合各項主題，反省相關詩論，探究中國詩學實踐的歷史變化

及可能發展。

課程大綱：

1. 個體性於中國詩文實踐上的本末與意義

2. 情感主體之可能形態與限制

3. 自然與生命在個體抒情作品中之意義

4. 王維其作品個性之既有基礎與形成歷程

5. 論自然之各種面向及其之境界化

6. 論人間與孤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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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文學史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6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了解中國歷代文學變化的歷程。 (二)了解各體文學演變的趨勢。 (三)推求文學演進的規律

以及各時代文化的發展。 (四)了解古典文學在批評上的焦點轉變。

課程大綱：

(一)文學的定義

(二)中國的神話

(三)詩經與楚辭

(四)漢賦與賦的歷代流變

(五)兩漢樂府與樂府流變

(六)魏晉詩文演變

(七)南北朝詩文演變

(八)隋唐詩文演變

(九)宋元明清詩文演變，著重在詞、散文、小說、曲等文體。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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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韓柳文 

課程英文名稱：The Prose of Han Yu and Liu Tsung-Yu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目的： 1.增進古典散文之閱讀及欣賞能力。 2.藉由韓柳文，觀察中國文史敘事傳統在

唐代的發展與轉變。 3.探索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思考「書寫」及「表達」的意義。

課程大綱：

本課程擬研讀韓柳以下文章，除課堂講授者外，其餘為課外指定閱讀之材料。

1.劉知幾，《史通‧敘事》

   章學誠，《文史通義‧傳記》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

2.韓愈：＜原道＞、＜進學解＞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3.韓愈：＜平淮西碑＞

4.韓愈：＜毛穎傳＞、<畫記>

　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5.韓愈：＜張中丞傳後敘＞、＜圬者王承福傳＞

　柳宗元：傳

6.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7.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貞曜先生墓誌銘＞、＜馬少監墓誌銘＞、

               ＜南陽樊少述　墓誌銘＞、＜歐陽生哀辭＞

8.韓愈：＜祭十二郎文＞、＜祭田橫墓文＞

9.韓愈:＜雜說‧雲龍說＞、＜獲麟解＞

    柳宗元:＜逐畢方文＞,＜羆說＞,＜三戒＞,＜鶻說＞,＜謫龍說＞

10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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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歐蘇文 

課程英文名稱：Prose of Ou-yang Hsiu and Su Shih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目的,旨在研讀歐蘇文,由此增進學生對唐宋古文的認識,增進其古文閱讀及欣賞之能力.

課程大綱：

1.蘇軾部份，以編年方式進行，配合蘇軾所作詩詞，呈現蘇軾散文作品與其個人生命史之關係。

2.歐陽修部份，以「文體」為主，略述唐宋古文之承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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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李白詩 

課程英文名稱：The poems of Li Po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教學目標有四：一是希望同學能細讀李白重要作品，從作品中了解李白的詩歌成就與特色

；二是討論李白的生平，史書與筆記故事如何紀錄李白；三是了解李白研究的最新現況；四是學

習從不同主題來研讀李白詩歌。

課程大綱：

一、李白的生平（從史傳、筆記看李白的歷史形貌）

二、20世紀的李白研究概述

三、歷代李白評論

四、鄔國平：〈李白接受史〉

五、李白的政治追求與詩歌創作

六、李白隱逸求仙活動與詩歌創作

七、李白的雜言詩

八、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

九、李白的絕句

十、宇文所安：李白：天才的新觀念

十一、李白詩中的月亮

十二、李白詩中的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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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Ⅰ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本課程將自明鄭、清治、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史為範疇，以時間為縱軸，同時代的

文學議題為橫軸， 讓同學對於台灣文學史有其鳥瞰式全面的認知。 2.藉由論文和文獻史料的實

際閱讀，培養學生對台灣文學研究方法與議題、史料收藏掌握，及文學史觀的差異等。

課程大綱：

一、研究史料文獻搜尋

二、台灣古典文學史

        1. 葉石濤〈傳統舊文學的播種和移植〉，《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春

            暉，2010）。

        2. 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海峽兩岸臺灣史學

            術研討會，頁 431-445。

        3. 施懿琳〈清領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從沈光文到賴和》（春

             暉，2001），頁 95-167。

        4.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

            研究》5（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91-139

三、台灣新文學史日治篇的比較閱讀

        1.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人間，

             2004），頁 1-12、237-261。

        2.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

           （全華圖書，2004）。頁 115-228。

        3. 林瑞明，〈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 V.S.中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2008.10），頁 107-145。

        4. 許俊雅，〈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檢討〉，《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春暉，2008），頁 193-226。

四、 台灣新文學史日治篇的比較閱讀

        1.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春

            暉，2010），頁 31-115。

         2. 陳芳明，〈第一章至第八章〉，《台灣新文學史（上）》（聯經，

             2011），頁23-207。

五、二○年代台灣新文學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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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

             論集》（允晨，1993），頁 2-142。

         2. 朱惠足，〈越界書寫：1920 年代台灣現代小說的誕生〉，《「現代」的

             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麥田，2009），頁

             67-105。

         3. 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

             編》（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頁 267-292。

         4. 黃美娥，〈尋找歷史的軌跡──台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1895-

              1924）〉，《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55。

六、 二○／三○年代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

         1. 計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台灣新文學論》（秀威，

             2014），頁 168-180。

         2. 施淑，〈文協分裂與 30 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日據時代台灣

             小說中的知識份子〉、〈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

             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份子〉、〈感覺世界──一九三○年代台灣另類小

             說〉、〈首與體──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的頹廢意識的起源〉、〈最後的

             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兩岸文學論集》（新地，1997）。

七、 三○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福爾摩沙》青年）

          1.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

               2009.5）第 5 章第 1、2 節，頁 227-293。

           2. 黃毓婷，〈翁鬧是誰？〉，《破曉集》（如果，2013.11），頁 42-

                 91。

           3. 橫路啟子，〈混和的身體：論《福爾摩沙》時期的巫永福〉，《台大日

                本語文研究》16（2008.12），頁 61-79。

八、三○年代台灣新文學與媒體雜誌

        1. 陳淑容，〈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吳燕和、陳淑容編

          《吳坤煌詩文集》（台大出版中心，2013），頁 21-44。

        2. 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

            戲劇游擊〉，《「帝國」在台灣：殖民地台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台

            大出版中心，2015.12），頁 161-200。

        3. 陳淑容，〈跨語／跨境／跨時代：賴明弘的漂泊與追尋〉，《台灣文學史

            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春暉，2008），頁 277-315。

九、四○年代戰爭動員與皇民文學運動

        1.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人間，

            2004），頁 115-219。

        2.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

            同》（麥田，2006）第 6、7 章，頁 306-458。

        3. 橋本恭子〈在台日本人的鄉土主義：島田謹二與西川滿的目標〉，《中心

             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中）》，頁 333-379。

十、大東亞文藝運動下的台灣文學

        1. 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

             例〉，《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大出版

             中心，2014），頁 265-307。

        2.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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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5）第 6 章第 1、2 節，頁 391-452。

        3.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稻鄉，2010.6），頁 21-224。

十一、 東亞殖民地文學比較研究（台灣與朝鮮）

        1. 王惠珍，〈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朝鮮作家張赫宙與臺灣作家的

            交流及其比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3（2011.10），頁 9-40。

        2. 王惠珍，〈從海島回望半島：評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

             較》〉，《中外文學》43:3=446（2014.09），頁 205-211。

        3. 崔末順，〈日據時期台韓左翼文學運動及其文學論之比較〉，《海島與半

            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聯經，2013），頁 87-120。

        4. 王惠珍，〈帝國讀者對被殖民者文學的閱讀與想像：以同人雜誌《文藝

            首都》為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1（2012.02），頁 1-33。

十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

         1. 陳淑容，〈雷石榆〈臺南行散記〉分析：後二二八的風景與心境〉，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2015.04），頁 73-94。

         2. 蔡明諺，《戰後初期臺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0（2015.04），頁 41-71。

         3. 黃英哲，〈國民性改造的構想：許壽裳與台灣，1946-1948〉，《漂泊

             與越境》，頁 163-196。

         4. 王惠珍，〈青天白日旗下的希望與絕望──龍瑛宗的台南時期〉，《戰鼓

             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大出版中心，

             2014），頁 309-378。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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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本課程以戰後初期迄今之台灣文學史為範疇，並以各階段文學思潮之發展為參考架構 (二)從

現當代台灣文學研究概況談起，探究影響戰後文學的文學史著作與重要論述 (三) 探討台灣文學

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之重大議題，並以台灣文學經典文本進行參照與閱讀 (四)藉由論文和文獻

史料的實際閱讀，培養學生對台灣文學研究方法與議題、史料收藏掌握，及文學史觀的差異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介紹暨概說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

思〉，《文學場域的變遷》

 

二：1945-1949，台灣文學驟變的年代

1. 黃英哲，〈國民政府的台灣文化重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

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2017。

2.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2013

3.陳建忠，〈被咒詛的文學？戰後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被詛咒的文學：

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2007。

閱讀文本：呂赫若〈冬夜〉、吳濁流《無花果》、〈波茨坦科長〉、葉石濤〈三

的媽祖〉

 

三：戰後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生態

1.黃惠禎，〈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2016。

2.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

學地位的消長〉，臺灣史研究，2015

3. 呂正惠，〈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

閱讀文本：吳漫沙、楊逵諸作、徐坤泉《可愛的仇人》、鍾理和〈夾竹桃〉、葉

石濤諸作

 

四：五 0 年代：反共、懷鄉與戰鬥文藝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第三章》

2. 王德威，〈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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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ristopher Lupke，〈五○年代臺灣文學的初步分析〉，何寄澎主編，《文

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 楊照，〈文學、政治、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讀王鼎鈞的《文學江

湖》〉，《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

閱讀文本：姜貴《旋風》、陳紀瀅、潘人木、林海音、朱西甯、司馬中原、王鼎

鈞《文學江湖》等作

 

五：五○年代：冷戰年代與台灣文學場域裡的多元性

1.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

》

2. 應鳳凰 〈《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 0 年代台灣文學史〉，彭小妍編《文藝理論

與通俗文化》

3. 應鳳凰著，〈「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陳建忠等著《台灣小說史論》

4.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文援文藝體制下的臺、

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閱讀文本：鍾理和《笠山農場》、《故鄉》四書、吳魯芹、柏楊諸作、聶華

苓、郭良蕙《心鎖》

 

六：五 0 年代：台灣女作家的創作

1.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 0 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

縱論》

2. 楊晶晶，〈《中華婦女》中的女性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反共抗俄聲中的女性身影---以"中

華婦女"為考察對象》(台北教大台文所碩論，2006)

3. 王鈺婷，〈五 0 年代文學場域與女性文學創作空間〉，《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

崛起》。

閱讀文本：林海音、鍾梅音、張漱菡、童真等作

 

七：六 0 年代：戰後台灣現代詩社與詩史

1.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

驗》

2.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

3. 解昆樺，〈笠詩社的現代詩典律建構〉，《臺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

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

閱讀文本：紀弦、瘂弦、洛夫、商禽、詹冰、白萩、陳千武、趙天儀、林亨

泰、杜國清、李魁賢、陳鴻森、岩上等詩選。

 

八：六 0 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

1. 黃錦樹著，〈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

源〉，《論嘗試文》

2.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

證〉，張錦忠等編，《重寫・臺灣・文學史》

3.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學場域的變遷》

4. 范銘如〈台灣現代主義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閱讀文本：王尚義、王文興、七等生、陳映真、歐陽子、施叔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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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0 年代：戰後台灣散文的性別與族群議題

1. 張瑞芬，〈現代主義與六○年代的台灣女性散文〉，《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

論》

2. 張瑞芬，〈「女性散文」研究對台灣文學史的突破〉

3. 黃錦樹，〈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論嘗試文》

閱讀文本：林海音《城南舊事》、《兩地》、〈蟹殼黃〉、謝冰瑩、徐鍾佩《英倫歸來》、鍾梅

音《海天遊蹤》

 

十：七 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第五章》

2. 唐文標〈詩的沒落〉、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余光中〈狼來了〉

3. 蕭阿勤，〈七 0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浮現與形成〉，《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

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閱讀文本：尉天驄《鄉土文學討論集》

 

十一：七 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

1.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治、社會及思想背

景的探討〉，張寶琴等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2.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3. 邱貴芬，〈翻譯驅動下的台灣文學生產〉，《台灣小說史論》

4. 楊照著，〈為甚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霧與畫

---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

閱讀文本：王拓、宋澤萊、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楊青矗諸作、吳晟〈吾

鄉印象〉組詩

 

十二：八 0 年代：本土化的實踐與演變

1. 呂正惠，〈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2. 邱貴芬著，〈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性／別研究讀

本》

3. 游勝冠，〈七 0 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閱讀文本：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李喬《寒夜三部曲》

 

十三：八 0 年代：都市與政治文學的崛起

1. 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

關課題〉，《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

2.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坐標〉，《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

3. 朱雙一，〈向政治場域掘進和意識形態分化〉，《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

閱讀文本：林雙不〈黃素小編年〉、李昂《殺夫》、黃凡〈賴索〉、林燿德《一座城市的身世》

 

十四：九 0 年代：「後」現代/殖民/鄉土

1.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台灣小說史論》

2.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3. 陳惠齡，〈「鄉土」語境的衍異與增生：九○年代以降台灣鄉土小說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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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貌〉，《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

4. 陳惠齡，〈從「生產鄉土」到「科幻鄉土」──台灣新世代鄉土小說書寫類

型的承繼與衍異〉。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55 期

閱讀文本：夏宇詩選、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甘耀明《神秘列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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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學經典：台灣文學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Classic of Literature: Selection from Classic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藉由臺灣文學經典文本的閱讀與討論，培養清大學生在面對全球化之際，能對臺灣在地文

學知識有基本之認識與涵養，並擁有深刻的人文關 懷。 課程以歷史為縱軸，呈現出台灣文學獨

特的歷史發展，以及各階段的文學思潮，範圍涵蓋戰前日治時期文到戰後1990年代，並兼顧多元

主題與文 類進行規劃，包含小說、詩歌、散文與電影。 課程目標希望透過個別作家的經典文本

的閱讀，深入淺出討論臺灣文學經典中多元而豐富的議題，增進學生關於台灣過去近百年來的文

史知識，以及閱讀、鑑賞、分析文學作品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臺灣文學的範疇界定

二、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經典選讀I

賴和〈蛇先生〉、蔣渭水〈臨床講義〉

三、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經典選讀II

龍瑛宗〈蓮霧的庭院〉、呂赫若〈鄰居〉

四、戰後初期的跨語言世代

鍾理和，〈草坡上〉、〈假黎婆〉、〈原鄉人〉

五、五○年代：懷鄉與抒情I

抒情散文琦君〈髻〉與其他

六、五○年代：懷鄉與抒情II

林海音，《城南舊事》（節選）

七、六0年代：國家文藝政策與文化生產

健康寫實經典：李行《養鴨人家》

八、五0;、六0年代：現代主義的興起I

現代主義詩歌經典選讀：洛夫、紀弦、瘂弦、商禽等

九、六0;、七0年代：現代主義的興起II

王文興〈母親〉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台北人》）

十、七0年代：農村的凋敝與鄉土文學的興起

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楊青矗〈在室男〉

十一、七0、八0年代：鄉土文學與經濟殖民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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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

十二、八0年代：世界影壇上的台灣新浪潮I

楊德昌《青梅竹馬》

十三、八0年代：世界影壇上的台灣新浪潮II

侯孝賢《悲情城市》

十四、八0年代：女性主義小說經典

李昂《殺夫》（節選）

十五、九0年代：後現代的眾聲喧嘩

陳雪〈天使遺失的翅膀〉

黃錦樹〈魚骸〉

夏宇詩選

十六、總結：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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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學與創作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Literature and Creation Introducto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帶領學生認識文學與創作的內涵，進而思考文學與創作的意義，冀能培養閱讀欣賞文

學的能力，以及創作的興趣。本課程定位於「導論」，因此將依序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各種文

類區別、文學與創作裡的關鍵議題等。本課程有別於「文學概論」等理論性課程，本課程將以文

本實證來進行每個主題探討，包括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和電影等各類文本的經典作品

，希望能讓學生以清楚而具體的文本閱讀，印證文學與創作的重要概念。

課程大綱：

1、作者已死？是誰在寫作？

2、小說的基本要素與想像世界

3、散文的紀實與虛構

4、如何閱讀一首詩

5、電影與文學

6、電影的動態語言

7、譬喻的生成

8、開始與結局

9、創作的意義與創意寫作

10、同志書寫

11、女性形象

12、符號的建構

13、真實的反思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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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研討方向，著重於從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經典文本的再詮釋兩大向度開

展，並儘可能削減當台灣文學史涉及史實、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所可能產生敘述／解讀

／評價之意識形態的滲透，因此所選用的參考書籍，將是書寫觀點相異，甚或是對立的讀本。課

程導入首先從文學史的簡要概念，尋索台灣文學的基本特質與風貌，進而酌採中西文學理論與方

法，實踐台灣文學名篇鉅著的文本解讀，藉此提供親炙台灣文學／文化／文字魅力的最臨近視角

，拓深作品可能的視域，一探千姿萬象的台灣文學國度。並冀望在台灣文學經典文本的語境中

，透過師生的研究討論，使學習者深入瞭解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方法、目的與價值；訓練有效

發揮自我潛能，儲備進行台灣文學實質研究的學術能力

課程大綱：

壹、界定與概論

一、學習台灣文學的第一課

二、台灣文學的界定與分期

三、發現台灣──對一場知識和歷史的震撼

四、新文學運動的誕生──戰前／戰後台灣文學的自主意識

 

貳、時空結構中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一、清領時期：台灣古典文學

（一）從大陸到台灣──沈光文等人的流寓／遺民文學

（二）械鬥詩／八景詩

 

二、日殖時期：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與階級論述

（一）台灣文化協會簡介

（二）台灣新文學的先驅者

（三）左翼台灣文學

（四）日本外地文學

 

三、戰後初期：斷層與跨越的文學現象

（一）脫殖前／後的「跨越語言」創作

（二）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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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代：反共與懷鄉文學

（一）威嚴體制下的反共文藝政策

（二）遷移．鄉愁．想像

 

五、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

（一）橫的移植、擴張與深化：現代詩及詩社概況

（二）現代詩藝的追求---新詩

（三）知識人的精神私史---小說

（四）戰後台灣女性散文輿圖---散文

 

六、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一）論戰與批判──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二）回歸何處?如何回歸？──「鄉土」的尋索

(三) 七○年代：台灣鄉土寫實文學

 

七、八○年代：本土化的實踐與演變

 

參、觀察與思考──本土論述與文學多元化

八、九○年代~：世紀末的華麗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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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歷代文選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of Selected Chines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與詩詞曲等相比較，古典散文詞句平實連貫，章法條理清晰，韻文是以此為基礎而變化，所以學

文言應視古典散文為基本，由此入手，啟迪學生吸收文言表達之技巧，並從這些古代名作中，不

僅可以管窺千年風雲、歷代滄桑、風土人情，知道許多耳熟能詳的典故的具體出處，學習古代仁

人志士的高尚品格和生活哲理，還可以汲取古人寫文章時的巧妙構思、立言遣詞，藉此培養學生

對人文藝術之興趣及對文學作品之賞析能力，啟發學生從文學知識中，體驗社會生活及人生之種

種境遇。吸收文化知識與思想，由專業而到一般常識。

課程大綱：

1.古文概論

2.諸子散文選讀

莊子<消遙遊>課文賞析

3.諸子散文選讀

莊子<消遙遊>問題與討論

4.議論散文選讀

<孫子兵法始計>課文賞析

5.議論散文選讀

<孫子兵法始計>問題與討論

6.歷史散文選讀

<管晏列傳>課文賞析

7.歷史散文選讀

<管晏列傳>問題與討論

8.古文習作

9.議論散文選讀

古文運動介紹、韓愈<馬說>課文賞析

10.議論散文選讀

韓愈<馬說>課文賞析、問題與討論

11.寓言散文選讀

歐陽修<賣油翁>課文賞析、問題與討論

12.賦文選讀

蘇東坡<前赤壁賦>課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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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賦文選讀

蘇東坡<前赤壁賦>問題與討論

14.小品文選讀

袁宏道<滿井遊記>課文賞析、問題與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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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散文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of Selected Modern Pro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現代散文的特質與定義 2、了解現代散文幾種類型及特色 3、了解現代散文的發展階段及

重要作家 4、掌握鑑賞散文的方法： 散文鑑賞儘管不能說是十分高深莫測的一種文學活動，但也

並非像一般閱讀那樣的簡淺。由於散文題材的片斷性，表現形式的靈活性，與表達方式的多樣性

等文體特徵，決定了它既不像小說得力於完整的故事情節、尖銳的矛盾衝突和完整的人物形象

，也不像詩歌憑藉語言的音調、韻律、意象的創造等因素，去吸引、啟迪和感動讀者。正由於此

，就使人們鑑賞散文時頗感難以駕馭、難以入門；入門了也難於深得其內蘊，進而覺得散文無味

可品。本課程希望能引導學生嫻熟地鑑賞散文 5、解讀人生、品味人生： 現代人生活緊湊倉促

，人們在勞神之餘，需要性靈的調劑、精神的涵養，而散文這種短小的抒情體制及真我的情感抒

發正適應和滿足了人們在有限時間獲得審美愉悅的心理。為了強調散文其「以心換心」之藝術特

色,期許更多的讀者純熟地運用散文來交流各自的心靈和情感，本書所選乃純文學性且富人生啟發

之現代散文作品，編選的原則，乃以文學教育與情感的熏陶為主，使其不但具有選集的特色，更

重要的是兼具導讀欣賞的功能。讓讀者從中去體會作者交給我們怎樣的一顆心？從而提高人們鑑

賞與體味散文的能力。 ６、藉著散文作品，可以直接地與許多素未謀面的作者結為心靈的知己

，體悟到人性有許多共通的感應和心境，鼓舞了自己在攘攘紅塵中平靜而坦然地活下去的信念。

課程大綱：

1、現代散文的文體特質與藝術感覺、散文與其他文體之差異

散文創作構思的發生：「入乎其內」到「出乎其外」

 

2、「舊園地，新品種」：現代散文的文體突破與出位越界

(一)小說體散文：王鼎鈞〈紅頭繩兒〉、〈一方陽光〉、張愛玲〈愛〉

(二)詩化散文：王鼎鈞〈明滅〉、〈水心〉、〈我們的功課是化學〉

 

3、親子散文的演變--從閨秀大家琦君到妙語如珠的廖玉蕙

 

4、寓言體散文的人性探索藝術之旅--王鼎鈞〈洗手〉、〈故事裡套著的故事〉、顏崑陽的〈窺夢

人〉

 

5、鄉土散文的人情美與傳統價值觀：阿盛〈廁所的故事〉、〈稻香流年〉、〈十殿閻君〉、蕭蕭

〈穿內褲的旗手〉、〈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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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私散文--簡媜散文內在心靈的深度挖掘：〈漁父〉、《女兒紅》、《紅嬰仔》

 

7、都市散文的知性思考與宏觀巨視：杜十三〈都市筆記〉、林燿德〈寵物三帖〉

 

8、意識流散文的跳躍性與朦朧美：曾麗華《旅途冰涼》、《流過的季節》

 

9、自然寫作的生命關懷：季季〈小草之未知〉、凌拂〈台灣紋白蝶〉

 

10、飲食散文中的感官與記憶的聯結、人生經驗與表現：以蔡珠兒、韓良露為論

 

11、手記式散文的欣賞：王邦雄〈人生小語〉、隱地〈心的掙扎〉

 

12、宗教哲思散文的精神巡禮：談林清玄散文的清歡與玄想

 

13、醫病散文的存在思考與終極價值：以侯文永、黃信恩為論

 

14、旅行散文的出走與回歸：以劉克襄、舒國治等為論

 

15、歷史文化散文的博大沈厚：以余秋雨《新文化苦旅》為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64 2020/12/10 03:48



課程中文名稱：曲選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Dram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元雜劇、明清傳奇，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本課程以戲曲觀點，選錄代表性作品，作為認識中

國傳統戲劇的階梯，從而引發對文藝的趣味；對人格的陶冶及文化情懷的增長。

課程大綱：

◎課程設計：

1 、曲選的課程，以歷代「散曲」為主，因「劇曲」另有「宋元戲曲選讀」、「明清戲曲選讀」

二門課程，故劇曲將僅舉一二例參看。

2、散曲部分，包括元、明、清三代名家名作，就體製而言，涵蓋小令、散套，並有民間小曲。

 

◎課程進行：

1、教師介紹曲體特質、作家、作品，講解作品時，將引導學生共同賞析。

2、由於「曲」為合樂歌唱之文體，將帶領同學唱曲，體會文、樂相合之表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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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明清戲曲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of Selected Ming and Qing pla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明清戲曲為我國戲劇藝術最成熟的作品，熔文學、歌樂、舞蹈於一爐。本課程在介紹傳奇的名作

佳篇，配合影視資料，呈現文藝與舞台之美，期能引導學生進入傳統戲劇殿堂。

課程大綱：

明清時期乃是古典戲曲最流行的年代，期待藉由這門課程，帶領同學們走入戲曲繽紛的世界，既

讀文人劇作的才情與俊逸，也讀民間劇作的通俗與鮮活。

 

課程包含三個面向：

1、選讀明清戲曲名作。

2、鑑賞演出錄影。

3、講授戲曲發展。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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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宋元戲曲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of Selected Song and Yuan Pla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傳統戲曲藝術、集歌、舞、樂於一身。宋元雜劇更是戲曲臻於成熟階段的文藝創作。本課程只在

介紹宋元時期的雜劇兼及諸宮調、戲文。配合升、影資料，引導學員走入傳統戲曲殿堂；沐浴於

活潑的詞曲音樂與古樸人生。

課程大綱：

宋元戲曲乃是中國戲曲從滑稽調笑走向成熟的時代，期待藉由這門課程，帶領同學們走入戲曲繽

紛的世界。本門課程的進行，亟需同學共同參與讀劇、演劇，故請準時出席。

 

課程包含三個面向：

1、選讀宋元南戲、宋元雜劇名作。

2、鑑賞演出錄影、實地劇場觀劇。

3、講授戲曲發展，兼及古典劇作的當代改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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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詩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of Selected Modern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講授共分三個部分：史觀、閱讀與賞析、創作。就史觀的部分，將從三個脈絡進行討論

，一是日治時期以降的新詩系統、二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新詩系統，透過此兩個脈絡在1949年以

後的辯證與匯合，觀察台灣新詩在各時期、各斷代之演變與趨向，這也就是第三個重要脈落，社

群演變之研究；至於閱讀與分析的部分，將就各斷代或各項主題選取重要詩人及其代表作品專題

選讀，並教導學生對於新詩的分析方法，提升對於文本的論述能力。

課程大綱：

●詩史、詩社群部份

日治時期新詩發展：從追風、風車詩社至銀鈴會。

50年代現代詩三大論戰與三大詩社。

60年代的超現實主義(創世紀)與新即物主義(笠)。

70年代詩社的兩條路線對抗。(鄉土V.S.中國)

80年代詩社的眾聲喧嘩。(詩文學聯邦時代)

90年代以降的數位時代新思維。(詩文學邦聯時代)

 

●詩閱讀與賞析(重要詩人與作品)

分行詩

散文詩

圖象詩

網路詩與數位詩

長詩與小詩

流行歌詞與現代詩

 

●詩理論與創作

語調、韻律與節奏

分行、空格與標點的運用

意象句

想像與象徵

網路與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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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作家座談與演講

關於文學獎的二三事

詩壇的現況面面觀

你所不知道的詩人生活

一首詩的故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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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古典小說 

課程英文名稱：Classical Novel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帶領學生閱讀與討論歷代古典短篇小說代表作品為主。 小說是時代的縮影、文化思想的

具體投射、人性的深層反映。透過豐富多樣的小說主題、生動鮮活的藝術形象、曲折跌宕的故事

情節及優美動人的文學語言，不僅進行了一次次美學的體驗，也使學生感受人生的多種可能，促

進對一己生命的反思，並對古典小說的發展，有一整體的概念。 另外，本課程將配合所選讀作品

，播放相關動畫、影片，讓同學感受這些故事的生命力，提高閱讀古典小說的興趣。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筆記小說選讀、傳奇小說選讀、話本小說選讀、章回小說選讀、小說發展史

 

◎教材：自編講義

短篇小說─出自徐志平：《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洪葉文化）

丁肇琴：《古典小說選讀》（三民書局）

丁肇琴：《筆記小說選讀》（三民書局）

長篇小說─自備。推薦三民書局版（經濟輕便）、里仁書局版（資料豐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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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小說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s of Selected Modern Fi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研討方向，著重於從現代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經典文本的再詮釋兩大向度開

展。首先從現當代小說的簡要概念，尋溯現當代小說發展的流脈與風格，並適度援用中西文學理

論與方法，參佐現當代經典作品的研讀，作一實例操作，俾能提供研究者親炙小說創作者的最臨

近視角，鑽探千姿萬象的文本世界，拓深作品可能的視域。而在現當代小說經典文本的語境中

，藉由探討「為何研究」、「研究什麼」、「如何研究」等三項主題，將使學習者深入識察現當

代小說研究的意義、方法、目的與價值；進而訓練有效發揮自我潛能，選定研究方向與主題，進

行對現當代小說實質研究的學術能力。

課程大綱：

一、概念篇

（一）現代小說的形式特徵

（二）現代小說的發展概述

 

二、理論篇

（一）現代小說藝術與原理

（二）現代小說書寫主題與技法之美學觀照

1.故事與情節2.敘事與視點3.人物形態4.後設與架構斷裂

 

三、鑑賞篇：作家與作品

（一）寫實與左翼文學（魯迅、老舍）

（二）沈從文小說專題

（三）張愛玲小說專題

（四）新感覺派小說（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

（五）日治時期台灣小說（賴和、楊逵、龍瑛宗、呂赫若、朱點人…）

（六）現代主義小說（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

（七）鄉土／政治小說（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李喬、鄭清文、宋澤萊、張大春、黃凡…）

（八）眷村與老兵文學（朱西甯、朱天心、張啟疆、蘇偉貞、陳映真…）

（九）台灣女性小說（施叔青、平路、李昂、陳玉慧…）

（十）台灣原住民小說（拓跋斯塔瑪匹瑪、夏曼藍波安、霍斯路曼．伐伐…）

（十一）新世代小說（袁哲生、駱以軍、許榮哲、童偉格、伊格言、甘耀明、高翊峰、楊富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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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

（十二）馬華小說（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

（十三）科幻/奇幻小說(張系國、林燿德、黃海、平路、伊格言、高翊峰、林宜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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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專家詩 

課程英文名稱：Masterpiece Poem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專家詩」重在探究這位詩人有何特殊風格？在詩史上有何地位？後人對他的研究及歷史評價為

何？能被許為「專家」的詩人必有其獨特的生命氣質，早已活出一種人格典型、生命範式，本課

程期望學生尚友古人，走入詩人的審美人生及人格範型來提昇自己人生境界。杜甫為千古詩人之

宗，其人具有詩聖之地位，其詩又具有詩史之實，復含忠愛之思；論風格，則人稱集大成；析技

巧，又號法度備足。本課程即就杜詩中重要篇章，配合上述四項特質，逐一講析，本課程解析杜

甫詩之精微處，並討論其所處代以及生命歷程，思想與事蹟，期使學生對杜詩有較深入之理解

，藉以掌握杜甫之人格特徵及其作品之內涵與藝術性，並進而覘視其在詩史應有之地位，以養其

研究專家詩之興趣與能力，並指導學生撰寫有關杜甫之專題研究報告。

課程大綱：

第一週至第二週 白居易生平與創作

 

第三週迄第十八週，分析討論以下詩作（暫定）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

賦得古原草送別

游襄陽懷孟浩然

感秋寄遠

長恨歌

秦中吟十首並序（擇選）

新樂府並序（擇選）

新豐折臂翁

賣炭翁

養拙

游藍田山卜居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並序

其三（朝飲一杯酒）

其七（中秋三五夜）

別行簡

放言五首並序

其二（世途倚伏都無定）

73 2020/12/10 03:48



讀謝靈運詩

訪陶公舊宅並序

琵琶行並序

昭君怨

喜雨

問劉十九

山中獨吟

題岳陽樓

答微之詠懷見寄

自詠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

中隱

宴散

長相思（汴水流）

達哉樂天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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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專家詞 

課程英文名稱：Masterpiece T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美感趣味的欣賞：培養學生具有特殊審美判斷的能力。由於專家詞是一特殊類型的詞，讀者易被

「專家」二字的權威所迷惑，殊不知專家作品中也有不佳之作，故研讀「專家詞」比讀「詞選」

要有更進一步的鑑賞能力。

課程大綱：

專家詞以李清照詞為學期上課內容：

第一部分：李清照其人、其詞與北宋、南宋背景概述

第二部分：宋室南渡之前詞作分析

第三部分：宋室南渡之後詞作分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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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文學史一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講授自先秦至六朝（唐代以前）中國文學發展與變遷的大勢，重點在說明各時期文學特色

為何？探討文學發展、變遷與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為何？同時著重各個時期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之

閱讀、理解與鑑賞。

課程大綱：

指定用書(Text Books)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三版。 

依據臺靜農《中國文學史》所提供的斷代與分期進行講授與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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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思想史二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思想史，可以說是一種深化理解過去人類認知事實的訓練。本課程的目的，即在於將一特定的文

化區域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型態與內容介紹給修課同學。除了對於古代思想內容的理解之外，本課

程也希望能透過歷史發展與比較的觀點，培養同學形塑思想議題、進行獨立思考與批判現實的能

力。

課程大綱：

列子與魏晉玄學

佛學概述：佛陀的故事、原始佛教教義（勞思光）

六朝佛學：六家七宗、肇論

隋唐佛學一：吉藏的空論、玄奘的唯識學

隋唐佛學二：中國三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

中唐儒學的呼籲：韓愈與李翱、宋代理學興起的背景

周敦頤與邵雍

邵雍與張載

程顥與程頤

朱熹

朱熹、陸九淵

王守仁

王夫之

戴震與考證學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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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子學名著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Sel. Read. in Class. Chin. Philosoph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透過閱讀儒、道、墨、法、陰陽家、名家等重要經典中的篇章，介紹先秦諸子的思想。

課程目的在於了解先秦諸子的重要學說，以及其後的發展。

課程大綱：

1. 導論：子學概說

2.孔子

3.墨子 

4.老子

5.公孫龍子

6. 莊子 

7.孟子

8.荀子

9.孫子

10.商子

11.管子

12.韓非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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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莊子 

課程英文名稱：Chuang Tz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莊子》是影響傳統中國士人人生態度最重要的經典，本課程將深入探討《莊子》的價值追求與

特殊論述，理解其思想形成的根源及影響。

課程大綱：

(一)、導論

1、莊子其人----有關莊子生平的幾則寓言的解讀

2、《莊子》內、外、雜篇的篇卷與作者

3、《莊子》思想的基本方向

A、隱士的避世傳統

B、遊世的態度與精神自由的追尋

C、文明枷鎖與生命迷執的反省

D、語言與道

 

(二)、文本解析

內七篇、馬蹄、胠篋、秋水、至樂、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寓言等

 

(三)、近人論述閱讀與討論

徐復觀 〈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勞思光 〈莊子之思想〉

A. C. Graham 〈從楊朱學派到道家莊子：返歸自然以順天〉

林聰舜〈 莊子「無為」思想的幾層意義〉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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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思想史一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思想，是人類對其生活經驗觀察、想像、反省後藉由語言的概念化表現；而歷史，則是人類對 於

過去事實認知的呈顯。思想史，結合這兩種知識，可以說是一種深化理解過去人類認知事實 的訓

練。本課程的目的，即在於將一特定的文化區域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型態與內容介紹給修課 同學。

除了對於古代思想內容的理解之外，本課程也希望能透過歷史發展與比較的觀點，培養同學形塑

思想議題與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商周政治文化、《左傳》中的禮

二、 周代禮樂制度的捍衛者：孔丘

三、 禮樂制度的反對者：墨翟

四、 禮樂制度的反對者：老聃

五、 從形上之道到表述之名：莊周

六、 從形上之道到表述之名：名家

七、 孔丘的辯護者：孟軻

八、 孔丘的辯護者：荀況

九、 追求治國效率的法家

十、 陰陽家與《易大傳》黃帝四經(講義)

十一、〈大學〉與〈中庸〉

十二、 淮南子、董仲舒

十三、 揚雄、王充

十四、 魏晉玄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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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荀子 

課程英文名稱：Hsun Tz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荀子》為荀況的作品。荀況活躍於戰國晚期，為當時著名的思想家，其對後世的影響，更可從

其兩位弟子韓非、李斯身上看 出。而且就《史記．儒林傳》的記載，秦漢時期的儒學經典傳授

，多與荀況有關，更可見出其重要性。而學者常認為荀 子思想 受到其前思想家的影響，而有兼

綜的傾向，這種傾向也符合荀子本人的思想主張。本課程的目的，希望修課同學能以關 切的態

度來思考荀子所提出來的問題，另外也以人文學的態度把《荀子》做為一歷史文本加以研究；而

課程進行的方式，一方 面著重 在原典的閱讀與理解，一方面著重在《荀子》思想系統的整體掌

握。

課程大綱：

一、<荀子>概論一：歷史背景與荀子生平

二、<荀子>概論二：荀子思想大略。

三、性惡論

四、心論

五、名論

六、學論

七、修身

八、榮辱

九、儒者與他者

十、天論

十一、禮樂論

十二、治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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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中國思想史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課程學分數：6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理解中國歷代思想之內容與衍變 2.藉由課程之選讀，了解中國文化之特色 3.理解哲人思考的

過程與方式，增進自我思考之能力 4.鑑往以知來，透過古人所關注的人生問題，反思生命之意義

課程大綱：

01中國哲學史緒論（韋/第1章，勞/論中國哲學史之方法）、

（第2章古代中國思想）

02 講授（勞/第3章孔孟與儒學）

03 講授（勞/第3章道家學說）

04 講授（韋/第3章孔子）、（韋/第8章孟子）

05 講授（韋/第5章老子）、（韋/第6章莊子）

06 講授（勞/第5章墨子與墨辯）、（勞/第6章荀子與儒學之歧途）

07 講授（韋/第4章墨子）（韋/第9章荀子）

08 講授（勞/第7章法家與秦之統一）、（勞/導言：總論中國哲學之中期）

09 講授（勞/導言：總論中國哲學之中期）、（勞/第1章漢代哲學）

10 講授（韋/第10章韓非子）、（韋/第11章先秦思想的終局）

11 講授（勞/第1章漢代哲學）（勞/第2章魏晉玄學）

12 講授（勞/第2章魏晉玄學）分組報告（韋/第12章董仲舒）

13 講授（韋/第16章玄學的興起與演變）、（韋/第17章何晏與王弼）

14佛學概說

15隋唐佛學

16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17中國佛教(一)天臺宗

18中國佛教(二)華嚴宗、禪宗

19宋明儒學總論、分系問題

20宋明理學

21程明道程伊川

22朱熹與陸象山

23王陽明

24陽明後學的發展、劉蕺山

25清代思想清初三大家(顧、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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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考據學的興起

27乾嘉時期的義理學

28常州今文經學派

29現當代思潮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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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老子 

課程英文名稱：Lao-tz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老子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對中國的養生、兵法、藝術、宗教、武術、

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深刻影響。本課程除介紹老子的核心思想及其如何影響以上各方面的人文發展

外，也將針對老子與儒家、佛家、法家思想的異同作比較，使同學更能把握老子在中國思想史上

獨特的地位。最後，本課程也會討論老子思想對當代思潮與個人生命的影響。

課程大綱：

一、老子的生平簡介與哲學核心

二、老子的形上學觀點—宇宙的實相、人與萬物的關係

三、老子的知識論觀點—認知的侷限、扭曲的社會價值觀

四、老子的政治哲學—統治者的胸懷

五、老子的政治哲學—老子權謀嗎？

六、 老子的政治哲學—老子的烏托邦

七、 老子的人生哲學—柔與靜

八、 老子的人生哲學—藏與樸

九、老子的人生哲學—謙卑之道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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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墨子 

課程英文名稱：Mo Tz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墨子是先秦重要哲學家之一，然而入漢之後墨學中衰，直到清代才又為人所重。墨學雖非顯學

，卻為中國思想史注入許多新的元素，如功利思想、社會主義、無私之愛等等觀點。本課程以分

析原典義理以及課堂討論的方式來研討墨子的哲學觀點，課程以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

、明鬼等篇章為核心 ，和先秦其他學派及西方哲學觀點作比較，探討墨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獨特

地位。

課程大綱：

1. 墨子的倫理學—兼愛篇

2.兼愛篇

3. 墨子宗教哲學—天志篇、明鬼篇

4. 墨子政治哲學—尚同篇

5.尚同篇

6. 尚賢篇

7. 墨子的經濟思想—節用篇、節葬篇

8.墨子的軍事思想—非攻篇

9. 墨子的工程製作—備城門、備娥傅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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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韓非子 

課程英文名稱：Han Fei Tz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帶領同學閱讀《韓非子》重要篇章為主，藉由講授、閱讀、討論與習作，期能提高同學

的語文程度和思辨能力，並培養閱讀經典的興趣

課程大綱：

1.先秦法家概論（一）〈先秦諸子解題：韓非子〉

2.先秦法家概論（二）梁啟超、胡適對韓非子思想之評論

3.先秦法家概論（三）韋政通、勞思光對韓非子思想之評論

4.〈主道〉〈有度〉

5.〈二柄〉〈八姦〉〈孤憤〉

6.湯智君〈墨、韓二子思想關係研究 〉

7.〈難勢〉〈定法〉

8.周富美〈論《韓非子》對墨家的批評〉

9.〈五蠹〉〈顯學〉

10.：周富美〈論《韓非子》「以刑去刑」說與其法學理論〉

11.王曉波〈韓非的人性論、社會論與歷史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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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孟子 

課程英文名稱：Menciu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孟子》為了解中國經典及儒學思想的重要文本，反映先秦至漢思潮觀點的變遷與所面對之具體

時代問題。本課程以文本釋義為基礎，主題式地探 討孟子之人性論、王道史觀、對傳統經典及世

俗意見之態度、言距楊、墨之意義、人倫與人群觀、天命論、禮樂觀、德性論等。對《孟子》的

探 究，不僅可作為概觀先秦主要思想型態異同的基礎，也由這儒者對外之應對與分辨，顯示在學

派思潮、歷史傳統、現實境況等整體中的儒學意義。

課程大綱：

1. 人性論概說；

2. 一治一亂等王道史觀之意義；

3. 對傳統經典及世俗意見之態度；

4. 利與善、利與義之辯──言距楊、墨之意義；

5. 與墨學之比較：包括人性論，對人倫或人群關係之理解（兼及親疏二本問題），天命與天志之

辯，禮樂觀，保民與

德性論等。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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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古籍導讀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Work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不好高騖遠，只希望能將經、史、子、集四方面最普通的常識告訴大 家。一般認為這門課

是介紹性課程，所以都開設在大一，從實際學習結果而言，最好先已經在其他課堂上零星知道一

些人名、書名，實際讀過一點古人註解的古籍， 再透過這門課統貫、整理、補充、解說，才較能

加深印象，不至流於死背，過後即忘。

課程大綱：

經部要到期中之後，方能將這部分結束。史部、子部必知，卻來不及講的部分，會以講義代替。

以過往的經驗，集部幾乎無時間碰觸，好在指定課本的這部分相當簡明，涵蓋面也夠充分。

將隨著講授的部分，介紹與傳世古籍密切相關，且有重大意義的近世出土文獻。好比馬王堆、雙

古堆的《周易》與今本《周易》有頗多差異；銀雀山出土前所未見的兵書，證實《漢志》所云

，《吳孫子兵法》之外確實有《齊孫子兵法》；前些年自海外購回、贈與北京清華大學的一批簡

中赫然見到失傳二千年的《尚書‧說命》，可愈發坐實所謂古文《尚書》多出的部分乃偽造，一

掃近年為之辯枉的謬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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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左傳 

課程英文名稱：Tso Chu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左傳》計十九萬六千餘字，為「十三經」中篇幅最大者。在群經中堪稱兼具經學、史學、文學

之多元面向與價值者。《左傳》解釋《春秋》，對《春秋》藉褒貶以正名的大義，有推陳其源、

闡釋其義、宣明其用的經學價值。其記載春秋242年列國史事，為歷代史學家如司馬遷《史記》、

司馬光《資治通鑑》等，提供史料內容、撰寫體裁、表現手法等等諸多史學上的價值。本課程擬

透過系統的學習與導引，使學子能從中領略《左傳》的精華與價值。

課程大綱：

一、前言(頁1-56)

二、隱公元年(頁1-19)附隱公之死(頁79-80)

三、鄭國小霸(頁26-27、49-50、51、72-76)

四、衛州吁之亂(頁30-33、35、36、37-38)

五、魯桓公與文姜(頁99、113-114、151-152)

六、鄭祭仲專權(頁131-132、134、138、140、143、150、153)

七、衛宣公事(頁145-147、168)

八、齊桓公霸業(前段)(頁99、155、157、159、165)；齊襄公與文姜（174-177、179-180、256、

265-268、273）；衛懿公、文公事（286、288-293）

九、晉驪姬之亂：莊公28年(p238-241)；閔公元年(p258-259)；閔公 二年

(p268-269)；僖公四年(p295-299)；僖公五年(p303-305)；僖公九年(p326-328；p328-331)；僖

公十年( p333-334)、僖公十三年(p344-345)；僖公十四年 (p348)、僖公十五年(p351-360)；僖

公二十二年(p394)

十、晉文建霸：僖公二十三年(p402-403；p404-410)；僖公二十四年(p412-419)；僖公二十五年

(p435-436)

十一、晉趙氏之難：僖公二十四年(p416-417)；文公五年(p540-542)；文公六年 (p544-

p546)；宣公二年(p655-663；p663-666)；宣公十五年(p765；p766)；成公四年(p819- p820)；成

公八年(p838- p839)；成公十年(p849- p8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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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史記 

課程英文名稱：Shi-J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除了對《史記》有一整體導論外，透過《史記》的人物分析，可以看到背後呈現的深刻的

人性與歷史觀照，看到各類型的生命在歷史場景中呈現的各種風姿。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也是

能反映歷史的普遍性的人物典型。透過史公的妙筆，這些人物傳記確實顯示了「 更高的真實」

──一種未來仍可能發生的真實。

課程大綱：

A、導論

一、閱讀《史記》的進路：紀傳體、典型人物的塑造與司馬遷的歷史觀察

二、司馬遷作史動機

三、史記體製

四、史記表現手法

B、名篇解析

〈太史公自序〉

……以史為經的抱負

〈伯夷列傳〉

……天道的破產與歷史正義的建構

〈魏公子列傳〉

……養士、用士與恩情的昇華

〈項羽本紀〉

……狂飆的霸王與與舊世界觀的侷限

〈秦楚之際月表序〉

……劉邦無土而王的震駭

〈留侯世家〉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絳侯周勃世家〉

……皇權與軍功集團的合作與矛盾

〈劉敬叔孫通列傳〉

……起朝儀與劉邦卡里斯瑪支配的轉變

〈魏其武安侯列傳〉

……外戚間的傾軋與後宮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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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將軍列傳〉

……體制外的豪傑與外戚統帥當權下六郡良家子的血淚

〈淮陰侯列傳〉

……帝王與開國功臣的矛盾

〈萬石列傳〉

……皇權專制時代「篤行君子」的樣板

〈游俠列傳〉

……道德的階級性與「另一種正義」的伸張

〈酷吏列傳〉

……「緣飾以儒術」的真相

C、報告討論

分組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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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心雕龍 

課程英文名稱：Wen-Hsin-Tiou-Lo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作為第一部專論「文」的作品，《文心雕龍》的出現，代表「文」概括時代整體及其理想本質

，正式成為人類思想主題。該書處理的主要課題，乃「對反現實之精神活動」及「個體」如何可

能正確締造人類價值與存在願景這一困難問題。「文體論」對經學的重新分析、「文術論」對個

體元素其組合與運用情況的探討，正分別對應「對反現實之精神活動」與「個體」而有，前者對

向「常道」，後者即「心」之構成。此立足於中國特有經學傳統下之「文」之思想，相對任何思

想體系來說皆屬獨特，它的成果亦超乎預期。

課程大綱：

1.「文」作為思想主題所代表之意義

2.《文心雕龍》篇章結構與原理

3.經學文學化之意義

4.文學史之思想意義

5.個體作為人文制作主體之意義

6.文體論思想與經學性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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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學庸 

課程英文名稱：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大學〉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中庸〉原是《禮記》第三十一篇。北宋仁宗常以〈中庸〉

、〈大學〉等篇，賜予進士及第者，而南宋朱熹則是將這兩篇集結在《四書》之中，使其地位更

加提升，成為闡揚理學思想的重要經典，並且影響後代士人甚鉅。學習《大學》和《中庸》，一

面可以了解其中所傳達的儒家精神，另一面則可以看見宋明學者如何藉由闡述這些文本，而展現

不同的理學思想。

課程大綱：

一、《大學》《中庸》的歷史發展簡介

二、歷代《大學》改本

三、朱熹的《大學》觀點：朱熹〈大學章句序〉《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一：綱領〉〈大學一

：序〉《大學或問》

四、《大學章句》經一章

五、《大學章句》傳一章至傳四章

六、《大學章句》傳五章

歷代對「格物致知」補傳的探討

七、《大學章句》傳六章：「誠意」

歷代對「誠意」問題的探討

八、《大學章句》傳七章至傳十章

九、《中庸》的分章架構與解釋傳統

十、朱熹的《中庸》觀點：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綱領〉〈中

庸一‧章句序〉《中庸或問》

十一、《中庸章句》第一章

十二、《中庸章句》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中庸」

十三、《中庸章句》第十二章至第十九章：「費隱」

十四、《中庸章句》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六章：「誠」

十五、《中庸章句》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二章

十六、《中庸章句》三十三章

《中庸》在《四書》中的定位與核心思想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93 2020/12/10 03:48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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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詩經 

課程英文名稱：Shi J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在現存先秦經典當中，無一典籍同《詩經》般如此有意識地羅列各種階層人物、大小事件、心志

境界、生活與草木風貌。《詩經》詩歌所包含的內容，非僅是對在位者為政、執事之教導，亦非

止於民間素樸、日常之歌聲，更不盡然是對德性、神等形上之道與象徵的悠遠精思。此編集向度

之寬廣性，實為其他典籍所難望其項背。《詩經》故為學者全面且遠為平正地認識人物世界的唯

一途徑。本課程對《詩經》的介紹和闡釋，亦以此為標的。

課程大綱：

1.《詩經》簡介與整體思想背景概說（詩之本質與周繼商而立之德性）

2. 情感

　a.因愛或喜好而生的情感（愛情、友情等）

　b.無條件承擔的情感（家國之情）

3. 人格：君子、男女不同的理想人格、公私領域中的理想人格

4. 向外的追求與日常生活之關係

5. 勞動之意義

6. 幸福之定義

7. 面對上位者或權勢時之進退

8. 行為之真偽與時機

9. 對天地草木及生活週遭的存在態度

10. 心志與天命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95 2020/12/10 03:48



課程中文名稱：國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lassical Learn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如補充說明)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國學常識)情意(喜愛中國文化)技能(經典常識與古書標注) 1.理解國學的範疇與分類，提供

中國基本文化史常識，增進學生國學常識之豐厚 2.知悉國學重要典籍(經史子集)之著成、作者、

內容、義理、特色以及研讀方法，除作為日後選 選課或自修的參考外，也為日後想從事研究、教

學工作者奠定基礎。 3.透過國學重要典籍的介紹，理解各類著作要旨，以體會中國文化之特色。

4.培養學生標點古籍、閱讀古典文獻之能力。 5.訓練學生檢索工具書、蒐集研究資料之能力。

課程大綱：

1國學綜論

2 怎樣讀古書(上):各種記音法與古書注解格式

3 圖書分類法:古書(七略與四部)與現代圖書

4 怎樣唸古書(下): 古詩與古文的朗讀

5 古書版本與校讀

6史部概論(上): 史部綜論\分類\四庫「史部」子目概說

7史部概論(中): 四庫「史部」各子目圖書舉例\

8史部概論(下): 「二十五史」簡介\《史記》導讀

9集部概論(上):定義、分類與《楚辭》導讀

10集部總論(中):各體分論(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類)

11集部專著舉例(下):「總集」與「詩文評」舉隅

12子部概論(上)：「子」的定義\諸子起源\中國思想之特色\子書的讀法

13子部概論(中)：先秦諸子\兩漢儒學\魏晉玄學

14子部概論(下)： 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實學\近現代中國哲學的展望

15經部總論\詩經導讀

16古文句讀(點書)方法(上)團體點書–以《毛經注疏．衛風．氓》為例

17尚書概論

18尚書辨偽經過\名篇選讀

19三禮概論(上)：周禮

20三禮概論(下)：儀禮、禮記

21周易概論(上)

22周易概論(中)

23春秋經概論\春秋三傳(上)：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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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春秋三傳(中)：公羊、穀梁傳

25春秋三傳(下)：影片:「鄭伯克段於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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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楚辭 

課程英文名稱：Songs of Ch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帶領同學閱讀屈原作品為主，藉由講授、閱讀、討論與習作，期能提高同學的語文程度

和思辨能力，並培養閱讀經典的興趣。

課程大綱：

1屈原生平介紹

2《楚辭》的名義與成書過程

3〈離騷〉

4〈九歌〉

5〈天問〉

6〈九章〉、〈招魂〉等篇選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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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四書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Four Book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Menciu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依據論語探索孔子學說要點 2.依據孟子探索孟子學說要點 3.依據大學探索修己治人、內聖外

王之道 4.依據中庸探索率性天道人道與中庸之要旨

課程大綱：

1四書的來源、集結與重要註解

2《論語》—人生的理想

3《論語》—存在的命限

4《論語》—氣質的成全

5《孟子》—心性論

6《孟子》—政治文化

7《大學》—作者及相關問題

8《大學》—內文解讀

9《中庸》—作者及相關問題

10《中庸》—內文解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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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論語 

課程英文名稱：Lun Yu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論語》一書是孔子學術思想的精華，也是孔子言行生活的記錄。本課程希望透過《論語》一書

介紹中國文化基本核心價值、儒家思想特色及孔子待人處世的智慧。藉由主題概念（「君子」、

「學問」、「仁」、「禮」等）的探索思考，進一步闡明傳統中國的人文關懷。同時希望同學瞭

解經典文本的詮釋一直都在進行，在每一個時代都賦予經典新的生命，因此亦會在課堂上講解經

典詮釋的演變歷史。另一方面，《論語》不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深遠，也帶給其他漢字文化

圈極大的影響，故本課程在課堂上會提及《論語》給予東亞的影響，也會在講解原典時介紹日本

漢學家有特色的《論語》詮釋。

課程大綱：

1《論語》的形式

2《論語》的文體—語錄

3《論語》的歷史

4孔子的生平與門人

5《論語》的思想（1）君子

6《論語》的思想（2）學問

7《論語》的思想（3）仁

8《論語》的思想（4）孝

9《論語》的思想（5）忠信、忠恕

10《論語》的思想（6）禮

11《論語》的思想（7）德

12《論語》的思想（8）知

13《論語》的思想（9）天、天命

14《論語》給予東亞的影響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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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經學名著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Five Class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經學名著選篇閱讀為主，除於期初針對經學史、經學性質做一簡明之介紹外，將於五經

中挑選數篇進行析講。講授篇章及進度將根據實際上課情況 隨時調整。

課程大綱：

本課程以經學名著選篇閱讀為主，除於期初針對經學史、經學性質做一簡明之介紹外，將於五經

中挑選數篇進行析講。授課主題與選讀篇章如下： ●《詩經》──民性 1.〈小雅‧斯干〉：生

活 2.〈周南‧樛木〉：現實 3.〈周南‧葛覃〉：本末 4.〈召南‧甘棠〉：好惡 5.〈衛風‧木

瓜〉：禮之志與物 6.〈唐風‧有杕之杜〉：主賓 7.〈小雅‧杕杜〉：共體與個己 ●《尚書》

──天 1. 〈堯典〉節選：共體客觀性之建立與選擇 2. 〈盤庚〉、〈大誥〉、〈無逸〉、〈君

奭〉、〈立政〉節選：民 ●《禮》──人文 1. 〈樂記〉：情共體化之歷程與境界 2. 〈禮運〉

：情之治 ●《易》──命 1. 〈繫辭上〉、〈繫辭下〉節選：極限與創造 ●《春秋》──事變

邀請學者演講。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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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學中文寫作：企畫書與文案 

課程英文名稱：College Chinese Writing: Project and Advertisement Cop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教導如何撰寫企畫書與廣告文案製作為主要內容，亦指導學生製作簡報以及報告簡報的

技巧。 學會企畫書撰寫的內容，有助於未來職涯發展。例如：自行創業、創業申請補助、向政府

申請方案、在一般民間企業擔任行銷企畫或文案人員、策展人員、創意活動設計等，皆可運用企

畫與文案撰寫內容與技巧來執行。 文案撰寫需要對文字的敏銳度、並且熟知文案需與企畫方向搭

配，適切的企畫分析，有助於文案的訴求、調性之設定與呈現。

課程大綱：

第一週　企畫書與文案課程大綱介紹－－企畫書的精神為何？創意與可行性如何平衡？企畫與計

畫有何不同？

第二週　行銷企畫必須具備的要素－－4P（產品、價格、通路、促銷）、SWOT（優勢、劣勢、機

會、威脅）、STP（市場區隔、目標市場選擇、市場定

位）、FCB等相關理論介紹、商業模式圖介紹。

第三週　細說4P－－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促銷(promote)。並請同學於

本週準備一項商品的4P分析，於下週介紹自選商品的4P。

第四週　價格策略。產品如何定價、價格的尾數心理學、價格的色彩心理、價格與產品、通路的

關係。

第五週　STP市場區隔理論細說。產品與其設定的客層之關係，客層如何區隔？上課活動：試比較

麥當勞與摩斯漢堡兩家速食店的STP有何不同、85度C與星巴

克的STP有何不同？這些不同與店面設計是否有某些關聯性？與價格是否相關？

第六週　各小組選定未來行銷之商品介紹。並評估該企畫之可行性。

第七週　選定商品之4P、SWOT、STP分析完成，並報告。

第八週　行銷企畫介紹、促銷策略。

第九週　廣告企畫格式介紹。

第十週　廣告策略擬定、廣告文案的訴求。

廣告文案的訴求包含：感性訴求：幽默訴求、安全訴求、恐怖訴求、方便訴求、建構高價高品味

地位象徵訴求、溫馨和樂的家庭關愛式情感訴求、歡樂美味訴求。

理性訴求：廣告內容訴諸法令、證物、數據、權威、報導、理性推論等訴求。

第十一週　廣告企畫小組報告。

第十二週　文案的要素。

文案的要素包含：

102 2020/12/10 03:48



標語（Slogan）

標題（Catch／Headline）

副標題（Subhead）

前標題（Pre-catch）

內文標題或小標（Body Point）

內文（Body copy）

各有各的功能，視實際需求可以全部列出，或只挑選部分。

第十三週　文案的各種型式：信件、DM、報紙稿、雜誌稿、臉書粉絲團的呈現方式。

第十四週　各類文案撰寫練習。

第十五週　文案作業討論(一)。

第十六週　文案作業討論(二)。

第十七週　行銷企畫與文案總檢討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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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非虛構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Non-fiction Writing 

課程學分數：1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非虛構寫作的寫作精神與方法，特別針對回憶、評論、科技三種體裁，進行深入

說明。透過相關文本的閱 讀、討論，讓同學熟悉資料調查研究、寫作構思規劃、文字風格呈現等

撰寫原則和技巧，並進行實作練習，希望提高同學 對於非虛構寫作的理解、興趣。

課程大綱：

1.非虛構寫作介紹，回憶寫作文本閱讀及討論、寫作策略說明。

2.課後活動：回憶寫作資料蒐集

3.資料揀擇與書寫深化、回憶寫作實作。

4.實作分享與討論

5.評論寫作文本閱讀及討論、寫作策略說明。

6.課後活動：評論寫作資料蒐集

7.主題構思與結構安排、評論寫作實作。

8.實作分享與討論

9.科技寫作文本閱讀及討論、寫作策略說明。

10.課後活動：學生依照自身感興趣之科技議題，進行寫作資料蒐集

11.文字陳述與風格經營、科技寫作實作。

12.實作分享與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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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深入閱讀與高階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深度閱讀與高階寫作這門課，開給未來想從事語文教學的高年級同學，也開給想持續創作的同學

。 透過閱讀的思辨，寫作的肌力鍛鍊，讓這群未來的語文教學者或創作者，更自覺的探究文本的

種種可能，也把這些思考運用在自己的創作上。在這一個學期的課程中，大家都是閱讀者、思考

者、也是創作者，走過大量閱讀和書寫的一學期，每個人都會有所不同。

課程大綱：

這門課的學習進程，是要讓未來的語文教學者或寫作者，能更自覺的從「語言使用」 的各種面向

去分析文本。這並非要把文本統整性的文學美感，用「語言分析」的辦法變得支離破碎，而是要

語文專業領域的學習者或對文字有特殊熱情的學習者，面對好或不好的文本，都能「知其然又知

其所以然」的進一步分析。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上做出有說服力的說明，並且能夠培養從「閱讀文

本」設計問題與習作的能力，最後做到能夠教導別人使用這些辦法，並且把這些運用在自己的書

寫之中。

在整個課程的學習中，閱讀文本將依照其內容難易度逐步加深，從耳熟能詳的國中課本中的篇目

，到報章雜誌、書籍、網路所找到的現代白話文本，用新的面向作分析和討論，發現它們在賞析

之外的其他教學可能；也討論白話文書寫發展的種種變化與可能性。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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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學中文寫作：生活美學書寫 

課程英文名稱：College Chinese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生活美學的角度切入，旨在引領作者透過寫作將生活中的美感經驗以文字具體呈現。指

引寫作者將寫作的四大類型：說明、議論、記敘、描 寫，藉由書寫過程的需求，適切地呈現。

課程中將先閱讀生活美學主題相關文本，如：飲食之美，包含茶道、飲食書寫等作品，再引導學

生針對該主題，收集資料、 並加入自身經驗，創造具有個人特色的作品。 寫作的本身就是一項

指引、釐清、品賞，可以幫助寫作者建立自身的審美觀 點，從而深化人文涵養，使寫作中自我反

省與自我建構的部分，得以提昇。

課程大綱：

一、主題：食的美學

1. 閱讀蔡珠兒、徐國能、韓良露、張詠捷、林文月、……等作家作品。

2. 觀察有關食物的書寫類型，作者與食物之間的互動，評論的存在對於食物書寫的影響為何。

 

二、主題：飲的美學

1. 閱讀《茶之書》、《紅樓夢》及池宗憲等作品。

2. 觀察這些作品如何將品茶的層次提昇，茶在中國的文化悠久，這些傳統是否在現代依舊存留

？這些書寫的作品，是談人生境界或談茶？茶何以能成為提昇

心靈的媒介？其他的飲品能否與茶有同樣功效？西方的品酒與品茶之間有何

不同？

3.茶席相關演講

 

三、主題：藝之美

1. 閱讀簡媜、張曉風、池坊專永、釋見介之作品。

2. 收集選定之才藝的相關文章，分析其切入角度。

 

四、主題：地誌書寫

1. 閱讀夏瑞紅、楊明等作品。

2. 收集選定地方的資料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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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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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學中文寫作：故事改編 

課程英文名稱：College Chinese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培養學生說故事的能力。雖讀者會期待故事內容天馬行空、變化多端，讀之酣暢過癮

，但對寫作者而言，說故事的 技術卻是需要按部就班加以反覆練習。本課程引導同學深入閱讀中

國古典小說，運用高度想像力去捕捉故事所呈現的環境氛 圍、體會故事中的角色心境與行動，再

以這些古典文本為底本，分項練習說故事的基礎技巧，最後以有創意的方式將故事整合改編。

課程大綱：

1 改編案例欣賞I：魯迅小說、戲曲表演

2 改編案例欣賞II：影視作品

3 志怪小說閱讀與討論

4 變換敘事角度練習

5俠義小說閱讀與討論

6 添加對白練習

7 言情小說閱讀與討論

8新增角色練習

9 變造情節練習

10 整合修飾

11綜合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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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活動企畫書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Activity plan Writing 

課程學分數：1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活動企畫書，是一場精彩活動的基礎，他們包含各種文件，能夠溝通所有參與的夥伴，讓活動順

利推 動，獲得預期的效果。理想上，好的活動企畫書，計畫者即使不在場，任何人都可以按圖索

驥，把任務完成，獲得精彩的經歷。這門課程，我們將從日常瑣事出發，嘗試為生活必須的美好

事物，例如參加演唱 會、看棒球、小旅行、慶生、大賣場採購、百貨公司周年慶研究等等，進行

簡單的企畫嘗試，然後再 介紹說故事、甘特圖、流程表、心智圖等等寫計畫的各種工具，最終學

會寫企畫書的各種技法。

課程大綱：

第一單元 活動企畫書是什麼東西？─辦一場活動太遠，從逛大賣場開始好了。

第二單元 活動企畫書撰寫工具介紹1─心智圖，整理一下到底要做哪些事

第三單元 活動企畫書撰寫工具介紹2─故事結構應用、甘特圖與流程表

第四單元 活動企畫書結構─詳解每個字都明白但合起來看不懂的企畫書大綱

第五單元 活動企畫書簡報製作─短短10頁講完複雜的企畫設計

第六單元 活動企畫書撰寫極限運動──兩個小時完成一份企畫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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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編輯與出版 

課程英文名稱：Editors and Publications 

課程學分數：1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儘管一本書的文字內容出自作者之手，但一本書的樣貌與其核心精神，決定權在編輯手上。編輯

可以說是書籍出版流程中的核心人物，想知道一本書如何被完成，一定要懂編輯在幹麼。本課程

將完 整介紹書籍出版及編製流程，以及編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藉由實際演練培養學生的文

案撰寫及出版規畫能力。

課程大綱：

第一單元 編輯到底在幹麼？──書籍出版及編製流程／編輯的角色與工作

第二單元 編輯不是NGO工作者──出版企畫：市場考量與成本計算

第三單元 編輯看的不是書──審稿及作者溝通／校對的美德

第四單元 編輯其實住海邊──從版式設計到上機印刷都是分內工作

第五單元 下標與文案都是一門功夫──下標與文案撰寫練習及分享

第六單元 凡流淚播種必歡呼收割──出版企畫演練與分享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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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應用中文 

課程英文名稱：Documentary Chine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希望透過此課程使學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到為應對﹑應酬﹑應付人事所需實用的文字書寫

，並將此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

課程大綱：

本課程著重現代中文的實務應用，說明行政系統通用公文的類別與適用範圍，讓學生配合實際需

要正確運用，使學生培養公文寫作的能力，並訓練學生撰寫自傳與履歷，以及上臺報告、口語表

達之技巧。此外探討廣告、戲劇、小說、電影與微電影等敘事文本中的故事行銷。本課程另安排

相關專業人士演講，藉由教師授課、業師演講與學生的實作研析，使現代中文課程與業界實務經

驗接軌。

(一)故事行銷

數位時代的故事新貌

從遊戲中培養故事力

口語表達與故事教學

為商品設計故事

韓劇說故事手法的剖析

 

(二)口語表達

上台報告的技巧

臨場回話術

成為有趣人的說話公式

 

(三)公文與履歷自傳的寫作教學

1.公文概述

公文寫作的基本原則

公文的形式結構

公文用語與用字

公文處理程序

2. 履歷與自傳的寫作教學

 

(四)業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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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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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書法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Calligraph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程介紹中國書法自起源至當代的發展，目的在使學生對中國書法的風格傳統，和其背後所蘊

含的文化意義有基本的了解。除了依時代演進分析各種書體的發展、風格流派與藝術表現，將特

別關注歷史、文化、社會等要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重要議題包括「書寫與政治權力」、「媒材

與書法藝術風格」、「宗教與書法的關係」、「書法典範的建立與轉換」、「真偽鑑定」、「文

人美學的成立」、「書法與繪畫的關係」、「法帖刊刻與流傳」、「"文人"生活與品味」、「考

古與訪碑」、「博物館與書法」等。

課程大綱：

1周秦：甲骨文到小篆

2從隸定到章草、真書

3碑體概述

4楷書、行書、行草、草書概述

5王羲之與行草

6唐代楷式、孫過庭《書譜》

7張旭、懷素與狂草

8宋代文人書法、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

9趙孟頫的復古

10明代吳中四家——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寵

11晚明南董北王(董其昌、王鐸)

12清代書法發展

13文房四寶概述

14篆刻藝術介紹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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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數位網路與文創 

課程英文名稱：Digital Network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首先就台灣網路文學之歷史、網路文學之定義、網路寫手之行為、網路文學之文化現象

、網路書寫與紙本書寫的型態比較，共五個角度做探討與分析，並進一步就網路文學裡的各種一

般性文類與超文本書寫作兩大領域的介紹與析論，並希望能夠培養學生運用網路書寫與文學網站

或部落格之架設，讓學生能夠與當代之文化資訊結合，也透過這門課程了解網路文學在台灣之發

展之趨勢，並且能夠加以利用於文學領域或研究上。 文創產業有其產業特性，必須以文化、創意

為源本，以產業經營手段創造營收，學習本課程必須能夠深入瞭解區別這個關鍵，本課程經由個

案深入介紹協助同學瞭解個案創意的源頭，包括創業精神、創業家特性、特殊技能等，同時瞭解

其產業經營模式，並藉由課程相關作業的實務操作，獲得創業企畫的能力。

課程大綱：

本課程將界定網路文學與數位文學的特質，並概論其發展，比較數位文學與過去傳統文學的殊異

，思索數位時代發聲霸權的位移，文學愈趨通俗化的現況，賞析兩岸的網路文學文本，分析數位

文學與文創之關係。

1數位文學的定義與概論

2數位文學與傳統文學的殊異

3網路文學的通俗化與商業化

4兩岸網路文學較析

5網路文學的影視改編

6數位時代的文學行銷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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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案寫作與編輯 

課程英文名稱：Copywriting and Ed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設計是讓學生學會運用電腦軟體(CorelDraw、illustrator、Photoshop及

Photoimpact) 來進行校園報紙與宣傳刊物之圖文編排，並藉由解析各大報紙與期刊之圖文編排模

式，啟發編輯設計之靈感。

課程大綱：

本課程內容包含廣告文案的撰寫及雜誌編輯的實作流程，採訪寫作的實務運用，平面、網頁、廣

告設計的概念，同時安排業界參訪與業師演講，期能促進學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懷，進而培養敏銳

的洞察力與思辨力，強化教學與實務間的勾連。

一、雜誌編輯

1雜誌編輯的角色特質

2編輯工作的文稿處理

3雜誌編輯的工作內容

4圖文整合

5平面構成、排版與視覺心理

6報導文學

二、廣告文案寫作

1廣告概論

2文案的位階、對象與策略

3廣告文案的構成要素

4文案的寫作型態與訴求方式

5廣告實例分享

6創意發想

7文案寫作練習

8實作研析與講評

三、業界參訪

四、業師演講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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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眾文學與產業 

課程英文名稱：Popular Literature and Indus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對於台灣戰後大眾文學發展與作品討論，讓學生能夠在純文學以外，對於自己平日閱讀較為

貼近的大眾文學作品，產生批判與分析的能力，並建立起堅實的史觀，接軌流行的文化，並與產

業聯繫。

課程大綱：

1大眾文學定義、類型與現代性

2大眾文學的閱讀策略

3武俠小說(一)

出版與流傳、武俠遊戲與產業

4武俠小說(二)

誰的江湖？忠、義、俠、情四部曲

5武俠小說(三)

男俠與女俠的形象差異

6言情小說(一)

愛情、家族與國族敘事

7言情小說(二)

瓊瑤的愛情王國與影視產業

8推理小說(一)

世界就是一個謎

9推理小說(二)

日本推理小說與動漫產業

10科幻小說(一)

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

11科幻小說(二)

《三體》及科幻產業

12歷史小說(一)

電玩產業：從《三國演義》到《真‧三國無雙》

13歷史小說(二)

電影產業：談《赤壁》、《三國》到《軍師聯盟》

14網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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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甄嬛傳》、《延禧攻略》到《如懿傳》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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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戲劇選讀與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of Selected Modern Drama and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自古希臘以來，戲劇即屬於西方傳統三大文類之一，與詩歌、小說比肩並列。二十世紀初葉前後

，西方戲劇從不同的管道傳入中國和台灣，經過百年的摸索、成長與交融，對兩岸的政治、社會

、文化各層面均有顯著影響。本課程希望透過對經典作品的閱讀與欣賞，整理此一文化脈絡，進

而使學員深入思考台灣現代戲劇的種種可能性。

課程大綱：

在現代文學的四大文類架構下，「戲劇」為結合文學與藝術的獨特文類。本系向有「語黌宮」年

度戲劇展演，為學生表達敘事力之重要實踐，期望藉由本課程的開設，引導學生欣賞現代戲劇名

作，並選擇古今文學或時事議題改編為劇本，藉由寫作人物代言及安排戲劇架構，培養學生有別

於散文自抒情懷、小說虛構故事的的敘事能力。

 

一、課程規劃概念

透過選讀現代及當代戲劇作品，熟悉戲劇構成、情節開展、人物塑造等，並透過課堂活動、平時

作業的引導，啟發同學自行創作的興趣，再透過改編，發揮創意及體會不同文類在敘事的差異。

 

二、作業設計

【隨堂活動】透過讀劇，體會戲劇語言的表現節奏、人物口吻。

【劇場觀劇】親臨劇場欣賞戲劇作品展演，並製作投影片於課堂分享。

【期末展演】分組撰寫獨幕劇，並選擇部分作品，共同以讀劇呈現。

 

三、課程特色

結合產業發展，將邀請三位業界青年編劇，到校分享創作。

將赴劇團參訪即將上演劇作之排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18 2020/12/10 03:48



課程中文名稱：散文鑑賞與習作 

課程英文名稱：The appreciation and exercise of Modern Pro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重點有二，一為散文鑑賞，亦即了解台灣現代散文的發展概況，帶領學生藉由文本研讀與

賞析，了解台灣現代散 文的質地內涵與風貌。另外一部分是訓練學生書寫散文，經由作品文本的

閱讀，加以自身文學靈感的創作，能表現出專屬 個人的心靈匯聚的結晶。每週主題將由教師針對

該週預定之書寫主題與面向的作家作品 及其創作手法、寫作意義進行介紹，選定文本進行分組

討論。學生 本學期需繳交兩篇散文創作與一篇鑑賞報告，並在本課程間舉行分 組作品賞析討論

，針對作品的內容、寫作 技巧等等部分，進行作 者與閱讀者的對話與交流。

課程大綱：

01：台灣現代散文特色概論

散文概論：從一場論戰談起

◆文本：

黃錦樹，〈文心凋零？〉，《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5.20。

唐 捐，〈他辨體，我破體〉，《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6.6。

阿 盛〈十殿閻君〉，選錄自《十殿閻君》。

阿 盛〈廁所的故事〉，選錄自《浴廁傳奇》。

◆散文體類開發（一）：連綴體散文：簡媜，〈有情石〉

 

02親情‧家族

◆文本：

田威寧，〈最好的時光〉、〈背包〉，選自《寧視》

陳芳明，〈聖塔摩尼卡的黃昏〉，選錄自《革命與詩》

吳妮民，〈跋涉過你的藍綠縱谷〉，選錄自《暮至台北車停未》

龍應台，〈人生詰問〉，選錄自《親愛的安德烈》

◆散文體類開發（二）：書信體散文：蔣勳，〈我們的愛 沒有血緣〉

 

03憶舊‧人物

◆文本：

季季，〈宏遠的中音〉，選錄自《行走的樹》

胡蘭成，〈民國女子〉，選錄自《今生今世》

王盛弘，〈K〉，選錄自《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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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傷逝‧悼亡

◆文本：

劉梓潔，〈父後七日輯一〉，選錄自《父後七日》。

白先勇，〈樹猶如此〉，選錄自《樹猶如此》。

楊富閔，〈人瑞學〉，選錄自《為阿嬤做傻事》

 

05原住民‧創世紀

◆文本：

陳列，〈同胞〉，選錄自《台灣當代散文精選 1945-1988》

夏曼‧藍波安，〈黑潮の親子舟〉，選錄自《冷海情深》

利格拉樂‧阿女烏，〈想離婚的耳朵〉，選錄自《誰來穿我

織的美麗衣裳？》

霍斯陸曼‧伐伐，〈Hu! Bunun〉，選錄自《台灣原住民漢語

文學選集 散文卷上》

◆散文體類開發（三）：手記體散文：史作檉，〈三月的哲思〉

 

06自然‧土地

◆文本：

陳冠學，〈九月十日〉，選錄自《田園之秋》

王家祥，〈夏樹群茂〉，選錄自《四季的聲音》

廖鴻基，〈丁挽〉，選錄自《台灣自然寫作選》

鍾理和，〈做田〉，選錄自《台灣當代散文精選 1945-1988》

 

07生育．傳承

◆文本：

簡 媜，〈嬰兒崇拜〉，選錄自《紅嬰仔》。

毛氈苔，〈紅蟹踟躕〉，選錄自《自由時報》副刊，2016.9.5。

李欣倫，〈踩著我的痛點前進〉，《以我為器》

 

08性別．身體

◆文本：

楊邦尼，〈修身〉，《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8.2.11

周芬伶，〈汝身〉，選錄自《汝色》

廖梅璇，〈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第 28 屆梁實秋

文學獎散文首獎》

蔣勳，〈肉身覺醒〉，選錄自《Ly’s M-1999》

平路，〈服裝的性別辯證〉，選錄自《女人權力》

 

09城市．成長

◆文本：

林文義，〈童年照相簿〉，選錄自《幸福在他方》

邱坤良，〈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選錄自《南方澳大戲院

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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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銀河鐵道〉，選錄自《漫遊者》

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選錄自《作品》

◆散文體類觀察（四）：詩化散文：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10品味．飲食

◆文本：

蔡珠兒，〈女人狗肉〉，選錄自《散文 30 家》下

三毛，〈沙漠中的飯店〉，選錄自《撒哈拉歲月》

辛永清，〈父親的生日〉，選錄自《府城的美味時光，台南

安閑園的飯桌》

王宣一，〈國宴與家宴〉，選錄自《國宴與家宴》

朱振藩，〈青魚頭尾超味美〉，選錄自《饕掏不絕》

◆散文體類觀察（五）：小說化散文：鄧慧恩，〈乃子〉

 

11勞動．移工

◆文本：

顧玉玲，〈一點六米寬的樓梯〉，《第 29 屆梁實秋文學獎》

林立青，〈走水路〉，《做工的人》

Knezzar Lactaoen 著，何薇薇（Jrose Ho）譯，〈塞車──在

菲律賓生活的乘客們〉，《第 4 屆移民工文學獎》

◆散文體類觀察（六）：寓言體散文：聖修伯里，〈小王子〉

 

12醫療‧宗教

◆文本：

呂政達，〈諸神的黃昏〉，選錄自《散文 30 家》下

陳偉勵，〈瞳眸四季〉，選錄自《台灣醫療文選》

琦君，〈放生〉，選錄自《母心似天空》

林清玄，〈四隨〉，選錄自《鳳眼菩提》

 

13樂趣，享受

◆文本：

馬世芳，〈擁舞的詩神與厲鬼〉，選錄自《地下鄉愁藍調》。

舒國治，〈功課〉，選錄自《散文 30 家》上

龔鵬程，〈旅行者的美德〉，選錄自《孤獨的眼睛》

韓良露，〈理想的酒館〉，選錄自《狗日子貓時間》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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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詩鑑賞與習作 

課程英文名稱：The appreciation and exercise of Modern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在學習方面有三大目標，首先是系統性的介紹詩歌語言的形式與內容問題，其次是研讀幾

種詩歌常見的主題，最後則是針對詩歌的跨界與互文現象進行理解與討論。配合這三大目標，本

課程特別規畫一學期共四次的習作課程，分別呼應每個主題的進行。本課程希望能增進學生對詩

歌的了解，並且由於現代詩歌與現代生活的緊密相關，希望在探討與互動之後，能激發學生自行

研讀與提筆寫作的興趣。因此，除了教師的主題式導讀，「詩歌創作」、「小組活動與報告」和

課堂分享，都是為了讓學生實際參與閱讀與創作的過程，帶領學生進行有感的閱讀，讓讀詩、寫

詩內化為日常的文學活動。除了四次習作，本課程要求學生在學期結束後繳交一篇書面報告，關

於一本詩集的心得與評論，訓練學生的鑑賞與批評能力。

課程大綱：

01現代詩語言的特殊性

02主題詩鑑賞：「你的愛情不是我的愛情」

03主題詩鑑賞：「生命是一場辯證」

04主題詩鑑賞：「孤獨的自我意識」

05主題詩鑑賞：「詠物與變形」 ＊詩歌創作：變形詩（個人作業）

06台日詩人對談：「鴻鴻與四方田」

07主題詩鑑賞：「後現代與形式遊戲」

08主題詩鑑賞：「詩的跨界現象」

09大家來當評審（小組討論）

10主題詩鑑賞：「現代詩與流行歌詞」

11主題詩鑑賞：「影像詩與詩影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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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小說鑑賞與習作 

課程英文名稱：Fiction Appreciation and Exerci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包括三大部分， 1.第一部分：帶領同學針對現代小說之經典作品進行深入研讀與賞析，針

對作品的內容意蘊、寫作技巧經營等，進行交流與討論，以帶領同學對於小說文類、題材和創作

方法有深入體會。 2.第二部分：小說之實作，帶領同學理解小說理論與創作實踐之間的關聯性

，以小說實作探討小說創作思維、小說創作的美學與方法等重要主題。 3.第三部分：邀請知名小

說家現身說法，讓同學提升對於小說創作與鑑賞之體會。

課程大綱：

本課程著重在透過小說閱讀、鑑賞的過程，培養同學對小說各種元素、技巧及其應用的熟悉度與

甄別良窳之能力。

在閱讀與鑑賞之基礎上，再進行演練小說創作的各種技法，嘗試透過「小說」此文學形式來表現

自我、思索人生與關心社會。同時，本課程亦將配合進度，邀請傑出小說家現身說法，與課程中

所學所寫相互印證，相信對鑑賞與習作能力之提昇，應有正面助益。

01何謂小說？  契柯夫〈耍巧〉

02小說文類與歷史

小說簡史

03主題  歐亨利〈最後一葉〉

課堂習作1：

【動機與阻礙】

1.設定一個主角主動(夢想)或被動(危機)必須完成的事情(必須要有無法迴避的動機)。

2.設定一個在執行這件事情時，必然會遭遇到的阻礙(來自他人或自身)。

3.主角如何跨越、或為此付出什麼代價。

進階：這故事所要進行辯證的題目與結論將會是？

 

04故事  洪醒夫〈散戲〉

課堂習作2：

【敘事框架】

參照以下方法，二選一撰寫出一個故事大綱

一、建立動機→正面強化→反面考驗→正反平衡→結束動機(各用一句話以上，且皆須包含一個以

上的動詞)

二、1.目標→2.阻礙→3.努力→4.結果→5.意外→6.轉彎→7.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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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情節  魯迅〈藥〉

課堂習作3：

【象徵物】

1.設計一個人/事/物的內外在特徵。

2.設定這個象徵物在小說中出場的場景與描述方式(細節愈多愈好)。

3.這個象徵物的內涵意義如何被揭露、凸顯出來。

進階：一個公眾的議題=一群個人的煩惱，設計一個你想談的議題，並會受到這個議題產生煩惱的

人，並試著將前三練習中創造出的象徵物給放進去。

 

06人物 鍾理和〈假黎婆〉

課堂習作4：

【角色塑造】

1.設定一個他在劇情中的行動動機。

2.設定一個他的性格特質。

3.寫出兩段能夠表現出他性格特質的場景與敘述。(各兩百字內)

 

07敘述觀點與不可信賴的敘事者  呂赫若〈鄰居〉

課堂習作5：

【敘事人稱】

1.創造出一個有問題的敘述者來述說故事。

2.必須要合理的鋪陳，為什麼他要敘述「有問題」的故事給讀者。

3.必須有作為線索的伏筆。

 

08對話、獨白與內心世界  歐陽子〈魔女〉

課堂練習6：

【對話設計】

1.書寫一段A為了「某事」有求於B，並得到結論的對話。

2.但「某事」的內容跟結論不可被直接寫出來，但須讓讀者能夠猜出。

3.四十行內。

 

09現代主義  黃錦樹〈魚骸〉

課堂練習7：

【意識流】

1.書寫一段含有精神與現實互相滲透、時空間流動錯置的場景或是相關細節。

2.說明使用到的意象及如何擺放跟，並與小說中的現實串聯。

 

 

10鄉土文學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

課堂習作8：

【寫實性】

1.設定一個職業(虛實皆可)，用旁白或旁觀方式，說明這職業獨有的言行細節、思路、術語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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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魔幻寫實：文字風格、感官語言、比喻修辭、字彙與句子結構

駱以軍〈手槍王〉

12小說集的閱讀  林海音，《城南舊事》（節選兩篇）

 

13小說理論與批評方法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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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戲劇 

課程英文名稱：Modern Dram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將閱讀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降、二戰之前的現代戲劇經典（英譯與中譯本），介紹與寫實主

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戲劇流派， 旨在揭露現代戲劇雖在風格上包羅萬千，甚或

相互牴觸，但基本上它們卻有共通的人本精神，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摧毀這股信念為止。

課程大綱：

01 問題是——寫實主義

02 寫實主義——Henrik Ibsen 《傀儡之家》

03 寫實主義在中國——胡適 《終身大事》

04 寫實主義在台灣——林摶秋 《閹雞》

05 問題是——寫實主義與問題劇

06問題是怎麼辦——August Strindberg《茱莉小姐》

07 問題是在中國怎麼辦——丁西林《一隻馬蜂》

08 寫實主義vs.象徵主義——梅特林克 《群盲》

09《群盲》

10 寫實主義vs.象徵主義——Przybyszewski The Visitors

11 寫實主義vs.表現主義——Alice Gertensberg Overtone

12 毀滅之後——《等待果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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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戲劇名著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ory Reading in Modern Dram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現代戲劇」指的是西方社會在歷經二次工業革命乃至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過程中，以易卜生的

社會問題劇為發端的，一連串反思現代社會與生活的戲劇實踐。這段時期劇作家通過戲劇創作

，持續挖掘、探討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處境及問題，而「戲劇」作為人們表達、實踐自我的一

門藝術形式本身，在此時期也經歷了美學形式上的重要變遷。本課程選讀對台灣現當代劇場發展

深具影響力的經典作品，從美學風格來看，涵蓋寫實主義、象徵主義、史詩劇場、荒誕派的等流

派。此外，現代戲劇雖是由歐美社會所發動，其發展與影響卻是全球性的。因此，本課程選讀的

作品除了西方經典劇作，也介紹東亞社會包括中國、台灣在內，所產生的與之呼應的現當代戲劇

作品。課堂除了教師講授之外，兼採讀劇形式授課，旨在活化同學對戲劇藝術的認識、提升分析

劇本的技巧與能力。同學也將在學期末通過讀劇會的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課程大綱：

01 導論：現代戲劇的源起

 [義]普契尼與伊利卡《托斯卡》

[中]陸鏡若《家庭恩怨記》

02 現實主義 I

[挪]易卜生《玩偶家族》

03 現實主義 II

[中]曹禺《雷雨》

04 現實主義 III

[德]霍普特曼《織工》

05象徵主義

 [比]梅特林克《群盲》

06史詩劇場 I

 [德]布萊希特《勇氣媽媽》

07史詩劇場 II

 [德]布萊希特《措施》

08 荒誕派

[法] 貝克特《終局》

[法]尤涅斯柯《課堂》

09台灣劇作家與作品 I：老師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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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灣劇作家與作品 II：第一組導讀

11 台灣劇作家與作品 III：第二組導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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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劇本分析與習作 

課程英文名稱：Play Analysis and Practi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本課程將帶領同學細讀幾個經典劇本，並通過短劇習作，俾使同學認識戲劇作為一項綜合藝

術的特徵與要素，掌握創作者的意圖與表現技 巧。 二、本學期要求同學自選非虛構文本做為題

材，教師將引導同學採集素材、發展人物及對話，並加以組織、結構，以完成一篇20分鐘的短劇

劇本 為學期目標。 三、期末採「讀劇」形式公開呈現個人創作成果，另須繳交劇本定稿與創作

陳述。 四、授課方式結合教師講授、影音分析、劇場遊戲、課堂讀劇活動，並適時安排專家演講

或主題工作坊，以獲得最佳學習效果。

課程大綱：

01學期導論I

編劇的任務

案例：邱琪兒《七個猶太孩》

HW：火星檔案

02學期導論 II

課程說明

案例：黃衍《票懸命》、莊重遠《春旅社》

HW1：聲寫作

03 戲劇要素：聲

作業檢討

案例：林摶秋《砂館》

HW2：空間描述

04 戲劇要素：時／空

案例：布雷希特《告密者》

HW3：故事提案

05 故事提案與討論

社公演編導座談會

故事提案與討論

HW4：編劇的偵探術

06事件、動與物塑造

案例：《哈姆雷特》

作業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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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5：物觀察與採訪

07 對話

 短劇演習

 作業檢討

HW6：寫出話吧！

08 戲劇的結構

作業檢討

HW：繳交分場綱

09分場綱檢討 I

10分場綱檢討 II

 HW：完成初稿

11完成稿

12完成稿；製作會議與排練 I

13 製作會議與排練 II

14期末讀劇會（講評：神秘嘉賓）

15TBA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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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進行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學術論文撰寫之基礎訓練，以期提升同學論文撰寫能力，無論進入

職場或繼續深造，皆能具備基本的撰寫計畫之能力。 本課程將著重以下四個方面展開學習與訓練

：1認識文學研究方法。2.認識作家論研究。3.認識作品論研究。4.研究計畫之擬定與撰寫。希望

透過系統性階段性的學習指導，讓文創學程同學能夠認識文學領域之研究方法與培養執行研究計

畫之能 力。

課程大綱：

01  何謂研究方法 借鑑優質研究

02  何謂研究方法

03  如何進行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的形成

04  章節安排與草擬計畫

05  如何進行作家論研究(一) 何謂作家論研究

06  如何進行作家論研究(二) 私領域的書寫：日記﹑書信等

07  如何進行作家論研究(三) 作家社群與媒體研究

08  如何進行作家論研究(四) 作家研究與傳記文學

09  如何進行作品論研究(一) 何謂作品論研究

10  如何進行作品論研究(二) 如何閱讀小說

11  如何進行作品論研究(三) 作品與理論

12  如何進行作品論研究(四) 作者已死？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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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基礎影視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Basic Video Prod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內容為建立從文字到影像之基礎敘事能力，學生可從既有文學作品或新聞事件改編

，另安排媒合本校其他 編劇課程之作品為劇本。 從前期製作階段的勘景、美術設計、選角、及

造型設計，到拍攝期導演組與製片組的現場管理及預算控制，運用攝影 機景框所建構的鏡頭語言

及後期剪接、聲音設計等能力，經團隊合作共同創作5-10分鐘之敘事短片。 同學必須參加

5/4,5/5舉辦之表演，剪接及特效工作坊。

課程大綱：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1.從文字、語言到影像敘事

2.分組執行從前製，拍攝到後製的極短篇影像創作

3.本課程僅提供部分設備，學生需自備或租賃相關器材

 

一、影像VS文字

二、　

1.影視概論，職務分工

2.鏡頭語言,器材操作

 

三、　　

1.文本改編

2.【專題：敘事結構與發展】

 

四、　　

1.讀書會1 台灣鄉土文學,現代文學

2.Logline,故事大綱

 

五、

1.音樂 VS 影像

2.【專題：前提,動機,細節】

3.Character / Act 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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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分鏡概念

2.人物,角色建立與觀點

3.     戲劇空間

 

七、

1.Case study 分鏡

2. 後製流程,剪接美學

 

八、

事件短片

 

九、

表演,剪接工作坊

特效工作坊

 

十、

1.前期製作-導演組

2.前期製作-製片組

 

十一、

1.讀書會2-TBA

2.分場概念

 

十二、

1.Case study 對白

2.文字 VS 語言

 

十三、

1.對白劇本設計

2.【專題：戲劇對白與文字】

 

十四、

1.後期討論

2.聲音設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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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進階影視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Advanced Video Prod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透過實務操作,培養學生影像敘事之能力,目標為拍攝一10分鐘劇情短片

課程大綱：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1.進階影像敘事能力培養

2.分組執行紀錄短片創作

3.學生需自備有錄影功能之手機、照相機或攝影機及剪接設備。

 

教學進度(Syllabus)

01課程導論,實務概況,劇情片製作流程

02故事大綱,職務分工

03Case study,提案1,分組

04讀書會,提案2,分組

05Case study,鏡頭語言,分鏡概念

06開場,分場

07技術專題-光影設計

08製片組,導演組功課

09技術專題-聲音設計

10對白劇本

11拍攝前準備

12拍攝(現場指導)

13讀書會2,後製流程,剪接美學

14演講,毛片,粗剪,聲音設計

15後製2,定剪,片頭尾設計,特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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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當代東亞動漫的文化閱讀 

課程英文名稱：A Cultural Read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Anim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當Cool Japan成為當前國際文化交流的熱門用語，動漫、電玩及以及輕小說等次文化元素成為日

本軟實力主要火力的情境中，我們該如何理解 次文化？關於動畫，除了「神作」，我們還能說出

什麼評語？一如文學、電影可以作為理解社會結構的切入途徑，次文化作品亦可能是時代精神 的

片段縮影。問題在於，面對看似更帶商業氣息的次文化媒介，要怎樣才能突破表層光影，揭露潛

藏的文化驅力和美學版塊。本課程將聚焦在日 本動漫的發展歷程，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為大家介

紹動漫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敘事和風格。課堂討論將以動畫作品分析以及相關研究論文為主，我 們

將從中學習基本的視覺文本分析方式與文化研究的基礎理論。亦需要承認，一門課程不太可能概

括次文化的全球流動和演變，因此本課程定位 於拓展文化視野和培養論述能力，幫助同學建立具

人文哲思和歷史化的思維觀看動畫作品。

課程大綱：

01什麼是動畫(anime)？

02早期動畫

《本動畫古典集》

Japanese Animated Film Classics

http://animation.filmarchives.jp/index.html

03實驗動畫

《塚治實驗動畫》(TBD)

《蛇傳》（）

《蝌蚪找媽媽》（中）

《猫巴克》(台)

04機器的誔

《原剛》

《蓋特機器》

《機動戰鋼彈》

05然與

《之》

《輝耀姬物語》

讀：杉俊介：《宮崎駿論：眾神與孩們的物語》，104-149。

06宇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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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宙軍》

07城市與

《魔法阿嬷》（台）

《惡童當街》

08敵托邦與後類

《阿基拉》

《攻殼機動隊》系列作

09夢境與現實

《千年優》

《貓湯》

10魔法與少

《美少戰》

《少命》

《魔法少圓》

11戰爭與記憶

《螢蟲之墓》

《謝謝你，在世界的落找到我》

《腳阿元》

12動物化與資料庫

《POP TEAM EPIC》

《動物朋友》

13時間皺摺與世界系

《跳躍吧！時空少》

《秒速五公分》

《你的名字》

14台灣意象

《信之槍》

《南鎌倉校社》

15台灣動畫

《幸福路上》

《攻殼機動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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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像敘事與鏡頭語言 

課程英文名稱：Visualiza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Cinematograph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鏡頭語言」為影像實務系列課程之一，從影像美學及理論出發，透過認識攝影機及鏡頭基本原

理，到實際平面攝影 及動 態影片拍攝，以了解鏡頭基本特性及其所傳達的視覺力量，由此培養

同學影像敘事的素養及能力。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之編排主要是以理論、美學為基礎，從平面攝影出發，再進階至動態影像。

01導論

由文字到影像的敘事概念與特性

徽宗畫院的畫題案例

文學中的電影感

 

02基本鏡頭原理

光圈,快門,ISO

基礎平面攝影與構圖

黃金比例，西方透視，中國文人畫

張照堂與Robert Frank

 

03動態攝影敘事

動態攝影基本規格

 

04分鏡1: 2人與多人對話

180度規則 Finder/Motor

實務操作練習

 

05光影設計1 室內日夜、景

色溫概念

實務操作練習

 

06影像美學

羅蘭巴特《明室》中的刺點與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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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中的靈光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約翰伯杰《觀看的方式》…

空鏡

 

07分鏡2: 場面調度與長鏡頭, Master

動作拆解與情緒分析

侯孝賢，王家衛

實務操作練習

 

08光影設計2 室外日、夜景

實務操作練習

 

09影視拍攝現場見習

 

10分鏡3: 攝影機運動與演員走位

Pan, Tilt, Dolly, Track, Zoom

frame In/Out

實務操作練習

 

11攝影與後期製作,拍攝前準備

後期軟體介紹

Log, LUTs (Look Up Table), 調光

 

12後製流程,粗剪

巴贊理論

 

13剪接美學與蒙太奇理論

過場（Transition）Cut, Dissolve, Fade In/Out, Wipe…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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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次文化與文藝理論 

課程英文名稱：Subculture and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現今置身於消費社會的我們，或許不得不承認，很少人的生活會充滿荷馬史詩或莎士比亞。與之

相反，我們擁抱的是動畫、漫畫、電玩、輕小說 或網路小說、電視劇等媒體。面對這些形塑現代

娛樂生活的作品，消費者除了放空掏出錢來，該如何以較具能動性的角度來加以考察？由此本課

程著重在複雜化作品閱讀與意義生產的過程，將非主流文化關連作品與西方為主的現代文藝理論

並置對話，培養批判與創意的詮釋技藝。

課程大綱：

01什麼是（次）文化？

02日本脈絡 (1)

《新世紀福音戰士》

《正宗哥吉拉》

03日本脈絡 (2)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動畫、遊戲)

「偶像文化」

04日本脈絡 (3)

本橋信宏，《新ＡＶ時代：讓 AV 走出陰暗小房間的那些人、那些事》

05台灣情況（1）

楊双子，《花開時節》、《花開少女華麗島》

06台灣情況 (2)

瀟湘神，《台北城裡妖魔跋扈》系列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說妖》

07台灣情況 (3)

《返校》、《還願》(遊戲、小說)

《OPUS 地球任務》、《OPUS 靈魂之橋》（遊戲）

月亮熊，《OPUS 地球計畫 - 神話裡的故鄉》（小說）

08台灣情況（4）

《台北歌手》（台劇）

《我可能不會愛你》（台劇）

09資本主義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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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松》（動畫）

10暴力

Psycho-Pass (動畫)

伊藤計劃，《虐殺器官》（小說、動畫）

11憂鬱與傷心

《失蹤日記》(漫畫)

《我可以被擁抱嗎？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漫畫)

《滿是空虛之物》(漫畫)

12BL 與偽娘

《大叔之愛》(日劇)

簡莉穎，《新社員》（劇場）

13虛擬與真實

「初音未來」

Virtual youtuber，「絆愛」

Cosplay 文化

14論「痛」文化

痛車、痛包等

15日常

《搖曳露營》（動畫）

《飛翔的魔女》（動畫）

《深夜食堂》（漫畫、日劇）

16愛

修課同學逐一展示、講解自己所愛之次文化相關物品

Alain Badiou, In Praise of Love

約翰﹒伯格，《我們在此相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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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電影與視覺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Film and Visual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電影研究的基本語彙與方法，並以具體的電影作為分析的實例。課程將首先介紹電影

語言的組成，包括攝影機運動、場面調度、畫外空 間、蒙太奇等常用的電影術語。第二部分將聚

焦東亞電影與歐洲電影，思考電影藝術的形式以及媒介的特質。課程的最後透過文化研究的方式

，檢 視電影的文化意義與社會功能。修習本課程者不需有任何的先備知識，但必須確實在每一次

上課之前觀賞課程所指定的電影，並完成該週的指定閱讀。

課程大綱：

Section I: 好萊塢電影與反好萊塢

導言：為什麼電影需要研究？

 

Section II: 好萊塢電影傳統與其影響

卡麥隆《阿凡達》

第二話：剪接（《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電影經典》）

 

《阿嬤的夢中情人》

第六話：好萊塢敘事

 

王家衛《花樣年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Q6f9lipEM

（可選中文字幕）

第一話：攝影機運動

戴樂為、葉月瑜《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第六章

 

Section II: 東亞電影與抒情傳統：中國、日本、台灣

費穆《小城之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MJvwZ-AM3A

第五話：戲劇與表演

 

侯孝賢《最好的時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UIV-TA1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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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話：長鏡頭美學

 

 是枝裕和《幻之光》

第八話：長鏡頭美學

 

金基德《空屋情人》

如何寫一篇深度影評

 

Section III: 歐洲電影、新浪潮與台灣

安東尼奧尼《春光乍洩》（Blow-up）

第九話：現代主義

 

法斯賓達《恐懼吞噬心靈》

第九話：現代主義

 

蔡明亮《(658;眼圈》

第十話：空間詩學

 

Section IV: 電影理論與文化研究

賈樟柯《山河故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vRQkqML90

第十五話：看見階級

 

張時霖《變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pjsRj8LyU&t=25s

第十一話：性別與女性

第十四話：同志情誼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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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學中文寫作：小說創作 

課程英文名稱：College Chinese Writing: Novel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次課程以小說創作的原理與實作為主軸，課程目標是讓同學理解小說創作的基本技術，並且運

用這些技術來完成自己的作品。因此，每位同學最遲需在學期末寫完一篇3000字至10000字之間的

短篇小說，並且與同儕互相討論、回饋。每週會講解一個小說創作的技術或主題，並且搭配一篇

台灣文學的案例。建議同學在每堂課前，事先至少讀過一次當週案例，上課討論時會比較跟得上

。

課程大綱：

1.你的故事出了什麼問題：敘事框架

案例：楊富閔〈逼逼〉

2.他來這裡幹什麼：角色塑造

案例：林海音〈我們看海去〉

3.你的眼睛跟嘴巴：敘事觀點

案例：舞鶴〈調查：敘述〉

4.作業討論（一）：小說企劃大綱

5.口是心非，乃是人言：對白與獨白

案例：鄭清文〈龐大的影子〉

6.別說話，用演的：細節到象徵

案例：朱西甯〈鐵漿〉

7.小說的剪接術：轉場與節奏

案例：張大春〈將軍碑〉

8.沒人知道的事：靈光與神祕性

案例：袁哲生〈送行〉

9.走上舞台的姿勢：文字風格

案例：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10.作業討論（二）：小說作品細讀

11.小說基本流派（一）：寫實主義

案例：楊双子《花開時節》

12.小說基本流派（二）：現代主義

案例：郭松棻〈雪盲〉

13.小說基本流派（三）：後設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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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黃錦樹〈M的失蹤〉

14.你怎麼知道誰是對的：評論者vs創作者

案例：黃崇凱〈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

15.小說家有話要說：小說的社會與政治

案例：胡長松〈槍聲〉

16.作業討論（三）：小說作品細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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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 

課程英文名稱：College Chinese Writing: Pro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1、以「散文」為創作窗口，讓學生思考創作的本質，進而思考文字與語言的種

種的可能性。

2、提供學生散文創作的機會，藉由閱讀與習作，加強散文創作的能力。

課程大綱：

1、本課程將採用創作所的方式，一邊讓學生多閱讀散文作品，一邊思考自己的創作可能。本課程

將要求嘗試學生許多散文創作的方式，不單單只是一般文學作

品，還有種種知識、藝術甚至是臉書 IG 散文的創作模式。

2、修課學生需於老師約 office hours 討論並於期中考週提出寫作計畫，並於期末上台發表。期

末則必須繳交散文作品，篇數不限，總數須達到五到六千字。每堂

課將視情況做練習。上課討論，期中計劃，期末報告，都是評分標準。

3、本課程最後將收集學生作品，由老師作序，印製散文選集為成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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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Drama and Theatre Cultur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台灣的戲劇活動為範圍，旨在引導同學認識台灣劇場文化的重要內容。

課程大綱：

課程劃分為三個單元：「單元一‧傳統與創新」主要介紹至今猶存 的神廟劇場文化，以及兩個創

造力豐沛的傳統劇種：歌仔戲與京劇。通過古典作品與新編作品的參照，俾使同學在領略戲曲藝

術之美的同時，也 對當代創新的藝術表現手法有所體會與發現；「單元二‧現代戲劇」選讀日治

時期新劇運動以來之舞台劇作品，引領同學關注藝術形式與內容之間 的有機關連，藉以深入作品

對當代人文處境的揭露與探索；「單元三‧應用戲劇」介紹晚近十餘年來在社區、校園、公私機

構等非正式戲劇演出場 合興起的應用戲劇及其類型——戲劇不只是藝術家的創作表現媒介，更可

以是一般公民介入社會的利器。 授課方式前兩單元以教師講授為主，輔以影音教材之賞析與課堂

讀劇、討論。第三單元加入劇場實務操作，同學將分組創作一齣應用劇，並於期 末發表呈現。學

期間規劃專家講座、田野觀察與戲劇觀賞等活動，藉以總體提升學習成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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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語‧影劇及文學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ese / Tâi-gí‧movie, drama and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語‧影劇及文學」這門課選定以「影劇」，亦即以台灣本土文學作品為主所改編的影劇(電影

、電視連續劇、舞台劇、音樂 劇)作為了解台語、文學的介面，以此為基底，運用文字、影像、

劇情編排及話語互相應用、支援，啟發學生對台語文的興 趣。因此，已有台語基礎的學生能容易

融入，無台語基礎學生也能以影像與文學作品的輔助，對自己所處的土地、文化有更加 深入的了

解。另外一部分，也盼望學生能對將自己有興趣的影劇表演，擴展到對文學方面的作家、作品、

時代背景的研究層 面。

課程大綱：

1.台語影劇和文學作品的背景介紹

2.不標準的「國語」：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

閱讀文本：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3.唱的蔣渭水〈臨床講義〉：歌舞劇〈渭水春風〉

閱讀文本：蔣渭水，〈臨床講義〉。

4.「畫」的大稻埕：電影〈大稻埕〉

閱讀文本：郭松棻，〈奔跑的母親〉。

5.兩男一女的悲劇：電影〈阿爸的情人〉

閱讀文本：汪笨湖，《嬲》。

6.習俗、親情：電影〈父後七日〉

閱讀文本：劉梓潔，《父後七日》。

7.晒鹽的艱苦人生：電視連續劇〈鹽田兒女〉

閱讀文本：蔡素芬，《鹽田兒女》。

8.音樂及文字的的交纏：音樂劇〈四月望雨〉

閱讀文本：黃裕元，《流風餘韻 : 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

9.The sandwich man：電影〈兒子的大玩偶〉

閱讀文本：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蘋果的滋味〉

10.向台語片致敬：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

閱讀文本：

1. 葉龍彥，《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選讀。

2. 廖金鳳，《消失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選讀。

11.我願意揹你走：舞台劇〈閹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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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生是黑白的

電影〈大佛普拉斯〉

閱讀文本：林立青，〈進修部〉

13.你幸福嗎？

電影〈幸福路上〉

閱讀文本：張文伶，《幸福路上》——我未曾參與的「幸福年代」

14.古早味羅曼史/死

電影〈地獄新娘〉

閱讀文本：賴慈芸，〈西洋羅曼史的興衰——《米蘭夫人》與《彭莊新娘》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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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語‧歌曲與社會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ese‧Popular songs and Societ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語‧歌曲及社會」之課程選定以戰前、戰後、近現代的台語歌曲，作為了解台語的介面，以

此為基底，運用歌詞、歌 曲、歌曲的應用(作為戲劇主題曲或選舉歌曲、售貨歌曲之運用)相互支

援，啟發學生對台語文的興趣。 歌曲向來具有強烈的文化符碼意象，本課程內容以台語與台語歌

曲作為雙軸，可作為觀照台語的文化縱深和台灣社會議 題的視窗，並觀察由之衍生的出台灣人文

多樣性，串連起在地連結，培養學生的土地情感。 因此，已有台語基礎的學生能容易融入，無台

語基礎的學生也能以歌曲的輔助，對自己所處的土地、文化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

2 戰前、戰後初期、50-60 年代、解嚴前後期的台語歌曲背景介紹

3. 季節時令的刻劃

歌曲研究題材：四季紅、雪梅思君、寶島四季謠

台語延伸題材：春夏秋冬四季與十二節氣

4. 唱的台灣地名

歌曲研究題材：淡水暮色、難忘鳳凰橋、港都夜雨、田庄兄哥

台語延伸題材：葉俊麟的「寶島風情畫」與濁水溪公社的「寶島風情畫」

5 城市的意象

歌曲研究題材：月夜愁、中山北路行七擺、夜半路燈、溫泉的吉他、樓仔厝、基隆路(滅火器樂團

)

台語延伸題材：鄉村與城市

6 來來去去

歌曲研究題材：向前行、哀愁的火車站、火車（羅大佑）、無情的火車、人生火車(葉樹茵)、長

途夜車(滅火器樂團)

台語延伸題材：交通工具

7 農事作為一種志業

歌曲研究題材：農村曲、水車姑娘、搓草歌、內山兄哥巡茶山、快樂的農家

台語延伸題材：作穡人的艱苦

8 買賣的人生

歌曲研究題材：燒肉粽、收酒矸、賣花姑娘（文夏系列歌曲）、生蚵仔嫂

台語延伸題材：買賣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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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中考

10 各行各業的心酸

歌曲研究題材：孤女的願望、行行出狀元、流浪的理髮師、計程車(黑名單工作室)、鼓聲若響

（新寶島康樂隊）、舞女、心事若無講出來

台語延伸題材：工作的心情

11 離別的心情

歌曲研究題材：行船人的純情曲、離別的公用電話、離別月台票、惜別的海岸

台語延伸題材：心情鹹酸甜

12 禁歌專輯

歌曲研究題材：街頭的流浪、抓狂歌、快樂的出帆、山頂黑狗兄、補破網、寶島曼波

台語延伸題材：台語娛樂圈

13 親情最可貴

歌曲研究題材：媽媽請你不通痛、媽媽請你也保重、心肝寶貝、落雨聲、阿嬤的話、爸爸在哪裡

、男性一生哭三擺

台語延伸題材：親族稱謂

14 混血歌/ 主題

歌曲研究題材：懷念的播音員、素蘭小姐要出嫁、長崎蝴蝶姑娘、港町十三番地、黃昏的故鄉、

三國誌、慈母淚痕

台語延伸題材：選舉用語

15 民俗‧人間

歌曲研究題材：算命、一粒紅蛋、什麼樂、牽亡歌、新牽亡歌

台語延伸題材：民俗、婚喪用語

16 資本主義橫行的體會

歌曲研究題材：阿爸的話、寶島戀歌、1990 台灣人、乞丐頭家、樂透狂想曲、台北帝國

台語延伸題材：賺食的動詞

17 情歌唱不停

歌曲研究題材：昔日的戀歌、新男性的復仇、空思戀、講什麼山盟海誓、傷心無話、無言花、愛

你未著祝你幸福、魚仔(盧廣仲)

台語延伸題材：台語的戀愛心情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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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口語與表達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speaking and express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分兩個部分: 1. 自身的口語與表達 a. 口音標準清晰 b. 拼音系統 c. 華語語法 d. 文章結

構 e. 思維邏輯 f. 不同形式的口語表達：敘述，描述，解釋，報告，說服，辯論 2. 如何訓練

華語學生的口語能力 a.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OPI) b. 如何教導華語學生在現有的語言基 礎上提升口語表達能

力

課程大綱：

第一週  作品 19 號練習 due Feb 22, 12:00 pm

              習課程介紹，語音學簡介，捲舌音，前鼻音，後鼻音，ｌ，ｒ，ｎ，

              Ji, qi, xi， 發音技巧

             漢語拼音

第二週  作品 20 號練習 due Feb 22,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1-11

              漢語語音

第三週  作品 21 號練習 due Mar 1,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1-11

              OPI 口語標準

第四週  作品 22 號練習 due Mar 8, 12: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12-154

第五週  作品 23 號練習 due Mar 15,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155-227

第六週  第一期中考試

              作品 24 號 due Mar 22, 24:00 pm

第七週  作品 25 號練習 due Mar 29,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228-329

第八週  作品 26 號練習 due Apr 5,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329-402

第九週  作品 27 號練習 due Apr 12,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403-509

第十週  作品 28 號練習 due Apr 19, 24: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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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510-556

第十一週   作品 29 號練習 due Apr 26,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557-582

第十二週   第二期中考試

                   作品 30 號 due May 3, 24:00 pm

第十三週   作品 31 號練習 due May 10, 24:00 pm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p. 583-652

第十四週   作品 32 號練習 due May 17, 24:00 pm

第十五週   作品 33 號練習 due May 24, 24:00 pm

第十六週   作品 34 號練習 due May 31, 24:00 pm

                   期末考口試部分

第十七週   期末考試 作品 35,36 號 due Jun 7, 24:00 pm

                   期末考口試部分

第十八週   成果分享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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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實務二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華語教學實習的主要目的培養學生未來成為優良華語教師的能力。本課程包含下列幾個學習重點

：1. 引導學生善用華語教材; 2. 引導學生設計華語課程與教學; 3.引導學生設計活潑的教學活

動; 4. 引導學生從教學中反思與修正教學。

課程大綱：

一、教學法

        課堂教學實務與原則

二、教學活動與設計

三、教案檢討

四、模擬教學 每人 7 分鐘

五、試教與檢討

        每人試教 15 分鐘 試教時間 9:00-11點。當日負責教學的同學需提早到教

        室測試電腦等硬、軟體設施，其他同學進行觀課準備。

六、期末報告 報告一對一教學情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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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與寫作教學方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檢視華語學習者的學習情況，引導進入多元之學習環境與需求，以了解華語閱讀與寫

作教學課程應有之設計模式，以及教師應該提供之教學策略與方法。

課程大綱：

課程主要包括之主題包括：

-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閱讀與寫作學習情況

- 華語閱讀教學理論、方法與技巧

- 華語寫作教學理論、方法與技巧

- 華語讀寫課程設計

- 華語閱讀材料選擇與教學

- 華語讀寫能力評量與分析

- 電腦輔助教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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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Surve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堂課主要教學目標希望學生能夠了解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或是外語學習的目標語時，華語特

殊之處並能在教學中幫助學 習者更有效率的學習華語。透過本課程可以知曉目前全球華語教學概

況，及獲得對華語教學各範疇的基本認識，如華語文教學的特點與原則、語言能力指標、華語文

課堂教學規劃與設計、華語文學習發展與習得、華語文教材編寫與簡介、華語文多媒體與數位教

學、語言測驗與評量，以及華語教師的專業素養等。本課程培養學生將來身為華語教師應具備之

基礎知識，以 及應注重之教學實務相關的基本態度與技巧。

課程大綱：

一、華語教學的現況與展望

二、華語文教學的特點與原則

三、 ACTFL 語言能力指標

四、 CEFR 語言能力指標

五、華語文課堂教學規劃與設計

六、華語文教材編寫與簡介

七、華語文多媒體與數位教學

八、華語文學習發展與習得

九、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十、華語教師的專業素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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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聽力與會話教學方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ethods of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語文學習以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為主，其中又以聽說為首。本課程將介紹語言產出、聽力理解、聽

力口說訓練等相關理論和教 學法，以及針對不同程度的聽力與口說會話教學重點與策略。此外

，將分析不同語言的聽說教材，對比華語教學的聽說教材，也帶領學生設計聽力與會話教材。

課程大綱：

一、 語言產出理論

二、聽力理解理論

三、 聽力與口說會話教學法

四、華語與其他外語教學聽力教材比較

五、華語與其他外語教學口說教材比較

六、 聽力教材設計與製作

七、口說教材設計與製作

八、測驗與評量：聽力

九、測驗與評量：口說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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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電腦輔助華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in Chine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探討如何透過網際網路及電腦多媒體來教授華語文，包括華語文聽、說、讀、寫教學

之應用，以及如何透過設 計、製作華語文電腦教學的課程軟體、網頁，並將語言學習理論應用在

已網際網路為媒介的華語文教學活動中。藉由了解華語文網路輔助教學相關研究及華語教學之相

關電子化教學資源，培養華語文準教師老師實際運用電腦能力於教學上。

課程大綱：

一、電腦輔助語言教學導論

        數位學習理論

二、 遠距教學：各級華語程度之線上輔助教學

三、網路資源運用於華語教學

四、翻轉教室

五、行動軟體運用於華語教學

六、遊戲式數位學習

七、Google classroom 基礎/進階使用

八、多媒體教材的認識、製作與評量

九、電子書製作

十、語言技能及文化之數位輔助資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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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經由閱讀關鍵的文獻，以探討讀寫發展理論、讀寫萌發教育與教學研究現況，並透過研究

專題的構想、討論與初期試探性研究的進行，體察研究的趣味與意義，進而培養學生投入讀寫研

究與教學之能力。1探討讀寫發展理論 2.探討讀寫萌發教育3.討論小學生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

況評估4.討論中學生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5.探討讀寫連結及平衡取向的教學與研究6.研

擬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標之教學研究計畫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講述、小組合作學習、口頭與書面報告

教學進度：

議題一、探討讀寫發展理論（3週）

議題二、探討讀寫萌發之理論與教學（3週）

議題三、討論小學生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四、討論中學生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4週）

議題五、探討讀寫連結及平衡取向的教學與研究（2週）

議題六、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的之教學研究計畫研擬、發表與

討論（3週）

指定用書：

曾世杰譯（2010）；Michael Pressley著。有效的讀寫教學-平衡取向教學。台北：心理。

Smith, F. (2012). Understanding 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reading and

learning to read. Six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Tompkins, G. E.(2012). Teaching writing: Balancing process and product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參考書籍：

古瑞勉譯（2001）；Lisbeth Dixon-Krauss著。教室中的維高斯基(Vygotsky in the classroom:

Mediated literacy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台北：心理。

李麗霞（1988）。看圖作文與創造性主動作文教學法對國小學童早期作文能力之影響。台南市

：久洋。

李麗霞、陳惠邦（2006）。行行重行行（第二版）。台北市：師大書苑。

柯華葳、詹益綾（2007.12）。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驗編製報告。測驗學刊，54輯2期，429-

4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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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仁、柯華葳 (2007.08)。 以認知因素區辨不同閱讀能力組的效能分析。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32(1)，1-14頁。

黃瑞琴（2010）。幼兒讀寫萌發課程。台北：五南。

洪蘭譯（2006）；Mark.H.Johnson 著。發展的認知神經科學。台北：信誼基金。

洪蘭譯（2009）。George A. Miller 著。詞的學問（The Science of Words）。台北：遠流。

洪月女（2008）。科學寫作理論與教學之探討。課程與教學季 刊，11(2)，173-192頁。

洪月女譯（1998）。談閱讀（堪薩斯州古德曼原作者）。台北：心理。

黃俊儒（2008）。科學讀寫在芬蘭。科學教育月刊，第309期。

http://www.sec.ntnu.edu.tw/Monthly/97(306-315)/309-PDF/02-97003-

%E8%8A%AC%E8%98%AD.pdf

漢菊德、陳正乾 譯（1998）；Margaret Donaldson 著。兒童心智─從認知發展看教與學的困境

。。台北：遠流。

蔡敏玲、陳正乾譯（1997）；Michael Cole等主編、L.S. Vygotsky著。社會中的心智─高層次心

理過程的發展。台北：心理。

賴如足、洪月女、楊曉強（2010）。從國小六年級學生自行閱讀的歷程探討閱讀困難之原因。

2010年閱讀策略、寫字教學與命題評量研討會論文集，52-65頁。

DeVries et al. (2002)。Developing constructivist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practical principles and activities.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Harper, B. and Hedberg, J. (1997)。Creating Motivat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 Constructivist View.Ascilite: Australia.

參考資料

洪蘭影音檔：閱讀http://media.mlps.ttct.edu.tw/reading-1/

http://www1.asics.com.tw/SukuKnow-2.html

國立台灣師大開放式課程：兒童認知發展與閱讀能力 /吳敏而博士

http://ocw.lib.ntnu.edu.tw/mod/scorm/player.php?a=432&currentorg=org_oc-

wme091023&scoid=3314

歐盟科學家發現閱讀有益大腦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1/P201101_12.htm

成績考核：

1.讀寫教學故事敘寫10%

2.讀寫文獻分析報告40%

3.讀寫教學問題與研究計畫初稿40%

4.參與討論表現批判思考1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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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寫作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Writing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寫作歷程導向為理論基礎。旨在檢視傳統以寫作結果為導向之教學觀念，能以多元觀點

評估作文教學研究案例，整合寫作理論、寫作教學策略與資訊工具於教學場域，並引導碩士生以

提昇低學習成就者之寫作能力為目標，研擬寫作教學研究相關計畫。

課程大綱：

01課程介紹

02寫作能力的習得與發展

03寫作能力的影響因素

04★寫作歷程的理論─認知取向的寫作觀點

05※發展寫作策略

        ※從字、詞、句式、修辭到寫作

06從字、詞到寫作的教學案例分享

        寫作教學策略─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活動

07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案例分享

08※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09※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10※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思考地圖在讀寫教學的應用

11思考地圖在寫作教學運用實例

12※從閱讀到寫作教學的連結

13※寫作評量

        寫作量表的應用

14學生寫作問題的診斷、分析與輔導

        寫作案例討論

15寫作領域的過去發展與現況

16發展適性的寫作教學方案或研究的議題、※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7※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8※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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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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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以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for learning: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tex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讀以學」是個體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自1980年代開始，認知心理對閱讀理解的認知歷程已相

當掌握後，逐漸有更多認知心理學者關注，讀者如何在文本閱讀中進行「學習」，並使所習得的

認知表徵應用於新的情境。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讀以學」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

題實作的方式，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對「讀以學」的影響。藉由修習本

課程，學生除了能對讀以學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理基礎，同時也能了解「讀以學」的基礎研究

在教育上之應用。

課程大綱：

Week 1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critical path for “self-learning”

Week 2Learning from texts: learning and memory

Week 3Learning from texts: Activation inform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4Learning from texts: Building Coherence reading represent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5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offline representation

Week 6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the effect of task

Week 7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8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9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0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1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2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3Education Implication: Why using textbook?

Week 14How to use a textbook: Academic Vocabulary

Week 15Inquiry Units: The units in textbooks

Week 16Help for Struggling Readers

Week 17Proposal presentation

Week 18Proposal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162 2020/12/10 03:48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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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and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探討語文領域課程規劃與語文教學設計之知能、國語文知識概念、國語文教學知能、如

何支持學童學習、國語文教學評量等議題；與教學行動實踐與反思有關的，如教師素養與教學反

思、溝通知能等議題亦在課程內。以多個「案例」提供討論，目的在整合問題、教學理論與實務

，建構學習者的認知脈絡。

課程大綱：

01語文領域教學應有的認識

02初始狀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與討論

03語文領域教學的內涵與方法

04語文領域教學的跨文化考量

05語文領域教材的選取與配置

06轉換歷程：語文領域的教學取向與設計

        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07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2

08★小說&故事的教學材料與設計

09★詩歌的教學材料與設計

10★戲劇&角色扮演的教學材料與設計

11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預測&摘要、連結策略）

12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推論、自我提問&六何

        法）

13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詰問作者&理解監控策

        略）

        形式深究的指導─文體、句式和修辭

14評估監控：語文領域的教學評量與回饋

15語文領域的教材分析─文本結構分析

16語文領域的課室觀察與反思

17★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

18★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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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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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在本課程中介紹其他國家語言教學的評量方式，並對照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綱，針對某些特定

的主題深入探討在國語文課堂上的使用時機及實施要點，以擴展修課學生對於語言教學評量的廣

度及深度。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課堂授課、指定閱讀、專題討論

教學進度：

1.語言教學評量方式綜覽

2.語言教學評量的標準參照與常模參照

3.學習態度評量

4.文學作品教學評量

5.語用能力評量

6.閱讀能力評量

7.詞彙量評估

8.口語篇章評量

9.書面語篇章評量

10.教學中如何應用動態評量

11.教學中如何應用學習檔案評量

12.教學中如何應用同儕互評

13.教學中如何應用自我評量

14.教學中如何應用資訊科技輔助評量

15.其他國家使用的語言教學評量方式參考：德國

16.其他國家使用的語言教學評量方式參考：法國

17.其他國家使用的語言教學評量方式參考：芬蘭

18.其他國家使用的語言教學評量方式參考：挪威

指定用書：Kunnan, A. J. (Ed.) (2014). The companion to language assessment.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參考書籍：

丘愛鈴等著。(2016)。十二年國教下的課程發展。臺北市 : 高等教育文化出版社。

張芬芬、謝金枝主編。(2019)。十二年國教108課綱實施與問題因應。臺北市 : 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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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學習態度、表現評量、實作評量、專題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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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華語作為第二外語教學的教學法和教材編寫為基礎，探討教材編寫的基本原理、理論與

架構，以及與教學法之間的 呼應。本課程先介紹外語教學法，爾後導入教材編寫理論包括教材的

屬性、功能、類型與分級，教材編寫原則、編寫大綱、 第二語言教材評估等。本課程將帶領學生

檢視臺灣與兩岸的華語文教材、編寫語體、教材語言的呈現，教材文化內容的取向 等，並實際設

計與編寫教材，從做中學，理論與實務兼顧。

課程大綱：

1 教材教法與二語/外語學習之間的關係

2 複習教學法

華語文能力指標的研製基礎

臺灣華語文教材編輯發展概況

3 教材的含義、屬性、功能與分類

4 教材與教學理論、教學大綱

5 教材編寫的語言形式：語言標準、語體

華語詞彙、語法分級探討

6 華語詞彙、語法分級探討

教材編寫原則

7 教材編寫的基本程式

主題與情境選用、真實語料與教材編輯

8 華語文聽說課程之教材教法

9 華語文讀寫課程之教材教法

10 第二語言教材評估

11 專業華語教材分類與討論

12 文化教材的取向與選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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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使學生瞭解國內外華語教學概況、教學理論與教材教法，提供華語教學實習環境，並

將華語教學理論落實並應用在實際的教學實務。本課程將安排學生在華語中心當任華語小老師

，輔導外籍學生學習華語，採一對一教學的模式，藉著實際教學的過程，使學生更能掌握教學技

巧、增進教學技能，同時也提昇對教學的自信心。每週上課都安排教學與語言學理論的論文閱讀

討論和教學實務研討。並於學期末一個月安排試教活動，將其編寫之教案運用在課堂教學中，實

際體驗華語教師教學時面臨之問題，以增加華語教學之能力。

課程大綱：

1 華語文教學現況與發展

2 國際漢語概念下的華語語音

漢語拼音考試／一對一華語小老師分配／試教分組

3 華語課程之課型與規劃

4華語教學法及教學設計

5 華語教材介紹與分析 I

6華語教材介紹與分析 II

專題演講：《當代中文課程》介紹與分析

7語言學理論與華語教學 I

8語言學理論與華語教學 II

9偏誤分析 & 對比分析 I

專題演講：華語教師經驗談

10偏誤分析 & 對比分析 II

11跨文化的華語教學

12校外華語教學單位參訪

13 試教與檢討 I

14試教與檢討 II

15試教與檢討 III

16 試教與檢討 IV

17綜合討論，成果分享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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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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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語文教學發展，除了在學科知識、課程設計、教材教法的精進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因此，近年來「華語文測驗和評量」也成為華語文教學領域裡重要的議題之一。華語文教學

課程目標是否實現？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學習者獲得了哪些基本能力？華語文教學相關單位和教

師如何檢核各領域的能力指標？等等都引起了華語文教學界的關注。除了中國大陸發展的HSK之外

，目前台灣也積極地研發具有信效度之華語文能力檢定。這些測驗對華語文教學課程、教學和學

習有何影響和意義，皆有待做進一步地探討。

課程大綱：

01測驗與評量、測驗的分類

02全球華語測驗的發展與現狀--- HSK、TOP、CPT、SAT II、TECC、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

03測驗的信度

04測驗的效度

05測驗的編製步驟

06題型設計－選擇反應式與建構反應式

07試題分析（難度、鑑別度、誘答力分析）

08SPSS-試題分析、信效度分析

09命題技巧－閱讀的試題編寫

10命題技巧－書寫的試題編寫

11命題技巧－聽力的試題編寫

12命題技巧－口說的試題編寫

13自編試題施測結果與分析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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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文教學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An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單元一：華語文教學之內涵與現況單元二：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設計單元三：華語文教學法單元

四: 課堂教學教學設計編寫單元五：實務華語文教學活動單元六：華語教學測驗與評量

課程大綱：

一、華語教學的現況與展望(國內與國外)

二、

1華語文教學之師資與機構

2國內外華語中心介紹及現況

三 、華語文教學之內涵-定義與目標、課程與教材)

四、華語文教學的特點與原則

五、華語文課堂教學規劃與設計

六、華語文學習發展與習得

七、華語文教材編寫原則與要點

八、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九、華語文教學之基本概念與教學理論

十、華語語音、詞彙教學

十一、華語漢字語法教學

十二、教學技巧與要項：閱讀寫作訓練

十三、

1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HSK

2華語教師職涯展望

十四、華語多媒體教學

十五、閱讀寫作教學華語文教學之評量與試題設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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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多元的訓練，學習設計合適的華語課程，運用於實際課堂中，課程活動包括： 1.參訪真實的

教學環境，與觀察師生互動情況 2.了解語言教學相關理論 3.認識與運用華語教材 4.引導設計華

語課程與教學活動 5.定期教學評估、自我教學反思

課程大綱：

01宏觀教學介紹與製作 Macro-teaching guidelines

02教案設計

03微觀教學介紹與製作 Micro-teaching guidelines

04教案設計與分享

05教案設計與教學觀察記錄方向

06宏觀教學 1 –主題一

     微觀教學1 – 教學法一

07宏觀教學 2 –主題二

     微觀教學2 – 教學法二

08宏觀教學 3 –主題三

     微觀教學3 – 教學法三

09宏觀教學 4 –主題四

     微觀教學4 – 教學法四

10宏觀教學 5 –主題五

    微觀教學5 – 教學法五

11宏觀教學 6 –主題六

    微觀教學6 – 教學法六

12宏觀教學 7 –主題七

    微觀教學7 – 教學法七

13宏觀教學 8 –主題八

     微觀教學8 – 教學法八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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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法 

課程英文名稱：Methodology of Mandar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如何啟蒙海外華人子弟學習華語，如何導引學生輕鬆學習華語。華語學生覺得學習痛苦?三無--無

聊、無趣、無味，華語教師覺得教得辛苦?三忙-茫然、忙碌、盲目。華語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是

否可以產出美麗的「教想曲」，在於華語教師的教學創意，華語教師如何走出教材迷思，從學生

問題出發為學生的學習面向建構學習新藍圖。因此，本課程以第二語言教學策略導入華語文教學

活動，課程中除了華語基本教學的設計外，也融入生活化的課程，更實務進行活潑生動的50個華

語教學教學遊戲。

課程大綱：

單元一：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教學差異

單元二：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三：華語文教學法

單元四: 課堂教學教學設計編寫

單元五：實務華語文教學活動

單元六：華語教學測驗與評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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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字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Character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漢字源自甲文、金文。篆隸定形以後，復經真楷而傳承至今。許慎於東漢作一大總結，條理漸明

，蔚為文化基石。本課程旨在介紹漢字構字原則，部首類別；應用和整哩，並以字典一章結束

，期能對漢字教學上，兼副題綱舉要之功。要為教學者所樂見。

課程大綱：

1.課程概說

2.簡化字概說

3.掌握簡化字策略（一）

4.掌握簡化字策略（二）

5.現代漢字的性質和特點

6.現代漢字的造字法

7.現代漢字的字形-筆畫和筆順

8.現代漢字的字形-部件和整字

9.期中考

10.識字教學法概說

11.隨課文分散識字、集中識字

12.部件識字、字族文識字、注、提識字

13.字理識字

14.對外漢字教學概說

15.對外漢字教學策略

16.對外漢字教學課堂演練（一）

17.對外漢字教學課堂演練（二）

18.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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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班級經營 

課程英文名稱：Classroom Managemen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單元一：班級常規的經營理念單元二：班級常規的構成要素單元三：班級常規的經營

模式單元四：班級常規的經營程序單元五：常規經營的實務調查單元六：高效能教師之常規經營

的發展趨向

課程大綱：

01語文班級經營基本理念與課綱簡介

02海外華語教學班級概況與特性

03L1和L2班級經營差異

04華語文班級經營準則語教學語言

05華語教學LD類別與學習輔導

06實務觀課

07華語教學班級經營情境營造與製作

08期中評量

09海外華語教師班級經營問題討論

10CFL和CSL班級經營

11實務參觀

12成人華語教學班級經營

13華語教學專注力提升活動

14高效能教師之常規經營的發展趨向

15華語教學班級經營活動設計

16期末評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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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字教學方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漢字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對許多外籍人士而言，漢字卻是世界上最繁難的文字。漢字

在世界文字中，有其獨樹一幟的特質，如何充分掌握漢字的相關知識與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教學

， 就成為華語教師必備的專業知能。本課程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課程，將介紹討論關於漢字

的性質、演變、結構、等相關理論，並以此為基礎，分析漢字教學的策略與方法。修習本課程後

，希望學生達到的學習成果主要有：一、掌握漢字理論方面的知識，包括：漢字的演變、性質、

特點、結構的原則與規律等；二、了解各階段華語教學中的漢字教學要點，以及課堂教學方法與

技巧；三、熟悉漢字教學相關教材及網路資源；四、能自行設計漢字教學教案，並運用在教學現

場。

課程大綱：

漢字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對許多外籍人士而言，漢字卻是世界上最繁難的文字。漢字

在世界文字中，有其獨樹一幟的特質，如何充分掌握漢字的相關知識與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教學

， 就成為華語教師必備的專業知能。

本課程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課程，將介紹討論關於漢字的性質、演變、結構、等相關理論

，並以此為基礎，分析漢字教學的策略與方法。修習本課程後，希望學生達到的學習成果主要有

：一、掌握漢字理論方面的知識，包括：漢字的演變、性質、特點、結構的原則與規律等；二、

了解各階段華語教學中的漢字教學要點，以及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三、熟悉漢字教學相關教材

及網路資源；四、能自行設計漢字教學教案，並運用在教學現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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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語教學實務一 

課程英文名稱：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課程設計在協助你

1)結合及運用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包括課程及教案設計、研發教材及學習評估方式、實際教學

、教學省思、及教學觀摩與他評

2)磨練及擴展你的教學技巧及想法

3)提升華語教學專業與面臨挑戰的能力

課程大綱：

本課程旨在協助你學習如何結合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設計合適的華語課程，並暸解真實的教學

環境、師生關係互動、教學操作、教學評估、教師專業發展等面向，將已學過的漢語語言學、第

二語言習得、語言教育等理論適切地應用於課堂中，進而反省與修正教學。在此課程中，你將會

有很多機會教學與觀摩，包括於實體班級教學，一對一教學，及在課堂上模擬不同的策略教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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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Cultur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文化資源」係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的資源，是人類為生活

需要所營建的，具有歷 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也可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

歷史文化意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的空 間，也是具有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的文化景

觀，也可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的傳統技藝、工藝，與國民生活有 關的傳統、風俗，亦指個時代

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的作品，當然也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景。以 上簡略

的定義是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定義，其重要的精神主旨，即是透過我們周遭的文化資源，來學習歷

史文化，並且產 生認同，我們也可以從過去習得經驗，學習改變現在，進而影響個人的文化涵養

，從個人拓群眾，累積未來的，更具時 代意義的公民記憶。本課程希望透過國內外文化資源的保

存與歷史記憶的相關理論、實證、引介案例的研討，促進學生 對文化資源保存、應用的知識觀及

方法論認識，並進行實務演練，以深化學生對於文化資源的重視、並具有展示、教 育、規劃相關

專業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導論

二、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一)

三、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二)(歷史取向)

四、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三)(記憶取向)

五、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四)建築與紀念一

六、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五)建築與紀念二

七、文化資產知識觀與方法論(六)建築與紀念三

八、資產保存與國族/在地認同(一)

九、文化資產的全球 vs.在地(一)

十、文化資產的全球 vs.在地(二)

十一、資產保存與國族/在地認同(四)創意經濟與文創的激盪

十二、台灣文化資產案例探討(一)光明場域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

十三、台灣文化資產案例探討(二)幽暗場域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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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課程英文名稱：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E-learing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以及行動載具的普及，學習者在語文學習領域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在這個課程

中，我們將讓修課的學生熟悉目前科技在語文教學領域的應用，並從學習的角度討論這些科技所

達成的效果。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1)閱讀《語言學習，動起來：無縫與移動語言學習探索》，於第一週上課時繳交一篇六百字的心

得至教學平台

 (2) 每週針對討論的主題，課後自行尋找 (於網路中尋找或教科書光碟等，語言不限) 與該主題

相符合的數位學習教材 (與語文領域相關)，於次週上課前上傳至教學平台

 (3) 期末報告需繳交自己所研發的評鑑表

教學進度：

1.簡介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的研究 (一)

2.簡介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的研究 (二)

3.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從演講中擷取重點之設計 (一)

4.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從演講中擷取重點之設計 (二)

5.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口語表達能力之設計 (一)

6.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口語表達能力之設計 (二)

7.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閱讀能力之設計 (一)

8.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閱讀能力之設計 (二)

9.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寫作能力之設計 (一)

10.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寫作能力之設計 (二)

11.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批判思維能力之設計 (一)

12.應用數位學習教材培養批判思維能力之設計 (二)

13.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評量項目 (一)

14.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評量項目 (二)

15.評鑑尺規的訂定 (一)

16.評量尺規的訂定 (二)

17.國內語文領域數位教科書教學設計之現況與發展 (一)

18.國內語文領域數位教科書教學設計之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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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書目：Farr, F., Murray, L. (Eds) (2016).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Routledge Handbook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New York, NY :

Routledge.

參考書籍：黃龍翔、陳之權。2014。語言學習，動起來：無縫與移動語言學習探索。南京，中國

：南京大學出版社。

成績考核：

《語言學習，動起來：無縫與移動語言學習探索》閱讀心得 10%

參與討論 15%

每週作業 30%

期末報告 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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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探討議題包

含語言與詩詞歌曲、語言與戲劇、顏色詞、親屬詞、地名文化、以及從古詞語考察過去的語言接

觸或文化交流等。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

       1引言：語言和文化的關係1-2

       2文化語言學的理念和界說16-27

2.12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329-354

3. 5語言、種族和文化 186-197,

         12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296-328

4. 1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3-10*

        3語言化石與栽培植物發展史126-154 **

5. 2語言演變的文化背景 28-74 ** 純香

       語言的區域特徵 李壬癸 1978 (2004, 73-89)*

6.1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11-17 *

        2造詞法和傳統文化109-124 *

        6台灣南島語言，李壬癸，2004，1-48( 29-42必詳介)**

7.10 人類對顏色的認知 282-318 *

        11 Ch7 色彩範疇 82-91 *

        期刊：鄒語基本顏色詞彙研究：柏林和凱的理論應用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8（3）：67-117，2010 莊新國、翟本瑞 **

8.11 Ch7 色彩範疇 82-91 * -2

9. 2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43-71**

        3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209-258**

        1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18-50**

10. 提出報告大綱 與討論 題目、動機、語料、可能討論方向

11.書本：台灣客家地圖，邱彥貴、吳中杰，2001 *

        期刊：客家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羅肇錦 2006 L&L*

         1. 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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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5 論客家話的形成 73-88(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

12.Ch.4 論閩方言的形成59-72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

        4.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3. 4.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4. 2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內涵 125-155 *

        1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51-65 *

        3從地名透視文化內涵123-150 *

        1.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15. 1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97-107 *

        期刊：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t.,2005孙

        玉卿* Pitay

13 親疏有別：漢語稱謂的文化心理 46-60 *

16.2語言和民俗147-166 *

        10 該說的、不該說的、和怎麼說—禁忌和委婉表達 122-160 **淑惠

        男女大不同** Ch.2, 3, 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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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彙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ocabulary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介紹現代漢語詞彙的一般特點，包括詞彙體系中的構成單位、詞彙結構與其語義；因應數位化的

潮流，將資訊科技融入詞彙教學；將相關理論與教學法應用於實際教學設計與演示。課程目標

：1.具備詞彙學知能2.資訊科技融入詞彙教學3.熟悉不同教學法及其應用4.具備規劃課程能力

，能就地取材利用所學之教學法與原理發展教學5.熟悉詞彙的教學技巧與測驗之原理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老師講解、學生讀書報告、主題討論、教學觀摩、教案演示

教學進度：

1.課程概述

2.詞彙結構特點 (錢玉蓮2006-ch3-4)

3.詞彙結構的分析與討論

4.詞義學

5.詞義分析與討論

6.Linggle系統簡介

7.近義詞的偵測與判別

8.詞彙與句式(smart write, anconc)

9.期中口頭報告

10.語料導向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booster

11.詞彙的排序與分級

12.詞彙教學法流派

13.教學觀與教學策略

14.詞彙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

15.詞彙教案設計

16.教案教學演示

17.詞彙的評量與測驗

18.期末口頭報告

指定用書：無指定教科書，將以一系列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進行

參考書籍：

周祖謨1982現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符淮青 2004 現代漢語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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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玉蓮2006現代漢語詞彙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詩敏等2016中文近義詞的偵測與判別，ROCLING p.342-351

林紀達2005資訊融入國語文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與成就影響之研究

徐金蓮2009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國語文教學-以三年級為例

歐素惠、王瓊珠 2004三種詞彙教學法對閱讀障礙兒童的詞彙學習與閱讀理解之成效研究

俞士汶等2008漢語詞彙語義研究及詞彙知識庫建設，語言暨語言學

方麗娜2003對外華語文詞彙教學的策略研究，南師學報

蘇英霞等2015國際漢語教學：詞彙教學方法與技巧，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網路資源

中文版Linggle搜尋引擎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 語料庫(網址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

bin/kiwi/mkiwi/kiwi.sh)

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15%

課堂導讀  15%

教案與其演示  30% (教案15%, 演示 15%)

報告  40% (口頭報告 15%, 書面報告 2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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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Socio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知能課群 □文學知能課群 □哲學知能課群 □國學知能課群 □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

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國語文教學評量、教材教法知能課群 ■跨領域國語文教學、評量運用知能

課群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對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簡介和研讀，讓學生更了解台灣地區社會語言學的現況和可

能的發展方向

課程大綱：

1社會語言學的興起

2社會語言學的定義

3語言變體

4語言與地域

5語言與社會階級

6語言與年齡

7語言與性別

8語言與職業

9期中報告 (博士班同學)

10期中報告 (博士班同學)

11語言與政治

12語言使用與社會權勢

13語言與社會生活

14語言與思維

15語言與文化

16期末研討會 (一)

17期末研討會 (二)

18期末研討會 (三)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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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專門課程討論會議記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10:00  
地點：教育館 312R                                        記錄：趙素貞 
主席：朱如君副主任 
出席人員：中文系李欣錫副主任、台文所王惠珍所長、語言所張月琴所長、華文所丁威仁所長、

臺語所劉秀雪所長、語言所翁翊甯小姐、師培中心廖怡雅小姐 

壹、 主席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華文所加入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四門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 

      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類新增以下三

門課程：「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

寫作」、「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 

二、 同意華文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四門課程－「先秦諸子

概論 (3/選)」、「現代詩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研究(3/選)」，以

及「自傳與回憶書寫專題(3/選)」。 

 

提案二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

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語言所加入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之培育系所，

並新增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 

（一）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類「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改至：閩南文化與文學類。 

（二） 閩南文化與文學類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二、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 

（一） 語言學知識類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二） 民族文化與文學類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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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客家文化與文學類新

增：「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比

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

題（3/選）」。 

四、 臺文所 109學年度欲新增修正之課程，由臺文所提供資料予台語所，並經台語所

會議通過後，送師培中心中心會議討論。 

五、 同意語言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

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課程： 

（一） 「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二） 「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

「南島語言學（3/選）」、「句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

「生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

「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語意學（3/選）」、

「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歷史語言學（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3/選）」。 

（三） 「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參、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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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6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

低學分數 
 

本校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中國語文學系、臺灣語言

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華文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課程名稱 課程修習規範 

語言知能課群 8 

語言學導論(3/必)、語言學概論(3/必)、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一門，實修

學分如超過 3學分，

僅採計 3學分，無法

列入本類別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 

漢語語法分析(3/必)  

文字學(3/選)、聲韻學(3/選)、訓詁學(3/

選)、修辭學(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 

漢語音韻專題(3/選)、語言分析專題(3/

選)、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漢語語法

學(3/選) 

 

文學知能課群 14 

中國文學史一(3/必)、中國文學史二(3/

必)、中國文學史(6/必) 

至少必修 3學分，實修

學分如超過 3學分，僅

採計 3學分，無法列

入本類別最低應修學

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

分 

文學概論(3/必)、詩選(3/必)  

唐宋明清文(3/選)、漢魏六朝文(3/選)、 

現代詩(3/選)、詞選(3/選)、戲曲選(3/

選)、 

現代戲劇(3/選)、小說選(3/選)、韓柳文(3/選)、

歐蘇文(3/選)、杜詩(3/選)、李白詩(3/選)、 

王維詩(3/選)、李商隱詩(3/選)、東坡詞(3/選)、

柳周詞(3/選)、紅樓夢(3/選)、歷代文選(3/選)、

唐代傳奇文(3/選)、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

選)、文學經典：台灣文學選讀(3/選)、曲選(3/

選)、文學與創作導論(3/選)、台灣文學史(3/選)、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3/選)、 

現代散文選讀(3/選)、宋元戲曲選讀(3/

選)、明清戲曲選讀(3/選)、現代詩選讀(3/

選)、古典小說(3/選)、現代小說選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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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專家詩(3/選)、專家詞(3/選) 

哲學知能課群 6 

中國思想史一(3/必)、中國思想史二(3/必)、

中國思想史(6/必) 

至少必修 3學分，實修

學分如超過 3學分，僅

採計 3學分，無法列

入本類別最低應修學

分與最低應修畢總學

分 

孟子(3/選)、荀子(3/選)、老子(3/選)、 

莊子(3/選)、墨子(3/選)、韓非子(3/選)、 

子學名著選讀(3/選)、先秦諸子概論(3/選) 
 

國學知能課群 6 

古籍導讀(3/必)、國學概論(3/必) 至少必修一門，實修學

分如超過 3學分，僅採

計 3學分，無法列入

本類別最低應修學分

與最低應修畢總學分 

詩經(3/選)、楚辭(3/選)、經學名著選讀(3/

選)、史記(3/選)、論語(3/選)、文心雕龍(3/

選)、 

左傳(3/選)、學庸(3/選)、四書選讀(3/選) 

 

語文應用、創

作、傳播與相關

教學知能課群 

4 

深入閱讀與高階寫作(3/選)、應用中文(3/選)、

現代戲劇選讀與寫作(3/選)、現代戲劇(3/選)、

散文鑑賞與習作(3/選)、書法(3/選)、 

小說鑑賞與習作(3/選) 、基礎影視實務(3/選)、 

現代詩鑑賞與習作(3/選)、 

現代戲劇名著選讀(3/選) 、 

大學中文寫作：企畫書與文案(3/選)、 

大學中文寫作：生活美學書寫(3/選)、 

大學中文寫作：故事改編(3/選)、 

大學中文寫作：小說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寫作(3/選)、 

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3/選)、 

非虛構寫作(1/選)、活動企畫書寫作(1/選)、 

編輯與出版(1/選)、數位網路與文創(3/選)、 

文案寫作與編輯(3/選)、 

大眾文學與產業(3/選) 、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3/選)、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3/選)、 

台語影劇及文學(3/選)、進階影視實務(3/選)

現當代東亞動漫的文化閱讀(3/選)、 

台語‧歌曲及社會(3/選)、 

影像敘事與鏡頭語言(3/選)、 

次文化與文藝理論(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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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分析與習作(3/選)、電影與視覺文化(3/選) 

現代詩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研究

(3/選)、自傳與回憶書寫專題(3/選) 

國語文教學評

量、教材教法知

能課群 

0 

讀寫教學專題研究(3/選)、漢字教學(3/選)、 

寫作教學研究(3/選)、讀以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華語教學法(3/選)、

華語教學通論(3/選)、華語口語與表達(3/選) 

華語教材教法(3/選)、漢字教學方法(3/選) 

聽力與會話教學方法(3/選) 

閱讀與寫作教學方法(3/選) 

華語教學實務一(3/選) 

華語教學實務二(3/選) 

華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3/選) 

華語文教學實務專題(3/選) 

電腦輔助華語教學(3/選)、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3/選)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題(3/選) 

華語文教學導論(3/選)、華語教學實務(3/選) 

華語教學班級經營(3/選) 

 

跨領域國語文教

學、評量運用知

能課群 

0 

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3/選)、詞彙教學(3/

選)、語言與文化(3/選)、社會語言學專題研

究(3/選)、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3/選) 

 

說                   明 
1.本表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6學分，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為「語言知能課群」8 學分、
「文學知能課群」14學分、「哲學知能課群」6學分、「國學知能課群」6 學分、「語文應用、
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 4學分。 

 

 



110 學年度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立清華大學  辦理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 領域 群 科國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先秦諸子概論(3/選)」、「現代詩

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

研究(3/選)」，以及「自傳與回憶書

寫專題(3/選)」 

無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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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109 年 02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8763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7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0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

分數 36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參考科目 

（僅供參考） 

備註 

(必、選修規定)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3/選)、臺灣客家語專題研

究(3/選) 

左列 11 組課程

需任選 3 組至

少一門課程，

同組課程若修

習兩門以上，

於本類(語言學

知識)課程中僅

採計一門。超

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

低總學分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調查(3/

選)、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典閱讀

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選)、實驗

語音學(3/選)  

漢語音韻專題(3/選)、漢語方言通論(3/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3/選)、語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型專題(3/

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計量

研究專題(3/選)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3/選)、語義學專題(3/選)、

語用學專題(3/選)、語用學(3/選)、語法與詞彙

語意介面專題(3/選)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 、語言接觸專題研

究(3/選)  

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選)、語

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題(3/選)、語言

治療專題(3/選) 、言談分析專題(3/選)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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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理論專題(3/選) 

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

究(3/選) 

臺灣語言綜論(3/選)、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3/

選)、台灣客家語概論(3/選) 

客家語文溝通

能力 12 

客家語聽力與口說(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閱讀與書寫(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正音與拼音(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3/選) 

左列3組課程需

任選 2 組修習。 
華客語翻譯(3/選) 

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3/選) 

客家文化 
與文學 10 

客家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台灣客家文學選(3/選) 

左列7組課程需

任選3組至少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

(客家文化與文

學)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於

要求最低總學

分數。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3/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選)、台灣現代散文

研究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台

灣古典詩人專題(3/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3/選)、作家研究專題(3/選)、現代詩研究方法

專題(3/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

題(3/選)、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3/選)、

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戰後初期

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選)、文學理論與

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

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選)、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3/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

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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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選)、台灣戲劇專題

(3/選)、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3/選)、

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與解嚴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客家文化專題( 2/選)  

客家語教學 4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況(3/
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教學量化

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3/選) 

左列7組課程需

任選2組至少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

(客家語教學)課

程中僅採計一

門。超修之學分

數，累計於要求

最低總學分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學教學

應用(3/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3/

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寫作教學研究

(3/選)、語文教學行動研究(3/選)、閱讀理解專

題研究(3/選)、客家語語言教學(3/選)、語文教

育研究方法專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

學(3/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閱讀

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讀寫教學專題研究(3/

選)、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3/選)、閱讀教學專

題研究(3/選)、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3/選) 、讀以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0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

最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客家語文者，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家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

之能力證明。 
4.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台

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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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課程修正對照表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客家文化與文學
/10 

臺灣客家文學選、台灣文學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
選)、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

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

研究方法一(3/選)、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3/
選)、台灣古典詩人專題(3/
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3/選 )、作家研究專題(3/
選)、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

(3/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

與文化生產專題(3/選)、日

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3/選)、戰後台灣現代小說

研究專題(3/選)、戰後初期

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選) 

新增：文學理論與文本

分析專題(3/選)、文藝

思潮與運動專題 (3/
選)、比較研究專題(3/
選)、性別書寫專題(3/
選) 

1. 臺灣客家文學選、台灣

文學選課程項目新增

「文學理論與文本分

析專題」、「文藝思潮與

運動專題」、「比較研究

專題」、「性別書寫專

題」4 門課，增加學生

選課多樣化選擇。 
2. 臺灣的族群文化與文學

課程項目新增「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1 門課，

增加學生選課多樣化選

擇。 
3. 臺灣戲劇與電影課程項

目新增「影視劇本創作

一」、「影視劇本創作

二」、「台灣戲劇與劇場

文化專題」3 門課，增
臺灣的族群文化與文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

(3/選) 
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

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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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戲劇與電影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
選)、台灣戲劇專題(3/選)、
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

與解嚴專題(3/選) 

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

(3/選)、影視劇本創作

二(3/選)、台灣戲劇與

劇場文化專題(3/選) 

加學生選課多樣化選

擇。 

說明欄位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

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

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

學分數 40 學分(含)，主

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客家語文

者，應參加客家委員會

辦理之客家語能力認

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

能力證明。 
4.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

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

研究方法二課程無先修

課程之限制。台灣文學

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

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

之限制。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

劃科目須依據「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內涵訂

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數 40 學

分(含)，主修專長課

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低

11 學分)。 
3. 取得客家委員會辦

理之客家語能力認

證中高級以上證書

者，得抵免客家語

文溝通能力課程類

別至多 8 學分。 
4. 具教學年資（5 年

以上者），檢具服務

證明書送審，可抵

免客家語教學課程

有關以客家語中高級認證

及教學年資抵免學分之規

範，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94384B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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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至多 4 學分。 
5. 修習本領域客家語

文者，應參加客家

委員會辦理之客家

語能力認證，取得

中高級以上之能力

證明。 
6.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

究方法一、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課程無先修課程

之限制。台灣文學

史專題一、台灣文

學史專題二課程無

先修課程之限制。 



109年12月4日

109-0002-MA12-1-1B

 

國立清華大學
 

 

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補正】
 

適用對象：適用109學年度起符合本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資格之師

資生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請將本資料連同其
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培育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已符合

□ 既有群科上傳至少一筆培育佐證資料，且通過審核：未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40學分，實際：40學分)

■ 填寫「主修專長課程學生應修學分數」：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36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部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306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學校自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6學分，實際：306學
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2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語言學知識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13學分)

■ --參考科目如語言學概論、語言學通...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之下開設至少 1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5學分)

■ --參考科目如客家語聽力與口說、客...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客家語閱讀與書寫、客...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客家語正音與拼音...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客家文化與文學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94學分)

■ --參考科目如臺灣客家文化概論...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1 2020/12/04 05:09



(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0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306

領域核心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生最低應修學
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36

領域核心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校開設學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282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語言學知識 10 113 語言學通論 3 必修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 3 選修

臺灣客家語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2 選修

語言田野調查 3 選修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3 選修

語法理論專題 3 選修

生理語音學 3 選修

音韻理論專題 3 選修

實驗語音學 3 選修

漢語音韻專題 3 選修

漢語方言通論 3 選修

語言分析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結構專題 3 選修

語言類型專題 3 選修

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 3 選修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義學專題 3 選修

語用學專題 3 選修

語用學 3 選修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3 選修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語言與大腦 3 選修

心理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語言治療專題 3 選修

言談分析專題 3 選修

語言運作理論專題 3 選修

歷史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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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語言綜論 3 選修

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台灣客家語概論 3 選修

客家語文溝通
能力

12 15 客家語聽力與口說 2 必修

客家語閱讀與書寫 2 必修

客家語正音與拼音 2 必修

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 3 選修

華客語翻譯 3 選修

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 3 選修

客家文化與文
學

10 94 客家文化概論 2 必修

台灣客家文學選 3 選修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 3 選修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3 選修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3 選修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3 選修

台灣古典詩人專題 3 選修

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3 選修

作家研究專題 3 選修

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 3 選修

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
題

3 選修

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3 選修

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 3 選修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
1949)

3 選修

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 3 選修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 選修

比較研究專題 3 選修

性別書寫專題 3 選修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
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
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
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
作品討論裡展 開。例
如何謂「女性書寫」
？同志書寫議題裡，「
女同志書寫」與「男同
志書寫」有何異同？兩
性之外的「酷 兒」論
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
形象是種「符號」，那
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文
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
文化 裡，「性別」展
現出何等視野？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3 選修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3 選修

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 3 選修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3 選修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
留意單族群的原初傳統
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
代跨國流動之情境，「
族群」文學與文 化表
現， 則衍文化交會、
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
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
，即從「地、認同、族
群」開 始，思索台灣
不同族 群相遇的現象
，並考慮跨國/跨區域
的地理移動，族群文學
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
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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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40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36學分(含必修最低11學分)。

3.取得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家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者，得抵免客家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 3 選修

台灣戲劇專題 3 選修

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 3 選修

影視戲劇專題 3 選修

戲劇與解嚴專題 3 選修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3 選修

影視劇本創作二 3 選修

影視劇本創作一 3 選修 本課程每學年將選定位
近當代台灣作家，其文
學作品出發，從不同的
觀點切入，或從中擷取
部分或段 落 情節，輔
以影像敘事技能與鏡頭
語，發展出獨特且完整
的影像故事，每位同學
將各完成改編短片劇
本。

客家文化專題 2 選修

客家語教學 4 84 語言教學綜論 3 選修

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3 選修

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音教學 3 選修

詞彙教學 3 選修

語法教學 3 選修

語義學教學應用 3 選修

語言習得 3 選修

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3 選修

雙語教學研究 3 選修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3 選修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寫作教學研究 3 選修

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3 選修

閱讀理解專題研究 3 選修

客家語語言教學 3 選修

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3 選修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3 選修

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 3 選修

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 3 選修

閱讀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3 選修

讀以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
鑑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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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分。

4.具教學年資（5年以上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免客家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4學分。

5.修習本領域客家語文者，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家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6.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臺灣客家語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言田野調查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一門課。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語法理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

生理語音學、音韻理論專題、實驗語音學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漢語音韻專題、漢語方言通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分析專題、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

計量研究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語義學專題、語用學專題、語用學、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

七組)，至多採計3學分。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八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語言與大腦、心理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語言運

作理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九組)，至多採計3學分。

歷史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十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語言綜論、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台灣客家語概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十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列11組課程需任選3組至少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一門課。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華客語翻譯、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三門課程需任選兩門修習。

台灣客家文學選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

法二、台灣古典詩人專題、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作家研究專題、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解嚴前後台灣

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

題 (1945-1949)、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性別書寫專題課程

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課程

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台灣戲劇專題、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影視戲劇專題、戲劇與解嚴

專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

計3學分。

客家文化專題課程(第七組)，至多採計2學分。

上列7組課程需任選3組至少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一門課。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語言教學綜論、臺灣語言教學現況、語言教學理論專題、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

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音教學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詞彙教學、語法教學、語義學教學應用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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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雙語教學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寫作教學研究、語文教學行動研究、閱讀理解專題研究、客家語語言教學、語

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讀寫教

學專題研究、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閱讀教學專題研究、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讀以學專題研

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課程(第七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列7組課程需任選2組至少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3學分。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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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 1 性別書寫專題

本土教育 35 客家語語言教學、台灣客家語概論、客家文化專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客家語
聽力與口說、客家語閱讀與書寫、客家語正音與拼音、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華客語翻
譯、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客家文化概論、台灣客家文學選、紀錄片與台灣文學
專題、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台灣古典詩人專題、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作家研究專題
、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
題、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1949)、台灣文學史專
題一、臺灣語言教學現況、台灣文學史專題二、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臺灣戲劇及劇
場史專題、台灣戲劇專題、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影視戲劇專題、戲劇與解
嚴專題、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藝術與美感教育 3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

媒體素養教育 2 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

媒體識讀 2 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

閱讀素養 11 寫作教學研究、閱讀理解專題研究、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閱讀理論與
閱讀教學、讀寫教學專題研究、閱讀教學專題研究、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讀
以學專題研究、性別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國際教育 38 語言學通論、閩客語法專題研究、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言田野調查、臺灣客家語專
題研究、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語法理論專題、生理語音學、音
韻理論專題、實驗語音學、漢語音韻專題、漢語方言通論、語言分析專題、臺灣語言實
驗專題研究、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
題、閩客詞彙專題研究、語義學專題、語用學專題、語用學、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語言與大
腦、心理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語言運作理論專題、歷史語言學
專題、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臺灣語言綜論、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台灣戲劇與劇場
文化專題

多元文化教育 7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影視劇本創作一、影視劇本創作二、文學理論與
文本分析專題、性別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原住民族教育 1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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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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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開課系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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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語音學和音韻學的基本概念2.認識台灣語言之語音與音韻特色3.讓學生認識語法理論的主

要任務4.讓學生具備語法分析的基本能力

課程大綱：

1. 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 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 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 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 重音與聲調

6. 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 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言語行為動詞

16.情感的語義學

17.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多媒體信息處理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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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客語法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Syntax of Min and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分為兩個部份，一是閩客語語法特色的觀察與整理，二是相關理論的介紹。我們希望

透過田野調查、討論及報告，讓同學們逐步瞭解當代語言學的方法與目的，同時將理論研究和語

料結合起來。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使動式張麗麗 2006, Lien 1999

3被動式黃正德 1999, Lee 2010a

4使動式和被動式Chen and Lien 2011, Huang 2015

5閩南語ka曹逢甫 2005, Lin 2012

6客語lauLai 2003a, 2003b

7演講許婷婷教授

8閩南語hooCheng et al. 1999

9客語 bunLai 2001

10閩南語ka & hoo Lee 2009, 2012

11客語lau & bun Lai 2004, 江敏華 2006

12雙賓式Lien 2005, Lee 2011, 陳麗雪 2005, 黃漢君 2012

13詞彙語意Lai and Luo 2010, 劉秀瑩、連金發 2004

14名轉動詞Lee 2010b

15時體標記江敏華 2013

16固定語式連金發 2009, 陳麗雪、連金發 2007

17期末報告

18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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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客家語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Hakka in Taiwan an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it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We aim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important features of Hakka, and to expose them to data, theories, methodologies, and

recent advancement in this field. We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delve

into some interesting issues of their own choice, and share their findings in class.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音韻(I)鍾榮富. 2004.〈各次方言的語音差異〉，《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81-144。台北市

：五南。鍾榮富. 2004.〈客家話的音韻現象〉，《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

3音韻(II)145-192。台北市：五南。曹逢甫、葉瑞娟. 2006.〈詔安客家話-k尾的消失及其所引起

的音韻變化〉，《語言暨語言學》7.2:435-454。蕭宇超、邱昀儀. 2006.

                        〈東勢客語變調：三至四字組分析〉，《語言暨語言學》7.2:455-

482。

4構詞(I)鍾榮富. 2004.〈客家話的構詞〉，《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193-260。 台北市：五南

。江敏華. 2002.〈東勢客家話的重疊結構與變調〉，《語言暨語言學》

5構詞(II)   3.3:543-567。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6. Iconic coding of

conceptualization: Hakka reduplicative construc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483-499.

6詞彙語意(I)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3.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verbs of

hitting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2:340-361.Lai, Huei-ling and

7詞彙語意(II)   Shu-mei Chiang (賴惠玲、強舒媺). 2003. Intrapsychological force-

dynamic interaction: Verbs of refraining in Hakka.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2:

 

8詞彙語意(III)35-64.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7. Morpho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nges of Hakka si2: A multi-level analysi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2: 553-

                                574.Liao, Pei-yun (廖珮筠) and Huei-ling Lai (賴惠玲

). 2007. Hakka verbs of removal: Integration of verbal meanings and [VX]

construction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2:1-44.Lai, Huei-ling (賴惠

玲) and Wan-jyun Luo (羅婉君). 2010.Verbal polysemy of Hakka piong3 ’to put’:

Fram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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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8.2: 224-260.Huang,

Han-Chun (黃漢君). 2012. Psych predicates and causation in Hakka: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Chinese Studies 30.1: 309-340.

9有字句陳如慧. 2000.《從領屬到時貌---客語有字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碩士論

文。鄭縈. 2005.〈客語動詞「有」的語法特點〉，《臺灣語言教學與研

　　　　　　究》6:31-47。

10時貌葉瑞娟. 2004.〈客語中與時貌相關的兩個語詞〉，《台灣語文研究》2:265-283。李詩敏

、賴惠玲. 2011.〈臺灣客語表成貌與持續貌「著」之探討─詞彙語意與構

　　　　　　式互動的觀點〉，《漢學研究》29.3:193-230.Li, Shih-min (李詩敏) and Huei-

ling Lai (賴惠玲). 2011. Hakka aspectual Ted4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5.1:97-124.

11LAU/BUN字句(I)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1. On Hakka BUN: a case

ofpoly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137-153.字句(II)Lai, Huei-ling

(賴惠12LAU/BUN字句(II) 玲). 2003a. Hakka LAU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353-378.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3b. The

13LAU/BUN字句(III)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3:533-

561.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4. The syntactic ground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Hakka BUN and LAU.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1:87-105.江敏華. 2006.〈東勢客家話「同」與「分

」的語法特徵及兩

                                        者之間的關係〉，《語言暨語言學》7.2:339-364。

14語法化(I)劉英享. 2000.《東勢客家話情態詞研究─並以「愛」與「會」為例談語法化》，國

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2. The

15語法化(II)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370-391.Chiang, Shu-mei and Huei-ling Lai (強舒媺、賴惠玲).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beyond—The invisible space

behind the body-part term boi55 ‘back’ (背) in 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7.1:275-304.

16半虛詞戴浩一、吳莉雯. 2006.〈台灣四縣客語量詞“尾” (mi24)的範疇結構〉，《語言暨語

言學》7.2:501-521。吳莉雯. 2000.《台灣四縣客語量詞系統研究》，國立中

                        正大學語言學研究碩士論文。李偉哲. 2005.《從互動觀點談海陸客語

中的類狀詞》，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碩士論文。

17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陳秀琪. 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語言暨語言學》7.2:417-434。鍾榮富. 2006.〈四海話形成的規律與方

                                                向〉，《語言暨語言學》7.2:523-544。

18期末報告口述研究報告之成果，並由同學互評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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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Fiel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田野調查的重要性2.掌握語言的田野調查方法3.掌握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方法4.應用田野

調查了解原住民的族語與文化

課程大綱：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如何開始進行語言田野調查

3.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

4.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

5.應用軟體整理語料

6.語料分析

7.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簡介

8.觀察法

9.訪談法

10.參與法

11.田野調查的倫理問題

12.田野資料分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14 2020/12/04 05:09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Field Investig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讓學生藉由課堂上方法論的介紹，以及實際操作練習，掌握台灣相關語言調查能力

課程大綱：

1.Introduction

2.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1, Bowern 3

   工具介紹：Tools: Language Explorer

3.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4.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5.實作：基本詞彙語料蒐集

6.討論：音韻系統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9~10, Bowern 6

   Questionnaire: word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7.實作：構詞語料蒐集

8.討論：構詞規則

   Class report: Bowern 7, Thinking About What We Are Asking

   Speakers to Do (Carson T. Schütze) [PDF]

   Discussion: morphological rules and word formation

   一、Lingua Questionnaire

(http://www.ling.udel.edu/pcole/Linguistic_Questionnaires/LinguaQ.htm)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9.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0.討論：詞序、動詞名詞標記

     Class report: Bowern 8 (Lexical and semantic data)

11.討論：方向與困難

12.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3.討論：句法

     Class report: Bowern 9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narrative

 data), Vaux & Cooper 16, Pear story videos, Frog Story

14.實作：句子、故事語料蒐集

15.討論：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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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討論：語法

17.Final report

18.Final repor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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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二十世紀從索緒爾開啟現代語言學之後，不同的學術流派或新興學科層見疊出，理論翻新的速度

之快令人目不暇給，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引介一些當代重要的理論及應用於漢語的研究成果。

課程大綱：

1.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Postposing in Discourse

2.Information Status and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3.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4.Investig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but not all) implicatures using corpora and

web-based methods

5.Processsing scalar implicature: a Constraint-Based approach

6.A Novel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7.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unheralded pronouns

8.Conversational common ground and memory processes in language production

9.A corpus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age-related change in conversational speech

10.Anticipating who will say what: The influence of speaker-specific memory

associations on reference resolution

11.Character intimacy influences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dur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12.Phonetic convergence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as a function of interlocutor

language distance

13.Conversational grounding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e effect of partner

visibility and referent abstractness.

14.Syntactic Prominence Effects on Discourse Processes

15.Test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n-Line

Lexical Decision Task

16.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VP Preposing

17.Implicating Uncertainty: The Pragmatics of Fall-Rise Intonation

18.On the Topicalization of Indefinite NP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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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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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Classical Readings of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經典閱讀熟悉語言學的理論與發展，以及其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

課程大綱：

1引言

2音韻學文獻閱讀1

3音韻學文獻閱讀2

4構詞學文獻閱讀1

5構詞學文獻閱讀2

6句法學文獻閱讀1

7句法學文獻閱讀2

8語用學文獻閱讀1

9語用學文獻閱讀2

10期中口頭報告

11認知文獻閱讀

12方言文獻閱讀1

13方言文獻閱讀1

14語言接觸文獻閱讀

15語言史文獻閱讀

16漢語神經語言學的新方向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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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yntac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以往對漢語句型的討論重點放在詞序及其轉換，徐通鏘(1997)則指出有些句型的共同點是有定成

分在句首，如受事主語句、主謂謂語句、把字句、被字句等，而有定成分在句首是漢語主題顯著

(topic prominence)在句法系統中留下的後果之一；再如曹逢甫(2008)指出雙賓、動補和動賓句

之間關係密切。本學期將以句型之間的關連性為研究對象，研讀相關理論並進行初步分析。

課程大綱：

1引言

2結構學派語法理論的特點

3形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4構詞與句法的關係

5歷史語法

6語義與語法

7語言接觸與語法理論

8語料庫語言學與語法理論

9構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10期中報告

11雙賓句

12存現句

13可逆句

14被動式

15處置式

16比較句

17焦點結構

18期末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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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生理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Physiologic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世界語言中常見之輔音、元音、與聲調、語調等變化；學會相關發音方法與聽辨，並

練習台灣地區各類語言的紀錄轉寫等

課程大綱：

WeekTopics/readings

1.Introduction #1. Description of sounds

2.#2. Hearing pitch distinctions  #3. Voiced and voiceless fricatives

3.#4. Finer distinctions in pitch hearing #5. Facial diagrams;voiced stops閩南語記音

練習

4.Quiz 1 #6. Controlled intonation  #7. Voiceless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stops

5.#8. Longer sequences of pitch #9. Affricates + Review

客家語記音練習

6.#10. Syllables and som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11. Dental, retroflexed, groved

& flat articulations

7.Quiz 2 #12. Vowels and vowel glides  #13. Nasals

8.#14. Some back and central vowels #15. Laterals

9.期中提綱報告與討論

10.#16. Some front vowels #17. Flaps and trills

11.Quiz 3 #18. Lower-low vowels; length #19. Alveo-palatal stops

12.閩南語記音練習 #20. Some central vowels; vowel clusters #21. Double stops and

nasals

13.#22. Front Rounded vowels, Glide clusters #23. Fronted and Backed Velar Consonants

14.客語記音練習 #24. Nasalized and oral vowels #25. Unreleased and released

consonants; clusters with

15.Quiz 4 #26. Back unrounded vowels #27. Implosives, fortis and lenis articulation

16.#28. Voiceless vowels, laryngealization #29. Glottalized consonants; more

consonant clusters

17.#30. Retrolflexed vowels, breathy vowels, voiced aspirated stops #31. Clicks #32.

Pharyngealized sounds

18.口頭報告與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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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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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音韻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honological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各類語言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當代音韻分析理論，包括生

成音韻學以及優選理論的概念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

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WeekTopics/readings

1.課程介紹 &

        理論介紹介紹課程目標及教科書概要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2.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台灣語言語音系統介紹

        Problem set 問題分析、回家作業

3.Some typology: sameness and difference19-37

4.一個語言的音韻系統如何切入分析Making the form fit 38-53

        (台語中的日語借詞、華語中的英語借詞)

        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知覺、音系分析—以音譯詞中的流音(l, r)為例，

        于輝，2007，《語言研究》27.4: 87-93

        A.N. Adler. 2006. Faithfulness and perception in Loanword

        adaptation: a case study from Hawaiian. Lingua: 116, 1024-1045

5.Underlying the surface representations 54-63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1 (自編講義)

6.區辨特徵與規則þ Distinctive features 64-85

         Feature geometry 172-186

7.Ordered rules 86-103

8.音段變化與語音特徵A case study: the diminutive suffix in Dutch 104-115

        Austronesian Nasal Substitution and Other NC effects 271-289

       馬加音韻初步報告，1975, 《考古人類學刊》

       卓社布農語的滑音形成規律，黃慧娟，清華學報，2002，441-368

       Vowel deletion and vowel assimilation in Seediq.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李壬癸，1979，史語 所集刊51.2: 235-

301

9.期中報告(研究計畫摘要：題目、動機、語料現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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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epresenting tone 135-148 (討論閩南語和國語的聲調特色)

        Phonetically Driven Phonology: the Role of Optimality Theory and inductive

grounding 290-309

       Low Vowel Raising in Sinitic Languages: Assimilation, Reduction, or Both?

Feng-fan Hsieh,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583-623

11.音節概念與位置差異所造成的音韻變化þ Between the segment and the syllable 149-171

(討論南島語的重音)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2 （自編講義）

        因紐特語音節組構的優選論分析，李斌、蔣平，2011，《佳木斯教育學報》103: 104-

107

       漢語方言塞音韻尾保留情況的優選論分析，宮齊、王茂林，2011，《暨南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55: 104.110

1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310-34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and Voicing Assimilation in Optimality

       Theory 343-364(Lombardi, L. 1999.NLLT 17: 267-302)

Positional asymmetries and licensing 365-378

13. Partial Class Behavior and Nasal Place Assimilation 379-393

閩語的NC同化現象

14.找出語言中的UG特徵：無標浮現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483-494

15.Ellen Broselow, Su-I Chen, and Chilin Wang. 1998.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語言習得可以看到的無標浮現) SSLA, 20, 261-280.

16.語言變異的優選詮釋Variation and Change in Optimality Theory 569-580

       Variations in Kavalan Reduplication, Hui-shan Lin,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6:1051-1093

      The Morphologization of Liaison Consonants in Taiwan Min and Taiwan Hakka, H.

Samuel Wang and H.-C. Joyce Liu, 2010,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1-20

17.期末報告

18.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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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實驗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Experiment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的發音系統及聽覺系統介紹起，再針對臺灣各語言的語音做個別的探討，課中將

練習記錄語音有缺失的受試者的言談及聲譜圖分析，同時將討論到語音分析與助聽器、人工電子

耳的相關課題，最後一部分將著重在「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 方面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

果，要求修課同學應用所學的方法在期末完成一篇「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 的小型研究

。

課程大綱：

1 呼吸系統、呼吸異常對發音的影響

2 發聲系統、構音系統

3 音韻與語音異常、構音異常

4 如何記錄異常的語音

5 元音(單元音)

6 元音(雙元音)

7 輔音(發音部位)

8 輔音(發音方法)

9 輔音(鼻音)

10 聲調

11 語詞與連續語流

12 聽覺系統

13 助聽器

14 人工電子耳

15 言語產生模型

16 言語產生理論臨床應用

17 言語知覺模型

18 言語知覺理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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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音韻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nese Phon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漢語音韻系統，了解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傳統聲韻概念與

當代音韻分析理論，包括生成音韻學以及優選理論的概念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

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1. Warm up

2. 漢語概要

3. 漢語概要

4. 漢語概要

5. 音位系統

6. 音位系統

7. 音節

8. 音節

9. 音節

10. 音節

11. 小稱構詞

12. 小稱構詞

13. 聲調

14. 聲調

15. 聲調

16. 聲調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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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方言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Dialec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 課程目標1.熟悉漢語方言南北特色2.了解漢語各大方言區的主要特徵3.檢視漢語方言分區的

標準4.知道漢語歷史音韻演變層次與南北方言的關聯。二、課程概述本課程教授漢語方言研究的

重要概念與析論方法，包括漢語方言分區標準、各區方言深入認識、以及可能的擴散演變模式。

著重於讓同學閱讀與分析各區方言特色，對漢語方言分區演變有具體概念；進一步能從漢語方言

異同演變的角度出發，了解世界語言發展與演變的特色。

課程大綱：

週次主題　　　　　　　　　　

1.方言概念與語言的連續性　　

2.漢語方言的分區與區際聯繫

3.漢語方言的形成發展　　　　

4.北方方言　　　　　

5.官話方言與晉語

6.吳語　　　

7.湘語　　　

8.贛語

9.期中摘要討論

　　　　以單一方言或方言比較的觀點出發，整理提出相關語料，及可能的初步分析。

10.客家話

11.粵語

12.閩語(閩東)

13.閩語(閩南)

14.論閩方言的形成

15.閩方言的分布

16.閩方言分區概況

17.漢語方言綜論

18.期末報告與討論

　　　　以單一方言或方言比較的觀點，整體提出相關語料，及可能的初步分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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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不同的面向 (詞彙、 語法、語意 )探索各種 語言現象和 研究議題 ，透過主題式的

語言觀察、分析和討論，希望能讓學生對各種語法和意現象有進一步的了解，並深化學生語言分

析、辯證和批判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主題內容

1.課程簡介課程總覽

2.名詞組前置成分

Huang, C.-T. James. 2016.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renominals: Construction or

Composi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4: 431-475.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4/LLN17.4%E9%BB%83%E6%AD

%A3%E5%BE%B7.pdf)

3.情態詞

范曉蕾. 2016.〈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語

言暨語言學》17.2: 195-233.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2.pdf)

4.情態詞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歷時語法演變魏培泉. 2016.〈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語言暨語言學》17.2: 265-

290.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4.pdf)

5.近義詞

李詩敏、林慶隆. 2018.〈再探「高興」類近義詞：基於語料庫工具輔助之辨析研究〉，《華語文

教學研究》15.1: 45-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3-

201804180015-201804180015-45-83)

6.多義詞

Lai, Huei-ling and Siaw-Fong Chung. 2018. Color polysemy: black and white in

Taiwanese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6.1: 95-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6.1_.4_%E6%A8%A3%E6%9C%AC%E4%BF%AE%E6%AD%A3_.pd

f)

7.多義詞

陳俊光、劉欣怡. 2009.〈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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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5/1/ntnulib_tp_H0403_01_01

0.pdf)

8.多義詞

林建宏、張榮興. 2018.〈從篇章角度分析概念多義之現象－以華語名前形容詞「老」為例〉，《

華語文教學研究》15.3: 49-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9-

201810020035-201810020035-49-83)

9.語意特徵和動詞類別

Hsiao, Huichen S. 2015. The Role of FORCE in Mandarin Verbs of Cutt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2: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3.2_.1_2.pdf)

10.人稱代詞

陳俊光. 2008.〈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篇章功能：漢語不使用零代詞的機制〉，《華語文教學研究

》56.2:1-46.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1/1/ntnulib_tp_H0403_01_00

6.pdf)

11.期中報告提出大綱及口頭報告

V他個A句式郭維茹. 2014〈論「喝他個痛快」中虛指「他」的來源—兼及其他帶虛指「他」的構

式〉，《清華學報》44.4:689- 726.

V一個N句式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1655-1672.

12.不錯V句式

Ting, Jen. 2017. On the morphosyntax of the new expression bucuo V in Taiwan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rule borrow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5.2: 37-75.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5.2_.2_On_the_Morphosyntax_of_the_New_Expressio

n_Bucuo_V_in_Taiwan_Mandarin_A_Case_Study_of_Rule_Borrowing_.pdf)

13.雙及物句式

Liu, Feng-hsi. 2006.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863-904.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56b/2c432e97389d27d8687caddcd203e50b2320.pdf)

14.差比句

江敏華. 2017. 客家話的差比句及相關問題.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6: 121-150.

15.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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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Experiment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程主要針對博士班學生的研究需求設計，課程的涵蓋面包含語音、語用、及幼兒語言發展

，旨在培養發展出博士班研究生針對上述三個面向具備應用於臺灣語言研究的創新想法，課程結

束時落實至一個以臺灣語言為探討主題的研究設計中。

課程大綱：

Week 1語料處理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Week 2語料處理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Week 3語料處理 (II)語音實驗設計 (II)Request

Week 4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語音實驗設計 (III)Refusal

Week 5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2)語音實驗設計 (IV)Threats

Week 6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3)語音實驗設計 (V)Promises

Week 7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Week 8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Week 9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4)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Disinvitations

Week 10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5)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I)Complaints

Week 11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6)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V)Compliments

Week 12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7)語音實驗結果 (I)Advice

Week 13語音實驗結果 (II)Politeness (1) (2)

Week 14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8)語音實驗結果 (III)Impliteness

Week 15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9)語音實驗結果 (IV)Teaching Refusals

Week 16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0)語音實驗結果 (V)Teaching Compliments (1)

Week 17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1)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TeachingCompliments (2)

Week 18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2)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I)Pragmatic Vari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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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結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Struc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對於所討論的幾個語言結構有清楚而深刻的認識，除了深入討論其

定義及觀察在不同語言間的變形之外，亦將從語言類型的角度論及該特色在世界語言中的分佈情

形，期待修課同學能夠應用上課所談到的分析方法進行跨語言之間的比較。

課程大綱：

本學期的課程包含三種主要的語言結構：word order, simple clause, complex clause.

各主題各涵蓋若干子題，每週將討論兩個主題：

 

I. word order

Order of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81)

Order of subject and verb (82)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83)

Order of object, oblique, and verb (84)

Order of adposition and Noun Phrase (85)

Order of genitive and noun (86)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87)

Order of demonstrative and noun (88)

Order of numeral and noun (89)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0)

Order of degree word and adjective (91)

Position of polar question particles (92)

Position of interrogative phrases in content questions (93)

Order of adverbial subordinator and clause (9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noun phrase (9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the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97)

 

II. Simple clause

Expression of Pronominal subjects (104)

Third Person Zero of Verbal Person Marking (105)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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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ve constructions (107)

Antipassive constructions (108)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109)

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0)

Non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1)

Negative morphemes (112)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3)

Subtypes of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4)

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s and predicate negation (115)

Polar questions (116)

Predicative possession (117)

Predicative adjectives (118)

Nominal and locational predication (119)

Zero copula for predicate nominals (120)

Comparatrive constrctions (121)

 

III. complex clause

Relativization of subjects (122)

Relativation on obliques (123)

‘want’ complement subjects (124)

Purpose clauses (125)

‘when’ clauses (126)

Reason clauses (127)

Utterance complement clauses (128)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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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類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Typ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探討語言的共性和殊性，類型學研究可分為四個面向：跨語言類型學

研究、漢語類型學研究、方言語法類型學、歷史語法類型學，本課程理論學習與語料分析並重。

課程大綱：

1.課程介紹

4.語序類型學的發展—Comrie 1987第三編

2.語言共性—Comrie 1987 第一編

3.語言類型—Comrie 1987第二編, Croft 2003 Ch.2

4.理論前提—Comrie 1987第三編

5.Greenberg的語序類型學—劉丹青2003, Ch.2, Comrie 1987第四編

6.語序類型學的發展—劉丹青2003, Ch.3, Croft 2003 Ch.3

7.跨語言語序分析

8語法類—Croft 2003 Ch.4

9.期中口頭報告

10.主語—Comrie 1987 第五編

11.格標記—Comrie 1987 第六編, Croft 2003 Ch.5

12.跨語言格標記分析

13.句法結構類型—Croft 2003 Ch.6-7

14.類型和歷史語言學—Comrie 1987第十編, Croft 2003 Ch.8

15.漢語句法結構發展—橋本萬太郎1985 Ch.1-2,張頳2010

16.跨語言句法結構分析

17.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18. 期末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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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rpus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數位化技術、資訊通訊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深遠，而收

集大數據及數據挖掘技術更是近年熱門的研究領域，語言的研究與教學也應善用這些技術。本課

程主要介紹漢語語料庫的發展及研究現狀，同時透過跨領域合作，學習簡易的程式撰寫、並應用

於語言分析

課程大綱：

1      本科目與課程地圖之關係、課程簡介及概述

2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及研究現狀

3語料庫簡介

4語料庫與詞彙研究

5語料庫與漢語構詞研究

6語料庫與詞類研究

7語氣詞分析與討論

8體標記分析與討論

9雙賓句分析與討論

10期中報告

11補語句分析與討論

12複句分析與討論

13語法變異

14語料庫與語義研究

15語料庫語言學與第二語教學

16語料庫語言學與語言評量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書面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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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利用語料庫進行計量分析、以及在語言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 goals and methods of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第三週 lexicography

第四週 grammar

第五週 lexico-grammar

第六週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第七週 register variation

第八週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第九週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investigations

第十週 summaries and applications

第十一週 期中計畫報告

 第十二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量研究(1)

第十三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量研究(1)

第十四週 漢語詞彙計量研究(2)

第十五週漢語詞彙計量研究(2)

第十六週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理論與實踐(3)

第十七週 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理論與實踐(3)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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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客詞彙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Lexicon of Min and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閩客語詞彙作為中心主題，貫穿所預定之主題。首先介紹詞彙的結構，藉由語言比較說

明屈折(inflection)、衍生(derivation)，以及複合(compounding)三種主要的構詞法，以及閩客

語的構詞特性。在基本概念之上，本課程將關注以下議題：方言本字的考證、詞彙語意的探討、

認知語言學中的原型理論和框架語義、語法化、詞彙化、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詞彙改變、方言特徵

詞等語詞彙相關之議題。

課程大綱：

1. 詞彙及其結構

鍾榮富. 2006.〈詞彙及其結構〉，《當代語言學概論》109-145. 台北市：五南。

連金發. 2000.〈構詞學問題探索〉，《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61-78。

鍾榮富. 2004.〈客家話的構詞〉，《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193-260。 台北市：五南。

楊秀芳.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第3章 構詞)。台北市：大安。

連金發. 1999.〈臺灣閩南語<頭>的構詞方式〉，《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5: 289-309.

2. 方言本字考

楊秀芳. 2000.〈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第18卷特刊：111-146.

楊秀芳. 2004.〈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南語中的表現〉，《台大文史哲學報》60: 199-242.

3. 詞彙語意

鍾榮富. 2006.〈語義的表述與傳達〉，《當代語言學概論》185-218. 台北市：五南。

蕭素英. 2012.〈閩南語「行、步、走」的語意地圖與其在華語區的傳播〉，《臺灣語文研究》

7.1: 87-127.

連金發. 1998.〈試論台語泛意詞拍’phah4’〉，收錄於《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董忠司(編)，頁375-390。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邱湘雲. 2008.〈客家話「打」字語法化初探〉，《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6: 75-103.

葉秋杏、賴惠玲. 2009.〈以構式語法觀點談客語「打」字群之論元體現與及物性〉，宣讀於「日

本中國語學會第59回全國大會」，10月24-25日。札幌：北海道大學。

葉慧敏. 2015.《海陸客家話「打」字詞的語意與結構》。新竹：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4. 認知語言學

Geeraerts, Dirk (主編). 邵軍航、楊波(譯). 2012.《認知語言學基礎》(4. 原型理論/10. 框

架語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5. 語法化

沈家煊. 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4: 17-24.

Chiang, Shu-mei and Huei-ling Lai.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beyond: The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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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behind the body-part term boi55 (背) ‘back’ in 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7:1. 275-304.

曹逢甫、劉秀雪. 2008.〈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語言暨語言學

》9.3: 629-657.

6. 詞彙化

董秀芳. 2009.〈句法構式與詞彙化〉，收錄於《科學發展：文化軟實力與民族復興》(上卷)，學

術前沿論壇(編)， 339-346。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7. 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詞彙改變

Lien, Chinfa. 2015.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Pat4 識:Contact-

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in Southern M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273-299

鄭縈. 2009.〈語言接觸與詞彙化—以客家話為例〉，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國立交通大學客

家學院12月12－13日。

鄭縈、游孟庭. 2010.〈從方言接觸看同義並列式的詞彙化〉，Proceedings of the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Vol 1. eds. by L.E. Clemens and C.-M. L.

Liu, 1-1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8. 方言特徵詞

溫昌衍. 2002.〈客家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李如龍(主編)，頁208-277. 廈

門市：廈門大學。

邱湘雲. 2013.〈海陸客家詞彙的趨同趨異表現〉，《臺灣語文研究》8.2: 61-98.

李如龍. 2002.〈閩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李如龍(主編)，頁208-277. 廈門

市：廈門大學。

姚榮松. 2006.〈閩方言特徵詞層次試探〉，《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何大安

、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主編)，頁645-656。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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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eman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課堂講授、專題研討和課程論文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掌握語意學的研究對 象、基本概念和理

論，瞭解語意學這一領域和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同學未來從事相

關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第一週

Discussion on

Chap 1 What is Semantic priming and why should anyone care about it?

Chap 2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s

Chap 3 Becker’s Verification Model

第二週

Discussion on

Chap 4 Compound-Cue Models

Chap 5 Distributed Network Models

Chap 6 Multistage Activation Models

第三週

Discussion on

Chap 7 other models

Chap 8 Methodological Issues

Chap 9 Automatic Versus Strategic Priming

第四週

Discussion on

Chap 10 Associative Versus “Pure” Semantic Priming

Chap 11 Medicated Versus Direct Priming

Chap 12 Effects of lag

第五週

Discussion on

Chap 13 forward versus backward priming

Chap 14 Conscious versus unconscious priming

Chap 15 Prime-task effect

第六週

Discuss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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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 16 list context effects

Chap 17 word frequency, stimulus quality, and stimulus repetition

Chap 18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mantic priming

Chap 19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emantic priming an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第七週

Discussion on Category-Specific semantic disorders

第八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problems of older adults

第九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第十週

Discussion on

Putting throughts into verbs: developmental and acquired impairments

第十一週

Discussion on Two subsystems for semantic memory

第十二週

Discussion on Language and knowledge: knowing and thinking in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第十三週

Discussion on Understanding Meanings

第十四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dementia: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第十五週

Discussion on Models of Semantic Memory

第十六週

Discussion on Connectionist modelling of semantic deficits

第十七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s and therapy in aphasia

第十八週

Review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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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用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ragma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以語用學為論文研究領域的研究基礎，課程內容將涵蓋語用學領域的重點概念以

及熟悉語用學經典論述，並應用課堂上所談到的理論進行實際語料的分析。

課程大綱：

Week 1 introduction

Week 2.cwhy Politeness Matters

Week 3.theories of politeness

Week 4. face in interaction

Week 5. some issues with the concepts of face

Week 6. on the concepts of face and politeness

Week 7. im/politeness, rapport management and workplace culture

Week 8. children better at settling disputes

Week 9. Korean culture and politeness

Week 10. modern Chinese politeness revisited

Week 11.mades of address between female staff

Week 12.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K

Week 13.on impolitenes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Week 14. conflict culture and face

Week 15.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face interpretation

Week 1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eness and culture

Week 17. cultural impact on politeness

Week 18. implications of politeness and culture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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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用學 

課程英文名稱：Pragma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中的語用行為並帶領同學針對其固定形式設計教學課程

。

課程大綱：

Week 1. 導論

Week 2. 中外學者論「臉面」

Week 3. 當今學者的研究狀況

Week 4. 本土化觀的再探討

Week 5. 臉面的界定

Week 6. 定義的再認識

Week 7. 臉面的動力

Week 8. 臉面的資源

Week 9. 臉面的內核

Week 10. 君子形式

Week 11. 中國人的印象形成

Week 12. 中國人的自我

Week 13.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

Week 14. 臉面的文化

Week 15. 規範控制

Week 16. 心理平衡

Week 17. 象徵

Week 18. 人情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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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基本的主張為語言體系中詞彙語意和語法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密切互動的，本課程將介紹

語法和詞彙語意介面互動的研究對象、基本概念和理論、以及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讓同

學能夠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之基礎。

課程大綱：

1.Introduction 課程簡介

Levin, B. and M. Rappaport Hovav. 1996.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ed. by S. Lappin, 487-507. 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詹衛東〈詞彙語義與句法結構〉

http://ccl.pku.edu.cn/doubtfire/Translation_otherspaper/Lexical%20Semantics%20and%20S

yntactic%20Structure.pdf)

2.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Liu, Meichun and Chia-yin Hu. 2013. Free Alternation? A Study on Grammatical

Packaging of Excessive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47-90.

3.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連金發. 2014.〈台灣閩南語情態詞「通」的語義句法屬性：存在、否定、情態、語氣的互動〉

，《語言暨語言學》15.5:601-612。

4.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Rapoport, T. R. 1993. Verbs in Depictives and Resultatives.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ed. by James Pustejovsky, 163-18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echsler, Stephen. 2005.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55-2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en, Chinfa. 2002. Depict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2.2: 389-410.

5.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Tenny, Carol. 1992. The Aspectual Interface Hypothesis. Lexical Matters, ed. by Sag

and Szabolcsi, 1-27. Stanford: C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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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Filip, Hana. 1996.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 and the 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 by Adele E. Goldberg, 131-14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

7.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2005. Argument Re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5 The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Ch6 Thematic hierarchies in argument realization, pp. 131-185)

8.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Ackema, Peter and Maaike Schoorlemmer. 1994.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Lingua 93:59-90.

9.Lexical Representation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10.

Reflections on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 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2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Lexical Representation 期末報告大綱

11.Lexical Representation

Goldberg, Adele E. 2010. Verbs, Constructions, and Semantic Frames.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3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Goldberg, Adele E. 2005.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Accounting for Generalizations

and Subregularit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15-2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Goldberg, Adele E. 2001. Patient arguments of causative verbs can be omitte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argument distribution.Language Sciences 23:503-524.

Mittwoch, Anita. 2005. Unspecified Arguments in Episodic and Habitual Sentence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37-2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05. Change-of-State Verb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Argument Projection.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74-28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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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Socio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社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包含進行中的語言演變如何觀察、社會網絡分析

法、語言變異與各類分層因素的互動等，學生可以藉此觀察分析本土的各類語言現象，且能轉而

將其概念與方法運用於語言教學與語言研究之中。

課程大綱：

1.導論課程大綱介紹 Ch.1. What do sociolinguists study? (b 1-16)

2.ch.1導論 (a 1-23)

3.雙語現象之語言變異與變體Ch.2語言變異與語言變體 (a: 24-54)* ch.3 雙重語言和語言忠誠

(a:55-83)*  語言變異和語言變體 徐大明 2007*

4.ch2. Language Choic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b: 19-52**

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 曹逢甫 2001 《雙語雙方言(七)》*

ch.9 社會發展與語言競爭 (a: 234-270) *

5.ch.4 言語交際 (a: 84-107) *  語言接觸 徐大明 2007:212-239* (較多雙言使用與code-

switch)  ch.5 漢語的形成、發展和華人社會 (a: 108-130)*

6.研究方法Ch.2 Locating and selecting subjects (c:p23-48) **  Ch.6 課題的假設與抽樣分

析 (張廷國、郝樹壯 2008: 106-128)*

7.Ch.3 Data Collection, c: 49-87 **

8.期中摘要上傳(A4 1-3頁: 題目、動機、相關語料、可能分析)

9.語言演變與社會因素期中摘要討論 ch.11 社會因素與語言變異 (張廷國、郝樹壯2008: 243-

269) *  6語言變化 (徐大明2007: 182-211) *

陳淑娟2010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台灣語文研究》5:1, 15-3 *

 

10.Ch5. Language Change in Social perspective 135-166 (Romaine 2000)**  Ch9. Language

Change b: 206-236**  ch.4 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析比較 (張廷國、郝樹壯2008: 67-87)

11.社會網絡研究 ch.8. Ethnicity and social network (b184-203)**  Ch5. Social Rel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s, c: 116-135**

鄉音無改？金門人在北台灣的語音演變 (劉秀雪2012)

12.研究分析方法ch.8 問卷調查(張廷國、郝樹壯2008: 165-189) *  ch.9 採訪 (張廷國、郝樹

壯2008: 190-211) *  ch.10 觀察法 (張廷國、郝樹壯2008: 212-242) *

13.Ch.6 Investigatio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c: 136-168** 北方話鼻韻尾變異研究 徐大

明 2007: 51-68*

14.ch. 6 基於語料庫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a: 131-161)*  語言變項的描寫和研究 (徐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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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52-181)*

15.性別、年齡Gender and Age (b:157-183)**  兒童雙語發展與家庭社會網絡—對新加坡三代同

堂雙語家庭的調查研究(徐大明2007: 35-50) *

16.Language and Gender (101-134 Romaine. 2000)**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b: 301-335

17.期末報告 (完整的問卷規劃、調查方法、語料收集完成+分析)  課堂口頭報告與討論

18.期末報告繳交(本文8-10頁,A4, single spaced, 12 poin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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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ontac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是使學生熟悉當代語言接觸理論與台灣本土的各種語言接觸現象。台灣是一個多語言的

地區，語言接觸無處不在，藉由對理論的認識與應用，實際發掘台灣語言接觸議題並深入研究分

析。

課程大綱：

1.語言接觸與演變

課程介紹：Ch.1 Introduction,1-14 (Thomason 2001)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s van Coestsem,

1988: 1-44,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onald Winford (2003)

2.語言演變: 進步或退化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Aitchison 2001

Part I : Preliminaries

1.The Ever-whirling wheel

2.Collecting up clues

3.Chart the changes

Part II: Transition

4.Spreading the word

5.Conflicting loyalties

6.Catching on and taking off

Part III: Causation

10.The reason why

11.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12.Repairing the patterns

吳福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

第2期：3-23 (與Thomason 2001, ch.6相似，中譯版)

Ch.6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Mechanisms

Ch.4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Results 59-98

3.個案研究: 詔安客家話與四海客

陳秀琪(2006)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語言暨語言學7.2:417-434

新埔鎮的客家次方言接觸 劉秀雪 2010

4.句法個案:提出期末報告摘要

蔡維天，2003, 清華學報 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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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方言語言接觸的一個現象—把字句的運用 梁燕冰 (鄒&游2004)

5.個案: 閩南語與其他

龍岩大池鄉的閩客雙方言帶 79-85

寧德碗窯閩南方言島兩百年間的變化 134-155

曹逢甫. 2000. 〈台式日語和台灣國語—百年來發生在台灣的兩個語言接觸的實例〉，《漢學研

究》18 卷特刊：273-297。

6.語言接觸分析理論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57-195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96-221

A General and Unified theory of transmission processed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 van

Coetsem 2000

7.個案: 中國混合語

藏漢混合語倒話述略，意西微薩‧阿錯，語言研究2001

第三期

雅江倒話的混合特徵，民族語文2002年第5期

〈別琴竹枝詞百首箋釋〉，周振鶴《上海文化》1995第三期

8.個案：侗台語

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陳保亞2005，

北京大學學報第42卷第2期

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 陳保亞1995

9.漢語方言接觸

方言接觸和上海話的形成 游汝杰2004

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

與閩東、閩南之比較 (清華學報 2003,6 劉秀雪)

9.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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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探討議題包

含語言與詩詞歌曲、語言與戲劇、顏色詞、親屬詞、地名文化、以及從古詞語考察過去的語言接

觸或文化交流等。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

引言：語言和文化的關係1-2

文化語言學的理念和界說16-27

2.12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329-354

3. 語言、種族和文化 186-197,

12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296-328

4. 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3-10

語言化石與栽培植物發展史126-154

5. 語言演變的文化背景 28-74

語言的區域特徵 李壬癸 1978 (2004, 73-89)

6.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11-17

造詞法和傳統文化109-124

台灣南島語言，李壬癸，2004，1-48( 29-42必詳介)

7.人類對顏色的認知 282-318

 Ch7 色彩範疇 82-91

期刊：鄒語基本顏色詞彙研究：柏林和凱的理論應用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

學刊 8（3）：67-117，2010 莊新國、翟本瑞

8.Ch7 色彩範疇 82-91  -2

9.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43-71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209-258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18-50

10. 提出報告大綱 與討論 題目、動機、語料、可能討論方向

11.書本：台灣客家地圖，邱彥貴、吳中杰，2001

期刊：客家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羅肇錦 2006 L&L

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

Ch.5 論客家話的形成 73-88(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12.Ch.4 論閩方言的形成59-72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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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3.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4.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內涵 125-155

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51-65

從地名透視文化內涵123-150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15.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97-107

期刊：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t.,2005孙玉卿* Pitay

親疏有別：漢語稱謂的文化心理 46-60

16.語言和民俗147-166

該說的、不該說的、和怎麼說—禁忌和委婉表達 122-160

男女大不同Ch.2, 3, 5

17. 期末課堂報告

18. 期末課堂報告 線上全文繳交期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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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介紹認知語言學的沿革、對語言的看法以及關心的議題，同時透過閱讀漢語相關研究探討認知語

言學關心的主要課題如範疇化、隱喻與轉喻、意相圖示、語法化等。

課程大綱：

1. 範疇化與原型：分類詞

2. 範疇化與一詞多義

3. 語法化

4. 如何描述情緒、抽象的概念:概念隱喻

5. 從詞彙看認知

6. 圖形和背景：認知語言學的凸顯觀

7. 就語言而言，圖形與背景的差異如何形諸文字？

8. 認知語言學如何用意象圖示解釋介詞的多義性？

8. 框架

10. 移動事件在不同語言的表達

11. 語言獨特的框架對敘事風格的影響

12. 從框架到構式

13. 詞彙語意與語法的關係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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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大腦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Bra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主要介紹語言與大腦之間相關的知識，著重在大腦受損的語言障礙現象以及和語言運作相

關的神經心理機制。

課程大綱：

Part I (discourse analysis)

1.Forbes MM, Fromm D, Macwhinney B. (2012). AphasiaBank: a resource for clinicians.

Semin Speech Lang, 33(3):217-22.

2.MacWhinney B, Fromm D. (2016). AphasiaBank as BigData. Semin Speech Lang, 37(1):10-

22.

3.MacWhinney B, Fromm D, Holland A, Forbes M, Wright H. (2010). Automated analysis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Aphasiology, 24(6-8):856-868.

4.Kong AP. (2009). The use of main concept analysis to measure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persons with apha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J Commun Disord,

42(6):442-64.

5.Kong AP. (2010). The main concept analysis in cantonese aphasic oral discourse:

external validation and monitoring chronic aphasia. J Speech Lang Hear Res,

54(1):148-59.

6.Kong AP, Yeh CC. (2015). A Taiwanese Mandarin Main Concept Analysis (TM-MCA)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hasic oral discourse.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50(5):580-92.

7.Kahn HJ. (1996). Controlling for variability in research on normal aging and

neuropsychological populatio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tudies in adult

clinical populations. Brain Lang, 53(3):408-16.

8.Wu KR. (2006). Thoughts on modern aphasic discourse studies. Nan Fang Yi Ke Da Xue

Xue Bao, 26(4):497-9.

Part II (Naming)

9.Goodglass H, Wingfield A, Hyde MR. (1998). The boston corpus of aphasic naming

errors. Brain Lang, 64(1):1-27.

10.Tombaugh TN, Hubley AM. (1997). The 60-item Boston Naming Test: norms for

cognitively intact adults aged 25 to 88 years.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19(6):922-32.

11.Bowles NL, Obler LK, Albert ML. (1987). Naming errors in healthy aging and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 Cortex, 23(3):519-24.

12.Balthazar ML, Cendes F, Damasceno BP. (2008). Semantic error pattern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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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Naming Test in normal aging,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is there semantic disruption? Neuropsychology, 22(6):703-9.

13.Silagi ML, Bertolucci PH, Ortiz KZ. (2015). Naming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what changes occur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ease? Clinics (Sao Paulo), 70(6):423-8.

14.Lin CY, Chen TB, Lin KN, Yeh YC, Chen WT, Wang KS, Wang PN. (2014). Confrontation

naming errors in Alzheimer’s disease, 37(1-2):86-94.

15.Grima R, Franklin S. (2016). Usefulness of investigating error profiles in

diagnosis of naming impairments.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16.Chosak Reiter J. (2000). Measuring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picture naming

in Alzheimer’s and cerebrovascular dementia: a general processing tree approach.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22(3):351-69.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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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心理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語言的心理機制，以詞為中心，並透過科學的方法對字的觀念，發聲，文法的角色提

供一個系統化而合乎邏輯的解釋。從了解它的發生，發展與成果，進而探討文字，語言，思想與

人類大腦之間複雜的關係。

課程大綱：

WEEK 1 An Introduction to Maps and Atlases of the Brain

WEEK 2 Investigating Language with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WEEK 3 Human Learning

WEEK 4 Imaging Brain Development

WEEK 5 Human Aging

WEEK 6 Plasticity of the Adult Human Brain

WEEK 7 The Somatosensory System

WEEK 8 The Human Motor System

WEEK 9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Imaging of the Human Auditory System

WEEK 10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WEEK 11 Attention and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Mapping the Embodied Mind

WEEK 12 Mapping Human Cognition: Thinking, Numerical Abilities, Theory of

Mind,Consciousness

WEEK 13 Functional Maps and Brain Networks

WEEK 14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pplica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Aphasia

WEEK 15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Remediation of Acquired Naming Disorders from

a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WEEK 16 Modeling Disordered Perception

WEEK 17 Statistical and Neural Network Models for Speech Recognition

WEEK 18 The Roots and Amalgams of Connectionism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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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治療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後天失語症 (acquired aphasia) 的治療方法及治療效果，從認知、心理語言學

、功能、語用、社會心理學方面進行探討。

課程大綱：

1.Introdcution

2.The neurosciences of aphaisa

3.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1)

4.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2)

5.Aphasia assessment

6.Language Sampling

7.Transcription

8.Cognitive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9.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0.Function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1.Pragma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2.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3.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4.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5.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6.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7.Reviews

18.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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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言談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Discours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音韻、構詞、句法和語義等各大部門為切入點，簡介各部門特點，並進行語言

結構的實際分析，藉以提升學生對於語言現象的解析能力，奠定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2. Discourse and Power

3. Discourse in social change

4.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5. Intextuality

6. Situated meangings

7. Discourse models

8. Processing and organizing languages

9. Discourse as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10. Representing Social Actors

11. Representing Social Action

12. Time in Discourse

13.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ion

14.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urpose

15.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1

16.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2

17.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3

18. Project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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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運作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Operating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讓修課同學能夠熟悉語言運作的模型，練習利用模型及理論來增進對實驗所得的數據

及語料的了解深度。

課程大綱：

Week 1. Slow and infra slow potentials, delta rhythms

Week 2. Alpha rhythms

Week 3. Beta rhythms

Week 4. Frontal midline theta rhythm

Week 5. Paroxysmal events

Week 6. QEEG endophenotypes

Week 7. QEEG during sleep

Week 8. Methods of analysis of background EEG

Week 9. Practice

Week 10. Sensory systems

Week 11. Attention networks

Week 12. Executive system

Week 13. Affective system

Week 14. Memory systems

Week 15. Methods: neuronal networks and ERPs

Week 16. Practice

Week 17. Alzheimer's disease

Week 18. Methods of neurotherapy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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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歷史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是一門討論語言的歷史比較法之優劣、語言演變規律的時代先後、語言系統的內外變因與時代

面貌、語言譜系樹與原始語的可靠性、以及相關的觀點、方法和理論的課程

課程大綱：

1引言

2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3演講

4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5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6借用

7類推

8重新分析

9期中報告

10詞彙變化

11雙音化與詞彙化

12語義演變

13句法演變

14語法化

15語言演變的詮釋

16方言比較與歷史語法

17期末報告

18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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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hang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一方面介紹語言變遷相關理論及其研究方法，並嘗試將理論應用於漢語句法結構或詞彙的

變化。

課程大綱：

1引言

2討論變遷/變化/變異 - 論語言變化與變異的三維差異

3李明2001語言變化的過程、原因和機制

4方欣欣2004語言接触問題三段兩合論

5周振鶴、游汝傑 第九章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6吳福祥2007關于語言接触引發的演變

Thomason, 2001, Ch.6 Contact-induced changes--mechanism

7Donald Winford 2003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8期中口頭報告

9期中口頭報告

10潘悟云-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

陳保亞2005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

11陳秀琪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鄭縈 2012 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

12鄭縈、游孟庭 2011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

13Thomason, 2001,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4Thomason, 2001,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5何萬順-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

16期末口頭報告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口頭報告及報告繳交截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58 2020/12/04 05:09



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tudies on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從語言源流、地理分佈，類型特徵著眼，介紹台灣各族群語言的分佈、語法特質、方言差異、研

究現況等，另外我們亦將涵蓋大家熟悉的議題如書寫、拼音以及語言變遷等問題，希望同學除了

熟悉各語言的結構面之外，亦能了解語言學的應用面向，並奠定未來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語言源流：閩南語與客語的形成議題：

(1) 閩方言形成的看法有哪些？

(2) 閩方言形成的三個階段、四個層次為何？在語言之表現為何？

(3) 客家話形成的兩個學說。

(4) 客家話與客家人的關係。

語言源流：南島語

(1) 台灣原住民語言的重要性

(2) 南島民族起源地的各種學說

3.演講: “現代漢語句末情態虛詞的篇章功能”屈承喜教授

4.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

議題：閩南語與客語的聲、韻、調特質閩南語與客語的音韻文白異讀

5. 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2

6.語言的文字化：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議題:

(1) 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2) 書寫符號的科學與社會原則

閩南語與客語書寫與拼音議題:

(1) 不同書寫符號之特點

(2) 書寫系統的選擇

(3) 制訂書寫系統之原則

7.考本字

(1) 為什麼會有考本字的問題？考本字有何重要性？

(2) 考本字因何可行？

(3) 考本字的方法為何？覓字、尋音、探義各為何指？

8.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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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主謂式、偏正式、動賓式、動補式、並列式。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9. (4) 閩南語或客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10.專題演講 邱湘雲老師："漢語人體詞的認知隱喻探討-以"眼""足"為例"

11.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閩南語「仔」有哪些功能？

(2) 客語的「嬤」有哪些功能？

12.台灣南島語的構詞特色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4) 南島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13.構詞與語意的介面

(1) 華語「投」的多義

(2) 閩南語的「頭」的多義

(3) 原住民語的一詞多義

14.閩南語、客語與台灣南島語的句法-導論

台灣南島語

(1) 台灣南島語的詞序為何？

(2)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何謂焦點？格位變化？特殊句型？

國語、閩南語、客語

(1)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詞序有何特色？

(2)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句法與詞法如何平行？特殊句型？

15.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6.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7.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

為什麼用「死」？

沒死的「死」鬼、「死」相、「死」對頭？

沒有生命的位什麼會死？「死」巷、「死」規矩

為什麼「死」纏爛打、「死」守四行倉庫？

18.期末報告-1 （現象與解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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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包括現代漢語語言現象的描述，漢語語法中重要課題及相關研究的介紹，及探討現代

漢語共同語與古漢語/方言的關係，句法和構詞的演變等。

課程大綱：

1.引言

2.漢語的特徵

3.語音學

4.詞彙學 (詞、語素、漢字、音節; 詞彙的構成 外來詞與方言詞)

5.語料收集、分析與討論 [連讀音變、詞彙分類]

6.語義學 (詞的意義、詞義之間的關係)

7.構詞 (詞的構造、漢學研究18卷 構詞學)

8.詞組的定義及詞組的結構

9.語料分析與討論

10.基本句型I

11.基本句型II

12.特殊句型

13.構式與語義

14.語料分析與討論

15.方言的形成

16.台灣語言現況

17.語言的變遷

18.期末口頭報告+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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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客家語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of Taiwan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台灣客家語各個語言層面的介紹，包括客家語的歷史源流、次方言特色、語音

、音韻、構詞、語法、語意、語言接觸等特點，我們將從台灣地區現有的客家話研究成果著手

，旨在介紹客家語的語言特色，盡可能的涵蓋各方面的議題，希望同學除了熟悉客家話的語言結

構特點，也能了解語言學在實際語言分析和語言教學上的應用，透過講授與討論，奠定同學未來

從事相關研究或教學的基礎。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本課程主要是以逐步講授客家語各個語言層面的方式進行，也會請同學進行客家語言

日誌的紀錄和撰寫，紀錄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客家語言現象，課堂中會預留時間讓同學進行相關練

習與討論，希望能藉此將課堂上所學習的材料與日常生活語料相互印證，從而增進對客家背景了

解，以及對客家語的認識。

教學進度：

1.課程介紹

2.客家語的歷史源流與台灣客家次方言分布

3.客家語的音節結構、聲調、變調

4.客家語拼音方案介紹與練習

5.客家語與國語的音系對應

6.家語的音韻規律

7.客家語的構詞特點

8.客家語與語言接觸：四海話的形成與特點

9.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10.客家語的詞彙語意：近義詞

11.客家語的詞彙語意：多義詞

12.客家語的語法特點

13.客家語的有字句

14.客家語的分字句

15.客家語的摎字句

16.客家語的比較句

17.客家語和國語的語法轉換

18.期末課堂報告

參考書籍：

古國順、何石松、劉醇鑫. 2002.《客語發音學》。台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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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國順、羅肇錦、何石松、呂崧雁、徐貴榮、涂春景、鍾榮富、彭欽清、劉醇鑫. 2005.《臺灣客

語概論》。台北市：五南。

邱彥貴、吳中杰. 2001.《台灣客家地圖》。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果實製作。

賴文英. 2015.《臺灣客語語法導論》。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鍾榮富. 2004.《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台北市：五南。

羅肇錦. 1985.《客語語法》。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成績考核：

綜合表現10%

課堂參與20%

語言日誌20%

隨堂測驗20%

期末報告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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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聽力與口說 

課程英文名稱：Hakk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的在於提昇學生的客家語互動能力，課程內容含概各式主題內容，透過聽力及對話練習

、問答與對談、情境對話等方式，提昇學生客家語詞彙、文法、口說及聽力技能。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

2. 自我介紹

3. 個性

4. 長相

5. 家庭

6. 住家

7. 方位

8. 飲食

9. 期中考

10. 健康

11. 科技

12. 職場

13. 風俗習慣

14. 旅遊

15. 行程表

16. 天氣

17. 生活型態

18.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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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閱讀與書寫 

課程英文名稱：Hakka Reading and Writ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掌握正式及正確的客家語文寫作的基本工具及技巧，加強學生客家語漢字的讀、寫能力。

課程內容包括客家語文基本工具，熟悉客家語拼音與客家語漢字之書寫、客家語文寫作基本技巧

，認識客家語文有別於華語文的特性。實際操作內容含教育部台灣客家語推薦字詞練習、各式客

家語文章賞析、生活客家語的寫作技巧等。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客家語文線上資源、輸入法

2. 台灣客家語拼音方案、教育部客家語推薦用字

3. 短文閱讀賞析、文章朗讀練習、字詞練習

4. 短文閱讀賞析、文章朗讀練習、字詞練習

5. 短文賞析、寫作練習、語句練習

6. 短文賞析、寫作練習、語句練習

7. 名家散文賞析、短文寫作練習

8. 名家散文賞析、短文寫作練習

9. 期中小考：台羅拼音與短文寫作

10. 短篇小說閱讀賞析

11. 短篇小說閱讀賞析

12. 短篇小說寫作練習、課後習作

13. 短篇小說寫作練習、課堂討論

14.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5.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6.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7.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8. 期末考(閱讀與寫作)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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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正音與拼音 

課程英文名稱：Hakka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同學客家語的拼音與正音相關能力，尤其是教育部客家語拼音方案的拼讀、書寫、以及發音

、辨音能力。課程內容包括認識人體發音器官與語音符號，熟悉客家語的聲母、韻母（舒聲韻、

入聲韻、鼻母音韻、鼻音韻）和聲調（本調、變調、輕聲、仔前變調、隨前變調、再變調等）、

發音與正音練習、拼音對話練習、線上客家語字典使用與自我學習。

課程大綱：

1. 課程概述、線上辭典與自學資源簡介

2. 發音器官介紹與常見元音、輔音

3. 客家語音節概念，音韻覺識與拼音

4. 客家語聲母，音韻覺識辨認練習

5. 客家語韻母：舒聲韻，聲母與舒聲韻拼合與辨認

6. 客家語韻母：鼻音韻尾，聲母與鼻音韻尾的拼合與辨認

7. 客家語韻母：入聲韻尾

8. 客家語聲母、韻母拼合練習與小考

9. 客家語聲調，聲調覺識與辨認練習

10. 客家語聲調：變調，聲調覺識與辨認練習

11. 聲韻調綜合練習，詞語拚音辨讀

12. 聲韻調綜合練習，客家語唸謠拚音辨讀與練習

13. 客家語拼音與漢字對譯

14. 拼音對話練習

15. 分組綜合口試

16. 短文朗讀練習

17. 分組綜合口試

18.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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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Creative Writing in Hakka and Its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學生對臺灣語文創作的興趣，並能廣泛應用在生活諸多層面。從文獻、不同文學作品的閱讀

賞析，使學生更熟悉客家語文法使用與語文創作技巧；透過客家語流行音樂、廣播、新聞報導、

卡通、戲劇等影音作品來引導，培養學生在生活上的各個領域的客家語文創作能力與應用。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線上參考資源介紹、客家語輸入法介紹

2. 客家語短文賞析

3. 客家語文類賞析與創作

4. 客家語童謠賞析與練習

5. 客家語童謠賞析與創作

6. 客家語流行歌謠賞析與用字改寫練習

7. 客家語流行歌謠賞析與用字改寫練習

8. 客家語流行歌謠習作

9. 期中小考與現場習作

10. 客家語小說賞析

11. 客家語小說賞析與仿作

12. 廣告客家語作品賞析

13. 廣告客家語作品賞析與仿作

14. 廣告客家語分組習作(與演出)

15. 戲劇客家語作品賞析

16. 戲劇客家語作品賞析

17. 戲劇客家語分組習作(與演出)

18. 期末作品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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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華客語翻譯 

課程英文名稱：hakkaChinese-Hakka Transl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採用講授、討論與現場實作的方式，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掌握華客語口譯和筆譯技巧，了解

加強翻譯品質與效率的技巧關鍵，提升學生日後的職場競爭力。除了理論講述之外，本課程特別

注重實作演練，演練內容將以實際生活需求為主，希望所學即所用。

課程大綱：

1. 課程說明、翻譯概述

2. 華客語語言比較

3. 口譯種類及特性

4. 逐步口譯技巧訓練(一)

5. 逐步口譯技巧訓練(二)

6. 實作演練

7. 同步口譯技巧訓練(一)

8. 同步口譯技巧訓練(二)

9. 實作演練

10. 視譯技巧訓練

11. 實作演練

12. 筆譯的方法與技巧

13. 散文翻譯

14. 詩歌翻譯

15. 新聞翻譯

16. 實作演練

17. 總複習

18.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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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Studies of Hakka Dialec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的客家話有六種主要的次類─四縣、海陸、東勢、詔安、饒平及永定，其中以四縣及海陸為

主流。過去台灣的客家話的研究主要以四縣和海陸兩個腔調為主軸，研究重點也偏重在語音或詞

彙，本課程將以語法研究為主題，藉由行政院客委會認證的語料及田野調查，進行次方言之間的

比較。

課程大綱：

1引言

2客家音韻特色

3客家詞彙特色

4語言接觸理論

5語言接觸與四海話

6田野調查

7語料分析與討論

8客家話構詞特色

9田野調查

10語料分析與討論

11期中口頭報告

12構式語法

13構式語法與客家話雙賓結構

14客家話動補結構

15客家話動貌系統

16田野調查

17語料分析與討論

18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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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文化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Hakka Cul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聚焦於臺灣客家文化的風貌，從臺灣客家族群的獨特歷史過程出發，以下分別從建築、飲

食、服飾、民俗信仰、禮俗、音樂和戲劇等面向細細品味臺灣客家文化的獨特性。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

2. 客家的來源

3. 客家生活空間(一)

4. 客家生活空間(二)

5. 客家飲食(一)

6. 客家飲食(二)

7. 客家服飾(一)

8. 客家服飾(二)

9. 期中考

10. 客家信仰(一)

11. 客家信仰(二)

12. 客家婚喪喜慶(一)

13. 客家婚喪喜慶(二)

14. 客家音樂(一)

15. 客家音樂(二)

16. 客家戲劇(一)

17. 客家戲劇(二)

18. 期末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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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客家文學選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Readings in Taiwanese Hakka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詳細閱讀以客語創作之文學作品，可進一步認識台灣現代文學之樣貌，並且能增廣對台灣文

化之了解及認同。

課程大綱：

第一週 用客語寫作个意義

第二週 人个故事 出差世（短篇小說）p.1~p.29

第三週 人个故事 客家人、祖公留下來个腳跡

第四週 人个故事 吾爸、吾母

第五週 鳥仔个故事p.31~p.70（散文）屋簷鳥、白頭婆、阿啾箭

第六週 鳥仔个故事p.31~p.70（散文）竹雞仔、補鑊仔、畫眉仔

第七週 鳥仔个故事p.31~p.70（散文）長尾鵲、禾筆仔、鳥嘴筆、白鶴、夜呱仔

第八週 鳥仔个故事p.31~p.70（散文）我鳥仔、覆鴣仔、大抓婆、貴啾仔

第九週 期中筆試

第十週 樹仔个故事p.71~p.105（現代詩）

第十一週 牛眼、拔仔、木麻黃

第十二週 麻布樹、鹿仔樹、鳳凰樹

第十三週 木浪、赤柯、羊屎鳥

第十四週 木棉、有加利、筆剝樹

第十五週 樟樹、粄葉樹

第十六週 苦楝

第十七週 不歸路

第十八週 期末筆試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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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Documentary and Taiwan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與紀錄片， 台灣文學與紀錄片， 以不同媒介 對島嶼的現實 處境投以熱烈關切 ，因而

迸發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字、影像 、影像 媒介的

屬性， 媒介的屬性， 產生不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產生不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產生不

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與批判力道 ，深化 當前 社會命 題的討論與反思 。本課程 。本課程

試圖從「全球 試圖從「全球 —在地」之 在地」之 構連，從中關照 構連，從中關照 構連，從

中關照 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

土、 族群性別家國 記憶 等命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

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與現 當代主流社會進行 互動 、協商。本

協商。本 協商。本 專題 將結合紀錄片觀覽與作品閱讀 將結合紀錄片觀覽與作品閱讀 ，輔以社

會 ，輔以社會 學論文 之分析 視角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

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

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

台灣」的想 像與關切，並 以此激發 「全球 —在地」思考的 不同可能 。

課程大綱：

第一周 「全球 —在地」視角下的 紀錄片與 台灣文學

第二周 紀錄片的美學與文化意涵

主要教材

胡台麗「蘭嶼觀點」

李道明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台北 ：三民書局， 2013 。

第二周 紀錄片的美學與文化意涵

主要教材

胡台麗「蘭嶼觀點」

李道明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台北 ：三民書局， 2013 。

第三周 紀錄片的文學社會

主要教材

許慧如 「雜菜記」

王慰慈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

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

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從紀實到驗 1930 -2003 》台北 》台

北 》台北 ：同喜文化，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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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材《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 》台北 ：遠流， 2012 。

第四周 都市原住民的離與返

主要教材

馬耀‧比吼 「天堂小孩」

第四周 都市原住民的離與返

主要教材

馬耀‧比吼 「天堂小孩」

湯湘竹「海有多深」

第五周 城市果真殘酷 ?

主要教材

瓦歷斯‧諾幹《城市殘酷》台北 ：南方家園， 2013 。

關曉榮《 八尺門：再現 2% 的希望與奮鬥 》台北 ：南方家園， 2013 。

第六周 外省 記憶的建構

主要教材

蕭菊貞「銀簪子」

胡台麗「石頭夢」

第七周 個人記憶與家國敘事

主要教材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 2009 。

龍應台《大江海一九四》北：天下雜誌， 2009 。

第八周 酷兒的性別越界

主要教材

周美玲「私角落」

TIWA 「T婆工廠」 、「彩虹芭樂婆工廠」 、「彩虹芭樂婆工廠」、「彩虹芭樂第九周 離散寓言

‧記憶之書

第九周 離散寓言‧記憶之書

主要教材

陳俊志《台北 爸，紐約媽》：時報文化， 2011 。

紀大偉《膜》 台北 ：聯經， 2011 。

第十周 外籍配偶 的離散與定根

主要教材

蔡崇隆 「黑仔討老婆」

楊力州「拔一條河」

賀照緹 「303 」

第十一周 新移民 的各種 「練習」

主要教材

張耀仁《親愛練習》台北：九歌， 2010 。

《死亡練習》台北：九歌， 2014 。

第十二周 演講

邀請紀錄片導演與作家對談

第十三周 鄉土

與後主要教材

顏蘭權「無米樂」

李香秀「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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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 「鄉土」的變遷

主要教材

黃春明《鑼》台北 ：皇冠， 1985 。

甘耀明 《水鬼學校與失去媽的獺 》台北 ：寶瓶， 2005 。

第十五周 全球化與生態

主要教材

黃信堯「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

洪淳修「河口人」 、「刪海經」 、「刪海經」

第十六周 生態與 自然書寫

主要教材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台北 ：二魚文化， 2007 。

廖鴻基《後山鯨書》台北 ：聯合文學， 2008 。

第十七周 期末報告討論 1

請同學提供期末報告撰寫的紀錄片單、作品，為此周討論主要教材。

第十八周 期末報告討論 2

期末報 告主題、大綱試寫篇章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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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 Literary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是一門討論語言的歷史比較法之優劣、語言演變規律的時代先後、語言系統的內外變因與時代

面貌、語言譜系樹與原始語的可靠性、以及相關的觀點、方法和理論的課程

課程大綱：

週次課程內容

1引言

2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歷時vs.共時

3方言與歷史語言學的關係

4方言比較與歷史語法

5語法類型學與漢語史

6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

7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

8借用與語言接觸

9期中口頭報告

10詞彙擴散

11雙音化與詞彙化

12語法化

13語法化與語義演變

14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

15重新分析與句法演變

16語言演變的詮釋

17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18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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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in Modern Taiwan Pro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從台灣現代散文研究概況談起，觸及臺灣散文選本與散文典律的建構，重點將鎖定台灣國文

教科書「現代散文經典」的形塑(二)散文研究最缺乏的研究方法：西方第一人稱的相關文類研究

來探討第二部分的課程設計，將不採取傳統散文研究課程以散文主題研究，或是作家論為導向的

設計，而是企圖呈現出散文文類獨特史觀的開展與建構

課程大綱：

第一講：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講 台灣散文史的建構與反思

第三講 散文研究概況及研究方法

第四講 散文典律的建構與散文選本

第五講 戰後台灣散文的源流辨析—複系統的文學觀

第六講 文學場域與主導美學型態的建構

第七講 抒情美文／閨秀文學之特質

第八講 專題演講

第九講 女性散文家之鄉土想像

第十講 中國性、故國神遊及其主體性框架

第十一講 報導文學及都市散文

第十二講 戰後雜文書寫概述

第十三講 自然書寫之省察與探討

第十四講 九○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現象

第十五講 原住民散文

第十六、十七講 期末論文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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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課程英文名稱：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台灣文學專業研究者的學術能力與心理準備，包含快速掌握歷史情境、先行研究，提出新問

題、熟習一手文獻、精準聽取、條理性的口頭表達與討論以及架構井然的論文撰寫技術等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導論與課程介紹

(1) 課程導論與分組

(2) 文學史書目介紹

(3) 王汎森〈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2005 年）。（電子講義）

(4) 影像：〈1895〉

延伸：陳萬益策劃「臺灣文學與我專輯」，《國文天地》316、317 期（2011 年 9、10 月）（電

子講義）

2. 明清古典文學

(1) 黃美娥〈台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國立編

譯館出版，2007），頁 1-91。（附表略）

(2)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

5，1999.11。電子講義

(3)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春暉，2001），頁135-167。（陳

肇興）

延伸：

1. 廖美玉主編《臺灣古典詩選注 1：區域與城市》（台灣文學館，2012.12）。【新竹區選詩】

，頁549-597。

2.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臺灣省文獻會，2011），頁 65-

116。

3. 日治時期古典文學

(1)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麥田

，2004）。範圍：第三章

(2)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文津，2008）。範圍：第五章

(3) 施淑〈臺島詩人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份認同〉，《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文藝

，2012），頁355-374。

4. 殖民體制與米糖經濟

(1)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3）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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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第二篇第一、三章

(2) 葉淑貞〈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的發展〉，《台灣銀行季刊》60：4。（整份電子講義）

5. 民族運動與文化抗爭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播種者，2007.3）範圍

：頁171-344

6.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中、日文對讀

(1)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允晨文化，1993) 範圍：頁 143-264。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一）

7.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思潮 (一)

(1)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或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一)》

(人間，2012) 範圍：〈文協分裂與三○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日據時代小說中的知識

分子〉、〈書齋、城市與鄉村〉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二）

8.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思潮 (二)

(1)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或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一)》

(人間，2012)範圍：〈感覺世界〉、〈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賴和小說的思

想性質〉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三）

9. 日治時期文學史料

(1) 封德屏編《台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台灣文學館，2012）範圍：輯一，頁3-

119。必讀

(2) 台灣新文學雜誌（東方雜誌）：每人任選一種雜誌，翻讀一期或二期，介紹該雜誌的特色

，請勿重複

(3)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全四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 年10月：每人任選一冊，介紹這部書的內容和特色，可重複。

10. 期末論文諮商：暫定題目、問題假設、文本／文獻清單、先行研究調查與檢討

       每人 10 分鐘、口頭報告(紙本資料1-2 頁)、PPT 自由

11. 日本語文學與旅日作家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作家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2009.5）(電子講義)

範圍：第五章一、二、五節

12. 戰鼓聲中的文壇

(1)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大出版中心，2014.6）範圍

：二、三章

(2)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等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人間，2004.11）範圍：〈決戰下的台灣

文學〉

13. 皇民化運動、文學與認同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麥田，2006.10） 範圍

：第一、六、七章

14. 南方想像與外地文學

(1) 楊智景〈解題──帝國下的青春大夢與自我放逐〉，收錄於《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

作家的台灣故事》（台北：麥田，2010 年1 月），頁234-274。

(2) 橋本恭子〈在臺日本人的鄉土主義：島田謹二與西川滿的目標〉，收錄於吳佩珍主編《中心

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中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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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17.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18.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二、指定用書：

1.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遠景，1979 年）、《臺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前衛，1991 年

）

2. 下村作次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共 6 卷（綠蔭書房，1999

年）

3. 其它專書與論文，參見每周課程書目。

 

三、參考書籍：

1. 中島利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綠蔭書房，2000 年）。

2. 中島利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綠蔭書房，2001 年）。

3.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共四冊（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

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2012 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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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課程英文名稱：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呈現台灣文學研究文獻與研究方法之學術意義與研究價值，並反思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各種 研

究範式。二、呈現當今台灣學界研究風潮與學術思潮發展概況，以圖誌出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成

果。三、 厚植研究生發掘論文問題意識之能力;，以期培養研究生獨立研究能力，進而奠定學術

研究基礎，從而引導研究生思考未來之學術發展課題。

課程大綱：

「臺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授課大綱

一、任課教師：王鈺婷

二、課程說明

(１)呈現台灣文學研究文獻與研究法之學術意義與研究價值，並反思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各種研究

範式。

(２)呈現當今台灣學界研究風潮與學術思潮發展概況，以圖誌出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成果。

(３) 厚植博班研究發掘論文問題意識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 學術研究基礎

，從引導博班研究思考未來之學術發展課題。

三、參考書(初編):

1. 邱貴芬，《後殖及 其外》，台北：麥，2003。

2.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說眾論》，台北： 麥，2002。

3. Linda McDowell，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女性主 義地理學概說》，台北

：群學，2006。

4. 柯慶明，《臺灣現代文學的 視野》，台北：麥，2006。

5.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 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6. 呂正惠，《說與社會》，台北：聯經。

7. 葉維廉，《中國現代說的風貌》，台北：晨鐘，1970。

8. 葉蓁著，黃宛瑜譯，《想望台灣：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書林，2011。

9. 黃英哲，《「去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出版，2007。

10. 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安，2007。

11.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

所出版（群學經銷），2010。

12.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

所出版（群學經銷），2010。

13. Yvonne Chang , Sung-She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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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摩爾-吉爾伯特 (Moore-Gilbert, Bart) 著，彭淮棟譯，《後殖理論》，台北：聯經

，2004。

15.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AnIntroduction（1983），吳新發譯，《

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1993。

16. 詹明信，《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吳美真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四、教學式及報告形式

(１)採取講演和討論課（seminar）並的式，除了由教師提重點和引導討論外，主要由參與者報告

各週指定閱讀文章

(２)每週篇章由該週報告同學協調，報告論述重點並提出討論問題

(３)繳交指定次數之課堂報告

(４)完成期末論文報告

五、教學進度

第一講：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講：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概況

第三講：戰後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範式一

第四講：演講

第五講：戰後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範式二

第六講：後殖研究範式一

第七講：後殖研究範式二

第八講：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範式一

第九講：女性主義研究範式二

第十講：文學場域研究範式

第十一講：空間理論研究範式

第十二講：文化研究範式一

第十三講：文化研究範式二

第十四講：台港文學研究框架與範式

第十五講：跨媒介研究範式

第十六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一

第十七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二

第十八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三

五、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及出席討論30%

課堂報告及個報告30%

期末報告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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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古典詩人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Traditional Poe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透過台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以及新竹地區具代表性的詩人生平與作品介紹，讓學生對

台灣 古典文學發展及在地詩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課程大綱：

第一週至第三週 台灣古典文學簡史

第四週至六週 臺灣古典文學史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

第七、八週 鄭用錫(1788-1858)詩選讀

第九、十週 林占梅(1821-1868)詩選讀【鄭氏家廟、潛園參訪】

第十一週 楊 浚(1830-1890)詩選讀

第十二、十三週 林 豪(1831-1918)詩選讀

第十四、十五週 王 松(1866-1929)詩選讀

第十六、十七週 鄭家珍詩選讀 (1868-1928)【紫霞堂參訪】

第十八週 學生期末報告討論 (以日治時期新竹漢詩人為對象)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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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課程英文名稱：Travels of Writ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Spa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本課融合實務性課程精神，前半學期以北台灣的台北、新竹為案例，透過學界現有之北台地區

城市文化誌、都市史、文學史研究成果，進行文史資源調查與應用能力之示範；後半學期，開放

同學自由挑選從日治到戰後當代作家，進行作家某一時期、某依空間之移動經驗考察，並製作作

家行旅書，以期待培養台灣文學領域之文化創意人才。2. 課程進行方式，首先提供清代到日治時

代之空間感與歷史知識；其次，閱讀並討論台灣文學中的北台小說，根據上述兩種知識，作為前

往台北、新竹踏查之基礎。第三，研擬一份撰述台灣作家之台北行旅的構想書，於課堂中提案、

定案、公開研議、共同排除疑難。最後，以構想書為藍本，製作作家島都行旅私房書一部，或於

期末繳交作家文學活動場域移動與研究論文一篇。3.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以空間踏查與文學策展為

方法，重新整合日治時期台灣史與台灣文學知識，藉由活化性的課程，培養台灣文學學術研究與

文創應用人才。

課程大綱：

一、導論與研究意樂

1.課程介紹

2.研究意樂：王汎森〈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2005年）。（電子講義）

二、殖民統治與台灣：1895-1945

1.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聯經，2009年，頁65-159。(精讀，不提供講義)

2.〈姜紹祖抗日歌〉，客家傳統山歌。(電子講義)

3.影片討論：〈1895〉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延伸參考：陳惠齡〈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臺灣文學研究

學報》18，2014年4月。(電子檔)

三、台灣文學領域成功的文創產業案例─台中文學館建置案

1.以下書籍三選一，全本閱讀。不提供講義。

張德南《北門大街》，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最推薦)

王郭章《圖說竹塹》，清大出版中心，2004 年。(次推薦)

潘國正《新竹文化地圖》，中國時報新竹分社，1997。(次推薦)

2.專題演講：謝文泰建築師

四、竹塹城外文采風流：1875-1937

1.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5，1999.11。

電子講義

2.李科旻〈清代「閩人濱海，客家近山」之形成：以竹塹鳳山溪流域為例〉，《新竹文獻》57期

2014年6月。電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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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參考：李嘉瑜《日治時期台灣漢詩人：邱筱園詩集》（秀威，2013.12）。

五、如何製作城市浮世繪：文獻與材料的選取與割捨

1.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玉山社，2008年，頁16-54。

2.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頁124-207。

3.影片討論：〈Kano〉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六、如何穿越百年時空：年代與視角的選擇

1. 《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跡》(自行選讀一整本)

2.龍瑛宗《黃家》、《夜流》(二選一，電子講義)

七、新竹：作家和作家的家

1. 許雪姬編《黃旺成日記》，中研院台史所，2010，頁238-248。(電子講義，必讀)

2. 吳濁流：《台灣連翹》(草根出版社，1995)、吳濁流《無花果》(草根出版社，1995)。愛亞

：《曾經》(爾雅，1987)、《湖口相片簿》(紅樹林，2003) (四選一，不作講義)

八、如何寫一本好的城市文化誌：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1.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群學，2010)。閱讀頁42-68、145-182、238-265。

2.影片討論：〈大稻埕〉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延伸參考：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九、寫一本城市文化誌：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1. 曾山毅〈觀光產業中的臺灣與日本〉，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

，2012，頁173-228。

2. 《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構想書提案

每人一頁報告(10分鐘)：區域與作家設定、目標讀者設定、議題核心、先行研究書目清單

十、足跡‧古蹟：老台北城踏查

1. 郭秋生〈王都鄉〉，鍾肇政、葉石濤編《一群失業的人》(台北：遠景，1979)，頁403-422。

(電子講義)

2. 朱點人〈秋信〉，原載《台灣新文學》三月號，1936 年 3 月3 日出版，收入張恒豪編，《王

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1991)。(電子講義)

3. 朱點人〈打倒優先權〉(電子講義)

十一、作家去台北，台北的作家們

1.濱田隼雄的〈蝙翅〉，《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選輯》(高雄市：春暉，1996)。(圓環)

2.賴明弘〈魔の力：或ひは一時期〉，《台灣新文學》1:7 (1936.3)。劉貴枝譯，收於張雅惠〈

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師大台文所碩論(2007.6)。(電子講義) (台北火車站一帶)

十二、短講：意涵與實務：鄭志文主任主講與示範。

十三、《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背景資料共讀

1.西川滿〈龍脈記〉，《西川滿小說集》(春暉，1997)。(基隆獅球嶺)

2.每人報告：執行情況、暫定書名、提出幾頁一手文獻在班上介紹或共讀(每人20分，二週前發給

大家相關背景研究資料)

十四、《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構想書定案會議

1. 日影丈吉〈消失的房子〉，王德威編《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臺灣故事》，麥田

，2010年。(萬華)

2. 構想書調整、文史文獻、調查計畫書、輔助工具清單(作家生平與作品略表、地圖及交通備忘)

延伸參考：垂水千惠〈日籍作家所描繪的新竹─以日影丈吉〈騷動的屍體〉為中心─〉，第一屆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語文學系主辦，2013年11月8、9日。(電子

講義)

十五、《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地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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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作討論一

1.踏查情況報告2.疑難排解3.一手文獻考證4指標性先行研究選定5.圖像、照片與地圖6.方向檢視

與材料替換

十七、《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作討論二

1.敘事架構與邏輯 2.史料編織3.文字表現4.闕疑與勘誤5.精熟文字6.校稿

十八、《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初稿發表會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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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作家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 Litterateur Stud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的教學目的在於訓練學生實際使用文獻資料考察作家文學活動的軌跡，檢證前行研究

作家論述的發展軌跡。再則，透過此研究方法釐清作家生命經驗與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由

於個人的專攻囿於戰前日語文學，因此本課程將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主要探討對象，進行個案研究

的深入討論，思索作家研究作為文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創新性。課程內容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私

領域的部分聚焦於日記與書簡研究；公領域的部分則聚焦於作家的旅日經驗與媒體關係。希望藉

此讓同學對殖民地臺灣作家的精神苦悶與時代焦慮有其更深刻的體認。

課程大綱：

請在每一個階段時期配合閱讀指定書籍與論文。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評量說明 (一)作家日記研究

第二週 作家日記研究

第三週 作家日記研究

第四週 作家日記研究 (二)作家書簡研究

第五週 作家書簡研究 【北鍾南葉書信集】 (三)作家論

第六週 賴和研究

第七週 清明連假

第八週 楊逵研究

第九週 文學地景參訪

第十週 張文環研究

第十一週 呂赫若研究

第十二週 龍瑛宗研究

第十三週 戰時淪陷區台灣作家：張我軍

第十四週 演講週

第十五週 跨語作家: 北鍾南葉

第十六週 女性作家：林海音

第十七週 期末大綱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大綱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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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 Research Method of Modern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現代詩壇的發展始終配合著當代各種思潮與文化脈絡，因而現代詩研究也應有多元的視角

，從形 式到內涵；從本體論、作家論到各式文學理論與主張；從詩人出發到社會集體意識型態

，至今已辛苦耕耘出豐富的詩學園地。本課程擬針對台灣現代詩研究的現象作一觀察與討論，將

不同的研究視角進行介紹並討論，讓學生不僅能掌握現代詩與詩論的演變脈絡，更能開發出己身

的立論創見，為台灣現代詩學增添新的研究版圖。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因此

，在熟習現代詩的研究方法之後，希望學生能進行理論與批評的演練，進而累積現代詩研究的成

績。

課程大綱：

1、 當代台灣現代詩研究觀察檢討

2、 作家風格論

3、 本體論與意象研究

4、 本土論述與現實意識

5、 古典文學的轉化

6、 身體論述

7、 ＊學者演講

8、 女性主義

9、 後現代主義

10、 原住民與族群論述

11、 詩史與詩社

12、 空間詩學

13、 文學場域

14、 「台灣現代詩學學術研討會」之一

15、 「台灣現代詩學學術研討會」之二

16、 期末課程檢討與回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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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曾經受到長達四十年戒嚴體制的壓抑，也受到政治力和強勢主 導文化之影響，而經過八

○年代台灣經濟飛躍、文化生產倍增和政治解禁，也使得台灣文學生產與消費產生了結構性的變

化，歷經了關鍵性的蛻變。一九八七年政治解嚴前後，西方美學的移植和本土文化的重建， 也與

台灣當代小說實踐結合，產生多元的小說風貌。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指出，台灣現階段文學發展出

來的盛況，與戒嚴前後台灣文學場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也必須把文學作品放在台灣當代「現

代化」與「市場化」體制中，來標示出文學生產對文學創作的效力，以及台灣文化場域劇烈改變

，如何促成台灣當代小說的流變與展現出諸多特質。

課程大綱：

（一） 文學體制與當代主導文化

1.威權政體主導的文化制約結構

2.主流美學型態與傳統審美價值

3.對立思潮—現代派與鄉土文學

（二）文學思潮與台灣文化形構

1.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2.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

3.媒體與出版業生態

（三）八○年代文學場域概論

1.都市文學

2.政治小說

3.女性小說與兩大報文學獎

4.台灣新電影運動與政治批判

(四)九○年代文學場域概論

1.後現代小說

2.歷史記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小說

3.外省第二代之眷村小說與歷史記憶書寫

4.原住民意識的文學（包括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題材之文學）

5.多重殖民與多元族群主題

6.跨國文化與全球流動

7.女性文學與同志小說

8.在台的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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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然書寫與生態關懷

10.部落格書寫與文化品味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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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eft-wing Literatur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本課程擬以20 世紀台灣的左翼思潮與文學敘事為思考脈絡，將之區分為日治時期、戰後初期、

1970 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第三世界思潮勃發），以及1990 年代及其後（推動轉型正義與

兩岸互動密切）等四個時期，尤其特重前兩個時期。透過作家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思潮閱讀與譯

介、文學社團組織與文藝交遊、文學創作、作品流通與傳播等方面，理解台灣左翼作家如何藉由

創作、翻譯、出版、論戰或跨國網絡，開展左翼文學的本土書寫史，進而思考左翼思潮與現代東

亞的關係，以及何謂台灣左翼，其在當代台灣如何成為一種批判性思想資源等議題。2.引導學生

閱讀中、日、台、韓相關左翼文學研究成果、方法，詮釋觀點、史料收藏，掌握主題研究與批判

論述的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1.導論： 課程說明與先行研究介紹

2. 東亞如何左翼？台灣為何左翼？

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麥田，1998.10）

錢理群《心靈的探索》（北京三聯，2014.10）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0）

延伸：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3. 農民運動與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誕生：賴和、簡吉、李應章（李偉光）、蔡秋桐、賴賢穎

柳書琴〈1925 年三大農運與賴和的誕生〉，《山東社會科學》2017：1，2017.1。

崔末順〈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學報》7，2005. 12。

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

23，2013.12。

文本：賴和〈一桿秤子〉、〈阿四〉，《賴和全集一：小說卷》，前衛

賴賢穎〈稻熱病〉、蔡秋桐〈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

簡吉《簡吉獄中日記》（中研院台史所，2005）

李克世編《台灣醫生李應章》（海峽學術出版社，2013）

4.魯迅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魯迅、簡吉、李獻璋、蔡秋桐、賴賢穎

中島利郎《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前衛出版社，2000.5）

徐秀慧〈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1925-1949）：中、日、臺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臺灣光

復

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魯迅：跨文化對話：紀念魯迅逝世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鄭州：大象，2006.10）

楊傑銘〈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國史館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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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10.12。

文本：新文學雜誌與報刊上譯介的中國左翼作家與作品

5.甘地主義者、祖國憧憬者與中國左翼思潮：謝春木、王白淵

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啟發」

〉，《臺灣文學研究》4，2013.6

柳書琴〈反現代與反殖民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爾論與甘地論〉，《成大歷史學報》28，2004.6

鄧慧恩《日據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台南市立圖書館

，2009.12）

文本：謝春木《謝南光著作選》（海峽學術，1999）、莫渝編《王白淵荊棘之道》（晨星

，2008）、

蔣朝根編校，蔣智揚翻譯《蔣渭水先生全集》（臺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國史館；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2014）

6.左翼翻譯與中國連線：巴金、茅盾、郭沫若、魯迅（左翼第一次高峰）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文學星圖

：兩岸文學論集（一）》（人間，2012）

許俊雅總策劃《日治時期台灣翻譯文學作品集》5 冊（萬卷樓，2014）

許俊雅〈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2015.04

7.留日學生與東亞左翼文化走廊：吳坤煌、張文環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台灣文學研究集刊》

3，2007.5

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帝國在台灣

》（台大出版中心，2015）

文本：陳萬益《張文環全集》（台中縣文化中心，2002）〈重荷〉〈父親的要求〉、吳坤煌《吳

坤煌詩文集》（台大出版社，2013）

8.和而不同：殖民地左翼作家與帝國左翼作家

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 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台北：威

秀經典，2015.9）

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政大台文所碩論，2009。

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2，2003.3。

9.楊逵策略與台灣左翼文學理論建構

河原功〈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臺灣文學學報》

7，2005.12。

柳書琴〈〈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台灣文學學報

》29，2016.12 。

王惠珍〈三○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作家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東亞文

學場：台灣／滿州／朝鮮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學術研討會」（清大台文所，2016.11）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 四Ｏ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秀威，2009.7）

文本：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14 冊（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10.前進東京的抵抗：從「東京台灣青年會」到《台灣大眾時報》

曾天富〈日據時期臺灣與韓國之文藝大眾化論及其意義〉，《韓國學報》16，2000.6 。

胡清雅〈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轉進：以《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為例〉，台

大新聞所碩論，2008。

河原功著；高坂嘉玲譯，〈探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談〈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與《吳新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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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全集》〉《臺灣文學評論》9：3，2009.7。

文本：呂興昌編《吳新榮選集》（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3）

蘇新《憤怒的臺灣》（時報文化，1993）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文化，1993）

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時報文化，1994）

11.未竟的「納普」支部：藤原泉三郎、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橫路啟子〈在台內地人的普羅文學：1920 年代末的藤原泉三郎的創作為中心〉，《天理臺灣學報

》21，2012.6。

橫路啟子〈《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1926-35)的角色－以普羅文學為主〉，《天理臺灣學報

》19，2010.9。

橫路啟子〈論台灣地區日本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變化問題：以藤原泉三郎為中心

〉，《東北亞外語研究》2，2015.6。

12.戰後初期左翼文學的盜火者：許壽裳、黃榮燦、vs. 楊逵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2002）

楊傑銘〈地下火的虛實辯證：黃榮燦與中國左翼文化在臺的傳播〉，《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

生論文集》（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黃惠禎〈郭沫若文學在台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6 ，2013.4。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稻鄉，200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麥田，2007）。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聯經，2016）

13.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1950 年代的紅色青年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與楊揚》（印刻出版，2012）

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台灣人民出版社，2010）

藍博洲《老紅帽》（南方家園出版社，2010）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時報文化，1991 初版、2004 增訂、2016 再版）

文本：《好男好女》、《悲情城市》相關影片討論

14.1970 年代海外保釣中的左翼思潮：郭松棻

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臺灣

文學研究學報》18，2014.04。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清大中文博論，2007.01。第二章部分

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聯經

，2013.01）。

文本：郭松棻著，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印刻，2015.11）

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清大，2010.11）

15.陳映真的人間：1980 年代後的台灣左翼思潮

施淑〈從前夜到長征－陳映真與台灣左翼文學〉，《人間思想》9，2015.4。

謝世宗〈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臺灣文學

研究學報》20，2015。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 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以本文紀念溝口雄三教授）〉，《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84，2011。

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中外文學》32：4，2003。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前衛出版社，2013.6）。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聯經出版，2011.9。（《左眼台灣：重讀陳映真》，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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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陳映真著《陳映真小說集》（台北：洪範，2001）

16.個案專題研究報告（1）

17.個案專題研究報告（2）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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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 topic of Taiwan's modern novel research after the war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權且把一九四九視為一個分界點，「戰後」迄今七十多年來的台灣文壇，因應現當代各種思潮與

文化脈絡，夾處新舊之交的小說家，在時代與世代變遷中發展並持續生成，不僅見證了小說跨世

紀的繁華，也開啟了豐碩而多元的學術研究風貌。本課程旨在規模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的多樣面貌

、論題視域與研究方法，因此採以宏觀而具有脈絡性、比較性與跨學科的理論視野，引領探索戰

後台灣小說書寫現象、文類典範，及其與整體台灣文學生態、文學史書寫、全球化視域的關係

，同時也側重小說類型及其文本精讀，俾能深入識察現當代小說研究方法、目的與價值，培育獨

立研究，寓開新於既往的學術格局。

課程大綱：

第一週：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週：史觀、典律與研究：台灣戰後現代小說的形構

第三週：歷史敘事與大河小說

第四週：鄉土、政治與女性小說

第五週：家國寓言與眷村小說

第六週：鬼魅、怪物與魔幻寫實小說

第七週：典型與非典型原住民小說

第八週：課堂演講

第九週：民間敘事與宗教小說

第十週：自然書寫與生態批評小說

第十一週：性別麻煩與同志小說

第十二週：都會空間與地誌書寫

第十三週：課堂演講

第十四週：新鄉土與新世代小說

第十五週：南洋論述與在臺馬華小說

第十六週：跨國移徙與華文小說

第十七週：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一

第十八週：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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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1949)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Literature in Post-War (1945-1949)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為主要探討範疇，將內容分成三個層面進行文化翻譯與讀 書市場等相

關問題之探討。1.中國現代文學在台傳播，希望進一步探討戰後初期以魯迅文學為主的中國現代

文學在台傳播的情況與意義。2.台灣作家如何面對文化翻譯與跨語問題3.報章雜誌媒體出版。台

灣文化從日帝檢閱制度中解放出來後，透過出版管道如何進行文化生產與文化重建等工作。

課程大綱：

第一週（2/14）──課程說明與分組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的定義及其研究議題

第二週（2/21）──台灣文學史中的戰後初期文學與思潮

第三週（2/28）──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次

第四週（3/7）──戰後初期的政治社會

第五週（3/14）──戰後初期文學思潮

第六週（3/21）──戰後初期報紙文獻（副刊）

第七週（3/28）──戰後初期雜誌

第八週（4/8）──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

第九週（4/11）──教授參加台文所學術訪問團，放假一次，

期末考週補課

第十週（4/18）──跨時代的日語作家

第十一週（4/25）──跨語世代青年作家

第十二週（5/2）──戰後初期魯迅文學在台傳播

第十三週（5/9）──來台中國文化人

第十四週（5/16）──二二八書寫與敘事

第十五週（5/23）──二二八事件的記憶書寫（報導／傳記文

學）

第十六週（5/30）──端午節，放假一次

第十七週（6/6）──戰後初期台灣婦女運動／婦女議題

第十八週（6/13）──期末報告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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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iterary Theory and Textual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聚焦1990年代以降，台灣文學研究的相關理論與文本閱讀，分為三部分、後殖、性別研究

與階級批判；、回應本化運 動：移、遺與中國國族主義；三、華語語系文學爭辯與運。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後殖、性別研究、階級批判、國族主義、華語語系文學

一、後殖、性別研究與階級批判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後殖女性主義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市：元尊文化，1997。

朱偉誠。〈國族寓霸權下的同志國：當代臺灣文學中的同性戀與國家〉。《中外文學》第36卷第

1期（2007年3），67-107。

紀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林運鴻。〈忘卻「階級」的兩種左派：比較臺灣文學史論述中的「後殖左派」與「族群導向的階

級敘述」〉。《中外文學》第46卷第2期（2017年6），161-196。

呂正惠。《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臺北市：九歌，1995。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臺北市：群學，2019。

陳建忠。《島嶼風聲 : 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市 : 南字星文化作室，2018。

、回應本化運動：移、遺與中國國族主義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法》。臺北市：，2006。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巿：聯合文學，1995。

王德威。〈後遺寫作〉

黃錦樹。〈否想庸〉

三、華語語系文學爭辯與運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市：聯經，2017。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雄市：中學文學院，2015。

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臺北市：時報，2010。

范銘如。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

游勝冠。

頭報告30％

期末報告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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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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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for Literature trend of thoughts and Movemen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呈現出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歷時性與多元的文藝理論思潮。 (二)分析戰後臺灣文藝理論思潮

和香港文藝思潮間彼此激盪、交互關係及其衍之影響。 (三)對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與重文藝思潮

有關之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進觀察與闡釋，以呈現出台灣知識分精神史之演變。 (四) 厚植研究

發掘論文問題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從引導研究思考台灣文學

研究各種研究範式。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文藝思潮( Literature trend),台灣文學史(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文學運動

(Literary movement),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台灣說(Taiwan Novel)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授課大綱

Seminar for Literature trend of though ts and Movements

一、任課教師：王鈺婷

二、課程說明

(一)呈現出戰後 臺灣文化場域中歷時性與多元的文藝理論思潮

(二)分析戰後臺灣文藝理論思潮和香港文藝思潮間彼此激盪、交 互關係及其衍之影響。

(三)對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與重文藝思潮有關之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進觀察與闡釋，以 呈現出台

灣知識分精神史之演變。

(四) 厚植研究發掘 論文問題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從引導研

究思考台灣文學研究各種研究範式。

三、參考書(初編):

1. 邱貴芬，《後殖及 其外》，台北：麥，2003。

2.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說眾論》，台北： 麥，2002。

3.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出版（群學經銷），2010。

4.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

5.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2007。

6.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O與八、九O年代台灣說論》，台北：麥，2004。

7. 陳芳明，《後殖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2007。

8. 尉天驄主編，《鄉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0。

9. 黎湘萍，《文學台灣：台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像》，北京：文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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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九、世紀中文說新論》，台北：麥，2007。

11.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

12.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

13. 黃錦樹，《謊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說論集》，台北：麥，2003。

14.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解嚴以來台灣說專論》，台北：麥，2006。

15.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再論解嚴以來的台灣說》，台北：臺灣學出版中，2014。

16. 應鳳凰，《五0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雄：春暉，2004。

18.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2007。

19.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

20.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說產》，台北：秀威資訊，2016。

21. 王梅香，《肅殺歲的美麗/美？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

關係》，臺南：成功學臺灣文學系碩論文，2014。

22. 朱立立，《近20年臺灣文學創作與文藝思潮》，江蘇：江蘇學出版社，2012。

23.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學出版社，2016。

四、教學式及報告形式

(一)採取講演和討論課（seminar）並的式，除了由教師提重點和引導討論外，主要由參與者報告

各週指定閱讀文章

(二)每週篇章由該週報告同學協調，報告論述重點並提出討論問題

(三)繳交指定次數之課堂報告

(四)完成期末論文報告

五、教學進度

第一講：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講：國黨文藝理論與反共文學思潮

第三講：臺灣現代主義文學與由主義之傳統

第四講：冷戰時期現代主義美學典範之形構

第五講：冷戰時期台港文藝雜誌

第六講：演講

第七講：美援文藝體制之形構

第八講：1950196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之交會一

第九講: 1950196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之交會二

第十講：1970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

第十一講：1980年代臺灣說思潮發展一　─政治、都會與女性說

第十二講：1980年代臺灣說思潮發展二　─政治、都會與女性說

第十三講：臺灣後現代與後殖思潮之向一

第十四講：臺灣後現代與後殖思潮之向二

第十五講：演講

第十六講：社會運動與文學實踐一

第十七講：社會運動與文學實踐二

第十八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

五、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及出席討論30%

課堂報告30%

期末報告40%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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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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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比較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以台灣文學中日人作家的原住民議題小說、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告，與當代原住民作家、漢人

作 家的原住民小說、東北文學為文本取材範圍，透過小說、現代詩文本閱讀與精彩的比較研究案

例， 揭示台灣文學與東亞周邊國家文學系統之間的交涉。2.引導學生閱讀並調查現有研究成果、

方法、史料收藏，掌握比較研究方法的特色和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指定用書

1. 劉象愚《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 （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2.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3.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1994 年。

4. 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台中:晨星，1995 年。

5. 王家祥《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台北:玉山社，1998 年。

6.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 年。

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

9. 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2012 年。

10. 吳佩珍《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

心，2012 年。

11.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台灣踏查日記(上)、(下)：伊能嘉矩的台灣田野探勘》，台北:遠流

出版社，2012 年 1 月。

12. 薛化元《近代化與殖民：日治台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發

展與 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年。

13. 黃美娥(主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2013 年 12 月。

14. 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 年 7

月。

15. 佐藤春夫原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前衛，2016 年 11 月。

16. 張毓茂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中、下)，瀋陽出版社，1996。

17. 錢理群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廣西教育，1998)。

18. 《臺灣日日新報》電子版、《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微縮版。

19. 《大北新報》、《滿洲日日新聞》、《滿洲日報》、《濱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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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港口、腹地和中國現代化進程》（齊魯書社，2005 年）。

21. 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華東師大，2008 年 9 月)

22.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吉大出版，2001 年 2 月)

23. 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2008 年 7 月)

24. 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原住民賴薩》，高雄：春暉，2011年。

參考書籍

1. 《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新高新報》，《新文學雜誌叢

刊》17 本(東方書局復刻)等中、日文雜誌。

2.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台南

新報》、《台灣新聞》等報紙文藝欄。

3.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 (群學，2010)。

4. 蘇碩斌(主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台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2012 年。

5.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2013 年 9 月。

6. 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7.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玉山社，2014)。

8.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

9. 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

跡》、《在台灣，遇見一百分的感動：片倉真理 旅的手記》。

10.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玉山社，2014 年。

11.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2014 年。

12. 陳偉智《伊能嘉矩:台灣歷史民族誌的開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13. 高嘉勵《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台中:晨星，2016 年 5 月。

14.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台北:秀威資訊，

2016年 6 月。

15. 加藤祐三《近代日本と東アジア》（筑摩書房，1995 年）。

16. 山本有造《「滿洲国」の研究》（綠蔭書房，1995 年）。

17. 滿史會編著《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上下（東師大出版社，1988 年）。

18. 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聯經，2011)

19. Edward M. Gunn，張泉譯《被冷落的謬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新星，2007)。

教學方式

1. 講授 30%

2. 專題討論 40%

3. 文獻調查討論 30%

教學進度

五、教學進度

02/14、導論

1. 課程介紹。

2. 研究意樂：台中文學館建置案，談台灣文學研究與比較研究訓練的重要性。

02/21、方法論

1.劉象愚《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 （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2.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03/07、如何穿越百年時空，製作城市浮世繪：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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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2. 曾山毅〈觀光產業中的臺灣與日本〉，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

，2012，頁 173-228。

3. 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玉山社，2008 年，頁 16-54。

延伸：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頁 124-207。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群學，2010)。閱讀頁 42-68、145-182、238-265。

《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跡》

03/14、雪霸山區、玉山山區、濁水溪上游的人文地理空間

1. 紀錄片討論：〈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國史館，2011）

2.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衛城，2014）。

3. 田村泰次郎〈日月潭工事〉，黃美娥（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

，P352-377

03/21、他者的原住民再現：日治時期日本人創作的原住民議題小說

1.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日本：警醒社，1926)、《台灣山地醫療傳道記》(東京：新教出版社

，1960)。（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出版社

，2016 年 7 月，P26-198。）

2.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東京：銀座書房，1931 年 1 月)。（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

原住民賴 薩》，高雄：春暉，2011年，P9-101。）

3.潘姵儒〈帝國傳道者的殖民地原住民書寫── 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研究〉（新竹：清大

台文所碩士論文，2011）。

延伸：齊柏林紀錄片《看見台灣》（台灣阿布電影，2013）

03/28、日本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文與當代原住民小說：布農篇

1.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遠流，2012）

2. 王家祥《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玉山社，1995）

3.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人類學刊 》 1卷2期

，2003年12月， P83 – 114。

延伸： MIT 台灣誌（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e8vg8_KYQbDeckVW0f2hCr8t0Ewwh4

柳書琴〈沉默之境: 佐藤春夫未竟之行與王家祥小說中的布農族傳統領域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

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聯合主辦，跨越

1949：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6年12月25-26日。

04/11、日本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文與當代原住民小說：泰雅篇

1.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台灣踏查日記(上)、(下)：伊能嘉矩的台灣田野探勘》，台北:遠流出

版社，2012 年 1 月。上P157-249

2.佐藤春夫、邱若山譯〈霧社〉、大鹿卓〈野蠻人〉、中村地平〈霧之蕃社〉

3.簡中昊〈日治初期警察官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以〈生蕃探險記〉為例〉，《台灣文學研

究》6，2014.06，頁195+197-228。

延伸：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台中：晨星，1995 年 1 月。

04/18、滿洲國文學史

1.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吉大出版，2001 年 2 月)

2.岡田英樹著，鄧麗霞譯《偽滿洲國文學・續》（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3月） 兩本擇一，全

本讀

延伸：王中忱《越界與想像：20 世紀中國、日本文學比較研究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1 年 8 月) 「第一輯：帝國‧殖民以及與此相關的想像」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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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

1.施淑〈「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收錄於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

研 究院文哲所，2002 年)，頁 589-631。

2.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華東師大，2008 年 9 月)

延伸：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2008 年 7 月)

劉曉麗《偽滿洲國文學與文學雜誌》(重慶出版社，2012)。

05/02、北滿作家群

1.蕭紅《生死場》

2.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舒群代表作‧沒有祖國的孩子》(華夏出版社，2009)

3.柳書琴〈「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1，2009.10，頁 187-216。

延伸：三郎、悄吟《跋涉》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蕭紅話語〉，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東亞殖民主義

與文學研究會第二次年度大會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6.11.25-26。

05/09、媒體、翻譯、性別

1.諾曼‧史密斯〈中斷的敘事：偽滿時期女性創作與殖民文化(1936-1945)〉

2.謝瓊〈偽滿洲國《作風》雜誌及朝鮮文學翻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2015年1月。

3.蔣蕾〈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

研 究會第二次年度大會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2016.11.25-26。

延伸：諾曼‧史密斯〈從《欲》和《我的日記》中看日據時期對婦女性行為的規範〉

05/16、都市文藝

1.爵青〈哈爾濱〉、〈蕩兒〉，《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1998)

2.古丁〈新生〉

3.陳運陞〈「蜃氣樓都市」－古丁創作中的都市空間再現」〉，天理台灣學會第 20 回大會，

2010.9.10-11。

延伸：柳書琴〈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力戰」前台北與哈爾濱的比較〉。《戰爭

與 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聯經，2011)

05/23、現實主義文藝

1.秋螢〈小工車〉

2.疑遲〈山丁花〉，《花月集》(月刊滿洲社，1938)

3.山丁〈山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瀋陽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原刊1937 年《大同報》文藝版。

06/06、個案專題研究報告（一）

1. 繳交個人寫作計畫書(2 頁)：含暫訂題目、問題意識、研究背景與目的、先行研究書目。

2. 影印提供全班共讀之史料或小說文本：頁數自由，至少前二週前，發給同學。

3. 每人上台報告 10 分鐘、開放詢答 20 分鐘。

4. 下週同。

06/13、個案研究專題報告（二）

六、成績考核

1.出席及口頭報告：60% 期末論文：40% (7/2 繳交) (7/4 學校送繳成績截止)

2.針對個人關注議題，撰寫比較研究論文。(10,000~16,000 字)。

七、講義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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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ILMS 數位學習平台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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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性別書寫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xual writing topic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作品

討論裡展 開。例如何謂「女性書寫」？同志書寫議題裡，「女同志書寫」與「男同志書寫」有何

異同？兩性之外的「酷 兒」論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形象是種「符號」，那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

文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文化 裡，「性別」展現出何等視野？

 

課程概述：

此課程預計討論的文本包括文學的張愛玲、先勇、朱天文、周芬伶、邱妙津、紀大偉、陳克華、

鯨向海、董啟章、章緣、鍾文、陳文玲、陳慧、夏宇等的代表作品，影像則有關錦鵬、李安、楊

德昌、張藝謀、陳凱歌、張艾嘉、周美玲等的相關影片。 本課程牽涉的層不僅是文學或影像的討

論，將探觸到華世界的文化語境，如封建傳統禮教的性別關係、同志書寫的國族隱喻、東/的殖情

境、女性形象的演變、流文化裡的性別現象等。希望能透過文本的探討帶領學深入觀察華文化裡

的性別問題，並由此思考性別文化所透露的潛在思想變遷。

課程大綱：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作品

討論裡展開。例如何謂「女性書寫」？同志書寫議題裡，「女同志書寫」與「男同志書寫」有何

異同？兩性之外的「酷兒」論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形象是種「符號」，那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

文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文化裡，「性別」展現出何等視野？ 此課程預計討論的文本包括文學的

張愛玲、先勇、朱天文、周芬伶、邱妙津、紀偉、陳克華、鯨向海、董啟章、章緣、鍾文、陳文

玲、陳慧、夏宇等的代表作品，影像則有關錦鵬、李安、楊德昌、張藝謀、陳凱歌、張艾嘉、周

美玲等的相關影片。

本課程牽涉的層不僅是文學或影像的討論，將探觸到華世界的文化語境，如封建傳統禮教的性別

關係、同志書寫的國族隱喻、東/的殖情境、女性形象的演變、流文化裡的性別現象等。希望能透

過文本的探討帶領學深入觀察華文化裡的性別問題，並由此思考性別文化所透露的潛在思想變遷

。

二、指定閱讀

（一）文本

張愛玲〈紅玫瑰與玫瑰〉〈鎖記〉〈戒〉〈傾城之戀〉〈更衣記〉、先勇《孽》、黃春明〈看海

的〉、朱天文《荒記》、周芬伶《影情》《戀物語》、邱妙津《鱷記》《蒙特遺書》、紀偉〈膜

〉《感官世界》、陳克華《砍頭詩》、鯨向海《雄》、董啟章〈安卓珍尼〉《雙》、章緣〈更衣

室的女〉、鍾文《昨重現》、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陳慧《海神家族》、夏宇《備忘錄》《

腹語術》《摩擦，無以名狀》《Salsa》《這隻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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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

許鞍華《傾城之戀》《半緣》關錦鵬《紅玫瑰與玫瑰》、李安《喜宴》《戒》、蔡明亮《愛情萬

歲》《河流》《天邊朵雲》、張藝謀《紅粱》《紅燈籠掛》、陳凱歌《霸王別姬》、《梅蘭芳》

、黃哲倫原著編劇，衛‧柯南伯格執導《蝴蝶君》、張艾嘉《少女漁》、《203040》、陳國富《

徵婚啟事》、周美玲《漂浪青春》《艷光四射歌舞團》、陳映蓉《七歲的天空》、張作驥《當愛

來的時候》

（三）研究資料（依研討主題順序）

△賈格《社會性別研究選譯》〈性別差異與男女平等〉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性別的美學/政治──當代台灣女性文學研究〉

△梁濃剛《快感與兩性差別》「兩性差別」第12、13、14、15章

△蒙．波娃〈婦女與創造〉蘇〈美杜莎的微笑〉《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戀物張愛玲──討論文本性、商品與殖迷魅〉

△梁濃剛《快感與兩性差別》〈張愛玲的服裝觀〉

△周芬伶《芳香的秘教》〈芳香的秘教──張愛玲與女同書寫〉

△林幸謙《張愛玲論述：女性主義與去勢模擬書寫》

△何杏楓〈記憶．歷史．流：重讀張愛玲〉《墨痕深處》香港：津學，2008。

△何杏楓〈銀燈下，向張愛玲借來的「香港傳奇」──論許鞍華《傾城之戀》的電影改編〉《都

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津學，2010。

△《中國電影：歷史、文化與再現》劉紀蕙〈不樣的玫瑰故事〉林文淇〈變的玫瑰．雜種的中國

〉

△張小虹《體摺學》〈開戒：從李安到張愛玲〉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同志情，非常慾望：台灣同志運動的流文化出擊〉

〈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

△周芬伶《芳香的秘教》〈邱妙津的死亡動美學與書寫〉

△劉亮雅《性別論述與台灣說》〈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女同志戀說〉

△劉亮雅《同志研究》

△張小虹《性別論述與台灣說》〈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為例〉

△曾秀萍《孤．孽．台北》

△廖勇超〈尋求認同，洞穿幻：《荒記》中（同性情欲）創傷空間與認同政治的對話〉

△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地化的交錯之中：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偉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

△紀大偉〈帶餓思潑辣：《荒記》的酷兒閱讀〉

△朱偉誠〈受困主流的同志荒--朱天文《荒記》的同志閱讀〉

△《另個衣櫃：雙性戀者的命故事與認同》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說》〈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建構〉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越界認同：擬仿/學舌/假仙的論述危機〉

△張小虹《性別越界》〈東服飾──《蝴蝶君》中的文化/性慾/劇場含混〉

△薩依德《東主義》

△闕奕婷;王惠;莊育振〈東與東女性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再建構與凝視〉

△劉思坊〈從男邦到女國：論陳慧《海神家族》與黃碧雲《烈女圖》的女性家族書寫〉

△張小虹〈影像、教學與意識形態：「性別與電影研究」〉《性別越界》

△周芬伶《聖與魔》〈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女性說的靈變貌〉

△《電影理論解讀》〈女性主義的介入〉

△馮燕;焦雄屏;魏書娥;陳開昔;迷〈誰在包裝女性意識?:眾文化中的女性形象〉

△弗德曼《社會性別研究選譯》〈超越女作家批評與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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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後現代/女──權、慾望與性別表演》〈紅男綠女：情歌、流文化與性別顛覆〉

△鄧伊耘〈近年臺灣華語流女性情歌中女性形象析論〉

三、主要參考書籍

張京媛主編（1992）《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學。

張小虹（1993）《後現代/女──權、慾望與性別表演》台北：時報。

張小虹（1995）《性別越界》台北：聯合文學。

托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1995）《性別/文本政治》台北：駱駝。

張小虹（1996）《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台北：聯合文學。

王政，杜琴主編（1998）《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

莊慧秋主編（2002）《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台北：靈坊。

R.W.Connell著，劉泗翰譯（2004）《性/別》台北：書林。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鳳譯（2009）《性別煩︰女性主義與份的顛覆》上海

：三聯書店。

羅蘭．哈斯（Loraine Hutchins）等著，陳錦華譯（2007）《另個衣櫃：雙性戀者的命故事與認

同》台北：商周

劉亮雅（2010）《同志研究》台北：文建會。

張娟芬（2011）《愛的由式》台北：時報。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由教師來設計研討主題、分析各個主題之中的性別與書寫意涵，並在課堂中設立各種

相關題，提供學思考並討論。在課堂討論之前，學必須先研讀討論文本及研究資料，並在課堂上

充分表達對議題之看法。

五、教學進度

1、課程說明，「性別」與「書寫」

2、張愛玲之一：文本

3、張愛玲之二：影像改編

4、學報告：「張愛玲作品裡的性別問題」

5、女同志書寫

6、男同志書寫

7、專題演講

8、酷兒

9、學報告：「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10、東女/中國

11、台灣女

12、女性形象

13、學報告：「性別/符號/形象」

14、夏宇之一：詩與性別

15、李格弟之二：流歌詞與性別

16、學報告：「流文化的性別觀察」

17、期末考周

六、成績考核

1、出席並在課堂上積極表達意；頭報告；確實繳交期末書報告。

2、本課程成績考核比重如下：平常成績（出席率、課堂表現、頭報告）40％＋期末書報告

60％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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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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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Ⅰ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自八○年代以後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本課程將就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歷史作一綜

述，並且就文學史上的重要議題與爭端加以討論。

課程大綱：

1.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

2.徐坤泉與廖漢臣的文學史論

3.尹雪曼的《中華民國文藝史》

4.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述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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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拓展和深化台灣文學史學科的背景性與基礎性理論研究。教學目標與研討方向，著重

於從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經典文本的再詮釋兩大向度開展，並儘可能削減當台灣文學史涉

及史實、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所可能產生敘述／解讀／評價之意識形態的滲透，因此所選

用的參考書籍，將是書寫觀點相異，甚或是對立的讀本。冀望在台灣文學史料文獻與經典文本的

語境中，透過師生的研究討論，使學習者深入瞭解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方法、目的與價值；訓

練有效發揮自我潛能，儲備進行台灣文學實質研究的學術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介紹暨概說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文學場域的

變遷》

二、1945-1949，台灣文學驟變的年代

1. 黃英哲，〈國民政府的台灣文化重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2017。

2.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2013

3.陳建忠，〈被咒詛的文學？戰後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

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2007。

閱讀文本：呂赫若〈冬夜〉、吳濁流《無花果》、〈波茨坦科長〉、葉石濤〈三月的媽祖〉

三、戰後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生態

1.黃惠禎，〈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2016。

2.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

，臺灣史研究，2015

3. 呂正惠，〈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

閱讀文本：吳漫沙、楊逵諸作、徐坤泉《可愛的仇人》、鍾理和〈夾竹桃〉、葉石濤諸作

四、五0 年代：反共、懷鄉與戰鬥文藝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 年．第三章》

2. 王德威，〈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

3. Christopher Lupke，〈五○年代臺灣文學的初步分析〉，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

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 楊照，〈文學、政治、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霧與畫--

-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

閱讀文本：姜貴《旋風》、陳紀瀅、潘人木、林海音、朱西甯、司馬中原、王鼎鈞《文學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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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

五、五○年代：冷戰年代與台灣文學場域裡的多元性

1.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

》

2. 應鳳凰 〈《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0 年代台灣文學史〉，彭小妍編《文藝理論

與通俗文化》

3. 應鳳凰著，〈「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陳建忠等著《台灣小說史論》

4.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文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

中心〉，《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閱讀文本：鍾理和《笠山農場》、《故鄉》四書、吳魯芹、柏楊諸作、聶華苓、郭良蕙《心鎖》

六、五0 年代：台灣女作家的創作

1.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0 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2. 楊晶晶，〈《中華婦女》中的女性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反共抗俄聲中的女性身影---以"中

華婦女"為考察對象》(台北教大台文所碩論，2006)

3. 王鈺婷，〈五0 年代文學場域與女性文學創作空間〉，《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

崛起》。

閱讀文本：林海音、鍾梅音、張漱菡、童真等作

七、六0 年代：戰後台灣現代詩社與詩史

1.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2.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

3. 解昆樺，〈笠詩社的現代詩典律建構〉，《臺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

詩社為觀察核心》

閱讀文本：紀弦、瘂弦、洛夫、商禽、詹冰、白萩、陳千武、趙天儀、林亨泰、杜國清、李魁賢

、陳鴻森、岩上等詩選。

八、六0 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

1. 黃錦樹著，〈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論嘗試

文》

2.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張錦忠等編

，《重寫・臺灣・文學史》

3.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學場域的變遷》

4. 范銘如〈台灣現代主義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閱讀文本：王尚義、王文興、七等生、陳映真、歐陽子、施叔青作品

九、六0 年代：戰後台灣散文的性別與族群議題

1. 張瑞芬，〈現代主義與六○年代的台灣女性散文〉，《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2. 張瑞芬，〈「女性散文」研究對台灣文學史的突破〉

3. 黃錦樹，〈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論嘗試文》

閱讀文本：林海音《城南舊事》、《兩地》、〈蟹殼黃〉、謝冰瑩、徐鍾佩《英倫歸來》、鍾梅

音《海天遊蹤》

十、七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第五章》

2. 唐文標〈詩的沒落〉、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余光中〈狼來了〉

3. 蕭阿勤，〈七0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浮現與形成〉，《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

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閱讀文本：尉天驄《鄉土文學討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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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七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

1.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治、社會及思想背景的探討〉，張

寶琴等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2.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3. 邱貴芬，〈翻譯驅動下的台灣文學生產〉，《台灣小說史論》

4. 楊照著，〈為甚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

史散論》

閱讀文本：王拓、宋澤萊、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楊青矗諸作、吳晟〈吾鄉印象〉組詩

十二、八0 年代：本土化的實踐與演變

1. 呂正惠，〈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2. 邱貴芬著，〈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性／別研究讀本》

3. 游勝冠，〈七0 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閱讀文本：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李喬《寒夜三部曲》

十三、八0 年代：都市與政治文學的崛起

1. 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當代

台灣政治文學論》

2.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坐標〉，《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

3. 朱雙一，〈向政治場域掘進和意識形態分化〉，《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

閱讀文本：林雙不〈黃素小編年〉、李昂《殺夫》、黃凡〈賴索〉、林燿德《一座城市的身世》

十四、九0 年代：「後」現代/殖民/鄉土

1.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台灣小說史論》

2.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3. 陳惠齡，〈「鄉土」語境的衍異與增生：九○年代以降台灣鄉土小說的書寫新貌〉，《鄉土性

．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

4. 陳惠齡，〈從「生產鄉土」到「科幻鄉土」──台灣新世代鄉土小說書寫類型的承繼與衍異〉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55 期

閱讀文本：夏宇詩選、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甘耀明《神秘列車》

十五、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一

十六、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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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topic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探討台灣大眾文化裡的台灣文學之表現方式，包括類型小說與情詩的暢銷現象、影視

改編，以及消費文化裡的台灣文學位置。本課程透過諸多議題的設立與探討，除了能深入理解台

灣文學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連，更希望能再次辯證大眾文學的文化位階問題、思考台灣文學在流

行文化中的意義或符號性，以及當代消費產業中，文學如何被挪用為文化資本？

課程大綱：

1、課程說明，「大眾文化」與「流行文化」

2、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武俠小說（金庸）

3、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言情小說（瓊瑤）

4、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推理小說（何敬堯）

5、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情詩（席慕蓉、夏宇、林婉瑜）

6、學生口頭報告

7、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白先勇〈孤孽花〉

8、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九把刀《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9、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劉梓潔〈父後七日〉

10、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楊富閔〈花甲男孩〉

11、學生口頭報告

12、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創產業（專家演講）

13、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藝資本

14、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流行音樂裡的文學符號

15、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學IP 產業

16、學生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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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群

」文學與文 化表現， 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地

、認同、族群」開 始，思索台灣不同族 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理移動，族群文

學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量？

 

課程概述：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主軸，外加一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切重點如下

：一、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 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

二、透過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 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課程大綱：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課程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一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

群」文學與文化表現，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地

、認同、族群」開始，思索台灣不同族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理移動，族群文學

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量？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主軸，外加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切重點如下：一

、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二、

透過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二、指定用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王德威、嘉謙、胡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初安編輯《凝視驛鄉VOYAGE15840--移攝影集》台北：印刻，2008。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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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陳又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格孚《風和暖：台灣外省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華泰文化，2002。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阿「初戀紅豆冰」(電影，2010)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R26;歌」(樂，2008)

巴奈，「泥娃娃」(樂，2000)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三、參考書籍

Homi K. Bhabha. ”Introduction：narrating the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USA：Routledge. 1990.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Virinder S. Karl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台北：韋伯

，2008。

安鋒《霍米巴巴》台北：揚智，2005。

四報編譯《逃 / 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台北：時報，2012。

四報編譯《離 / 我們的買賣，他們的》台北：時報，2013。

強娜威《嫁來天堂的新娘》台北：文經社，2008。

陳為《最年輕的麒麟：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台灣文學館，2012。

夏曉鵑、陳信、黃德北《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與移(上)(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8。

夏曉鵑《騷動流移》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文化，2005。

侯淑姿《女性影像書寫：侯淑姿影像創作集(1989-2009)》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張鐵志《聲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台北：商周，2004。

來亞留台校友會主編《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威秀，2012。

莫那能述、劉孟宜 錄整理、呂正惠編輯校訂《個台灣原住的經歷》台北：間，2010。

關曉榮《八尺扎》台北：台原出版，1996。

四、教學與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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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式：本課程指定閱讀的文本，包括三個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內容觸及論文、文學文本、樂與影像。指定文本將由同學擔任導讀

，老師進歸納與補充。

2.作業a：指定文本導讀。導讀同學參佐理論基礎，進文本分析。

3.作業b：學期期間，個須完成份與族群議題相關的家野調查，野調查將於第八週進主題設定，第

三週調成果發表。

4.作業c：個須完成份以族群為思考向度的研究論文。

5.課堂評點：出席率、導讀、野調查準備與成果、分組討論、研究論文。

五、教學進度

第一週：序論--族裔文學研究的思考

主題一：理論基礎

第二週

主要閱讀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第三週

主要閱讀書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第四週

主要閱讀書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王德威、嘉謙、胡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第五週

主要閱讀書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

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1-22。

第六週

主要閱讀書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張茂桂，〈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臺灣的形成與難題〉，收於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

：華泰文化，2002)，223-273。

第七週：演講，選：交莊雅仲教授

主要閱讀書

莊雅仲，＜研究台灣＞、＜反社會＞、＜夢想族群＞，《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

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89-160。

第八週：家野調查準備

本周練習：個設定的族群向度與主題

擬定訪談綱

野倫理與技巧練習

主題二：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第九週：外省族群的台灣情感

主要閱讀書

高格孚，《風和暖：台灣外省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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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第十週：原住族文學與影

主要閱讀書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巴奈，「泥娃娃」(頭樂，2000)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第十一週：客家族群的風再現

主要閱讀書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第十二週：閩南文學與新式歌謠

主要閱讀書

蔡明諺，〈吾鄉印象與鄉文學：論七○年代吳晟詩歌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研究》(台南

：成功學台文系，2013)，169-198。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R26;歌」(風和麗，2008)。

第十三週：家野調查成果展現

主題三：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

第十四週：華夷風與華文學影像

主要閱讀書

王德威，〈華夷風起：來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文學報》38期(雄：中學文學院，2015)，1-

29。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阿，「初戀紅豆冰」(華駿國際，2010)。

第十五週：灣歷史及回憶錄

主要閱讀材料

杜正宇，＜灣回家：本的歸國與鄉愁＞，《歷史台灣》10期(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5)，

103-130。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第十六週：跨國移與報導文學

主要閱讀書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溫知儀，「娘惹滋味」(公共電視劇情片，2006)。

第十七週：新移的她者書寫

主要閱讀書

張郅忻，＜台灣說中新移女性形象的形構＞，《文史台灣學報》8期(台南：成功學，2014)，9-

28。

陳又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第十八週：期末綱發表練習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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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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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Drama and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主要講述1895-1945年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戲劇狀況。在殖民統治之下，台灣戲劇進入由

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型期。課程涵蓋的現象與議題包括：新表演場所與新劇種誕生、新觀眾與

新觀劇行為、西方戲劇概念的移入、啟蒙工具、戲劇傳播、劇場集體性、認同政治等。學習重點

在於針對所選取的每個「研究個案」的作者的研究位置、探討主題、問題構成、研究方法與取徑

進行解析，同時引導同學熟習日治時期戲劇史料，藉以對台灣現代劇場成立的關鍵階段能有較通

盤性的理解。同學們日後若想針對台灣現代戲劇做進一步考察，可以將自己的研究奠基在本課程

的介紹之上。

課程大綱：

1.課程協商；導論（一）何謂「現代戲劇」

2.導論（二）：「現代戲劇」前史

● 陳其南 1990 〈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家族與社會》，頁 57-96。臺北: 聯

經。

● 張啟豐〈 乾隆時期(1736-1795)臺灣戲曲活動管窺 〉，《民俗曲藝》146。

● 林曉英〈史實、傳說與戲曲：《大肚番戰劉頂》〉，《台灣音樂研究》19 （2014.10），頁

37-65。

● 劉閩生《福建古劇場》第七章「商業性演劇場所」，中國戲劇出版社。

● 小說：楊守愚〈戲班長〉

3.導論（三）：「殖民主義」與戲劇

● 張隆志。2006，〈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

、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頁359-383。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六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日治時期劇場史料 介紹

● 線上資料庫：「台灣老戲院文史地理資訊網」

4.表演場所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三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展開〉，《戲劇研究》10期 (2012 /07/ 01)，P35 -

67。

● 賴品蓉〈 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 〉第二、三章，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第二章，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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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碩士論文，2016

5.觀眾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二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

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資料：《黃旺成先生日記》

6.表演（者）

● 蔡欣欣《台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pp197-268，里仁書局，2005。

●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2000。

● 石婉舜〈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殖民地的戲院、歌仔戲與觀眾〉，《「帝國」在臺灣：殖民地

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七章，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吳孟芳〈台灣歌仔戲坤生文化之研究〉，臺灣大學戲劇所碩士論文， 2001 。

7.新劇運動I：發軔

● 楊渡《臺灣新劇運動 日劇時期》，時報文化，1994。

● 李宛儒〈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新劇運動〉，收於袁國興編《

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 《台灣民報》上戲劇論爭

8.新劇運動II：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

● 丁羅男〈“西潮東渡”和中國話劇運動〉、〈中國話劇文體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二十世

紀中國戲劇整體觀》P31~P50，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10) 。

● 1920-30年代劇本選讀

9.新劇運動III：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戲劇創作與議題

●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10) 。

10.專題演講：陳龍廷教授／台灣劇場研究的方法論——以布袋戲為例

11.戲劇與新媒介 ＊期末報告諮商

●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近代中國》

151，2002年10月，頁115-134

● 李元皓〈京劇視聽媒介的演進─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以京劇為例之一)〉，《超越文本

：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P171-194，清華大學，2011。

●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4。

● 有聲資料：《包羅萬象歌仔調》、《聽見歷史的聲音》

12.戰爭、劇場集體性與認同政治

● 汪宏倫等，《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第三章，台北：聯經，2014。

●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

，2010。

● 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 (1936.9~1940.11)〉，收

於《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新自然主義，2009。

● ———〈展演民俗、重塑主體與新劇本土化—1943年《閹雞》舞台演出分析〉，《臺灣文學研

究學報》22。

● 劇本：龍瑛宗〈美麗的田園〉、張文環〈閹雞〉、林摶秋〈閹雞〉〈高砂館〉

13.學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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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期末提案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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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戲劇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ese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有兩個單元，一是探討戲劇史重要議題的「新劇運動」，一是屬於方法論的「劇場編史學」

的理論與實務操作。首先，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舞台劇」、「話劇」、「新劇」都是屬於「現代

戲劇」的範疇，它跟漢人社會原有的劇場藝術形式（傳統戲曲）不同，是一種主要借重對話來再

現人際互動關係的西方戲劇傳統。在臺灣，它源起於日治時期，殖民者、殖民地知識份子、戲院

經營者、還有學校體系都曾嘗試引入，在當時有著「正劇」、「文化劇」、「新劇」等等不同的

名稱。課程第一單元即以殖民地知識份子倡導的新劇運動為主軸，根據1980年代以來陸續出土的

文獻史料以及晚近相關研究成果，引領同學一起檢視新劇運動的發端、經過與影響。我們關注殖

民地戲劇的發展跟東亞其他主權國家戲劇現代化的歷程有何不同；也關注劇運份子跟殖民統治者

、戲院經營者以及觀眾之間的相對位置；而對於日治時期戲劇論述與戲劇文本，我們更要加以檢

視、詮釋。其次，戲劇是稍縱即逝的，是不可重複的。對於具有現場性特質的戲劇，遑論近百年

前的新劇運動時代，就算是上個月才發生的戲劇也一樣，研究者如果未曾參與觀賞該次演出，是

否就無法進行研究了呢？當然不是。課程第二單元介紹「劇場編史學」此一戲劇研究的基礎方法

，並結合1990年代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的實際演出案例，引領同學通過劇場資料的搜集調查

、相關人士的訪問、演出劇本的分析等，一起「重構」戲劇。希望到了學期末，同學能發揮一學

期下來藉由每週閱讀進度、作業、課堂討論與田野實務所累積培養的研究能力，就自己感興趣的

戲劇作品或議題進行獨立研究，完成一篇小論文。我們一邊討論過去，一邊也反芻當代。本課程

在上述研討活動之外，也鼓勵同學多參與當代戲劇活動，交流彼此看戲的心得。學期間每位同學

必須從老師推薦的戲劇節目中選擇兩齣觀賞，並將劇評作業帶到課堂上交流。

課程大綱：

1.課程協商、導論

2.校外教學：「牯嶺街小劇場十年回顧展」（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台灣製造・製造台灣」

特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林鶴宜，2015，《台灣戲劇史(增修版)》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1895-1945）：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

 石婉舜，2010，〈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

（博士論文）

3.導論：台灣現代戲劇史的書寫與重寫

 王育德，1941，〈臺灣戲劇的今昔〉

 王白淵，1947，《台灣年鑑》〈文化〉篇

 呂訴上，1961，〈台灣新劇發展史〉

 楊渡，1994，《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1923-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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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劇運動I：新劇運動的發生

  邱坤良，2010，〈理念、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

  石婉舜，2014，〈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

  劇本：〈復活的玫瑰〉

5.新劇運動II：早期新戲劇觀念的移入

 李宛儒，2011，〈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

 報刊研討I：《台灣民報》  主題報告I

6.新劇運動III：新劇運動的主張與實踐

 報刊研討II：張深切／黑色的太陽；張維賢／我的演劇回憶；《日治文藝期刊評論集》第1-4冊

 主題報告II

7.專家演講：「中國現代劇場」的源起與話劇史撰述的若干問題（主講人鍾欣志老師）

 鍾欣志，2011，〈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

 鍾欣志、蔡祝青，2008，〈百年回顧:春柳社《茶花女》新考〉【﹝附錄二：記東京留學界演劇

助賑事】

 資料：洪深，1929，〈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馬彥祥，1932，《戲劇講座》〈附錄：現代中

國戲劇〉；〈The Two Thieves〉

8.新劇運動IV：新劇運動的斷裂與承續

 TBA

 焦桐，1990，《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徐亞湘，2015，〈省署時期臺灣戲劇史探微〉

9.劇場編史學I：理論與實務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2010，《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導論、第六、七章

案例與資料：厚生演劇研究會

10.劇場編史學II：個案研討--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鍾明德，1999，《臺灣小劇場運動史 : 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第1、2、5章

邱貴芬，2003，〈塗抹當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圖像〉

同學分工完成劇本數位化

11.劇場編史學III：個案研討 -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劇本與演出文本討論

調查進度報告與檢討

12.劇場編史學IV：個案研討 -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TBA

13.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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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 

課程英文名稱：A Genealogy of Lyricism: Thoughts, Literature and Film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討論中國抒情傳統在台灣的 影響，並將聚焦侯孝賢本課程討論中國抒情傳統在台灣的 影

響，並將聚焦侯孝賢本課程討論中國抒情傳統在台灣的 影響，並將聚焦侯孝賢電影與相關作品。

課程一方面釐清侯孝賢的個人才俱如何挪 電影與相關作品。課程一方面釐清侯孝賢的個人才俱如

何挪 電影與相關作品。課程一方面釐清侯孝賢的個人才俱如何挪 用與轉化中國抒情傳統的靜態

悲劇美學，在電影媒介賦 用與轉化中國抒情傳統的靜態悲劇美學，在電影媒介賦 用與轉化中國

抒情傳統的靜態悲劇美學，在電影媒介賦 予它新的生命；也希望藉由考察侯孝賢活化傳統方式

，重 予它新的生命；也希望藉由考察侯孝賢活化傳統方式，重 予它新的生命；也希望藉由考察

侯孝賢活化傳統方式，重 新確認古典詩歌中靜態悲劇的美學特質以及國抒情傳統在 新確認古典

詩歌中靜態悲劇的美學特質以及國抒情傳統在 新確認古典詩歌中靜態悲劇的美學特質以及國抒情

傳統在 台灣持續不斷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重點亦放置在抒情政 台灣持續不斷的影響力。另一

方面，重點亦放置在抒情政 台灣持續不斷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重點亦放置在抒情政 治，討論

抒情傳統與戰後台灣政的共謀、逃逸抵抗關 治，討論抒情傳統與戰後台灣政的共謀、逃逸抵抗關

治，討論抒情傳統與戰後台灣政的共謀、逃逸抵抗關係。課程以演講為主，同學口頭報告為輔。

課程大綱：

1.導言：抒情傳統中的文學與電影

一、抒情傳統、文學與電影

2.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收入陳國球《抒情中國論》

   陳世驤，〈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收入劉守宜編：《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臺北市

：聯經出版社，1977。1-19。

   陳世驤著，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2015。

   Further reading: 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

集》。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9。

3.侯孝賢《悲情城巿》（1989）

   朱天文〈《悲情城市》十三問〉

   齊隆壬。2000。〈九○年代台灣電影文化研究論述：以《悲情城市》為例〉。《文化研究在台

灣》。陳光興編。台 北：巨流。319-33。

   Further reading: 迷走、梁新華編。《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

臺北市：唐山，1991。

4.侯孝賢《童年往事》（1984）

   張叔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巿：大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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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reading: 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

北京：三聯書店，2014。

二、互文的抒情

5.侯孝賢《風櫃來的人》（1983）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謝世宗，〈再探侯孝賢《風櫃來的人》：一個互文關係的研究〉。《影像與差異：視覺文化研

究與政治》。馮品佳編。台北：書

  林,2016。71-96。

6.侯孝賢《冬冬的假期》與帕索里尼《伊底帕斯王》

   侯孝賢訪談

7.狄西嘉《偷車賊》與侯孝賢《戀戀風塵》（1986）

   謝世宗，2013.07，〈與社會協商：偷車賊、《戀戀風塵》與抒情潛意識〉，《電影欣賞學刊

》，17期，頁43- 59。

三、抒情傳統與台灣的譜系：胡蘭成、朱天文與侯孝賢 

8.胡蘭成《山河歲月》

   王德威《現代抒情四論》

9.侯孝賢《尼羅河女兒》（1987）

   朱天文〈花憶前身〉、〈尼羅河女兒〉

   鄭美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城市：《尼羅河女兒》、《千禧曼波》中的空間與性別〉。《戲

夢時光：侯孝賢電影 的城市、歷史、美學》。98-109。

10.演講

11.侯孝賢《千禧曼波》（2001）

      葉蓁，〈都市人：侯孝賢後期電影的青春與都會體驗〉，《戲夢時光：侯孝賢電影的城市

、歷史、美學》。

四、抒情傳統、國族文化與東方主義

12.韓邦慶著，張愛玲譯《海上花》

     呂文翠，〈xx〉

13.侯孝賢《海上花》與費穆《小城之春》

     Wang, David Der-wei.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張小虹，〈幽冥《海上花》〉，《戲夢時光：侯孝賢電影的城市、歷史、美學》。

14.侯孝賢《刺客聶隱娘》與李安《臥虎藏龍》

     謝世宗，〈不殺的刺客、現身的隱娘：侯孝賢的簡約美學與《刺客聶隱娘》〉

     謝世宗，〈第七話：類型電影〉，《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

     薩依德《東方主義》導論

     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15.課程總結：從批判的抒情到抒情的批判

      Wang Der-wei David, “Toward a Critical Lyricism,” in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黃錦樹。〈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中外文學》

34.2（2005.07）：157-85。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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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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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戲劇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Film,Television and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定位為影視戲劇文學研究的基礎課程，旨在培養同學獨立研究劇目的能力。學期共規劃三

單元授課：「單元一、基礎概念」主要建立分析劇本的基礎概念——包括戲劇的文類特徵、戲劇

行動、戲劇的結構、語言、人物以及戲劇的時間、空間等，兼及對《詩學》／反《詩學》理論系

譜的認識。「單元二、研究方法 」以本土戲劇經典《閹雞》與《荷珠新配》為案例，建立劇本與

演出文本的概念，認識劇場編史學的研究方法。「單元三、影視劇本分析」則納入影像語言，將

分析對象擴大到劇情電影與電視劇作品。 同學將在學期中進劇場觀賞兩齣戲劇，並於看戲回家後

24小時內上傳一篇1200字的劇評。第10週同學將提出期末報告的題目方向，學期末時將就所選影

視戲劇作品於課堂發表30分鐘報告，並繳交6000字書面報告。

課程大綱：

1.課程協商、學期導論

2.基礎概念(戲劇的文類特徵、戲劇行動、戲劇的語言、人物、戲劇結構、時間與空間)

   理論讀本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導論與第四章、《詩學》節選

3.文本與演出

   理論讀本：*《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七章、劇本： *金士傑 《荷珠新配》、 邱琪兒 《七個

猶太小孩 》

4.劇場編史學

    理論讀本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第六章、劇本： *林摶秋 《閹雞 》

5.影視劇本分析實務(1. 鏡頭語言、劇本結構、開場、衝突、懸疑與驚喜、影視編劇產業分析 )

    影視劇本  ：《末班車 》、《晚風細雨》、《指印 》

6.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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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戲劇與解嚴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ater and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社會在1980 年代解嚴前後到1990 年代初期，威權體制與民主政治的最後衝撞拉扯階段中

，「本土化」在政治、文學、藝術、學術乃至民眾日常生活領域，遍地開花結果。此時以台北為

中心湧現一批特色鮮明、被稱作「小劇場」的實驗劇場團體，彼此之間共享著政治上「反威權體

制」、要求「演我們的故事」，美學上「實驗創新」、「肢體語言突出」等特色，不僅啟發同時

代視覺藝術的創作，也持續對當代的藝文創作產生影響。一般認為，此時期的戲劇創作或許粗糙

，卻能生猛回應當下社會與歷史情境。然而，卻也因為這些作品的劇場性往往高於文學性，加上

戲劇演出一縱即逝的特質，使得相關討論明顯集中在少數劇團與劇本而受到局限。本課程以解嚴

前後的「小劇場」現象為對象範圍，檢視既有研究議題與成果，重視同學對歷史文獻之掌握、分

析與詮釋，以及深度訪談的能力的培養，同時搭配當代戲劇活動的實際參與，俾使同學能深入多

元脈絡重構戲劇事件，就重要現象進行反思與提問。學期間亦透過與圖書館特藏組合作實習，加

強同學善用戲劇資料、判別不同資料的特色與侷限性的能力，同學因此將有機會從檢視研究主題

與資料運用之間的關係中，發展個人研究關懷，於期末提出具原創性的研習成果。期末成果可採

學術論文或非虛構寫作的形式進行發表，未來並有可能刊載在清大圖書館官網的主題網頁上。

課程大綱：

1.課程介紹與協商 閱讀：龔卓軍〈雙重流放：追尋一位時間測量員〉

2.導論1：劇本、演出製作與事件重構 閱讀：演出重建論文選讀

3.導論2：解嚴、轉型正義與文藝狀況 閱讀：解嚴劇場論文選讀

4.解嚴劇場：世界 閱讀：《民主台灣》

5.解嚴劇場：觀眾 文獻導讀(1) 閱讀：《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

6.解嚴劇場：創作者 文獻導讀(2) 閱讀：《台灣小劇場運動史》

7.解嚴劇場：創作者 文獻導讀(3) 閱讀：《主體的叩問：現代性・歷史・台灣當代舞蹈》

8.解嚴劇場：文化遺產 文獻導讀(4) 閱讀：《當代台灣社區劇場》

9.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1)

10.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2)

11.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3)

12.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4)

13.期末自主選題：提案與討論

14.口述歷史與訪問實務1：訪問企劃與行前籌備 閱讀：《口述歷史》選讀

15.口述歷史與訪問實務2：個人訪問（鄭志忠，地點＠清大或台北鄭宅）

16.口述資料與訪後檢討 期末發表籌備會議或個別討論

17.期末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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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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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Drama and Theatre Cultur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說明】台灣的戲劇在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之下,進入由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型期。

本學期研討這段時期的戲劇與劇場文化變遷,課程涵蓋的現象與議題包括:新表演場所與新劇種誕

生、新觀眾與新觀劇行為、戲劇現代化/新劇運動、新文類、啟蒙工具、戲劇傳播、近代國家與戲

劇政策、認同政治等。學習重點在於針對課程指定閱讀論文的研究位置、問題構成、研究方法或

取徑進行解析與探討,同時教師也將引導同學熟習日治時期戲劇史料,藉以對台灣現代劇場成立的

關鍵階段能有較整體的掌握與理解。同學們日後若想針對台灣現代戲劇做進一步考察,可以將自己

的研究奠基在本課程的研習成果之上。

課程大綱：

【授課方式】選課同學須預覽每週的指定讀物，輪流負責領讀報告，並準備每篇讀物1-2頁摘要給

老師和同學，然後由授課老師帶領討論。

 

 

【授課進度】

＊自行閱讀＊

林鶴宜《台灣戲劇史（增修版）》，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

 

第一週 02/14 課程協商；導論（一）

 

第二週 02/21 導論（二）：「現代劇場」前史   【領讀：每人一篇】

●陳其南 1990 〈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家族與社會》，頁 57-96。臺北: 聯

經。

●張啟豐〈乾隆時期(1736-1795)臺灣戲曲活動管窺〉，《民俗曲藝》146。

●林曉英〈史實、傳說與戲曲：《大肚番戰劉頂》〉，《台灣音樂研究》19 （2014.10），頁37-

65。

●小說：楊守愚〈戲班長〉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

 

第三週 02/28 二二八連假 

 

第四週 3/07 導論（三）：「殖民主義」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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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隆志。2006，〈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

、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頁359-383。

●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展開〉，《戲劇研究》10期 (2012 /07/ 01)，P35 -

67。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六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石婉舜〈川上音二郎的《奧瑟羅》與臺灣—「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台再現〉，《戲劇

研究》8期 (2008)，P7 - 30。

●日治時期劇場史料介紹＋民國時期劇場史料介紹

 

第五週 3/14 表演場所     ＊3/16竹蓮寺參訪

●劉閩生《福建古劇場》第七章「商業性演劇場所」，中國戲劇出版社。

●賴品蓉〈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第二、三章，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6。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第二章，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6。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三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田調行前說明

 

第六週 3/21 觀眾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

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邱坤良〈林獻堂看戲─《灌園先生日記》的劇場史觀察〉《戲劇學刊》12，頁7-36。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二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資料：《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

 

第七週  3/28 表演（者） 

●林鶴宜《東方即興劇場 歌仔戲「做活戲」：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上編）》第二章，台北：台

大出版中心，2016。

●石婉舜〈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殖民地的戲院、歌仔戲與觀眾〉，《「帝國」在臺灣：殖民地

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七章，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吳孟芳〈台灣歌仔戲坤生文化之研究〉，臺灣大學戲劇所碩士論文， 2001 。

●＊蔡欣欣《台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pp197-268，里仁書局，2005。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2000。

 

第八週 4/04 清明節放假

 

第九週 4/11 台文所第七屆師生訪問團赴上海，停課乙次

 

第十週 4/18 新劇運動I：脈絡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年

●三澤真美惠《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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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揚坤〈1925，往「文明歌劇」道途上的出發〉《彰化文獻》7(2006.08)，頁81-104

●資料：「崇文社」兩次戲劇徵文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Ia：《台灣民報》的劇作與劇論

 

第十一週 4/25 新劇運動II 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1)   ＊期末報告諮商

●丁羅男〈“西潮東渡”和中國話劇運動〉、〈中國話劇文體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二十世

紀中國戲劇整體觀》P31~P50，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Ib：《台灣民報》的劇作與劇論

 

第十二週 5/2 專題演講：陳龍廷教授／台灣劇場研究的方法論——以布袋戲為例

 

第十三週 5/9  新劇運動III：事實與詮釋

●楊渡《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時報文化，1994。

●石婉舜博論第六章〈新劇運動的出發、理念與「社會劇」〉

●李宛儒博論（不諳日文者可略）

●李宛儒〈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新劇運動〉，收於袁國興編《

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呂訴上〈台灣新劇發展史〉，《台灣電影戲劇史》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新劇略史〉，《台灣戲曲‧腳本集 五》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Va：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劇作 

 

第十四週 5/16  新劇運動IV：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2)  

＊期末報告諮商(2-1) 

●吳佩珍〈1920~1930年代日本戲劇與東亞左翼文藝思潮—秋田雨雀、田漢與吳坤煌—〉，「翻譯

東亞」研討會，2016

●資料：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2006.10) 。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Vb：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劇論 

 

第十五週 5/23 戰爭與戲劇   ＊期末報告諮商(2-2)  

●＊汪宏倫等，《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第三章，台北：聯經，2014。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

●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 (1936.9~1940.11)〉，收於《帝國

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新自然主義，2009。

●———〈展演民俗、重塑主體與新劇本土化—1943年《閹雞》舞台演出分析〉，《臺灣文學研

究學報》22。

●簡秀珍〈太平洋戰爭後臺灣的新劇活動—以地方青年業餘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為討論 中

心〉

●劇本：龍瑛宗〈美麗的田園〉、林摶秋〈閹雞〉〈高砂館〉

         

第十六週 5/30 端午節放假

 

第十七週 06/06 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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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06/13 TBA

＊期末報告繳交期限：06/24。

 

 

【課堂要求】

●主題評論：同學自第二週起須就每週授課主題事先撰寫閱讀評論，至少1000字；並於上課當天

上午九點以前張貼於iLMS討論區。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學期間同學須按照課堂指示調查戲劇資料，製作整理表格，並於課堂分

享成果與心得。

●觀劇心得：同學須在學期間參與至少兩回劇場活動（寺廟演出一回、劇場演出一回），並撰寫

觀察報告/評論，每篇至少1500字。

●期末報告，有以下兩個方案供碩士生自選：

○方案Ａ：撰寫一篇課程主題相關的小論文，字數（不含註腳、書目）8000~12000。

○方案Ｂ：平時參與五回劇場活動（含學期間兩回），並繳交觀察報告/評論。

○博士生必須選擇方案Ａ，且字數15000。

 

 

【評量標準】

●平時參與及課堂表現 50％

●期末口頭報告與期末報告 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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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劇本創作二 

課程英文名稱：Scriptwriting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劇本寫作一之延伸,同學由劇本寫作一,改編龍瑛宗小說之短片作品中,選取合適之角色

,情節等,重新拆解 並組構,全班共同創作一個新的劇本. 課程內容將透過田野調查及case

study的方式強化角色性格,戲劇空間的建立,及深入探討對白與影像的關係.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劇本，影像，對，，戲劇空間，野調查

課程說明

本課程為劇本寫作之延伸,同學由劇本寫作，改編龍瑛宗說之短片作品中，選取合適之，情節等

，重新拆解並組構，全班共同創作個新的劇本.課程內容將透過野調查及case study的式強化性格

,戲劇空間的建立,及深入探討對與影像的關係.

參考書籍

Robert McKee著 黃政淵, 戴洛棻, 蕭少嵫 譯《故事的解剖》2014 台北 漫遊者文化

Ken Dancyger, Jeff Rush著 易智等譯 《電影編劇新論》2014 台北 遠流

教學式

課堂講授輔以影教材。

回家作業與課堂討論。

教學進度

1. 課程介紹,與情節拆解1

2. 與情節拆解2,歷史背景研究

3. 提案

4. Logline 1,故事綱500

5. 研究,服裝造型研究

6. 物傳,記

7. Logline 2,故事綱2000

8. 春假

9. 空間研究

10. 美術,場景設計

11. 分場1

12. 分場2

13. 聲設計

14. 對研究

135 2020/12/04 05:09



15. 對設計

16. 對劇本

17. 對劇本

18. 讀劇會

成績考核

1. 本課程實施點名，無論任何原因，點名三次未到，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2. 所有作業（含期末作品）請遵守繳交期限，逾期者該次作業不給成績。

3. 評分標準：

A. 出席率及討論參與：30%

B. 平時作業：30%

C. 期末作品：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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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劇本創作一 

課程英文名稱：Script Writing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每學年將選定位近當代台灣作家，其文學作品出發，從不同的觀點切入，或從中擷取部分

或段 落 情節，輔以影像敘事技能與鏡頭語，發展出獨特且完整的影像故事，每位同學將各完成

改編短片劇 本。

 

課程概述：

108學年度之主題作家為龍瑛宗。 本課程將有文學專業師資共同合作授課，108學年度之文學專業

教師為王惠珍老師。 於本課程之創作內容，部分將延續進階課程，進階課程為共同創作電影或影

集劇本。

課程大綱：

劇情短片Narrative Short, 影像化 Visualization, 劇本寫作 scriptwriting, 台灣文學

Taiwan Literature課程說明：

同學依老師 推薦之文學作品，改編為短片劇本。前半學期課程為分析文本及教授影像基礎語，後

半 學期則著重於同學的文本創作討論。108學年度之作家為龍瑛宗，學將以下10篇作品中，任選

其或綜合數篇中之或情節改編。

植有瓜 樹的鎮，可悲的，妞，，燃燒的女，黃家，貘，夜流，村姑娘逝矣（村姑逝矣），夕影

（夕照）

參考書籍

LOUIS GI ANNETTI/著 焦雄屏/譯《認識電影（最新修訂第版）》2010 台北 遠流

David Lodge /著 李維拉/譯 《說的五堂課》2006 台北 文化

Syd Field/著 曾霸/譯 《實電影編劇技巧》 2008 台北 遠流

David Mamet/著 曾偉禎/譯 《導演功課》 2008 台北 遠流

教學式

課堂講授輔 以影教材。

回家作業與課堂討論。

教學進度

1 9/9

課程介紹，業界概況

2 9/16

王惠珍老師演講：專題作家文本導讀與分析

3 9/23

專題：鏡頭語

4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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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5 10/7

提案

專題：物，野調查

6 10/14

Logline，故事綱1

專題：衝突與衝突的累積，4S

7 10/21

Logline，故事綱2

專題：故事的巨與微

8 10/28

文本討論1-故事綱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9 11/4

Logline,故事綱定稿，物傳1

專題：劇本格式

野調查報告1

10 11/11

分場討論1，物傳2

野調查報告2

11 11/18

分場討論2

專題：戲劇空間

12 11/25

分場定稿

專題：開場，影像敘事

13 12/2

文本討論3-分場/對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14 12/9

對討論1,

專題：巨/渺，事件細節

15 12/16

對討論2

專題：聲設計

16 12/23

對討論3

17 12/30

劇本完成，期末呈現準備

18 1/6

期末呈現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1. 本課程實施點名，無論任何原因，點名三次未到，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2. 所有作業（含期末作品）請遵守繳交期限，逾期者該次作業不給成績。

3. 本課程綱將依同學實際創作進度調整。

4. 評分標準：

A. 出席率及討論參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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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時作業：30%

C. 期末作品：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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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文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Hakka cul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所創造的文化，是客家社會價值系統的總和，包括客家話、飲食、信仰

、戲劇、音樂、建築，技藝，風俗習慣等，客家人崇文重教、晴耕雨讀、忠孝傳家，「日久他鄉

是故鄉」這是本課程切入的起點，從在地的觀點出發，建構臺灣客家的主體性思考。站在客家本

土化的寬闊視野，達到「以客家豐富臺灣的多元文化」的理念。　　本課程希望在現有的客家研

究基礎上，突破學科領域的限制，透過語言、宗教、飲食、武術、建築、客家獅、音樂等各種題

材的介紹，讓同學對臺灣的客家文化有較全面的認識。　　期盼藉課程的學習交流，讓同學了解

客家族群的思維與特色，透過安排的單元課程，一步一步帶領同學從點到線到面，進入客家人生

活的氛圍，領受客家人的生活智慧與生命禮讚，讓同學對臺灣的客家文化有廣泛的認識，增進不

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了解與關懷。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

1.單元主題講述與討論：教師授主題理論觀念及互動討論

2.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學生書籍、影片等之分享及省思

3.分組報告與思辨回饋：學生分組報告及提問回饋

教學進度：

1.從傳統客家文化談起：移墾社會、鄉土情誼、圓的文化（客家文化追求生活和諧）

2.臺灣客家的本土化（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3.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

4.客家茶文化的巡禮：膨風茶、擂茶、茶米茶的故事

5.客家飲食文化與節慶（「粢粑、牛汶水、摝湯粢」各類米食）

6.客家建築巡禮：天圓地方、四水歸堂、外圓內方（「五間見光、五間廊廳、禾坪」、建材、堂

號書寫）

7.從客家地名看命名文化（崙、坑、背、陂蘊藏的客家密碼）

8.惜字亭的流金歲月（崇文重教，對知識、文字的尊敬）

9.客家藍染：惜物再利用的自然染（欣賞藍染文創作品）

10.客家醃漬文化：從酸菜、蘿蔔乾談起（有備無患、居安思危的生活體現）

11.客家的生命禮俗（新生日、酒壺雞、阿婆菜、二次葬、還老願、做竅妙）

12.客家的禁忌與風水思維（趨吉避凶、諧音避諱）

13.臺灣客家的民間信仰與祖先崇拜（客家本地義民信仰的探討）

14.習武健身保家：力與美結合的客家獅、客家布馬舞與流民拳（流民拳影片觀賞）

15.客家諺語學待人處事的智慧（老祖宗的生命智慧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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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客家音樂：從山歌傳唱、客家八音到客家流行音樂（欣賞創作音樂與歌曲）

17.新客家文化的特質與精神

18.期末報告及檢討

指定用書：曾喜城，1999，《臺灣客家文化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

參考書籍：

古國順等，2005，《臺灣客語概論》，五南圖書。

江裕春，2010，《龍潭椪風茶研究》，高雄餐旅學院碩士論文。

邱彥貴，吳中杰，2001，《臺灣客家地圖》，城邦文化發行。

徐正光編，2007，《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

曾逸昌，2004，《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縣：曾逸昌。

廖純瑜，2012，《臺灣客家飲食文學的研究》，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劉澤玲，2010，《客家米食文化在銅鑼傳統飲食中的傳承》，高雄餐旅學院碩士論文。

黃瑞蓮，2006，《台灣海陸客話禁忌語的研究》，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謝賜龍，2019，《新竹地區客家還老愿儀式》，新竹縣：文化局。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成績考核：

一、小組表現評量(20)%：小組討論及上台發表報告

二、個人上課參與(30)%：準時出席、積極參與及互動討論

三、個人期末報告(40)%：上台發表、書面報告

四、其他評量方式(10)%：隨堂複習小測驗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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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Fundamental Issues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出發，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教學的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期望透過語言學習原理、學

習者特質、語言教學情境、理論或方法、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等主題的探討，使學生具備應用相

關學理及融合新科技的能力，從事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研究。

課程大綱：

1.語言教學現況

教學實踐思考、問題與解決策略、教學觀、方法與技巧、教學研究與教師增能 …

2.學科內容知識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言學理論與教學流派、語言與文化…

3.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學」

語言能力發展、學習者特質、學習策略…

4.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教」

語言能力、文法、詞彙教學；課程規劃與設計；教材發展；語言教學與科技；語言評量…

5.其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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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以嚴謹的研究取向，針對台灣之語文教學：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中小學國語文教學、

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中小學語言教學、以閩客語為第一或第二語言的本土語教學，評析其現況

，或探究梳理未來可行之教學取向。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一語與二語之語文教學內涵

，也能掌握影響學生語文學習之可能因素。同時，也能運用合理的語文教學取向，發展適合學習

需要的語文教學方案。

課程大綱：

週次主題說明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

2一語與多語脈教絡的語言教育講授與討論

3從語言教育到語言教學講授與討論

4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學習篇講授與討論

5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教學篇講授與討論

6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評量篇講授與討論

7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8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9期中報告講授與討論

10課室教學案例分析:高年級學生報告

11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學階段學生報告

12課室教學案例分析:學科領域學生報告

13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14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15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高年級講授與討論

16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學階段講授與討論

17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學科領域講授與討論

18期末報告Round Table sees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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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or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will be introduced to bring the stude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e of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their teaching context.

Emphasis will be focused on how linguistic theories influence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y.

課程大綱：

Week 1 Introd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eek 2 Direct strategies

Week 3 How to apply direct strategies

Week 4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5 How to apply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6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assessment

Week 7 Networking

Week 8 Language origin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9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0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1 Needs analysis

Week 12 Situation analysis

Week 13 Planning goa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Week 14 Course planning and syllabus design

Week 15 Effective teaching

Week 16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7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8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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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首要協助學生熟悉以學研究之內涵與量化研究之梗概，期使學生在此理論基礎下，應用量

化研究方法進行語言教學議題之探討。本課程修習結束後，學生將具有辨識量化研究在語言教學

情境之適用性，且能熟稔的在自身之教學情境中，熟悉量化研究法之內容與操作方式。同時，學

生也將具備能分析與解讀其它語言教學量化研究文獻之能力。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語言教學量化研究介紹

第二週 科學研究:從問題意識到驗證假設

第三週 語言教學場域中的量化資料:有系統的觀察並收集資料

第四週 實作一:課室錄影中的資料記錄

第五週 實作二:課室內學生行為之資料記錄

第六週 量化研究中的隨機分派與語言教學中的準教學實驗

第七週 準教學實驗與課室觀察研究

第八週 語言教學量化研究中的研究工具(問卷、標準化測驗工具、與自編量表)

第九週 期中報告(語言教學量化研究小論文初稿)

第十週 從描述統計到推論統計

第十一週 描述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

第十二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三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四週 實作三: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五週 實作四: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六週 教學實驗之效果量

第十七週 從資料分析到理論建立(迴歸、HLM)

第十八週 小論文成果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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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理論、方法及實務等相關議題，做深入的探討，並就不同

研究對象、現象與問題，進行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與詮釋的討論。希望經由本課程的學習，學生

能清楚掌握質性研究的精義與操作過程，從事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評論及實作。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及質性研究的內容簡介

2.質性研究的涵養及角色意識

3.質性研究的倫理議題與共融關係

4.現象學、詮釋學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5.紮根理論、批判理論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6.俗民誌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7.行動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8.焦點訪談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9.如何進入語言教學的研究現場

10.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問題

11.語言教學的研究對象抽樣

12.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設計

13.如何進入深度訪談的世界

14.語言教學的觀察與資料蒐集

15.語言教學的質性資料分析─看見意義與理出脈絡

16.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優劣鑑定

17.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評鑑及討論

18.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寫作歷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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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音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honological System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學會如何進行語音教學，以台灣地區常見語言之語音系統為例。藉由認識發音器官、

了解發音方法、聽辨發音錯誤、以及音韻覺識等知識，找出常見的語音學習錯誤，以及相關教學

修正策略。

課程大綱：

1.發音器官介紹

2.如何正確發音與教導

3.聽辨技巧訓練

4.找出發音的錯誤點 (如何利用praat協助分析)

5.音韻覺識(第一語言vs.第二語言)

6.輔音教學

7.元音教學

8.音節辨認教學

9.聲調與重音

10.學期報告規畫

11.如何收集課堂語音材料

12.如何分析課堂語音材料

13.不同語言的語音特徵比較

14.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

15.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I

16.材料分析

17.材料分析與教學應用

18.期末課堂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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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彙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ocabulary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詞彙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包含教師應具備的詞彙學基

本概念與相關理論、教材編寫、教學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指導策略以及測驗評量等。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詞彙學概論

3教學法流派

4詞彙的構成與發展

5詞彙單位

6詞的構造

7詞義

8熟語

9期中報告

10方言特徵詞

11詞彙擴散

12詞彙與文化

13詞彙教學的基本原則

14詞彙的評量與測驗

15詞彙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

16詞彙教案設計

17教案教學演示

18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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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Grammar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建立在理論語法之上，以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語言為例(以研究成果最豐碩之漢語為例，但不

以此為限)，引導學生利用相關的語法知識，提升解決語法問題和組織語法教學活動的能力，透過

將語法理論與教學的結合，讓學生從中學習和掌握語法教學的基本原則和策略，進而指引語法的

教學實踐。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一般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別

3語法規則

4語法教學的基礎屬性

5簡易性的準則

6語法教學點難易度的評定

7語法點的排序

8對比分析與語法教學

9期中報告

10詞類教學(I)

11詞類教學(II)

12常用句型的教學(I)

13常用句型的教學(I)

14複句教學

15各語言教材語法點安排分析

16教學與評量

17教案設計與試教

18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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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教學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Seman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各種語義學研究的方法，應用實例的講解，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Week 1 Metadata and Semantics

Week 2 Applied Semantics

Week 3 Meanings in Language

Week 4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5 Semantic Web

Week 6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eek 7 Spring Break

Week 9 Multimedia semantics

Week 11 Semantics in data and Knowledge Bases

Week 12 Knowledge and Language.

Week 13 Semantics vs. Pragmatics

Week 14 Noun-noun Combinations

Week 15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16 Cultural Semantics

Week 17 Experimental pragmatics/semantics

Week 18 Quantitative Semantic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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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習得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cquisi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習得的進程和主要議題，並熟悉研究語言習得的方法

。

課程大綱：

WEEK 1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

WEEK 2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g

WEEK 3 Timing Matters: Dynamic Interactions Create Sensitive Periods for Word

Learning

WEEK 4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Dynamic Competition Transform Association into Development

WEEK 5 How Experiences with Words Supply All the Tools in the Toddler’s Word-

Learning Toolbox

WEEK 6 Learning Words from Experienc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WEEK 7 A Sensory-Motor Solution to Early Word-Referent Learning

WEEK 8 The Miracle Year: From Basic Structur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WEEK 9 An Embodied Model of Young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0 Developmental Language Learning from Human/Humanoid Robot SocialInteractions:

An Embodied and Situated Approach

WEEK 11 Making Use of Multi-Modal Synchrony: A Model of Acoustic Packaging to Tie

Words to Actions

WEEK 12 Development of Word Recognition across Speakers and Accents

WEEK 13 A Neurorobotics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Word Learning Behaviors

WEEK 14 Learning Words by Imitating

WEEK 15 I Think I Have Heard That One Before: Recurrence-Based Word Learning with

aRobot

WEEK 16 Two Distinct Sequence Learning Mechanisms for Syntax Acquisi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7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te Talkers: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WEEK 18 Review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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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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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ldren Language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科目旨在協助學生了解嬰幼兒以及學齡期兒童的語言發展, 藉由此課程學一將能了解影響兒童

發展句法、聲韻、詞素和心理詞彙等相關因素為何，同時也能掌握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相關理論

。在本課程中，學生也會有機會學習兒童語言發展研究所需之研究方法與技術。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要求

第二週 語言發展概觀

第三週 嬰兒期的溝通發展

第四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1)

第五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2)

第六週 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七週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八週 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九週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十週 期中討論

第十一週 語言評量

第十二週 語言評量

第十三週 幼兒發展

第十四週 語言發展理論(1)

第十五週 語言發展理論(2)

第十六週 語言發展的個別差異

第十七週 特定型語言障礙、自閉兒童的語言問題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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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雙語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Bilingual Literacy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雙語學習之心理認知歷程，不僅是心理語言學家關心的議題，更是攸關國家公民之素養。本課程

擬先探討人類雙語學習之認知心理學，使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影響學生雙語之可能因素

。同時，也將探討雙語教學之可能方法，進而能將理論應用於實際之教學實務。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基本之讀寫能力

3)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高階讀寫之發展

4)雙語學習之形音對應機制

5)雙語學習脈絡中之意義觸接

6)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7)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8)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9)期中發表

10)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11)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2)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3)雙語學習之評量

14)雙語學習評量(Ⅱ)

15)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6)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7)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8)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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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語言與教學評量的分析與研究，課程內容包括：語言測驗的編製與實施、測驗

結果的解釋與應用、測驗的分析與評鑑等，藉此幫助學生獲得編製、選擇與評鑑語言測驗，以及

應用語言測驗進行教學成效分析與研究的能力。

課程大綱：

課程介紹、語言教學目標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評量專題研究、語言測驗編製與命題實作專題、語

言測驗試題分析專題、信度原理與信度估計專題研究、效度原理與效度估計專題研究、常模測驗

分數的解釋專題、標準化測驗與應用專題、多元評量專題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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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以臺灣母語的特性為考量，設定教學目標及配套的評量方式，並且練習適用於評量

臺灣母語學習效果的量化及質性描述方法。

課程大綱：

W　TopicReading

1課程簡介

2教師母語不流利時如何教？Hinton (2003)

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張學謙 2004, 2007, 2011

4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江秀英 2007, The Foxfire Approach

(http://www.foxfire.org/teaching.html)

5雙語教學張學謙等 2011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陳素年 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

6多語教室教學黃東秋 2007, 2010

7沉浸式教學法(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Reyhner, Jon.2003. Kipp 2009客語沉浸教學: 陳

雅鈴2009陳雅玲等2009

8專題演講: 教案編寫

9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張學謙等2011, Heredia & Francis 1997

10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高清菊 2011, 楊美蓮2007　

11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Heredia and Francis 1997

12期中報告: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3語言教學法介紹 IRichards & Theodore 2000

1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15討論: 教學法於母語教學之應用

16語言教學評量Bowles & Stansfield 2008

17期末發表

18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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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寫作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Writing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寫作歷程導向為理論基礎。旨在檢視傳統以寫作結果為導向之教學觀念，能以多元觀點

評估作文教學研究案例，整合寫作理論、寫作教學策略與資訊工具於教學場域，並引導碩士生以

提昇低學習成就者之寫作能力為目標，研擬寫作教學研究相關計畫。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備註（補充閱讀資料）

01課程介紹★教師導讀章節

※學生導讀章節

02寫作能力的習得與發展單元一和二

03寫作能力的影響因素

04★寫作歷程的理論─認知取向的寫作觀點單元三

05※發展寫作策略

※從字、詞、句式、修辭到寫作單元四

06從字、詞到寫作的教學案例分享

寫作教學策略─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活動

07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案例分享

08※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單元六

09※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10※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思考地圖在讀寫教學的應用單元八

11思考地圖在寫作教學運用實例

12※從閱讀到寫作教學的連結單元五

13※寫作評量

寫作量表的應用單元七

14學生寫作問題的診斷、分析與輔導

寫作案例討論單元九

15寫作領域的過去發展與現況

16發展適性的寫作教學方案或研究的議題、※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7※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8※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期末專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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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158 2020/12/04 05:09



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A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語文領域教學向為中小學課程領域中教學時數最重者，其中所涵蓋的內容包括讀、寫、聽、說、

作等，其中自然也存著相關問題，在在都需要教學者秉諸語文教之理念與相關教學理論，並化為

教學實踐行動。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精熟行動研究之原理，藉由行動與反思的交互進行，或解決

教學現場中的語文教學的實務問題，或實踐與教學理論，或對語文教育政策與相關議題進行反思

批判，其最終目的在提升學生語文學習的能力與動機，達成語文教育效果。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

01課程簡介

02口說與書面語言的發展與學習

03閱讀與書寫的發展與學習

04統整式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05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概念

0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歷程與步驟

07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問題界定與分析

08語文教室中的教師與學生

09語文教學現場問題

10語文教學行動方案的規劃

11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12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成果分享與報告撰寫

13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評鑑與回饋

14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困難與限制

15專題討論一：語文教學行動研究與發展

1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案例討論

17期末專題報告(一)

18期末專題報告(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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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理解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了解閱讀理解的歷程與策略，以及閱讀能力的培養與習得，學生在對閱讀理論和閱

讀理解歷程與策略充分了解後，可進一步針對閱讀理解和閱讀教學相關議題深入探討，撰寫研究

報告。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共分成12個主題，各主題進行1-2週的討論，除課堂文章導讀外，學生在期中、期末各有一次摘要

、全文研究報告。

 

1.閱讀動機

2.閱讀理解歷程

3.閱讀理解策略

4.閱讀理解的影響因素

5.閱讀理解理論

6.聲韻覺識與閱讀理解

7.認字與閱讀理解

8.解碼自動化的發展

9.認知心理學與閱讀

10.語言學與閱讀

11.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

12.閱讀理解與教學現況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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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語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Hakka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客家語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主要聚焦：(一)第一語言

對第二語言習得之干擾、(二)第二語言教學法的流派與內涵、(三)客家語的語言特點、(四)客家

語拼音、詞彙、句型教學之策略與方法、(五)教學評量、(六)教案設計與教學示範。

課程大綱：

1 課程概述

2 中介語理論與錯誤分析

3 第二語言教學法流派

4 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研究的內容與方法

5 客家語語言分布及語言特點

6 客家語拼音教學(I)

7 客家語拼音教學(II)

8 客家語詞彙教學(I)

9 客家語詞彙教學(II)

10 期中報告

11 客家語常用句型教學(I)

12 客家語常用句型的教學(II)

13 客家語教材編纂與分析(I)

14 客家語教材編纂與分析(II)

15 客家語教學與評量

16 客家語教案設計

17 教案教學演示

18 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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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針對語文教育的研究需求，探討特定研究方法，分別就方法論的角度評述其理論基礎、研

究設計與方法。本課程將特別集中在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及行動研究三大研究派典進行析論，以

強化語文教育研究的方法基礎。

課程大綱：

1.語文教育研究類型、價值、基礎與限制

2.量化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3.質性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4.行動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5.認知心理學研究討論：以寫作教學與閱讀教學研究為對象

6.敘事研究、歷史研究、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的討論

7.三種研究派典與所涉研究倫理的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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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語言學崛起於70年代，80年代開始活躍起來，大部份研究專注在語意方面，認知語言學著重

思維與語言、思維與語意之關係，認為語言知識從語言使用中湧現。近年，認知語言學領域的研

究蓬勃發展，其於教學應用方面也廣受討論。本課程介紹認知語言學的主要概念並探討其於教學

之應用，涵蓋主題包含範疇化與原型理論、隱喻與轉喻、意象圖示以及構式語法。

課程大綱：

週主題閱讀

1. 課程簡介、任務分配

2.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文章導讀Taylor 1989, Vespoor 2008

3. 文章導讀 戴浩一.2003【 】趙艷芳2001 (十一) 【 】

4. 範疇化與原型理論討論指定閱讀：張敏 (1998): Ch 2 第一、二節、蘇以文 2009　

5. 文章導讀Lindstromberg, Seth. 1996. Prepositions: meaning and method,

Lindstromberg, Seth 2010屈承熹 2011 【 】戴金惠 2014 七【 】原型理論與詞彙教學【 】

作業：華語互動式教材--量詞輕鬆玩

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理論 3/30

7.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理論

8. 概念隱喻討論指定閱讀：安可思2009、周世箴(譯注) 2006 導讀

9. 文章導讀楊孟蓉、周世箴 2008【 】王寅2001 【 】張榮興. 2012. 【 】

10.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B：概念隱喻

11. 圖形與背景意象圖示討論 張敏 (1998): Ch 2 第三節

12. 文章導讀文旭 2004英語倒裝句的圖形-背景論分析 【 】黃士蔚 2014 【 】文旭、熊榮敏

2010 【 】

英語介系詞教學 (Yeh 2012)

作業：瘋狂猜成語

13.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C：意象圖示 5/18

14. 構式語法討論指定閱讀：王惠 2005, Goldberg 2006

15. 文章導讀蘇丹潔、陸儉明 2010 【 】文旭 2012 【 】戴金惠 2014 六【 】

1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D：構式語法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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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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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and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探討語文領域課程規劃與語文教學設計之知能、國語文知識概念、國語文教學知能、如

何支持學童學習、國語文教學評量等議題；與教學行動實踐與反思有關的，如教師素養與教學反

思、溝通知能等議題亦在課程內。以多個「案例」提供討論，目的在整合問題、教學理論與實務

，建構學習者的認知脈絡。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備註（補充閱讀資料）

01語文領域教學應有的認識

02初始狀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與討論作業一：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

03語文領域教學的內涵與方法★Chapter 2

04語文領域教學的跨文化考量★Chapter 4

05語文領域教材的選取與配置★Chapter 3

作業二：語文領域教材編選及配置之分析

06轉換歷程：語文領域的教學取向與設計

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07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2

08★小說&故事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5

09★詩歌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6

詩歌朗誦技巧指導

10★戲劇&角色扮演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7

11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預測&摘要、連結策略）

12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推論、自我提問&六何法）

13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詰問作者&理解監控策略）

形式深究的指導─文體、句式和修辭

14評估監控：語文領域的教學評量與回饋

15語文領域的教材分析─文本結構分析

16語文領域的課室觀察與反思★Chapter 8

17★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

18★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作業三：語文領域教材分析與教學設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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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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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Theories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介紹閱讀的基礎理論與概念，如基模理論、篇章結構、與後設認知等，經由理論的介

紹與相關文獻的導讀，使學生了解閱讀理解的過程與研究、教學方法，進而能應用教學並撰寫研

究論文。

課程大綱：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課程講義

2閱讀的新科學大腦與閱讀:引言

3我們如何閱讀大腦與閱讀:Ch2 &Ch3

4發明閱讀大腦與閱讀:Ch4

5學習閱讀大腦與閱讀:Ch5

6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7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8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9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10推論與推論理解教學Journal paper

11推論與推論理解教學Journal paper

12後設認知與理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3後設認知與理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4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5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6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7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8Final report期末成果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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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探討讀寫發展理論 2.探討讀寫萌發教育3.討論小學低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4.討論

小學中年級敘事體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5.討論小學高年級說明與說服性讀寫議題與教學

研究現況評估6.研擬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標之教學研究計畫

課程大綱：

議題一、探討讀寫發展理論（3週）

議題二、探討讀寫萌發之理論與教學（3週）

議題三、討論小學低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四、討論小學中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五、討論小學高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六、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的之教學研究計畫研擬、發表與

討論（3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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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 

課程英文名稱：Subjective Dialog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主體對話的哲學基礎與主體對象（教師、學生、文本）、主體式對話教學的基本

內涵，分析主體式師/本對話、主體式師/生對話、主體式生/本對話的基本模式與進行歷程，並作

為課室觀察與討論的基礎，藉以引導進入與教學現場進行觀察研究。

課程大綱：

1.主體式對話教學的內涵、哲學基礎、特徵與基本要素

2.主體式師/本對話的內涵、一般模式與操作策略

3.主體式生/本對話的內涵、一般模式與操作策略

4.主體式教學對話與專業對話

5.主體式對話教學在語文教育的應用價值評析

6.課室觀察作為語文教育研究方法的內涵、基本特徵與方法

7.應用主體對話教學概念進入語文教學現場進行課室觀察的操練與反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69 2020/12/04 05:09



課程中文名稱：閱讀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閱讀心理學為基礎，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掌握以理解為前提的字詞教學、理解教學與學科

內容的深度理解教學。在此課程中，學生首要掌握以實徵研究為基礎所設計的閱讀教學，對不同

學習階段學生閱讀能力的影響，接著學生進一步掌握教學實驗介入的方式，以發展具有督導與改

進閱讀教學效能的教學專業能力。

課程大綱：

本課程之教學進度共含蓋下面八個主題:

1)閱讀教學引言:以理解為前提的字詞教學、篇章理解、與學科深度閱讀。

2)閱讀教學的研究派典:National reading panel report中回顧與前瞻。

3)閱讀教學與後設認知:談理解監控與閱讀教學

4)建構理論與情境模式:以評量作為閱讀學習的路徑

5)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Ⅰ-故事結構的課室內教學

6)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Ⅱ-說明文結構的課室內教學

7)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Ⅲ-學科領域的詞彙理解教學

8)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Ⅳ-學科領域的閱讀理解教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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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Sciences and Reading Proces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科學是探索人類智能(intelligence)或心靈(mind)及所衍生的行為之科學, 個體如何感知訊

息，如何將特定心力投注於特觸的事物與對象，如何處理、貯存及提取訊息，如何以語言做為處

理各類訊息的媒介與工具，都是認知科學所關注之研究議題。閱讀是一項極為複雜的認知歷程

，此一歷程，從視知覺接收文字符號開始，到尋求篇章字裡行間之言外之意，都與認知科學所探

索的研究議題一致。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閱讀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題實作的方式

，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及閱讀任務等因素，對閱讀效能產生影響的路

徑。藉由修習本課程，學生除了能對閱讀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理基礎，同時也能習得認知科學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之初階能力。

課程大綱：

Week 1The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s

Week 2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Week 3Infer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Week 4Language Pathways into the community of Minds

Week 5Role of the readers’ schema in Comprehension, Learning, and Memory

Week 6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Week 7The social practice of multimodal reading: A new literacy studies on reding.

Week 8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9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10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11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2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3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4Reading as a motivated Meanging-Construction process:The reader, the Text, The

Task.

Week 15Brain, Reading, and Learning

Week 16Project presentation

Week 17Project presentation

Week 18Project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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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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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以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for learning: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tex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讀以學」是個體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自1980年代開始，認知心理對閱讀理解的認知歷程已相

當掌握後，逐漸有更多認知心理學者關注，讀者如何在文本閱讀中進行「學習」，並使所習得的

認知表徵應用於新的情境。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讀以學」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

題實作的方式，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對「讀以學」的影響。藉由修習本

課程，學生除了能對讀以學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理基礎，同時也能了解「讀以學」的基礎研究

在教育上之應用。

課程大綱：

Week 1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critical path for “self-learning”

Week 2Learning from texts: learning and memory

Week 3Learning from texts: Activation inform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4Learning from texts: Building Coherence reading represent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5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offline representation

Week 6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the effect of task

Week 7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8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9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0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1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2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3Education Implication: Why using textbook?

Week 14How to use a textbook: Academic Vocabulary

Week 15Inquiry Units: The units in textbooks

Week 16Help for Struggling Readers

Week 17Proposal presentation

Week 18Proposal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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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課程英文名稱：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E-learing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客家語文溝通能力 □客家文化與文學 ■客家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適當使用資訊科技作為媒介，並運用數位教材，使教學更精彩、更有效率、更具創意，是所謂的

數位學習(e-Learning)。本課程旨在以語文教育領域為內容，應用各種多媒體設施、技術與程式

軟體，模擬教學歷程與學習（或教學）需求，設計適用之內容。並能利用數位學習之原理，針對

以設計完成或已經被應用的數位教材進行評鑑。

課程大綱：

Week 1 The future is now；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Week 2 A defense of checklists for courseware evaluation

Week 3 Beyond the “wow” factor – evaluating multimedia language learning software

from a pedagogical viewpoint

Week 4 Computers in language testing: present research and some future directions

Week 5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for teaching discourse intonation

Week 6 What lexical information do L2 learners select in a CALL dictionar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word retention

Week 7 Integrating corpus consult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Week 8 Computer-mediated negotiated interaction: an expanded model

Week 9 Vomputer-media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ek 10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1 Exploiting the Web for language teaching: selected approaches

Week 12 Optimal psycholinguistic environments for dista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3 Virtual worlds as arenas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4 Using mobile phones in education

Week 15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6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7 Restructur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with networked computers: effects on

qua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Week 18 Developing L2 oral proficiency through synchronous CMC: output, working

memory, and interlanguage developmen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174 2020/12/04 05:09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75 2020/12/04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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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修正理由 

一、 為滿足學生「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課程多元的需求，增加「客

家文化與文學」類別課程，新增八門課程，提供學生更豐富的選修課程。包

含：「影視劇本創作一」、「影視劇本創作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性

別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二、補充及修正課程表之說明欄位內容。 

三、檢附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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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09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109年11月19日（星期四）17：30 

會議人員：王惠珍所長、劉柳書琴教授、陳惠齡教授、謝世宗教授 

王鈺婷教授、陳芷凡教授、王威智教授 

列席人員：鄧立婷秘書 

請假人員：石婉舜教授 

休假人員：李癸雲教授 

紀錄：陳素主 

一、 報告事項：(略) 

1、 「王默人周安儀文學館」進度報告。 

2、 110學年度碩博班推薦甄試招生情況報告。 

3、 台研教「前進108課綱：大學台灣文學學科與高中端課程教學與銜接工作坊」圓滿落幕，

後續辦理事項報告。 

二、 討論事項： 

1.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閩南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

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2.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民族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3. 「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師資研議。

決議：（略）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散會（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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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109學年度第05次所務會議記錄 

壹、日期：109年12月02日（三）中午12時40分 

貳、地點：推廣大樓9429會議室 

參、主席：劉所長秀雪                          記錄：張純純  

肆、出席：如簽到單 

伍、宣讀109學年度第04次所務會議紀錄 

陸、報告事項（略） 

柒、提案事項 

 

 提案一、三(略)                                 

 提案二                                                           提案人：劉秀雪  

 案由：有關「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新

增認列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新增 1門認列課程：「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二、 依教育部修正課程補充說明。 

三、 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及各課程授課大綱如附件二(p.11-17、25-27)。 

 

   決議： 

一、 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課程照案通過。 

二、 客家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之「臺灣客家文學選、台灣文學選」參考科目別新

增 4 門認列課程，包含：「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比較研究專題」、「性別書寫專題」。 

三、 客家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之「臺灣戲劇與電影」參考科目別新增 3 門認列課

程，包含：「影視劇本創作一」、「影視劇本創作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

題」。 

四、 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及各課程授課大綱如附件二(p.11-17、25-54)。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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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109 年 02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8763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7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2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

學分數 38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參考科目 

（僅供參考） 

備註 

(必、選修規定)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3/選)、臺灣原住 

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左列 9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3 組各

一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語

言學知識)課程中

僅採計一門。超

修之學分數，累

計於要求最低總

學分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

調查(3/選) 

臺灣語言綜論(3/選)、臺灣南島語專題

研究(3/選)、臺灣南島語綜論(3/選)、臺

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 、臺灣南

島語言比較研究(3/選)、臺灣原住民族

語言概論(2/選)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

典閱讀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

選)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

選)、漢語音韻專題(3/選)、實驗語音學

(3/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言談分析專題(3/

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3/選)、語

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型專題(3/

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

言計量研究專題(3/選)、語言運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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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3/選) 

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

選)、語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

題(3/選)、語言治療專題(3/選)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3/選)、語用

學(3/選)、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3/選)、

語義學專題(3/選)、臺灣南島語詞彙語

意專題(3/選)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語言接觸

專題研究(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

究(3/選)、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漢語

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 

族語文 

溝通能力 
12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族語寫作(3/選) 

左列三門課程需

任選兩門修習。 
族語翻譯(3/選) 

族語方言差(3/選) 

民族文化 

與文學 
10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原住民族教育(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族群與書寫(3/選)、台灣原住民文學

與當代議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

題(3/選) 

左列 6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2 組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以

上， 於本類(民族

文化與文學)課程

中僅採計一門。

當代台灣南島議題(3/選)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2/選) 

經典民族誌選讀(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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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專題(3/選)、台灣原住民族

研究(2/選)、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

化(2/選) 

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

總學分數。 

台灣平埔研究(3/選)、台灣原住民歷史

研究(3/選) 

族語教學 6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

況(3/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

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

質性專題研究(3/選) 

左列 7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2 組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以

上，於本類(族語

教學)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於

要求最低總學分

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

學教學應用(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寫作教

學研究(3/選)、語文教學行動研究(3/

選)、閱讀理解專題研究(3/選)、原住民

族語教學(3/選)、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

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3/

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閱

讀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讀寫教學專

題研究(3/選)、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3/

選)、閱讀教學專題研究(3/選)、認知科

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3/選) 、讀以

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

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

究(3/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2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8 學分(含必修 

最低 13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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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課程修正對照表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語言學知識
/10 

OO族語語法、族語結構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

論(2/選)、OO族語概論(3/

選) 

提供學生更豐富的選修課

程。。 

 

南島語言概論、臺灣語言概

論、臺灣語言綜論 

臺灣語言綜論、臺灣南島

語專題研究、臺灣南島語

綜論、臺灣南島語言比較

研究、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概論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2/選)」課程移至 OO 族語

語法、族語結構參考項目。 

 

族語文 

溝通能力/ 

12 

族語聽力、進階族語聽力、

高階 OO語聽力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必) 
增加備註說明：至少必修 6

學分。包括「聽說讀寫」四

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族語會話、進階族語口語訓

練、進階族語口語表達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必) 

族語閱讀、OO語閱讀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必) 

民族文化與文

學/10 

原住民族文學概論、原住民

族文學選讀、原住民族作家

文學選讀 

族群與書寫(3/選)、台灣

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3/選)  

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3/選) 

1. 就民族文化與文學課程

類別中，於原住民族文

學概論課程項目新增：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說明欄位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

科目須依據「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

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

1. 有關以族語認證高級認

證及教學年資抵免學分

之規範，依教育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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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2學分

(含)，主修專長課程

最低學分數 38學分

(含必修最低 13學

分)。 

3.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

語文者，應參加原住

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取得高級以上之

能力證明。 

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

學分數 42學分(含)，主

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8學分(含必修最低 13

學分)。 

3.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年 01月 01日辦理

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測驗，取得高級以上

之能力證明，得抵免族

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

至多 8學分。 

4. 具教學年資（5年以上

者），檢具聘書送審，可

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

至多 4學分。 

5.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

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

委員會自 103年 01月

01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取得

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民國 109年 6月 19日

臺教師(二)字第

1090088947號函修

正。 



109年12月4日

109-0002-MA13-1-1A

 

國立清華大學
 

 

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補正】
 

適用對象：適用109學年度起符合本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資格之師

資生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請將本資料連同其
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培育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已符合

□ 既有群科上傳至少一筆培育佐證資料，且通過審核：未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42學分，實際：42學分)

■ 填寫「主修專長課程學生應修學分數」：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38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部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251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學校自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8學分，實際：251學
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2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語言學知識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18學分)

■ --參考科目如語言學概論、語言學通...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族語文溝通能力 之下開設至少 1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5學分)

■ --參考科目如族語聽力、OO語聽力...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族語會話、OO語口語...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族語閱讀、OO語閱讀...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民族文化與文學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34學分)

■ --參考科目如原住民族文化概論、臺...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原住民族教育...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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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2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251

領域核心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生最低應修學
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38

領域核心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校開設學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247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語言學知識 10 118 語言學通論 3 必修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3 選修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2 選修

○○族語概論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2 選修

語言田野調查 3 選修

臺灣語言綜論 3 選修

臺灣南島語專題研究 3 選修

臺灣南島語綜論 3 選修

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 3 選修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3 選修

語法理論專題 3 選修

生理語音學 3 選修

音韻理論專題 3 選修

漢語音韻專題 3 選修

實驗語音學 3 選修

語言分析專題 3 選修

言談分析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結構專題 3 選修

語言類型專題 3 選修

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 3 選修

語言運作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語言與大腦 3 選修

心理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語言治療專題 3 選修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3 選修

語用學 3 選修

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 3 選修

語義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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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3 選修

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3 選修

歷史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族語文溝通能
力

12 15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 必修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 必修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 必修

族語寫作 3 選修

族語翻譯 3 選修

族語方言差 3 選修

民族文化與文
學

10 34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必修

原住民族教育 2 必修

族群與書寫 3 選修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3 選修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3 選修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
留意單族群的原初傳統
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
代跨國流動之情境，「
族群」文學與文 化表
現， 則衍文化交會、
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
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
，即從「地、認同、族
群」開 始，思索台灣
不同族 群相遇的現象
，並考慮跨國/跨區域
的地理移動，族群文學
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
透過對 話、媒體連結
產量？

當代台灣南島議題 3 選修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2 選修

經典民族誌選讀 3 選修

台灣原住民專題 3 選修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2 選修

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2 選修

台灣平埔研究 3 選修

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 3 選修

族語教學 6 84 語言教學綜論 3 選修

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3 選修

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音教學 3 選修

詞彙教學 3 選修

語法教學 3 選修

語義學教學應用 3 選修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3 選修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寫作教學研究 3 選修

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3 選修

閱讀理解專題研究 3 選修

原住民族語教學 3 選修

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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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42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38學分(含必修最低13學分)。

3.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03年01月01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得

抵免族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8學分。

4.具教學年資（5年以上者），檢具聘書送審，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4學分。

5.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03年01月01日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測驗，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族語概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一門

課。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言田野調查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一門課。

臺灣語言綜論、臺灣南島語專題研究、臺灣南島語綜論、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

組)，至多採計3學分。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語法理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

生理語音學、音韻理論專題、漢語音韻專題、實驗語音學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分析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

專題、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語言運作理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語言與大腦、心理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七組

)，至多採計3學分。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語用學、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語義學專題、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課程

為為同組課程(第八組)，至多採計3學分。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歷史語言學專題、漢語語言學專題

研究為同組課程(第九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述9組課程需至少任選3組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於本類(語言學知識)課程中僅採計一

門。超修之學分數，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至少必修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共6學分。包括「聽

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至少必修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共6學分。包括「聽

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至少必修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共6學分。包括「聽

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3 選修

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 3 選修

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 3 選修

閱讀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3 選修

讀以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
鑑

3 選修

語言習得 3 選修

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3 選修

雙語教學研究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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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寫作、族語翻譯、族語方言差需任選兩門修習。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族語方言差需任選兩門修習。

族語寫作、族語翻譯、族語方言差需任選兩門修習。

族群與書寫、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

分。

當代台灣南島議題課程為(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課程為(第三組)，至多採計2學分。

經典民族誌選讀課程為(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台灣原住民專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

一門課。

台灣平埔研究、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述6組課程需至少任選2組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於本類(民族文化與文學)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之學分數，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語言教學綜論、臺灣語言教學現況、語言教學理論專題、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

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音教學課程為(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詞彙教學、語法教學、語義學教學應用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課程為(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寫作教學研究、語文教學行動研究、閱讀理解專題研究、原住民族語教學、語

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讀寫教

學專題研究、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閱讀教學專題研究、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讀以學專題研

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課程為(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雙語教學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七組)，至多採計3學分。上述7組

課程需至少任選2組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於本類(族語教學)課程中僅採計一門。超修

之學分數，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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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本土教育 20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族語寫作、
族語翻譯、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原住民族教育、族群與書寫、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
代議題、當代台灣南島議題、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經典民族誌選讀、台灣原住民專題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台灣平埔研究、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原住民族語教學、台灣南
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臺灣語言教學現況、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閱讀素養 8 寫作教學研究、閱讀理解專題研究、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讀寫教學專題研究、閱讀教
學專題研究、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讀以學專題研究、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原住民族教育 20 原住民族語教學、族裔比較文學專題、○○族語概論、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台
灣原住民歷史研究、台灣平埔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台灣原住民專題、經典民族誌
選讀、當代台灣南島議題、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族群與
書寫、原住民族教育、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族語翻譯、族語寫作、臺灣原住民族語
(進階)、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國際教育 40 族語方言差、語言學通論、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言田野調查
、臺灣語言綜論、臺灣南島語專題研究、臺灣南島語綜論、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當
代語言學理論專題、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語法理論專題、生理語音學、音韻理論專題
、漢語音韻專題、實驗語音學、語言分析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語言運
作理論專題、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語言與大腦、心
理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專題、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語用學、臺灣南島語構詞研
究、語義學專題、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歷史語言學專題、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 2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族語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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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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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合作開課系所

當代台灣南島議題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

經典民族誌選讀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專題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平埔研究 歷史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所

8 2020/12/04 05:10



(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語音學和音韻學的基本概念2.認識台灣語言之語音與音韻特色3.讓學生認識語法理論的主

要任務4.讓學生具備語法分析的基本能力

課程大綱：

1. 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 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 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 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 重音與聲調

6. 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 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言語行為動詞

16.情感的語義學

17.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多媒體信息處理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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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Syntax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採專題研究模式，修課同學需於選課時或最遲於開學第二週提出本學期欲探討的主題，課

程前六週預計由老師引導，討論理解南島句法所需的重要觀念，包含謂語與論元、焦點、語法關

係與詞序，同學需在前六週對擬定的主題做文獻蒐集、語料整理，並與老師商討研究專題的閱讀

書單與研究方針，將在第七周開始安排相關主題的讀書報告，第十四周開始個案研究之分析討論

、最後兩周則是研究結果呈現。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課程簡介：課程內容、要求

2. 重要句法概念(謂語與論元、詞序、詞類等)

讀書報告：讀下文並提出一個語言現象討論你的族語

張永利，2010，台灣南島語言語法：語言類型與理論的啟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 卷1 期

112-127(PDF)

Ross, Malcolm and Stacy F. Teng. 2005.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6.4: 739-781. PDF

Starosta, Stanely. 1989. A Grammatical Typology of Formosan Languages.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 59:2, 541-576.

PDF

3. 南島句法特色

4. 族語的詞序

5. 焦點

6. 語法關係(Payne) Thomas Payn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專題構想：含問題概述、研究方向、閱讀方向(含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章節及文章)、困

難

8. 語法關係

9. 專題 1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0. 專題 2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1. 專題 3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2. 專題 4 讀書報告 (106 台灣南島語言叢書+相關論文)

13. 綜合討論

14. 專題 1, 2 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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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專題 3, 4 問題討論

16. 綜合討論

17. 0606: 期末報告I

18. 0613: 期末報告II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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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原住民語的源流、分布、方言與使用現況2.了解原住民語的語言特色3.會使用基本的原住

民語4.欣賞原住民語言之美

課程大綱：

1.破解有關原住民語的迷思

2.南島語族簡介：台灣原住民語的源流

3.台灣有那些原住民語？

4.遷移與南腔北調

5.瀕危的語言：談族語的使用現況

6.讓語言起死回生：語言復振

7.書寫族語

8.原住民文學

9.從語言的活化石同源語推論祖先的居住環境

10.請問芳名：原住民語的命名

11.語言與文化：從詞彙解構看命名背後隱藏的世界觀

12.具有對焦功能的語言：從溝通功能看原住民語的語法特色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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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xxx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定位、語言內部的關係、語言特色（包含語音音韻、詞彙、句法等面向）、語言與

社會、語言與文化等面向介紹○○族語，期望讓修課的同學對○○族語有多面向的認識與了解。

課程大綱：

參考書籍：○○語語法概論、○○語詞類及其教學

教學方式：1.教師講解、2.課堂討論、3.問題解決、4.專題報告

教學進度：

1.○○語定位：分布、在南島語中的地位、方言等

2.○○語的語音與音韻

3.○○語的音韻（音韻規律、詞音位轉換等）

4.○○語的內部關係：方言差

5.○○語的構詞1

6.○○語的構詞2

7.○○語的詞類1

8.○○語的詞類2

9.期中考

10.○○語的句法特色1

11.○○語的句法特色2

12.○○語的句法特色3

13.○○語的句法特色4

14.○○語的社會語言學面相1

15.○○語的社會語言學面相2

16.從語言與文化看○○語 1

17.從語言與文化看○○語 2

18.期末報告

※以上主題可依族語特色調整，如泰雅語的方言與音韻可以花多一些時間，且可以在社會語言面

向探討汶水泰雅語男女語言的差異、寒溪的克里奧語，而賽夏語則可以討論語言活力與瀕危語言

語族語復振相關議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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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Fiel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田野調查的重要性2.掌握語言的田野調查方法3.掌握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方法4.應用田野

調查了解原住民的族語與文化

課程大綱：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如何開始進行語言田野調查

3.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

4.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

5.應用軟體整理語料

6.語料分析

7.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簡介

8.觀察法

9.訪談法

10.參與法

11.田野調查的倫理問題

12.田野資料分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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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Field Investig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讓學生藉由課堂上方法論的介紹，以及實際操作練習，掌握台灣相關語言調查能力

課程大綱：

Content

  

1. Introduction

   

2.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1, Bowern 3

    工具介紹：Tools: Language Explorer                                    

3.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4.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5. 實作：基本詞彙語料蒐集                                                           

6. 討論：音韻系統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9~10, Bowern 6

    Questionnaire: word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7. 實作：構詞語料蒐集

  

8. 討論：構詞規則

    Class report: Bowern 7, Thinking About What We Are Asking       

    Speakers to Do (Carson T. Schütze) [PDF]

    Discussion: morphological rules and word formation

   、Lingua Questionnaire

    (http://www.ling.udel.edu/pcole/Linguistic_Questionnaires  

    /LinguaQ.htm)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9. 實作：句子語料蒐集建檔與分析

10. 討論：詞序、動詞名詞標記

      Class report: Bowern 8 (Lexical and semantic data)

11. 討論：方向與困難

12. 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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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討論：句法

       Class report: Bowern 9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narrative data),    

       Vaux & Cooper 16, Pear story videos, Frog Story

14. 實作：句子、故事語料蒐集

15. 討論：語法

16. 討論：語法

17. Final report

18. Final repor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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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tudies on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從語言源流、地理分佈，類型特徵著眼，介紹台灣各族群語言的分佈、語法特質、方言差異、研

究現況等，另外我們亦將涵蓋大家熟悉的議題如書寫、拼音以及語言變遷等問題，希望同學除了

熟悉各語言的結構面之外，亦能了解語言學的應用面向，並奠定未來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語言源流：閩南語與客語的形成議題：

(1) 閩方言形成的看法有哪些？

(2) 閩方言形成的三個階段、四個層次為何？在語言之表現為何？

(3) 客家話形成的兩個學說。

(4) 客家話與客家人的關係。

語言源流：南島語

(1) 台灣原住民語言的重要性

(2) 南島民族起源地的各種學說

3.演講: “現代漢語句末情態虛詞的篇章功能”

屈承喜教授

4.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

議題：

閩南語與客語的聲、韻、調特質

閩南語與客語的音韻

文白異讀

5. 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2

6.語言的文字化：

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議題:

(1) 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2) 書寫符號的科學與社會原則

閩南語與客語書寫與拼音議題:

(1) 不同書寫符號之特點

(2) 書寫系統的選擇

(3) 制訂書寫系統之原則

7.考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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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會有考本字的問題？考本字有何重要性？

(2) 考本字因何可行？

(3) 考本字的方法為何？覓字、尋音、探義各為何指？

8.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主謂式、偏正式、動賓式、動補式、並列式。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9. (4) 閩南語或客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10.專題演講

邱湘雲老師："漢語人體詞的認知隱喻探討-以"眼""足"為例"

11.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閩南語「仔」有哪些功能？

(2) 客語的「嬤」有哪些功能？

12.台灣南島語的構詞特色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4) 南島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13.構詞與語意的介面

(1) 華語「投」的多義

(2) 閩南語的「頭」的多義

(3) 原住民語的一詞多義

14.閩南語、客語與台灣南島語的句法-導論

台灣南島語

(1) 台灣南島語的詞序為何？

(2)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何謂焦點？格位變化？特殊句型？

國語、閩南語、客語

(1)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詞序有何特色？

(2)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句法與詞法如何平行？特殊句型？

15.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6.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7.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

為什麼用「死」？

沒死的「死」鬼、「死」相、「死」對頭？

沒有生命的位什麼會死？「死」巷、「死」規矩

為什麼「死」纏爛打、「死」守四行倉庫？

18.期末報告-1 （現象與解釋）

19.期末報告-2 （現象與解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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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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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主題探討，深入了解南島語的詞法與句法特點，探討主題依同學研究興趣或語言特色從構詞

相關議題以及句法的重要主題中選取，如南島語的複合詞、詞彙前綴（lexical prefixes）、詞

類劃分、焦點與名物化、時制與動貌等的來源等。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

2. 台灣南島語的詞彙結構

3. 詞彙語意與台灣南島語的詞典編輯

4. 台灣南島語的多義詞研究

5. 台灣南島語的詞類劃分

6. 台灣南島語的焦點: 句法的觀點及物性

7. 台灣南島語的焦點: 語用觀點

8. 台灣南島語的焦點: 認知語言學的觀點

9. 台灣南島語的論元體現與語法關係

10. 期中報告: 論文計畫

11. 台灣南島語移動事件的表達 1

12. 台灣南島語移動事件的表達 2

13. 台灣南島語的情緒表達 1

14. 台灣南島語的情緒表達 2

15. 台灣南島語的語法化研究: 言談動詞與補語連詞

16. 台灣南島語的語法化研究: 感官與認知動詞

17. 台灣南島語的語法化研究: 指示詞

18. 期末論文研討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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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tudies on Taiwa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建立同學有關台灣南島語的知識，包含其來源、在整個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

理布 在整個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在整個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在整個

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在整個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在整個南島語族的

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在整個南島語族的地位、群遷徙分類理布 與民族遷徙、以及語言本身的

特點。

課程大綱：

1.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2.

南島語族的來源 南島語族的來源 南島語族的來源

南島民族的遷徙歷史 南島民族的遷徙歷史 南島民族的遷徙歷史 南島民族的遷徙歷史

1)李壬癸 2011 第一部章 第一部章 第一部章

2) 李壬癸 2011 第一部二章 第一部二章 第一部二章

3.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布與民族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布與民族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布與民族 台灣南島語

言的分布與民族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布與民族 遷徙

台灣東部早期族群的來源及 台灣東部早期族群的來源及 台灣東部早期族群的來源及 台灣東部早

期族群的來源及 台灣東部早期族群的來源及 其遷移史 其遷移史

3) 李壬癸 2011第一部三章 第一部三章

4) 李壬癸 2011第一部四章 第一部四章

4.-5.

台灣南島語的地位 台灣南島語的地位 台灣南島語的地位 台灣南島語的地位

5) Blust 1999

6) 李壬癸 2010 第三章

7) Li 1995 (參)

8) Ross 2009 (參)

6.

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

9) 李壬癸 2010 第四章

10) 李壬癸 李壬癸 2010 第五章 第五章

7.

台灣南島語言的關係 台灣南島語言的關係 台灣南島語言的關係 台灣南島語言的關係 台灣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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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關係

11) 何大安 何大安 1998

12) Tsuchida 1983 (參)

13) Li 1985a (參)

14) Li 1985b (參)

8.-9.

台灣南島語的音韻 台灣南島語的音韻 台灣南島語的音韻 台灣南島語的音韻

15)行政院原民會， 行政院原民會， 行政院原民會， 2006，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16)陳 2011 第一章 第一章

17)吳 2000 第二章

18)黃 2000 第二章

19)Li 1977 (參),Li 1980a (參)

10.-11.

台灣南島語的構詞 台灣南島語的構詞 台灣南島語的構詞 台灣南島語的構詞

20)吳 2000 第一、三章 第一、三章

21)陳 2011 第二章 第二章

22)黃 2000 第一、三章 第一、三章

23)全 2009

24)高 2009

25)許 2009

26)Ross 1995 (參)

27)Blust 2003 (參)

12.

期末報告主題 期末報告主題 期末報告主題

台灣南島語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的研究 台灣南島語的研究 (參)

28)李壬癸 李壬癸 1995

29)張永利 張永利 2002

30)黃美金 黃美金 2000

13.-14.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

31)吳 2000 第四章

32)陳 2011 第三章 第三章

33)黃 2000 第四章

15.-16.

台灣南島語的社會言學研 台灣南島語的社會言學研 台灣南島語的社會言學研 台灣南島語的社會

言學研 台灣南島語的社會言學研 究

34)Li 1980b

35)陳淑娟 陳淑娟 2010

17.

台灣南島語的教學 台灣南島語的教學 台灣南島語的教學 台灣南島語的教學

36)高清菊 高清菊 2007, 20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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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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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言比較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Studies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比較語言與類型學的探討，引導同深入了解所研究語言之特色，以及所處理的議題在類型學

上地位進而深入了解台灣的南島語。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2. Linguistic Typology Halvor Eifring & Rolf Theil. 2005. Linguistic Typology.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PDF)

3.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4. Formos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5. Talk: nominal tense (Henry Yungli Chang, Academia Sinica)

6. Word: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Dixon and Aikenveld 2002)

7.討論: Word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8. Motion event

9. Motion event

10. Talk (TBA: Thomas Wu)

11. Motion event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2. Proposal for final report

13. Demonstratives: syntactic aspect

14. Demonstratives: discourse

15. Discussion: demonstratives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6. Discourse functions of pronouns

17. Discussion: Discourse functions of pronouns in Amis, Atayal and Bunun

18. Final repor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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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二十世紀從索緒爾開啟現代語言學之後，不同的學術流派或新興學科層見疊出，理論翻新的速度

之快令人目不暇給，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引介一些當代重要的理論及應用於漢語的研究成果。

課程大綱：

1.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Postposing in Discourse

2.Information Status and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3.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4.Investig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but not all) implicatures using corpora and

web-based methods

5.Processsing scalar implicature: a Constraint-Based approach

6.A Novel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7.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unheralded pronouns

8.Conversational common ground and memory processes in language production

9.A corpus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age-related change in conversational speech

10.Anticipating who will say what: The influence of speaker-specific memory

associations on reference resolution

11.Character intimacy influences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dur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12.Phonetic convergence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as a function of interlocutor

language distance

13.Conversational grounding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e effect of partner

visibility and referent abstractness.

14.Syntactic Prominence Effects on Discourse Processes

15.Test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n-Line

Lexical Decision Task

16.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VP Preposing

17.Implicating Uncertainty: The Pragmatics of Fall-Rise Intonation

18.On the Topicalization of Indefinite NP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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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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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Classical Readings of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經典閱讀熟悉語言學的理論與發展，以及其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

課程大綱：

週次課程內容

1引言

2音韻學文獻閱讀1

3音韻學文獻閱讀2

4構詞學文獻閱讀1

5構詞學文獻閱讀2

6句法學文獻閱讀1

7句法學文獻閱讀2

8語用學文獻閱讀1

9語用學文獻閱讀2

10期中口頭報告

11認知文獻閱讀

12方言文獻閱讀1

13方言文獻閱讀1

14語言接觸文獻閱讀

15語言史文獻閱讀

16漢語神經語言學的新方向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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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yntac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以往對漢語句型的討論重點放在詞序及其轉換，徐通鏘(1997)則指出有些句型的共同點是有定成

分在句首，如受事主語句、主謂謂語句、把字句、被字句等，而有定成分在句首是漢語主題顯著

(topic prominence)在句法系統中留下的後果之一；再如曹逢甫(2008)指出雙賓、動補和動賓句

之間關係密切。本學期將以句型之間的關連性為研究對象，研讀相關理論並進行初步分析。

課程大綱：

1引言

2結構學派語法理論的特點

3形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4構詞與句法的關係

5歷史語法

6語義與語法

7語言接觸與語法理論

8語料庫語言學與語法理論

9構式語法理論的特點

10期中報告

11雙賓句

12存現句

13可逆句

14被動式

15處置式

16比較句

17焦點結構

18期末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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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生理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Physiologic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世界語言中常見之輔音、元音、與聲調、語調等變化；學會相關發音方法與聽辨，並

練習台灣地區各類語言的紀錄轉寫等

課程大綱：

1.Introduction

#1. Description of sounds

2.#2. Hearing pitch distinctions

#3. Voiced and voiceless fricatives

3.#4. Finer distinctions in pitch hearing

#5. Facial diagrams; voiced stops

閩南語記音練習

4.Quiz 1

#6. Controlled intonation

#7. Voiceless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stops

5.#8. Longer sequences of pitch

#9. Affricates + Review

客家語記音練習

6.#10. Syllables and som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11. Dental, retroflexed, groved & flat articulations

7.Quiz 2

#12. Vowels and vowel glides

#13. Nasals

8.#14. Some back and central vowels

#15. Laterals

9.期中提綱報告與討論

10.#16. Some front vowels

#17. Flaps and trills

11.Quiz 3

#18. Lower-low vowels; length

#19. Alveo-palatal stops

12.閩南語記音練習

#20. Some central vowels; vowel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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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ouble stops and nasals

13.#22. Front Rounded vowels, Glide clusters

#23. Fronted and Backed Velar Consonants

14.客語記音練習

#24. Nasalized and oral vowels

#25. Unreleased and released consonants; clusters with 

15.Quiz 4

#26. Back unrounded vowels

#27. Implosives, fortis and lenis articulation

16.#28. Voiceless vowels, laryngealization

#29. Glottalized consonants; more consonant clusters

17.#30. Retrolflexed vowels, breathy vowels, voiced aspirated stops

#31. Clicks

#32. Pharyngealized sounds

18.口頭報告與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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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音韻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honological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各類語言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當代音韻分析理論，包括生

成音韻學以及優選理論的概念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

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WeekTopics/readings

1.課程介紹 &

        理論介紹介紹課程目標及教科書概要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2.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台灣語言語音系統介紹

        Problem set 問題分析、回家作業

3.Some typology: sameness and difference19-37

4.一個語言的音韻系統如何切入分析Making the form fit 38-53

        (台語中的日語借詞、華語中的英語借詞)

        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知覺、音系分析—以音譯詞中的流音(l, r)為例，

        于輝，2007，《語言研究》27.4: 87-93

        A.N. Adler. 2006. Faithfulness and perception in Loanword

        adaptation: a case study from Hawaiian. Lingua: 116, 1024-1045

5.Underlying the surface representations 54-63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1 (自編講義)

6.區辨特徵與規則þ Distinctive features 64-85

         Feature geometry 172-186

7.Ordered rules 86-103

8.音段變化與語音特徵A case study: the diminutive suffix in Dutch 104-115

        Austronesian Nasal Substitution and Other NC effects 271-289

       馬加音韻初步報告，1975, 《考古人類學刊》

       卓社布農語的滑音形成規律，黃慧娟，清華學報，2002，441-368

       Vowel deletion and vowel assimilation in Seediq.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李壬癸，1979，史語 所集刊51.2: 235-

301

9.期中報告(研究計畫摘要：題目、動機、語料現象簡介)

31 2020/12/04 05:10



10.Representing tone 135-148 (討論閩南語和國語的聲調特色)

        Phonetically Driven Phonology: the Role of Optimality Theory and inductive

grounding 290-309

       Low Vowel Raising in Sinitic Languages: Assimilation, Reduction, or Both?

Feng-fan Hsieh,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583-623

11.音節概念與位置差異所造成的音韻變化þ Between the segment and the syllable 149-171

(討論南島語的重音)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2 （自編講義）

        因紐特語音節組構的優選論分析，李斌、蔣平，2011，《佳木斯教育學報》103: 104-

107

       漢語方言塞音韻尾保留情況的優選論分析，宮齊、王茂林，2011，《暨南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55: 104.110

1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310-34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and Voicing Assimilation in Optimality

       Theory 343-364(Lombardi, L. 1999.NLLT 17: 267-302)

Positional asymmetries and licensing 365-378

13. Partial Class Behavior and Nasal Place Assimilation 379-393

閩語的NC同化現象

14.找出語言中的UG特徵：無標浮現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483-494

15.Ellen Broselow, Su-I Chen, and Chilin Wang. 1998.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語言習得可以看到的無標浮現) SSLA, 20, 261-280.

16.語言變異的優選詮釋Variation and Change in Optimality Theory 569-580

       Variations in Kavalan Reduplication, Hui-shan Lin,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6:1051-1093

      The Morphologization of Liaison Consonants in Taiwan Min and Taiwan Hakka, H.

Samuel Wang and H.-C. Joyce Liu, 2010,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1-20

17.期末報告

18.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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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音韻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nese Phon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漢語音韻系統，了解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傳統聲韻概念與

當代音韻分析理論，包括生成音韻學以及優選理論的概念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

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1. Warm up

2. 漢語概要

3. 漢語概要

4. 漢語概要

5. 音位系統

6. 音位系統

7. 音節

8. 音節

9. 音節

10. 音節

11. 小稱構詞

12. 小稱構詞

13. 聲調

14. 聲調

15. 聲調

16. 聲調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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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實驗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Experiment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的發音系統及聽覺系統介紹起，再針對臺灣各語言的語音做個別的探討，課中將

練習記錄語音有缺失的受試者的言談及聲譜圖分析，同時將討論到語音分析與助聽器、人工電子

耳的相關課題，最後一部分將著重在「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 方面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

果，要求修課同學應用所學的方法在期末完成一篇「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 的小型研究

。

課程大綱：

1 呼吸系統、呼吸異常對發音的影響

2 發聲系統、構音系統

3 音韻與語音異常、構音異常

4 如何記錄異常的語音

5 元音(單元音)

6 元音(雙元音)

7 輔音(發音部位)

8 輔音(發音方法)

9 輔音(鼻音)

10 聲調

11 語詞與連續語流

12 聽覺系統

13 助聽器

14 人工電子耳

15 言語產生模型

16 言語產生理論臨床應用

17 言語知覺模型

18 言語知覺理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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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不同的面向 (詞彙、 語法、語意 )探索各種 語言現象和 研究議題 ，透過主題式的

語言觀察、分析和討論，希望能讓學生對各種語法和意現象有進一步的了解，並深化學生語言分

析、辯證和批判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主題內容

1.課程簡介課程總覽

2.名詞組前置成分

Huang, C.-T. James. 2016.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renominals: Construction or

Composi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4: 431-475.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4/LLN17.4%E9%BB%83%E6%AD

%A3%E5%BE%B7.pdf)

3.情態詞

范曉蕾. 2016.〈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語

言暨語言學》17.2: 195-233.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2.pdf)

4.情態詞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歷時語法演變魏培泉. 2016.〈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語言暨語言學》17.2: 265-

290.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4.pdf)

5.近義詞

李詩敏、林慶隆. 2018.〈再探「高興」類近義詞：基於語料庫工具輔助之辨析研究〉，《華語文

教學研究》15.1: 45-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3-

201804180015-201804180015-45-83)

6.多義詞

Lai, Huei-ling and Siaw-Fong Chung. 2018. Color polysemy: black and white in

Taiwanese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6.1: 95-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6.1_.4_%E6%A8%A3%E6%9C%AC%E4%BF%AE%E6%AD%A3_.pd

f)

7.多義詞

陳俊光、劉欣怡. 2009.〈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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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5/1/ntnulib_tp_H0403_01_01

0.pdf)

8.多義詞

林建宏、張榮興. 2018.〈從篇章角度分析概念多義之現象－以華語名前形容詞「老」為例〉，《

華語文教學研究》15.3: 49-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9-

201810020035-201810020035-49-83)

9.語意特徵和動詞類別

Hsiao, Huichen S. 2015. The Role of FORCE in Mandarin Verbs of Cutt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2: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3.2_.1_2.pdf)

10.人稱代詞

陳俊光. 2008.〈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篇章功能：漢語不使用零代詞的機制〉，《華語文教學研究

》56.2:1-46.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1/1/ntnulib_tp_H0403_01_00

6.pdf)

11.期中報告提出大綱及口頭報告

V他個A句式郭維茹. 2014〈論「喝他個痛快」中虛指「他」的來源—兼及其他帶虛指「他」的構

式〉，《清華學報》44.4:689- 726.

V一個N句式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1655-1672.

12.不錯V句式

Ting, Jen. 2017. On the morphosyntax of the new expression bucuo V in Taiwan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rule borrow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5.2: 37-75.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5.2_.2_On_the_Morphosyntax_of_the_New_Expressio

n_Bucuo_V_in_Taiwan_Mandarin_A_Case_Study_of_Rule_Borrowing_.pdf)

13.雙及物句式

Liu, Feng-hsi. 2006.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863-904.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56b/2c432e97389d27d8687caddcd203e50b2320.pdf)

14.差比句

江敏華. 2017. 客家話的差比句及相關問題.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6: 121-150.

15.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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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言談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Discours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音韻、構詞、句法和語義等各大部門為切入點，簡介各部門特點，並進行語言

結構的實際分析，藉以提升學生對於語言現象的解析能力，奠定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2. Discourse and Power

3. Discourse in social change

4.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5. Intextuality

6. Situated meangings

7. Discourse models

8. Processing and organizing languages

9. Discourse as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10. Representing Social Actors

11. Representing Social Action

12. Time in Discourse

13.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ion

14.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urpose

15.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1

16.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2

17.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3

18. Project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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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Experiment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程主要針對博士班學生的研究需求設計，課程的涵蓋面包含語音、語用、及幼兒語言發展

，旨在培養發展出博士班研究生針對上述三個面向具備應用於臺灣語言研究的創新想法，課程結

束時落實至一個以臺灣語言為探討主題的研究設計中。

課程大綱：

Week 1語料處理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Week 2語料處理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Week 3語料處理 (II)語音實驗設計 (II)Request

Week 4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語音實驗設計 (III)Refusal

Week 5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2)語音實驗設計 (IV)Threats

Week 6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3)語音實驗設計 (V)Promises

Week 7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Week 8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Week 9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4)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Disinvitations

Week 10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5)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I)Complaints

Week 11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6)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V)Compliments

Week 12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7)語音實驗結果 (I)Advice

Week 13     語音實驗結果 (II)Politeness (1) (2)

Week 14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8)語音實驗結果 (III)Impliteness

Week 15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9)語音實驗結果 (IV)Teaching Refusals

Week 16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0)語音實驗結果 (V)Teaching Compliments (1)

Week 17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1)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TeachingCompliments (2)

Week 18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2)理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I)Pragmatic Vari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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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結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Struc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對於所討論的幾個語言結構有清楚而深刻的認識，除了深入討論其

定義及觀察在不同語言間的變形之外，亦將從語言類型的角度論及該特色在世界語言中的分佈情

形，期待修課同學能夠應用上課所談到的分析方法進行跨語言之間的比較。

課程大綱：

本學期的課程包含三種主要的語言結構：word order, simple clause, complex clause.

各主題各涵蓋若干子題，每週將討論兩個主題：

 

I. word order

Order of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81)

Order of subject and verb (82)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83)

Order of object, oblique, and verb (84)

Order of adposition and Noun Phrase (85)

Order of genitive and noun (86)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87)

Order of demonstrative and noun (88)

Order of numeral and noun (89)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0)

Order of degree word and adjective (91)

Position of polar question particles (92)

Position of interrogative phrases in content questions (93)

Order of adverbial subordinator and clause (9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noun phrase (9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the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97)

 

II. Simple clause

Expression of Pronominal subjects (104)

Third Person Zero of Verbal Person Marking (105)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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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ve constructions (107)

Antipassive constructions (108)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109)

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0)

Non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1)

Negative morphemes (112)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3)

Subtypes of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4)

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s and predicate negation (115)

Polar questions (116)

Predicative possession (117)

Predicative adjectives (118)

Nominal and locational predication (119)

Zero copula for predicate nominals (120)

Comparatrive constrctions (121)

 

III. complex clause

Relativization of subjects (122)

Relativation on obliques (123)

‘want’ complement subjects (124)

Purpose clauses (125)

‘when’ clauses (126)

Reason clauses (127)

Utterance complement clauses (128)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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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類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Typ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探討語言的共性和殊性，類型學研究可分為四個面向：跨語言類型學

研究、漢語類型學研究、方言語法類型學、歷史語法類型學，本課程理論學習與語料分析並重。

課程大綱：

1.課程介紹

4.語序類型學的發展—Comrie 1987第三編

2.語言共性—Comrie 1987 第一編

3.語言類型—Comrie 1987第二編, Croft 2003 Ch.2

4.理論前提—Comrie 1987第三編

5.Greenberg的語序類型學—劉丹青2003, Ch.2, Comrie 1987第四編

6.語序類型學的發展—劉丹青2003, Ch.3, Croft 2003 Ch.3

7.跨語言語序分析

8語法類—Croft 2003 Ch.4

9.期中口頭報告

10.主語—Comrie 1987 第五編

11.格標記—Comrie 1987 第六編, Croft 2003 Ch.5

12.跨語言格標記分析

13.句法結構類型—Croft 2003 Ch.6-7

14.類型和歷史語言學—Comrie 1987第十編, Croft 2003 Ch.8

15.漢語句法結構發展—橋本萬太郎1985 Ch.1-2,張頳2010

16.跨語言句法結構分析

17.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18. 期末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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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rpus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數位化技術、資訊通訊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深遠，而收

集大數據及數據挖掘技術更是近年熱門的研究領域，語言的研究與教學也應善用這些技術。本課

程主要介紹漢語語料庫的發展及研究現狀，同時透過跨領域合作，學習簡易的程式撰寫、並應用

於語言分析

課程大綱：

1本科目與課程地圖之關係

        課程簡介及概述

2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及研究現狀

3語料庫簡介

4語料庫與詞彙研究

5語料庫與漢語構詞研究

6語料庫與詞類研究

7語氣詞分析與討論

8體標記分析與討論

9雙賓句分析與討論

10期中報告

11補語句分析與討論

12複句分析與討論

13語法變異

14語料庫與語義研究

15語料庫語言學與第二語教學

16語料庫語言學與語言評量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書面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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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利用語料庫進行計量分析、以及在語言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 goals and methods of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第三週 lexicography

第四週 grammar

第五週 lexico-grammar

第六週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第七週 register variation

第八週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第九週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investigations

第十週 summaries and applications

第十一週 期中計畫報告

 第十二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量研究(1)

第十三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量研究(1)

第十四週 漢語詞彙計量研究(2)

第十五週漢語詞彙計量研究(2)

第十六週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理論與實踐(3)

第十七週 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理論與實踐(3)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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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運作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Operating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讓修課同學能夠熟悉語言運作的模型，練習利用模型及理論來增進對實驗所得的數據

及語料的了解深度。

課程大綱：

Week 1. Slow and infra slow potentials, delta rhythms Week 2. Alpha rhythms Week 3.

Beta rhythms Week 4. Frontal midline theta rhythm Week 5. Paroxysmal events Week 6.

QEEG endophenotypes Week 7. QEEG during sleep Week 8. Methods of analysis of

background EEG Week 9. Practice Week 10. Sensory systems Week 11. Attention networks

Week 12. Executive system Week 13. Affective system Week 14. Memory systems Week 15.

Methods: neuronal networks and ERPs Week 16. Practice Week 17. Alzheimer’s disease

Week 18. Methods of neurotherapy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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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探討議題包

含語言與詩詞歌曲、語言與戲劇、顏色詞、親屬詞、地名文化、以及從古詞語考察過去的語言接

觸或文化交流等。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

1 引言：語言和文化的關係1-2

2 文化語言學的理念和界說16-27

2.12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329-354

3. 5語言、種族和文化 186-197,

12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296-328

4. 1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3-10*

3 語言化石與栽培植物發展史126-154 **

5. 2語言演變的文化背景 28-74 ** 純香

語言的區域特徵 李壬癸 1978 (2004, 73-89)*

6. 1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11-17 *

2造詞法和傳統文化109-124 *

6台灣南島語言，李壬癸，2004，1-48( 29-42必詳介)**

7. 10 人類對顏色的認知 282-318 *

11 Ch7 色彩範疇 82-91 *

期刊：鄒語基本顏色詞彙研究：柏林和凱的理論應用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

學刊 8（3）：67-117，2010 莊新國、翟本瑞 **

8. 11 Ch7 色彩範疇 82-91 * -2

9.  2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43-71**

3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209-258**

1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18-50**

10. 提出報告大綱 與討論 題目、動機、語料、可能討論方向

11. 書本：台灣客家地圖，邱彥貴、吳中杰，2001 *

期刊：客家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羅肇錦 2006 L&L*

1. 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 *

Ch.5 論客家話的形成 73-88(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

12. Ch.4 論閩方言的形成59-72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

45 2020/12/04 05:10



4.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3. 4.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福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4.  2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內涵 125-155 *

1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51-65 *

3從地名透視文化內涵123-150 *

1.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15.  1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97-107 *

期刊：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t.,2005孙玉卿* Pitay

13 親疏有別：漢語稱謂的文化心理 46-60 *

16. 2語言和民俗147-166 *

10 該說的、不該說的、和怎麼說—禁忌和委婉表達 122-160 **淑惠

男女大不同** Ch.2, 3, 5

17. 期末課堂報告

18. 期末課堂報告 線上全文繳交期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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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介紹認知語言學的沿革、對語言的看法以及關心的議題，同時透過閱讀漢語相關研究探討認知語

言學關心的主要課題如範疇化、隱喻與轉喻、意相圖示、語法化等。

課程大綱：

1. 範疇化與原型：分類詞

2. 範疇化與一詞多義

3. 語法化

4. 如何描述情緒、抽象的概念:概念隱喻

5. 從詞彙看認知

6. 圖形和背景：認知語言學的凸顯觀

7. 就語言而言，圖形與背景的差異如何形諸文字？

8. 認知語言學如何用意象圖示解釋介詞的多義性？

8. 框架

10. 移動事件在不同語言的表達

11. 語言獨特的框架對敘事風格的影響

12. 從框架到構式

13. 詞彙語意與語法的關係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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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大腦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Bra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主要介紹語言與大腦之間相關的知識，著重在大腦受損的語言障礙現象以及和語言運作相

關的神經心理機制。

課程大綱：

Part I (discourse analysis)

1.Forbes MM, Fromm D, Macwhinney B. (2012). AphasiaBank: a resource for clinicians.

Semin Speech Lang, 33(3):217-22.

2.MacWhinney B, Fromm D. (2016). AphasiaBank as BigData. Semin Speech Lang, 37(1):10-

22.

3.MacWhinney B, Fromm D, Holland A, Forbes M, Wright H. (2010). Automated analysis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Aphasiology, 24(6-8):856-868.

4.Kong AP. (2009). The use of main concept analysis to measure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persons with apha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J Commun Disord,

42(6):442-64.

5.Kong AP. (2010). The main concept analysis in cantonese aphasic oral discourse:

external validation and monitoring chronic aphasia. J Speech Lang Hear Res,

54(1):148-59.

6.Kong AP, Yeh CC. (2015). A Taiwanese Mandarin Main Concept Analysis (TM-MCA)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hasic oral discourse.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50(5):580-92.

7.Kahn HJ. (1996). Controlling for variability in research on normal aging and

neuropsychological populatio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tudies in adult

clinical populations. Brain Lang, 53(3):408-16.

8.Wu KR. (2006). Thoughts on modern aphasic discourse studies. Nan Fang Yi Ke Da Xue

Xue Bao, 26(4):497-9.

Part II (Naming)

9.Goodglass H, Wingfield A, Hyde MR. (1998). The boston corpus of aphasic naming

errors. Brain Lang, 64(1):1-27.

10.Tombaugh TN, Hubley AM. (1997). The 60-item Boston Naming Test: norms for

cognitively intact adults aged 25 to 88 years.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19(6):922-32.

11.Bowles NL, Obler LK, Albert ML. (1987). Naming errors in healthy aging and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 Cortex, 23(3):519-24.

12.Balthazar ML, Cendes F, Damasceno BP. (2008). Semantic error pattern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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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Naming Test in normal aging,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is there semantic disruption? Neuropsychology, 22(6):703-9.

13.Silagi ML, Bertolucci PH, Ortiz KZ. (2015). Naming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what changes occur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ease? Clinics (Sao Paulo), 70(6):423-8.

14.Lin CY, Chen TB, Lin KN, Yeh YC, Chen WT, Wang KS, Wang PN. (2014). Confrontation

naming errors in Alzheimer’s disease, 37(1-2):86-94.

15.Grima R, Franklin S. (2016). Usefulness of investigating error profiles in

diagnosis of naming impairments.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16.Chosak Reiter J. (2000). Measuring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picture naming

in Alzheimer’s and cerebrovascular dementia: a general processing tree approach.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22(3):351-69.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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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心理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語言的心理機制，以詞為中心，並透過科學的方法對字的觀念，發聲，文法的角色提

供一個系統化而合乎邏輯的解釋。從了解它的發生，發展與成果，進而探討文字，語言，思想與

人類大腦之間複雜的關係。

課程大綱：

WEEK 1 An Introduction to Maps and Atlases of the Brain

WEEK 2 Investigating Language with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WEEK 3 Human Learning

WEEK 4 Imaging Brain Development

WEEK 5 Human Aging

WEEK 6 Plasticity of the Adult Human Brain

WEEK 7 The Somatosensory System

WEEK 8 The Human Motor System

WEEK 9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Imaging of the Human Auditory System

WEEK 10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WEEK 11 Attention and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Mapping the Embodied Mind

WEEK 12 Mapping Human Cognition: Thinking, Numerical Abilities, Theory of

Mind,Consciousness

WEEK 13 Functional Maps and Brain Networks

WEEK 14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pplica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Aphasia

WEEK 15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Remediation of Acquired Naming Disorders from

a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WEEK 16 Modeling Disordered Perception

WEEK 17 Statistical and Neural Network Models for Speech Recognition

WEEK 18 The Roots and Amalgams of Connectionism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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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治療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後天失語症 (acquired aphasia) 的治療方法及治療效果，從認知、心理語言學

、功能、語用、社會心理學方面進行探討。

課程大綱：

1.Introdcution

2.The neurosciences of aphaisa

3.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1)

4.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2)

5.Aphasia assessment

6.Language Sampling

7.Transcription

8.Cognitive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9.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0.Function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1.Pragma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2.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3.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4.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5.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6.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7.Reviews

18.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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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基本的主張為語言體系中詞彙語意和語法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密切互動的，本課程將介紹

語法和詞彙語意介面互動的研究對象、基本概念和理論、以及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讓同

學能夠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之基礎。

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課程簡介

Levin, B. and M. Rappaport Hovav. 1996.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ed. by S. Lappin, 487-507. 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詹衛東〈詞彙語義與句法結構〉

http://ccl.pku.edu.cn/doubtfire/Translation_otherspaper/Lexical%20

Semantics%20and%20Syntactic%20Structure.pdf)

2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Liu, Meichun and Chia-yin Hu. 2013. Free

Alternation? A Study on Grammatical

Packaging of Excessive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47-90.

3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連金發. 2014.〈台灣閩南語情態詞「通」的語義句法屬性：存在、否定、

情態、語氣的互動〉，《語言暨語言學》15.5:601-612。

4-5 Rapoport, T. R. 1993. Verbs in Depictives and Resultatives.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ed. by James Pustejovsky, 163-18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echsler, Stephen. 2005.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55-2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en, Chinfa. 2002. Depict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2.2: 389-410.

6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Tenny, Carol. 1992. The Aspectual Interface Hypothesis.

Lexical Matters, ed. by Sag and Szabolcsi, 1-27. Stanford: CSLI.

7 Filip, Hana. 1996.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 and the 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 by Adele E. Goldberg, 131-14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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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2005. Argument Re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5 The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Ch6 Thematic hierarchies in argument realization, pp. 131-185)

9-10 Ackema, Peter and Maaike Schoorlemmer. 1994.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Lingua 93:59-90.

11 Lexical Representation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10.

Reflections on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 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2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期末報告大綱

13 Goldberg, Adele E. 2010. Verbs, Constructions, and Semantic Frames.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3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15 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Goldberg, Adele E. 2005.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Accounting for Generalizations and

Subregularit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15-2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Goldberg, Adele E. 2001. Patient arguments of causative verbs can be omitte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argument distribution. Language Sciences 23:503-524.

Mittwoch, Anita. 2005. Unspecified Arguments in Episodic and Habitual Sentence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37-2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05. Change-of-State Verb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Argument Projection.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74-28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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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用學 

課程英文名稱：Pragma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中的語用行為並帶領同學針對其固定形式設計教學課程

。

課程大綱：

Week 1. 導論 Week 2. 中外學者論「臉面」 Week 3. 當今學者的研究狀況 Week 4. 本土化觀的

再探討 Week 5. 臉面的界定 Week 6. 定義的再認識 Week 7. 臉面的動力 Week 8. 臉面的資源

Week 9. 臉面的內核 Week 10. 君子形式 Week 11. 中國人的印象形成 Week 12. 中國人的自我

Week 13.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 Week 14. 臉面的文化 Week 15. 規範控制 Week 16. 心理平衡

Week 17. 象徵 Week 18. 人情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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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 Austronesian Morph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台灣南島語言的構詞現象，運用基本的語言學理論分析本族語言的詞形變化與詞彙構造。

課程大綱：

1.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 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 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 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 重音與聲調

6. 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 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 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 言語行為動詞

16. 情感的語義學

17. 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 多媒體信息處理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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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eman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課堂講授、專題研討和課程論文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掌握語意學的研究對 象、基本概念和理

論，瞭解語意學這一領域和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同學未來從事相

關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第一週

Discussion on

Chap 1 What is Semantic priming and why should anyone care about it?

Chap 2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s

Chap 3 Becker’s Verification Model

第二週

Discussion on

Chap 4 Compound-Cue Models

Chap 5 Distributed Network Models

Chap 6 Multistage Activation Models

第三週

Discussion on

Chap 7 other models

Chap 8 Methodological Issues

Chap 9 Automatic Versus Strategic Priming

第四週

Discussion on

Chap 10 Associative Versus “Pure” Semantic Priming

Chap 11 Medicated Versus Direct Priming

Chap 12 Effects of lag

第五週

Discussion on

Chap 13 forward versus backward priming

Chap 14 Conscious versus unconscious priming

Chap 15 Prime-task effect

第六週

Discuss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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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 16 list context effects

Chap 17 word frequency, stimulus quality, and stimulus repetition

Chap 18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mantic priming

Chap 19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emantic priming an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第七週

Discussion on Category-Specific semantic disorders

第八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problems of older adults

第九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第十週

Discussion on

Putting throughts into verbs: developmental and acquired impairments

第十一週

Discussion on Two subsystems for semantic memory

第十二週

Discussion on Language and knowledge: knowing and thinking in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第十三週

Discussion on Understanding Meanings

第十四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 dementia: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第十五週

Discussion on Models of Semantic Memory

第十六週

Discussion on Connectionist modelling of semantic deficits

第十七週

Discussion on Semantics and therapy in aphasia

第十八週

Review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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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南島語詞彙語意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exical Semantics: Issues i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原住民族語的詞彙語意，期望透過詞彙語意相關理論的介紹與議題討論，同學能夠：1. 掌握

詞彙語意研究的脈絡與議題2. 具備分析詞彙內部結構的能力3. 具備分析詞彙關係能力4. 對詞彙

語意的研究產生興趣5. 將相關理論轉化，應用於族語的詞彙教學

課程大綱：

1.詞彙語意簡介

2.詞彙語意相關理論

3.詞的內部語意結構

4.詞彙的語意關係

5.臺灣南島語動詞的詞彙語意

6.臺灣南島語的詞彙化：詞彙如何形式化概念

7.從詞彙看臺灣南島語的文化

8.詞彙語意於臺灣南島語的教學應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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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Socio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社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包含進行中的語言演變如何觀察、社會網絡分析

法、語言變異與各類分層因素的互動等，學生可以藉此觀察分析本土的各類語言現象，且能轉而

將其概念與方法運用於語言教學與語言研究之中。

課程大綱：

1.導論課程大綱介紹 Ch.1. What do sociolinguists study? (b 1-16)

2.ch.1導論 (a 1-23)

3.雙語現象之語言變異與變體Ch.2語言變異與語言變體 (a: 24-54)* ch.3 雙重語言和語言忠誠

(a:55-83)*  語言變異和語言變體 徐大明 2007*

4.ch2. Language Choic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b: 19-52**

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 曹逢甫 2001 《雙語雙方言(七)》*

ch.9 社會發展與語言競爭 (a: 234-270) *

5.ch.4 言語交際 (a: 84-107) *  語言接觸 徐大明 2007:212-239* (較多雙言使用與code-

switch)  ch.5 漢語的形成、發展和華人社會 (a: 108-130)*

6.研究方法Ch.2 Locating and selecting subjects (c:p23-48) **  Ch.6 課題的假設與抽樣分

析 (張廷國、郝樹壯 2008: 106-128)*

7.Ch.3 Data Collection, c: 49-87 **

8.期中摘要上傳(A4 1-3頁: 題目、動機、相關語料、可能分析)

9.語言演變與社會因素期中摘要討論 ch.11 社會因素與語言變異 (張廷國、郝樹壯2008: 243-

269) *  6語言變化 (徐大明2007: 182-211) *

陳淑娟2010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台灣語文研究》5:1, 15-3 *

 

10.Ch5. Language Change in Social perspective 135-166 (Romaine 2000)**  Ch9. Language

Change b: 206-236**  ch.4 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析比較 (張廷國、郝樹壯2008: 67-87)

11.社會網絡研究 ch.8. Ethnicity and social network (b184-203)**  Ch5. Social Rel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s, c: 116-135**

鄉音無改？金門人在北台灣的語音演變 (劉秀雪2012)

12.研究分析方法ch.8 問卷調查(張廷國、郝樹壯2008: 165-189) *  ch.9 採訪 (張廷國、郝樹

壯2008: 190-211) *  ch.10 觀察法 (張廷國、郝樹壯2008: 212-242) *

13.Ch.6 Investigatio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c: 136-168** 北方話鼻韻尾變異研究 徐大

明 2007: 51-68*

14.ch. 6 基於語料庫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a: 131-161)*  語言變項的描寫和研究 (徐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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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52-181)*

15.性別、年齡Gender and Age (b:157-183)**  兒童雙語發展與家庭社會網絡—對新加坡三代同

堂雙語家庭的調查研究(徐大明2007: 35-50) *

16.Language and Gender (101-134 Romaine. 2000)**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b: 301-335

17.期末報告 (完整的問卷規劃、調查方法、語料收集完成+分析)  課堂口頭報告與討論

18.期末報告繳交(本文8-10頁,A4, single spaced, 12 poin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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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ontac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是使學生熟悉當代語言接觸理論與台灣本土的各種語言接觸現象。台灣是一個多語言的

地區，語言接觸無處不在，藉由對理論的認識與應用，實際發掘台灣語言接觸議題並深入研究分

析。

課程大綱：

1.語言接觸與演變

課程介紹：Ch.1 Introduction,1-14 (Thomason 2001)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s van Coestsem,

1988: 1-44,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onald Winford (2003)

2.語言演變: 進步或退化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Aitchison 2001

Part I : Preliminaries

1.The Ever-whirling wheel

2.Collecting up clues

3.Chart the changes

Part II: Transition

4.Spreading the word

5.Conflicting loyalties

6.Catching on and taking off

Part III: Causation

10.The reason why

11.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12.Repairing the patterns

吳福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

第2期：3-23 (與Thomason 2001, ch.6相似，中譯版)

Ch.6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Mechanisms

Ch.4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Results 59-98

3.個案研究: 詔安客家話與四海客

陳秀琪(2006)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語言暨語言學7.2:417-434

新埔鎮的客家次方言接觸 劉秀雪 2010

4.句法個案:提出期末報告摘要

蔡維天，2003, 清華學報 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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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方言語言接觸的一個現象—把字句的運用 梁燕冰 (鄒&游2004)

5.個案: 閩南語與其他

龍岩大池鄉的閩客雙方言帶 79-85

寧德碗窯閩南方言島兩百年間的變化 134-155

曹逢甫. 2000. 〈台式日語和台灣國語—百年來發生在台灣的兩個語言接觸的實例〉，《漢學研

究》18 卷特刊：273-297。

6.語言接觸分析理論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57-195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96-221

A General and Unified theory of transmission processed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 van

Coetsem 2000

7.個案: 中國混合語

藏漢混合語倒話述略，意西微薩‧阿錯，語言研究2001

第三期

雅江倒話的混合特徵，民族語文2002年第5期

〈別琴竹枝詞百首箋釋〉，周振鶴《上海文化》1995第三期

8.個案：侗台語

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陳保亞2005，

北京大學學報第42卷第2期

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 陳保亞1995

9.漢語方言接觸

方言接觸和上海話的形成 游汝杰2004

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

與閩東、閩南之比較 (清華學報 2003,6 劉秀雪)

9.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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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hang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一方面介紹語言變遷相關理論及其研究方法，並嘗試將理論應用於漢語句法結構或詞彙的

變化。

課程大綱：

1引言

2討論變遷/變化/變異 - 論語言變化與變異的三維差異

3李明2001語言變化的過程、原因和機制

4方欣欣2004語言接触問題三段兩合論

5周振鶴、游汝傑 第九章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6吳福祥2007關于語言接触引發的演變

Thomason, 2001, Ch.6 Contact-induced changes--mechanism

7Donald Winford 2003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8期中口頭報告

9期中口頭報告

10潘悟云-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

陳保亞2005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

11陳秀琪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鄭縈 2012 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

12鄭縈、游孟庭 2011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

13Thomason, 2001,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4Thomason, 2001,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5何萬順-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

16期末口頭報告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口頭報告及報告繳交截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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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歷史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是一門討論語言的歷史比較法之優劣、語言演變規律的時代先後、語言系統的內外變因與時代

面貌、語言譜系樹與原始語的可靠性、以及相關的觀點、方法和理論的課程

課程大綱：

1引言

2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3演講

4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5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6借用

7類推

8重新分析

9期中報告

10詞彙變化

11雙音化與詞彙化

12語義演變

13句法演變

14語法化

15語言演變的詮釋

16方言比較與歷史語法

17期末報告

18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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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包括現代漢語語言現象的描述，漢語語法中重要課題及相關研究的介紹，及探討現代

漢語共同語與古漢語/方言的關係，句法和構詞的演變等。

課程大綱：

1.引言

2.漢語的特徵

3.語音學

4.詞彙學 (詞、語素、漢字、音節; 詞彙的構成 外來詞與方言詞)

5.語料收集、分析與討論 [連讀音變、詞彙分類]

6.語義學 (詞的意義、詞義之間的關係)

7.構詞 (詞的構造、漢學研究18卷 構詞學)

8.詞組的定義及詞組的結構

9.語料分析與討論

10.基本句型I

11.基本句型II

12.特殊句型

13.構式與語義

14.語料分析與討論

15.方言的形成

16.台灣語言現況

17.語言的變遷

18.期末口頭報告+報告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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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Ba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熟悉族語書寫系統，具備族語識讀能力。2. 能聽懂日常生活的一般語句。3. 了解族語的造詞

規則，認識基本詞彙 200300。4. 能運用簡短且連續的語句與人交換訊息。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泰雅語簡介

3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母音

4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子音

5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拼音規則

6認識泰雅語的書寫符號 - 練習

7日常生活 - 我自己

8日常生活 - 我的家族

9日常生活 - 我的部落

10期中評量

11傳統生活 -- 祖靈祭(若這學期有相關傳統慶典可以融入)

12傳統生活 -- 祖靈祭

13傳統生活 -- 彩虹橋的故事 1

14傳統生活 -- 彩虹橋的故事 2

15學校 – 我的學校

16學校 – 我的大學生活

17學校 - 我的夢想

18期末評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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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intermedait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1. 掌握更多族語詞彙，500。2. 能理解有關個人生活經驗或是熟悉主題的族語。3.

能以簡單的族語，進行與自身領域相關或熟悉主題的談話或是報告等。

課程大綱：

週次主題

1.課程簡介

2.日常生活 - 主題 1

3.日常生活 - 主題1

4.日常生活 - 主題2

5.日常生活 - 主題2

6.傳統生活 - 主題1

7.傳統生活 - 主題1

8.傳統生活 - 主題1

9.期中評量

10.學校生活 - 主題1

11.學校生活 - 主題1

12.傳統生活 - 主題2

13.傳統生活 - 主題2

14.傳統生活 - 主題2

15.日常生活 - 主題3

16.日常生活 - 主題3

17.日常生活 - 主題3

18.期末評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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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Advanced)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具備更豐富的詞彙。2. 能理解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是熟悉主題的族語。3. 能流利以族語表達自

己的想法、進行簡單談話或是報告等。4. 能了解本族文化的意涵。

課程大綱：

週次主題

1.課程簡介

2.日常生活 - 主題 1

3.日常生活 - 主題1

4.日常生活 - 主題2

5.日常生活 - 主題2

6.傳統生活 - 主題1

7.傳統生活 - 主題1

8.傳統生活 - 主題1

9.期中評量

10.學校生活 - 主題1

11.學校生活 - 主題1

12.傳統生活 - 主題2

13.傳統生活 - 主題2

14.傳統生活 - 主題2

15.日常生活 - 主題3

16.日常生活 - 主題3

17.日常生活 - 主題3

18.期末評量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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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寫作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透過不同的寫作活動與技巧訓練培養族語書寫的能力，預期修課完，同學可以具備1. 熟

悉不同句型結構的功能，用於書寫表達2. 以族語書寫不同型的篇章3. 正確使用族語標點符號4.

樂於用族語書寫表達情感5. 欣賞族語文學作品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書寫的過程

3.掌握族語的遣詞用字

4.以族語思維

5.句型的功能與語意

6.篇章的結構

7.內容的連貫

8.如何描述

9.如何闡釋

10.用族語說故事

11.抒發己見

12.隱喻與思維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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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翻譯 

課程英文名稱：Formosan Language Transl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在提供原住民族語言翻譯的訓練，修完課程後，學員預期能夠1.增進族語閱讀理解的能

力2.在族語與華語中轉換3.掌握詞彙與語句間的對換4.具備翻譯不同族語文體的能力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翻譯的理論與過程

3.詞彙的翻譯

4.語言與文化與思維

5.新創詞評析

6.句子的翻譯

7.解構與建構

8.篇章翻譯

9.不同文體的翻譯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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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方言差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vari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的在讓同學熟悉族語（內容以泰雅語為例）的方言差異，並了解造成差異的因素（包含

地理、社會因素）。方言差的了解，期能讓教學更進一步了解族語的脈絡，進而達到多元、兼容

並蓄的素養。

課程大綱：

教學進度：

1.課程導覽

2.語言與方言

3.語言變異與變化

4.語言變異的研究

5.泰雅語的地理分佈與方言

6.泰雅語的分類 -1（Li 1980, 1981, 1985）

7.泰雅語的分類 -2

8.泰雅語的語音差異與變化

9.期中考

10.延伸與討論：教材中的泰雅語語音差異

11.年齡與方言差(Raw 2000, Li 1982)

12.性別與方言差

13.調查或研究方言差

14.其它面相的方言差（1）

15.其它面相的方言差（2）

16.其它面相的方言差（3）

17.總結

18.期末報告

參考書籍：

Chambers, J.K.,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2008.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ing.

Eckert, P.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87–100.

Eckert, P. 2016. Variation,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68-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0744978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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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Lillian M. 1995.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Wulai and Mayrinax Atayal: a

comparison. Bulleti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61-294.

Huang, Hui-chuan J. 2006b. Resolving vowel clusters: A comparison of Isbukun Bunun

and Squliq Atay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 1-26.

Huang, Hui-chuan J. 2006d. Squliq Atayal syllable onset: Simple or complex? In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eds.),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489-50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i, Paul Jen-kuei. 1977.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8.3:375-41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i, Paul Jen-kuei. 1980.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2:349-40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i, Paul Jen-kuei. 1981. Reconstruction of proto-Atayalic phonology. Bulleti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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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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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本課程的修習使學生能夠理解到台灣原住民族所蘊藏的豐厚文化力量，也讓文化的多樣性與

差異之美得以彰顯。台灣原住民族為世界南島語族之重要發源地或擴散地，對瞭解中國古代南方

文化、中南半島與南亞列島、泛太平洋一代之文化有其重要性。身在台灣此一多族群之社會，對

於本土之理解不應侷限於漢人的獨白空間，而更應以千百年來深根於此的原住民族文化作為理解

的起點，來達致尊重多元、珍視差異之現代良好公民素養。

課程大綱：

第一週  0914： 綜論-課程簡介

第二週  0921： 南島語族文化與華南語族與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之關係

第三週  0928： 論種族：種族理論與議題

第四週  1005： 泰雅族、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社會與文化

第五週  1012： 賽夏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六週  1019： 阿美族的社會與文化、撒奇萊雅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七週  1026： 雅美(達悟)族的社會與文化、噶瑪蘭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八週  1102： 鄒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九週  1109： 卡那卡那富族與拉阿魯哇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週  1116： 排灣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一週1123： 魯凱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二週1130： 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三週1207： 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四週1214： 邵族的社會與文化

第十五週1221： 原住民族耆老報告（一）

第十六週1228： 原住民族耆老報告（二）

第十七週0104：期末報告（一）

第十八週0111：期末報告（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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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Indigenous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使學生認識原住民族教育的現況、了解原住民教育的精神在於原住民知識體系，並能

熟悉相關的教學模式，預期修完本課程，學生能夠1. 了解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以及原住民教育面對

的問題2. 掌握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概念3. 認識多元教育、熟悉文化回應教學4. 設計以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為主體的課程

課程大綱：

1.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2.原住民教育面對的問題

3.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知識與科學教育

原住民族知識與語文教育

4.語言、文化、與認同

5.多元教育

6.實驗教育

7.文化回應教學

8.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的要素

9.國外的相關案例與資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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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群與書寫 

課程英文名稱：Ethnic literature and wri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一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 「族群」文學

與化表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 「族群」文學與化表則衍生文化交會、想像的不同關切。

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心，即從「土地、認同族群」開始思索台灣不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

/跨區域的地理移動，族群文學 如何回應此衝擊？透過對話、媒體連結而產生力量本課程佐以族

群相關論述，並主題「民理與台灣觀察」 、「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離散的表述觀察」 、「

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離散的表述觀察」 、「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離散的表述觀察」 、

「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離散的表述觀察」 、「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離散的表述為討論主

軸，外加一次田野調查與文學創作進行閱讀、野訪談與文學創作的參照。關切重點如下： 一、探

討在地與 跨界移動的族裔文學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行自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二、透過

創作田野訪談等書寫，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調合，以自身經驗體會台灣微妙族群關係。

課程大綱：

第一週：序論 --族裔文學研究的思考 族裔文學研究的思考 主題一：民族理論與台灣群觀察 第

二週 主要閱讀書目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 著、吳睿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 著、吳睿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 義的起源與散布》 (台北

：時報， 2010。) 第三週 主要閱讀書目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蕭

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台北：聯 經， 2012。) 蕭阿勤，＜族群化、

國的政治文與情感＞，勤、汪宏倫主編， 《族群、民與現代國家：經驗理論 的反思》 (台北

：中研院社會學 研究所， 2016)，頁 1-22。 第四週 主要閱讀書目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

族群想像》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台北：群學， 2003。) 張茂桂〈多元主義

、文化論述在臺灣的形成與難題〉收於薛天棟編《台 灣的未來》台北：華泰文化， 2002，頁

223-273。 第五週 ：舉例 —戰爭記憶的再現 主要閱讀書目 周婉窈＜歷史的 記憶與遺忘：「台

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周婉窈＜歷史的 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反思＞《當代》

107期， 1995，頁 34-49。 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等待燈籠花開時》台北：前衛，

1988，頁 147-196。 陳映真＜忠孝公園＞《》台北：洪範， 2001，頁 125-229。 瓦歷斯

R26;諾幹，＜我們的家族＞，《想念人》 諾幹，＜我們的家族＞，《想念人》 (台中：晨 星，

1994)，頁 36-42。 目取真俊＜水滴＞《聯合文學》 211期， 2002，頁 98-116。 第六週：田野

調查準備 Ⅰ 本周練習：新竹區域小組設定的族群與主題 擬定訪談大綱 田野倫理與技巧練習 第

七週 學者專家演講、暫定人選：交大客家文化學院莊雅仲教授 主要閱讀書目 莊雅仲＜研究台灣

＞、反身社會夢想族群《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大學， 2013，頁

89-160。 主題二：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第八週：閩南文學與新式歌謠 主要閱讀書目 蔡明諺

，〈 吾鄉印象與土文學 ：論七 ○年代吳晟詩歌的形成 與發 展〉，《台灣文學研究》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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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研究》 展〉，《台灣文學研究》 (台南：成功大學文系， 2013)，頁 169-198。

吳晟，《他還年輕》 吳晟，《他還年輕》 (台北：洪範， 2014。) 吳晟、志寧，「甜蜜的負荷

：詩 吳晟、志寧，「甜蜜的負荷：詩 R26;歌」唱片 (台北： 風和日麗， 2008。) 第九週：外

省族群的台灣情感 主要閱讀書目 高格孚，《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高格孚

，《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台 北：允晨， 2004。) 朱天心，《想我眷村

的兄弟們》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台北：印刻， 2002。) 胡台麗，「石頭夢」紀錄

片 胡台麗，「石頭夢」紀錄片 (台北：同喜文化， 2011。) 第十週：客家族群的風土書寫 主要

閱讀書目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

，《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 (台北：天下文化， 2004。) 徐碧霞，＜ 詩人之眼，客土情

：台灣語的地書寫研 究初探＞，《笠詩刊》 究初探＞，《笠詩刊》 259期(高雄：笠詩刊雜誌社

， 2007)， 頁 130-163。 第十一週：原住民族文學與音樂 主要閱讀書目 孫大川，《夾縫中的

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與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與

政治》 (台北：聯合文學， 2000。) 瓦歷斯 R26;諾幹，《想念族人》 諾幹，《想念族人》 (台

中：晨星， 1994。) 夏曼 R26;藍波安，《冷海情深》 藍波安，《冷海情深》 (台北：聯合文學

， 1997。) 巴奈「泥娃」 (台北：角頭音樂， 2000。) 第十二週 田野調查成果展現 (第一階段

) 主題三：移動與離 主題三：移動與離 散的族群表述 第十三週：華夷風與馬文學影像 主要閱

讀書目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語系文學〉《中山人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

與語系文學〉《中山人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語系文學〉《中山人 王德威，〈華夷

風起：馬來西亞與語系文學〉《中山人 文學報》 38期 (高雄：中山大學文院， 2015)，頁 1-

29。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語系文學讀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

：語系文學讀 本》 (台北：聯經， 2016。) 阿牛「初戀紅豆冰」 (華駿國際， 2010。) 第十四

週：灣生歷史及回憶錄 主要閱讀材料 杜正宇，＜灣生回家：日本人的歸國與鄉愁＞，《歷史台

杜正宇，＜灣生回家：日本人的歸國與鄉愁＞，《歷史台 灣》 10期(台南： 台灣歷史博物館，

2015)，頁 103-130。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 鈴木怜子，《南風如

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 (台北： 蔚藍文化， 2014。) 第十五週：跨國移工與報導文學

主要閱讀書目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藍佩嘉，《跨國灰姑

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台北：遠流， 2009。)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的生

命紀事》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的生命紀事》 (台北：印刻， 2008。) 初安民編輯，《凝

視驛鄉 初安民編輯，《凝視驛鄉 VOYAGE15840--移工攝影 集》 (台北：印刻， 2008。) 第十六

週：新移民的她者書寫 主要閱讀書目 蔡崇隆「移民新娘一：我的強娜威」 (紀錄片， 2006) 張

郅忻，《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 張郅忻，《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 (台北：九歌， 2015。)

張郅忻，＜台灣小說中新移民女性 形象的構＞，《文史台 形象的構＞，《文史台 灣學報》 8期

(台 南：成功大學， 2014)，頁 9-28。 第十七週：文學創作評點大會 第十八週：田野調查成果

展現 (第二階段 )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76 2020/12/04 05:10



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在上個百年以海洋交通史、海域史、亞洲地中海、黑潮線、太平洋島弧等概念，進行的史學、

民族學、考古學、民俗學研究裡，台灣原住民議題一直是顆閃亮明珠。近幾十年，隨著語言學、

人類學、分子遺傳學的介入，更揭發出了台灣在季風亞洲前所未知的人類大遷移中的重要地位。

這些發現扭轉了陸地本位、北方本位、農業本位、文字本位的歷史論述與文明觀，「區域研究」

、「區域網絡」、「文化類緣性」等分析框架異軍突起，神話傳說、口傳資料、口述歷史、歌舞

祭典，皆成為文字歷史重要的補充。本課程為回應跨學科、解殖、復權等新技術、新精神，將把

台灣原住民文學（含非原寫作文本），從素來聚焦之台灣島內體系中提取出來，置入「黑潮流域

」之文化體系，從「島／國／海洋／族群」的關係中進行討論。期望從跨國境族群關係與南島文

化體系之角度，建立新世代學者的南向知識，並培養具有普及「原住民解殖與文化復興運動」熱

情的人才。課堂中將以閱讀台灣原住民文學，將之與當代台灣議題與東南亞、南洋議題作連結思

考為主要形式，配合一次演講、一次田野調查。盼能培養具有弱勢群體文藝研究、創作、政府公

務員、社區營造、文化藝術傳承之人才，歡迎原、漢、新住民、陸生、外籍生參與對話。2. 引導

學生閱讀中、日、台、韓相關左翼文學研究成果、方法，詮釋觀點、史料收藏，掌握主題研究與

批判論述的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閱讀：

1.孫大川〈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創刊號（2005年10月），頁195-227。

2.浦忠成〈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以迄現在的觀察〉，孫大川編《台灣原住民

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印刻，2003年4月），頁93-124。

3.請上課前瀏覽完下列網站：

台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http://citing.hohayan.net.tw/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http://www.tipp.org.tw/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原住民動畫：Go Go Giwas 吉娃斯愛科學：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COxL8_N7v94SAvwBk0EV7bI8E1uoZSpO

延伸：1.瓦歷斯・諾幹〈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前揭

書，頁125-151。

第三週 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結合處：原住民文學蘊藏的南向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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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1.黃智慧〈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接合處：環「東台灣海」海域蘊藏的學術生機〉，林美容、郭佩宜

、黃智慧合編，《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教授紀念論文集》，頁485-506。台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電子講義）

2.蔡志偉〈台灣的南島民族外交〉，《台灣國際研究季刊》3:3，2007.9，頁161-186。

3. 請上課前瀏覽完下列網站：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X（1）S（gjn3pau0nblmvsqusdlxce33））/index.as

px

〈文化部也推「新南向政策」 支持青年向南交流〉，中時電子報

2016.7.12：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712007225-260405。

〈趙俊雄：新南向請善用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的文化鏈結，行銷台灣〉，獨立評論@天下

2016/10/28：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4937。

第四週03/21 大航海時代：傳教士、探險家眼中的原住民

閱讀：1.白若瑟神父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第二冊，台南：台灣史

博館，2017，頁50-67。

2.陳芷凡〈從東番到Formosa—試探〈東番記〉、〈福爾摩沙報告〉中的性別書寫〉《台灣文學研

究學報》6期，2008.04。

3.Douglas Fix 著、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

：如果，2006，頁117-126；199-216。

延伸：1.陳芷凡〈海洋作為一種「視野」：台灣鄭和傳說中的文化他者與想像〉《台灣文學研究

學報》11期，2010.10；〈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台灣文學

研究學報》9期，2009.10。

第五週 原住民族口傳文學與殖民經驗：以泰雅族、布農族為例

閱讀：

1.請上課前看完下列影像：

日治時期角板山（桃園復興鄉）原住民與日本人間之交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inWiiuWsU

1930年台灣日本時代 角板山 輕便軌道台車影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Zsegs3cVE

1907北埔事件百年回顧 1/4：蕃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EgS3MBzBY

2. 余錦虎等《神話‧祭儀‧布農人》（晨星：2002）。（其他群神話資料報告者自尋）

3. 李福清〈民間文學理論及研究法問題〉《從神話到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台

中：晨星，1998.01）

4.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臺大文史哲學報》59，頁31-64。

延伸：

1. 劉育玲〈口傳文學與作家文學的三重對話：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為考察中心〉，《中外文學》

38:3（2009年9月），頁235-275。

第六週 兒童節放假

第七週 日治時代日本博物學者與旅行作家的高山探險

閱讀：

1.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遠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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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佐藤春夫、邱若山譯〈霧社〉，《殖民地之旅》（前衛，2016）。

3.賴和〈南國哀歌〉。

4.紀錄片《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國史館，2011）。

延伸：1.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玉山社，2000）。

2. 魏德聖《賽德克・巴萊》（台北：中藝，2012）。

3. 坪井秀人〈作為表象的殖民地〉，《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中）》，頁161-208。

第八週 逆寫官方歷史：《理蕃之友》、傳道記、傳記

閱讀：

1.《理蕃之友》1:7（1932年7月）整期閱讀。

2.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2016。

3.達利．卡給著、游霸士．撓給赫譯《高砂王國：北勢八社天狗部落的祖靈傳說與抗日傳奇》

，晨星，2002。

4.議題：祖靈信仰與原住民改宗問題（請報告者上網查詢相關議題或影片）

延伸：上課前瀏覽以下網址：

原住民族語E樂園：http://web.klokah.tw/

族語夢工廠-族語E樂園2014動畫06-布農族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d5eKmuhQ&t=17s

 

第九週 部落田野與口述歷史

田野地：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

無法前往者，建議就近前往：

1.新竹縣尖石鄉嘉樂部落（路線：九讚頭→沙坑→八十分→馬福→玉山→新富→馬福→東安部莊

→富貴→內灣→尖石→錦屏→梅花部落→嘉樂部落→新樂部落。）

2.苗栗天狗部落等北勢八社

閱讀：

1.龍瑛宗〈薄薄社的饗宴〉，《民俗台灣》2:3，收錄於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六）》（台南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213-218。

2.《八二粁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史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5，頁28-76。

第十週  平埔族文學與平埔族正名運動

閱讀：

1.伊藤永之介著，林蔚儒譯〈平地蕃人〉，收於《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

究》，政大台文所碩論，2009。

2.王家祥《倒風內海》，台北：玉山社，1997，頁8-150。

3.平埔族正名運動（報告者自行尋找社會議題或新聞進行報告）

延伸：

1.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政大台文所碩論，2009。第三章

，頁24-53。

第十一週 國家體制、狩獵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閱讀：

1.霍斯陸曼‧伐伐〈獵物〉《黥面：布農族玉山精靈小說》，台北：晨星，2001。

2. 裴家麒〈原住民獵場管理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夥伴關係〉，《思想》33期（台北：聯經

，2017.06），頁145-157。

3. 林富水〈當祖先變成實驗試料：台灣大學馬遠村布農族實驗人骨背後的省思〉，東華大學

2017世界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暨教學創新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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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議題：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機制及生態爭議

（讀本1、2報告同學可自由更換為其他族群文本，但須於四周前上傳教學平台。）

延伸：

1.官大偉〈是「荒野」還是「彼岸」？：從生態觀的差異談狩獵、保育及動物權保護的爭議〉

，《思想》33期（台北：聯經，2017.06），頁89-101；〈空間秩序、地理再現與生態政治：台灣

山地資源利用／保育的歷史地理回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7:1，2014.9。

第十二週 部落國與原民歷史想像：以巴代的牡丹社事件書寫為例

閱讀：

1.巴代《浪濤》，台北，印刻，2017.9，頁5-218。

2.陳芷凡〈「第三空間」的辯證－再探《野百合之歌》與《笛鸛》之後殖民視域〉《台灣文學研

究學報》19期，2014.10。

延伸：

1.巴代《暗礁》，台北，印刻，2015.12。

第十三週 陸權解殖者，蘭嶼巴丹之間的游牧文明：夏曼．藍波安

閱讀：

1.夏曼‧藍波安〈飢餓的童年〉，《大海浮夢》，台北：聯經，2014.9，頁23-129。

2.李育霖〈游牧的時間：夏曼‧藍波安關於海浪的記憶〉，《台灣文學研究》1:2，2012.6。

3.楊政賢〈島、國之間的「族群」－台灣蘭嶼Tao與菲律賓巴丹島Ivatan關係史的當代想像〉，《

南島研究學報》第3 卷第1 期，頁27-54。

第十四週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閱讀：

1.拓拔斯〈最後的獵人〉，《最後的獵人》（台北：晨星，1987），頁45-74。

2.瓦歷斯．諾幹〈輯二 ：颱風的腳走上來了〉《七日讀》（台北：印刻，2016），頁112-205。

3. 日本愛奴族祖先骨骸歸還運動（請報告者上網查詢資料與影像）

4. 上課前看完以下影片：

美麗的丹社：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RtNcCT2TU

內本鹿返鄉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ZYfxArqrk

第十五週 原住民音樂創作與族語音樂教育

閱讀：1陸森寶，台灣音樂群像資料庫：http://musiciantw.ncfta.gov.tw/index.aspx

（報告者亦可更換為胡德夫、阿美族歌手Suming（舒米恩）或其他。）

2.孫大川（pealabang danapan）〈身教大師Baliwakes（陸森寶）──他的人格、教養與時代〉

，《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先生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2010.1。

3.黃雅芳〈日治時期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教育養成及其語文創作──以陸森寶為例〉，《卑南族音

樂家陸森寶先生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2010.1。

4.蕭世暉、汪明輝〈解殖民的文化地景再現：以泰雅人繪製「會吟唱的地圖」為例〉《地理研究

》65期，2016.11。

5.原住民實驗教育：以南王Puyuma花環國小為例

延伸：

1.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日治時期原住民知識份子的表述：由《理蕃之友》看起〉，《

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先生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2010.1。

第十六週06/13 文字的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

閱讀：

1.《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選讀，台北；行政院原民會。（請報告者自選一篇，於三

周前掃描上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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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慧端〈博物館館藏原住民文物之保存與歸還議題探究〉，《博物館學季刊》26:3，2012.7。

3.雅柏甦詠‧博伊哲努〈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保障〉，《台灣原住民研

究論叢》2期，2007.12

4.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傳統的權利還是權利的傳統──原住民族權利的思辨〉，《台灣原住民

族研究學報》4:4，2014.12。

5.日宏煜〈原住民族地方性道德世界（Local Moral Worlds）觀與司法正義：以賽夏族為例〉《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6:2，2013.6。

第十七週 期末論文諮商

繳交個人寫作計畫書：含摘要300字、前言1頁、章節架構、參考書目、引用原文（文本段落或歷

史文獻）、個人隨興的寫作備忘、師友給的建議備忘等。每人疑難確認10分鐘。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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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群

」文學與文 化表現， 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地

、認同、族群」開 始，思索台灣不同族 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理移動，族群文

學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 話、媒體連結產量？

 

課程概述：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 主軸，外加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切重點如下：一

、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 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二、

透過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 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課程大綱：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課程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群

」文學與文化表現，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切。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地、

認同、族群」開始，思索台灣不同族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理移動，族群文學如

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量？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主軸，外加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切重點如下：、

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透過

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二、指定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王德威、嘉謙、胡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初安編輯《凝視驛鄉VOYAGE15840--移攝影集》台北：印刻，2008。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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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陳又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高格孚《風和暖：台灣外省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華泰文化，2002。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阿「初戀紅豆冰」(電影，2010)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R26;歌」(樂，2008)

巴奈，「泥娃娃」(樂，2000)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三、參考書籍

Homi K. Bhabha. ”Introduction：narrating the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USA：Routledge. 1990.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Virinder S. Karl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台北：韋伯

，2008。

安鋒《霍米巴巴》台北：揚智，2005。

四報編譯《逃 / 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台北：時報，2012。

四報編譯《離 / 我們的買賣，他們的》台北：時報，2013。

強娜威《嫁來天堂的新娘》台北：文經社，2008。

陳為《最年輕的麒麟：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台灣文學館，2012。

夏曉鵑、陳信、黃德北《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與移(上)(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8。

夏曉鵑《騷動流移》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文化，2005。

侯淑姿《女性影像書寫：侯淑姿影像創作集(1989-2009)》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張鐵志《聲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台北：商周，2004。

來亞留台校友會主編《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威秀，2012。

莫那能述、劉孟宜 錄整理、呂正惠編輯校訂《個台灣原住的經歷》台北：間，2010。

關曉榮《八尺扎》台北：台原出版，1996。

四、教學與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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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式：本課程指定閱讀的文本，包括三個主題：「理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內容觸及論文、文學文本、樂與影像。指定文本將由同學擔任導讀

，老師進歸納與補充。

2.作業a：指定文本導讀。導讀同學參佐理論基礎，進文本分析。

3.作業b：學期期間，個須完成份與族群議題相關的家野調查，野調查將於第八週進主題設定，第

三週調成果發表。

4.作業c：個須完成份以族群為思考向度的研究論文。

5.課堂評點：出席率、導讀、野調查準備與成果、分組討論、研究論文。

五、教學進度

第週：序論--族裔文學研究的思考

主題：理論基礎

第週

主要閱讀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第三週

主要閱讀書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第四週

主要閱讀書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王德威、嘉謙、胡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第五週

主要閱讀書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

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1-22。

第六週

主要閱讀書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張茂桂，〈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臺灣的形成與難題〉，收於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

：華泰文化，2002)，223-273。

第七週：演講，選：交莊雅仲教授

主要閱讀書

莊雅仲，＜研究台灣＞、＜反社會＞、＜夢想族群＞，《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

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89-160。

第八週：家野調查準備

本周練習：個設定的族群向度與主題

擬定訪談綱

野倫理與技巧練習

主題：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第九週：外省族群的台灣情感

主要閱讀書

格孚，《風和暖：台灣外省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朱天，《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84 2020/12/04 05:10



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第週：原住族文學與影

主要閱讀書

孫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巴奈，「泥娃娃」(頭樂，2000)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第週：客家族群的風再現

主要閱讀書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第週：閩南文學與新式歌謠

主要閱讀書

蔡明諺，〈吾鄉印象與鄉文學：論七○年代吳晟詩歌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研究》(台南

：成功學台文系，2013)，169-198。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歌」(風和麗，2008)。

第三週：家野調查成果展現

主題三：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

第四週：華夷風與華文學影像

主要閱讀書

王德威，〈華夷風起：來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文學報》38期(雄：中學文學院，2015)，1-

29。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阿，「初戀紅豆冰」(華駿國際，2010)。

第五週：灣歷史及回憶錄

主要閱讀材料

杜正宇，＜灣回家：本的歸國與鄉愁＞，《歷史台灣》10期(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5)，

103-130。

鈴怜，《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第六週：跨國移與報導文學

主要閱讀書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溫知儀，「娘惹滋味」(公共電視劇情片，2006)。

第七週：新移的她者書寫

主要閱讀書

張郅忻，＜台灣說中新移女性形象的形構＞，《文史台灣學報》8期(台南：成功學，2014)，9-

28。

陳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第八週：期末綱發表練習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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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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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當代台灣南島議題 

課程英文名稱：Contemporary Issues in Austronesia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建立在先前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當代原住民社會所面臨的議題並以轉

型正義為一切點重新檢視當代台灣原住民社會與主流社會的互動與前瞻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

2‐3  轉型正義

4‐5  傳統領域相關議題

6‐7  法律議題

8  單元回顧 期中討論

9  校外教學  

10‐11  主權與自治

12‐13  災難與發展

14‐15  都市與流動

16  單元回顧 期末討論

17  期末發表

18    諮商/作業繳交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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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Societies and Cultures of Austronesian Taiwa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於連結全球角度南島語族的世界性觀點與台灣在地的本土化雙重視野，兼容

並蓄地從文化及社會理論與相關民族誌，來介紹台灣的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使同學能夠透過課

程的學習與互動，了解、欣賞、並且學習台灣這塊土地上多元的文化與社會，除了能與台灣其他

非南島語族的社會文化作一比較與對話外，並進一步與世界上其他的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進行思

考與文化的對話。因此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有以下數點：1) 使同學能夠理解並思考台灣南島語族在

全球南島語族中的角色與定位。2) 使同學能夠比較並認識台灣各南島語族的差異與社會文化現象

。3) 使同學能夠從理論上的觀點，嘗試思考台灣南島語族的社會文化現象。4)使同學能夠具備初

步田野調查的能力，且在老師及助教的協助下進行初步的田野調查，並將田野調查的成果製作成

多媒體民族誌的展現。

課程大綱：

W1 課程簡介(＊陳其南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刊於重讀

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133-168，新竹市：清華大學。)

W2 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陳其南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

回

顧。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168-

215，新竹市：清華大學。

＊臧振華 2012 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學報， 3:1 ，頁

87-119。

參考書目

＊劉益昌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臺灣島內的遷移活動。刊於東南亞到太

平洋：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族擴散與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

嘉、Sand, C. 主編，頁65-74。台北市： 中研院考古研究中心。

＊臧振華2007 臺灣與呂宋島北岸最近的考古發現。刊於東南亞到太平

洋： 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族擴散與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嘉、

Sand, C. 主編，頁95-103。台北市：中研院考古研究心。

＊李壬癸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Ch.1,2。台北： 常民文

化。）

W3 台灣南島語族概論（＊馬淵東一2012[1954] 高砂族的分類：學史回顧，石村明子、吳建翰、

張家銘譯。刊於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滿田彌生、蔣斌主編，頁9-31。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陳偉智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刊於台灣史研究，16：4，頁1-

35。＊李亦園1982 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刊於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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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撰，頁381-394。台北： 聯經出版。

參考書目

*李壬癸2010 珍惜台灣南島語言，頁9-52。台北市： 前衛。

*馬淵東一1986[1960] 臺灣土著民族，鄭依憶譯。刊於臺灣土著社會與

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應貴編，頁47-67，台北： 聯經出版。)

W4 小考、田野 方法介紹(◎分組名單確定分組報告開始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圖書館有電子版)2006 田野的技藝： 自我、研

究與知識建構。台北： 巨流。

＊黃應貴 2010 (2008) 返景入深林 第四章 Pp 98-115. 台北：三民。

參考書目

宋世祥 2016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台北市:果力文化。

＊謝國雄等2007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 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 群

學。＊畢恆達2010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新北市：小畢空間。)

W5階序 (*黃應貴1986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刊於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

，黃應貴編，頁3-43。台北： 聯經。

*Sahlins, Marshall D.1970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In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Thomas G. Harding and Ben J.

Wallace eds., Pp.203-215. NY: The Free Press. ＊楊淑媛2005 臺灣高地的政治體系初探：以

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刊於臺灣人類學刊3(1)，頁185-219。)

W6 屋社會(*蔣斌、李靜怡1995 北部排灣族家屋的空間結構與意義。刊於空間、力與社會，頁

167-212，黃應貴編，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Victor Buchli 2013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House Society of Lévi-Strauss. In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Pp.71-88. London: Bloombury

參考書目

＊關華山2010 再現日月潭邵族傳統居住建築的構築與意義。刊於邵、布

農阿里山鄒居住文化之比較，頁271-314，板橋區：稻鄉出版社。

*Lévi-Strauss, Claude198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wakiutl. In The Way of the

Mask, Sylvia Modelski trans., Pp.163-18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W7 物與象徵(胡台麗 2017 阿美族太巴塱Kakita’an 祖屋重建：「文物」歸還與「傳統」復振的

反思。刊於 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台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

*Miller, Daniel 1994 Artifacts and the Meaning of Things.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Ingold, T. eds., Pp.396-420. London：Routledge

參考書目:

鄭瑋寧2013 衣飾、仿效與外貌的政治：以Taromak 魯凱人為例，考古人

類學刊78:37-77。＊許功明 1991 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板橋區： 稻鄉。

＊黃應貴編 2004 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W8 歷史與社會記憶(*Geertz, Clifford (中文版上傳至ILMS)1973 Person, Time and Conduct

in Bali.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360-411. New York： Basic Books.

＊黃宣衛、蘇羿如2008 文化建構視角下的Sakizaya 正名運動。考古人類

學刊‧第68 期‧頁79-108。

參考書目

*楊淑媛2003 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

人類學刊1(2)： 8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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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瑜20000 器物、視覺溝通與社會記憶─賽夏族儀式器物的初步分

析。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第55 期，頁113-141。

＊黃應貴編1999 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鄭依憶2004 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鄭依憶

著，台北：允晨文化。)

W9 (林文玲2012 〈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 《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86 期：51-98。

王梅霞 2005 「性別」如何作為一套文化表徵：試論性別人類學的幾

個發展方向。 考古人類學刊 64：30-58

羅素玫 2018〈是傳統還是創新？儀式、性別階序與規範實踐之間的阿美

族都蘭部落婦女組militepuray〉。《民俗曲藝》200

參考:

林文玲2014 跨性別者的成家之道，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

台北：群學。

羅素玫2005〈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 : 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

《台灣人類學刊》3(1) : 143-183。

陳玉美1999 時間、工作與兩性意象 : 蘭嶼Tao 的時間觀，《時間、歷史

與記憶》pp. 127-156)

W10 名與命名 (*蔣斌1999 墓葬與襲名： 排灣族的兩個記憶機制。刊於刊於時間、歷史與記憶

，黃應貴編，頁381-421。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Lindstrom, Lamont and Kun-hui Ku 2016 Names Redux : Person, Structure, Change. In

Austronesian Personal Naming Systems. Pacific Studies 39(1-2):1-10.

* Lévi-Strauss, Claude (中文版上傳至ILMS) 1966[1962] The Individual as a Species. In

The Savage Mind, Pp.191-20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參考書目

＊楊政賢2012 親屬稱謂 親從子名與物質文化 。繁衍祈福與保護:亞洲的

背兒帶文化，林志興編，頁159-1175。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

＊方鈞瑋 2012 命名與基督: 一個東部布農族聚落的例子。繁衍祈福與保

護:亞洲的背兒帶文化，林志興編，頁129-156。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

＊楊希牧 (較語言學取向)

1956 台灣賽夏族的個人命名制。中央研究院院刊3： 311-340。

1958 論泰雅、賽夏、排灣等族人名的稱謂敬稱變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29(下)： 677-683。)

W11 校外教學

W12 暫定：蔡志偉演講（慣習法）

參考書目: *Brown 2005 Can Culture Be Copyrighted? Current Anthropology,39(2): 193-

22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張珣/ 蔡志偉/ 編 2017 宗教、法律與國家: 新時代的文化復振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林淑雅 2009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認定與保護難題:以泰雅染織文化為例。收於《傳統智慧

與公共領

域: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論文集》，常本照樹等著，劉靜怡、邱澎生、黃居正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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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 Taiwan website: http://www.pure-taiwan.info/2015/02/2-26-indigenous-weekly-news

*林開世 2007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Protect Indigenous Cultures:

Critiqu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臺大考古人類學刊》67：185-220。

*陳張培倫 201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中的集體權議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學報》1(3)：83-101。

*黃居正 2011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與原住民族數位典藏〉。《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

刊》1：48-74。

W13 殖民史與族群關係(*胡家瑜、林欣宜2003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台大

文史哲學報59： 177-214。

*王梅霞2009 從「交換」看族群互動與文化再創造： 日治初期苗栗地區

泰雅族的研究。刊於考古人類學刊，71： 93-144。

參考書目

＊洪廣冀2006 林野利權的取用與控制、人群分類及族群：以蘭陽溪中

上游地域為中心（1890s - 1930s）。許美智編，族群與文化：「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243-376，宜蘭：宜蘭縣史館。

＊邵式柏2016 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

。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

＊柯志明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W14 宗教變遷與融合(*Robbins, Joel 2014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Unity,

Diversity, New Direc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55, Supplement 10, pp 157-171

*黃宣衛1986 奇美村阿美族的宗教變遷。刊於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下)，瞿海源、章英華主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六

號，頁401-441。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Pamela J. Stewart, Andrew Strathern,葉春榮主編 2010 宗教與儀式變遷：多重的宇宙觀與

歷史。台北市：聯經。

參考書目

＊黃應貴1990 東埔社布農人的新宗教運動： 兼論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

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2-3)： 1-31。

＊姑目‧荅芭絲 2005 〈賽德克與基督教碰撞的信仰觀－以Tkdaya 部落

為例〉。《玉山神學院學報》12：125-175。

W15 全球化與都市原住民(*潘英海1995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

集，莊英章、潘英海編，頁235-256。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Appadurai, Arjun (中文版上傳至ILMS)199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p.27-47.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施正鋒2008 都市原住民政策初探。刊於法政學報第21 期，頁127-146。

張德永 2014 撒烏瓦知河岸部落的族群認同、社會資本與部落發展。地理

研究第六十一期，頁27-52。

參考書目

*劉千嘉 2011 臺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通婚：社會界線的世代差異。人口

學刊第 42 期，頁 115-153。

＊傅仰止2001 第一章：都市原住民概說。刊於《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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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頁1-49。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W16 原住民媒體(林文玲2017〈台灣偏鄉原住民族女性長者的數位生活〉，收錄於劉璧榛編《文資

、觀光、博物館與影像媒體：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台北：南天出版社。

*Miller, Daniel 2011 The Anthropology of Facebook in Tales from Faceook. Cambridge:

Polity. Pp 158-215.

參考書目

*林文玲2001 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43：197-234。(TSSCI).第七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得獎人研習考察報告-陳佩周

 

2011 原住民影片中的原漢意識及其運用 / 巴瑞齡著.

W17 成果發表

W18 成果發表/期末繳交日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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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經典民族誌選讀 

課程英文名稱：Selected Readings of Classic Ethnograph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Course description: Ethnography is the central activity of the majority

ofanthropologists. It is the source of empirical data, the written form

anthropologicalanalysis assumes, the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anthropologists advance

arguments,the text through which anthropologists learn and teach, and the source for

most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essays anthropologists write.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students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ethnographic arguments. We will examine

the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laims anthropologists make and the data they use

tosupport them in different ethnographies. The readings include

classicalethnograph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課程大綱：

W1

第一部份：課程介紹與民族誌導讀

Jacobson, David 1991 Reading Ethnograph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參考閱讀與影片

Bohannan, Laura 1999 Shakespeare in the Bush. In Apply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Podolefsky, Aaron and Peter J. Brown ed., Pp. 31‐36. Californi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Lee, Richard 1999 Eating Christmas in Kalahari. In Apply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Podolefsky, Aaron and Peter J. Brown ed., Pp. 138‐142. Californi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Olssen, Stephen 1982 To Find the Baruya Story: An Anthropologist at Work with a

New Guinea Tribe. San Francisc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edia.

林開世 2003 「凡堅固者皆將煙消雲散」: 評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

政治與熟番地權》。臺灣人類學刊 1(1): 197‐208。

林徐達 2005 地方知識與詮釋：從詮釋人類學談民族志寫作。

陳文德 2007 黑盒子被打開了嗎？談「田野工作」與學術知識建構的關係。台

灣社會學13:243‐264。

黃宣衛2002 關於阿美族研究的若干省思－從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

一書談起。東臺灣研究 7: 165‐174。

莫提默‧艾德勒, 查理‧范多倫 2016 如何閱讀一本書【臺灣商務70 週年典藏

紀念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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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二二八假期 (選課底定3/1)

W3 演講

康培德 2016 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聯經

W4

第二部份：禮物與交換民族志 ：禮物與交換民族志 ( 大洋洲)

必讀書目

Mauss, Marcel 2004[1925] 禮物: 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汪珍宜、何翠萍

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Malinowski, Bronislaw 1991[1922] 南海舡人：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土著之事業及

冒險活動報告，于嘉雲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參考主題閱讀與區域影片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4[1948] 巫術、科學與宗教，朱岑樓譯。臺北市：協志

出版社。

楊美惠 2005 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建構，趙旭東、孫王

民譯。臺北：南天書局。

The Coast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in Cooperation, Rinehart Holt

1983 Faces of Culture: A Case Study in Culture Change, v.24, Cricket the Trobriand

way. Fountain Valley, California: Coast Telecourses.

Cronk, Lee 1999[1989] Strings Attached. In Apply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Podolefsky, Aaronand Peter J. Brown ed., Pp. 143‐147. Californi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閻雲祥 2000 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路，李放春、

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W5

第三部份：非洲民族志 ( 結構功能)

必讀書目

Evans‐Pritchard, Edward Evan 1940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褚建芳譯 2002 《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

描述》現代人類學經典譯叢。上海：華夏。

參考書目與影片

Evans‐Pritchard, Edward Evan 1997[1962] 社會人類學，陳奇祿、王崧興等譯。臺

北：唐山出版社。

Douglas, Mary 1982[1980] 原始心靈的知音－伊凡普里查，蔣斌譯。臺北：允晨

文化。

Harris, Hillary, with George Bridenbach and Robert Gardner 1971 The Nu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ilm Study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VBnrIkAtA (preview)

W6 休假

W7

第四部份：東南亞民族誌

必讀書目

Leach, Edmund 2003[1954] 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張恭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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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琳譯。臺北：唐山出版社。

參考影片 https://vimeo.com/33160416 BURMA VJ (2008)

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rohingya‐muslims‐burma‐governmentrapes‐

massacres‐government‐genocide‐ethnic‐cleansing‐rakhine‐a7471636.html

W8

第五部份：結構主義民族誌

必讀書目

Lévi‐Strauss, Claude 2015 [1955] 憂鬱的熱帶，王志明譯。臺北：聯經。

參考書目與影片

Leach, Edmund 1987[1970] 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黃道琳譯。臺北：桂冠。

Lévi‐Strauss, Claude 2001[1962] 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臺北：聯經。

1998 神話學：餐桌禮儀的起源，周昌忠譯。出版社：時報出版。

2000 神話學：裸人，周昌忠譯。出版社：時報出版。

2010 神話與意義，楊德睿譯。出版社：麥田。

2014 我們都是食人族，廖惠瑛譯。我們都是食人族。出版社：行人

Wilcken, Patrick 2012《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臺北：衛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5IyQZ8JzY [Claude Lévi‐Strauss ‐ BBC Radio 4]

W9

第六部份：美洲民族志

必讀書目

Lewis, Oscar2004[1959]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丘延亮

譯。台北：巨流。

參考書目

Cruikshank, Julie 1990. Life Lived Like a Story: Life Stories of Three Yukon Native

Elder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nd Vancouver: UBC Pr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HVi2RmBc4 [Listening for Different Stories: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參考書目

Clendinnen, Inga 2001 阿茲特克帝國，薛絢譯。臺北：貓頭鷹文化出版社。

喬健2005 印第安人的誦歌：美洲與亞洲的文化關聯，張叔寧譯。臺北：立緒

文化。

W10

第七部份：詮釋人類學民族誌

必讀書目

Geertz, Clifford 1972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Daedalus 101(1):1‐

37.

參考書目與影片

Geertz, Clifford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s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983] 地方知識，楊德睿譯。臺北：麥田出版社。

Conner, Linda, with Patsy Asch and Timothy Asch 1978‐80 A Balinese Trance Séance

and Jero on Jero: A Balinese Trance Séance Observed. Watertown, Massachusetts: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film]

林徐達2015《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台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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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

第八部份︰歷史民族誌

張隆志 演講導讀 邵世柏 2016 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主題參考書目

Darnton, Robert 2005[1984]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沈，呂建忠譯。臺北：聯

經。

孔復禮（Kuhn, Philip）2000[1984] 叫魂‐乾隆盛世的巫術大恐慌，陳兼、劉永

譯。臺北：時英出版社。

Hastrup, Kirsten 1998[1992] 他者的歷史，賈士蘅譯。臺北：麥田。

Jenkins, Keith 1999[1991] 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臺北：麥田。

Sahlins, Marshall 2003[1985] 歷史之島，藍達居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995] 「土著」如何思考，張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ilverman, Marilyn and P. H. Gulliver 編1999 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

蘭史個案研究，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社。

西敏司 (Mintz, Sidney Wilfred) 2010 甜与权力 : 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 (美)西

敏司著 ; 王超, 朱健刚译. 北京市 : 商务印书馆

W12

第九部份：歐洲民族志

必讀書目

Wolf, Eric 2013 [2003] 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賈士蘅譯。麥田

參考書目

Fox, Kate 2006[2004] 瞧這些英國佬：英格蘭人的人類學田野報告，黃中憲譯。

臺北：貓頭鷹文化出版社。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Web.中文：劉北成譯1992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W13 端午節

W14

第十部份：個人生命史民族誌

必讀書目

Shostak, Marjorie 1990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參考影片

Ambrosimo, Michael J., with John Marshall and Aderinne Milesmer

1980 N!ai: The Story of a !Kung Woman. Watertown, Massachusetts: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Cruikshank, Julie 1990. Life Lived Like a Story: Life Stories of Three Yukon Native

Elder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nd Vancouver: UBC Pr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HVi2RmBc4 [Listening for Different Stories: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Wolf, Margery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15 總結 (作業繳交?)

參考閱讀:

中國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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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華 2001[1947] 金翅：傳統中國家庭的社會化過程，宋和譯。臺北：桂冠

圖書公司。

黃樹民 2011 [1994]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四後的中國農村變革（增訂版），素蘭

譯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臺北：Airiti Press Inc.

莊孔韶1996 銀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續。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趙旭東2003 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

出版社。

費孝通 2010 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英漢對照)，譯者：戴可景。出版社：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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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針對台灣原住民族(或南島語族)社會與文化進行探究，就台灣南島原住民族各族群研究進

行每周一族的精讀。透過相關文獻的閱讀和討論，期能培養修課同學從人類學的研究途徑和比較

視野來認識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課程大綱：

W1 課程簡介

W2 台灣原住民概論(李亦園 臺灣著社會的兩種社會及宗教結構系統

；應貴 臺灣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

W3 參加人類學年會

W4 國慶放假

W5 排灣族(譚昌國2007 排灣族，台北市:三民書局)

W6 校外參訪，五年祭

W7 五年祭參訪報告(鄭漢主編 2014 傾聽‧發聲‧對話 Maljeveq：2013台東)

W8 泛泰雅與個認同經歷(騰嶽 泰雅族族群意識的分裂與流動)

W9 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正名運動(林修澈 2001 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北：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Tara Yudaw 2003 「還我族名～太魯閣族」運動的緣起與發展，還我族名：「太魯閣族」：爭

取臺灣原住民族第族（太魯閣族）緣起論述及分區部落座談成果報告書，7-43

W10 西拉雅族夜祭(2014西拉雅夜祭活動冊 張彥凱 吉耍夜祭中「遷曲」化意義 潘英海 1995 化

合成與合成化)

W11 平埔族塹社(邱美玲 2012 當代平埔族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

祀公業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的探索。國交通學客家化學院客家社會與化學程碩論)

W12 撒奇萊雅族-祭(宣衛、蘇羿如 2008 化建構視角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

W13 西拉雅族的身份認定(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2012 平埔西拉雅原住民族學術研討會議冊

施正鋒 2010 西拉雅族的身份與政府的承認政策 葉華 2013 排除?還是放棄? 平埔族與山胞身分

認定)

W14 撒奇萊雅族-族群認同(王佳涵 2010 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台東市:東台灣研究

會。靳菱菱 認同的路徑 : 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的比較研究)

W15 布農族(應貴 2007 布農族，台北市:三民書局)

W16 放假

W17 布農族＋期末總結(官偉 2014 原住民族地權的挑戰：從個當代保留地交易的區域研究談起。

考古類學刊，第80期，.7 - 52。

Dakis Awi（卓孝忠）、施宇凌、李牧澐 2011 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爭議中看真正的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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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報，.117。

湯京平、呂嘉泓 2002 永續發展與公共政—從山美與佳

經驗談社區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及社會科學集刊，14:2，.261 - 287。)

W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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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Formosan indigenous peopl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整合目前清華現有的師資人力，嘗試提供對原住民族研究有興趣的學生一個比較有系統而

深入的介紹，希望能藉由這個訓練，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社會的認識分析和反省能力。本課程涵

蓋考古、人類學、語言學、歷史、文學、教育等層面，藉由跨領域的對話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理解

以及當代處境提供不同的視野。

課程大綱：

W1課程介紹

W2 二二八假

W3 台灣原住民族總論 顧坤惠

陳其南 2014 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

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頁 133-168，新

竹市：清華大學。

參考:TBA

W4 台灣原住民族與考古 臧振華

臧振華 2016 台灣原住民的源流:考古學的證據與觀點。刊於考古歷史與

原住民:台灣族群關係研究新視野，洪麗完主編，頁 33-69。台北市：順

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2012 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學報， 3:1 ，頁 87-119。2006 “從考古學看臺灣

”。刊於《臺灣史十一講》李明珠等編，出版社：國立歷史博物館。

參考書目:

劉益昌 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臺灣島內的遷移活動。刊於東南亞到太平

洋：從考古證據看南島語族擴散與 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邱思嘉、

Sand, C. 主編，頁 65-74。台北市： 中研院考古研究中心。

李壬癸 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Ch.1,2。台北：常民文化。

W5 語言與文化: 從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談起 葉美利

李壬癸。2010。〈台灣珍貴的文化資產—豐富而歧異的南島語言〉。《科學月刊》481:70-75。

李壬癸。1991。〈從歷史語言學家構擬的同源詞看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大陸雜誌》83.6:12-22。李壬癸。

李壬癸。2007。〈身體各部名稱在語言上的運用〉。《語言暨語言學》

8.3:711-722。

參考:

李壬癸。2010。《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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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Amy Pei-jung. 2015. Lexical categor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olfaction in Ami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7.3: 321-350.

doi:10.1017/langcog.2014.32.

Lee, Amy Pei-jung. 2011. Metaphorical euphemisms of RELATIONSHIP

and DEATH in Kavalan, Paiwan, and Seediq. Oceanic Linguistics 50.2:

351-379.

W6 原住民族語言復振 許韋晟

1. 張學謙。2011。〈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

卷，4 期，頁 127-153。

2. 湯愛玉。2015。〈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

報》，5 卷，2 期，頁 159-70。

3. 黃美金。2014。〈台灣原住民族語復振工作之回顧與展望〉《臺灣語

文研究》，9 卷，2 期，頁 67-88。

4. 劉宇陽。2016。〈族語復振與數位網路〉，第十一屆臺灣語言及其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07.12-13。台北：中央研究院

W7 連假

W8 原住民族歷史 邱馨慧

1. 翁佳音，2008，〈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

曲〉，《臺灣史研究》15(2): 1-36。

2.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

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 177-214。

3. 黃智慧，2003，〈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

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張珣、江燦騰合編《台灣本土宗教研究

的新視野和新思維》，pp.1–62，台北：南天書局。

W9 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爭議 林文蘭

林文蘭 (2018)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文化研究 26：97-170。

林文蘭 (2018) 別讓原住民成為「難民」。2018.07.31.(二) 蘋果日報，A15版，蘋果論壇。

林文蘭 (2018) 正義或污名：臺灣教育優惠政策的爭議分析。發表於2018

年12 月1 日至2 日「2018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會」。台灣社會學會、國立交通大學人社系、科技部共同主辦。新竹：

交通大學。

林文蘭 (2019) 重返主體：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變遷和實踐。作者提供初

稿。

W10 原住民族幼教 辛靜婷

馮靖惠（2018）。台灣閱讀協會呼籲：幼兒園教注音有助閱讀。聯合新

聞網，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208421

曾世杰（2017）。公幼不教注音對弱勢兒童不利。親子天下，取自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716

曾世杰（2017）。早期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資。親子天下，88，80-83。

辛靜婷（2016/10/12）。原住民幼兒注音增能 閱讀起跑不落後。國語

日報，第13 版

辛靜婷（2016）。原住民族幼兒雙文化聲韻介入課程之成效與教學歷程。

課程與教學季刊，19（4），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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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 校外教學 (時間暫定)

W12 原住民族文化的科普動畫 傅麗玉

吉娃斯愛科學 <繪本單元>

W13 原住民族文學概論 陳芷凡

孫大川，＜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 期(台南：台灣文學館，2005)，頁1-21。

浦忠成，＜序論：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

上冊》(台北：里仁，2009)，頁1-38。

田雅各，《蘭嶼行醫記》(台中：晨星，1998。)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W14 原住民族當代處境 黃應貴

黃應貴 2012 〈新自由主義下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台灣原住民研

究季刊》2(1):1-26

參考: 黃應貴 2012「文明」之路。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W15 博物館與原住民 李子寧 TBA

參考:

2018 祖靈的招喚

2018:Muakai 的跨世紀婚禮

W16 當代平埔議題: 噶哈巫正名之路 黃美英

"噶哈巫的演變"南投縣埔里鎮：普羅文化，2017

W17 謝艾倫 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大航海時代下菲律賓與台灣的原住民

Acabado, Stephen 2017 The Archaeology of Pericolonialism:

Responses of the "Unconquered" to Spanish Conquest and Colonialism in Ifugao,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1:1-26.

Li, Min 2013 Fragments of Globalization: Archaeological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Colonial Dynamics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52(1):43-74.

謝艾倫2012 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外來陶瓷: 一個歷史考古學的研

究. 考古人類學刊 76:33-60.

W18 課程總結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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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南島語在世界南島語的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身在台灣這塊主地上的我們，卻未必對

南島語言或文化有深入的認識。本課程計畫從授課者的專長語言出發，介紹台灣的南島民族的語

言與文化，目的是希望同學能夠透過學習，了解並欣賞呈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多元文化。教學

目標如下：1.使同學能夠理解並思考台灣南島語族在全球南島語族中的角色與定位。2.透過影片

觀賞、議題討論，帶領同學了解台灣不同族群語言文化的異同，進一步能欣賞其文化。3.透過田

野調查或參觀部落，實地體會原住民的文化。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認識課程、選課動機

2.破除迷思

參考資料：‘原’來如此：破除「台灣原住民語言」相關的迷思，張永利（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

究所），2007，國立聯合大學語言傳播學系之「台灣語言導論」演講（簡報檔）

3.重要性(1)

影片：台灣南島語的奧秘(公共電視：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19)

指定閱讀：李壬癸，台灣南島語言的奧秘。

4.重要性(2)

小組報告(Group 1-3) ：台灣南島語言的重要性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http://www.icassp09.com/TaiwansGiftToTheWorld.pdf)

何大安. 2006. 〈台灣南島語何以如此珍貴？〉. 歐陽元美主編，《知識饗宴》（二）. 277-

294. 台北︰中央研究院

李壬癸1997 (1, 2)、1999 (二)

後續討論：

台灣南島語在學術上的重要性：語言類型的多樣性、語言差異的懸殊、語言存古的特徵

延伸：多樣性台灣(痕跡... - 科學人-- 多樣性台灣特刊)

5.尋根朔源（1）：語言篇

    從語言學之同源詞看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指定閱讀：何大安，2004，從語言看原始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特徵，《歷史月刊》，199期

：41-45。

    小組報告(Group 4-5)：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參考資料：平埔文化資訊網(http://www.sinica.edu.tw/~pingpu/)

    延伸閱讀：語言與民族起源及遷徙的關係

6.尋根朔源（2）：考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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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上的考古遺址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7.尋根朔源（3）：文學篇

從「牽'ina的手」阿美族太巴塱部落歌謠中的祖源之歌談族群緣起的神話傳說

小組報告(Group 6-7)：洪水傳說

指定閱讀：巴蘇亞. 博伊哲努，1996，《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台北：常民文化。

8.向專家學習

    專題演講(1)：考古

    演講者：劉益昌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題：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9.向專家學習

    專題演講(2)：文學

    演講者：浦忠成教授(考試委員)

   講題：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10.期中考

11.部落參訪

12.What’s in a name? 命名與稱呼

    影片：請問貴姓（公共電視）

小組報告(Group 8-9) ：還我姓名運動

*林瑤棋，2003，原住民的“還我姓名”運動，歷史月刊181期11-17。

王雅萍，1994a〈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裡：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台灣原住民史的觀察〉《台灣風

物》44（1）：63-80。

王雅萍，1994b〈各族傳統命名角度探討〉，收於陳茂泰主持《台灣原住民族群與分佈之研究》頁

161-199。板橋：台北縣政府。

蕃說從頭: http://www.pts.org.tw/~web02/name/p1.htm

13.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地名中的原住民語

小組報告(Group 10) ：地名中的原住民語

14.向專家學習

專題演講(3)：音樂

 演講者：吳榮順教授(台北藝術大學)

 講題：台灣原民音樂

15.樂舞（1）

    樂舞的意義

16.樂舞（2）

從祭歌的語言分析看祭典與祭儀

    小組報告(Group 11-12) ：台灣原住民音樂欣賞    

    參考網站：http://www2.ouk.edu.tw/yen/chinese/World%20Music/week17.htm

17.期末報告（1）

18.期末報告（2）

**備註：向專家學習為專題演講、舉行與否視是否申請到教育部補助而定

        部落參訪舉行與否視是否申請到經費補助而定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104 2020/12/04 05:10



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平埔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ese Peipo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歷史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說明: 臺灣沿海、平原乃至山腳下平地地區居住的原以南島語為母語的原住民族群體─平埔

族群，是臺灣與外來人群接觸最為頻繁的歷史主體。然而，關於他們的文獻、文物，甚至是聲音

與影像卻多是在殖民脈絡下的｢被｣情境中被記錄與留存下來，成為日後建構其歷史的主要素材。

本課程希望藉由對話式思考引導同學學習身處｢被歷史｣情境下的「平埔（Peipo）」展現主體性的

過程。我們嘗試站在當代的參考點─「平埔論述」成果累積、小林部落受到風災重創，以及「平

埔」爭取正名的具體實踐─來理解此一歷史化過程。課程以臺灣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獻為基礎，旁

及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成果，並且利用現代多媒體記錄，觀察與理解近代初期(Early modern

era)以來，「平埔主體」在臺灣時間與空間活動的多重面向。透過精研文本、熟習社會習俗與物

質文化，探討學術的與在地的調查研究、關懷當代社會與文化展演活動等方式，期待培養同學認

識與感受此一主體人群經受的「歷史真實（historical reality）」，並在伴隨著複雜動力的較

勁中，看到持續型塑、建構與展現的我群認同。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說明：「平埔研究」歷史回顧

第二週 和平紀念日彈性放假

第三週 漢籍文本、傳說文本：虛象下的實體

〔相關參考研究〕

周婉窈，2003，〈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

241: 22-45。

詹素娟，1996，〈Sanasai傳說圈的平埔族群歷史圖像〉，《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研究所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

陳千武，1993，《臺灣平埔族傳說: 謎樣的歷史》。臺北巿: 臺原。

第四週 葡萄牙與西班牙文本

李毓中主編/譯註，2008，《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一》。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李慧珍、吳孟真、周佑芷、許壬馨、李毓中，2003，〈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

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臺灣文獻》54(4): 283-305。

邱馨慧，2009，〈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臺灣文獻》60(3):1-32。

陳宗仁，2010，〈博克舍抄本中的雞籠人與淡水人〉，發表於「臺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主辦，2009年12月4日至5日。

第五週 荷蘭文獻（一）邂逅「福爾摩沙人」

《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一冊1623-1635，包樂史、N.

Everts、E. Frech編，林偉盛譯。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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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二冊1636-1645，包樂史、N.

Everts編，康培德譯。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

干治士著、葉春榮譯註，1994，〈荷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臺灣風物》44(3): 228-193。

曹永和、包樂史，2000，〈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曹永和，《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頁185-238。

第六週 荷蘭文獻（二）「福爾摩沙子民」

Campbell, W. M. ed.，林偉盛譯，〈荷據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臺灣文獻》47/2 (1996),

65-84; 48/1 (1997), 221-41; 48/4 (1997), 9-36; 50/3 (1999), 43-73; 52/3 (2001), 301-

40; 52/4 (2001), 177-218.

Heylen, Ann M. F. 賀安娟，1998，〈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

識字能力的引進(一六二四~一六六二) 〉，《臺北文獻》125: 81-119。

詹素娟，2003，〈贌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121-146。

第七週 民族掃墓節

第八週 荷蘭文獻（三）鄭成功與福爾摩沙人

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著、江樹生譯註，2003， 《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

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

楊英，《從征實錄》，文叢32。臺北：臺銀經研室。

翁佳音，1992 〈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Quataong（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

42（4）︰210-277。

繳交期中閱讀作業：荷蘭人與福爾摩沙人

第九週 清代漢籍文本（一）接觸、描述與分類

郁永河，1959，《裨海紀遊》，文叢44。臺北：臺銀經研室。

黃叔璥，1975，《臺海使槎錄》，文叢4。臺北：臺銀經研室。

杜正勝，1998，《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詹素娟編著，2007，《舊文獻新發現：臺灣原住民歷史文獻解讀》。臺北：日創社。

蔡偉傑，2008，〈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臺灣史研究

》15（3）：25-55。

何素花，2002，〈清初大陸文人在臺灣之社會觀察－以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為例〉，《臺灣文

獻》53(1): 167-199。

第十週 清代漢籍文本（二）社會與文化

詹素娟，1997，〈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2: 3-7。

洪麗完，1995，〈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里大社的影響〉，《

臺灣史研究》3(1)：31-95。

陳偉智，1993，〈由「茹毛飲血」到「烹調飲食」--十九世紀上半期漢人眼中的噶瑪蘭人〉，《

宜蘭文獻雜誌》6: 1-12。

王幼華，2003，〈清代臺灣平埔族歌謠書寫研究〉，《興大人文學報》33(上): 213-259。

洪國勝，2018，〈《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高雄地區有關三首「番歌」解讀〉，《高雄文獻

》8(2): 120-152。

第十一週 清代漢籍文本（二）歷史事件的主位與客位

溫振華，2000，〈清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分析〉，《臺灣文獻》51(2): 27-37。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

59: 177-214。

林修澈，2004，《南庄事件與日阿拐：透過文獻與追憶的認識》，苗栗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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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隆志，1991，《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臺大

出版委員會。

第十二週 開港後西文文本與文物蒐集：歷史記憶與再現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2006，《看見十九世紀臺灣: 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市

: 如果出版: 大雁文化。

Joseph Beal Steere著，林弘宣譯，2009，《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

查筆記》。臺北市: 前衛。

馬偕日記

第十三週 日本的臺灣殖民地（一）調查與身分認定

《平埔族調查書》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劉澤民, 陳文添, 顔義芳編譯。南投市：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2001。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劉澤民編。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4。

陳偉智，1998，〈知識與權力─ 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當代》17=135：28-51。

洪麗完，1999，〈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

17-74。

詹素娟，2004，〈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熟番」政策─ 以宜蘭平埔族為例〉，《臺灣史研究》

11(1): 43-78。

第十四週 日本的臺灣殖民地（二）殖民的政治經濟脈絡

邱馨慧，2002，〈被殖民脈絡下山地與平地交換活動的初探－以日本時代高雄州潮州郡的赤山交

換所為例 〉，《屏東文獻》5: 3-22。

詹素娟，2006，〈傳說世界與族群關係－加禮宛人在花蓮地區的歷史與傳說(1827-1930)〉，《新

史學》17(1): 1-42。

第十五週 日本的臺灣殖民地（三）文獻、文物與影像的蒐集與展示

臺北帝大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胡家瑜，1990，〈古文書與平埔研究－臺大人類學系平埔古文書的蒐集與再現〉，《漢學研究通

訊》19(3)=75: 353-361。連結全文：ccs.ncl.edu.tw/Newsletter_75/75-01.htm

胡家瑜，1998，〈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平埔族收藏研究與資料系統建立計畫之現況與發展〉，《中

國民族學會通訊》36: 17-23。

第十六週 端午節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人顧坤惠老師R5-6週四13:20-15:10 人社Ｃ403A

當代平埔議題: 噶哈巫正名之路黃美英

"噶哈巫的演變"南投縣埔里鎮：普羅文化，2017

第十七週 當代的再建構與「平埔論述」

潘英海，1994，〈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集刊》77：89-123。連結全文

：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publish/PDF/Bulletin/etb077-003.pdf

詹素娟，1996，〈詮釋與建構之間──當代「平埔現象」的解讀〉，《思與言》34(3): 45-78。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2001，《我是不是平埔人DIY》，臺北市 : 原民文化。

陳叔倬、段洪坤，2006，〈西拉雅族成為縣定原住民族的過程及其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民族

學報》25：145-165。

陳叔倬、段洪坤，2008，〈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臺灣社會研究》72:137-173。

林媽利，2010，《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以血型.基因的科學證據揭開臺灣各族群的身世之謎》。

臺北市: 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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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華，2013，〈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臺灣史研究》20(3): 177-

206。

第十八週 老師課程總結同學繳交期末報告逾期不候 謝謝!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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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原住民歷史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Formosan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歷史研究所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說明: 「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考古發掘之外，作為研

究材料的文本與圖像主要並非來自該歷史主體，而是來自他者。探索原住民歷史需要更多理解原

住民史論述的形塑與建構過程。本課程將由閱讀各種具史料性質的材料與多元研究成果，讓同學

熟悉兩者的關係，並介紹原住民史觀異於文本的呈現方式。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放空所有對「原住民」的概念

第二週 「南島語族」與「臺灣原住民」的連結：從史前到當代

詹素娟，2009，〈綠島觀點下的黑潮與Sanasai傳說圈〉，《東臺灣研究》13: 75-93。

第三週 史前「臺灣原住民」與當代「臺灣原住民」的歷史連結：一個命題

劉益昌主講、高淑媛記錄，1995，〈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臺灣風物》45(3):

75-98。

溫振華，2007，〈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交會－平埔族了阿社與牛罵社社址研究〉，《師大臺灣史學

報》1: 5-28。

第四週 荷蘭、西班牙人與「臺灣人」的遭逢

干治士著、葉春榮譯註，1994，〈荷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臺灣風物》44(3):228-193。

江樹生譯，1985，〈蕭壠城記〉，《臺灣風物》35(4): 80-87。

李慧珍、吳孟真、周佑芷、 許壬馨、 李毓中，2003，〈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臺灣文獻》54(4): 283-

305。

翁佳音，2008，〈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

15(2): 1-36。

康培德，2009，〈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新史

學》20(3): 99-126。

曹永和、包樂史，2000，〈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曹永和，《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頁185-238。

蔡光慧（德米雅·魯路灣），2001，〈荷蘭武威下的排灣原住民(1635-1662)〉，《原住民教育季

刊》23: 55-78。

作業：任選曹永和、包樂史；翁佳音；康培德；蔡光慧（德米雅·魯路灣）的文章一篇撰寫閱讀心

得（字數不拘）

第五週 歷史研究與歷史主體

劉益昌，2006，〈台灣考古學與原住民研究〉，《臺大考古人類學刊》66: 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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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1993，〈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新史學》4(2): 95-120。

林開世，2003，〈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對話？－一點反省與建議〉，《臺大文史哲學報》59: 11-

29。

黃應貴，2005，〈再談歷史與文化〉，《東吳歷史學報》，14: 1-19。

張隆志，1996，〈追尋失落的福爾摩莎部落－臺灣平埔族群史研究的反思〉，收入於《臺灣史研

究一百年：回顧與展望》，頁257-278。

第六週 原住民與臺灣歷史和地理

費羅禮（Ferrell, Raleigh），1969，《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硏究》（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施雅軒，2007，《區域、空間、社會脈絡－一個台灣歷史地理學的展演》（高雄市：麗文文化

）。

第七週 漢文文本與圖像中的臺灣原住民

王幼華，2003，〈清代臺灣平埔族歌謠書寫研究〉，《興大人文學報》33(上): 213-259。

何素花，2002，〈清初大陸文人在臺灣之社會觀察－以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為例〉，《臺灣文

獻》53(1): 167-199。

周婉窈，2003，〈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

241: 22-45。

張隆志，1999，〈臺灣平埔族群的歷史重建與文化理解－讀「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古今

論衡》2: 18-31。

莊勝全，2006，〈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歷者的觀察為例〉，《臺灣風物》56(3):

27-59。

詹素娟編著，2007，《舊文獻 新發現：台灣原住民歷史文獻解讀》(台北：日創社)。

作業：請就〈東番記〉（1603）、〈裨海紀遊〉（1698）、〈臺海使槎錄〉（1724）等材料，想

想可以做什麼研究，寫出思考筆記。

第八週 「拓墾」與遷移

李文良，1985，〈番租、田底與管事－康熙下淡水社文書所見的臺灣鄉村社會〉，《漢學研究》

27(4)＝59: 229-260。

溫振華，2000，〈清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分析〉，《臺灣文獻》51(2): 27-37。

施添福，1995，〈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收入於黃應貴主編《空間

、力與社會》。

第九週 衝突與連結

李季樺，1989，〈清代「番兒至老而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收入於《臺灣史研究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史蹟研究中心），頁73-106。

湯熙勇，1989，〈清乾隆十六年台灣彰化之番殺兵民事件: 清廷的調查處理及其對治臺措施的影

響〉，收入於《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史蹟研究中心），頁35-72。

黃煥堯，1988，〈清領時期臺灣的番患防治〉，《高雄文獻》32/33: 21-105。

詹素娟，1997，〈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2: 3-7。

鄭惠美，2006，〈臺灣原漢服飾文化交流探討:以屏東地區排灣族婦女大襟衣裁剪形式為例〉，《

實踐設計學報》2: 18-31。

作業：請閱讀下週關於「牡丹社事件」的材料，寫出二至三頁讀後對此事件的理解。請引註說明

資料出處。

第十週 「開山撫番」與涉外事件

王詩琅，1973，〈「牡丹社事件」日方資料〉，《臺北文獻直字》23/24: 31-50。

林呈蓉，2003，〈1874年日本的「征臺之役」－以從軍紀錄為中心〉，《臺灣風物》53(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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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林呈蓉，2006，《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縣: 博揚文化)。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

59: 177-214。

高加馨，1998，〈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史學》24: 50-85+85_1-85_3。

蔡光慧（德米雅·魯路灣），2003，〈排灣排外與帝國邊疆之競逐(1858-1874)〉，《原住民教育

季刊》30。

陳文添，2007，〈牡丹社事件餘緒－一位原住民少女(臺灣小姐)的悲劇〉，《臺灣文獻》別冊22:

2-11。

豪士 (House, Edward H., 1836-1901)著，陳政三譯，2008，《征臺紀事 : 牡丹社事件始末》

(台北市 : 台灣書房)。

第十一週 科學的殖民主義：調查、分類、採集與展示

楊南郡譯註系列，台北遠流出版：

伊能嘉矩著，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

鳥居龍藏著，1996，《探險台灣 :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森丑之助著，2000，《生蕃行腳 : 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

陳偉智，1998，〈知識與權力--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當代》17=135：28-51。

陳偉智，2009，〈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

析〉，《臺灣史研究》16(4): 1-35。

劉斌雄，1975，〈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 5-17。

吳文星，1997，〈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

與研究》，頁11-28。

許進發、魏德文，1996，〈日治時代臺灣原住民影像（寫真）記錄概述〉，《臺灣史料研究》7:

19-44。

張光直，1953，〈本系[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所藏泰雅族貝珠標本〉，《臺大考古人類學刊》2:

29-34。

洪敏麟，1992，〈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芝舞蘭嶋之記」的史料意義〉，《臺灣文獻》43(2):

7-26。

孫大川，1994，〈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收於《跨越世紀的影像 : 鳥

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台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頁53-55。

胡家瑜，2004，〈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臺大考古人

類學刊》62: 3-39。

第十二週 科學的殖民主義：調查、分類與殖民治理「理蕃」

王學新，1999，〈臺灣總督府檔案內原住民史料之介紹〉，《國史館館刊》26: 313-343。

王學新，2004，〈總督府公文類纂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之介紹〉，《臺灣風物》29: 146-166。

王學新，1997-1998，〈公文類纂內明治期臺東地區原住民史料之介紹〉（上、下），《臺灣史料

介紹》10、11: 104-116，87-112。

陳奇祿，197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高山族研究〉，《臺灣風物》24(4): 7-24。

鄭政誠，2002，〈日治時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原住民調查(1909~1922) 〉，《臺灣文獻》

53(4): 25-48。

洪麗完，1999，〈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

17-74。

詹素娟，2005，〈臺灣平埔族的身份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人調查的「種族」

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 1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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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玲，2000，〈昭和五年至十二年「蕃童教育所」之初探〉，《史匯》5: 53-68。

邱馨慧，2002，〈被殖民脈絡下山地與平地交換活動的初探－以日本時代高雄州潮州郡的赤山交

換所為例 〉，《屏東文獻》5: 3-22。

陳文德，2003，〈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臺大文史

哲學報》59: 143-175。

作業：請赴圖書館選取《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蕃族調查報告書》、《高砂族調查書》、《

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高砂族傳說集》等任一種調查、研究，試做文本解題一篇。

第十三週 「事件」與詮釋

林修澈，2004，《南庄事件與日阿拐：透過文獻與追憶的認識》，苗栗縣文化局。

林修澈主編，2007，《日阿拐家藏古文書》，苗栗縣文化局。

近藤正己著、張旭宜譯，1995，〈臺灣總督府的「理蕃」體制和霧社事件〉，《臺北文獻直字》

111: 163-184。

范燕秋，1999，〈疾病、邊緣族群與文明化的身體－以1895-1945宜蘭泰雅族為例〉，《臺灣史研

究》5(1): 141-175。

鄧相揚，2000，《風中緋纓 : 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臺北市 : 玉山社）。

楊淑媛，2003，〈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臺大文史哲學報》59: 31-64。

潘繼道，2003，〈國家、族群與歷史變遷－近代臺灣後山南勢阿美「七腳川社」勢力消長之研究

〉，《臺灣風物》53(1): 85-127。

詹素娟，2006，〈傳說世界與族群關係－加禮宛人在花蓮地區的歷史與傳說(1827-1930)〉，《新

史學》17(1): 1-42。

第十四週12/16 原住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朱德蘭，1985，〈太平洋戰爭與臺灣原住民「慰安婦」(1941-1945)〉，《近代中國》163: 53-

70。

周婉窈，1991，〈「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波瀾〉，《歷史月刊》46: 44-49。

陳文添、黃得峰，1997，〈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臺灣文獻》48(4): 99-

114。

第十五週 原住民與二二八

吳叡人，2009，〈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

思想初探〉，收入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曾建元，2009，〈戰後初期中華民國的臺灣原住民政策〉，《國會月刊》37(11)=439: 27-41。

邱雅芳，2005，〈越界的神話故事－吳鳳傳說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臺灣文獻

》56(4): 122-153。

第十六週 原住民社會運動

紀駿傑，2005，〈原住民研究與原漢關係─後殖民觀點之回顧〉，《國家政策季刊》4(3): 5-

28。

陳昭如，1994，〈原住民新聞與漢人新聞媒體--以三次「還我土地運動」新聞為例的初步探討〉

，《山海文化雙月刊》5: 82-93。

黃宣衛、蘇羿如，2008，〈文化建構視角下的Sakizaya正名運動〉，《臺大考古人類學刊》68:

79-108。

第十七週 歷史書寫與影像

譚昌國，2003，〈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臺

大文史哲學報》59：65-96。

李道明，1994，〈近一百年來臺灣電影電視媒體對臺灣原住民的呈現〉，《山海文化雙月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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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

李道明，2003，〈文化與歷史仲介－試論博物館未來使用影音媒體的方式與社群歷史之建構〉

，《博物館學季刊》17(2): 73-77。

江海，2000，《漂流兩千年 : 邏發尼耀族(Ruvaneyeav)家史》(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童春發，2001，《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第十八週 原住民歷史的史觀

胡台麗，1995，〈賽夏矮人祭歌舞祭儀的「疊影」現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9:

1-61。

宮本延人著、張迅齊譯，〈臺灣排灣族的五年祭〉，《臺灣人文》1: 60-71。

許功明，1980，〈排灣族古樓村規律性飲酒行為、習俗與規範之探討〉，《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

編》1: 83-99。

陳文德，1999，〈起源、老人和歷史：以一個卑南族聚落對對發祥地的爭議為例〉，刊於黃應貴

編，《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343-379。

黃宣衛，1999，〈阿美族的人名制度與異族觀－一個海岸村落的例子〉，《東臺灣研究》4: 73-

121。

詹素娟，1996，〈詮釋與建構之間──當代「平埔現象」的解讀〉，《思與言》34(3):45-78

胡正恒，2002，〈人、土地與歷史記憶: 以蘭嶼傳統地名的研究為例〉，《原住民教育季刊》26:

110-122。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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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Fundamental Issues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出發，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教學的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期望透過語言學習原理、學

習者特質、語言教學情境、理論或方法、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等主題的探討，使學生具備應用相

關學理及融合新科技的能力，從事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研究。

課程大綱：

1.語言教學現況

教學實踐思考、問題與解決策略、教學觀、方法與技巧、教學研究與教師增能 …

2.學科內容知識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言學理論與教學流派、語言與文化…

3.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學」

語言能力發展、學習者特質、學習策略…

4.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教」

語言能力、文法、詞彙教學；課程規劃與設計；教材發展；語言教學與科技；語言評量…

5.其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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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以嚴謹的研究取向，針對台灣之語文教學：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中小學國語文教學、

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中小學語言教學、以閩客語為第一或第二語言的本土語教學，評析其現況

，或探究梳理未來可行之教學取向。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一語與二語之語文教學內涵

，也能掌握影響學生語文學習之可能因素。同時，也能運用合理的語文教學取向，發展適合學習

需要的語文教學方案。

課程大綱：

週次主題說明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

2一語與多語脈教絡的語言教育講授與討論

3從語言教育到語言教學講授與討論

4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學習篇講授與討論

5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教學篇講授與討論

6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評量篇講授與討論

7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8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9期中報告講授與討論

10課室教學案例分析:高年級學生報告

11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學階段學生報告

12課室教學案例分析:學科領域學生報告

13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14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15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高年級講授與討論

16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學階段講授與討論

17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學科領域講授與討論

18期末報告Round Table sees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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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理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or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will be introduced to bring the stude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e of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their teaching context.

Emphasis will be focused on how linguistic theories influence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y.

課程大綱：

Week 1 Introd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eek 2 Direct strategies

Week 3 How to apply direct strategies

Week 4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5 How to apply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6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assessment

Week 7 Networking

Week 8 Language origin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9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0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1 Needs analysis

Week 12 Situation analysis

Week 13 Planning goa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Week 14 Course planning and syllabus design

Week 15 Effective teaching

Week 16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7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8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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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首要協助學生熟悉以學研究之內涵與量化研究之梗概，期使學生在此理論基礎下，應用量

化研究方法進行語言教學議題之探討。本課程修習結束後，學生將具有辨識量化研究在語言教學

情境之適用性，且能熟稔的在自身之教學情境中，熟悉量化研究法之內容與操作方式。同時，學

生也將具備能分析與解讀其它語言教學量化研究文獻之能力。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語言教學量化研究介紹

第二週 科學研究:從問題意識到驗證假設

第三週 語言教學場域中的量化資料:有系統的觀察並收集資料

第四週 實作一:課室錄影中的資料記錄

第五週 實作二:課室內學生行為之資料記錄

第六週 量化研究中的隨機分派與語言教學中的準教學實驗

第七週 準教學實驗與課室觀察研究

第八週 語言教學量化研究中的研究工具(問卷、標準化測驗工具、與自編量表)

第九週 期中報告(語言教學量化研究小論文初稿)

第十週 從描述統計到推論統計

第十一週 描述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

第十二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三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四週 實作三: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五週 實作四: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六週 教學實驗之效果量

第十七週 從資料分析到理論建立(迴歸、HLM)

第十八週 小論文成果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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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理論、方法及實務等相關議題，做深入的探討，並就不同

研究對象、現象與問題，進行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與詮釋的討論。希望經由本課程的學習，學生

能清楚掌握質性研究的精義與操作過程，從事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評論及實作。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及質性研究的內容簡介

2.質性研究的涵養及角色意識

3.質性研究的倫理議題與共融關係

4.現象學、詮釋學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5.紮根理論、批判理論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6.俗民誌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7.行動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8.焦點訪談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9.如何進入語言教學的研究現場

10.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問題

11.語言教學的研究對象抽樣

12.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設計

13.如何進入深度訪談的世界

14.語言教學的觀察與資料蒐集

15.語言教學的質性資料分析─看見意義與理出脈絡

16.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優劣鑑定

17.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評鑑及討論

18.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寫作歷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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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音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honological System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學會如何進行語音教學，以台灣地區常見語言之語音系統為例。藉由認識發音器官、

了解發音方法、聽辨發音錯誤、以及音韻覺識等知識，找出常見的語音學習錯誤，以及相關教學

修正策略。

課程大綱：

1.發音器官介紹

2.如何正確發音與教導

3.聽辨技巧訓練

4.找出發音的錯誤點 (如何利用praat協助分析)

5.音韻覺識(第一語言vs.第二語言)

6.輔音教學

7.元音教學

8.音節辨認教學

9.聲調與重音

10.學期報告規畫

11.如何收集課堂語音材料

12.如何分析課堂語音材料

13.不同語言的語音特徵比較

14.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

15.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I

16.材料分析

17.材料分析與教學應用

18.期末課堂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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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彙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ocabulary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詞彙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包含教師應具備的詞彙學基

本概念與相關理論、教材編寫、教學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指導策略以及測驗評量等。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詞彙學概論

3教學法流派

4詞彙的構成與發展

5詞彙單位

6詞的構造

7詞義

8熟語

9期中報告

10方言特徵詞

11詞彙擴散

12詞彙與文化

13詞彙教學的基本原則

14詞彙的評量與測驗

15詞彙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

16詞彙教案設計

17教案教學演示

18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20 2020/12/04 05:10



課程中文名稱：語法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Grammar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建立在理論語法之上，以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語言為例(以研究成果最豐碩之漢語為例，但不

以此為限)，引導學生利用相關的語法知識，提升解決語法問題和組織語法教學活動的能力，透過

將語法理論與教學的結合，讓學生從中學習和掌握語法教學的基本原則和策略，進而指引語法的

教學實踐。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一般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別

3語法規則

4語法教學的基礎屬性

5簡易性的準則

6語法教學點難易度的評定

7語法點的排序

8對比分析與語法教學

9期中報告

10詞類教學(I)

11詞類教學(II)

12常用句型的教學(I)

13常用句型的教學(I)

14複句教學

15各語言教材語法點安排分析

16教學與評量

17教案設計與試教

18期末口頭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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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教學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Seman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各種語義學研究的方法，應用實例的講解，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Week 1 Metadata and Semantics

Week 2 Applied Semantics

Week 3 Meanings in Language

Week 4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5 Semantic Web

Week 6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eek 7 Spring Break

Week 9 Multimedia semantics

Week 11 Semantics in data and Knowledge Bases

Week 12 Knowledge and Language.

Week 13 Semantics vs. Pragmatics

Week 14 Noun-noun Combinations

Week 15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16 Cultural Semantics

Week 17 Experimental pragmatics/semantics

Week 18 Quantitative Semantic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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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評量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語言與教學評量的分析與研究，課程內容包括：語言測驗的編製與實施、測驗

結果的解釋與應用、測驗的分析與評鑑等，藉此幫助學生獲得編製、選擇與評鑑語言測驗，以及

應用語言測驗進行教學成效分析與研究的能力。

課程大綱：

課程介紹、語言教學目標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評量專題研究、語言測驗編製與命題實作專題、語

言測驗試題分析專題、信度原理與信度估計專題研究、效度原理與效度估計專題研究、常模測驗

分數的解釋專題、標準化測驗與應用專題、多元評量專題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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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以臺灣母語的特性為考量，設定教學目標及配套的評量方式，並且練習適用於評量

臺灣母語學習效果的量化及質性描述方法。

課程大綱：

W　TopicReading

1課程簡介

2教師母語不流利時如何教？Hinton (2003)

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張學謙 2004, 2007, 2011

4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江秀英 2007, The Foxfire Approach

(http://www.foxfire.org/teaching.html)

5雙語教學張學謙等 2011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陳素年 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

6多語教室教學黃東秋 2007, 2010

7沉浸式教學法(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Reyhner, Jon.2003. Kipp 2009客語沉浸教學: 陳

雅鈴2009陳雅玲等2009

8專題演講: 教案編寫

9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張學謙等2011, Heredia & Francis 1997

10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高清菊 2011, 楊美蓮2007　

11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Heredia and Francis 1997

12期中報告: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3語言教學法介紹 IRichards & Theodore 2000

1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15討論: 教學法於母語教學之應用

16語言教學評量Bowles & Stansfield 2008

17期末發表

18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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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寫作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Writing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寫作歷程導向為理論基礎。旨在檢視傳統以寫作結果為導向之教學觀念，能以多元觀點

評估作文教學研究案例，整合寫作理論、寫作教學策略與資訊工具於教學場域，並引導碩士生以

提昇低學習成就者之寫作能力為目標，研擬寫作教學研究相關計畫。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備註（補充閱讀資料）

01課程介紹★教師導讀章節

※學生導讀章節

02寫作能力的習得與發展單元一和二

03寫作能力的影響因素

04★寫作歷程的理論─認知取向的寫作觀點單元三

05※發展寫作策略

※從字、詞、句式、修辭到寫作單元四

06從字、詞到寫作的教學案例分享

寫作教學策略─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活動

07五感體驗的寫作教學案例分享

08※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單元六

09※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10※不同文體的寫作教學

★思考地圖在讀寫教學的應用單元八

11思考地圖在寫作教學運用實例

12※從閱讀到寫作教學的連結單元五

13※寫作評量

寫作量表的應用單元七

14學生寫作問題的診斷、分析與輔導

寫作案例討論單元九

15寫作領域的過去發展與現況

16發展適性的寫作教學方案或研究的議題、※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7※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

18※寫作教學的研究設計期末專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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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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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A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語文領域教學向為中小學課程領域中教學時數最重者，其中所涵蓋的內容包括讀、寫、聽、說、

作等，其中自然也存著相關問題，在在都需要教學者秉諸語文教之理念與相關教學理論，並化為

教學實踐行動。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精熟行動研究之原理，藉由行動與反思的交互進行，或解決

教學現場中的語文教學的實務問題，或實踐與教學理論，或對語文教育政策與相關議題進行反思

批判，其最終目的在提升學生語文學習的能力與動機，達成語文教育效果。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

01課程簡介

02口說與書面語言的發展與學習

03閱讀與書寫的發展與學習

04統整式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05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概念

0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歷程與步驟

07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問題界定與分析

08語文教室中的教師與學生

09語文教學現場問題

10語文教學行動方案的規劃

11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12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成果分享與報告撰寫

13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評鑑與回饋

14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困難與限制

15專題討論一：語文教學行動研究與發展

1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案例討論

17期末專題報告(一)

18期末專題報告(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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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理解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了解閱讀理解的歷程與策略，以及閱讀能力的培養與習得，學生在對閱讀理論和閱

讀理解歷程與策略充分了解後，可進一步針對閱讀理解和閱讀教學相關議題深入探討，撰寫研究

報告。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共分成12個主題，各主題進行1-2週的討論，除課堂文章導讀外，學生在期中、期末各有一次摘要

、全文研究報告。

 

1.閱讀動機

2.閱讀理解歷程

3.閱讀理解策略

4.閱讀理解的影響因素

5.閱讀理解理論

6.聲韻覺識與閱讀理解

7.認字與閱讀理解

8.解碼自動化的發展

9.認知心理學與閱讀

10.語言學與閱讀

11.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

12.閱讀理解與教學現況研究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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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原住民族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探討原住民語言教學的不同面相，從個人族條件開始談教師應具備的語言知能與專業發展、材編

寫學觀教學法、活動設計以及語言評量等。台灣與其他地區原住民教學的個案亦將帶入，探討文

化融、結合社區以及繪本製作及融入教學等相關議題。

課程大綱：

1.課程簡介

2.教師族語不流利時如何教？

3.語言教學法介紹 I

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5.討論 : 教學法於族語之應用

6.音韻覺識與拼教學

7.運用構詞於彙教學

8.沉浸式教學法 (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

9.期中報告 :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0.實地訪評 : 屏東泰武

11.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材編寫

12.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

1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

14.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

15.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

16.語言教學評量 -1

17.語言教學評量 -2

18.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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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針對語文教育的研究需求，探討特定研究方法，分別就方法論的角度評述其理論基礎、研

究設計與方法。本課程將特別集中在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及行動研究三大研究派典進行析論，以

強化語文教育研究的方法基礎。

課程大綱：

1.語文教育研究類型、價值、基礎與限制

2.量化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3.質性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4.行動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5.認知心理學研究討論：以寫作教學與閱讀教學研究為對象

6.敘事研究、歷史研究、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的討論

7.三種研究派典與所涉研究倫理的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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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語言學崛起於70年代，80年代開始活躍起來，大部份研究專注在語意方面，認知語言學著重

思維與語言、思維與語意之關係，認為語言知識從語言使用中湧現。近年，認知語言學領域的研

究蓬勃發展，其於教學應用方面也廣受討論。本課程介紹認知語言學的主要概念並探討其於教學

之應用，涵蓋主題包含範疇化與原型理論、隱喻與轉喻、意象圖示以及構式語法。

課程大綱：

週主題閱讀

1. 課程簡介、任務分配

2.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文章導讀Taylor 1989, Vespoor 2008

3. 文章導讀 戴浩一.2003【 】趙艷芳2001 (十一) 【 】

4. 範疇化與原型理論討論指定閱讀：張敏 (1998): Ch 2 第一、二節、蘇以文 2009　

5. 文章導讀Lindstromberg, Seth. 1996. Prepositions: meaning and method,

Lindstromberg, Seth 2010屈承熹 2011 【 】戴金惠 2014 七【 】原型理論與詞彙教學【 】

作業：華語互動式教材--量詞輕鬆玩

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理論 3/30

7.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理論

8. 概念隱喻討論指定閱讀：安可思2009、周世箴(譯注) 2006 導讀

9. 文章導讀楊孟蓉、周世箴 2008【 】王寅2001 【 】張榮興. 2012. 【 】

10.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B：概念隱喻

11. 圖形與背景意象圖示討論 張敏 (1998): Ch 2 第三節

12. 文章導讀文旭 2004英語倒裝句的圖形-背景論分析 【 】黃士蔚 2014 【 】文旭、熊榮敏

2010 【 】

英語介系詞教學 (Yeh 2012)

作業：瘋狂猜成語

13.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C：意象圖示 5/18

14. 構式語法討論指定閱讀：王惠 2005, Goldberg 2006

15. 文章導讀蘇丹潔、陸儉明 2010 【 】文旭 2012 【 】戴金惠 2014 六【 】

1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D：構式語法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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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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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and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探討語文領域課程規劃與語文教學設計之知能、國語文知識概念、國語文教學知能、如

何支持學童學習、國語文教學評量等議題；與教學行動實踐與反思有關的，如教師素養與教學反

思、溝通知能等議題亦在課程內。以多個「案例」提供討論，目的在整合問題、教學理論與實務

，建構學習者的認知脈絡。

課程大綱：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備註（補充閱讀資料）

01語文領域教學應有的認識

02初始狀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與討論作業一：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

03語文領域教學的內涵與方法★Chapter 2

04語文領域教學的跨文化考量★Chapter 4

05語文領域教材的選取與配置★Chapter 3

作業二：語文領域教材編選及配置之分析

06轉換歷程：語文領域的教學取向與設計

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07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2

08★小說&故事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5

09★詩歌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6

詩歌朗誦技巧指導

10★戲劇&角色扮演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7

11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預測&摘要、連結策略）

12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推論、自我提問&六何法）

13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略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詰問作者&理解監控策略）

形式深究的指導─文體、句式和修辭

14評估監控：語文領域的教學評量與回饋

15語文領域的教材分析─文本結構分析

16語文領域的課室觀察與反思★Chapter 8

17★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

18★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作業三：語文領域教材分析與教學設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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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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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Theories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介紹閱讀的基礎理論與概念，如基模理論、篇章結構、與後設認知等，經由理論的介

紹與相關文獻的導讀，使學生了解閱讀理解的過程與研究、教學方法，進而能應用教學並撰寫研

究論文。

課程大綱：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課程講義

2閱讀的新科學大腦與閱讀:引言

3我們如何閱讀大腦與閱讀:Ch2 &Ch3

4發明閱讀大腦與閱讀:Ch4

5學習閱讀大腦與閱讀:Ch5

6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7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8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9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10推論與推論理解教學Journal paper

11推論與推論理解教學Journal paper

12後設認知與理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3後設認知與理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4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5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6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7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8Final report期末成果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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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寫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探討讀寫發展理論 2.探討讀寫萌發教育3.討論小學低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4.討論

小學中年級敘事體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5.討論小學高年級說明與說服性讀寫議題與教學

研究現況評估6.研擬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標之教學研究計畫

課程大綱：

議題一、探討讀寫發展理論（3週）

議題二、探討讀寫萌發之理論與教學（3週）

議題三、討論小學低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四、討論小學中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五、討論小學高年級讀寫議題與教學研究現況評估（3週）

議題六、以解決特定對象之讀寫困難，提昇其中文讀寫能力為目的之教學研究計畫研擬、發表與

討論（3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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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 

課程英文名稱：Subjective Dialog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主體對話的哲學基礎與主體對象（教師、學生、文本）、主體式對話教學的基本

內涵，分析主體式師/本對話、主體式師/生對話、主體式生/本對話的基本模式與進行歷程，並作

為課室觀察與討論的基礎，藉以引導進入與教學現場進行觀察研究。

課程大綱：

1.主體式對話教學的內涵、哲學基礎、特徵與基本要素

2.主體式師/本對話的內涵、一般模式與操作策略

3.主體式生/本對話的內涵、一般模式與操作策略

4.主體式教學對話與專業對話

5.主體式對話教學在語文教育的應用價值評析

6.課室觀察作為語文教育研究方法的內涵、基本特徵與方法

7.應用主體對話教學概念進入語文教學現場進行課室觀察的操練與反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137 2020/12/04 05:10



課程中文名稱：閱讀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閱讀心理學為基礎，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掌握以理解為前提的字詞教學、理解教學與學科

內容的深度理解教學。在此課程中，學生首要掌握以實徵研究為基礎所設計的閱讀教學，對不同

學習階段學生閱讀能力的影響，接著學生進一步掌握教學實驗介入的方式，以發展具有督導與改

進閱讀教學效能的教學專業能力。

課程大綱：

本課程之教學進度共含蓋下面八個主題:

1)閱讀教學引言:以理解為前提的字詞教學、篇章理解、與學科深度閱讀。

2)閱讀教學的研究派典:National reading panel report中回顧與前瞻。

3)閱讀教學與後設認知:談理解監控與閱讀教學

4)建構理論與情境模式:以評量作為閱讀學習的路徑

5)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Ⅰ-故事結構的課室內教學

6)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Ⅱ-說明文結構的課室內教學

7)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Ⅲ-學科領域的詞彙理解教學

8)課室內的閱讀理解教學Ⅳ-學科領域的閱讀理解教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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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Sciences and Reading Proces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科學是探索人類智能(intelligence)或心靈(mind)及所衍生的行為之科學, 個體如何感知訊

息，如何將特定心力投注於特觸的事物與對象，如何處理、貯存及提取訊息，如何以語言做為處

理各類訊息的媒介與工具，都是認知科學所關注之研究議題。閱讀是一項極為複雜的認知歷程

，此一歷程，從視知覺接收文字符號開始，到尋求篇章字裡行間之言外之意，都與認知科學所探

索的研究議題一致。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閱讀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題實作的方式

，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及閱讀任務等因素，對閱讀效能產生影響的路

徑。藉由修習本課程，學生除了能對閱讀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理基礎，同時也能習得認知科學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之初階能力。

課程大綱：

Week 1The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s

Week 2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Week 3Infer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Week 4Language Pathways into the community of Minds

Week 5Role of the readers’ schema in Comprehension, Learning, and Memory

Week 6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Week 7The social practice of multimodal reading: A new literacy studies on reding.

Week 8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9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10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Week 11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2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3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ek 14Reading as a motivated Meanging-Construction process:The reader, the Text, The

Task.

Week 15Brain, Reading, and Learning

Week 16Project presentation

Week 17Project presentation

Week 18Project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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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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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以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for learning: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tex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讀以學」是個體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自1980年代開始，認知心理對閱讀理解的認知歷程已相

當掌握後，逐漸有更多認知心理學者關注，讀者如何在文本閱讀中進行「學習」，並使所習得的

認知表徵應用於新的情境。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讀以學」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

題實作的方式，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對「讀以學」的影響。藉由修習本

課程，學生除了能對讀以學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理基礎，同時也能了解「讀以學」的基礎研究

在教育上之應用。

課程大綱：

Week 1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critical path for “self-learning”

Week 2Learning from texts: learning and memory

Week 3Learning from texts: Activation inform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4Learning from texts: Building Coherence reading representation during reading

Week 5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offline representation

Week 6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the effect of task

Week 7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8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Week 9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0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Week 11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2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Week 13Education Implication: Why using textbook?

Week 14How to use a textbook: Academic Vocabulary

Week 15Inquiry Units: The units in textbooks

Week 16Help for Struggling Readers

Week 17Proposal presentation

Week 18Proposal present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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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課程英文名稱：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E-learing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適當使用資訊科技作為媒介，並運用數位教材，使教學更精彩、更有效率、更具創意，是所謂的

數位學習(e-Learning)。本課程旨在以語文教育領域為內容，應用各種多媒體設施、技術與程式

軟體，模擬教學歷程與學習（或教學）需求，設計適用之內容。並能利用數位學習之原理，針對

以設計完成或已經被應用的數位教材進行評鑑。

課程大綱：

Week 1 The future is now；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Week 2 A defense of checklists for courseware evaluation

Week 3 Beyond the “wow” factor – evaluating multimedia language learning software

from a pedagogical viewpoint

Week 4 Computers in language testing: present research and some future directions

Week 5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for teaching discourse intonation

Week 6 What lexical information do L2 learners select in a CALL dictionar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word retention

Week 7 Integrating corpus consult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Week 8 Computer-mediated negotiated interaction: an expanded model

Week 9 Vomputer-media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ek 10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1 Exploiting the Web for language teaching: selected approaches

Week 12 Optimal psycholinguistic environments for dista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3 Virtual worlds as arenas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4 Using mobile phones in education

Week 15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6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7 Restructur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with networked computers: effects on

qua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Week 18 Developing L2 oral proficiency through synchronous CMC: output, working

memory, and interlanguage developmen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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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43 2020/12/04 05:10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習得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cquisi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習得的進程和主要議題，並熟悉研究語言習得的方法

。

課程大綱：

WEEK 1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

WEEK 2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g

WEEK 3 Timing Matters: Dynamic Interactions Create Sensitive Periods for Word

Learning

WEEK 4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Dynamic Competition Transform Association into Development

WEEK 5 How Experiences with Words Supply All the Tools in the Toddler’s Word-

Learning Toolbox

WEEK 6 Learning Words from Experienc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WEEK 7 A Sensory-Motor Solution to Early Word-Referent Learning

WEEK 8 The Miracle Year: From Basic Structur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WEEK 9 An Embodied Model of Young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0 Developmental Language Learning from Human/Humanoid Robot SocialInteractions:

An Embodied and Situated Approach

WEEK 11 Making Use of Multi-Modal Synchrony: A Model of Acoustic Packaging to Tie

Words to Actions

WEEK 12 Development of Word Recognition across Speakers and Accents

WEEK 13 A Neurorobotics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Word Learning Behaviors

WEEK 14 Learning Words by Imitating

WEEK 15 I Think I Have Heard That One Before: Recurrence-Based Word Learning with

aRobot

WEEK 16 Two Distinct Sequence Learning Mechanisms for Syntax Acquisi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7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te Talkers: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WEEK 18 Review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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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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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ldren Language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科目旨在協助學生了解嬰幼兒以及學齡期兒童的語言發展, 藉由此課程學一將能了解影響兒童

發展句法、聲韻、詞素和心理詞彙等相關因素為何，同時也能掌握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相關理論

。在本課程中，學生也會有機會學習兒童語言發展研究所需之研究方法與技術。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要求

第二週 語言發展概觀

第三週 嬰兒期的溝通發展

第四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1)

第五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2)

第六週 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七週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八週 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九週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十週 期中討論

第十一週 語言評量

第十二週 語言評量

第十三週 幼兒發展

第十四週 語言發展理論(1)

第十五週 語言發展理論(2)

第十六週 語言發展的個別差異

第十七週 特定型語言障礙、自閉兒童的語言問題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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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雙語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Bilingual Literacy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族語文溝通能力 □民族文化與文學 ■族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雙語學習之心理認知歷程，不僅是心理語言學家關心的議題，更是攸關國家公民之素養。本課程

擬先探討人類雙語學習之認知心理學，使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影響學生雙語之可能因素

。同時，也將探討雙語教學之可能方法，進而能將理論應用於實際之教學實務。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基本之讀寫能力

3)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高階讀寫之發展

4)雙語學習之形音對應機制

5)雙語學習脈絡中之意義觸接

6)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7)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8)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9)期中發表

10)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11)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2)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3)雙語學習之評量

14)雙語學習評量(Ⅱ)

15)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6)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7)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8)期末發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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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修正理由 

一、就「族語文溝通能力」必修課程增加備註說明：至少必修 6學分。包括「聽

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二、本專門課程共同培育系所台灣文學研究所為滿足學生「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

住民族語文專長」課程多元化的需求，增加「民族文化與文學」類別課程，

新增一門「族裔比較文學專題」課程，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基礎選修課程。 

三、補充及修正課程表之說明欄位內容。 

四、檢附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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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09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109年11月19日（星期四）17：30 

會議人員：王惠珍所長、劉柳書琴教授、陳惠齡教授、謝世宗教授 

王鈺婷教授、陳芷凡教授、王威智教授 

列席人員：鄧立婷秘書 

請假人員：石婉舜教授 

休假人員：李癸雲教授 

紀錄：陳素主 

一、 報告事項：(略) 

1、 「王默人周安儀文學館」進度報告。 

2、 110學年度碩博班推薦甄試招生情況報告。 

3、 台研教「前進108課綱：大學台灣文學學科與高中端課程教學與銜接工作坊」圓滿落幕，

後續辦理事項報告。 

二、 討論事項： 

1.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閩南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

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2.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民族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3. 「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師資研議。 

決議：（略）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散會（6：10） 



                                                                          

5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109學年度第05次所務會議記錄 

壹、日期：109年12月02日（三）中午12時40分 

貳、地點：推廣大樓9429會議室 

參、主席：劉所長秀雪                          記錄：張純純  

肆、出席：如簽到單 

伍、宣讀109學年度第04次所務會議紀錄 

陸、報告事項（略） 

柒、提案事項 

 

 提案一、二（略）                             提案人：劉秀雪  

 

 提案三                                       提案人：劉秀雪  

 案由：有關「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專長」新增認列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就「族語文溝通能力」必修課程增加備註說明：至少必修 6 學分。包括

「聽說讀寫」四層面，或族語(一)至(四)。 

二、 新增 1門認列課程，課程名稱為：「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三、 其次，依教育部修正課程補充說明。 

四、 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及各課程授課大綱如附件三(p.18-24、25-27)。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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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109 年 03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44030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4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0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

學分數 36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課程名稱 
課程修習 

規範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3/選) 、臺灣閩南語

專題研究(3/選) 

左列 11 組課

程需任選 3

組至少一門

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

門以上，於本

類(語言學知

識)課程中僅

採計一門。超

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

最低總學分

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調

查(3/選)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典

閱讀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選)、

實驗語音學(3/選) 

漢語音韻專題(3/選) 、漢語方言通論(3/

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

研究(3/選)、語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

型專題(3/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

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3/選)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3/選)、語義學專題(3/

選)、語用學專題(3/選)、語用學(3/選)、語

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3/選)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 、語言接觸

專題研究(3/選) 

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

選)、語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題



2 
 

(3/選)、語言治療專題(3/選) 、言談分析

專題(3/選) 、語言運作理論專題(3/選) 

臺灣語言綜論(3/選) 、漢語語言學專題

研究(3/選)、台灣閩南語概論(3/選) 
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

題研究(3/選) 

閩南語文 

溝通能力 
12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閱讀與書寫(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拼音與正音(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3/選)、 
左列 3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2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語

文溝通能力)
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

之學分數，累

計於要求最

低總學分數。 

閩南語翻譯(3/選)  

臺灣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3/選) 

閩南文化與文學 10 

臺灣閩南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文學賞析(2/選)、閩南語文學創作

(2/選) 
左列 7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3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文

化與文學)課
程中僅採計

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

於要求最低

總學分數。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3/選) 、閩南語兒

童文學(2/選)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選)、台灣戲劇

專題(3/選)、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與

解嚴專題(3/選)、影視劇本創作一(3/
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

劇場文化專題(3/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選)、台灣現代

散文研究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

究方法一(3/選)、台灣古典詩人專題(3/
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3/選)、作家研



3 
 

究專題(3/選)、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3/
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3/選)、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3/
選)、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文學

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

運動專題(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
性別書寫專題(3/選)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選)、台灣文學史專

題二(3/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2/選)、生命禮俗

文化(2/選) 

閩南語教學 4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3/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教

學量化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質性專

題研究(3/選) 
左列 7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2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語

教學)課程中

僅採計一門。

超修之學分

數，累計於要

求最低總學

分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學

教學應用(3/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3/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語文教學

行動研究(3/選)、閱讀理解專題研究(3/
選)、閩南語語言教學(3/選)、語文教育研

究方法專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

學(3/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
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認知科學與

閱讀歷程專題研究(3/選)、讀以學專題研

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0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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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閩南語文者，應參加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

證明。 
4.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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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課程修正對照表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

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閩南語文

溝通能力
/12 

閩南語寫作、閩南語(臺語)

應用文寫作、閩南語文(臺

語文)創作、閩南語(臺語)採

訪寫作與媒體傳播 

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3/選)、閩南語文學

創作(2/選) 

「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課程

移至閩南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

「閩南語(臺語)小說選」參考科

目項目。 

1. 原核定「閩南語文學

創作」課程類別誤植，

於本次課程修正調

整。 

閩南文化

與文學/10 

閩南語(臺語)小說選 閩南語文學賞析(2/選) 新增：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 1. 閩南語(臺語)小說選

課程項目新增：「閩南

語文學創作」。 

2. 臺灣戲劇與電影課程

項目新增：「影視劇本

創作一」、「影視劇本

創作二」、「台灣戲劇

與劇場文化專題」等 3

門課程。 

3. 臺灣文學選課程項目

新增「台灣文學文獻與

研究方法二」、「文學理

論與文本分析專題」、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

題」、「比較研究專題」、

臺灣戲劇與電影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選)、台灣戲劇

專題(3/選)、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與

解嚴專題(3/選) 

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

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

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臺灣文學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選)、台灣現代

散文研究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

究方法一(3/選)、台灣古典詩人專題(3/

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3/選)、作家研

究專題(3/選)、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3/

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3/選)、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3/

選)、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

選) 

新增：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

法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

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

專題(3/選)、比較研究專題(3/

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臺灣的族群文化與文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3/選) 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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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

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性別書寫專題」等 5

門課，增加學生選課多

樣化選擇。 

4. 臺灣的族群文化與文

學課程項目新增「族

裔比較文學專題」1 門

課，增加學生選課多

樣化選擇。 

說明欄位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0 學

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閩南語文者，應參加教

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

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4.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

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

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

分數 40 學分(含)，主修專長

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

必修最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專門課程者，應取

得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能力

證明，包括(一)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核發之閩南語中高

級以上能力證明，或(二)其

他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

1. 有關閩南語中高級認

證考試之認定標準依

教育部中華民國109

年7月28日臺教師(二)

字第1090108542B號

函修正。 

2. 有關以閩南語中高級

認證及教學年資抵免

學分之規範，依教育

部中華民國109年7月

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94384B號函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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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

數 

教育部參考科目 現行核定課程 課程修正 修正說明 

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

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簡稱

CEF)B2 級(含)以上閩南語

認證考試有效合格證書。 

4. 取得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

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

者，得抵免閩南語文溝通能

力課程類別至多 8 學分。 

5. 具教學年資（5 年以上者），

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

免閩南語教學課程類別至

多 4 學分。 

6.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

學史專題二課程及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

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無

先修課程之限制。 

 

 



109年12月4日

109-0002-MA11-1-1C

 

國立清華大學
 

 

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補正】
 

適用對象：適用109學年度起符合本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資格之師

資生
 

 

 

 

一、 本表僅為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之一部分，請將本資料連同其
他表件，依規定完成報部。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符合各領域/群/科之課程架構，並敘明培育系所、
學生應修習學分數。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完整送出，課程為「暫存」者不列入課程列表及學分數檢
核。

■ 上傳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審核結果：已符合

■ 既有群科上傳至少一筆培育佐證資料，且通過審核：已符合

■ 填寫「要求學生應修畢總學分數」：已符合(標準：40學分，實際：40學分)

■ 填寫「主修專長課程學生應修學分數」：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36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部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2學分，實際：296學分)

■ 學校開設主修專長課程學分數大於/等於學校自訂標準：已符合(標準：36學分，實際：296學
分)

■ 填寫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已符合，已填2筆

■ 所有課程皆為送出狀態：已符合

■ 語言學知識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13學分)

■ --參考科目如語言學概論、語言學通...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之下開設至少 12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15學分)

■ --參考科目如閩南語聽力與口說、閩...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閩南語閱讀與書寫、閩...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參考科目如閩南語正音與拚音...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 閩南文化與文學 之下開設至少 10 學分：已符合(已開設96學分)

■ --參考科目如臺灣閩南文化概論... 規劃必修至少 2 學分：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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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0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296

領域核心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生最低應修學
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36

領域核心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校開設學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269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
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語言學知識 10 113 語言學通論 3 必修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 3 選修

臺灣閩南語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2 選修

語言田野調查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
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當代語言學理論專題 3 選修

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3 選修

語法理論專題 3 選修

生理語音學 3 選修

音韻理論專題 3 選修

實驗語音學 3 選修

漢語音韻專題 3 選修

漢語方言通論 3 選修

語言分析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結構專題 3 選修

語言類型專題 3 選修

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計量研究專題 3 選修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義學專題 3 選修

語用學專題 3 選修

語用學 3 選修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3 選修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與文化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
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語言與大腦 3 選修

心理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語言治療專題 3 選修

言談分析專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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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運作理論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綜論 3 選修 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 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
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台灣閩南語概論 3 選修

歷史語言學專題 3 選修

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3 選修

閩南語文溝通
能力

12 15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 2 必修

閩南語閱讀與書寫 2 必修

閩南語拼音與正音 2 必修

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 3 選修

閩南語翻譯 3 選修

臺灣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 3 選修

閩南文化與文
學

10 96 臺灣閩南文化概論 2 必修

閩南語文學創作 2 選修

閩南語文學賞析 2 選修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 3 選修

閩南語兒童文學 2 選修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 3 選修

台灣戲劇專題 3 選修

影視戲劇專題 3 選修

戲劇與解嚴專題 3 選修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3 選修

影視劇本創作二 3 選修

影視劇本創作一 3 選修 本課程每學年將選定位
近當代台灣作家，其文
學作品出發，從不同的
觀點切入，或從中擷取
部分或段 落 情節，輔
以影像敘事技能與鏡頭
語，發展出獨特且完整
的影像故事，每位同學
將各完成改編短片劇
本。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 3 選修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3 選修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3 選修

台灣古典詩人專題 3 選修

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3 選修

作家研究專題 3 選修

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 3 選修

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
題

3 選修

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3 選修

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 3 選修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
1949)

3 選修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3 選修

文學理論與文本分析專題 3 選修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 選修

比較研究專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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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書寫專題 3 選修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
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
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
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
作品討論裡展 開。例
如何謂「女性書寫」
？同志書寫議題裡，「
女同志書寫」與「男同
志書寫」有何異同？兩
性之外的「酷 兒」論
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
形象是種「符號」，那
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文
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
文化 裡，「性別」展
現出何等視野？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3 選修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3 選修

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 3 選修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3 選修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
留意單一族群的原初傳
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
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
，「族群」文學與文
化表現， 則衍文化交
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
切。因此，本課程討論
的核，即從「地、認同
、族群」開始，思索台
灣不同族群相遇的現象
，並考慮跨國/跨區域
的地理移動，族群文學
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
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
量？

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 2 選修

生命禮俗文化 2 選修

閩南語教學 4 72 語言教學綜論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1-1了解有關教育
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
教育理念與信念。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和法
規與學校實務，以作為
教育實踐基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
課程理論及教學原理
，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與評量。 3-3具
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
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 3-4掌握社會變遷趨
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
與教學。 5-3透過教育
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
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1‐1了解有關教育
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
教育理念與信念。 3‐
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
/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
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4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
入課程與教學。 3‐5應
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
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5‐
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
，以發展溝通、團隊合
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語言教學理論專題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了解教育發展的
理念與實務、規劃適切
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
業倫理、了解並尊重學
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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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量化專題研究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3‐5 應用多元教
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

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3‐5 應用多元教
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5‐3 透過教育
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
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語音教學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1‐2 敏銳覺察社
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
，以利教育機會均等。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
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
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理
，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
需求與發展。 3‐1 依
據課程綱要/大綱、課
程理論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
學與評量。 3‐3 具備
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
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
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
教學。 3‐6 根據多元
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詞彙教學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1‐1了解有關教育
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
教育理念與信念。 3‐
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
/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
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4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
入課程與教學。 3‐5應
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
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5‐
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
，以發展溝通、團隊合
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語法教學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
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
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
專角色。 5‐3 透過教
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
溝通、團隊合作、問題
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語義學教學應用 3 選修

語言習得 3 選修

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3 選修

雙語教學研究 3 選修

語言教學評量研究 3 選修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了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
實務、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認
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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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40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36學分(含必修最低11學分)。

3.修習本專門課程者，應取得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包括(一)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核發之閩南語中

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或(二)其他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簡稱CEF)B2級(含)以上

閩南語認證考試有效合格證書。

4.取得教育部辦理之閩南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者，得抵免閩南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8學分

。

5.具教學年資（5年以上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免閩南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4學分。

6.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及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3‐5 應用多元教
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 5‐3 透過教
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
溝通、團隊合作、問題
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閱讀理解專題研究 3 選修

閩南語語言教學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1‐1了解有關教育
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
教育理念與信念。 3‐
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
/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
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4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
入課程與教學。 5‐3透
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
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
長的意願與能力。

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3‐5 應用多元教
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 5‐3 透過教
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
溝通、團隊合作、問題
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
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3 選修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
標： 2-2 了解並運用
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
綱、課程理論及教學原
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
程、教學與評量。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
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
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閱讀理論與閱讀教學 3 選修

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3 選修

讀以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
鑑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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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本課程由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合作培育。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自1997年

設所，立所宗旨為培養本土語文研究與教學人才，積極推展與延續臺灣本土語言與文化傳承。本課程規

劃目的是培育具有充足閩南語文知能、能自主學習的中等教育閩南語教學人才，因此在課程規劃設計上

一方面使學生具備閩南語文讀寫溝通與創作能力，另一方面藉由現有台文所與臺語所多樣的研究所課程

，豐富學生在閩南語言與文化、文學的知識基底，且具備自主研究發展能力。

目前閩南語文專長科目分四類，語言學知識、閩南語文溝通能力、台灣閩南文化與文學、閩南語語言教

學；臺語所在語言學知識、閩南語語言教學領域可提供充足課程，以及部分文化文學課程，台灣文學研

究所提供台灣文化與文學課程。閩南語文溝通能力課程與台灣閩南文化必修課，由臺語所規劃新增學士

班課程，將進一步整合為閩南語文學分學程，提供大學部學生與閩南語文專長師培學生選修。閩南語文

溝通能力課程開設，將透過臺語所現有師資以及歷年培育的博碩士人才支援；台灣閩南語文能力課程由

呂菁菁教授、鄭縈教授、劉秀雪教授，協同顏秀珊博士、許嘉勇博士生等人負責。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臺灣閩南語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言田野調查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一門課。

當代語言學理論專題、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語法理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

生理語音學、音韻理論專題、實驗語音學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漢語音韻專題、漢語方言通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分析專題、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

計量研究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語義學專題、語用學專題、語用學、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

七組)，至多採計3學分。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八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語言與大腦、心理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語言運

作理論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九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語言綜論、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台灣閩南語概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十組)，至多採計3學分。

歷史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十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列11組課程需任選3組至少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一門課。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一門課。

閩南語翻譯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列3組課程需至少任選2組各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一門課。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閩南語文學賞析、閩南語文學創作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2學分。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閩南語兒童文學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一門課。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台灣戲劇專題、影視戲劇專題、戲劇與解嚴專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古典詩人專題、作

家行旅與空間踏查、作家研究專題、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日治時

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文學理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性別書寫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

(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課程無先修課程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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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生命禮俗文化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七組)，至多採計2學分。

上列7組課程需至少任選3組各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一門課。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語言教學綜論、臺灣語言教學現況、語言教學理論專題、語言教學量化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

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一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音教學課程(第二組)，至多採計3學分。

詞彙教學、語法教學、語義學教學應用課程為同組課程(第三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雙語教學研究課程為同組課程(第四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言教學評量研究課程(第五組)，至多採計3學分。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語文教學行動研究、閱讀理解專題研究、閩南語語言教學、語文教育研究方法

專題、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閱讀理論與閱讀教學、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

題研究、讀以學專題研究為同組課程(第六組)，至多採計3學分。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課程(第七組)，至多採計3學分。

上列7組課程需任選2組至少一門課程，同組課程若修習兩門以上，至多僅採計3學分，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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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環境教育* 4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閩南語聽力與口說、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
築)

性別平等教育* 7 語言與文化、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閩
南語兒童文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性別書寫專題

家庭教育* 1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

藝術與美感教育 7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影視劇本創作二、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影視劇本創作
一、閩南語兒童文學、閩南語文學創作、閩南語文學賞析

本土教育 19 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台灣閩南語概論、臺灣
語言教學現況、閩南語語言教學、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1949)、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戲劇與解嚴專
題、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古典詩人專題、閩南語
文創作與應用、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媒體素養教育 2 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

媒體識讀 2 影視劇本創作二、影視劇本創作一

生活教育 2 生命禮俗文化、閩南語兒童文學

海洋教育 3 臺灣閩南文化概論、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閩南語聽力與口說

科技教育 11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語言與大腦、語言治療專題、語言運作理論
專題、語言田野調查、實驗語音學、語義學專題、語音教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6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閩南語拼音與正音、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
研發與評鑑、語言教學量化專題研究、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多元文化教育 49 閩南語閱讀與書寫、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台灣戲劇專題、
影視戲劇專題、戲劇與解嚴專題、臺灣閩南文化概論、閩南語翻譯、台灣文學文獻與研
究方法一、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語言與文化、言談分析專題、臺灣語言綜論、臺灣
語言變遷專題研究、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當代語言學理論專題、漢語音韻專題、漢語
方言通論、閩客詞彙專題研究、語用學專題、語用學、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台灣文
學與大眾化專題、台灣文學史專題二、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1949)、日治時期
台灣左翼文學專題、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
學、雙語教學研究、閩南語語言教學、閩南語文學賞析、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語
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文學理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
究專題、影視劇本創作二、生命禮俗文化、影視劇本創作一、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
生產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性別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閱讀素養 14 閩南語閱讀與書寫、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閱讀理解專題研究、作家研究專題、閱讀理
論與閱讀教學、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讀以學專題研究、雙語教學研究、閩南
語文學創作、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性別
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國際教育 36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語言接觸專題研究、語言學通論、閩客語法專題研究、臺灣閩南
語專題研究、語言與文化、認知語言學專題、語言與大腦、心理語言學專題、語言治療
專題、言談分析專題、語言運作理論專題、臺灣語言綜論、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歷史
語言學專題、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語言田野調查、當代語言學理論專題、語言學經
典閱讀研討、語法理論專題、生理語音學、音韻理論專題、實驗語音學、漢語方言通論
、語言分析專題、閩客詞彙專題研究、語義學專題、語用學專題、語用學、語法與詞彙
語意介面專題、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語言結構專題、語言類型專題、語料庫語言學
專題、臺灣語言計量研究專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原住民族教育 6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語言與文化、臺灣語言綜論、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解嚴前後
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品德教育 1 生命禮俗文化

生命教育 1 生命禮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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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修課程規劃
 

10 2020/12/04 05:08



(四)合作開課系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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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語音學和音韻學的基本概念2.認識台灣語言之語音與音韻特色3.讓學生認識語法理論的主

要任務4.讓學生具備語法分析的基本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發音與辨音：國際音標與發音、辨音練習

　2. 台灣語言拼音系統介紹：拼音書寫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

　3. 區辨特徵與語音系統

　4. 認識語言的音節結構

　5. 重音與聲調

　6. 語音與音韻在語言學習的應用

　7. 國語之語言型態

　8.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

　9. 句子結構：句法單位的功能(中心語和修飾語)

　10. 句子結構：詞類

　11. 動詞詞組

　12. 狀語

　13. 語義學與語用學的關聯

　14.言談記號與感嘆詞

　15.言語行為動詞

　16.情感的語義學

　17.常規含義和語用標記

　18.多媒體信息處理

二、參考書目：

　1.呂叔湘. 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翻印)

    2.邢福義. 1998.《漢語語法學》。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3.陸儉明, 沈陽. 2004.《漢語和漢語研究15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4.Burton-Roberts, Noel. 2016. Analysing sentences: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syntax (4th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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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Press. 丁邦新(譯). 2001.《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

    6.Fromkin, V. & R. Rodman.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9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7.Cengage Learning. 黃宣範(譯). 2003.《語言學新引》。台北：文鶴出版社。

    8.Gussenhoven, Carlos and Haike Jacobs. 2011.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London :

Hodder Education.

    9.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don: Longman.

    10.Ladefoged, Peter and Keith Johnson. 2015. 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11.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12.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黃宣範(譯). 2008.《漢語語法》。台北

：文鶴。

    13.Yule, George. 2014. The Study of Language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13 2020/12/04 05:08



課程中文名稱：閩客語法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Syntax of Min and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分為兩個部份，一是閩客語語法特色的觀察與整理，二是相關理論的介紹。我們希望

透過田野調查、討論及報告，讓同學們逐步瞭解當代語言學的方法與目的，同時將理論研究和語

料結合起來。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次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簡介

2　　使動式               　 張麗麗 2006, Lien 1999

3　　被動式               　 黃正德 1999, Lee 2010a

4　　使動式和被動式　Chen and Lien 2011, Huang 2015

5　　閩南語ka        　曹逢甫 2005, Lin 2012

6　　客語                       　 lauLai 2003a, 2003b

7　　演講                　許婷婷教授

8　　閩南語hoo         　Cheng et al. 1999

9　　客語 bun        　Lai 2001

10　　閩南語ka & hoo 　Lee 2009, 2012

11　　客語lau & bun 　Lai 2004, 江敏華 2006

12　　雙賓式               　 Lien 2005, Lee 2011, 陳麗雪 2005, 黃漢君 2012

13　　詞彙語意        　Lai and Luo 2010, 劉秀瑩、連金發 2004

14　　名轉動詞        　Lee 2010b

15　　時體標記        　江敏華 2013

16　　固定語式       　 連金發 2009, 陳麗雪、連金發 2007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二、參考書目：

1.張麗麗. 2006. 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語言暨語言學》7.1: 139-174.

2.Chen, I-Husan and Chinfa Lien. 2011.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on CausativeVariants

and Related Passives in Southern Min---Interface between Lexical Properties  and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9.2:311-344

3.陳麗雪. 2005.〈二十世紀台灣閩南語雙賓式研究〉，《閩南語雙賓式共時與歷時研究》。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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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麗雪、連金發. 2007.〈華語固定語式動物詞的譬喻分析〉，《華語文教學研究》4.1:125-

136.

5.Cheng, L.-S. Lisa,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C.-C. Jane Tang. 1997.

Causative compound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A study of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V: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199-22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6.Cheng, Lisa L.-S.,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C.-C. Jane Tang.

1999.Hoo, hoo, hoo: syntax of the causative, d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In Pang-Hsin Ting (ed.)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14, 146-203

7.江敏華. 2006.〈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及兩者之間的關係〉，《語言暨語言學

》7.2:339-364。

8.江敏華. 2013.〈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語言暨語言學》14.5:837-

873。

9.黃漢君. 2012.〈從構式語法看客語給予句式〉，《客家研究》5.1:39-72.

10.Huang, Han-Chun. 2015. Relating causative and passive bun constructions in

Hakka.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45.2:167-200.

11.黃正德. 1999.〈漢語被動句與比較語法〉，《清華學報》29.4:423-509。

12.Lai, Huei-ling. 2001. On Hakka BUN: A Case of Polygrammticalization. Languageand

Linguistics 2.2:137-153.

13.Lai, Huei-ling. 2003a. Hakka LAU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57-378.

14.Lai, Huei-ling. 2003b.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 Language

andLinguistics 4.3: 533-561.

15.Lai, Huei-ling. 2004. The Syntactic Ground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Hakka

BUNand LAU.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1: 87-105.

16.Lai, Huei-ling (賴惠玲) and Wan-jyun Luo (羅婉君). 2010. Verbal polysemy ofHakka

piong3 ’to put’: Frames and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8.2:

224-260.

17.Lee, Hui-chi. 2009. KA...HOO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TaiwanJournal

of Linguistics 7.2: 25-48.

18.Lee, Hui-chi. 2010a. Hainan Min passive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0.4:765-787.

19.Lee, Hui-chi. 2010b. Taiwan Southern Min denominal verb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3:503-526.

20.Lee, Hui-chi. 2011.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n Hainan Min. Language

andLinguistics 12.3: 501-527.

21.Lee, Hui-Chi. 2012. Passives and Causatives in a Specific Taiwanese

Construction.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42.1:169-189.

22.連金發. 1999.〈台灣閩南語使動式的類型研究〉，《清華學報》29.4:395-422。

23.Lien, Chinfa. 2005. Families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Li Jing J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707-737.

24.連金發. 2009. 〈固定語式探索〉，收錄於蘇以文、畢永娥(編)《語言與認知》，頁 229-

262。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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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Lien, Chinfa. 2010. Middl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interface of

lexicalmeaning and event structure. Lingua 120: 1273-1287.

26.Lin, Huei-ling. 2012. A Non-uniform Analysis of ka7 Constructions in

Taiwan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743-766.

27.劉秀瑩、連金發. 2004.〈台灣閩南語移動動詞“走”的多義性及概念結構〉，《語言學論叢

》29:334-371.

28.曹逢甫. 2005.〈台灣閩南語的ka7 與賓語的前置〉，《漢語學報》1:21-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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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閩南語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的古今、時空、內外、體用、精粗等方面，針對台灣閩南語的名稱、來源、流衍、

地位、分布、類屬、語言關係、音系、音標、文字、詞彙、文白異讀、民間文學與古典文學、語

言文獻與解讀、語言報告與研究、研究態度與方法……等等方面，進行介紹、分析、比較、歸納

、欣賞和研討，冀望學生在爬山、看山、攻頂之後，能夠品味其髓、瞭然於心、精研其肌理。

課程大綱：

指定用書：

1.漢語聲調語調闡要與探索/郭錦桴     北京市/語言學院  1993   ISBN:7-5619-0261-1

2.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Chen, M. Y., Anderson, S. R.,

Bresnan, J., Comrie, B., Dressler, W. E.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7-5600-2387-8

 

上課用書：

1.郭錦桴。1993。漢語聲調語調闡要與探索。北京市 :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發行，新華書店北京發

行所經銷。

2.Chen, M. Y., Anderson, S. R., Bresnan, J., Comrie, B., Dressler, W. E. 2000. Tone

Sandhi :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竹大圖書館電

子資源 ER 495.116]

上課討論文獻 (以下資料在竹大圖書館均有收藏)：

[3] 王旭。台語語音共存限制與變調之實驗研究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4] 李櫻。1996。台灣閩南語助詞、副詞、連詞研究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5] 李櫻。1997。台灣閩南語助詞、副詞、連詞研究 ( II )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

心。

[6] 邱玉雪。2004。台灣閩南語偏正結構詞組中的變調分界。新竹師院碩士論文 [索書號D 008.8

0827 93-133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0827 93-133]。

[7] 許慧娟。1996。從一步原則看漢藏語變調:一個類型研究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

心。

[8] 連金發。1996。台灣閩南語詞法研究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9] 連金發。1998。台灣閩南語詞法研究( II )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10] 曹逢甫。1996。台灣閩南語動詞、名詞、形容詞研究 [縮影資料]: 動詞部份。行政院國科

會科資中心。

[11]曹逢甫。1998。台灣閩南語動詞、名詞、形容詞研究( II )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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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2]曹逢甫。1998。台灣閩南語綜合語法彙整撰寫(III)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13]蔡素娟。1998。詞頻對台灣話連讀變調的效應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14]戴浩一。1998。台灣閩南語量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 [縮影資料]。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

 

課程週次進度：

第一週 [1], [2], [6]

第二週 [1], [2], [4], [5]

第三週 [1], [2], [4], [5]

第四週 專題演講

第五週 [1], [2], [4], [5]

第六週 [1], [2], [10], [11]

第七週 [1], [2], [10], [11]

第八週 [1], [2], [10], [11]

第九週 期中考 [1], [2], [8], [9]

第十週 [1], [2], [8], [9]

第十一週 [1], [2], [12]

第十二週 [1], [2], [14]

第十三週 [1], [2], [14]-2

第十四週 [1], [2], [13]

第十五週 [1], [2], [13]

第十六週 [1], [2], [3]

第十七週 [1], [2], [7]

第十八週 期末考[1], [2], [6]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18 2020/12/04 05:08



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Fiel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了解田野調查的重要性2.掌握語言的田野調查方法3.掌握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方法4.應用田野

調查了解原住民的族語與文化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如何開始進行語言田野調查

3.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1)

4.如何蒐集各種類型的語料(2)

5.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1)

6.協助語言田調的工具(2)

7.應用軟體整理語料

8.語料分析

9.期中報告

10.田野實作

11.文化人類的田野調查簡介

12.觀察法

13.訪談法

14.參與法

15.田野調查的倫理問題

16.田野資料分析

17.期末報告(1)

18.期末報告(2)

 

二、參考用書：

1.Newman, Paul and Martha Ratliff.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Vaux, Bertand and Justin Cooper.1999. IntroductiontoLinguisticFieldMethods.

LincomEurope.

3.Bouqulaux, Luc and Jacquelline Thomas. 1992. Studying and Describing Unwritten

Languages. Dallas, Tex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4.Bowern, Claire. 2008. Linguistic Fieldwork: A Practical Guide.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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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f.rice.edu/~bowern/fieldwork/

5.Michael Agar. 1996.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Second ed. Emerald Publishing.

6.Russ Bernard. 2011.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ifth ed. AltaMira Press.

7.Robert M. Emerson, Rachael I. Fretz, and Linda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Seco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eful Websites:

1. http://www.pearstories.org/

2.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3. 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subject.asp?code=FTQ

4. http://www.ppls.ed.ac.uk/administration/committees/documents/FieldMethods.rtf

5. Linguistics Fieldwork Links: https://linguistics.stanford.edu/research/linguistic-

fieldwork/resources-linguistic-fieldwork

6. Tools for Linguistic Fieldwork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http://www.ling.udel.edu/pcole/fieldmethods/fieldwork_tools_and_resour.htm

7. http://babel.ling.northwestern.edu/~lidz/teaching/FieldMethods/fmethods_syll.html

8. Linguistic Fieldwork in Sanduan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http://www.hrelp.org/grants/projects/index.php?lang=35

9. SIL Resources for Doing Linguistics: http://www.sil.org/linguistics/resources.html

10.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Field Linguistics: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11. http://aaa.tnua.edu.tw/~ykchen/study/st01_intr_1.htm

11. Field School: http://www.aaanet.org/index.cfm

12. Discover Anthropology: http://www.discoveranthropology.org.uk/about-

anthropology/fieldwork.html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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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田野調查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Field Investig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課程概述：

讓學生藉由課堂上方法論的介紹，以及實際操作練習，掌握台灣相關語言調查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Introduction

2.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1, Bowern 3

   工具介紹：Tools: Language Explorer

3.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4.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3: Basic Lexicography)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5.實作：基本詞彙語料蒐集

6.討論：音韻系統

   Class report: Vaux & Cooper 9~10, Bowern 6

   Questionnaire: word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7.實作：構詞語料蒐集

8.討論：構詞規則

   Class report: Bowern 7, Thinking About What We Are Asking

   Speakers to Do (Carson T. Schütze) [PDF]

   Discussion: morphological rules and word formation

   一、Lingua Questionnaire

(http://www.ling.udel.edu/pcole/Linguistic_Questionnaires/LinguaQ.htm)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9.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0.討論：詞序、動詞名詞標記

     Class report: Bowern 8 (Lexical and semantic data)

11.討論：方向與困難

12.實作：句子語料蒐集

13.討論：句法

     Class report: Bowern 9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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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Vaux & Cooper 16, Pear story videos, Frog Story

14.實作：句子、故事語料蒐集

15.討論：語法

16.討論：語法

17.Final report

18.Final report

 

二、參考書目：

1.Suggested readings: Payne,

ThomasE..1997.DescribingMorphosyntax:AGuideforFieldLinguist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Newman, Paul and Martha Ratliff.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Vaux,BertandJustinCooper.1999.IntroductiontoLinguisticFieldMethods. LincomEurope.

4.Bouqulaux, Luc and Jacquelline Thomas. 1992. Studying and Describing Unwritten

Languages. Dallas, Tex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5.Bowern, Claire. 2008. Linguistic Fieldwork: A Practical Guide. Palgrave MacMillan

***http://www.ruf.rice.edu/~bowern/fieldwork/

 

Useful Websites:

1. http://www.pearstories.org/

2.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3. 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subject.asp?code=FTQ

4. http://www.ppls.ed.ac.uk/administration/committees/documents/FieldMethods.rtf

5. Linguistics Fieldwork Links: https://linguistics.stanford.edu/research/linguistic-

fieldwork/resources-linguistic-fieldwork

6. Tools for Linguistic Fieldwork and Language Description:

http://www.ling.udel.edu/pcole/fieldmethods/fieldwork_tools_and_resour.htm

7. http://babel.ling.northwestern.edu/~lidz/teaching/FieldMethods/fmethods_syll.html

8. Linguistic Fieldwork in Sanduan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http://www.hrelp.org/grants/projects/index.php?lang=35

9. SIL Resources for Doing Linguistics: http://www.sil.org/linguistics/resources.html

10.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Field Linguistics:

http://lingweb.eva.mpg.de/fieldtools/tools.htm

11. http://aaa.tnua.edu.tw/~ykchen/study/st01_intr_1.htm

12. Linguistic Fieldwork Prepar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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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當代語言學理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二十世紀從索緒爾開啟現代語言學之後，不同的學術流派或新興學科層見疊出，理論翻新的速度

之快令人目不暇給，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引介一些當代重要的理論及應用於漢語的研究成果。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Postposing in Discourse

2.Information Status and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3.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4.Investig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but not all) implicatures using corpora and

web-based methods

5.Processsing scalar implicature: a Constraint-Based approach

6.A Novel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7.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unheralded pronouns

8.Conversational common ground and memory processes in language production

9.A corpus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age-related change in conversational speech

10.Anticipating who will say what: The influence of speaker-specific memory

associations on reference resolution

11.Character intimacy influences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dur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12.Phonetic convergence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as a function of interlocutor

language distance

13.Conversational grounding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e effect of partner

visibility and referent abstractness.

14.Syntactic Prominence Effects on Discourse Processes

15.Test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n-Line

Lexical Decision Task

16.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VP Preposing

17.Implicating Uncertainty: The Pragmatics of Fall-Rise Intonation

18.On the Topicalization of Indefinite NPs

 

二、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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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rner, Betty J. and Gregory Ward. (1992).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P Inversion

in American English,” inJournal of Linguistics28:1-12.

2. Birner, Betty J. and Gregory Ward. (1996).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Postposing

in Discourse,” inLanguage and Speech: 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Syntax, and

Information39:113-142.

3. Birner, Betty J. and Gregory Ward. (1998). Information Status and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14 pp.

4. Birner, Betty J. and Gregory Ward. (2009).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in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3:1167-1187.

5. Degen, J. (2015).Investig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but not all) implicatures

using corpora and web-based methods.Semantics and Pragmatics,8 (11), pp. 1-55.

6. Degen, J. and Tanenhaus, M.K. (2015).Processsing scalar implicature: a Constraint-

Based approach.Cognitive Science,39(4), pp. 667-710,.

7. Degen, J. and Tanenhaus, M.K. (2015).Availabi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calar implicatures: a visual world eye-tracking study.Cognitive

Science.

8. Doran, Ryan, Gregory Ward, Meredith Larson, Yaron McNabb, and Rachel Baker.

(2012). “A Novel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in Language88:124-154.

9. Gerrig, R. J., Horton, W. S., & Stent, A. (2011).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unheralded pronouns: A corpus analysis. Discourse Processes,48, 161-182.

10. Horton, W. S., & Gerrig, R. J. (2005). Conversational common ground and memory

processes in language production.Discourse Processes, 40, 1-35.

11.Horton, W. S., Spieler, D. H., & Shriberg, E. (2010). A corpus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age-related change in conversational speech.Psychology and Aging, 25,

708-713.

12. Horton, W. S., & Slaten, D. G. (2012). Anticipating who will say what: The

influence of speaker-specific memory associations on reference resolution.Memory &

Cognition, 40, 113-126.

13. Horton, W. S. (2013). Character intimacy influences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dur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Metaphor and Symbol,28, 148-166.

14. Kim, M., Horton, W. S., & Bradlow, A. R. (2011). Phonetic convergence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as a function of interlocutor language distance.Laboratory

Phonology,2, 125-156.

15. Lysander, K., & Horton, W. S. (2012). Conversational grounding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e effect of partner visibility and referent abstractness.Discourse

Processes,49, 29-60.

16. McKoon, Gail, Gregory Ward, Roger Ratcliff, and Richard Sproat.(1993).

“Morphosyntactic and Pragmat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Discourse

Entities,” i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32:56-75.

17. McKoon, Gail, Roger Ratcliff, Gregory Ward, and Richard Sproat. (1993).

“Syntactic Prominence Effects on Discourse Processes,” i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32:593-607.

18. McKoon, Gail, Roger Ratcliff, and Gregory Ward. (1994). “Testing Theo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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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rocess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n-Line Lexical Decision

Task,” i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20:1219-

1228.

19. Ward, Gregory. (1990).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VP Preposing,”

inLanguage66:742-763.

20. Ward, Gregory. (1997). “The Battle over Anaphoric ‘Islands’: Syntax vs.

Pragmatics,” inDirections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Akio Kamio.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 199-219.

21. Ward, Gregory and Julia Hirschberg. (1985). “Implicating Uncertainty: The

Pragmatics of Fall-Rise Intonation,” inLanguage61:747-776.

22. Hirschberg, Julia and Gregory Ward. (1991). “Accent and Bound Anaphora,”

inCognitive Linguistics2:101-121.

23. Ward, Gregory and Ellen F. Prince. (1991). “On the Topicalization of Indefinite

NPs,” inJournal of Pragmatics 16:167-177.

24. Ward, Gregory, Richard Sproat, and Gail McKoon. (1991).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So-Called Anaphoric Islands,” inLanguage67:439-474. [

25. Ward, Gregory and Betty J. Birner. (1992). “VP Inversion and Aspect in Written

Texts,” inCooperating with Written Texts: The Pragmatics and Comprehension of

Written Texts,edited by D. Stei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575-588.

26. Ward, Gregory and Betty J. Birner. (1993).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and

everything,” inJournal of Pragmatics19:205-214.

27. Ward, Gregory and Betty J. Birner. (1995). “Definiteness and the English

Existential,” inLanguage71:722-742.

28. Ward, Gregory and Betty J. Birner. (1996). “On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Rightward Movement in English,” in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edited by Adele Goldberg. 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Pp. 463-479.

29. Ward, Gregory and Betty J. Birner. (2006).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Handbook

of English Linguistics, edited by Bas Aarts and April McMah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291-317.

30. Ward, Gregory, Betty Birner, and Rodney Huddleston. (2002). “Information

Packaging,” Chapter 16 of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English, by Geoffrey K. Pullum and

Rodney Huddleston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63-1447.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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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學經典閱讀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Classical Readings of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經典閱讀熟悉語言學的理論與發展，以及其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引言

2.音韻學文獻閱讀1

3.音韻學文獻閱讀2

4.構詞學文獻閱讀1

5.構詞學文獻閱讀2

6.句法學文獻閱讀1

7.句法學文獻閱讀2

8.語用學文獻閱讀1

9.語用學文獻閱讀2

10.期中口頭報告

11.認知文獻閱讀

12.方言文獻閱讀1

13.方言文獻閱讀1

14.語言接觸文獻閱讀

15.語言史文獻閱讀

16.漢語神經語言學的新方向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報告繳交

 

二、參考書目：

1. 漢學研究第18卷特刊

2. 何大安. 2002.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3. Peyraube, Alain.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Springer.

4. Huang, C.-T. James and Li,Y.-H. Audrey. 1996.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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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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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理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yntactic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以往對漢語句型的討論重點放在詞序及其轉換，徐通鏘(1997)則指出有些句型的共同點是有定成

分在句首，如受事主語句、主謂謂語句、把字句、被字句等，而有定成分在句首是漢語主題顯著

(topic prominence)在句法系統中留下的後果之一；再如曹逢甫(2008)指出雙賓、動補和動賓句

之間關係密切。本學期將以句型之間的關連性為研究對象，研讀相關理論並進行初步分析。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引言

2. 結構學派語法理論的特點

3. 形式語法理論的特點

4. 構詞與句法的關係

5. 歷史語法

6. 語義與語法

7. 語言接觸與語法理論

8. 語料庫語言學與語法理論

9. 構式語法理論的特點

10. 期中報告

11. 雙賓句

12. 存現句

13. 可逆句

14. 被動式

15. 處置式

16. 比較句

17. 焦點結構

18. 期末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繳交

 

二、參考書目：

1. oldberg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吳海波譯，2007構式：論元結構的語法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2. 朱軍 2010 漢語構式語法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 牛保義編著 2011構式語法理論研究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4. 漢學研究第18 卷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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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uang, C.-T. James and Li,Y.-H. Audrey. 1996.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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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生理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Physiologic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世界語言中常見之輔音、元音、與聲調、語調等變化；學會相關發音方法與聽辨，並

練習台灣地區各類語言的紀錄轉寫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Introduction #1. Description of sounds

2.#2. Hearing pitch distinctions  #3. Voiced and voiceless fricatives

3.#4. Finer distinctions in pitch hearing #5. Facial diagrams;voiced stops閩南語記音

練習

4.Quiz 1 #6. Controlled intonation  #7. Voiceless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stops

5.#8. Longer sequences of pitch #9. Affricates + Review

客家語記音練習

6.#10. Syllables and som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11. Dental, retroflexed, groved

& flat articulations

7.Quiz 2 #12. Vowels and vowel glides  #13. Nasals

8.#14. Some back and central vowels #15. Laterals

9.期中提綱報告與討論

10.#16. Some front vowels #17. Flaps and trills

11.Quiz 3 #18. Lower-low vowels; length #19. Alveo-palatal stops

12.閩南語記音練習 #20. Some central vowels; vowel clusters #21. Double stops and

nasals

13.#22. Front Rounded vowels, Glide clusters #23. Fronted and Backed Velar Consonants

14.客語記音練習 #24. Nasalized and oral vowels #25. Unreleased and released

consonants; clusters with

15.Quiz 4 #26. Back unrounded vowels #27. Implosives, fortis and lenis articulation

16.#28. Voiceless vowels, laryngealization #29. Glottalized consonants; more

consonant clusters

17.#30. Retrolflexed vowels, breathy vowels, voiced aspirated stops #31. Clicks #32.

Pharyngealized sounds

18.口頭報告與討論

 

二、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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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ual of Articulatory Phonetics, William A. Smalley, 1985

2. A course in phonetics, Peter Ladefoged, 5th edition

3. Praat Manual: 語音學教程，1992, 林焘、王理嘉，北京大學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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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音韻理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honological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各類語言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當代音韻分析理論，包括生

成音韻學以及優選理論的概念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

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課程介紹 &

    理論介紹介紹課程目標及教科書概要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2.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1-18

   台灣語言語音系統介紹

    Problem set 問題分析、回家作業

3. Some typology: sameness and difference19-37

4. 一個語言的音韻系統如何切入分析Making the form fit 38-53

    (台語中的日語借詞、華語中的英語借詞)

   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知覺、音系分析—以音譯詞中的流音(l, r)為例，

   于輝，2007，《語言研究》27.4: 87-93

   A.N. Adler. 2006. Faithfulness and perception in Loanword adaptation: a case study

from Hawaiian. Lingua: 116, 1024-1045

5. Underlying the surface representations 54-63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1 (自編講義)

6. 區辨特徵與規則

     Distinctive features 64-85

     Feature geometry 172-186

7. Ordered rules 86-103

8. 音段變化與語音特徵A case study: the diminutive suffix in Dutch 104-115

     Austronesian Nasal Substitution and Other NC effects 271-289

     馬加音韻初步報告，1975, 《考古人類學刊》

     卓社布農語的滑音形成規律，黃慧娟，清華學報，2002，441-368

      Vowel deletion and vowel assimilation in Seediq.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李壬癸，1979，史語 所集刊51.2: 235-

301

32 2020/12/04 05:08



9. 期中報告(研究計畫摘要：題目、動機、語料現象簡介)

10. Representing tone 135-148 (討論閩南語和國語的聲調特色)

        Phonetically Driven Phonology: the Role of Optimality Theory and inductive

grounding 290-309

        Low Vowel Raising in Sinitic Languages: Assimilation, Reduction, or Both?

Feng-fan Hsieh,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583-623

11. 音節概念與位置差異所造成的音韻變化þ Between the segment and the syllable 149-171

(討論南島語的重音)

        Optimal Theory: introduction 2 （自編講義）

        因紐特語音節組構的優選論分析，李斌、蔣平，2011，《佳木斯教育學報》103: 104-

107

       漢語方言塞音韻尾保留情況的優選論分析，宮齊、王茂林，2011，《暨南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55: 104.110

1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310-342

      Positional Faithfulness and Voicing Assimilation in Optimality

      Theory 343-364(Lombardi, L. 1999.NLLT 17: 267-302)

      Positional asymmetries and licensing 365-378

13. Partial Class Behavior and Nasal Place Assimilation 379-393

      閩語的NC同化現象

14. 找出語言中的UG特徵：無標浮現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483-494

15. Ellen Broselow, Su-I Chen, and Chilin Wang. 1998.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語言習得可以看到的無標浮現) SSLA, 20, 261-280.

16. 語言變異的優選詮釋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Optimality Theory 569-580

       Variations in Kavalan Reduplication, Hui-shan Lin, 2012,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6:1051-1093

      The Morphologization of Liaison Consonants in Taiwan Min and Taiwan Hakka, H.

Samuel Wang and H.-C. Joyce Liu, 2010,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1-20

17.期末報告

18.期末報告

 

二、主要用書：Gussenhoven, Carlos & Haike Jocabs. 2011.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三、參考書目：

1. Kager, 2001.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2. 台語的語音基礎(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鍾榮富 2002 文鶴

出版社

3. ROA網站，中國、台灣相關期刊或專書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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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實驗語音學 

課程英文名稱：Experimental Phone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的發音系統及聽覺系統介紹起，再針對臺灣各語言的語音做個別的探討，課中將

練習記錄語音有缺失的受試者的言談及聲譜圖分析，同時將討論到語音分析與助聽器、人工電子

耳的相關課題，最後一部分將著重在「心理聲學」(psychoacoustics) 方面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

果，要求修課同學應用所學的方法在期末完成一篇「心理聲學」(psychoacoustics) 的小型研究

。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呼吸系統、呼吸異常對發音的影響

2. 發聲系統、構音系統

3. 音韻與語音異常、構音異常

4. 如何記錄異常的語音

5. 元音(單元音)

6. 元音(雙元音)

7. 輔音(發音部位)

8. 輔音(發音方法)

9. 輔音(鼻音)

10. 聲調

11. 語詞與連續語流

12. 聽覺系統

13. 助聽器

14. 人工電子耳

15. 言語產生模型

16. 言語產生理論臨床應用

17. 言語知覺模型

18. 言語知覺理論

 

二、指定用書：

1. Ball, M. J., Muller, N. (2005). Phonetics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Lawrence

Erlbsum Associates.

2. 林珮瑜、何恬、李芳宜、林香均、李沛群、蔡昆憲(翻譯)，楊順聰(校閱) 。(2006)。言語科

學-理論與臨床應用(C.T. Ferrand著)。台北：心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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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書目：

1. Clark, Graeme. (2003). Cochlear implants [electronic resource]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AIP series in modern acoustic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 Speaks, C. E. 1996. (2nd ed). Introduction to sound/acoustics for the hearing and

speech sciences. San Diego, CA: Singular Pub.

3. Stevens, K. N. (1998). Acoustic phonetics [electronic resource], Current studies

in linguistics series ;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4. Studebaker, G. A. & Hochberg, I. (eds). (1993). (2nd ed). Acoustical factors

affecting hearing aid performance. Boston：Allyn and Bacon.

5. 王士元編著。(1988)。語言與語音。台北市：文鶴出版社。

6. 田岱立、李愛華、林峯全、陳麗鈴、黃友琳、廖婉霖、鄭秀芬、蔡宜芳、賴曉楓(翻譯)，黃瑞

珍、郭于靚(審閱) 。（2008）。語言治療評估指引(第三版, M.N. Hegde著)。臺北市：心理出版

社。

7. 江源泉。(2006)。聽障學童語音學習的新方向。臺北市：心理出版社。

8. 林燾、王理嘉。(1995)。語音學教程。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9. 陳雅資、黃婷雅（翻譯）。(2007)。運動性言語障礙：診斷與治療(Motor speech disorder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y Donald Freed)。臺北市：心理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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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音韻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nese Phon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熟悉漢語音韻系統，了解常見音韻現象及其可能分析方法。課程中將介紹傳統聲韻概念與

當代音韻分析理論，包括生成音韻學以及優選理論的概念及其應用；以期培養學生閱讀相關國際

性期刊論文的能力，且能針對週遭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比較，獨立寫出一篇原創性論文。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Warm up

　 課程目標及書目概要

 　國語的共時音韻 鄭錦全原著、鍾榮富中譯 (1994，文鶴)

2. 漢語概要

　漢語音韻講義，丁聲樹、李榮，1981

3. 漢語概要

　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  1-22張琨1993

4. 漢語概要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 23-63張琨1993

5. 音位系統

　 Feature Economy in Sound system. Phonology 20.287-333. N. Clements 2003

 　Phonemes, Features, and Syllables: Converting Onset and Rime Inventories to

Consonants and Vowels* Li Yi and San Duanmu 　2015

6. 音位系統

     第一章 元音格局 (石鋒2008: 43-92)

     閩語的元音音位

     客語的輔音與元音系統 (鍾榮富)

      OT Factorial Typology and the Typology of Mandarin Mid Vowel Assimilation*

(Lin, Yen-Hwei 2015)

7. 音節

     5. Syllable structure (Yen-Hwei Lin 2007: 106-122)

     秘密語: 李壬癸 1985, JCL

     Segmental Unmarkedness versus Input preservation in Reduplication, Moira Yip,

2001:206-228 (Segmental Phonology in OT,

     edited by Linda Lombardi)

     劉秀雪、黃淑景，2016，饒平客語的唇齒擦音聲母，台灣語文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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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音節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in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 Ellen Broselow, Su-I

Chen, and Chilin Wang, 1998: SSLA, 20, 261-280

     11. Loanword adaptation (Yen-Hwei Lin 2007: 235-262)

9. 音節

     期中摘要 (1-2頁含題目、動機、語料(初步)、預計進行方案)

10. 音節

       8. The Syllable, Draga Zec, 2007: 161-194,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honology, edited by Paul de Lacy)

       8. Segmental processes II (Yen-Hwei Lin 2007: 168-192)

11. 小稱構詞

 a) 漢語中常用的兩種語音構詞法 186-228

 Zhang, Jie (2000). Non-contrastive features and categorical patterning in Chinese

diminutive suffixation — Max[F] or Ident[F]?

        Phonology 17.3: 427-478.

 兒化中間音、特徵擴展與F3的兩種走勢—偃師兒化與北京兒化之比較。張慧麗(2010) 語言科學

第九卷第四期372-385

12. 小稱構詞

      劉秀雪，2010/10，海陸客語小稱詞綴音韻演變：以桃園新竹地區為例，《客語千秋：第八

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3-

       75。

      賴文英(2012) 語言變體與區域方言 ch.5新屋小稱

      Liu, Hsiu-Hsueh. 2011. The Interaction of Nasal Diminutive and Root Syllable in

Chinese Dialect, Current Issues in Chinese

     (edited by Yun Xiao, Liang Tao and Hooi Ling Soh).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3. 聲調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Tone. Jie Zhang 2010

       2. Contrastive Tone (Yip 2005: 17-38)

       3. Tonal features (Yip 2005: 38-64) 

       Zhang, Jie (2014). Tones, tonal phonology, and tone sandhi. In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iley-Blackwell, Oxford, UK. 443-464.

14. 聲調

      期末初稿 (文獻回顧、語料收集完成、初步分析)

15. 聲調

       4. The autosegmental feature of tone, and its analysis in OT (Yip 2005:65-104)

      長汀客家話的連讀變調現象 林蕙珊 2007 清華學報

      漢語方言變調系統的能產性及其理論分析，張杰，2014，當代語言學

16. 聲調

       5. Tone in Morphology and in Syntax, (Yip 2005: 105-129)

       A directional asymmetry in Chinese tone sandhi systems, Jie Zhang, 2007, JEAL.

Vol 16, Number 4: 259

17.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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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口頭報告 (完整語料呈現與綜和分析) +討論回饋

18.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繳交

 

二、指定用書：

1.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  王洪君 2008 2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 漢語方音 張琨著 1993 台灣學生書局

3. The Sound of Chinese, Yen-Hwei Lin, 2007, Cambridge

4. 國語的共時音韻，鄭錦全原著、鍾榮富中譯，1994，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5. 聲調 (Tone) Moira Yip, 2005, 北京大學出版社

6. 漢語音韻講義，丁聲樹、李榮，1981。《方言》第四期241-274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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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方言通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Dialec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 課程目標：1.熟悉漢語方言南北特色2.了解漢語各大方言區的主要特徵3.檢視漢語方言分區

的標準4.知道漢語歷史音韻演變層次與南北方言的關聯。二、課程概述：本課程教授漢語方言研

究的重要概念與析論方法，包括漢語方言分區標準、各區方言深入認識、以及可能的擴散演變模

式。著重於讓同學閱讀與分析各區方言特色，對漢語方言分區演變有具體概念；進一步能從漢語

方言異同演變的角度出發，了解世界語言發展與演變的特色。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方言概念與語言的連續性             張光宇(2016:1-12)；袁家驊(2001:1-8)　　

 2. 漢語方言的分區與區際聯繫      張光宇(2016:13-56)；袁家驊(2001:9-15)

 3. 漢語方言的形成發展              張光宇(2016:57-78)；袁家驊(2001:16-22)　　　　

 4. 北方方言　　　　　                  袁家驊(2001:23-54)

 5. 官話方言與晉語                             侯精一(2002:4-40) ；侯精一(2002:41-66)

 6. 吳語　　　                                  袁家驊(2001:55-100)；侯精一(2002:67-

87)

 7. 湘語　　　                                  袁家驊(2001:101-125)；侯精一

(2002:116-140)

 8. 贛語                                              袁家驊(2001:126-144)；侯精一

(2002:141-1153)

 9. 期中摘要討論                              以單一方言或方言比較的觀點出發，整理提

出相關語料，及可能的初步分析。

 10. 客家話                                      袁家驊(2001:145-176)；侯精一

(2002:154-173) ；張光宇(2016)

 11. 粵語                                      袁家驊(2001:177-234)；侯精一(2002:174-

206)

 12. 閩語(閩東)                              袁家驊(2001:284-308)；侯精一(2002:207-

248)

 13. 閩語(閩南)                              袁家驊(2001:235-283)

 14. 論閩方言的形成                      張光宇(2016) 陳章太 & 李如龍、1991

 15. 閩方言的分布                      張光宇(2016) 陳章太 & 李如龍、1991

 16. 閩方言分區概況                      張光宇(2016)；陳章太 & 李如龍、1991

 17. 漢語方言綜論                      袁家驊(2001)；侯精一(2002) ；張光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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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期末報告與討論                      以單一方言或方言比較的觀點，整體提出相關語料

，及可能的初步分析。

　　

二、指定用書：

 1. Yue-Hashimoto, Anne.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lales

2. 侯精一(主編)、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3. 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語文出版社 

4.張光宇、2016、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五南出版社

 

三、參考用書：

 1. 王洪君、2014、《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 何大安、1987、《聲韻學中的觀念和方法學》。大安出版社

 3. 張  琨、1993、《漢語方音》。學生書局

 4. 張光宇、1980、《切韻與方言》。台灣商務印書館

 5. 楊秀芳、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大安出版社

 6. 羅杰瑞[美]、1995、《漢語概說》。語文出版社

 7. 陳章太 & 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8. 橋本萬太郎、1985、《語言地理類型學》。余志鴻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9.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 鍾榮富、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1. 其他相關學術期刊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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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不同的面向 (詞彙、 語法、語意 )探索各種 語言現象和 研究議題 ，透過主題式的

語言觀察、分析和討論，希望能讓學生對各種語法和意現象有進一步的了解，並深化學生語言分

析、辯證和批判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課程簡介課程總覽

2.名詞組前置成分

Huang, C.-T. James. 2016.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renominals: Construction or

Composi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4: 431-475.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4/LLN17.4%E9%BB%83%E6%AD

%A3%E5%BE%B7.pdf)

3.情態詞

范曉蕾. 2016.〈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語

言暨語言學》17.2: 195-233.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2.pdf)

4.情態詞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歷時語法演變魏培泉. 2016.〈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語言暨語言學》17.2: 265-

290.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LL/Docments/Journals/17.2/17.2.4.pdf)

5.近義詞

李詩敏、林慶隆. 2018.〈再探「高興」類近義詞：基於語料庫工具輔助之辨析研究〉，《華語文

教學研究》15.1: 45-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3-

201804180015-201804180015-45-83)

6.多義詞

Lai, Huei-ling and Siaw-Fong Chung. 2018. Color polysemy: black and white in

Taiwanese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6.1: 95-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6.1_.4_%E6%A8%A3%E6%9C%AC%E4%BF%AE%E6%AD%A3_.pd

f)

7.多義詞

陳俊光、劉欣怡. 2009.〈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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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5/1/ntnulib_tp_H0403_01_01

0.pdf)

8.多義詞

林建宏、張榮興. 2018.〈從篇章角度分析概念多義之現象－以華語名前形容詞「老」為例〉，《

華語文教學研究》15.3: 49-8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18429-201809-

201810020035-201810020035-49-83)

9.語意特徵和動詞類別

Hsiao, Huichen S. 2015. The Role of FORCE in Mandarin Verbs of Cutt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2:1-30.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3.2_.1_2.pdf)

10.人稱代詞

陳俊光. 2008.〈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篇章功能：漢語不使用零代詞的機制〉，《華語文教學研究

》56.2:1-46.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31661/1/ntnulib_tp_H0403_01_00

6.pdf)

11.期中報告提出大綱及口頭報告

12. V他個A句式郭維茹. 2014〈論「喝他個痛快」中虛指「他」的來源—兼及其他帶虛指「他」

的構式〉，《清華學報》44.4:689- 726.

13. V一個N句式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1655-1672.

14.不錯V句式

Ting, Jen. 2017. On the morphosyntax of the new expression bucuo V in Taiwan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rule borrowing.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5.2: 37-75.

(http://tjl.nccu.edu.tw/main/uploads/15.2_.2_On_the_Morphosyntax_of_the_New_Expressio

n_Bucuo_V_in_Taiwan_Mandarin_A_Case_Study_of_Rule_Borrowing_.pdf)

15.雙及物句式

Liu, Feng-hsi. 2006.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863-904.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56b/2c432e97389d27d8687caddcd203e50b2320.pdf)

16.差比句

江敏華. 2017. 客家話的差比句及相關問題.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6: 121-150.

17.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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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Experiment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此課程主要針對博士班學生的研究需求設計，課程的涵蓋面包含語音、語用、及幼兒語言發展

，旨在培養發展出博士班研究生針對上述三個面向具備應用於臺灣語言研究的創新想法，課程結

束時落實至一個以臺灣語言為探討主題的研究設計中。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語料處理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2. 語料處理 (I)語音實驗設計 (I)Speech Acts

3. 語料處理 (II)語音實驗設計 (II)Request

4.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語音實驗設計 (III)Refusal

5.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2)語音實驗設計 (IV)Threats

6.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3)語音實驗設計 (V)Promises

7 .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8. 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nvitations

9.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4)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Disinvitations

10.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5)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II)Complaints

11.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6)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IV)Compliments

12.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7)語音實驗結果 (I)Advice

13. 語音實驗結果 (II)Politeness (1) (2)

14.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8)語音實驗結果 (III)Impliteness

15.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9)語音實驗結果 (IV)Teaching Refusals

16.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0)語音實驗結果 (V)Teaching Compliments (1)

17.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1)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TeachingCompliments (2)

18. 幼兒語言習得影片討論 (12)理論閱讀發表及回饋 (VI)Pragmatic Variation

 

二、指定書目：

1. Schegloff, E.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Conversation Analysis Volume 1.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參考書目：

1. https://pragmatics.indiana.edu/speech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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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emcawiki.net/bibtex/browser.php?author=Schegloff&bib=emca.bib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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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結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Struc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對於所討論的幾個語言結構有清楚而深刻的認識，除了深入討論其

定義及觀察在不同語言間的變形之外，亦將從語言類型的角度論及該特色在世界語言中的分佈情

形，期待修課同學能夠應用上課所談到的分析方法進行跨語言之間的比較。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本學期的課程包含三種主要的語言結構：word order, simple clause, complex clause.

各主題各涵蓋若干子題，每週將討論兩個主題：

 

I. word order

Order of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81)

Order of subject and verb (82)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83)

Order of object, oblique, and verb (84)

Order of adposition and Noun Phrase (85)

Order of genitive and noun (86)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87)

Order of demonstrative and noun (88)

Order of numeral and noun (89)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0)

Order of degree word and adjective (91)

Position of polar question particles (92)

Position of interrogative phrases in content questions (93)

Order of adverbial subordinator and clause (9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noun phrase (9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the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9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object and verb and the order of adjective and noun

(97)

 

II. Simple clause

Expression of Pronominal subjects (104)

Third Person Zero of Verbal Person Marking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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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106)

Passive constructions (107)

Antipassive constructions (108)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109)

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0)

Non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11)

Negative morphemes (112)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3)

Subtypes of asymmetric standard negation (114)

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s and predicate negation (115)

Polar questions (116)

Predicative possession (117)

Predicative adjectives (118)

Nominal and locational predication (119)

Zero copula for predicate nominals (120)

Comparatrive constrctions (121)

 

III. complex clause

Relativization of subjects (122)

Relativation on obliques (123)

‘want’ complement subjects (124)

Purpose clauses (125)

‘when’ clauses (126)

Reason clauses (127)

Utterance complement clauses (128)

 

二、指定用書：

1.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http://wals.info/

2. Comrie, Bernard, Stephen Matthews, and Maria Polinsky. 2003.

3. The Atlas of languag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三、參考書目：

1. Annarita, Puglielli and Mara Frascarelli. 2011. Linguistic analysis: from data to

theory.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 Bourns, Stacey Katz and Lindsy L. Myers. 2014.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Context: Studies in honor of Knud Lambrec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 Boye, Kasper and Elisabeth Engberg-Pedersen.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language

structur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4. Bybee, Joan and Paul Hopper. 2001.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Philadelphia, PA: J. Benjamins.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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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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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類型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Typolog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探討語言的共性和殊性，類型學研究可分為四個面向：跨語言類型學

研究、漢語類型學研究、方言語法類型學、歷史語法類型學，本課程理論學習與語料分析並重。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課程介紹

2. 語序類型學的發展—Comrie 1987第三編

3. 語言共性—Comrie 1987 第一編

4. 語言類型—Comrie 1987第二編, Croft 2003 Ch.2

5. 理論前提—Comrie 1987第三編

6. Greenberg的語序類型學—劉丹青2003, Ch.2, Comrie 1987第四編

7. 語序類型學的發展—劉丹青2003, Ch.3, Croft 2003 Ch.3

8. 跨語言語序分析

9. 語法類—Croft 2003 Ch.4

10. 期中口頭報告

11. 主語—Comrie 1987 第五編

12. 格標記—Comrie 1987 第六編, Croft 2003 Ch.5

13. 跨語言格標記分析

14. 句法結構類型—Croft 2003 Ch.6-7

15. 類型和歷史語言學—Comrie 1987第十編, Croft 2003 Ch.8

16. 漢語句法結構發展—橋本萬太郎1985 Ch.1-2,張頳2010

17. 跨語言句法結構分析

18.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二、參考書目：

1. Comrie, B. 1987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沈家煊譯《語言共性和

語言類型》，華夏出版社1989

2.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克勞夫特(W. Croft)《語言類型學與普遍語法特徵》，外研社

3. 橋本萬太郎1985語言地理類型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4. 劉丹青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理論》，商務印書館

5. 過玉蘭2008《現代漢語差比句的結構類型研究及其類型學意義》。上海市：上海外國語大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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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

6. 李藍2003〈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方言》，第3期，214-231。

7. 張頳2010漢語語序的歷史發展，第1版，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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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料庫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rpus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數位化技術、資訊通訊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深遠，而收

集大數據及數據挖掘技術更是近年熱門的研究領域，語言的研究與教學也應善用這些技術。本課

程主要介紹漢語語料庫的發展及研究現狀，同時透過跨領域合作，學習簡易的程式撰寫、並應用

於語言分析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本科目與課程地圖之關係、課程簡介及概述

2. 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及研究現狀

3. 語料庫簡介

4. 語料庫與詞彙研究

5. 語料庫與漢語構詞研究

6. 語料庫與詞類研究

7. 語氣詞分析與討論

8. 體標記分析與討論

9. 雙賓句分析與討論

10. 期中報告

11. 補語句分析與討論

12. 複句分析與討論

13. 語法變異

14. 語料庫與語義研究

15. 語料庫語言學與第二語教學

16. 語料庫語言學與語言評量

17. 期末口頭報告

18. 期末書面報告繳交

 

二、參考書目：

1. Aijmer, Karin. 2009. Corpora and language teac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 Sinclair, John McHardy. 2004. How to use corpora in language teac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 Teubert & Cermakova語料庫語言學簡論(Corpus linguistics – a brief introduction)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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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呂叔湘1979/2007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5.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師大書苑(臺北)

6. 趙元任著 丁邦新譯 中國話的文法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7. 鄭縈、曹逢甫 2012.06 《華語句法新論下：句型與主題》，董鵬程策劃、柯華葳主編《對外

華語文教學研究叢書》，正中書局

8. 其他相關學位及期刊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

51 2020/12/04 05:08



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計量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利用語料庫進行計量分析、以及在語言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 goals and methods of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第三週 lexicography

第四週 grammar

第五週 lexico-grammar

第六週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第七週 register variation

第八週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第九週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investigations

第十週 summaries and applications

第十一週 期中計畫報告

 第十二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量研究(1)

第十三週 現代漢語形容詞計量研究(1)

第十四週 漢語詞彙計量研究(2)

第十五週漢語詞彙計量研究(2)

第十六週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理論與實踐(3)

第十七週 語料庫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理論與實踐(3)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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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客詞彙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Lexicon of Min and Hakka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閩客語詞彙作為中心主題，貫穿所預定之主題。首先介紹詞彙的結構，藉由語言比較說

明屈折(inflection)、衍生(derivation)，以及複合(compounding)三種主要的構詞法，以及閩客

語的構詞特性。在基本概念之上，本課程將關注以下議題：方言本字的考證、詞彙語意的探討、

認知語言學中的原型理論和框架語義、語法化、詞彙化、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詞彙改變、方言特徵

詞等語詞彙相關之議題。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包含八個主題進行

1. 詞彙及其結構

 (1)鍾榮富. 2006.〈詞彙及其結構〉，《當代語言學概論》109-145. 台北市：五南。

 (2)連金發. 2000.〈構詞學問題探索〉，《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61-78。

 (3)鍾榮富. 2004.〈客家話的構詞〉，《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193-260。 台北市：五南。

 (4)楊秀芳.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第3章 構詞)。台北市：大安。

 (5)連金發. 1999.〈臺灣閩南語<頭>的構詞方式〉，《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5: 289-309.

2. 方言本字考

 (1)楊秀芳. 2000.〈方言本字研究的觀念與方法〉，《漢學研究》第18卷特刊：111-146.

 (2)楊秀芳. 2004.〈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南語中的表現〉，《台大文史哲學報》60: 199-

242.

3. 詞彙語意

 (1)鍾榮富. 2006.〈語義的表述與傳達〉，《當代語言學概論》185-218. 台北市：五南。

 (2)蕭素英. 2012.〈閩南語「行、步、走」的語意地圖與其在華語區的傳播〉，《臺灣語文研究

》7.1: 87-127.

 (3)連金發. 1998.〈試論台語泛意詞拍’phah4’〉，收錄於《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董忠司(編)，頁375-390。新竹：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4)邱湘雲. 2008.〈客家話「打」字語法化初探〉，《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6: 75-103.

 (5)葉秋杏、賴惠玲. 2009.〈以構式語法觀點談客語「打」字群之論元體現與及物性〉，宣讀於

「日本中國語學會第59回全國大會」，10

      月24-25日。札幌：北海道大學。

 (6)葉慧敏. 2015.《海陸客家話「打」字詞的語意與結構》。新竹：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4. 認知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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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eeraerts, Dirk (主編). 邵軍航、楊波(譯). 2012.《認知語言學基礎》(4. 原型理論/10.

框架語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5. 語法化

 (1)沈家煊. 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4: 17-24.

 (2)Chiang, Shu-mei and Huei-ling Lai.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beyond:

Theinvisible space behind the body-part term boi55

     (背) ‘back’ in 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7:1. 275-304.

 (3)曹逢甫、劉秀雪. 2008.〈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語言暨語

言學》9.3: 629-657.

6. 詞彙化

 (1)董秀芳. 2009.〈句法構式與詞彙化〉，收錄於《科學發展：文化軟實力與民族復興》(上卷

)，學術前沿論壇(編)， 339-346。北京市：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7. 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詞彙改變

 (1)Lien, Chinfa. 2015.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Pat4 識:Contact-

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in Southern

      M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273-299

 (2)鄭縈. 2009.〈語言接觸與詞彙化—以客家話為例〉，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學院12月12－13日。

 (3)鄭縈、游孟庭. 2010.〈從方言接觸看同義並列式的詞彙化〉，Proceedings of the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Vol 1. eds. by L.E. Clemens and

      C.-M. L. Liu, 1-1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8. 方言特徵詞

 (1)溫昌衍. 2002.〈客家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李如龍(主編)，頁208-277.

廈門市：廈門大學。

 (2)邱湘雲. 2013.〈海陸客家詞彙的趨同趨異表現〉，《臺灣語文研究》8.2: 61-98.

 (3)李如龍. 2002.〈閩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李如龍(主編)，頁208-277.

廈門市：廈門大學。

 (4)姚榮松. 2006.〈閩方言特徵詞層次試探〉，《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何

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福祥(主編)，頁

      645-656。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二、參考書目：

 1. Chung, Karen Steffen. 2006.Mandarin Compound Verb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2. Cruse, Alan. 2011.Meaning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Katamba, Francis and John Stonham. 2006.Morphology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4. Ceccagno, Antonella and Bianca Basciano. 2009. “Sino-Tibetan: Mandarin

Chinese.” In Rochelle Lieber and Pavol Stekauer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unding, pp. 478-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Tuggy, David. 1993. “Ambiguity, Polysemy, and Vagueness.”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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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s4.3: 273-290.

 6. 符淮青. 2008.《現代漢語詞彙》。台北市：新學林。

 7. 錢玉蓮. 2006.《現代漢語詞匯講義》。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8. 董秀芳. 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9. 李如龍. 2002.《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廈門市：廈門大學。

 10. 溫昌衍. 2012.《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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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eman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透過課堂講授、專題研討和課程論文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掌握語意學的研究對 象、基本概念和理

論，瞭解語意學這一領域和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同學未來從事相

關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Discussion on

     Chap 1 What is Semantic priming and why should anyone care about it?

     Chap 2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s

     Chap 3 Becker’s Verification Model

 2. Discussion on

     Chap 4 Compound-Cue Models

     Chap 5 Distributed Network Models

     Chap 6 Multistage Activation Models

 3. Discussion on

     Chap 7 other models

     Chap 8 Methodological Issues

     Chap 9 Automatic Versus Strategic Priming

 4. Discussion on

     Chap 10 Associative Versus “Pure” Semantic Priming

     Chap 11 Medicated Versus Direct Priming

     Chap 12 Effects of lag

 5. Discussion on

     Chap 13 forward versus backward priming

     Chap 14 Conscious versus unconscious priming

     Chap 15 Prime-task effect

 6. Discussion on

     Chap 16 list context effects

     Chap 17 word frequency, stimulus quality, and stimulus repetition

     Chap 18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mantic priming

     Chap 19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emantic priming an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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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Discussion on Category-Specific semantic disorders

 8.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problems of older adults

 9. Discussion on Semantic Process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10. Discussion on Putting throughts into verbs: developmental and acquired

impairments

 11. Discussion on Two subsystems for semantic memory

 12. Discussion on Language and knowledge: knowing and thinking in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13. Discussion on Understanding Meanings

 14. Discussion on Semantic dementia: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15. Discussion on Models of Semantic Memory

 16. Discussion on Connectionist modelling of semantic deficits

 17. Discussion on Semantics and therapy in aphasia

 18. Review

 

二、指定書目：

 1. Best, W., Bryan, B., Maxin, J. (2000). Semantic Proces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hurr Publishers.

 2. McNamara, T. P. (2005). Semantic Priming: Perspectives from Memory and Word

Recognition. Psychology Pres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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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用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ragma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以語用學為論文研究領域的研究基礎，課程內容將涵蓋語用學領域的重點概念以

及熟悉語用學經典論述，並應用課堂上所談到的理論進行實際語料的分析。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introduction

 2. cwhy Politeness Matters

 3. theories of politeness

 4. face in interaction

 5. some issues with the concepts of face

 6. on the concepts of face and politeness

 7. im/politeness, rapport management and workplace culture

 8. children better at settling disputes

 9. Korean culture and politeness

 10. modern Chinese politeness revisited

 11. mades of address between female staff

 12.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K

 13. on impolitenes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14. conflict culture and face

 15.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face interpretation

 1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eness and culture

 17. cultural impact on politeness

 18. implications of politeness and culture

 

二、指定書目：

 1. Politeness across cultures/Francesca Bargiela-Chiappini and Daacuteniel Z.

Kaacutedaacuter (ed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ISBN:9780230236486

 2.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Brown, P. and Levinson, 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0521308623

 3. Pragmatics/Levinson, Stephen.     New York: Cambridge  1983   ISBN:0521222354

58 2020/12/04 05:08



 4.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eech, Geoffrey.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0   ISBN:0582551102

 5.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New York: Anchor/Goffman, E.

   New York: Anchor  1967  

     ISBN:0394706315

 

三、參考書目：

 1. Agrawal, Abha. 2009. EndNote 1-2-3 easy. Boston, MA : Springer-Verlag.

     電子書 ER 808.0270285536 王仲麒。

 2. 2013。Microsoft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碁峰出版社。

 3. 王洛媛 (編著)。2014。一次一分鐘的英語課。凱信出版社。

 4. 陳玉玲,王明傑 (編譯)。2011。美國心理學會出版手冊 : 論文寫作格式 (美國心理協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原著)。

     臺北市 : 雙葉書廊。董國倫。2010。研究你來做,論文寫作交給Endnote X Word。臺北市 :

五南。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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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用學 

課程英文名稱：Pragma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中的語用行為並帶領同學針對其固定形式設計教學課程

。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導論

 2. 中外學者論「臉面」

 3. 當今學者的研究狀況

 4. 本土化觀的再探討

 5. 臉面的界定

 6. 定義的再認識

 7. 臉面的動力

 8. 臉面的資源

 9. 臉面的內核

 10. 君子形式

 11. 中國人的印象形成

 12. 中國人的自我

 13.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

 14. 臉面的文化

 15. 規範控制

 16. 心理平衡

 17. 象徵

 18. 人情

 

二、指定用書：

 1. 中國人的臉面觀:社會心理學的一項本土研究/翟學偉     臺北市：桂冠出版社。  1995

ISBN:9575518950

 2. 救回你根本聽得懂的英文聽力/張慈庭英語研究團隊     捷徑文化  2014

ISBN:9789865698140

 

三、參考書目：

 1. Ji, Shao-Jun (姬少軍). 2000. ‘Face’ and polite verbal behavior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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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 1059-1062.

 2. Levinson, Stephen. 1983. Pragma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何靜怡。2007。中文請求語之研究：以國中學生之用法為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

 4. 陳幸仁。1997。國小教師面子需求、溝通主體地位與衝突因應風格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5. 陳惠萍。1997。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溝通行為及其實證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

士論文。

 6. 陳韻婷。2009。年輕一代在台灣網路語言中的禮貌現象。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7. 鄭建信。1997。國小學童的面子壓力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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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基本的主張為語言體系中詞彙語意和語法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密切互動的，本課程將介紹

語法和詞彙語意介面互動的研究對象、基本概念和理論、以及相關學科中已有的研究成果，讓同

學能夠掌握其研究方法，奠定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之基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Introduction 課程簡介

    Levin, B. and M. Rappaport Hovav. 1996.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ed. by S. Lappin, 487-507. 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詹

衛東〈詞彙語義與句法結構〉

    http://ccl.pku.edu.cn/doubtfire/Translation_otherspaper/Lexical%20

    Semantics%20and%20Syntactic%20Structure.pdf)

2.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Liu, Meichun and Chia-yin Hu. 2013. Free Alternation? A Study on Grammatical

Packaging of Excessive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47-90.

3.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蔡維天. 2010.〈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連金發. 2014.〈台灣閩南語情態詞「通」的語義句法屬性：存在、否定、情態、語氣的互動

〉，《語言暨語言學》15.5:601-612。

4.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Rapoport, T. R. 1993. Verbs in Depictives and Resultatives.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ed. by James Pustejovsky, 163-18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echsler, Stephen. 2005.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55-2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en, Chinfa. 2002. Depict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2.2: 38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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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Tenny, Carol. 1992. The Aspectual Interface Hypothesis. Lexical Matters, ed. by

Sag and Szabolcsi, 1-27. Stanford: CSLI.

6.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Filip, Hana. 1996.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 and the 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 by Adele E. Goldberg, 131-14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

7.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2005. Argument Re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5 The mapping from lexical semantics to syntax,

    Ch6 Thematic hierarchies in argument realization, pp. 131-185)

8.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Ackema, Peter and Maaike Schoorlemmer. 1994.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Lingua 93:59-90.

9.Lexical Representation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10.

   Reflections on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 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2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Lexical Representation 期末報告大綱

11. Lexical Representation

      Goldberg, Adele E. 2010. Verbs, Constructions, and Semantic Frames.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Event Structure, ed. by Malka Rappaport

Hovav,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3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Goldberg, Adele E. 2005.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Accounting for Generalizations

      and Subregularit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15-2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Goldberg, Adele E. 2001. Patient arguments of causative verbs can be omitte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argument

      distribution.Language Sciences 23:503-524.

     Mittwoch, Anita. 2005. Unspecified Arguments in Episodic and Habitual Sentence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37-

2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Lexical Restrictions on Syntax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05. Change-of-State Verb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Argument Projec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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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ed. by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274-28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期末口頭報告

 

二、參考書目：

 1. 黃居仁, 張莉萍, 安可思, 陳超然. 1996.〈詞彙語意和句式語意的互動關係〉，收錄於殷允

美、楊懿麗、詹惠珍(編輯)《中國境內語言暨語

     言學 第五輯：語言中的互動》，頁2-2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籌備處。

     (http://www.ling.sinica.edu.tw/eip/FILES/publish/2007.7.19.74657838.7900885.pdf)

 2. 袁毓林. 2004.〈論元結構和句式結構互動的動因機制和條件—表達精細化對動詞配價和句式

構造的影響〉，《語言研究》24.4:1-10。

 3. 胡建華. 2008.〈現代漢語不及物動詞的論元和賓語—從抽象動詞“有”到句法-信息結構接

口〉，《中國語文》5:396-409。

 4. Chen, Yi-Ling. 2009. On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lacement Verbs in

MandarinChinese. Tain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5. 王文斌, 羅思明,　劉曉林,　于善志. 2009.〈英漢作格動詞語義、句法及其界面比較〉，《

外語教學與研究》41.3:193-201。

 6. 劉艷茹. 2011.〈句法與語義接口研究的現狀與趨勢〉，《長春大學學報》21.3:41-44。

 7. 劉正光, 王艷娃. 2009.〈「不+名詞」的句法語義接口研究〉《外國語》32.4:26-33。

 8. 孫英杰. 2007.〈句法與詞匯語義接口〉，《社會科學輯刊》1:251-255。

 9.劉辰誕. 2005.〈論元結構：認知模型向句法結構投射的中介〉，《外國語》2:62-69。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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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Socio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社會語言學的基本概念和研究方法，包含進行中的語言演變如何觀察、社會網絡分析

法、語言變異與各類分層因素的互動等，學生可以藉此觀察分析本土的各類語言現象，且能轉而

將其概念與方法運用於語言教學與語言研究之中。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導論課程大綱介紹 Ch.1. What do sociolinguists study? (b 1-16)

2. ch.1導論 (a 1-23)

3. 雙語現象之語言變異與變體Ch.2語言變異與語言變體 (a: 24-54)* ch.3 雙重語言和語言忠誠

(a:55-83)*  語言變異和語言變體 徐大明

    2007*

4. ch2. Language Choic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b: 19-52**

    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 曹逢甫 2001 《雙語雙方言(七)》*

    ch.9 社會發展與語言競爭 (a: 234-270) *

5. ch.4 言語交際 (a: 84-107) *  語言接觸 徐大明 2007:212-239* (較多雙言使用與code-

switch)  ch.5 漢語的形成、發展和華人社會 (a:

    108-130)*

6. 研究方法Ch.2 Locating and selecting subjects (c:p23-48) **  Ch.6 課題的假設與抽樣

分析 (張廷國、郝樹壯 2008: 106-128)*

7. Ch.3 Data Collection, c: 49-87 **

8. 期中摘要上傳(A4 1-3頁: 題目、動機、相關語料、可能分析)

9. 語言演變與社會因素期中摘要討論 ch.11 社會因素與語言變異 (張廷國、郝樹壯2008: 243-

269) *  6語言變化 (徐大明2007: 182-

    211) *

    陳淑娟2010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台灣語文研究》5:1,

15-3 * 

10. Ch5. Language Change in Social perspective 135-166 (Romaine 2000)**  Ch9.

Language Change b: 206-236**  ch.4 定性和定量

      研究的分析比較 (張廷國、郝樹壯2008: 67-87)

11. 社會網絡研究 ch.8. Ethnicity and social network (b184-203)**  Ch5. Social

Rel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s, c: 116-135**

      鄉音無改？金門人在北台灣的語音演變 (劉秀雪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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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分析方法ch.8 問卷調查(張廷國、郝樹壯2008: 165-189) *  ch.9 採訪 (張廷國、郝樹

壯2008: 190-211) *  ch.10 觀察法 (張廷國、

      郝樹壯2008: 212-242) *

13. Ch.6 Investigatio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c: 136-168** 北方話鼻韻尾變異研究 徐大

明 2007: 51-68*

14. ch. 6 基於語料庫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a: 131-161)*  語言變項的描寫和研究 (徐大明

2007:152-181)*

15. 性別、年齡Gender and Age (b:157-183)**  兒童雙語發展與家庭社會網絡—對新加坡三代

同堂雙語家庭的調查研究(徐大明2007:

      35-50) *

16. Language and Gender (101-134 Romaine. 2000)**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b: 301-335

17. 期末報告 (完整的問卷規劃、調查方法、語料收集完成+分析)  課堂口頭報告與討論

18. 期末報告繳交(本文8-10頁,A4, single spaced, 12 point)

 

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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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接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ontac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是使學生熟悉當代語言接觸理論與台灣本土的各種語言接觸現象。台灣是一個多語言的

地區，語言接觸無處不在，藉由對理論的認識與應用，實際發掘台灣語言接觸議題並深入研究分

析。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語言接觸與演變

     課程介紹：Ch.1 Introduction,1-14 (Thomason 2001)

 2. 語言接觸與演變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s van

Coestsem, 1988: 1-44,

 3. 語言接觸與演變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onald Winford (2003)

 4. 語言演變: 進步或退化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Aitchison 2001

     Part I : Preliminaries

      (1) The Ever-whirling wheel

      (2) Collecting up clues

      (3) Chart the changes

 5. 語言演變: 進步或退化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Aitchison 2001

     Part II: Transition

      (4) Spreading the word

      (5) Conflicting loyalties

      (6) Catching on and taking off

 6. 語言演變: 進步或退化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Aitchison 2001

     Part III: Causation

      (10) The reason why

      (11)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12) Repairing the patterns

 7.

     吳福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

     第2期：3-23 (與Thomason 2001, ch.6相似，中譯版)

     Ch.6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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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4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Results 59-98

 8. 個案研究: 詔安客家話與四海客

     陳秀琪(2006)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語言暨語言學7.2:417-

434

     新埔鎮的客家次方言接觸 劉秀雪 2010

 9. 句法個案:提出期末報告摘要

     蔡維天，2003, 清華學報 有字句

     粵方言語言接觸的一個現象—把字句的運用 梁燕冰 (鄒&游2004)

 10. 個案: 閩南語與其他

        龍岩大池鄉的閩客雙方言帶 79-85

        寧德碗窯閩南方言島兩百年間的變化 134-155

        曹逢甫. 2000. 〈台式日語和台灣國語—百年來發生在台灣的兩個語言接觸的實例〉

，《漢學研究》18 卷特刊：273-297。

 11. 語言接觸分析理論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57-195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96-221

 12. 語言接觸分析理論

        A General and Unified theory of transmission processed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 van Coetsem 2000

 13. 個案: 中國混合語

        藏漢混合語倒話述略，意西微薩‧阿錯，語言研究2001第三期

        雅江倒話的混合特徵，民族語文2002年第5期

       〈別琴竹枝詞百首箋釋〉，周振鶴《上海文化》1995第三期

 14. 期末草稿報告

 15. 個案：侗台語

        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陳保亞2005，北京大學學報第42卷第2期

        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 陳保亞1995

 16. 漢語方言接觸

        方言接觸和上海話的形成 游汝杰2004

        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與閩東、閩南之比較 (清華學報 2003,6 劉秀雪)

 17. 6/11期末報告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18. 6/18期末報告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 paper due

 

二、指定用書：

 1.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Jean Aitch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Language Contact, Sarah G. Thomason, 2001,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3. A General and Unified Theory of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in Language

Contact(Heidelberg: Winter, 2000)

 

三、參考書籍：

 1.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Donald Winford, Blackwell Pub.,2003)

 2.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Edited by Norval Smith & Tonjes Veenstra, 2001,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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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3.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Raymond Hick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5/10 -

863 頁

 4.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Rene Appel & Pieter Muysken, 1987, Edward

Arnold

 5. Language i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Suzanne Romaine,

 6. Lectures on Language Contact, Ilse Lehiste, 1988, the MIT Press

 7.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rans van

Coestsem, 1988, Foris Publications

 8.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Jean Aitchison,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福建雙方言研究，李如龍等著, 1995, 漢學出版社

 10.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陳保亞，1996，語文出版社

 11.語言變異研究, 陳松岑, 1999, 廣東教育出版社

 12.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 阿昌語個案調查研究，袁焱，2001，民族出版社

 13.社會語言學概論, 戴慶廈主編, 2004, 商務印書館

 14.語言接觸論集，鄒嘉彥、游汝杰主編，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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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的角度切入，探討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探討議題包

含語言與詩詞歌曲、語言與戲劇、顏色詞、親屬詞、地名文化、以及從古詞語考察過去的語言接

觸或文化交流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課程介紹

     引言：語言和文化的關係1-2

     文化語言學的理念和界說16-27

 2. 12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329-354

 3. 語言、種族和文化 186-197,

     12 Gender, politeness and stereotypes, 296-328

 4. 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3-10

     語言化石與栽培植物發展史126-154

 5. 語言演變的文化背景 28-74

     語言的區域特徵 李壬癸 1978 (2004, 73-89)

 6. 從造詞心理看民族的文化程度11-17

     造詞法和傳統文化109-124

     台灣南島語言，李壬癸，2004，1-48( 29-42必詳介)

 7. 人類對顏色的認知 282-318

     Ch7 色彩範疇 82-91

     期刊：鄒語基本顏色詞彙研究：柏林和凱的理論應用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

灣人類學刊 8（3）：67-117，2010 莊新國、翟本瑞

 8. Ch7 色彩範疇 82-91  -2

 9.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43-71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209-258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18-50

 10. 提出報告大綱 與討論 題目、動機、語料、可能討論方向

 11. 書本：台灣客家地圖，邱彥貴、吳中杰，2001

        期刊：客家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羅肇錦 2006 L&L

        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

       Ch.5 論客家話的形成 73-88(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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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h.4 論閩方言的形成59-72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福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3. 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交流 110-132-2

        書本：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福建方言：閩方言的形成背景 (李如龍1997)

 14. 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內涵 125-155

        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51-65

        從地名透視文化內涵123-150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15. 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97-107

        期刊：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t.,2005孙玉卿*

Pitay

        親疏有別：漢語稱謂的文化心理 46-60

 16. 語言和民俗147-166

        該說的、不該說的、和怎麼說—禁忌和委婉表達 122-160 淑惠

        男女大不同Ch.2, 3, 5

 17. 期末課堂報告

 18. 期末課堂報告 線上全文繳交期限

 

二、參考書籍：

 1. 語言與文化，羅常培，1989，語文出版社

 2. 中國文化語言學，游汝杰，2003，上海辭書出版社

 3. 方言與中國文化，周振鶴、游汝杰，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

 4. 福建方言，李如龍，1997，福建人民出版社

 5. 語言論(漢譯)，E. Sapir，1985，商務出版社

 6. 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上冊），李壬癸，1998

 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李壬癸，1997，常民文化出版

 8. 台灣客家地圖，邱彥貴、吳中杰，2001，貓頭鷹出版

 9. 人類語言學入門，William A. Foley. 2001.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北京)

 10. 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朱文俊，2000，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1. 認知語言學概論，李福印編著，2008，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Janet Holmes, 3rd edition, 2008, Longman

 13. 漢語詞語的文化透視，王國安、王小曼，2003，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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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課程概述：

介紹認知語言學的沿革、對語言的看法以及關心的議題，同時透過閱讀漢語相關研究探討認知語

言學關心的主要課題如範疇化、隱喻與轉喻、意相圖示、語法化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範疇化與原型：分類詞

 2. 範疇化與一詞多義

 3. 語法化

 4. 如何描述情緒、抽象的概念:概念隱喻

 5. 從詞彙看認知

 6. 圖形和背景：認知語言學的凸顯觀

 7. 就語言而言，圖形與背景的差異如何形諸文字？

 8. 認知語言學如何用意象圖示解釋介詞的多義性？

 9. 框架

 10. 移動事件在不同語言的表達

 11. 語言獨特的框架對敘事風格的影響

 12. 從框架到構式

 13. 詞彙語意與語法的關係

 

二、參考書籍：

 Overview

 1. Dirven, Rene and MarjolijnVerspoor (Eds.) 1998.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Co.

 2. Ungerer, F. and H. J. Scha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認

知語言學入門 United Kingdom: Longman. (彭利貞、許國萍、趙微

     (譯). 2009.《認知語言學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3.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P.

 4. Evans, Vyvyan and Melanie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5. Lee, David. 2001.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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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6. 王 寅 2006 《認知語法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7. 王 寅 2006 《認知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8. 陳家旭 2007 《英漢隱喻認知對比研究》。學林出版社。

 9. 胡壯麟 2004 《認知隱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0. 蘇以文 2005 《隱喻與認知》。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11. 蘇以文、畢永峨 主編2009 《語言與認知》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12. 曹逢甫, 蔡立中, 劉秀瑩 2001《身體與譬喻 : 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文鶴出版社。

 13. 藍 純 2003 《從認知角度看漢語和英語的空間隱喻》。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4. 周世箴(譯注) 2006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作者：George Lakoff, 雷可夫&詹森,

Mark Johnson。聯經出版公司

 15. 趙艷芳，2001，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chapter 2)

 16. 束定芳，2008，認知語義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語言與思維 Language and thought

 17. Tai, James H.-Y. 2007. "中文構詞與句法的概念結構" 《華語文教學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4.1.:1-30. (PDF)

 18. 2002. "概念結構與非自主性語法：漢語語法概念系統初探" 《當代語言學》4 .1: 1-12.

(PDF)

 

 概念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

 19. Su, Lily I-wen. 2002. What Can metaphor Tell Us About Cultu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3): 589-61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 Su, Lily I-wen. 2000.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as Evidenced in Chinese.《

漢學研究》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 台北 . 395-424.

        (http://ccs.ncl.edu.tw/chinese_studies_18_s/18_s_17.pdf)

 21. Yu, Ning. 2004. The eyes for sight and mind.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4),

663–686. 2004. (Read PDF file)

 22. Yu, Ning. 2003. Chinese metaphors of think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14(2/3),

141–165. (Read PDF file)

 23. Yu, Ning. 2002.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Nick Enfield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special issue “The

        Body in Description of Emotio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1/2), 341–367. (Read PDF file)

 24. Yu, Ning. 2001. What does our face mean to u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9(1),

1–36. (Read PDF file)

 25. Yu, Ning. 2000.Figurative uses of finger and pal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etaphor and Symbol 15(3), 159–175. (Read PDF file)

 26. Yu, Ning. 199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27. Yu, Ning.1995.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2), 59–92. 1995.

        (Read PDF file)

 28. Huang, S. F. 2002. “Tsou is different: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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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and bod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2. 167-186. (PDF)

 29. Ahrens, K. and & Huang, Chu-ren. 200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 491-519.

 30. 謝健雄. 2006. 漢語成語情感譬喻之概念模式與語言結構. U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 43-65

 31.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身體與譬喻: 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臺北市：文鶴。

 32. 陳美秀，張榮興. 2003.「向」的意義延伸及其語意網狀系統.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Yen-Hwei Lin, 54-70. Distributed by GSIL (Graduate Students in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圖形與背景 Figure and Ground

 33.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301-316.

http://intranet.ling.sinica.edu.tw/eip/FILES/journal/2007.3.9.37086122.8572119.pdf 
 

34. 柯理思. 2003.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1-18.

 35. Wu, Hsiao-Ching. 2003. A Case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UO in Mandarin

Chinese— Polysemy of the Motion Verb with Respect to

        Semantic Chan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857-885.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j2003_4_07_4636.pdf

 36. 許韋晟 。2014 。〈太魯閣語方位詞的空間概念研究 ─ 以意象圖式和原型範疇理論 為分

析觀點〉，《清華學報》 4.2: 317 -350 。

 

 框架語意學 frame semantics

 37. 框架#821;义学，Charles J. Fillmore 原著，詹卫东#793;。

http://ccl.pku.edu.cn/doubtfire/Translation_otherspaper/frame%20Semantics.pdf

 38. Lien, Chinfa. 2000. A frame-based account of lexical polysemy i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119-138.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j2000_1_05_5570.pdf

 39. Liu, Mei-chun. 2002. Mandarin Verbal Semantic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2nd

Editio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40. Mei-Chun Liu and Chun Edison Chang. 2005. From frame to Subframe: Collocational

Asymmetry in Mandarin Verbs of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5.

 41. Liu, Mei-chun and Ting-yi Chiang. 2008. The Construction of Mandarin VerbNet: A

frame-based Study of Statement Verb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2:239-270.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j2008_2_04_5910.pdf

 42. 張麗麗，2011年12月，〈轉折義副詞「反」、「卻」、「倒」的歷史演變與用法分布〉，《

漢學研究》29.4: 253-288。

 

74 2020/12/04 05:08



 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43. Goldberg, Adele. 2006. The inherent semantics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ed. by Dirk Geeraerts, 401-437.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邵軍航、楊波(譯). 2012.《認知語言學基礎》，頁441-487。

        上 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4.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吳海波(譯). 2007.《構式：論元結構的構式語法研究》。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

 45. 王惠. 2005. 從構式語法理論看漢語詞意研究.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0.4:495-508.

        http://aclweb.org/anthology-new/O/O05/O05-5007.pdf

 

 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46.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Paul J. Hopper. 2001.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 Heine, B., et al.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48. Lai, Huei-ling. 2003.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3: 533-561.

 49. Chiang, Shu-mei, and Huei-ling Lai.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beyond: The

invisible space behind the body-part term boi55 (背) ‘back’ in 

        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7:1. 275-304.

 50. Lien, Chinfa.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t4 in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3: 723-742.

 51. 張麗麗，2006a，〈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65: 1-38。

 52. 張麗麗，2006b，〈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觀之〉，《臺大中

文學報》25: 333-374。

 53. 張麗麗，2012年9月，〈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臺大

中文學報》38: 309-358。

 54. 張麗麗，2015年1月，〈「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

》16(2): 139-168。

 55. 葉瑞娟. 2012.〈客家話「好X」格式的語法化和主觀化〉，《清華學報》42.3:531-567。

 

 心理空間

 56. 張榮興. 2012. 心理空間理論與《莊子》「用」的隱喻. 語言暨語言學13.5:999-1027.

 57. 張榮興. 2012. 從心理空間理論解讀古代「多重來源單一目標投射」篇章中的隱喻. 華語文

教學研究 9.1:1-22.

 58. 吳佩晏、張榮興. 2010. 心理空間理論與《論語》中的隱喻分析(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metaphors in Analects). 華語文教學研究7.1：

        97-124.

 59. 張榮興、黃惠華. 2006. 從心理空間理論看「最短篇」小說中之隱喻(metaphors in the

shortest stor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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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文教學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1: 117-133.

 60. 張榮興、黃惠華. 2005. 心理空間理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Mental Spaces

Theory and metaphors in Butterfly Lov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681-705.

 61. 鄧育仁、孫式文. 2010. 廣告圖象隱喻的構圖原則：一個認知取徑的分析。〉,《廣告學研

究》，14：95-130。PDF

 

 詞彙語意

 62. 黃居仁、洪嘉馡 2005 感官動詞的近義辨析：詞義與概念的關係. Plen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 Xiamen.

        April 21-24.

        -------. 2004. 「聲」與「音」的近義辨析：詞義與概念的關係. 漢語詞彙語意研究的

現狀與發展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7-8日，北京大學.

 63. 蔡美智, 2010, 「同樣、相同」不「一樣」： 表相似近義詞指稱功能辨析, 華語文教學研

究 7: 1, 57-80

 64. 吳佩晏, 鄭縈. 2011. 從「依」、「據」與「依據」談華語近義詞教學,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

Vol. 2：23-46

 65. 王松木. 2007. 從流俗詞源論詞語內部形式的湮滅與重構，《文與哲》10: 515-558.

 

 Resources:

 66. 張敏 1998.《認知語言學和漢語名詞短語》

http://teaching.ust.hk/~huma600d/others.htm

 67. Ning Yu’s Home Page: http://faculty-staff.ou.edu/Y/Ning.Yu-1/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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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與大腦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nd Bra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門課主要介紹語言與大腦之間相關的知識，著重在大腦受損的語言障礙現象以及和語言運作相

關的神經心理機制。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Part I (discourse analysis)

  1. Forbes MM, Fromm D, Macwhinney B. (2012). AphasiaBank: a resource for

clinicians. Semin Speech Lang, 33(3):217-22.

  2. MacWhinney B, Fromm D. (2016). AphasiaBank as BigData. Semin Speech Lang,

37(1):10-22.

  3. MacWhinney B, Fromm D, Holland A, Forbes M, Wright H. (2010). Automated analysis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Aphasiology, 24(6-8):856-868.

  4. Kong AP. (2009). The use of main concept analysis to measure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persons with apha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J Commun Disord, 42(6):442-64.

  5. Kong AP. (2010). The main concept analysis in cantonese aphasic oral discourse:

external validation and monitoring chronic aphasia. J Speech

       Lang Hear Res, 54(1):148-59.

  6. Kong AP, Yeh CC. (2015). A Taiwanese Mandarin Main Concept Analysis (TM-MCA)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hasic oral discourse.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50(5):580-92.

  7. Kahn HJ. (1996). Controlling for variability in research on normal aging and

neuropsychological populatio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tudies in adult clinical populations. Brain Lang, 53(3):408-16.

  8. Wu KR. (2006). Thoughts on modern aphasic discourse studies. Nan Fang Yi Ke Da

Xue Xue Bao, 26(4):497-9.

 Part II (Naming)

  9. Goodglass H, Wingfield A, Hyde MR. (1998). The boston corpus of aphasic naming

errors. Brain Lang, 64(1):1-27.

  10. Tombaugh TN, Hubley AM. (1997). The 60-item Boston Naming Test: norms for

cognitively intact adults aged 25 to 88 years.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19(6):9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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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owles NL, Obler LK, Albert ML. (1987). Naming errors in healthy aging and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 Cortex, 23(3):519-24.

  12. Balthazar ML, Cendes F, Damasceno BP. (2008). Semantic error patterns on the

Boston Naming Test in normal aging,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is there semantic disruption?

Neuropsychology, 22(6):703-9.

  13. Silagi ML, Bertolucci PH, Ortiz KZ. (2015). Naming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what changes occur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ease? Clinics (Sao Paulo), 70(6):423-8.

  14. Lin CY, Chen TB, Lin KN, Yeh YC, Chen WT, Wang KS, Wang PN. (2014).

Confrontation naming errors in Alzheimer’s disease, 37(1-2):86-94.

  15. Grima R, Franklin S. (2016). Usefulness of investigating error profiles in

diagnosis of naming impairments.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16. Chosak Reiter J. (2000). Measuring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picture

naming in Alzheimer’s and cerebrovascular dementia: a general

         processing tree approach. J Clin Exp Neuropsychol, 22(3):351-69.

 

二、參考書籍：

 Part I (discourse analysis)

  1. Forbes MM, Fromm D, Macwhinney B. (2012). AphasiaBank: a resource for

clinicians. Semin Speech Lang, 33(3):217-22.

  2. MacWhinney B, Fromm D. (2016). AphasiaBank as BigData. Semin Speech Lang,

37(1):10-22.

  3. MacWhinney B, Fromm D, Holland A, Forbes M, Wright H. (2010). Automated analysis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Aphasiology, 24(6-8):856-868.

  4. Kong AP. (2009). The use of main concept analysis to measure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persons with apha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J Commun Disord, 42(6):442-64.

  5. Kong AP. (2010). The main concept analysis in cantonese aphasic oral discourse:

external validation and monitoring chronic aphasia. J Speech

       Lang Hear Res, 54(1):148-59.

  6. Kong AP, Yeh CC. (2015). A Taiwanese Mandarin Main Concept Analysis (TM-MCA)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hasic oral discourse. Int J Lang

      Commun Disord, 50(5):5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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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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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心理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語言的心理機制，以詞為中心，並透過科學的方法對字的觀念，發聲，文法的角色提

供一個系統化而合乎邏輯的解釋。從了解它的發生，發展與成果，進而探討文字，語言，思想與

人類大腦之間複雜的關係。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An Introduction to Maps and Atlases of the Brain

 2. Investigating Language with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3. Human Learning

 4. Imaging Brain Development

 5. Human Aging

 6. Plasticity of the Adult Human Brain

 7. The Somatosensory System

 8. The Human Motor System

 9.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Imaging of the Human Auditory System

 10.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11. Attention and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Mapping the Embodied Mind

 12. Mapping Human Cognition: Thinking, Numerical Abilities, Theory of

Mind,Consciousness

 13. Functional Maps and Brain Networks

 14.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pplica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Aphasia

 15.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Remediation of Acquired Naming Disorders from

a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16. Modeling Disordered Perception

 17. Statistical and Neural Network Models for Speech Recognition

 18. The Roots and Amalgams of Connectionism

 

二、指定用書：

 1. Brain mapping: the systems (竹教大圖書館電子書)/edited by Arthur W. Toga, John C.

Mazziotta     San Diego : Academic Press  2000  

      ISBN:9780126925456

 2. Connectionist approaches to clinical problem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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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竹教大圖書館電子書)/edited by

      Raymond G. Daniloff.     Mahwah, N.J. : L. Erlbaum  2002   ISBN:0585385874

 

三、參考書籍：

 Hanson, S. J., & Olson, C. R. (eds.) Connectionist modeling and brain function : the

developing interface. 1990.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ISBN:

 0585359334.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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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治療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後天失語症 (acquired aphasia) 的治療方法及治療效果，從認知、心理語言學

、功能、語用、社會心理學方面進行探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Introdcution

 2. The neurosciences of aphaisa

 3. 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1)

 4. 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es (2)

 5. Aphasia assessment

 6. Language Sampling

 7. Transcription

 8. Cognitive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9.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0.Function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1.Pragmatic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2.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phasia therapy

 13.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4.Methodolog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5.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1)

 16.Efficacy in aphasia therapy research (2)

 17.Reviews

 18.Presentation

 

二、指定用書：

 Chapey, R. (ed.) (2008). Languag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adult aphasia (5th

edition). Baltimore : Williams & Wilkins.

 

三、參考書籍：

 1. Dwight, D. M. (2006). Here’s how to do therapy : hands-on core skills i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San Diego, CA : Plural Pub.

 2. Jarvis, K. M. (2008). 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emantic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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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omoting Aphasic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for

     treating anomia in patients with aphasia. Master thesis, Cal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3. Kling, T. D. (2007). A voxel-based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lesion sites in

aphasia: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deficits in syntax, semantics and

     phonology.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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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言談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Discourse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語音、音韻、構詞、句法和語義等各大部門為切入點，簡介各部門特點，並進行語言

結構的實際分析，藉以提升學生對於語言現象的解析能力，奠定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Introduction: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2. Discourse and Power

 3. Discourse in social change

 4.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5. Intextuality

 6. Situated meangings

 7. Discourse models

 8. Processing and organizing languages

 9. Discourse as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10. Representing Social Actors

 11. Representing Social Action

 12. Time in Discourse

 13.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ion

 14.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urpose

 15.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1

 16.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2

 17. Samp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3

 18. Project presentation

 

二、指定用書：

 1. Language and Power (3rd Edition)/Fairclough, Norman     Taylor Francis  2014

ISBN:9781138790964

 2. An introdcu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 (2nd edition) (竹教大圖

書館電子書

      http://lib.myilibrary.com.autorpa.lib.nhcue.edu.tw:81/Open.aspxid=15435)/Gee,

James Paul.     New York, Abingdon: Routledg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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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020338332X

 3.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analysis. (竹教大圖書館電子書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autorpa.lib.nhcue.edu.tw:81/view/10.1093/acprof:oso/

9780195323306.001.0001/acprof-

      9780195323306)/Theo, van Leeuw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9780195323306

 4.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3rd edition) (Chapter 1. The Japan

Phenomen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Yoshio Sugimo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ISBN:9780521879569

 5.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Advances in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DOI:http://dx.doi.org.autorpa.lib.nhcue.edu.tw:81/10.1017/CBO9780511499937, 13

-Discourse” in Cultur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ited by Bert van Oers , Ed Elbers, Rene van der Veer,

Willem Wardekk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9780511499937

 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hapter DOI:

http://dx.doi.org.autorpa.lib.nhcue.edu.tw:81/10.1017/CBO9780511584459.001)/Edited by

Anna De Fina,

     Deborah Schiffrin, Michael Bam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9780511584459

 

三、參考書籍：

 1.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作者：Dijk, Teun Adrianus Van

     原文出版社：Cambridge Univ Pr

     出版日期：2014/09/22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230448

 2. Discourse and Power

     作者：Dijk, Teun Adrianus Van

     原文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日期：2008/09/15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346593

 3. 未來的課程：從新教育社會學到學習的批判理論

     作者：Michael F. D. Young

     譯者：丘愛鈴、林佩璇、周淑卿、張鍠焜

     出版社：學富文化

     出版日期：2004/08/01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71200

 4. 公關政治學：當代媒體與政治操作的理論、實踐與批判

     作者：倪炎元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9/03/17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8703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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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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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運作理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Language Operating Theor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讓修課同學能夠熟悉語言運作的模型，練習利用模型及理論來增進對實驗所得的數據

及語料的了解深度。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Slow and infra slow potentials, delta rhythms

 2. Alpha rhythms

 3. Beta rhythms

 4. Frontal midline theta rhythm

 5. Paroxysmal events

 6. QEEG endophenotypes

 7. QEEG during sleep

 8. Methods of analysis of background EEG

 9. Practice

 10. Sensory systems

 11. Attention networks

 12. Executive system

 13. Affective system

 14. Memory systems

 15. Methods: neuronal networks and ERPs

 16. Practice

 17. Alzheimer's disease

 18. Methods of neurotherapy

 

二、指定用書：

 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mponents/edited by Steven J.

Luck Emily S. Kappenman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BN:9780195374148

 2. Quantitative EEG,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nd neurotherapy/Juri D. Kropotov

Amsterdam Boston London : Elsevier/Academic  2009  

      ISBN:0123745128

先修課程：

87 2020/12/04 05:08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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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Studies on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課程概述：

從語言源流、地理分佈，類型特徵著眼，介紹台灣各族群語言的分佈、語法特質、方言差異、研

究現況等，另外我們亦將涵蓋大家熟悉的議題如書寫、拼音以及語言變遷等問題，希望同學除了

熟悉各語言的結構面之外，亦能了解語言學的應用面向，並奠定未來研究的基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課程簡介

 2. 語言源流：閩南語與客語的形成議題：

   (1) 閩方言形成的看法有哪些？

   (2) 閩方言形成的三個階段、四個層次為何？在語言之表現為何？

   (3) 客家話形成的兩個學說。

   (4) 客家話與客家人的關係。

  語言源流：南島語

   (1) 台灣原住民語言的重要性

   (2) 南島民族起源地的各種學說

  閩客：張光宇(1996) 四、五章

  南島：李壬癸 (2011: 17-56)

  延伸：鍾榮富(2001a)二，鍾榮富(2006)四海話，董忠司(2001)

  閩南語的非漢成分：董忠司(1996)

  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羅(2006)

 3. 演講: “現代漢語句末情態虛詞的篇章功能”屈承喜教授

 4. 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

     議題：閩南語與客語的聲、韻、調特質閩南語與客語的音韻文白異讀

     指定：

     客：鍾榮富(2001a)四、六

     閩：楊秀芳(1991: 24~36)or盧廣誠(2003: 13~47)

     延伸：蕭＆邱(2006)、洪惟仁(2001)、鍾榮富(2001b)、洪惟仁(1998)

     相關學術領域：音韻學(phonology)

     指定：錢玉章(2001)

     參考：Li (1980), 黃慧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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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閩南語、客語與的南島語的語音與音韻特色-2

 6. 語言的文字化：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議題：

      (1) 原住民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2) 書寫符號的科學與社會原則

     閩南語與客語書寫與拼音議題:

      (1) 不同書寫符號之特點

      (2) 書寫系統的選擇

      (3) 制訂書寫系統之原則

     指定：

     閩：楊秀芳 (1997 or 2008)

     南島：原民會 (2006)

     延伸：李壬癸(2001)

     洪惟仁(1995)

     Dobrovolsky et al. (1993) 書寫系統簡介

      (1)書寫系統的類型

      (2)書寫的演變

 7. 考本字

   (1) 為什麼會有考本字的問題？考本字有何重要性？

   (2) 考本字因何可行？

   (3) 考本字的方法為何？覓字、尋音、探義各為何指？

   楊秀芳 (2000)

   羅肇錦 (1988)

 8.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主謂式、偏正式、動賓式、動補式、並列式。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指定：

   閩：黃宣範(1988)

   客：鍾榮富(2001a):七

   相關學術領域：構詞學(morphology)

 9. (4) 閩南語或客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李壬癸 (2011) 第五篇 人體部位名稱在語言上的應用 pdf

 10. 專題演講 邱湘雲老師："漢語人體詞的認知隱喻探討-以"眼""足"為例"

 11.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構詞

   (1) 閩南語「仔」有哪些功能？

   (2) 客語的「嬤」有哪些功能？

   閩：連金發(1995)-仔

   客：邱湘雲(2006)-嬤

 12. 台灣南島語的構詞特色

   (1) 何謂加綴？何謂衍生詞(或派生詞)？請舉例說明。

   (2) 何謂複合詞？請舉例說明。

   (3) 何謂重疊？請舉例說明。

   (4) 南島語的主要構詞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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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美利(講義)

   許韋晟(2008) 第二章

   高清菊(2009) 第五章

 13. 構詞與語意的介面

   (1) 華語「投」的多義

   (2) 閩南語的「頭」的多義

   (3) 原住民語的一詞多義

   蔣紹愚 (2006) pdf

   連金發　(1999)

   葉美利、高清菊(2011)

 14. 閩南語、客語與台灣南島語的句法-導論

        台灣南島語

         (1) 台灣南島語的詞序為何？

         (2) 台灣南島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何謂焦點？格位變化？特殊句型？

        國語、閩南語、客語

         (1)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詞序有何特色？

         (2)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為何？

         (3) 句法與詞法如何平行？特殊句型？

       楊秀芳(1991) or 盧廣誠(2003)

       羅肇錦(1990) or 邱湘雲(2005)

       葉美利(1997)

相關學術領域：句法(Syntax)

 15. 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6. 論文主題與大綱 (題目、動機與初步觀察)

 17. 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句法特色

        為什麼用「死」？

        沒死的「死」鬼、「死」相、「死」對頭？

        沒有生命的為什麼會死？「死」巷、「死」規矩

        為什麼「死」纏爛打、「死」守四行倉庫？

        劉秀瑩(2006)

        戴浩一、吳莉雯(2006)

 18. 期末報告-1 （現象與解釋）

 19. 期末報告-2 （現象與解釋）

 

二、參考書籍：

 一般

 1. 李壬癸，2006，台灣南島語言的奧秘。

 2. 李壬癸，2010，珍惜台灣南島語，前衛出版社。

 3. 何大安，2006，〈台灣南島語何以如此珍貴？〉. 歐陽元美主編，《知識饗宴》（二）.

277-294. 台北︰中央研究院。

 4.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旳族群與遷徙》，常民文化。

 5.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上、下冊），文建會。

 6. 楊秀芳，1991，《台灣閩南話語法稿》，大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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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鍾榮富，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台灣客家話導論》（上、下冊），文建會。

 8. 盧廣誠，2003，《台灣閩南語概要》。台北：南天。

 9. 盧廣誠，1999，《台灣閩南語詞彙研究》。台北：南天。

 10. 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原出版社。

 11. 羅肇錦，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12. 黃美金等，2000，《泰雅語參考語法等13種》十三冊，遠流出版公司。

 13.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南天書局，台北。

 14. 書寫與拼音（*表推薦分組報告時閱讀）

 15. Dobrovolsky, Michael, William O’rady, and Mark Aronoff. 1993. Writing and

languag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St. Martin’s

        Press

 16. 文字與書寫--思想的符號Georges Jean／著，時報文化，出版日期：1994

 17. *楊秀芳，1995，〈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大陸雜誌》，90卷1期，頁15-24。

        -----，1997，〈閩南語文字化問題〉，《當前語文學習問題研討會會前論文集》，頁

185-190，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

 18. *洪惟仁，1995，論閩南語教材的書寫問題，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

，pp.319-336，文鶴出版公司。

       -----，再論閩南語教材的書寫問題

 19.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997，關於閩南語拼音整合工作相關問題說帖

 20. 李壬癸，2001，《漢字拼音討論集》，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1. 楊恭桓，1997， 《客話本字》，愛華出版社

 22. 羅肇錦，1998，客家話的字詞與音義析論，洪葉文化事業有公司。

 23. *羅肇錦，1998, 客話本字線索與非本字思索，國文學誌 2期，1998年6月，頁383-416。

 24. 洪惟仁，2007，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的優點？

 25. 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其發音學習網 http://www.ntcu.edu.tw/tailo/

 26. *行政院原民會，2006，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27. *何德華，1994，南島母語書寫符號的科學及社會原則：泰雅語個案研究。台灣南島民族母

語研討會論文集。

 28. 錢玉章，2001，從音韻學的角度看泰雅語的標音系統--以桃山方言為例，新竹師院語教系語

文學報第七期，165-180。

 29. Chiang, Wen-yu and Fang-mei Chiang. 2005. Vowel dispersion in Truku.

 

 考本字：

 30. 張屏生〈考本字和方言書面化的思考〉

 31. *楊秀芳，2000，方言本字研究的觀念與方法《漢學研究》，18卷特刊，臺灣語言學的創造

力專號，頁111-146，2000年12月。

        -----，1983，《閩南語字彙》（一），《國語文教育叢書》23，教育部。

        -----，1999，《閩南語字彙》（二），《國語文教育叢書》35，教育部。

 32. 楊秀芳，從音字脫節看語詞的變化—以「南洋鯽仔」「胳下空」為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

》3：169-182。2007年5月。

 33. 徐芳敏，2006，閩南方言本字考證，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四期，103~129

 34. 李如龍、張雙慶，1993，客家方言本字考（上），收錄於《客家學. 研究》 第3 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白異讀：

92 2020/12/04 05:08



 35.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3，〈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823-849，臺北

：大安。

      *-----，1996，〈論閩南語的文白異讀〉，「臺灣閩南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頁154-

224，臺北：臺灣語文學會

 

構詞與詞彙

 36. 林香薇，2000，臺灣閩南語複合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37. 黃宣範（1988）：〈台灣話構詞論〉。鄭良偉、黃宣範（編）《現代台灣話研究論文集》。

台北：文鶴出版社。121-144。

 38. 盧廣誠，1999，《台灣閩南語詞彙研究》，台北：南天。

 39. 邱湘雲，2006，《陸客家話和閩南語構詞對比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

2005年1月。

        -----, 海陸客家話帶「嫲」詞語析論，客家言創刊號，國立中央大學。

 40. 連金發，1995，〈臺灣閩南語詞綴“仔”的研究〉。《第二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會前論文

集》：227-242。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996，〈臺灣閩南語“的”的研究〉。《語言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

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6，〈臺灣閩南語“頭”的構詞方式〉。《第五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239-252。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997，〈臺灣閩南語的趨向補語----方言類型和歷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

暨語言學》4：379-40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0，構詞學問題探索，漢學研究第18 卷特刊，pp. 61-78。

 41. 許韋晟，2008，《太魯閣語構詞法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42. 高清菊，2009，《賽夏語詞彙的結構與語義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43. 葉美利、高清菊，2011，賽夏族語詞典編輯的構詞問題，2011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理論與

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語法

 44. 楊秀芳，1991，〈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

也」）〉。《臺大中文學報》4：213-283。

           -----，1992，〈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

10/1：349-394。

 45. 梅祖麟、楊秀芳，1995，幾個閩語語法成份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6本1分：1-21。

 46. 邱湘雲，2005，海陸客家話詞彙、句法特色舉隅，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6期: 128-146。

 

 其他：

 47. 羅鳳珠，2005，台灣學術網路的閩客語資源現況全文

 48. 台語研究書目：http://taigu.eic.nctu.edu.tw/education_db/book/index.asp

 49. 台閩語的詞法與句法(盧廣誠)：http://203.64.42.21/iug/ungian/patlang/su-ku/su-

ku.htm

 50. 戴浩一，2006，分類詞「尾」在台灣閩南語與客語中的範疇結構之比較，《門內日與月：鄭

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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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戴浩一、吳莉雯，2006，台灣四縣客語量詞“尾”(mi24) 的範疇結構，Language and

Linguistics,7.2, 501-521。

 52. 何萬順、謝禎田，2010，論華語中分類詞與量詞之語意區分。,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11.3, 528-551

 53. 蔣紹愚，2006a，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04期

 54. 蔣紹愚，2006b，“投”的詞義分析和詞義演變，《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233-250。

 55. 葉美利，1997，台灣南島語的焦點與主語語意角色之對應關係，台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103-120。

 56. 葉美利，1997，國語與台灣原住民語言的主要語法差異，母語教育研討會，新竹師範學院

，6月30~7月1。

 57. 張裕龍，2007，中部阿美語的否定詞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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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包括現代漢語語言現象的描述，漢語語法中重要課題及相關研究的介紹，及探討現代

漢語共同語與古漢語/方言的關係，句法和構詞的演變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引言

 2. 漢語的特徵

 3. 語音學

 4. 詞彙學 (詞、語素、漢字、音節; 詞彙的構成 外來詞與方言詞)

 5. 語料收集、分析與討論 [連讀音變、詞彙分類]

 6. 語義學 (詞的意義、詞義之間的關係)

 7. 構詞 (詞的構造、漢學研究18卷 構詞學)

 8. 詞組的定義及詞組的結構

 9. 語料分析與討論

 10.基本句型I

 11.基本句型II

 12.特殊句型

 13.構式與語義

 14.語料分析與討論

 15.方言的形成

 16.台灣語言現況

 17.語言的變遷

 18.期末口頭報告+報告繳交

 

二、指定用書：

 自編教材

 

三、參考書籍：

 1. 李子瑄、曹逢甫，2009，漢語語言學。台北：正中書局。

 2. 趙元任著 丁邦新譯 中國話的文法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3.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師大書苑(臺北) 。

 4. 邢福義 2000 漢語語法學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95 2020/12/04 05:08



 5. Li, C.N. & S.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黃宣

範 譯漢語語法 台北：文鶴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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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閩南語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of Taiwan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台灣閩南語(台語)各個語法層面的介紹，包括閩南語的歷史背景、語音、構詞

、以及語法、語用等。就台語的歷史背景方面，將述及閩方言與閩南語的形成，現今台語次方言

的異同與分布。語音方面，討論語料的收集記音、音節結構與書寫形式。除了構詞句法的整體介

紹，構詞部分進一步討論包含小稱、重疊等構詞方式，句法部分討論台語的連讀變調與句法結構

的關係、情態詞、否定詞、疑問詞組以及有字句的使用。語用部分則探討台灣地區的語言接觸現

象，主要將針對台灣國語與台灣閩南語的互動分析。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本課程主要是以逐步講授閩南語各個語法層面的方式進行，並且討論各個層面與台灣

國語間的互動關係。課堂均會預留時間給同學進行相關練習與討論；希望能藉此將課堂上所學習

的材料與日常生活語料相互印證，從而增進對閩南背景了解，以及對閩南語的認識。此外，我們

也會學習語言調查的訪談和紀錄技巧，並請同學在學期中，實際規劃、進行一項閩南語語法的田

野觀察調查筆記。

教學進度：

1.課程介紹。

2.閩南語的歷史背景與次方言分布

3.閩南語的音節結構與聲調。

4.閩南語標音介紹與練習。

5.閩南語與國語的音系對應

6.語料的收集、記音與書寫形式。

7.閩南語的構詞和語法

8.連讀變調與句法、音韻結構。

9.閩南語和國語的語法轉換

10.閩南語的構詞：小稱、重疊、名詞詞尾等。

11.閩南語的疑問詞、指示代詞

12.否定詞。情態詞。

13.閩南語句法介紹、有字句。

14.閩南語的特殊句型 KA/HOO以及其他

15.期中田調紀錄討論。

16.語言接觸與台灣國語

17.台灣國語的閩南語特徵。

18.期末課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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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台灣話音韻入門。洪惟仁，1996，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曹逢甫、蔡美慧編，1995.文鶴出版社。

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著，1992. 前衛出版社。

台語、華語的結構與動向(I-IV)。鄭良偉編著，1997. 遠流出版社。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楊秀芳，1991，大安出版社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第三期171-180頁

───，1993，《台灣閩南方言記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鍾榮富 2002, 台語的語音基礎，文鶴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文化建設委員會

盧廣誠(2003)《台灣閩南語概要》南天出版社 初版1刷 台北

成績考核：

綜合表現     10%

課堂參與     20%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0%

考察報告     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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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歷史語言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是一門討論語言的歷史比較法之優劣、語言演變規律的時代先後、語言系統的內外變因與時代

面貌、語言譜系樹與原始語的可靠性、以及相關的觀點、方法和理論的課程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引言

 2. 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3. 演講

 4. 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5. 比較法與語言重構

 6. 借用

 7. 類推

 8. 重新分析

 9. 期中報告

 10.詞彙變化

 11.雙音化與詞彙化

 12.語義演變

 13.句法演變

 14.語法化

 15.語言演變的詮釋

 16.方言比較與歷史語法

 17.期末報告

 18.報告繳交

 

二、參考書籍：

 1. L.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2nd Edi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 徐通鏘 1991 歷史語言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3. 鄭縈、游孟庭2011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台灣語文研究》第

六卷第一期。

 4. 方欣欣2004《語言接觸問題三段兩合論》，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5. 劉承慧2000古漢語動詞的複合化與使成化，漢學研究第18 卷特刊。

 6.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蔣紹愚、徐昌華譯1987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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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太田辰夫 1988 中國語史通考．東京：白帝社。江藍生、白維國譯 1991 重慶出版社。

 8. 張美蘭 2001 近代漢語語言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

 9. 吳福祥 1996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出版社。

 10. 柳士鎮 1992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11. 石毓智.李訥 2001 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董秀芳2002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四川民族出版社。

 13. 蔣绍愚2004 漢語語法演變若干問題的思考 第五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 243-567。

 14. 相關期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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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f Language Chang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一方面介紹語言變遷相關理論及其研究方法，並嘗試將理論應用於漢語句法結構或詞彙的

變化。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引言

 2. 討論變遷/變化/變異 - 論語言變化與變異的三維差異

 3. 李明2001語言變化的過程、原因和機制

 4. 方欣欣2004語言接触問題三段兩合論

 5. 周振鶴、游汝傑 第九章 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

 6. 吳福祥2007關于語言接触引發的演變

      Thomason, 2001, Ch.6 Contact-induced changes--mechanism

 7. Donald Winford 2003 Contact-induced changes--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8. 期中口頭報告

 9. 期中口頭報告

 10.潘悟云-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

        陳保亞2005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

 11.陳秀琪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鄭縈 2012 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

 12.鄭縈、游孟庭 2011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

 13.Thomason, 2001, Ch.7 Contact Languages I: Pidgins and Creoles

 14.Thomason, 2001, Ch.8 Contact Languages II: Other Mixed Languages

 15.何萬順-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省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

 16.期末口頭報告

 17.期末口頭報告

 18.期末口頭報告及報告繳交截止

 

二、參考用書：

 1.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方欣欣. 2004. 《語言接觸問題三段兩合論》，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3. 史有為. 2001. 《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

 4. 李明 2001 語言變化的過程、原因和機制The progress and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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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ange <<外语研究 >>01期

 5. 吳福祥. 2007. 〈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第2期。

 6. 徐大明. 2006. 《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7. 鄭縈 2012 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客家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客家語

言研究」專刊)，頁1-50

 8. 陳保亞2005，語言接觸導致漢語方言分化的兩種模式，北京大學學報第42卷第2期

 9. 陳秀琪2006语言接触下的方言变迁，LL

 10. 鄭縈、游孟庭 2011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臺灣語文

研究第 6 卷第 1 期，頁165-188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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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聽力與口說 

課程英文名稱：Southren M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的在於提昇學生的閩南語互動能力，課程內容涵概各式生活與社會文化的主題內容；透

過聽力、對話練習、問答與對談、情境對話等方式，提昇學生對閩南語詞彙、文法、口說及聽力

的技能與應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簡介與辭典、線上資源利用介紹

 2. 自我介紹

 3. 個性

 4. 長相

 5. 家庭

 6. 住家

 7. 方位

 8. 飲食

 9. 期中考

 10. 健康

 11. 科技

 12. 職場

 13. 風俗習慣

 14. 旅遊

 15. 行程表

 16. 天氣

 17. 生活型態

 18. 期末考

 

二、參考書籍：

 1. 紀亞木. 2008.閩南語實用教程. Xiamen: Lujiang Publisher.

 2.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3.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4. 《學語詞真輕鬆》(本土語文系列02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5. 《學語詞真輕鬆》(本土語文系列0202-01) ，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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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7.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2-01) ，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8.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線上辭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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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閱讀與書寫 

課程英文名稱：Southren Min Reading and Writ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使學生掌握正式及正確的閩南語文寫作的基本工具及技巧，加強學生閩南語漢字的讀、寫能力。

課程內容包括閩南語文基本工具，熟悉閩南語羅馬字與閩南語漢字之書寫、閩南語文寫作基本技

巧，認識閩南語文有別於華語文的特性。實際操作內容含教育部台灣閩南語推薦字詞練習、各式

閩南語文章閱讀、生活閩南語的寫作技巧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介紹、閩南語文線上資源、輸入法

 2. 台羅拼音復習、台羅與白話字（教會羅馬字）的差異

 3. 短文閱讀賞析、文章朗讀練習、字詞練習

 4. 短文閱讀賞析、文章朗讀練習、字詞練習

 5. 短文賞析、寫作練習、語句練習

 6. 短文賞析、寫作練習、語句練習

 7. 名家散文賞析、短文寫作練習

 8. 名家散文賞析、短文寫作練習

 9. 期中小考：台羅拼音與短文寫作

 10. 短篇小說閱讀賞析

 11. 短篇小說閱讀賞析

 12. 短篇小說寫作練習、課後習作

 13. 短篇小說寫作練習、課堂討論

 14.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5.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6.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7. 分組自選文章閱讀報告與模擬創作

 18. 期末考(閱讀與寫作)

 

二、指定用書：

 《大學台語文選》，鄭良偉、曾金金、李櫻、盧廣誠編，2000，遠流。

 

三、參考書籍：

 1. 紀亞木. 2008.閩南語實用教程. Xiamen: Lujiang Publisher.

 2.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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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4.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5. 《台灣閩南語朗讀文章選輯》，台北：教育部

 6.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7.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2-01) ，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8. 《讀文章蓋趣味》（本土語文系列04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9. 《讀文章蓋趣味》（本土語文系列0402-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10. 閱讀越懂閩客語—教育部電子報，https://epaper.edu.tw/learning.aspx?classify_sn=6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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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拼音與正音 

課程英文名稱：Southren Min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同學閩南語的拼音與正音相關能力，尤其是閩南語羅馬字的拼讀、書寫、以及發音、辨音能

力。課程內容包括認識人體發音器官與語音符號，熟悉閩南語的聲母、韻母（舒聲韻、入聲韻、

鼻母音韻、鼻音韻）和聲調（本調、變調、輕聲、仔前變調、隨前變調、再變調等）、發音與正

音練習、拼音對話練習、線上閩南語字典使用與自我學習。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概述、線上辭典與自學資源簡介

 2. 發音器官介紹與常見元音、輔音

 3. 閩南語音節概念，音韻覺識與拼音

 4. 閩南語聲母，音韻覺識辨認練習

 5. 閩南語韻母：舒聲韻，聲母與舒聲韻拼合與辨認

 6. 閩南語韻母：鼻音韻尾，聲母與鼻音韻尾的拼合與辨認

 7. 閩南語韻母：入聲韻尾

 8. 閩南語聲母、韻母拼合練習與小考

 9. 閩南語聲調，聲調覺識與辨認練習

 10. 閩南語聲調：變調，聲調覺識與辨認練習

 11. 聲韻調綜合練習，詞語拚音辨讀

 12. 聲韻調綜合練習，台語唸謠拚音辨讀與練習

 13. 台羅拼音與漢字對譯

 14. 拼音對話練習

 15. 分組綜合口試

 16. 短文朗讀練習

 17. 分組綜合口試

 18. 期末考

 

二、指定用書：

 1. 洪惟仁. 1996. 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 台北。

 2. 教育部線上資源，《學拼音有撇步》（本土語文系列01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

 3. 鄭安住，2012，《閩南語字音字形好撇步》，五南。

 

三、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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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育部公告的台羅系統及台語推薦漢字

 2.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3. 《台灣羅馬字拼音圖解》，2007，李勤岸編著，台南市：開朗雜誌。

 4.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5.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6.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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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Creative Writing in Southern Min and Its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學生對臺灣語文創作的興趣，並能廣泛應用在生活諸多層面。從文獻、不同文學作品的閱讀

賞析，使學生更熟悉閩南語文法使用與語文創作技巧；透過閩南語流行音樂、廣播、新聞報導、

卡通、戲劇等影音作品來引導，培養學生在生活上的各個領域的閩南語文創作能力與應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簡介、線上參考資源介紹、閩南語輸入法介紹

 2. 閩南語短文賞析

 3. 閩南語文類賞析與創作

 4. 閩南語童謠賞析與練習

 5. 閩南語童謠賞析與創作

 6. 閩南語流行歌謠賞析與用字改寫練習

 7. 閩南語流行歌謠賞析與用字改寫練習

 8. 閩南語流行歌謠習作

 9. 期中小考與現場習作

 10. 閩南語小說賞析

 11. 閩南語小說賞析與仿作

 12. 廣告閩南語作品賞析

 13. 廣告閩南語作品賞析與仿作

 14. 廣告閩南語分組習作(與演出)

 15. 戲劇閩南語作品賞析

 16. 戲劇閩南語作品賞析

 17. 戲劇閩南語分組習作(與演出)

 18. 期末作品發表

 

二、參考書籍：

 1. 紀亞木. 2008.閩南語實用教程. Xiamen: Lujiang Publisher.

 2.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3.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4.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5.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6. 《台灣閩南語朗讀文章選輯》，台北：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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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8. 《讀語句上簡單》(本土語文系列0302-01) ，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9. 《讀文章蓋趣味》（本土語文系列0401-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10. 《讀文章蓋趣味》（本土語文系列0402-01），咱來學台灣閩南語，教育部。

 11. 閱讀越懂閩客語—教育部電子報，

        https://epaper.edu.tw/learning.aspx?classify_sn=6

 12. 《大學台語文選》，鄭良偉、曾金金、李櫻、盧廣誠編，2000，遠流。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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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翻譯 

課程英文名稱：Introudction to Taiwan Southern Min Cul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採用講授、討論與現場實作的方式，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掌握華閩語口譯和筆譯技巧，了解

加強翻譯品質與效率的技巧關鍵，提升學生日後的職場競爭力。除了理論講述之外，本課程特別

注重實作演練，演練內容將以實際生活需求為主，希望所學即所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說明、翻譯概述

 2. 華閩語語言比較

 3. 口譯種類及特性

 4. 逐步口譯技巧訓練(一)

 5. 逐步口譯技巧訓練(二)

 6. 實作演練

 7. 同步口譯技巧訓練(一)

 8. 同步口譯技巧訓練(二)

 9. 實作演練

 10. 視譯技巧訓練

 11. 實作演練

 12. 筆譯的方法與技巧

 13. 散文翻譯

 14. 詩歌翻譯

 15. 新聞翻譯

 16. 實作演練

 17. 總複習

 18. 期末考

 

二、參考書籍：

 1. 余光中. 2000.《余光中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2. 周兆祥. 1995.《翻譯實務》。台北：台灣商務。

 3. 杰里米．芒迪. 2007.《翻譯學導論：理論與實踐》。香港：

 4. 中文大學出版社。

 5. 思果. 2003.《翻譯研究》。台北：大地。

 6. 思果. 2003.《翻譯新究》。台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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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陳定安. 1997.《英漢比較與翻譯》。台北市：書林。

 8. 葉子南. 2000.《英漢翻譯理論與實踐》。台北市：書林。

 9. 廖柏森、歐冠宇、李亭穎、吳碩禹、陳雅齡、張思婷、游懿萱、劉宜霖. 2013.《英中筆譯

1：基礎翻譯理論與技巧》。新北市：眾文。

 10. 廖柏森、歐冠宇、李亭穎、吳碩禹、陳雅齡、張思婷、游懿萱、劉宜霖. 2013.《英中筆譯

2：各類文體翻譯實務》。新北市：眾文。

 11. 劉敏華. 2008.《逐步口譯與筆記》。台北市：書林。

 12. 賴慈芸. 2009.《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量與批評》。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13. 周長楫. 2006. 閩南方言大辭典. Fuzhou: Fujian People  Publisher.

 14. 紀亞木. 2008.閩南語實用教程. Xiamen: Lujiang Publisher.

 15.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16. 董忠司、2001、《福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7.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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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Studies of Taiwan Southern Min Dialec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比較地理語言學的立場，培養學生運用時、空、人等因素，針對台灣閩南語的內部和外

部相關方言(包含次方言、方言片、腔口、土語)，進行觀察、記錄、分析、比較與研究。為拓展

學生思維，除了台灣閩南語以外，行有餘力，將涉及泉、漳、潮、瓊、溫、南洋等閩南語，涉及

客家語、吳語等漢語方言和ㄧ些非漢語的參照比較。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閩南方言的基本特徵

 2. 廈門話的鼻化、喉塞韻

 3. 論閩南方言島

 4. 從語言年代學看閩語的地位

 5. 古代福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

 6. 考證閩南方言本字的原則和方法

 7. 論閩南語與吳語、客贛語的關係

 8. 方言間的層次對立

 9. 連城方言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

 10. 南部吳語語音的共性和差異

 11. 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連繫

 12. 吳語中的歷史層次

 13. 閩語小稱詞比較

 14. 海南閩語的「囝」

 15. 海南閩語聲調系統中的官話模式

 16. 知章莊組聲母在閩語及周邊方言裡的今讀類型考察

 17. 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

 18. 閩方言研究的當前課題

 

二、指定用書：

 1. Language and region/Beal, Joan C.     London : Routledge.  2006   ISBN:0415366003

 2.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ang-Xiao dialects./Coblin, W. South.     Taipei,

Taiwan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5  

      ISBN:9860031495

 3. English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Nagle, S. J. Sanders, S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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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K.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0511062036

 4. Dialects./Trudgill, Peter.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ISBN:9786610291731

 

三、參考書籍：

 1. 丁邦新,張雙慶 (編). 2002.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香港新界沙田 : 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

 2. 張維佳 (譯). 2011. 語音學教程(A Course in Phonetics第五版中譯本, by Ladefoged

Peter) . 北京大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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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閩南文化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udction to Taiwan Southern Min Cul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必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聚焦於臺灣閩南文化的風貌，從臺灣文化概論出發，對比閩南文化特徵，了解台灣其他文

化特色。分別從建築、飲食、服飾、民俗信仰、禮俗、音樂和戲劇等面向細細品味臺灣閩南文化

與台灣客家和福建閩南文化的交融與區別。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簡介、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2. 臺閩文化接觸之始

 3. 臺閩關係與文化交流

 4. 臺閩族群與方言建築

 5. 宗族

 6. 文學(一)

 7. 文學(二)

 8. 飲食文化

 9. 期中考

 10. 宗教信仰(一) 傳統信仰

 11. 宗教信仰(二) 台灣民間信仰發展，媽祖信仰

 12. 生命禮俗(一)

 13. 歲時祭儀(二)

 14. 戲曲(一)

 15. 戲曲(二)

 16. 建築

 17. 工藝

 18. 期末考

 

二、參考書籍：

 1. 何綿山，《閩文化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 施懿琳等，2013，臺閩文化概論。五南出版社。

 3. 洪惟仁，1986, 09. 《台灣禮俗語典》，台北：自立晚報。

 4. 洪惟仁，1993, 03. 《台灣哲諺典》《台語文摘》專刊第5期。

 5. 陳耕等，《閩南民系與文化》，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年。

 6.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5，《臺灣史》，臺北：五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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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陳嘉琳，2011，台灣文化概論(2版)，新文京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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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文學創作 

課程英文名稱：Creative Writing in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閩南語文學作品包羅萬象，本課程「文學創作」聚焦於現代人較熟悉的臺語詩、臺語散文、臺語

小說，引導學生認識不同文體的創作，介紹不同文體的寫作技巧，透過各類名家作品的賞析，認

識閩南語文學創作的多樣性，引導學生進入文學創作領域，增進對閩南語文學創作的興趣。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由教師講解各類文體寫作技巧，解析經典臺語作品，並分享寫作經驗。分成三大單元

：臺語詩、臺語散文、臺語小說，兼採授課以及討論兩種方式。

教學進度：

1.課程大綱介紹，腹內有膏：思考力與創造力

2.作者已死：讀者詮釋觀

3.文類、文體與風格

4.臺語詩:意象、虛實

5.臺語詩:象徵、比喻

6.臺語詩:形式(韻律、韻腳)

7.臺語詩習作討論

8.臺語散文:生活佮思維模式

9.臺語散文:走揣生活情趣

10.臺語散文:觀察、聆聽佮書寫

11.散文與詩的文體互換改寫

12.臺語散文習作討論

13.臺語小說背景設定

14.臺語小說:如何說故事

15.散文與小說的文體互換改寫

16.詩與小說的文體互換改寫

17.臺語小說習作討論

18.臺語小說習作討論

指定用書：自編講義

參考書籍：

周芬伶，2014，《創作課》，九歌。

周芬玲，2013，《散文課》，九歌。

廖玉蕙，2010，〈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天下雜誌》。

廖玉蕙，2014，《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印刻。

117 2020/12/04 05:08



白靈，2006，《一首詩的誕生》，九歌。

詹姆斯‧傅端，2013《超棒小說這樣寫》，雲夢千里文化。

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作品集》。

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文稿》。

《臺江臺語文學》季刊

《臺文通訊Bóng報》

《臺文戰線》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佔40%（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回應）

期中報告（詩）佔20%

期中報告（散文）佔20%

期末考佔（小說）2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藝術與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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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文學賞析 

課程英文名稱：Literary Analysis of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閩南語文學作品包羅萬象，本課程屬各類作品廣泛性的概略介紹，由淺入深規劃成兩部分，前半

段包括唸謠、繞口令、猜謎、臺語詩、臺語歌曲、俗諺、散文、小說，後半段為漢文詩詞、褒歌

、歌仔冊（簿）、白話字文獻、南管戲文。透過各類作品的研讀、講解，使學生具備賞析各類閩

南語文學作品的能力。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由教師介紹各類閩南語文學作品，期中報告為學生上台朗讀一篇朗讀文稿，期末報告

以閩南語文書寫一篇文學作品，並進行口頭報告10分鐘。

教學進度：

1.課程大綱介紹、臺語唸謠

2.臺語盤喙錦、謎猜

3.臺語詩

4.臺語經典歌曲(一)

5.臺語經典歌曲(二)

6.臺語俗諺

7.臺語散文

8.臺語小說

9.期中報告

10.漢文詩詞(一)

11.漢文詩詞(二)

12.相褒歌

13.歌仔冊(一)

14.歌仔冊(二)

15.白話字文獻(一)

16.白話字文獻(二)

17.南管戲文

18.期末報告

指定用書：自編講義

參考書籍：

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作品集》。

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文稿》。

林祥雲，1928，《成語集》，新樓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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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藤村，2012，《臺灣話俗諺語典》，五南。

莊永明，1994，《臺灣歌謠追想曲》，前衛。

簡上仁，1988，《臺灣音樂之旅》，自立晚報。

簡上仁，1983，《臺灣民謠》，省府新聞處。

魏吉助，2006，《唱說臺灣歌謠》，臺灣發展研究院。

莊永明，2009，《1930年代絕版臺語流行歌》，北市文化局。

許漢卿，n.d.，《詩詞飄香集》，勵志吟社。

黃勁連，1995，《臺譯唐詩三百詩》，臺笠。

杜建坊，2008，《歌仔冊起鼓：語言、文學與文化》，閱讀臺灣。

施炳華，2008，《臺灣歌仔冊欣賞》，施炳華。

施炳華，2010，《歌仔冊欣賞與研究》，博揚文化。

施炳華，2013，《荔鏡記滙釋》，施炳華。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佔40%（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回應）

期中報告佔30%

期末考佔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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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Documentary and Taiwan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與紀錄片， 台灣文學與紀錄片， 以不同媒介 對島嶼的現實 處境投以熱烈關切 ，因而

迸發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時代的特定議題。文 字、影像 、影像 媒介的

屬性， 媒介的屬性， 產生不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產生不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產生不

同的表現手法、詮釋機制 與批判力道 ，深化 當前 社會命 題的討論與反思 。本課程 。本課程

試圖從「全球 試圖從「全球 —在地」之 在地」之 構連，從中關照 構連，從中關照 構連，從

中關照 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土、 族群性別鄉

土、 族群性別家國 記憶 等命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

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題，思考這些展現如何 與現 當代主流社會進行 互動 、協商。本

協商。本 協商。本 專題 將結合紀錄片觀覽與作品閱讀 將結合紀錄片觀覽與作品閱讀 ，輔以社

會 ，輔以社會 學論文 之分析 視角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

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

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台灣」的想 ，希冀修課同學能透過這兩種媒介擴大自身對「

台灣」的想 像與關切，並 以此激發 「全球 —在地」思考的 不同可能 。

課程大綱：

課程週次計畫：

 1. 「全球 —在地」視角下的 紀錄片與 台灣文學

 2. 紀錄片的美學與文化意涵

     主要教材

     胡台麗「蘭嶼觀點」

     李道明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倫理》 台北 ：三民書局， 2013 。

 3. 紀錄片的文學社會

     主要教材

     許慧如 「雜菜記」

     王慰慈 等主編《台灣當代影像 ：從紀實到驗 1930 -2003 》台北 ：同喜文化， 2007 。

     林木材《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 》台北 ：遠流， 2012 。

 4. 都市原住民的離與返

     主要教材

     馬耀‧比吼 「天堂小孩」

     湯湘竹「海有多深」

 5. 城市果真殘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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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教材

      瓦歷斯‧諾幹《城市殘酷》台北 ：南方家園， 2013 。

      關曉榮《 八尺門：再現 2% 的希望與奮鬥 》台北 ：南方家園， 2013 。

 6. 外省記憶的建構

     主要教材

     蕭菊貞「銀簪子」

     胡台麗「石頭夢」

 7. 個人記憶與家國敘事

     主要教材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 2009 。

     龍應台《大江海一九四》北：天下雜誌， 2009 。

 8. 酷兒的性別越界

     主要教材

     周美玲「私角落」

     TIWA 「T婆工廠」 、「彩虹芭樂婆工廠」 、「彩虹芭樂婆工廠」、「彩虹芭樂第九周 離

散寓言‧記憶之書

 9. 離散寓言‧記憶之書

      主要教材

      陳俊志《台北 爸，紐約媽》：時報文化， 2011 。

      紀大偉《膜》 台北 ：聯經， 2011 。

 10. 外籍配偶 的離散與定根

        主要教材

        蔡崇隆 「黑仔討老婆」

        楊力州「拔一條河」

        賀照緹 「303 」

 11. 新移民 的各種 「練習」

        主要教材

        張耀仁《親愛練習》台北：九歌， 2010 。

       《死亡練習》台北：九歌， 2014 。

 12. 演講

        邀請紀錄片導演與作家對談

 13. 鄉土與後主要教材

        顏蘭權「無米樂」

        李香秀「南 方

 14. 「鄉土」的變遷

        主要教材

        黃春明《鑼》台北 ：皇冠， 1985 。

        甘耀明 《水鬼學校與失去媽的獺 》台北 ：寶瓶， 2005 。

 15. 全球化與生態

        主要教材

        黃信堯「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

        洪淳修「河口人」 、「刪海經」 、「刪海經」

 16. 生態與 自然書寫

        主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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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台北 ：二魚文化， 2007 。

        廖鴻基《後山鯨書》台北 ：聯合文學， 2008 。

 17. 期末報告討論 1

        請同學提供期末報告撰寫的紀錄片單、作品，為此周討論主要教材。

 18. 期末報告討論 2

        期末報 告主題、大綱試寫篇章討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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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兒童文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ldren's Literature in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閩南語兒童文學的概略了解與認識，以作品閱讀方式進行，包括童謠、謎

語、繞口令、兒歌、童詩、童話故事、繪本等，皆為上課主要內容，以期裨益學生將來教學之相

關應用。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教師講解、課堂討論、分組報告、搭配多媒體資源

教學進度：

1.課程大綱介紹，兒童文學概論

2.唸謠

3.盤喙錦

4.謎猜

5.囡仔歌(一)

6.囡仔歌(二)

7.囡仔詩

8.期中報告(一)

9.期中報告(二)

10.囡仔繪本(一)

11.囡仔繪本(二)

12.囡仔古(一)

13.囡仔古(二)

囡仔bàng-gà(一)

囡仔bàng-gà(二)

囡仔電影

期末報告(一)

期末報告(二)

指定用書：自編講義

參考書籍：

林文寶等，2015，《兒童文學》，五南。

吳鼎，1991，《兒童文學研究》，遠流。

林二、簡上仁，1980，《臺灣民俗歌謠》，眾文。

馮輝岳，1996，《臺灣童謠大家唸》，武陵。

康原，1994，《臺灣囝仔歌的故事》(一)、(二)，自立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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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赫，1991，《臺灣囝仔歌》，稻田。

《臺灣囡仔古》，1993，《臺語文摘》。

康原，2018，《鬥陣來唱囡仔歌—臺灣俗諺篇》，晨星。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佔40%（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回應）

期中報告佔30%

期末考佔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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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Drama and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主要講述1895-1945年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戲劇狀況。在殖民統治之下，台灣戲劇進入由

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型期。課程涵蓋的現象與議題包括：新表演場所與新劇種誕生、新觀眾與

新觀劇行為、西方戲劇概念的移入、啟蒙工具、戲劇傳播、劇場集體性、認同政治等。學習重點

在於針對所選取的每個「研究個案」的作者的研究位置、探討主題、問題構成、研究方法與取徑

進行解析，同時引導同學熟習日治時期戲劇史料，藉以對台灣現代劇場成立的關鍵階段能有較通

盤性的理解。同學們日後若想針對台灣現代戲劇做進一步考察，可以將自己的研究奠基在本課程

的介紹之上。

課程大綱：

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協商；導論（一）何謂「現代戲劇」

 2. 導論（二）：「現代戲劇」前史

     ● 陳其南 1990 〈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家族與社會》，頁 57-96。臺

北: 聯經。

     ● 張啟豐〈 乾隆時期(1736-1795)臺灣戲曲活動管窺 〉，《民俗曲藝》146。

     ● 林曉英〈史實、傳說與戲曲：《大肚番戰劉頂》〉，《台灣音樂研究》19

（2014.10），頁37-65。

     ● 劉閩生《福建古劇場》第七章「商業性演劇場所」，中國戲劇出版社。

     ● 小說：楊守愚〈戲班長〉

 3. 導論（三）：「殖民主義」與戲劇

     ● 張隆志。2006，〈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

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

          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59-383。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六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日治時期劇場史料 介紹

     ● 線上資料庫：「台灣老戲院文史地理資訊網」

 4. 表演場所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三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展開〉，《戲劇研究》10期 (2012 /07/

01)，P35 - 67。

     ● 賴品蓉〈 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 〉第二、三章，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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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第二章，國立台灣大學音樂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5. 觀眾

     ●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二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資料：《黃旺成先生日記》

 6. 表演（者）

     ● 蔡欣欣《台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pp197-268，里仁書局，2005。

     ●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2000。

     ● 石婉舜〈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殖民地的戲院、歌仔戲與觀眾〉，《「帝國」在臺灣

：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七章，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5。

     ● 吳孟芳〈台灣歌仔戲坤生文化之研究〉，臺灣大學戲劇所碩士論文， 2001 。

 7. 新劇運動I：發軔

     ● 楊渡《臺灣新劇運動 日劇時期》，時報文化，1994。

     ● 李宛儒〈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新劇運動〉，收於袁國

興編《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 《台灣民報》上戲劇論爭

 8. 新劇運動II：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

     ● 丁羅男〈“西潮東渡”和中國話劇運動〉、〈中國話劇文體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

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整體觀》P31~P50，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2006.10) 。

     ● 1920-30年代劇本選讀

 9. 新劇運動III：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戲劇創作與議題

     ●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2006.10) 。

 10. 專題演講：陳龍廷教授／台灣劇場研究的方法論——以布袋戲為例

 11. 戲劇與新媒介 ＊期末報告諮商

        ● 呂紹理〈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近代中國》

151，2002年10月，頁115-134

        ● 李元皓〈京劇視聽媒介的演進─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以京劇為例之一)〉，《

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P171-194，清華大學， 2011。

        ●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4。

        ● 有聲資料：《包羅萬象歌仔調》、《聽見歷史的聲音》

 12. 戰爭、劇場集體性與認同政治

        ● 汪宏倫等，《戰爭與社會：理論、歷史、主體經驗》第三章，台北：聯經，2014。

        ●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

社，2010。

        ● 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 (1936.9~1940.11)〉

，收於《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新自然主義，2009。

        ● ———〈展演民俗、重塑主體與新劇本土化—1943年《閹雞》舞台演出分析〉，《臺

灣文學研究學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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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劇本：龍瑛宗〈美麗的田園〉、張文環〈閹雞〉、林摶秋〈閹雞〉〈高砂館〉

 13. 學期總結

 14. 期末提案口頭報告。

 15. 期末提案口頭報告。

 16. 期末提案口頭報告。

 17. 期末提案口頭報告。

 18. 繳交期末報告「台灣戲劇研究計畫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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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戲劇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ese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有兩個單元，一是探討戲劇史重要議題的「新劇運動」，一是屬於方法論的「劇場編史學」

的理論與實務操作。首先，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舞台劇」、「話劇」、「新劇」都是屬於「現代

戲劇」的範疇，它跟漢人社會原有的劇場藝術形式（傳統戲曲）不同，是一種主要借重對話來再

現人際互動關係的西方戲劇傳統。在臺灣，它源起於日治時期，殖民者、殖民地知識份子、戲院

經營者、還有學校體系都曾嘗試引入，在當時有著「正劇」、「文化劇」、「新劇」等等不同的

名稱。課程第一單元即以殖民地知識份子倡導的新劇運動為主軸，根據1980年代以來陸續出土的

文獻史料以及晚近相關研究成果，引領同學一起檢視新劇運動的發端、經過與影響。我們關注殖

民地戲劇的發展跟東亞其他主權國家戲劇現代化的歷程有何不同；也關注劇運份子跟殖民統治者

、戲院經營者以及觀眾之間的相對位置；而對於日治時期戲劇論述與戲劇文本，我們更要加以檢

視、詮釋。其次，戲劇是稍縱即逝的，是不可重複的。對於具有現場性特質的戲劇，遑論近百年

前的新劇運動時代，就算是上個月才發生的戲劇也一樣，研究者如果未曾參與觀賞該次演出，是

否就無法進行研究了呢？當然不是。課程第二單元介紹「劇場編史學」此一戲劇研究的基礎方法

，並結合1990年代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的實際演出案例，引領同學通過劇場資料的搜集調查

、相關人士的訪問、演出劇本的分析等，一起「重構」戲劇。希望到了學期末，同學能發揮一學

期下來藉由每週閱讀進度、作業、課堂討論與田野實務所累積培養的研究能力，就自己感興趣的

戲劇作品或議題進行獨立研究，完成一篇小論文。我們一邊討論過去，一邊也反芻當代。本課程

在上述研討活動之外，也鼓勵同學多參與當代戲劇活動，交流彼此看戲的心得。學期間每位同學

必須從老師推薦的戲劇節目中選擇兩齣觀賞，並將劇評作業帶到課堂上交流。

課程大綱：

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協商、導論

 2. 校外教學：「牯嶺街小劇場十年回顧展」（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台灣製造・製造台灣

」特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林鶴宜，2015，《台灣戲劇史(增修版)》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1895-1945）：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

     石婉舜，2010，〈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

1945）〉（博士論文）

 3. 導論：台灣現代戲劇史的書寫與重寫

     王育德，1941，〈臺灣戲劇的今昔〉

     王白淵，1947，《台灣年鑑》〈文化〉篇

     呂訴上，1961，〈台灣新劇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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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渡，1994，《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1923-1936）》

 4. 新劇運動I：新劇運動的發生

     邱坤良，2010，〈理念、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

     石婉舜，2014，〈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

     劇本：〈復活的玫瑰〉

 5. 新劇運動II：早期新戲劇觀念的移入

     李宛儒，2011，〈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

     報刊研討I：《台灣民報》  主題報告I

 6. 新劇運動III：新劇運動的主張與實踐

     報刊研討II：張深切／黑色的太陽；張維賢／我的演劇回憶；《日治文藝期刊評論集》第1-

4冊

     主題報告II

 7. 專家演講：「中國現代劇場」的源起與話劇史撰述的若干問題（主講人鍾欣志老師）

     鍾欣志，2011，〈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

     鍾欣志、蔡祝青，2008，〈百年回顧:春柳社《茶花女》新考〉【﹝附錄二：記東京留學界

演劇助賑事】

     資料：洪深，1929，〈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馬彥祥，1932，《戲劇講座》〈附錄：現

代中國戲劇〉；〈The Two Thieves〉

 8. 期中報告。

 9. 期中報告。

 10. 新劇運動IV：新劇運動的斷裂與承續

     TBA

     焦桐，1990，《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徐亞湘，2015，〈省署時期臺灣戲劇史探微〉

 11. 劇場編史學I：理論與實務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2010，《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導論、第六、七章

        案例與資料：厚生演劇研究會

 12. 劇場編史學II：個案研討--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鍾明德，1999，《臺灣小劇場運動史 : 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第1、2、5章

        邱貴芬，2003，〈塗抹當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圖像〉

        同學分工完成劇本數位化

 13. 劇場編史學III：個案研討 -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劇本與演出文本討論

        調查進度報告與檢討

 14. 劇場編史學IV：個案研討 -河左岸劇團《海洋告別》

        TBA

 15. 期末報告。

 16. 期末報告。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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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戲劇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Film,Television and Theat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定位為影視戲劇文學研究的基礎課程，旨在培養同學獨立研究劇目的能力。學期共規劃三

單元授課：「單元一、基礎概念」主要建立分析劇本的基礎概念——包括戲劇的文類特徵、戲劇

行動、戲劇的結構、語言、人物以及戲劇的時間、空間等，兼及對《詩學》／反《詩學》理論系

譜的認識。「單元二、研究方法 」以本土戲劇經典《閹雞》與《荷珠新配》為案例，建立劇本與

演出文本的概念，認識劇場編史學的研究方法。「單元三、影視劇本分析」則納入影像語言，將

分析對象擴大到劇情電影與電視劇作品。 同學將在學期中進劇場觀賞兩齣戲劇，並於看戲回家後

24小時內上傳一篇1200字的劇評。第10週同學將提出期末報告的題目方向，學期末時將就所選影

視戲劇作品於課堂發表30分鐘報告，並繳交6000字書面報告。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協商、學期導論

 2. 基礎概念(戲劇的文類特徵、戲劇行動)

     理論讀本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導論與第四章、《詩學》節選、《論戲劇情節》節選、

《布萊希特論戲劇》節選、《日常生活中的悲劇性》節選

 3. 基礎概念(戲劇的語言、人物)

     劇本1：*索福克勒斯《伊底帕斯王》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莫里哀《妻子學校

》 、曹禺《雷雨》

 4. 基礎概念(戲劇結構、時間與空間)

     劇本2：易卜生《玩偶家族》、*布萊希特《勇氣母親》、契訶夫《凡尼亞舅舅》、 懷爾德

《小鎮》

 5. 文本與演出

     理論讀本：*《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七章

 6. 文本與演出

      劇本： *金士傑 《荷珠新配》、 邱琪兒 《七個猶太小孩 》

 7. 劇場編史學1

    理論讀本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第六章

 8. 劇場編史學2

     理論讀本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第六章

 9. 觀劇與討論：王嘉明《理查三世》

 10. 觀劇與討論：吳念真《人間條件》系列

 11. 劇本： *林摶秋 《閹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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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影視劇本分析實務(鏡頭語言、劇本結構、開場、衝突、懸疑與驚喜、影視編劇產業分析 )

        劇本：《末班車 》

 13. 影視劇本分析實務(1. 鏡頭語言、劇本結構、開場、衝突、懸疑與驚喜、影視編劇產業分析

)

       劇本：《晚風細雨》

 14. 影視劇本分析實務(1. 鏡頭語言、劇本結構、開場、衝突、懸疑與驚喜、影視編劇產業分析

)

       劇本：《指印 》

 15. 觀劇+裝台見學

 16. 期末口頭報告

 17. 期末口頭報告

 18. 期末口頭報告

 

二、指定用書：

 1. 教師自編講義

 2. 指定劇本詳見下方教學進度  *採用版本於課堂指定

 

三、參考用書：

 1.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著)、耿一偉(譯)。2010。《 劍橋劇場研究入門》。 臺北：書林。

 2. 呂效平編著。2006。《 戲劇學研究導引》。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3. David Ball. 1983.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 Technical Manual For Reading Play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4. 彼得‧斯叢狄(著)、王建(譯)。2006。《 現代戲劇理論(1880-1950)》。 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

 5. 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注)。2001。《詩學》。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 

 6. 孫惠柱。2006。《 戲劇的結構與解構》。臺北：書林。

 7. 漢斯‧蒂斯‧雷曼(著)、李亦男(譯)。2010。《 後戲劇劇場》。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8. 妹尾河童(著)、姜寀蕾(譯)。2008。《窺看舞台》。臺北：遠流。

 9. 斯泰恩(著)、劉國彬等(譯)。2002。《 現代戲劇理論與實踐》。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0. 胡耀恆。1974。 《世界戲劇藝術欣賞》。臺北：志文。

 11. 鍾明德。1995。《 現代戲劇講座：從寫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臺北： 書林。

 12. 譚霈生。2009。《 論戲劇性》。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3. 譚霈生。2009。《 戲劇本體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4. 王安憶(著)。2007。《小說家的 13 堂課》台北：印刻出版社。

 15. LOUIS GIANNETTI(著)、焦雄屏(譯)。2010。《 認識電影》。 台北： 遠流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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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戲劇與解嚴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ater and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社會在1980 年代解嚴前後到1990 年代初期，威權體制與民主政治的最後衝撞拉扯階段中

，「本土化」在政治、文學、藝術、學術乃至民眾日常生活領域，遍地開花結果。此時以台北為

中心湧現一批特色鮮明、被稱作「小劇場」的實驗劇場團體，彼此之間共享著政治上「反威權體

制」、要求「演我們的故事」，美學上「實驗創新」、「肢體語言突出」等特色，不僅啟發同時

代視覺藝術的創作，也持續對當代的藝文創作產生影響。一般認為，此時期的戲劇創作或許粗糙

，卻能生猛回應當下社會與歷史情境。然而，卻也因為這些作品的劇場性往往高於文學性，加上

戲劇演出一縱即逝的特質，使得相關討論明顯集中在少數劇團與劇本而受到局限。本課程以解嚴

前後的「小劇場」現象為對象範圍，檢視既有研究議題與成果，重視同學對歷史文獻之掌握、分

析與詮釋，以及深度訪談的能力的培養，同時搭配當代戲劇活動的實際參與，俾使同學能深入多

元脈絡重構戲劇事件，就重要現象進行反思與提問。學期間亦透過與圖書館特藏組合作實習，加

強同學善用戲劇資料、判別不同資料的特色與侷限性的能力，同學因此將有機會從檢視研究主題

與資料運用之間的關係中，發展個人研究關懷，於期末提出具原創性的研習成果。期末成果可採

學術論文或非虛構寫作的形式進行發表，未來並有可能刊載在清大圖書館官網的主題網頁上。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介紹與協商 閱讀：龔卓軍〈雙重流放：追尋一位時間測量員〉

 2. 導論1：劇本、演出製作與事件重構 閱讀：演出重建論文選讀

 3. 導論2：解嚴、轉型正義與文藝狀況 閱讀：解嚴劇場論文選讀

 4. 解嚴劇場：世界 閱讀：《民主台灣》

 5. 解嚴劇場：觀眾 文獻導讀(1) 閱讀：《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

 6. 解嚴劇場：創作者 文獻導讀(2) 閱讀：《台灣小劇場運動史》

 7. 解嚴劇場：創作者 文獻導讀(3) 閱讀：《主體的叩問：現代性・歷史・台灣當代舞蹈》

 8. 解嚴劇場：文化遺產 文獻導讀(4) 閱讀：《當代台灣社區劇場》

 9. 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1)

 10. 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2)

 11. 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3)

 12. 戲劇資料的類型與特色(4)

 13. 期末自主選題：提案與討論

 14. 口述歷史與訪問實務1：訪問企劃與行前籌備 閱讀：《口述歷史》選讀

 15. 口述歷史與訪問實務2：個人訪問（鄭志忠，地點＠清大或台北鄭宅）

 16. 口述資料與訪後檢討 期末發表籌備會議或個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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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口述資料與訪後檢討 期末發表籌備會議或個別討論

 18. 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指定用書：

 1. 莊雅仲《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

，2014。

 2. 陳雅萍《主體的叩問：現代性・歷史・台灣當代舞蹈》，台北：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2012。

 

 3. Ken Howarth《述歷史》，台北：播種者，2003。

 4. 林偉瑜《當代台灣社區劇場》，台北：揚智文化，2000。

 5. 鍾明德《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台北：書林，1999。

 6. 《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台北：文建會，1996。

 7. 教師自編講義。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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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Drama and Theatre Cultur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說明】台灣的戲劇在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之下,進入由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型期。

本學期研討這段時期的戲劇與劇場文化變遷,課程涵蓋的現象與議題包括:新表演場所與新劇種誕

生、新觀眾與新觀劇行為、戲劇現代化/新劇運動、新文類、啟蒙工具、戲劇傳播、近代國家與戲

劇政策、認同政治等。學習重點在於針對課程指定閱讀論文的研究位置、問題構成、研究方法或

取徑進行解析與探討,同時教師也將引導同學熟習日治時期戲劇史料,藉以對台灣現代劇場成立的

關鍵階段能有較整體的掌握與理解。同學們日後若想針對台灣現代戲劇做進一步考察,可以將自己

的研究奠基在本課程的研習成果之上。

課程大綱：

【授課方式】選課同學須預覽每週的指定讀物，輪流負責領讀報告，並準備每篇讀物1-2頁摘要給

老師和同學，然後由授課老師帶領討論。

 

 

【授課進度】

＊自行閱讀＊

林鶴宜《台灣戲劇史（增修版）》，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

 

第一週 02/14 課程協商；導論（一）

 

第二週 02/21 導論（二）：「現代劇場」前史   【領讀：每人一篇】

●陳其南 1990 〈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家族與社會》，頁 57-96。臺北: 聯

經。

●張啟豐〈乾隆時期(1736-1795)臺灣戲曲活動管窺〉，《民俗曲藝》146。

●林曉英〈史實、傳說與戲曲：《大肚番戰劉頂》〉，《台灣音樂研究》19 （2014.10），頁37-

65。

●小說：楊守愚〈戲班長〉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

 

第三週 02/28 二二八連假 

 

第四週 3/07 導論（三）：「殖民主義」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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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隆志。2006，〈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

、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頁359-383。

●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展開〉，《戲劇研究》10期 (2012 /07/ 01)，P35 -

67。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六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石婉舜〈川上音二郎的《奧瑟羅》與臺灣—「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台再現〉，《戲劇

研究》8期 (2008)，P7 - 30。

●日治時期劇場史料介紹＋民國時期劇場史料介紹

 

第五週 3/14 表演場所     ＊3/16竹蓮寺參訪

●劉閩生《福建古劇場》第七章「商業性演劇場所」，中國戲劇出版社。

●賴品蓉〈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第二、三章，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6。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第二章，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6。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三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田調行前說明

 

第六週 3/21 觀眾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

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邱坤良〈林獻堂看戲─《灌園先生日記》的劇場史觀察〉《戲劇學刊》12，頁7-36。

●＊Christopher Balme《劍橋劇場研究入門》第二章，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

●資料：《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

 

第七週  3/28 表演（者） 

●林鶴宜《東方即興劇場 歌仔戲「做活戲」：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上編）》第二章，台北：台

大出版中心，2016。

●石婉舜〈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殖民地的戲院、歌仔戲與觀眾〉，《「帝國」在臺灣：殖民地

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七章，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吳孟芳〈台灣歌仔戲坤生文化之研究〉，臺灣大學戲劇所碩士論文， 2001 。

●＊蔡欣欣《台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pp197-268，里仁書局，2005。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2000。

 

第八週 4/04 清明節放假

 

第九週 4/11 台文所第七屆師生訪問團赴上海，停課乙次

 

第十週 4/18 新劇運動I：脈絡 

●福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年

●三澤真美惠《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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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揚坤〈1925，往「文明歌劇」道途上的出發〉《彰化文獻》7(2006.08)，頁81-104

●資料：「崇文社」兩次戲劇徵文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Ia：《台灣民報》的劇作與劇論

 

第十一週 4/25 新劇運動II 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1)   ＊期末報告諮商

●丁羅男〈“西潮東渡”和中國話劇運動〉、〈中國話劇文體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二十世

紀中國戲劇整體觀》P31~P50，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IIb：《台灣民報》的劇作與劇論

 

第十二週 5/2 專題演講：陳龍廷教授／台灣劇場研究的方法論——以布袋戲為例

 

第十三週 5/9  新劇運動III：事實與詮釋

●楊渡《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時報文化，1994。

●石婉舜博論第六章〈新劇運動的出發、理念與「社會劇」〉

●李宛儒博論（不諳日文者可略）

●李宛儒〈台灣新式戲劇的早期發展——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新劇運動〉，收於袁國興編《

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呂訴上〈台灣新劇發展史〉，《台灣電影戲劇史》

＊中島利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新劇略史〉，《台灣戲曲‧腳本集 五》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Va：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劇作 

 

第十四週 5/16  新劇運動IV：西方話劇(Drama)到台灣的路徑與接受(2)  

＊期末報告諮商(2-1) 

●吳佩珍〈1920~1930年代日本戲劇與東亞左翼文藝思潮—秋田雨雀、田漢與吳坤煌—〉，「翻譯

東亞」研討會，2016

●資料：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2006.10) 。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 IVb：1930年代文藝期刊上的劇論 

 

第十五週 5/23 戰爭與戲劇   ＊期末報告諮商(2-2)  

●＊汪宏倫等，《戰爭與社會：理論、歷史、主體經驗》第三章，台北：聯經，2014。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

●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 (1936.9~1940.11)〉，收於《帝國

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新自然主義，2009。

●———〈展演民俗、重塑主體與新劇本土化—1943年《閹雞》舞台演出分析〉，《臺灣文學研

究學報》22。

●簡秀珍〈太平洋戰爭後臺灣的新劇活動—以地方青年業餘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為討論 中

心〉

●劇本：龍瑛宗〈美麗的田園〉、林摶秋〈閹雞〉〈高砂館〉

         

第十六週 5/30 端午節放假

 

第十七週 06/06 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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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06/13 TBA

＊期末報告繳交期限：06/24。

 

 

【課堂要求】

●主題評論：同學自第二週起須就每週授課主題事先撰寫閱讀評論，至少1000字；並於上課當天

上午九點以前張貼於iLMS討論區。

●資料實習與成果報告：學期間同學須按照課堂指示調查戲劇資料，製作整理表格，並於課堂分

享成果與心得。

●觀劇心得：同學須在學期間參與至少兩回劇場活動（寺廟演出一回、劇場演出一回），並撰寫

觀察報告/評論，每篇至少1500字。

●期末報告，有以下兩個方案供碩士生自選：

○方案Ａ：撰寫一篇課程主題相關的小論文，字數（不含註腳、書目）8000~12000。

○方案Ｂ：平時參與五回劇場活動（含學期間兩回），並繳交觀察報告/評論。

○博士生必須選擇方案Ａ，且字數15000。

 

 

【評量標準】

●平時參與及課堂表現 50％

●期末口頭報告與期末報告 5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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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劇本創作二 

課程英文名稱：Scriptwriting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劇本寫作一之延伸,同學由劇本寫作一,改編龍瑛宗小說之短片作品中,選取合適之角色

,情節等,重新拆解 並組構,全班共同創作一個新的劇本. 課程內容將透過田野調查及case

study的方式強化角色性格,戲劇空間的建立,及深入探討對白與影像的關係.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劇本，影像，對，，戲劇空間，野調查

課程說明

本課程為劇本寫作之延伸,同學由劇本寫作，改編龍瑛宗說之短片作品中，選取合適之，情節等

，重新拆解並組構，全班共同創作個新的劇本.課程內容將透過野調查及case study的式強化性格

,戲劇空間的建立,及深入探討對與影像的關係.

參考書籍

Robert McKee著 黃政淵, 戴洛棻, 蕭少嵫 譯《故事的解剖》2014 台北 漫遊者文化

Ken Dancyger, Jeff Rush著 易智等譯 《電影編劇新論》2014 台北 遠流

教學式

課堂講授輔以影教材。

回家作業與課堂討論。

教學進度

1. 課程介紹,與情節拆解1

2. 與情節拆解2,歷史背景研究

3. 提案

4. Logline 1,故事綱500

5. 研究,服裝造型研究

6. 物傳,記

7. Logline 2,故事綱2000

8. 春假

9. 空間研究

10. 美術,場景設計

11. 分場1

12. 分場2

13. 聲設計

14. 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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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設計

16. 對劇本

17. 對劇本

18. 讀劇會

成績考核

1. 本課程實施點名，無論任何原因，點名三次未到，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2. 所有作業（含期末作品）請遵守繳交期限，逾期者該次作業不給成績。

3. 評分標準：

A. 出席率及討論參與：30%

B. 平時作業：30%

C. 期末作品：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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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影視劇本創作一 

課程英文名稱：Script Writing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每學年將選定位近當代台灣作家，其文學作品出發，從不同的觀點切入，或從中擷取部分

或段 落 情節，輔以影像敘事技能與鏡頭語，發展出獨特且完整的影像故事，每位同學將各完成

改編短片劇 本。

 

課程概述：

108學年度之主題作家為龍瑛宗。 本課程將有文學專業師資共同合作授課，108學年度之文學專業

教師為王惠珍老師。 於本課程之創作內容，部分將延續進階課程，進階課程為共同創作電影或影

集劇本。

課程大綱：

劇情短片Narrative Short, 影像化 Visualization, 劇本寫作 scriptwriting, 台灣文學

Taiwan Literature課程說明：

同學依老師 推薦之文學作品，改編為短片劇本。前半學期課程為分析文本及教授影像基礎語，後

半 學期則著重於同學的文本創作討論。108學年度之作家為龍瑛宗，學將以下10篇作品中，任選

其或綜合數篇中之或情節改編。

植有瓜 樹的鎮，可悲的，妞，，燃燒的女，黃家，貘，夜流，村姑娘逝矣（村姑逝矣），夕影

（夕照）

參考書籍

LOUIS GI ANNETTI/著 焦雄屏/譯《認識電影（最新修訂第版）》2010 台北 遠流

David Lodge /著 李維拉/譯 《說的五堂課》2006 台北 文化

Syd Field/著 曾霸/譯 《實電影編劇技巧》 2008 台北 遠流

David Mamet/著 曾偉禎/譯 《導演功課》 2008 台北 遠流

教學式

課堂講授輔 以影教材。

回家作業與課堂討論。

教學進度

1 9/9

課程介紹，業界概況

2 9/16

王惠珍老師演講：專題作家文本導讀與分析

3 9/23

專題：鏡頭語

4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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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5 10/7

提案

專題：物，野調查

6 10/14

Logline，故事綱1

專題：衝突與衝突的累積，4S

7 10/21

Logline，故事綱2

專題：故事的巨與微

8 10/28

文本討論1-故事綱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9 11/4

Logline,故事綱定稿，物傳1

專題：劇本格式

野調查報告1

10 11/11

分場討論1，物傳2

野調查報告2

11 11/18

分場討論2

專題：戲劇空間

12 11/25

分場定稿

專題：開場，影像敘事

13 12/2

文本討論3-分場/對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14 12/9

對討論1,

專題：巨/渺，事件細節

15 12/16

對討論2

專題：聲設計

16 12/23

對討論3

17 12/30

劇本完成，期末呈現準備

18 1/6

期末呈現 王惠珍老師共同授課

1. 本課程實施點名，無論任何原因，點名三次未到，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2. 所有作業（含期末作品）請遵守繳交期限，逾期者該次作業不給成績。

3. 本課程綱將依同學實際創作進度調整。

4. 評分標準：

A. 出席率及討論參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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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時作業：30%

C. 期末作品：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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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Taiwan Literary Languag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這是一門討論語言的歷史比較法之優劣、語言演變規律的時代先後、語言系統的內外變因與時代

面貌、語言譜系樹與原始語的可靠性、以及相關的觀點、方法和理論的課程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引言

 2. 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歷時vs.共時

 3. 方言與歷史語言學的關係

 4. 方言比較與歷史語法

 5. 語法類型學與漢語史

 6. 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

 7. 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

 8. 借用與語言接觸

 9. 期中口頭報告

 10.詞彙擴散

 11.雙音化與詞彙化

 12.語法化

 13.語法化與語義演變

 14.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

 15.重新分析與句法演變

 16.語言演變的詮釋

 17.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18報告繳交

 

二、參考書籍：

 1. L. Campbell 2008 Historical Linguistics.2nd Edi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 徐通鏘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3. 鄭縈、游孟庭 2011 〈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 方言的平整化〉，《台灣語文研

究》第六卷第一期。

 4. 方欣欣 2004 《語言接觸問題三段兩合論》，華中師範大學 博士論文。

 5. 劉承慧 2000 〈古漢語動詞的複合化與使成化〉，漢學研究 第 18 卷特刊。

 6. 董秀芳 2002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四川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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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opper & Traugott 2008 《語法化學說》（第二版），復旦 大學出版社。

 8. 張誼生 2000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

，《中國語文》1 期，北京， 頁 3-15。

 9. 石毓智、李訥 2001 《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10. 張瑩如 2007 《「把」「給」的語源與發展過程：以接觸引 發的演變初探》，清華大學碩

士論文。

 11. 曹逢甫、張瑩如 2007 〈試論語言演進的過程與機制：以把 字句為例〉，華語文教學研究

4.2:43-73, 2007。

 12. 史有為 2001 《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13.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14. 蔣紹愚、徐昌華譯 1987，北京大學出版社。

 15. 太田辰夫 1988 《中國語史通考》，東京：白帝社。

 16. 江藍 生、白維國譯 1991，重慶出版社。

 17. 張美蘭 2001 《近代漢語語言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

 18. 吳福祥 1996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出版社。

 19. 柳士鎮 1992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大學出版社。

 20. 蔣绍愚 2004 〈漢語語法演變若干問題的思考〉，第五屆國 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pp.

243-567。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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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in Modern Taiwan Pros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從台灣現代散文研究概況談起，觸及臺灣散文選本與散文典律的建構，重點將鎖定台灣國文

教科書「現代散文經典」的形塑(二)散文研究最缺乏的研究方法：西方第一人稱的相關文類研究

來探討第二部分的課程設計，將不採取傳統散文研究課程以散文主題研究，或是作家論為導向的

設計，而是企圖呈現出散文文類獨特史觀的開展與建構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課程介紹暨概說。

 2. 台灣散文史的建構與反思。

 3. 散文研究概況及研究方法。

 4. 散文典律的建構與散文選本。

 5. 戰後台灣散文的源流辨析—複系統的文學觀。

 6. 文學場域與主導美學型態的建構。

 7. 抒情美文／閨秀文學之特質。

 8. 專題演講。

 9. 女性散文家之鄉土想像。

 10. 中國性、故國神遊及其主體性框架。

 11. 報導文學及都市散文。

 12. 戰後雜文書寫概述。

 13. 自然書寫之省察與探討。

 14. 九○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現象。

 15. 原住民散文。

 16. 期末論文報告。

 17. 期末論文報告。

 18. 期末論文報告。

 

二、參考書籍：

 1. 鄭明娳著，（1992），《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指定教材） 

 2. 張瑞芬著，（2007），《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台北：麥田。  

 3. 陳建忠著，（2000），《 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 思想研》，清華大學中國文

學系博 士論文。 

 4. 簡義明著，(1997)，《 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以 19811997 為範圍》，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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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碩士論文。 

 5. 吳明益著，(2004)，《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 探討》，台北：大安。 

 6. 王鈺婷著，（2009.1），《 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年代 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

策略運用》，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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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課程英文名稱：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培養台灣文學專業研究者的學術能力與心理準備，包含快速掌握歷史情境、先行研究，提出新問

題、熟習一手文獻、精準聽取、條理性的口頭表達與討論以及架構井然的論文撰寫技術等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導論與課程介紹

(1) 課程導論與分組

(2) 文學史書目介紹

(3) 王汎森〈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2005 年）。（電子講義）

(4) 影像：〈1895〉

延伸：陳萬益策劃「臺灣文學與我專輯」，《國文天地》316、317 期（2011 年 9、10 月）（電

子講義）

2. 明清古典文學

(1) 黃美娥〈台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國立編

譯館出版，2007），頁 1-91。（附表略）

(2)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

5，1999.11。電子講義

(3)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春暉，2001），頁135-167。（陳

肇興）

延伸：

1. 廖美玉主編《臺灣古典詩選注 1：區域與城市》（台灣文學館，2012.12）。【新竹區選詩】

，頁549-597。

2.施添福《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理研究》（臺灣省文獻會，2011），頁 65-

116。

3. 日治時期古典文學

(1)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麥田

，2004）。範圍：第三章

(2)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文津，2008）。範圍：第五章

(3) 施淑〈臺島詩人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份認同〉，《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文藝

，2012），頁355-374。

4. 殖民體制與米糖經濟

(1)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3）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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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第二篇第一、三章

(2) 葉淑貞〈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的發展〉，《台灣銀行季刊》60：4。（整份電子講義）

5. 民族運動與文化抗爭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播種者，2007.3）範圍

：頁171-344

6.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中、日文對讀

(1)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允晨文化，1993) 範圍：頁 143-264。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一）

7.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思潮 (一)

(1)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或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一)》

(人間，2012) 範圍：〈文協分裂與三○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日據時代小說中的知識

分子〉、〈書齋、城市與鄉村〉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二）

8.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思潮 (二)

(1)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或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一)》

(人間，2012)範圍：〈感覺世界〉、〈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賴和小說的思

想性質〉

(2) 柳老師文學史綜論（三）

9. 日治時期文學史料

(1) 封德屏編《台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台灣文學館，2012）範圍：輯一，頁3-

119。必讀

(2) 台灣新文學雜誌（東方雜誌）：每人任選一種雜誌，翻讀一期或二期，介紹該雜誌的特色

，請勿重複

(3)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全四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 年10月：每人任選一冊，介紹這部書的內容和特色，可重複。

10. 期末論文諮商：暫定題目、問題假設、文本／文獻清單、先行研究調查與檢討

       每人 10 分鐘、口頭報告(紙本資料1-2 頁)、PPT 自由

11. 日本語文學與旅日作家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作家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2009.5）(電子講義)

範圍：第五章一、二、五節

12. 戰鼓聲中的文壇

(1)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大出版中心，2014.6）範圍

：二、三章

(2)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等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人間，2004.11）範圍：〈決戰下的台灣

文學〉

13. 皇民化運動、文學與認同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麥田，2006.10） 範圍

：第一、六、七章

14. 南方想像與外地文學

(1) 楊智景〈解題──帝國下的青春大夢與自我放逐〉，收錄於《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

作家的台灣故事》（台北：麥田，2010 年1 月），頁234-274。

(2) 橋本恭子〈在臺日本人的鄉土主義：島田謹二與西川滿的目標〉，收錄於吳佩珍主編《中心

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中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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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16.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17. 期末論文：摘要、前言、章節名稱、章節重點、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突破點。

 

二、指定用書：

1.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遠景，1979 年）、《臺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前衛，1991 年

）

2. 下村作次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共 6 卷（綠蔭書房，1999

年）

3. 其它專書與論文，參見每周課程書目。

 

三、參考書籍：

1. 中島利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綠蔭書房，2000 年）。

2. 中島利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綠蔭書房，2001 年）。

3.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共四冊（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

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2012 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150 2020/12/04 05:08



課程中文名稱：台灣古典詩人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Traditional Poe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透過台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以及新竹地區具代表性的詩人生平與作品介紹，讓學生對

台灣 古典文學發展及在地詩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計畫：

 1. 台灣古典文學簡史

 2. 台灣古典文學簡史

 3. 台灣古典文學簡史

 4. 臺灣古典文學史料的蒐集、整理與研究

 5. 臺灣古典文學史料的蒐集、整理與研究

 6. 臺灣古典文學史料的蒐集、整理與研究

 7. 鄭用錫(1788-1858)詩選讀

 8. 鄭用錫(1788-1858)詩選讀

 9. 林占梅(1821-1868)詩選讀【鄭氏家廟、潛園參訪】

 10. 林占梅(1821-1868)詩選讀【鄭氏家廟、潛園參訪】

 11. 楊 浚(1830-1890)詩選讀

 12. 林豪(1831-1918)詩選讀

 13. 林豪(1831-1918)詩選讀

 14. 王松(1866-1929)詩選讀

 15. 王松(1866-1929)詩選讀

 16. 鄭家珍詩選讀 (1868-1928)【紫霞堂參訪】

 17. 鄭家珍詩選讀 (1868-1928)【紫霞堂參訪】

 18. 學生期末報告討論 (以日治時期新竹漢詩人為對象)

 

二、指定用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

 

三、參考書籍：

 1. 連雅堂 《台灣詩乘》，台灣省文獻會。

 2. 施懿琳等編 《全台詩》，國立台灣文學館。 

 3. 施懿琳 《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春暉，2000。

 4.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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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隨堂講義。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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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課程英文名稱：Travels of Writ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Spac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 本課融合實務性課程精神，前半學期以北台灣的台北、新竹為案例，透過學界現有之北台地區

城市文化誌、都市史、文學史研究成果，進行文史資源調查與應用能力之示範；後半學期，開放

同學自由挑選從日治到戰後當代作家，進行作家某一時期、某依空間之移動經驗考察，並製作作

家行旅書，以期待培養台灣文學領域之文化創意人才。2. 課程進行方式，首先提供清代到日治時

代之空間感與歷史知識；其次，閱讀並討論台灣文學中的北台小說，根據上述兩種知識，作為前

往台北、新竹踏查之基礎。第三，研擬一份撰述台灣作家之台北行旅的構想書，於課堂中提案、

定案、公開研議、共同排除疑難。最後，以構想書為藍本，製作作家島都行旅私房書一部，或於

期末繳交作家文學活動場域移動與研究論文一篇。3.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以空間踏查與文學策展為

方法，重新整合日治時期台灣史與台灣文學知識，藉由活化性的課程，培養台灣文學學術研究與

文創應用人才。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一、導論與研究意樂

1.課程介紹

2.研究意樂：王汎森〈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2005年）。（電子講義）

二、殖民統治與台灣：1895-1945

1.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聯經，2009年，頁65-159。(精讀，不提供講義)

2.〈姜紹祖抗日歌〉，客家傳統山歌。(電子講義)

3.影片討論：〈1895〉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延伸參考：陳惠齡〈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臺灣文學研究

學報》18，2014年4月。(電子檔)

三、台灣文學領域成功的文創產業案例─台中文學館建置案

1.以下書籍三選一，全本閱讀。不提供講義。

張德南《北門大街》，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最推薦)

王郭章《圖說竹塹》，清大出版中心，2004 年。(次推薦)

潘國正《新竹文化地圖》，中國時報新竹分社，1997。(次推薦)

2.專題演講：謝文泰建築師

四、竹塹城外文采風流：1875-1937

1.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5，1999.11。

電子講義

2.李科旻〈清代「閩人濱海，客家近山」之形成：以竹塹鳳山溪流域為例〉，《新竹文獻》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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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電子講義。

延伸參考：李嘉瑜《日治時期台灣漢詩人：邱筱園詩集》（秀威，2013.12）。

五、如何製作城市浮世繪：文獻與材料的選取與割捨

1.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玉山社，2008年，頁16-54。

2.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頁124-207。

3.影片討論：〈Kano〉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六、如何穿越百年時空：年代與視角的選擇

1. 《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跡》(自行選讀一整本)

2.龍瑛宗《黃家》、《夜流》(二選一，電子講義)

七、新竹：作家和作家的家

1. 許雪姬編《黃旺成日記》，中研院台史所，2010，頁238-248。(電子講義，必讀)

2. 吳濁流：《台灣連翹》(草根出版社，1995)、吳濁流《無花果》(草根出版社，1995)。愛亞

：《曾經》(爾雅，1987)、《湖口相片簿》(紅樹林，2003) (四選一，不作講義)

八、如何寫一本好的城市文化誌：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1.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群學，2010)。閱讀頁42-68、145-182、238-265。

2.影片討論：〈大稻埕〉中的文化再現與文史資源應用狀況。

延伸參考：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九、寫一本城市文化誌：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1. 曾山毅〈觀光產業中的臺灣與日本〉，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

，2012，頁173-228。

2. 《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構想書提案

每人一頁報告(10分鐘)：區域與作家設定、目標讀者設定、議題核心、先行研究書目清單

十、足跡‧古蹟：老台北城踏查

1. 郭秋生〈王都鄉〉，鍾肇政、葉石濤編《一群失業的人》(台北：遠景，1979)，頁403-422。

(電子講義)

2. 朱點人〈秋信〉，原載《台灣新文學》三月號，1936 年 3 月3 日出版，收入張恒豪編，《王

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1991)。(電子講義)

3. 朱點人〈打倒優先權〉(電子講義)

十一、作家去台北，台北的作家們

1.濱田隼雄的〈蝙翅〉，《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選輯》(高雄市：春暉，1996)。(圓環)

2.賴明弘〈魔の力：或ひは一時期〉，《台灣新文學》1:7 (1936.3)。劉貴枝譯，收於張雅惠〈

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師大台文所碩論(2007.6)。(電子講義) (台北火車站一帶)

十二、短講：意涵與實務：鄭志文主任主講與示範。

十三、《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背景資料共讀

1.西川滿〈龍脈記〉，《西川滿小說集》(春暉，1997)。(基隆獅球嶺)

2.每人報告：執行情況、暫定書名、提出幾頁一手文獻在班上介紹或共讀(每人20分，二週前發給

大家相關背景研究資料)

十四、《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構想書定案會議

1. 日影丈吉〈消失的房子〉，王德威編《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臺灣故事》，麥田

，2010年。(萬華)

2. 構想書調整、文史文獻、調查計畫書、輔助工具清單(作家生平與作品略表、地圖及交通備忘)

延伸參考：垂水千惠〈日籍作家所描繪的新竹─以日影丈吉〈騷動的屍體〉為中心─〉，第一屆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語文學系主辦，2013年11月8、9日。(電子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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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地踏查

十六、《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作討論一

1.踏查情況報告2.疑難排解3.一手文獻考證4指標性先行研究選定5.圖像、照片與地圖6.方向檢視

與材料替換

十七、《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實作討論二

1.敘事架構與邏輯 2.史料編織3.文字表現4.闕疑與勘誤5.精熟文字6.校稿

十八、《走讀我城：作家行旅書》初稿發表會

 

二、指定用書：

1.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 年。

2.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

4.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1994 年。

5. 吳佩珍《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2 年。

6. 薛化元《近代化與殖民：日治台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發

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年。

7.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台北：玉山社，2014 年

；《台灣歷史圖說 (增訂本)》，台北：聯經，2009 年。

8.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鴻儒堂出版社，2003 年。

9. 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台北：群學，2012 年。

10.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化創意產業實務全書》，台北：商周，2004 年。

11. 文建會《文化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台北：文建會，2007 年。

 

三、參考書籍：

(一)基礎用書

1. 《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新高新報》，《新文學雜誌叢

刊》17 本(東方書局復刻)等中、日文雜誌。

2.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台南

新報》、《台灣新聞》等報紙文藝欄。

3. 《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遠景，1979)、《台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前衛，1991)。

4. 1990-2013 年間各縣市文化中心、文資中心出版之作家作品集。

5. 《全台文》(文听閣，2007)、《全台詩》(台文館，3 批；電子版)、《全台賦》(台文館

，2006)。

6. 吳福助主編《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彙編》(文听閣，2008)。

7. 下村作次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共6 卷(綠蔭書房，1999)。

8. 中島利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綠蔭書房，2001)。黃英哲主編《日治時

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共四冊(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9. 中島利郎(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綠蔭書房，2000)。

10.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2012)。

11.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

12. 中島利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台湾近現代文学史》(研文，2014)。

13. 中島利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緑蔭，2005)。

14.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附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其他縣市：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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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瀛、澎湖】。

15.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1)。

16. 《台灣全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7-至今)。

17. 周憲文《台灣文獻叢刊》(台灣銀行台灣經濟研究室，1959-1972)。

18. 吳密察《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遠流，2009)。

19. 1930 年代出版之鄉土誌【成文復刻】、鐵道旅行案內、地圖集、《日本地理大系・台灣篇》

、州廳郡庄誌；戰後地方政府方志或地方文史工作室出版品。

20. J. Bouce Jacobs, Taiwan: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Publications (Bundoora and New York,1984).

Wei-chin Lee, Taiwan (World Bibliographical Series; Oxford and Santa Barbara: Clio

Press ,1990).

陳弱水《台灣史英文資料類目 (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sources for Taiwan

history)》(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5)。

(二)應用性用書

1.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 (群學，2010)。

2. 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3.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玉山社，2014)。

4.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

5. 徐逸鴻《圖說日治台北城》(貓頭鷹，2013)

6. 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

跡》、《在台灣，遇見一百分的感動：片倉真理 旅的手記》。

7.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玉山社，2014 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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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作家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he Litterateur Stud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的教學目的在於訓練學生實際使用文獻資料考察作家文學活動的軌跡，檢證前行研究

作家論述的發展軌跡。再則，透過此研究方法釐清作家生命經驗與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由

於個人的專攻囿於戰前日語文學，因此本課程將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主要探討對象，進行個案研究

的深入討論，思索作家研究作為文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創新性。課程內容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私

領域的部分聚焦於日記與書簡研究；公領域的部分則聚焦於作家的旅日經驗與媒體關係。希望藉

此讓同學對殖民地臺灣作家的精神苦悶與時代焦慮有其更深刻的體認。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請在每一個階段時期配合閱讀指定書籍與論文。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評量說明 (一)作家日記研究

第二週 作家日記研究

第三週 作家日記研究

第四週 作家日記研究 (二)作家書簡研究

第五週 作家書簡研究 【北鍾南葉書信集】 (三)作家論

第六週 賴和研究

第七週 清明連假

第八週 楊逵研究

第九週 文學地景參訪

第十週 張文環研究

第十一週 呂赫若研究

第十二週 龍瑛宗研究

第十三週 戰時淪陷區台灣作家：張我軍

第十四週 演講週

第十五週 跨語作家: 北鍾南葉

第十六週 女性作家：林海音

第十七週 期末大綱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大綱報告

 

二、指定用書：

教師自訂論文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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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書籍：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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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 Research Method of Modern Poetry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現代詩壇的發展始終配合著當代各種思潮與文化脈絡，因而現代詩研究也應有多元的視角

，從形式到內涵；從本體論、作家論到各式文學理論與主張；從詩人出發到社會集體意識型態

，至今已辛苦耕耘出豐富的詩學園地。本課程擬針對台灣現代詩研究的現象作一觀察與討論，將

不同的研究視角進行介紹並討論，讓學生不僅能掌握現代詩與詩論的演變脈絡，更能開發出己身

的立論創見，為台灣現代詩學增添新的研究版圖。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因此

，在熟習現代詩的研究方法之後，希望學生能進行理論與批評的演練，進而累積現代詩研究的成

績。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當代台灣現代詩研究觀察檢討

2、 作家風格論

3、 本體論與意象研究

4、 本土論述與現實意識

5、 古典文學的轉化

6、 身體論述

7、 ＊學者演講

8、 女性主義

9、 後現代主義

10、 原住民與族群論述

11、 詩史與詩社

12、 空間詩學

13、 文學場域

14、 文學場域2

15、 「台灣現代詩學學術研討會」之一

16、 「台灣現代詩學學術研討會」之二

17、 期末課程檢討與回饋

18、 期末課程檢討與回饋

 

二、指定用書：

教師自行編輯相關理論與研究論文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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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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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曾經受到長達四十年戒嚴體制的壓抑，也受到政治力和強勢主 導文化之影響，而經過八

○年代台灣經濟飛躍、文化生產倍增和政治解禁，也使得台灣文學生產與消費產生了結構性的變

化，歷經了關鍵性的蛻變。一九八七年政治解嚴前後，西方美學的移植和本土文化的重建， 也與

台灣當代小說實踐結合，產生多元的小說風貌。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指出，台灣現階段文學發展出

來的盛況，與戒嚴前後台灣文學場域的發展有密切的關係，也必須把文學作品放在台灣當代「現

代化」與「市場化」體制中，來標示出文學生產對文學創作的效力，以及台灣文化場域劇烈改變

，如何促成台灣當代小說的流變與展現出諸多特質。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一） 文學體制與當代主導文化

1.威權政體主導的文化制約結構

2.主流美學型態與傳統審美價值

3.對立思潮—現代派與鄉土文學

（二）文學思潮與台灣文化形構

1.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2.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

3.媒體與出版業生態

（三）八○年代文學場域概論

1.都市文學

2.政治小說

3.女性小說與兩大報文學獎

4.台灣新電影運動與政治批判

(四)九○年代文學場域概論

1.後現代小說

2.歷史記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小說

3.外省第二代之眷村小說與歷史記憶書寫

4.原住民意識的文學（包括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題材之文學）

5.多重殖民與多元族群主題

6.跨國文化與全球流動

7.女性文學與同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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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台的馬華文學

8.自然書寫與生態關懷

10.部落格書寫與文化品味

 

二、參考書籍：

（一）隨堂指定閱讀：另編講義。

（二）延伸閱讀：（初擬）

1. Chang, Yvonne Sung-sheng. 2004.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Columbia UP..

2. 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年。

3. 劉亮雅著，《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2006 年。

4. 邱貴芬著，《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年。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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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eft-wing Literature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本課程擬以20 世紀台灣的左翼思潮與文學敘事為思考脈絡，將之區分為日治時期、戰後初期、

1970 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第三世界思潮勃發），以及1990 年代及其後（推動轉型正義與

兩岸互動密切）等四個時期，尤其特重前兩個時期。透過作家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思潮閱讀與譯

介、文學社團組織與文藝交遊、文學創作、作品流通與傳播等方面，理解台灣左翼作家如何藉由

創作、翻譯、出版、論戰或跨國網絡，開展左翼文學的本土書寫史，進而思考左翼思潮與現代東

亞的關係，以及何謂台灣左翼，其在當代台灣如何成為一種批判性思想資源等議題。2.引導學生

閱讀中、日、台、韓相關左翼文學研究成果、方法，詮釋觀點、史料收藏，掌握主題研究與批判

論述的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導論： 課程說明與先行研究介紹

2. 東亞如何左翼？台灣為何左翼？

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麥田，1998.10）

錢理群《心靈的探索》（北京三聯，2014.10）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0）

延伸：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3. 農民運動與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誕生：賴和、簡吉、李應章（李偉光）、蔡秋桐、賴賢穎

柳書琴〈1925 年三大農運與賴和的誕生〉，《山東社會科學》2017：1，2017.1。

崔末順〈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學報》7，2005. 12。

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

23，2013.12。

文本：賴和〈一桿秤子〉、〈阿四〉，《賴和全集一：小說卷》，前衛

賴賢穎〈稻熱病〉、蔡秋桐〈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

簡吉《簡吉獄中日記》（中研院台史所，2005）

李克世編《台灣醫生李應章》（海峽學術出版社，2013）

4.魯迅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魯迅、簡吉、李獻璋、蔡秋桐、賴賢穎

中島利郎《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前衛出版社，2000.5）

徐秀慧〈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1925-1949）：中、日、臺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臺灣光

復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魯迅：跨文化對話：紀念魯迅逝世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鄭州：大象，2006.10）

楊傑銘〈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國史館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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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10.12。

文本：新文學雜誌與報刊上譯介的中國左翼作家與作品

5.甘地主義者、祖國憧憬者與中國左翼思潮：謝春木、王白淵

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理論對蔣渭水的啟發」

〉，《臺灣文學研究》4，2013.6

柳書琴〈反現代與反殖民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爾論與甘地論〉，《成大歷史學報》28，2004.6

鄧慧恩《日據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台南市立圖書館

，2009.12）

文本：謝春木《謝南光著作選》（海峽學術，1999）、莫渝編《王白淵荊棘之道》（晨星

，2008）、

蔣朝根編校，蔣智揚翻譯《蔣渭水先生全集》（臺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國史館；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2014）

6.左翼翻譯與中國連線：巴金、茅盾、郭沫若、魯迅（左翼第一次高峰）

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文學星圖

：兩岸文學論集（一）》（人間，2012）

許俊雅總策劃《日治時期台灣翻譯文學作品集》5 冊（萬卷樓，2014）

許俊雅〈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2015.04

7.留日學生與東亞左翼文化走廊：吳坤煌、張文環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台灣文學研究集刊》

3，2007.5

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帝國在台灣

》（台大出版中心，2015）

文本：陳萬益《張文環全集》（台中縣文化中心，2002）〈重荷〉〈父親的要求〉、吳坤煌《吳

坤煌詩文集》（台大出版社，2013）

8.和而不同：殖民地左翼作家與帝國左翼作家

白春燕《普羅文學理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 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台北：威

秀經典，2015.9）

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政大台文所碩論，2009。

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2，2003.3。

9.楊逵策略與台灣左翼文學理論建構

河原功〈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臺灣文學學報》

7，2005.12。

柳書琴〈〈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台灣文學學報

》29，2016.12 。

王惠珍〈三○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作家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東亞文

學場：台灣／滿州／朝鮮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學術研討會」（清大台文所，2016.11）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 四Ｏ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秀威，2009.7）

文本：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14 冊（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10.前進東京的抵抗：從「東京台灣青年會」到《台灣大眾時報》

曾天富〈日據時期臺灣與韓國之文藝大眾化論及其意義〉，《韓國學報》16，2000.6 。

胡清雅〈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轉進：以《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為例〉，台

大新聞所碩論，2008。

河原功著；高坂嘉玲譯，〈探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談〈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與《吳新榮

日記全集》〉《臺灣文學評論》9：3，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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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呂興昌編《吳新榮選集》（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3）

蘇新《憤怒的臺灣》（時報文化，1993）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文化，1993）

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時報文化，1994）

11.未竟的「納普」支部：藤原泉三郎、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橫路啟子〈在台內地人的普羅文學：1920 年代末的藤原泉三郎的創作為中心〉，《天理臺灣學報

》21，2012.6。

橫路啟子〈《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1926-35)的角色－以普羅文學為主〉，《天理臺灣學報

》19，2010.9。

橫路啟子〈論台灣地區日本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變化問題：以藤原泉三郎為中心

〉，《東北亞外語研究》2，2015.6。

12.戰後初期左翼文學的盜火者：許壽裳、黃榮燦、vs. 楊逵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2002）

楊傑銘〈地下火的虛實辯證：黃榮燦與中國左翼文化在臺的傳播〉，《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

生論文集》（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黃惠禎〈郭沫若文學在台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6 ，2013.4。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稻鄉，200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麥田，2007）。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聯經，2016）

13.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1950 年代的紅色青年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與楊揚》（印刻出版，2012）

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台灣人民出版社，2010）

藍博洲《老紅帽》（南方家園出版社，2010）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時報文化，1991 初版、2004 增訂、2016 再版）

文本：《好男好女》、《悲情城市》相關影片討論

14.1970 年代海外保釣中的左翼思潮：郭松棻

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臺灣

文學研究學報》18，2014.04。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清大中文博論，2007.01。第二章部分

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聯經

，2013.01）。

文本：郭松棻著，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印刻，2015.11）

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清大，2010.11）

15.陳映真的人間：1980 年代後的台灣左翼思潮

施淑〈從前夜到長征－陳映真與台灣左翼文學〉，《人間思想》9，2015.4。

謝世宗〈企業管理、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臺灣文學

研究學報》20，2015。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 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以本文紀念溝口雄三教授）〉，《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84，2011。

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中外文學》32：4，2003。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前衛出版社，2013.6）。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聯經出版，2011.9。（《左眼台灣：重讀陳映真》，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6.8）

文本：陳映真著《陳映真小說集》（台北：洪範，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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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案專題研究報告（1）

17.個案專題研究報告（2）

 

二、指定用書：

1.自編講義

2.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年）

3.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年）

 

三、參考書籍：

1.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0）。前半研究，後半文獻

2.何池《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年）

3.曾天富《日據時期臺灣左翼文學研究：兼與韓國普羅文學之比較》（韓國：世宗，2000 年）

4.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 前衛，1997 年）

5.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 1913-1945 年》（臺北：時報，1993 年）

6.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 前衛，1989 年）

7.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 年

）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2001 年6 月）

8.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2000 年8 月）

9.向山寬夫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臺北：福祿壽興業，1999 年）。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中央経済研究所，1987 年7 月）

10.連溫卿著，張炎獻、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1988 年？月）。又名《

臺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2003 年再版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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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 topic of Taiwan's modern novel research after the war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權且把一九四九視為一個分界點，「戰後」迄今七十多年來的台灣文壇，因應現當代各種思潮與

文化脈絡，夾處新舊之交的小說家，在時代與世代變遷中發展並持續生成，不僅見證了小說跨世

紀的繁華，也開啟了豐碩而多元的學術研究風貌。本課程旨在規模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的多樣面貌

、論題視域與研究方法，因此採以宏觀而具有脈絡性、比較性與跨學科的理論視野，引領探索戰

後台灣小說書寫現象、文類典範，及其與整體台灣文學生態、文學史書寫、全球化視域的關係

，同時也側重小說類型及其文本精讀，俾能深入識察現當代小說研究方法、目的與價值，培育獨

立研究，寓開新於既往的學術格局。

課程大綱：

第一週：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週：史觀、典律與研究：台灣戰後現代小說的形構

第三週：歷史敘事與大河小說

第四週：鄉土、政治與女性小說

第五週：家國寓言與眷村小說

第六週：鬼魅、怪物與魔幻寫實小說

第七週：典型與非典型原住民小說

第八週：課堂演講

第九週：民間敘事與宗教小說

第十週：自然書寫與生態批評小說

第十一週：性別麻煩與同志小說

第十二週：都會空間與地誌書寫

第十三週：課堂演講

第十四週：新鄉土與新世代小說

第十五週：南洋論述與在臺馬華小說

第十六週：跨國移徙與華文小說

第十七週：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一

第十八週：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二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167 2020/12/04 05:08



課程中文名稱：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1945-1949)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Literature in Post-War (1945-1949)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為主要探討範疇，將內容分成三個層面進行文化翻譯與讀 書市場等相

關問題之探討。1.中國現代文學在台傳播，希望進一步探討戰後初期以魯迅文學為主的中國現代

文學在台傳播的情況與意義。2.台灣作家如何面對文化翻譯與跨語問題3.報章雜誌媒體出版。台

灣文化從日帝檢閱制度中解放出來後，透過出版管道如何進行文化生產與文化重建等工作。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第一週（2/14）──課程說明與分組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的定義及其研究議題

第二週（2/21）──台灣文學史中的戰後初期文學與思潮

第三週（2/28）──台灣文學史中的戰後初期文學與思潮2

第四週（3/7）──戰後初期的政治社會

第五週（3/14）──戰後初期文學思潮

第六週（3/21）──戰後初期報紙文獻（副刊）

第七週（3/28）──戰後初期雜誌

第八週（4/8）──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

第九週（4/11）──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2

第十週（4/18）──跨時代的日語作家

第十一週（4/25）──跨語世代青年作家

第十二週（5/2）──戰後初期魯迅文學在台傳播

第十三週（5/9）──來台中國文化人

第十四週（5/16）──二二八書寫與敘事

第十五週（5/23）──二二八事件的記憶書寫（報導／傳記文學）

第十六週（5/30）──戰後初期台灣婦女運動／婦女議題

第十七週（6/6）──期末報告討論

第十八週（6/13）──期末報告討論

 

二、指定用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10。

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臺北：人間，2005。

白少帆等編《現代台灣文學史》，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

楊匡漢主編《中國文化中的台灣文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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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遐秋、呂正惠等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臺北，人間，2002。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

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1996。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臺北：印刻出版，2006。

徐秀慧著，《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臺北：稻鄉，2007。

梅家玲、林佩吟編，《交界與游移》，臺北：麥田，2016。

陳建忠著，《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論集》，臺北：五南，2007。

張炎憲、陳美蓉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年。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9。

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高雄：春暉，2000。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臺北：麥田，2007。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臺北：人間，2002。

陳映真編，《那些年，我們在台灣……》，臺北：人間，2001。

歐坦生，《鵝仔—歐坦生作品集》，臺北：人間，2000。

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 :二二八小說選》，臺北：玉山社，2003。

林雙不，《二二八台灣小說選》，臺北：自立晚報，1989。

曾健民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臺北：臺灣社會科學

，2003。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臺中：晨星，2000。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 :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份) 》，台中：晨星，2001。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時報文化，1991。

藍博洲，《青春戰鬥曲 :二二八之後的臺北學運》，臺北：愛鄉，2007。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臺北：聯合文學，2001。

陳建忠著，《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論集》，臺北市:五南，2007。

2. 徐秀慧著，《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稻鄉，2007。

3.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麥田出版，2007。

 

三、參考書籍：

(一)文獻資料

1.《文化交流》，臺灣史料中心/傳文文化出版

2. 《台灣文化》，臺灣/傳文文化出版

3. 《台灣評論》，李純青/臺灣史料中心/傳文文化出版

4. 《前鋒:光復紀念號》，臺灣史料中心/傳文文化出版

5. 《政經報》，臺灣史料中心/傳文文化出版

6. 《創作》，毛文昌/傳文文化出版

7. 《新知識》，秦賢次/傳文文化出版

8. 《新新》，鄭世璠/傳文文化出版

9. 《新臺灣》，秦賢次/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傳文文化出版

(二)論文資料

1.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文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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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國煇，《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遠流，2002。

3.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INK印刻，2006。

4.葉芸芸，《證言2.28》，人間，1993。

(三)學位論文

1.蔡淑滿，《戰後初期台北的文學活動》，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6。

2.莊惠惇，《文化霸權、抗爭論述:戰後初期台灣的雜誌文化分析》，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1998.6。

3.李昀陽，《文學行動.左翼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楊逵文學論述及其思想研究》，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06.6。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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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課程英文名稱：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呈現台灣文學研究文獻與研究法之學術意義與研究價值，並反思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各種研 究

範式。 二、呈現當今台灣學界研究風潮與學術思潮發展概況，以圖誌出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成果

。 三、厚植研究發掘論文問題意識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從

引導研究思 考未來之學術發展課題。

課程大綱：

「臺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授課大綱

一、任課教師：王鈺婷

二、課程說明

(１)呈現台灣文 學研究文獻與研究法之學術意義與研究價值，並反思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各種研究

範式。

(２)呈現當今台灣學界研究風潮與學術思潮發展概況，以圖誌出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成果。

(３) 厚植博班研究發掘論文問題意識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 學術研究基礎

，從引導博班研究思考未來之學術發展課題。

三、參考書(初編):

1. 邱貴芬，《後殖及 其外》，台北：麥，2003。

2.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說眾論》，台北： 麥，2002。

3. Linda McDowell，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女性主 義地理學概說》，台北

：群學，2006。

4. 柯慶明，《臺灣現代文學的 視野》，台北：麥，2006。

5.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 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6. 呂正惠，《說與社會》，台北：聯經。

7. 葉維廉，《中國現代說的風貌》，台北：晨鐘，1970。

8. 葉蓁著，黃宛瑜譯，《想望台灣：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書林，2011。

9. 黃英哲，《「去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出版，2007。

10. 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安，2007。

11.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

所出版（群學經銷），2010。

12.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

所出版（群學經銷），2010。

13. Yvonne Chang , Sung-She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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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摩爾-吉爾伯特 (Moore-Gilbert, Bart) 著，彭淮棟譯，《後殖理論》，台北：聯經

，2004。

15.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AnIntroduction（1983），吳新發譯，《

文學理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1993。

16. 詹明信，《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吳美真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四、教學式及報告形式

(１)採取講演和討論課（seminar）並的式，除了由教師提重點和引導討論外，主要由參與者報告

各週指定閱讀文章

(２)每週篇章由該週報告同學協調，報告論述重點並提出討論問題

(３)繳交指定次數之課堂報告

(４)完成期末論文報告

五、教學進度

第一講：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講：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概況

第三講：戰後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範式一

第四講：演講

第五講：戰後台灣文學研究文獻範式二

第六講：後殖研究範式一

第七講：後殖研究範式二

第八講：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範式一

第九講：女性主義研究範式二

第十講：文學場域研究範式

第十一講：空間理論研究範式

第十二講：文化研究範式一

第十三講：文化研究範式二

第十四講：台港文學研究框架與範式

第十五講：跨媒介研究範式

第十六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一

第十七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二

第十八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三

五、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及出席討論30%

課堂報告及個報告30%

期末報告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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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學理論與文本分析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Literary Theory and Textual Analysi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聚焦1990年代以降，台灣文學研究的相關理論與文本閱讀，分為三部分一、後殖、性別研

究與階級批判；二、回應本化運 動：移、遺與中國國族主義；三、華語語系文學爭辯與運。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後殖、性別研究、階級批判、國族主義、華語語系文學

一、後殖、性別研究與階級批判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後殖女性主義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市：元尊文化，1997。

朱偉誠。〈國族寓霸權下的同志國：當代臺灣文學中的同性戀與國家〉。《中外文學》第36卷第

1期\（2007年3），67-107。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林運鴻。〈忘卻「階級」的兩種左派：比較臺灣文學史論述中的「後殖左派」與「族群導向的階

級敘述」〉。《中外文學》第46卷第2期（2017年6），161-196。

呂正惠。《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臺北市：九歌，1995。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臺北市：群學，2019。

陳建忠。《島嶼風聲 : 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市 : 南字星文化作室，2018。

二、回應本化運動：移、遺與中國國族主義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法》。臺北市：，2006。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巿：聯合文學，1995。

王德威。〈後遺寫作〉

黃錦樹。〈否想庸〉

三、華語語系文學爭辯與運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市：聯經，2017。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雄市：中學文學院，2015。

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臺北市：時報，2010。

范銘如。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

游勝冠。

頭報告30％

期末報告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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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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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for Literature trend of thoughts and Movement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一)呈現出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歷時性與多元的文藝理論思潮 。(二)分析戰後臺灣文藝理論思潮

和香港文藝思潮間彼此激盪、交互關係及其衍之影響。 (三)對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與重文藝思潮

有關之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進觀察與闡釋，以呈現出台灣知識分精神史之演變。 (四) 厚植研究

發掘論文問題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從引導研究思考台灣文學

研究各種研究範式。

課程大綱：

Course keywords:

文藝思潮( Literature trend),台灣文學史(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文學運動

(Literary movement),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台灣說(Taiwan Novel)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授課大綱

Seminar for Literature trend of though ts and Movements

一、任課教師：王鈺婷

二、課程說明

(一)呈現出戰後 臺灣文化場域中歷時性與多元的文藝理論思潮

(二)分析戰後臺灣文藝理論思潮和香港文藝思潮間彼此激盪、交互關係及其衍之影響。

(三)對戰後臺灣文化場域中與重文藝思潮有關之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進觀察與闡釋，以呈現出台

灣知識分精神史之演變。

(四) 厚植研究發掘論文問題之能，以期培養研究獨立研究能，進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從引導研究

思考台灣文學研究各種研究範式。

三、參考書(初編):

1. 邱貴芬，《後殖及其外》，台北：麥，2003。

2.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說眾論》，台北： 麥，2002。

3. 蕭阿勤，《回歸現實世代：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出版（群學經銷），2010。

4.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

5.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2007。

6.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O與八、九O年代台灣說論》，台北：麥，2004。

7. 陳芳明，《後殖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2007。

8. 尉天驄主編，《鄉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0。

9. 黎湘萍，《文學台灣：台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理論想像》，北京：文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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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九、世紀中文說新論》，台北：麥，2007。

11.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

12.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

13. 黃錦樹，《謊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文說論集》，台北：麥，2003。

14.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解嚴以來台灣說專論》，台北：麥，2006。

15.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再論解嚴以來的台灣說》，台北：臺灣學出版中，2014。

16. 應鳳凰，《五0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雄：春暉，2004。

18.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2007。

19.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

20.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說產》，台北：秀威資訊，2016。

21. 王梅香，《肅殺歲的美麗/美？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

關係》，臺南：成功學臺灣文學系碩論文，2014。

22. 朱立立，《近20年臺灣文學創作與文藝思潮》，江蘇：江蘇學出版社，2012。

23.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學出版社，2016。

四、教學式及報告形式

(一)採取講演和討論課（seminar）並的式，除了由教師提重點和引導討論外，主要由參與者報告

各週指定閱讀文章

(二)每週篇章由該週報告同學協調，報告論述重點並提出討論問題

(三)繳交指定次數之課堂報告

(四)完成期末論文報告

五、教學進度

第一講：課程介紹暨概說

第二講：國黨文藝理論與反共文學思潮

第三講：臺灣現代主義文學與由主義之傳統

第四講：冷戰時期現代主義美學典範之形構

第五講：冷戰時期台港文藝雜誌

第六講：演講

第七講：美援文藝體制之形構

第八講：1950196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之交會一

第九講: 1950196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之交會二

第十講：1970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

第十一講：1980年代臺灣說思潮發展一　─政治、都會與女性說

第十二講：1980年代臺灣說思潮發展二　─政治、都會與女性說

第十三講：臺灣後現代與後殖思潮之向一

第十四講：臺灣後現代與後殖思潮之向二

第十五講：演講

第十六講：社會運動與文學實踐一

第十七講：社會運動與文學實踐二

第十八講：論文報告暨討論會

五、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及出席討論30%

課堂報告30%

期末報告40%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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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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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比較研究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1.以台灣文學中日人作家的原住民議題小說、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告，與當代原住民作家、漢人

作 家的原住民小說、東北文學為文本取材範圍，透過小說、現代詩文本閱讀與精彩的比較研究案

例， 揭示台灣文學與東亞周邊國家文學系統之間的交涉。2.引導學生閱讀並調查現有研究成果、

方法、史料收藏，掌握比較研究方法的特色和基本操作。

課程大綱：

指定用書

1. 劉象愚《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 （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2.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3.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1994 年。

4. 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台中:晨星，1995 年。

5. 王家祥《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台北:玉山社，1998 年。

6.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 年。

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

9. 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2012 年。

10. 吳佩珍《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

心，2012 年。

11.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台灣踏查日記(上)、(下)：伊能嘉矩的台灣田野探勘》，台北:遠流

出版社，2012 年 1 月。

12. 薛化元《近代化與殖民：日治台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發

展與 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年。

13. 黃美娥(主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2013 年 12 月。

14. 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 年 7

月。

15. 佐藤春夫原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前衛，2016 年 11 月。

16. 張毓茂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中、下)，瀋陽出版社，1996。

17. 錢理群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廣西教育，1998)。

18. 《臺灣日日新報》電子版、《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微縮版。

19. 《大北新報》、《滿洲日日新聞》、《滿洲日報》、《濱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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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港口、腹地和中國現代化進程》（齊魯書社，2005 年）。

21. 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華東師大，2008 年 9 月)

22.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吉大出版，2001 年 2 月)

23. 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2008 年 7 月)

24. 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原住民賴薩》，高雄：春暉，2011年。

參考書籍

1. 《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新高新報》，《新文學雜誌叢

刊》17 本(東方書局復刻)等中、日文雜誌。

2.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台南

新報》、《台灣新聞》等報紙文藝欄。

3.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 (群學，2010)。

4. 蘇碩斌(主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台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2012 年。

5.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2013 年 9 月。

6. 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7.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玉山社，2014)。

8.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

9. 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

跡》、《在台灣，遇見一百分的感動：片倉真理 旅的手記》。

10. 周婉窈《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玉山社，2014 年。

11.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2014 年。

12. 陳偉智《伊能嘉矩:台灣歷史民族誌的開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13. 高嘉勵《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台中:晨星，2016 年 5 月。

14.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台北:秀威資訊，

2016年 6 月。

15. 加藤祐三《近代日本と東アジア》（筑摩書房，1995 年）。

16. 山本有造《「滿洲国」の研究》（綠蔭書房，1995 年）。

17. 滿史會編著《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上下（東師大出版社，1988 年）。

18. 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聯經，2011)

19. Edward M. Gunn，張泉譯《被冷落的謬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新星，2007)。

教學方式

1. 講授 30%

2. 專題討論 40%

3. 文獻調查討論 30%

教學進度

五、教學進度

02/14、導論

1. 課程介紹。

2. 研究意樂：台中文學館建置案，談台灣文學研究與比較研究訓練的重要性。

02/21、方法論

1.劉象愚《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 （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2.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03/07、如何穿越百年時空，製作城市浮世繪：好的問題意識和輔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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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井哲人《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大家，2013)

2. 曾山毅〈觀光產業中的臺灣與日本〉，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

，2012，頁 173-228。

3. 片倉佳史《台灣風景印》，玉山社，2008 年，頁 16-54。

延伸：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頁 124-207。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版)》(群學，2010)。閱讀頁 42-68、145-182、238-265。

《台灣土地・日本表情：日治時代遺跡紀行》、《台灣日治時代遺跡》

03/14、雪霸山區、玉山山區、濁水溪上游的人文地理空間

1. 紀錄片討論：〈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國史館，2011）

2.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衛城，2014）。

3. 田村泰次郎〈日月潭工事〉，黃美娥（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

，P352-377

03/21、他者的原住民再現：日治時期日本人創作的原住民議題小說

1.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日本：警醒社，1926)、《台灣山地醫療傳道記》(東京：新教出版社

，1960)。（井上伊之助著;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出版社

，2016 年 7 月，P26-198。）

2.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東京：銀座書房，1931 年 1 月)。（山部歌津子著，黃玉燕譯《

原住民賴 薩》，高雄：春暉，2011年，P9-101。）

3.潘姵儒〈帝國傳道者的殖民地原住民書寫── 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研究〉（新竹：清大

台文所碩士論文，2011）。

延伸：齊柏林紀錄片《看見台灣》（台灣阿布電影，2013）

03/28、日本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文與當代原住民小說：布農篇

1.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遠流，2012）

2. 王家祥《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玉山社，1995）

3.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人類學刊 》 1卷2期

，2003年12月， P83 – 114。

延伸： MIT 台灣誌（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e8vg8_KYQbDeckVW0f2hCr8t0Ewwh4

柳書琴〈沉默之境: 佐藤春夫未竟之行與王家祥小說中的布農族傳統領域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

系、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聯合主辦，跨越

1949：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6年12月25-26日。

04/11、日本人類學家高山調查報文與當代原住民小說：泰雅篇

1.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台灣踏查日記(上)、(下)：伊能嘉矩的台灣田野探勘》，台北:遠流出

版社，2012 年 1 月。上P157-249

2.佐藤春夫、邱若山譯〈霧社〉、大鹿卓〈野蠻人〉、中村地平〈霧之蕃社〉

3.簡中昊〈日治初期警察官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以〈生蕃探險記〉為例〉，《台灣文學研

究》6，2014.06，頁195+197-228。

延伸：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台中：晨星，1995 年 1 月。

04/18、滿洲國文學史

1.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吉大出版，2001 年 2 月)

2.岡田英樹著，鄧麗霞譯《偽滿洲國文學・續》（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3月） 兩本擇一，全

本讀

延伸：王中忱《越界與想像：20 世紀中國、日本文學比較研究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1 年 8 月) 「第一輯：帝國‧殖民以及與此相關的想像」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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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

1.施淑〈「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收錄於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

研 究院文哲所，2002 年)，頁 589-631。

2.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華東師大，2008 年 9 月)

延伸：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2008 年 7 月)

劉曉麗《偽滿洲國文學與文學雜誌》(重慶出版社，2012)。

05/02、北滿作家群

1.蕭紅《生死場》

2.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舒群代表作‧沒有祖國的孩子》(華夏出版社，2009)

3.柳書琴〈「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1，2009.10，頁 187-216。

延伸：三郎、悄吟《跋涉》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蕭紅話語〉，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東亞殖民主義

與文學研究會第二次年度大會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6.11.25-26。

05/09、媒體、翻譯、性別

1.諾曼‧史密斯〈中斷的敘事：偽滿時期女性創作與殖民文化(1936-1945)〉

2.謝瓊〈偽滿洲國《作風》雜誌及朝鮮文學翻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2015年1月。

3.蔣蕾〈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

研 究會第二次年度大會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2016.11.25-26。

延伸：諾曼‧史密斯〈從《欲》和《我的日記》中看日據時期對婦女性行為的規範〉

05/16、都市文藝

1.爵青〈哈爾濱〉、〈蕩兒〉，《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1998)

2.古丁〈新生〉

3.陳運陞〈「蜃氣樓都市」－古丁創作中的都市空間再現」〉，天理台灣學會第 20 回大會，

2010.9.10-11。

延伸：柳書琴〈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力戰」前台北與哈爾濱的比較〉。《戰爭

與 分界：「總力戰」下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聯經，2011)

05/23、現實主義文藝

1.秋螢〈小工車〉

2.疑遲〈山丁花〉，《花月集》(月刊滿洲社，1938)

3.山丁〈山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瀋陽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原刊1937 年《大同報》文藝版。

06/06、個案專題研究報告（一）

1. 繳交個人寫作計畫書(2 頁)：含暫訂題目、問題意識、研究背景與目的、先行研究書目。

2. 影印提供全班共讀之史料或小說文本：頁數自由，至少前二週前，發給同學。

3. 每人上台報告 10 分鐘、開放詢答 20 分鐘。

4. 下週同。

06/13、個案研究專題報告（二）

六、成績考核

1.出席及口頭報告：60% 期末論文：40% (7/2 繳交) (7/4 學校送繳成績截止)

2.針對個人關注議題，撰寫比較研究論文。(10,000~16,000 字)。

七、講義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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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ILMS 數位學習平台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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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性別書寫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xual writing topic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作品

討論裡展 開。例如何謂「女性書寫」？同志書寫議題裡，「女同志書寫」與「男同志書寫」有何

異同？兩性之外的「酷 兒」論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形象是種「符號」，那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

文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文化 裡，「性別」展現出何等視野？

 

課程概述：

此課程預計討論的文本包括文學的張愛玲、先勇、朱天文、周芬伶、邱妙津、紀大偉、陳克華、

鯨向海、董啟章、章緣、鍾文音、陳文玲、陳慧、夏宇等的代表作品，影像則有關錦鵬、李安、

楊德昌、張藝謀、陳凱歌、張艾嘉、周美玲等的相關影片。 本課程牽涉的層不僅是文學或影像的

討論，將探觸到華世界的文化語境，如封建傳統禮教的性別關係、同志書寫的國族隱喻、東/的殖

情境、女性形象的演變、流文化裡的性別現象等。希望能透過文本的探討帶領學深入觀察華文化

裡的性別問題，並由此思考性別文化所透露的潛在思想變遷。

課程大綱：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主要針對現當代華語文學與影像裡的性別書寫所設計的專題討論，諸多性別議題將在作品

討論裡展開。例如何謂「女性書寫」？同志書寫議題裡，「女同志書寫」與「男同志書寫」有何

異同？兩性之外的「酷兒」論述該如何觀察？若性別形象是種「符號」，那麼此符號如何表現在

文化與傳統之中？當代流文化裡，「性別」展現出何等視野？ 此課程預計討論的文本包括文學的

張愛玲、先勇、朱天文、周芬伶、邱妙津、紀偉、陳克華、鯨向海、董啟章、章緣、鍾文、陳文

玲、陳慧、夏宇等的代表作品，影像則有關錦鵬、李安、楊德昌、張藝謀、陳凱歌、張艾嘉、周

美玲等的相關影片。

本課程牽涉的層不僅是文學或影像的討論，將探觸到華世界的文化語境，如封建傳統禮教的性別

關係、同志書寫的國族隱喻、東/的殖情境、女性形象的演變、流文化裡的性別現象等。希望能透

過文本的探討帶領學深入觀察華文化裡的性別問題，並由此思考性別文化所透露的潛在思想變遷

。

二、指定閱讀

（一）文本

張愛玲〈紅玫瑰與玫瑰〉〈鎖記〉〈戒〉〈傾城之戀〉〈更衣記〉、先勇《孽》、黃春明〈看海

的〉、朱天文《荒記》、周芬伶《影情》《戀物語》、邱妙津《鱷記》《蒙特遺書》、紀偉〈膜

〉《感官世界》、陳克華《砍頭詩》、鯨向海《雄》、董啟章〈安卓珍尼〉《雙》、章緣〈更衣

室的女〉、鍾文《昨重現》、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陳慧《海神家族》、夏宇《備忘錄》《

腹語術》《摩擦，無以名狀》《Salsa》《這隻斑》

183 2020/12/04 05:08



（二）電影

許鞍華《傾城之戀》《半緣》關錦鵬《紅玫瑰與玫瑰》、李安《喜宴》《戒》、蔡明亮《愛情萬

歲》《河流》《天邊朵雲》、張藝謀《紅粱》《紅燈籠掛》、陳凱歌《霸王別姬》、《梅蘭芳》

、黃哲倫原著編劇，衛‧柯南伯格執導《蝴蝶君》、張艾嘉《少女漁》、《203040》、陳國富《

徵婚啟事》、周美玲《漂浪青春》《艷光四射歌舞團》、陳映蓉《七歲的天空》、張作驥《當愛

來的時候》

（三）研究資料（依研討主題順序）

△賈格《社會性別研究選譯》〈性別差異與男女平等〉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性別的美學/政治──當代台灣女性文學研究〉

△梁濃剛《快感與兩性差別》「兩性差別」第12、13、14、15章

△蒙．波娃〈婦女與創造〉蘇〈美杜莎的微笑〉《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戀物張愛玲──討論文本性、商品與殖迷魅〉

△梁濃剛《快感與兩性差別》〈張愛玲的服裝觀〉

△周芬伶《芳香的秘教》〈芳香的秘教──張愛玲與女同書寫〉

△林幸謙《張愛玲論述：女性主義與去勢模擬書寫》

△何杏楓〈記憶．歷史．流：重讀張愛玲〉《墨痕深處》香港：津學，2008。

△何杏楓〈銀燈下，向張愛玲借來的「香港傳奇」──論許鞍華《傾城之戀》的電影改編〉《都

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津學，2010。

△《中國電影：歷史、文化與再現》劉紀蕙〈不樣的玫瑰故事〉林文淇〈變的玫瑰．雜種的中國

〉

△張小虹《體摺學》〈開戒：從李安到張愛玲〉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同志情，非常慾望：台灣同志運動的流文化出擊〉

〈女同志理論──性/別與性慾取向〉

△周芬伶《芳香的秘教》〈邱妙津的死亡動美學與書寫〉

△劉亮雅《性別論述與台灣說》〈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女同志戀說〉

△劉亮雅《同志研究》

△張小虹《性別論述與台灣說》〈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為例〉

△曾秀萍《孤．孽．台北》

△廖勇超〈尋求認同，洞穿幻：《荒記》中（同性情欲）創傷空間與認同政治的對話〉

△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地化的交錯之中：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偉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

△紀大偉〈帶餓思潑辣：《荒記》的酷兒閱讀〉

△朱偉誠〈受困主流的同志荒--朱天文《荒記》的同志閱讀〉

△《另個衣櫃：雙性戀者的命故事與認同》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說》〈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建構〉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越界認同：擬仿/學舌/假仙的論述危機〉

△張小虹《性別越界》〈東服飾──《蝴蝶君》中的文化/性慾/劇場含混〉

△薩依德《東主義》

△闕奕婷;王惠;莊育振〈東與東女性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再建構與凝視〉

△劉思坊〈從男邦到女國：論陳慧《海神家族》與黃碧雲《烈女圖》的女性家族書寫〉

△張小虹〈影像、教學與意識形態：「性別與電影研究」〉《性別越界》

△周芬伶《聖與魔》〈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女性說的靈變貌〉

△《電影理論解讀》〈女性主義的介入〉

△馮燕;焦雄屏;魏書娥;陳開昔;迷〈誰在包裝女性意識?:眾文化中的女性形象〉

△弗德曼《社會性別研究選譯》〈超越女作家批評與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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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後現代/女──權、慾望與性別表演》〈紅男綠女：情歌、流文化與性別顛覆〉

△鄧伊耘〈近年臺灣華語流女性情歌中女性形象析論〉

三、主要參考書籍

張京媛主編（1992）《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學。

張小虹（1993）《後現代/女──權、慾望與性別表演》台北：時報。

張小虹（1995）《性別越界》台北：聯合文學。

托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1995）《性別/文本政治》台北：駱駝。

張小虹（1996）《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台北：聯合文學。

王政，杜琴主編（1998）《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

莊慧秋主編（2002）《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台北：靈坊。

R.W.Connell著，劉泗翰譯（2004）《性/別》台北：書林。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鳳譯（2009）《性別煩︰女性主義與份的顛覆》上海

：三聯書店。

羅蘭．哈斯（Loraine Hutchins）等著，陳錦華譯（2007）《另個衣櫃：雙性戀者的命故事與認

同》台北：商周

劉亮雅（2010）《同志研究》台北：文建會。

張娟芬（2011）《愛的由式》台北：時報。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由教師來設計研討主題、分析各個主題之中的性別與書寫意涵，並在課堂中設立各種

相關題，提供學思考並討論。在課堂討論之前，學必須先研讀討論文本及研究資料，並在課堂上

充分表達對議題之看法。

五、教學進度

1、課程說明，「性別」與「書寫」

2、張愛玲之一：文本

3、張愛玲之二：影像改編

4、學報告：「張愛玲作品裡的性別問題」

5、女同志書寫

6、男同志書寫

7、專題演講

8、酷兒

9、學報告：「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10、東女/中國

11、台灣女

12、女性形象

13、學報告：「性別/符號/形象」

14、夏宇之一：詩與性別

15、李格弟之二：流歌詞與性別

16、學報告：「流文化的性別觀察」

17、期末考周

六、成績考核

1、出席並在課堂上積極表達意；頭報告；確實繳交期末書報告。

2、本課程成績考核比重如下：平常成績（出席率、課堂表現、頭報告）40％＋期末書報告

60％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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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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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Ⅰ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自八○年代以後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本課程將就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歷史作一綜

述，並且就文學史上的重要議題與爭端加以討論。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總共分為4個主題

1.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

2.徐坤泉與廖漢臣的文學史論

3.尹雪曼的《中華民國文藝史》

4.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述

 

二、指定用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春暉

 

三、參考書籍：

1.劉登瀚《台灣文學史》上下 海峽文藝

2.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 年》 春暉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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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I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拓展和深化台灣文學史學科的背景性與基礎性理論研究。教學目標與研討方向，著重

於從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經典文本的再詮釋兩大向度開展，並儘可能削減當台灣文學史涉

及史實、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所可能產生敘述／解讀／評價之意識形態的滲透，因此所選

用的參考書籍，將是書寫觀點相異，甚或是對立的讀本。冀望在台灣文學史料文獻與經典文本的

語境中，透過師生的研究討論，使學習者深入瞭解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方法、目的與價值；訓

練有效發揮自我潛能，儲備進行台灣文學實質研究的學術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一、課程介紹暨概說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文學場域的

變遷》

二、1945-1949，台灣文學驟變的年代

1. 黃英哲，〈國民政府的台灣文化重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2017。

2.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2013

3.陳建忠，〈被咒詛的文學？戰後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

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2007。

閱讀文本：呂赫若〈冬夜〉、吳濁流《無花果》、〈波茨坦科長〉、葉石濤〈三月的媽祖〉

三、戰後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生態

1.黃惠禎，〈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2016。

2.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

，臺灣史研究，2015

3. 呂正惠，〈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

閱讀文本：吳漫沙、楊逵諸作、徐坤泉《可愛的仇人》、鍾理和〈夾竹桃〉、葉石濤諸作

四、五0 年代：反共、懷鄉與戰鬥文藝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 年．第三章》

2. 王德威，〈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

3. Christopher Lupke，〈五○年代臺灣文學的初步分析〉，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

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 楊照，〈文學、政治、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霧與畫--

-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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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姜貴《旋風》、陳紀瀅、潘人木、林海音、朱西甯、司馬中原、王鼎鈞《文學江湖》

等作

五、五○年代：冷戰年代與台灣文學場域裡的多元性

1.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

》

2. 應鳳凰 〈《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0 年代台灣文學史〉，彭小妍編《文藝理論

與通俗文化》

3. 應鳳凰著，〈「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陳建忠等著《台灣小說史論》

4.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文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

中心〉，《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閱讀文本：鍾理和《笠山農場》、《故鄉》四書、吳魯芹、柏楊諸作、聶華苓、郭良蕙《心鎖》

六、五0 年代：台灣女作家的創作

1.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0 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2. 楊晶晶，〈《中華婦女》中的女性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反共抗俄聲中的女性身影---以"中

華婦女"為考察對象》(台北教大台文所碩論，2006)

3. 王鈺婷，〈五0 年代文學場域與女性文學創作空間〉，《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

崛起》。

閱讀文本：林海音、鍾梅音、張漱菡、童真等作

七、六0 年代：戰後台灣現代詩社與詩史

1.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2.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

3. 解昆樺，〈笠詩社的現代詩典律建構〉，《臺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

詩社為觀察核心》

閱讀文本：紀弦、瘂弦、洛夫、商禽、詹冰、白萩、陳千武、趙天儀、林亨泰、杜國清、李魁賢

、陳鴻森、岩上等詩選。

八、六0 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

1. 黃錦樹著，〈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論嘗試

文》

2.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張錦忠等編

，《重寫・臺灣・文學史》

3.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學場域的變遷》

4. 范銘如〈台灣現代主義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閱讀文本：王尚義、王文興、七等生、陳映真、歐陽子、施叔青作品

九、六0 年代：戰後台灣散文的性別與族群議題

1. 張瑞芬，〈現代主義與六○年代的台灣女性散文〉，《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2. 張瑞芬，〈「女性散文」研究對台灣文學史的突破〉

3. 黃錦樹，〈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論嘗試文》

閱讀文本：林海音《城南舊事》、《兩地》、〈蟹殼黃〉、謝冰瑩、徐鍾佩《英倫歸來》、鍾梅

音《海天遊蹤》

十、七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第五章》

2. 唐文標〈詩的沒落〉、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余光中〈狼來了〉

3. 蕭阿勤，〈七0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浮現與形成〉，《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

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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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尉天驄《鄉土文學討論集》

十一、七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

1.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治、社會及思想背景的探討〉，張

寶琴等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2.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3. 邱貴芬，〈翻譯驅動下的台灣文學生產〉，《台灣小說史論》

4. 楊照著，〈為甚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

史散論》

閱讀文本：王拓、宋澤萊、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楊青矗諸作、吳晟〈吾鄉印象〉組詩

十二、八0 年代：本土化的實踐與演變

1. 呂正惠，〈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2. 邱貴芬著，〈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性／別研究讀本》

3. 游勝冠，〈七0 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閱讀文本：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李喬《寒夜三部曲》

十三、八0 年代：都市與政治文學的崛起

1. 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當代

台灣政治文學論》

2.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坐標〉，《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

3. 朱雙一，〈向政治場域掘進和意識形態分化〉，《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

閱讀文本：林雙不〈黃素小編年〉、李昂《殺夫》、黃凡〈賴索〉、林燿德《一座城市的身世》

十四、九0 年代：「後」現代/殖民/鄉土

1.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台灣小說史論》

2.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文學地理：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3. 陳惠齡，〈「鄉土」語境的衍異與增生：九○年代以降台灣鄉土小說的書寫新貌〉，《鄉土性

．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

4. 陳惠齡，〈從「生產鄉土」到「科幻鄉土」──台灣新世代鄉土小說書寫類型的承繼與衍異〉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55 期

閱讀文本：夏宇詩選、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甘耀明《神秘列車》

十五、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一

十六、期末報告大綱報告暨討論二

 

二、指定用書：

（一）主要教科書：

1. 自編講義與指定研讀之作品

2.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2003）

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台北：聯經，2011）

4. 陳建忠等編，《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5.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78)

6. 陳建忠，《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市：南十字星，2018）

7. 陳建忠，《記憶流域：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市：南十字星，2018）

8. 陳惠齡，《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台北：萬卷樓，2010）

（二）文學史及研究文本

葉石濤，《展望台灣文學》（台北：九歌，1994）

《台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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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台北：麥田，2004）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灣：麥田，2002）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爾雅，1995）。

《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1994）

陳芳明、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上、下（台北：麥田，2006）

陳芳明、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台北：麥田，2006）

陳建忠，《被詛咒的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200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17)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台北：女書文化，2001）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1997)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1998)

王德威，《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5）。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高雄：前衛，1996)

劉紀蕙、周英雄，《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2000）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台南：南市文化，1996）

李瑞騰，《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1991）

陳萬益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2006

應鳳凰，《五○年代台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7

應鳳凰，《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史位置》，高雄：前衛，2012。

河原功，《被擺布的台灣文學 :審查與抵抗的系譜》，台北：聯經，2017。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INK 印刻文學，2011。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灣文學五十年》，台北：九歌，1998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1992

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2002

洪淑苓，《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馬 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台北：印刻，2015

邱子修主編，《跨文化的想像主體性 臺灣後殖民／女性研究論述》，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2.8。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

究所，2008

孟樊、林燿德主編，《世紀末偏航：八○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1990。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01。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臺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2015。

許俊雅，《低眉集：臺灣文學／翻譯、遊記與書評》，台北：秀威，2011。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2002。

范銘如，《文學地理：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2008。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2006。

黃美娥，《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目錄（1603-194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2007。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台北：台灣大學，2014。

劉乃慈，《布迪厄與台灣當代女性小說》，台灣：學生書局，2016。

《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台北：麥田，2012。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台北：聯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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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赤松和美子，《臺灣文學與文藝營:讀者與作家的互動空間》，台北：群學，2018。

《冷戰中的台港文藝 :媒介現代 :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2016。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台北：里仁，2009。

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2000。

陳大為，《華文小說百年選．臺灣卷1、2》(台北：九歌，2018)

朱雙一，《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台北：揚智，2002。

國立台灣文學館編，《臺灣文學史長編》1-33 冊。

國立台灣文學館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100 冊。

國立台灣文學館編，《臺灣文學史料集刊》，2011。

（三）文學理論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Isaacs），《族群》（Idols of the Tribe）（台北：立緒，2004）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

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M.）著，畢然等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2002）

巴特．穆爾－吉爾伯特等，《后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2001）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1999）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1)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7)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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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台灣文學與大眾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aiwan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topic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探討台灣大眾文化裡的台灣文學之表現方式，包括類型小說與情詩的暢銷現象、影視

改編，以及消費文化裡的台灣文學位置。本課程透過諸多議題的設立與探討，除了能深入理解台

灣文學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連，更希望能再次辯證大眾文學的文化位階問題、思考台灣文學在流

行文化中的意義或符號性，以及當代消費產業中，文學如何被挪用為文化資本？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課程說明，「大眾文化」與「流行文化」

2、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武俠小說（金庸）

3、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言情小說（瓊瑤）

4、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推理小說（何敬堯）

5、單元一「大眾化的台灣文學」之情詩（席慕蓉、夏宇、林婉瑜）

6、學生口頭報告

7、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白先勇〈孤孽花〉

8、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九把刀《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9、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劉梓潔〈父後七日〉

10、單元二「台灣文學的影視改編」之楊富閔〈花甲男孩〉

11、學生口頭報告

12、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創產業（專家演講）

13、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藝資本

14、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流行音樂裡的文學符號

15、單元三「台灣文學與消費產業」之文學IP 產業

16、學生口頭報告

 

二、指定用書：

（一）文本

金庸《射雕英雄傳》

瓊瑤《一簾幽夢》、張曼娟《海水正藍．儼然記》

何敬堯《幻之港──塗角窟異夢錄》

席慕蓉《無怨的青春》、夏宇《備忘錄》、林婉瑜《愛的24則運算》

白先勇《台北人．孤孽花》

九把刀，《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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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梓潔〈父後七日〉

楊富閔《花甲男孩》

李格弟《這隻斑馬》、方文山《青花瓷》

 

（二）影視

《孤孽花》（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

《父後七日》（電影）

《花甲男孩轉大人》（連續劇）

《冬未了》（蘇打綠音樂專輯）

《醜奴兒》（草東沒有派對音樂專輯）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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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一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

群」文學與文 化表現， 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切。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

地、認同、族群」開始，思索台灣不同族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理移動，族群文

學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量？

 

課程概述：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理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主軸，外加一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切重點如下

：一、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 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

二、透過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課程大綱：

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Ethn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課程說明

族群文學的討論，除了留意單一族群的原初傳統與認同，也得考慮現當代跨國流動之情境，「族

群」文學與文化表現，則衍文化交會、文化想像的不同關切。因此，本課程討論的核，即從「土

地、認同、族群」開始，思索台灣不同族群相遇的現象，並考慮跨國/跨區域的地理移動，族群文

學如何回應此衝擊？如何透過對話、媒體連結產量？

本課程佐以族群相關論述，並以主題「理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移動與離散的

族群表述」為討論主軸，外加次野調查，進閱讀、野訪談與文化研究的參照。關切重點如下：一

、探討在地與跨界移動的族裔文學文化，如何透過不同媒介，進我認同與再現政治之關聯。二、

透過野訪談與研究思辨，感受周遭的文化衝突與調合，以經驗體會台灣微妙的族群關係。

二、指定用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王德威、嘉謙、胡倫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初安編輯《凝視驛鄉VOYAGE15840--移攝影集》台北：印刻，2008。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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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陳又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高格孚《風和暖：台灣外省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華泰文化，2002。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汪宏倫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理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阿牛「初戀紅豆冰」(電影，2010)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R26;歌」(樂，2008)

巴奈，「泥娃娃」(樂，2000)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三、參考書籍

Homi K. Bhabha. ”Introduction：narrating the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USA：Routledge. 1990.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Virinder S. Karl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台北：韋伯

，2008。

安鋒《霍米巴巴》台北：揚智，2005。

四報編譯《逃 / 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台北：時報，2012。

四報編譯《離 / 我們的買賣，他們的》台北：時報，2013。

強娜威《嫁來天堂的新娘》台北：文經社，2008。

陳為《最年輕的麒麟：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台灣文學館，2012。

夏曉鵑、陳信、黃德北《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與移(上)(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8。

夏曉鵑《騷動流移》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文化，2005。

侯淑姿《女性影像書寫：侯淑姿影像創作集(1989-2009)》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張鐵志《聲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台北：商周，2004。

來亞留台校友會主編《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威秀，2012。

莫那能述、劉孟宜 錄整理、呂正惠編輯校訂《個台灣原住的經歷》台北：間，2010。

關曉榮《八尺扎》台北：台原出版，1996。

四、教學與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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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式：本課程指定閱讀的文本，包括三個主題：「理論基礎」、「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內容觸及論文、文學文本、樂與影像。指定文本將由同學擔任導讀

，老師進歸納與補充。

2.作業a：指定文本導讀。導讀同學參佐理論基礎，進文本分析。

3.作業b：學期期間，個須完成份與族群議題相關的家野調查，野調查將於第八週進主題設定，第

三週調成果發表。

4.作業c：個須完成份以族群為思考向度的研究論文。

5.課堂評點：出席率、導讀、野調查準備與成果、分組討論、研究論文。

五、教學進度

第一週：序論--族裔文學研究的思考

主題一：理論基礎

第二週

主要閱讀書

Benedict Anderson著，吳睿譯，《想像的共同體：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

第三週

主要閱讀書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台北：桂冠，2017)。

第四週

主要閱讀書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王德威、嘉謙、胡倫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

第五週

主要閱讀書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蕭阿勤，＜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蕭阿勤、汪宏倫主編，《族群、族與現代國

家：經驗與理論的反思》(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1-22。

第六週

主要閱讀書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張茂桂，〈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臺灣的形成與難題〉，收於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台北

：華泰文化，2002)，223-273。

第七週：演講，選：交莊雅仲教授

主要閱讀書

莊雅仲，＜研究台灣＞、＜反社會＞、＜夢想族群＞，《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

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學，2013)，89-160。

第八週：家野調查準備

本周練習：個設定的族群向度與主題

擬定訪談綱

野倫理與技巧練習

主題二：族群記憶與家國書寫

第九週：外省族群的台灣情感

主要閱讀書

高格孚，《風和暖：台灣外省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印刻，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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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台麗，「頭夢」(紀錄片，2004)。

第十週：原住族文學與影

主要閱讀書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的語、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2000)。

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台北：前衛，2014)。

巴奈，「泥娃娃」(頭樂，2000)

陳芯宜、江國梁，「靈」(紀錄片，2014)。

第十一週：客家族群的風再現

主要閱讀書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說卷》(台北：天下文化，2004)。

林祥，「我庄」(風潮唱片，2013)。

第十二週：閩南文學與新式歌謠

主要閱讀書

蔡明諺，〈吾鄉印象與鄉文學：論七○年代吳晟詩歌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研究》(台南

：成功學台文系，2013)，169-198。

吳晟，《他還年輕》(台北：洪範，2014)。

吳晟、吳志寧，「甜蜜的負荷：吳晟詩R26;歌」(風和麗，2008)。

第十三週：家野調查成果展現

主題三：移動與離散的族群表述

第十四週：華夷風與華文學影像

主要閱讀書

王德威，〈華夷風起：來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文學報》38期(雄：中學文學院，2015)，1-

29。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

阿，「初戀紅豆冰」(華駿國際，2010)。

第十五週：灣歷史及回憶錄

主要閱讀材料

杜正宇，＜灣回家：本的歸國與鄉愁＞，《歷史台灣》10期(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5)，

103-130。

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位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

黃銘正，「灣回家」（紀錄片，2013）。

第十六週：跨國移與報導文學

主要閱讀書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遠流，2009)。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命紀事》(台北：印刻，2008)。

溫知儀，「娘惹滋味」(公共電視劇情片，2006)。

第十七週：新移的她者書寫

主要閱讀書

張郅忻，＜台灣說中新移女性形象的形構＞，《文史台灣學報》8期(台南：成功學，2014)，9-

28。

陳又津，《準台北》(台北：印刻，2015)。

蔡崇隆，「移新娘：我的強娜威」(紀錄片，2006)

第十八週：期末綱發表練習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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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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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Southern Min Culture（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引領學生有系統且全面地進入臺灣傳統建築領域，並以閩南語思考過去先民如何稱呼及

看待居住空間的大宇宙與小宇宙建築本體，體會前人如何憑藉手工技術砌造出傳統建築之美。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由教師於課堂上介紹各週主題，並實際以閩南語稱呼傳統建築的各個形式與作法構件

的名稱。期中、期末報告前一週各安排一次至新竹古蹟的戶外實察。期中報告，學生簡要報告期

末預計進行的報告主題；期末報告必須以閩南語作10分鐘的口頭報告，並繳交書面報告。

教學進度：

1.課程大綱介紹、文資保存歷程

2.臺灣的聚落

3.臺灣建築史之建構：七個文化期

4.建築類型

5.建築堪輿：風水地理

6.平面布局

7.空間尺度

8.戶外實察

9.期中報告

10.部位構造：臺基～牆身

11.部位構造：樑架～屋頂

12.部位構造：內外檐裝修

13.裝飾技術與藝術

14.家具器物

15.營建系統

16.習俗儀式與信仰禁忌

17.戶外實察

18.期末報告

指定用書：自編講義

參考書籍：

林會承，1987，《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藝術家。

李乾朗，2003，《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遠流。

李乾朗，2008，《臺灣建築史》，五南。

李乾朗，2002，《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五輯》，燕樓古建築。

200 2020/12/04 05:08



徐明福，1980，《臺灣傳統民它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胡氏圖。

洪文雄，1993，《臺閩地區傳統工匠之調查研究（第一期）。

俞怡萍，1999，《古蹟入門》，遠流。

謝文正，2016，《臺灣守護龍神：形勢派風水學之理論與驗證2》，桂冠。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佔40%（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回應）

期中報告佔20%

期末考佔4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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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生命禮俗文化 

課程英文名稱：TRADITIONAL BIRTH CUSTOM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臺灣傳統生命禮俗與一般臺灣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不闇閩南語者，常常無法理解相關語彙所

代表的意義，有時更容易貽笑大方。本課程預計分成兩部分，前半段研讀《臺灣禮俗語典》，該

書共分成50個小單元，廣泛蒐集由出生、成人、結婚、祝壽到喪葬的所有禮俗用語，主文雖以華

語述寫，但禮俗語彙皆標示閩南語羅馬字，適合略具閩南語羅馬字能力的讀者閱讀；後半段預計

研讀《臺灣年俗》，本書由臺中瑪利諾會出版，分成六大單元：年節、婚姻、出生、喪事、童乩

和法師、十二生相，全書以閩南語羅馬字述寫，適合熟稔閩南語羅馬字者深入研究。透過這兩本

指定用書的閱讀以及相關參考書籍為教材，詳細講解，使學生了解各該禮俗的意義。

課程大綱：

教學方式：由教師介紹各生命禮俗的閩南語發音、漢字以及詞彙禮俗意義，期中報告為學生個人

進行某項生命禮俗的口頭加書面報告，必須有實際相片或影片的記錄，禮俗詞彙需以閩南語漢字

書寫並加上臺羅標音，口頭報告語言為閩南語，時間10-15分鐘。期末報告為選擇《臺灣年俗》一

、兩小節(約6-10頁)，轉寫為臺羅標音，並朗讀該小節繳交朗讀影片。

教學進度：

1.課程大綱介紹，《臺灣禮俗語典》出生

2.《臺灣禮俗語典》出生、成人

3.《臺灣禮俗語典》成人、結婚

4.《臺灣禮俗語典》結婚、祝壽

5.《臺灣禮俗語典》祝壽、喪葬

6.《臺灣禮俗語典》喪葬

7.期中報告

8.期中報告

10.期中報告

11.《臺灣年俗》年節(一)p.1-28

12.《臺灣年俗》年節(二)p.29-75

13.《臺灣年俗》年節(三)p.76-110

14.《臺灣年俗》婚姻p.111-128

15.《臺灣年俗》出生p.129-141

16.《臺灣年俗》喪事(一)p.142-170

17.《臺灣年俗》喪事(二) p.171-188

18.《臺灣年俗》喪事(三) p.189-210

指定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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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1986，《臺灣禮俗語典》，自立晚報社。

洪惠眾，1992，《臺灣年俗》，瑪利諾會語言服務中心。

參考書籍：

片岡巖，1921，《臺灣風俗誌》，臺灣日日新報社。

林明義，1987，《臺灣冠婚葬祭家禮全書》，武陵。

姚漢秋，1991，《臺灣婚俗古今談》，臺原。

林明峪，1995，《臺灣民間禁忌》，大河。

林茂賢，1999，《臺灣民俗記事》，萬卷樓。

黃文博，2000，《臺灣人的生死學》，常民文化。

李秀娥，2003，《臺灣傳統生命禮儀》，晨星。

劉還月，2003，《臺灣島民的生命禮俗》，常民文化。

徐福全，2008，《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徐福全。

徐福全，2012，《增訂家禮大成》，徐福全。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佔40%（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回應）

期中報告佔30%

期末考佔3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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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綜論 

課程英文名稱：Fundamental Issues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理

念與信念。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和法規與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3‐1 依據課程綱

要/大綱、課程理論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量。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

教學。 5-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

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語言教學的理論與實踐出發，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教學的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期望透過語言學習原理、學

習者特質、語言教學情境、理論或方法、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等主題的探討，使學生具備應用相

關學理及融合新科技的能力，從事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研究。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語言教學現況

教學實踐思考、問題與解決策略、教學觀、方法與技巧、教學研究與教師增能 …

2.學科內容知識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言學理論與教學流派、語言與文化…

3.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學」

語言能力發展、學習者特質、學習策略…

4.學科教學知識：語言的「教」

語言能力、文法、詞彙教學；課程規劃與設計；教材發展；語言教學與科技；語言評量…

5.其他

 

二、參考書籍：

H. G. Widdowson.1990.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OUP.

Richards, Jack C. 2003. 英語教學三十年之回顧。CET

(http://www.cavesbooks.com.tw/CET/ArtContent_tw.aspx?CDE=ART201308141117553DJ)

Richards, J. C., & Renandya, W. A. 2002.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An

anthology of current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Jack C. 2010.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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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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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aiwa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

理念與信念。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

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5‐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以嚴謹的研究取向，針對台灣之語文教學：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中小學國語文教學、

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中小學語言教學、以閩客語為第一或第二語言的本土語教學，評析其現況

，或探究梳理未來可行之教學取向。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一語與二語之語文教學內涵

，也能掌握影響學生語文學習之可能因素。同時，也能運用合理的語文教學取向，發展適合學習

需要的語文教學方案。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次主題說明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

2一語與多語脈教絡的語言教育講授與討論

3從語言教育到語言教學講授與討論

4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學習篇講授與討論

5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教學篇講授與討論

6何謂有效的語言教學:評量篇講授與討論

7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8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9期中報告講授與討論

10課室教學案例分析:高年級學生報告

11課室教學案例分析:中學階段學生報告

12課室教學案例分析:學科領域學生報告

13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低年級講授與討論

14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年級講授與討論

15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高年級講授與討論

16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中學階段講授與討論

17讀寫平衡取向的語言教學:學科領域講授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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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期末報告Round Table seesion

 

二、參考書籍：

湯廷池 (2010)。語言學、語言分析與語言教學。 台北市:致良。

陳美如 (2009)。 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 高雄市:復文。

相關碩博士論文。

Lesile, B. (2014).The Common core companion :the standards decoded, grades 3-5 : what

they say, what they mean, how to teach them /Leslie Blauman with Jim Burke.Thousand

Oaks, Calif. :Corwin Literacy.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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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理論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heor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了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

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課程概述：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will be introduced to bring the student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e of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their teaching context.

Emphasis will be focused on how linguistic theories influence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y.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Week 1 Introd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eek 2 Direct strategies

Week 3 How to apply direct strategies

Week 4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5 How to apply indirect strategies

Week 6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assessment

Week 7 Networking

Week 8 Language origin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9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0 From Syllabus desig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eek 11 Needs analysis

Week 12 Situation analysis

Week 13 Planning goa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Week 14 Course planning and syllabus design

Week 15 Effective teaching

Week 16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7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eek 18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二、指定用書：

1.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what every teachers should know./Oxford,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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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le Heinle Publishers  1990   ISBN:0838428622

2.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Richards, J.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0521804914

 

三、參考書籍：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ition). Longman.

廖柏森 (譯) 2007。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東華書局。(原著：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ition). Longman.)

谷瑞勉 (譯) 2001。教室中的維高斯基。心理出版社。(原著：Dixon-Krauss, L. Vygotsky in

the classroom : mediated literacy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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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量化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

 

課程概述：

本課程首要協助學生熟悉以學研究之內涵與量化研究之梗概，期使學生在此理論基礎下，應用量

化研究方法進行語言教學議題之探討。本課程修習結束後，學生將具有辨識量化研究在語言教學

情境之適用性，且能熟稔的在自身之教學情境中，熟悉量化研究法之內容與操作方式。同時，學

生也將具備能分析與解讀其它語言教學量化研究文獻之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第一週 語言教學量化研究介紹

第二週 科學研究:從問題意識到驗證假設

第三週 語言教學場域中的量化資料:有系統的觀察並收集資料

第四週 實作一:課室錄影中的資料記錄

第五週 實作二:課室內學生行為之資料記錄

第六週 量化研究中的隨機分派與語言教學中的準教學實驗

第七週 準教學實驗與課室觀察研究

第八週 語言教學量化研究中的研究工具(問卷、標準化測驗工具、與自編量表)

第九週 期中報告(語言教學量化研究小論文初稿)

第十週 從描述統計到推論統計

第十一週 描述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

第十二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三週 推論統計中的資料分析與解釋一

第十四週 實作三: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五週 實作四:小論文之資料分析

第十六週 教學實驗之效果量

第十七週 從資料分析到理論建立(迴歸、HLM)

第十八週 小論文成果發表

 

二、指定用書：

Calfee, R., & Sperling, M. (2010). On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iteracy Research (An NCRLL Volume) (Language and Literacy: Ncrll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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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ollege Press

 

三、參考書籍：

Ablers, P., & Holbrook, T. (2013). New Methods of Literacy Research (Paperback).

Routledge

Phakiti, A. (2015).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s in Linguistics).  Bloomsbury Academic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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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針對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理論、方法及實務等相關議題，做深入的探討，並就不同

研究對象、現象與問題，進行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與詮釋的討論。希望經由本課程的學習，學生

能清楚掌握質性研究的精義與操作過程，從事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評論及實作。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及質性研究的內容簡介

2.質性研究的涵養及角色意識

3.質性研究的倫理議題與共融關係

4.現象學、詮釋學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5.紮根理論、批判理論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6.俗民誌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7.行動研究法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8.焦點訪談在語言教學研究的應用

9.如何進入語言教學的研究現場

10.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問題

11.語言教學的研究對象抽樣

12.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設計

13.如何進入深度訪談的世界

14.語言教學的觀察與資料蒐集

15.語言教學的質性資料分析─看見意義與理出脈絡

16.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之優劣鑑定

17.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評鑑及討論

18.語言教學的質性研究論文寫作歷程

 

二、指定用書：

楊延寧(2014)。應用語言學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台北，商務印書館。

楊魯新(2013)。應用語言學中的質性研究與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12 2020/12/04 05:08



Merriam, S. B.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三、參考書籍：

林佩蓉（2003）。統整式語文教學的理論與實務：行動研究取向。台北：心理。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台北，巨流圖書。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18堂課。台北，麗文文化。

陳向明（2008）。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圖書。

陳惠邦(1998)。教育行動研究。台北市：師大書苑。

陳惠邦、李麗霞(2004)。行行重行行。台北：師大書苑。

陳佩正(2000)。從「心」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師專業成長。台北：心理。

黃繼仁(2002)。課程慎思應用於教室層級課程實施之研究─以小學低年級教師的語文課程實踐為

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德銳等著（2014)。教學行動研究─實務手冊與理論介紹。台北市：高等教育。

曾世杰譯（2011）。有效的讀寫教學─平衡取向教學。台北：心理。

蔡清田(2006)。教育行動研究。台北市：五南。

蕭瑞麟（2009）。不用數字的研究。台北，培生出版。

藍毓仁譯（2009）。質性研究方法。台北，巨流圖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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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音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honological System of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利教育機會均等。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

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論及教學原理

，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量。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

知能，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

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學會如何進行語音教學，以台灣地區常見語言之語音系統為例。藉由認識發音器官、

了解發音方法、聽辨發音錯誤、以及音韻覺識等知識，找出常見的語音學習錯誤，以及相關教學

修正策略。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發音器官介紹

2.如何正確發音與教導

3.聽辨技巧訓練

4.找出發音的錯誤點 (如何利用praat協助分析)

5.音韻覺識(第一語言vs.第二語言)

6.輔音教學

7.元音教學

8.音節辨認教學

9.聲調與重音

10.學期報告規畫

11.如何收集課堂語音材料

12.如何分析課堂語音材料

13.不同語言的語音特徵比較

14.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

15.跨語言的干擾特徵II

16.材料分析

17.材料分析與教學應用

18.期末課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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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用書：

自編教材

 

三、參考書籍：

Ladefoged, P. & Keith Johnson, 2011,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ition, Wadesworth

George, Yule, 2010, The Study of Language, 4th edition. Cambridge

Gillon, Gail T. 2007, Phonological Awareness: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Guilford

Press

鍾榮富, 2011, 華語語音及教學, 正中書局

洪惟仁，1996，台灣話音韻入門(歌仔戲教材)，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

古國順、何石松、劉醇鑫編著，2004，客語發音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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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詞彙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ocabulary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

理念與信念。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

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5‐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詞彙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包含教師應具備的詞彙學基

本概念與相關理論、教材編寫、教學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指導策略以及測驗評量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詞彙學概論

3教學法流派

4詞彙的構成與發展

5詞彙單位

6詞的構造

7詞義

8熟語

9期中報告

10方言特徵詞

11詞彙擴散

12詞彙與文化

13詞彙教學的基本原則

14詞彙的評量與測驗

15詞彙課堂教學方法與技巧

16詞彙教案設計

17教案教學演示

18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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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用書：

無指定教科書，將以一系列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進行

 

三、參考書籍：

符淮青 2004 現代漢語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

錢玉蓮2006現代漢語詞彙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 典藏閩南語教育資源.( http://3w.naer.edu.tw/education/t-

language-1.jsp)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如龍 2000 〈論方言特徵詞〉，《中國語言學報》，第10期

李如龍 2001 論漢語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溫昌衍 2001 《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暨南大學伯博士論文。

楊秀芳 （1991）《閩南語語法稿》，大安出版社

許威漢（2000），《二十四世紀的漢語詞匯學》，書海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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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法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Grammar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

，以維護學生福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

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建立在理論語法之上，以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語言為例(以研究成果最豐碩之漢語為例，但不

以此為限)，引導學生利用相關的語法知識，提升解決語法問題和組織語法教學活動的能力，透過

將語法理論與教學的結合，讓學生從中學習和掌握語法教學的基本原則和策略，進而指引語法的

教學實踐。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內容：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一般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別

3語法規則

4語法教學的基礎屬性

5簡易性的準則

6語法教學點難易度的評定

7語法點的排序

8對比分析與語法教學

9期中報告

10詞類教學(I)

11詞類教學(II)

12常用句型的教學(I)

13常用句型的教學(I)

14複句教學

15各語言教材語法點安排分析

16教學與評量

17教案設計與試教

18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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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書籍：

方麗娜. 1998.〈語法教學上字、語素、詞的界定問題探討〉，《高雄師範大學報》9:15-32。

王培光. 1988.〈華語教學語法的編寫原則〉，《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與應

用》 

    (中)，頁89-96。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王培光. 1994.〈從廣義的語言能力論華語語法教學〉，《第四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教材

    教法組》，頁65-74。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呂文華. 1995.〈漢語語法的切分與分級〉，《中國語言學報》第七輯。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

版社。

何寶璋. 2011.〈漢語語序的語法意義在對外漢語語法教學中的實際應用〉，《台灣華語教學研究

》2。

呂文華. 199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探索》。北京：語文出版社。

呂文華. 2002.〈對外漢語教材語法項目排序的原則及策略〉，《世界漢語教學》4:86-95。

肖奚強. 2009.《外國學生漢語句式學習難度及分級排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清海. 1984.〈語法研究與語法教學〉，《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語法組》，頁

23-34。

    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周清海. 2004.〈華文教學裡的教材與語言問題〉，《華語文教學研究》1.1:23-31。

屈承熹. 2004.〈結構、功能、篇章：語法循序教學〉，《華語文教學研究》1.1:33-52。

林秀惠(主編). 2011.《對外華語教材研發》。臺北：文鶴。

林秋芳. 2008.〈現代漢語離合詞之教學語法建議〉，《2008第一屆華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暨工作

坊

    論文集》。臺北：文鶴。

高更生、王紅旗. 1996.《漢語教學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武昌、李櫻. 2007.〈從功能語法觀點檢視台灣高中英文句型教學〉，《2007國際應用英語教學

研

    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頁626-643。臺北：文鶴。

盛炎. 1990/2007.《語言教學原理》。四川：重慶出版社。

許長謨(主編). 2011.《華語詞彙與語法》。臺北：文鶴。

陳俊光. 2007.《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台北：文鶴。

陸潔娟 1997.〈語義、認知及上層認知漢語語法教學法的理論與實踐〉，《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

學

    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與應用篇》(下)，頁151-164。臺北：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陸慶和. 2011.《實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湯廷池. 2004.〈語言分析與華語教學〉，《華語文教學研究》1.2:165-190。

葉德明(主編). 2011.《對外華語課程設計》。臺北：文鶴。

蔡永強、侯穎. 2010.〈問題與思路：華語文教材之練習設計的多維考量〉，《華語文教學研究》

    7.3:75-108。

鄧守信. 200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臺北：文鶴出版社。

盧福波. 2004.《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層級劃分與項目排序問題》。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研究

盧福波. 2010.《漢語語法教學理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戴浩一.2003.〈認知功能語法與漢語教學〉，《語言理論與語言教學》，頁34-45。香港：香港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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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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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義學教學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Seman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各種語義學研究的方法，應用實例的講解，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Week 1 Metadata and Semantics

Week 2 Applied Semantics

Week 3 Meanings in Language

Week 4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5 Semantic Web

Week 6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eek 7 Spring Break

Week 9 Multimedia semantics

Week 11 Semantics in data and Knowledge Bases

Week 12 Knowledge and Language.

Week 13 Semantics vs. Pragmatics

Week 14 Noun-noun Combinations

Week 15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Week 16 Cultural Semantics

Week 17 Experimental pragmatics/semantics

Week 18 Quantitative Semantics

 

二、參考書籍：

小考用書

伍謙光。博雅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新編語義學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寅。語義理論與語言教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庫爾森。(2010)。語義跳躍：意義建構中的框架轉換與概念整合。世界圖書。

參考用書

week 1Dodero, J., Palomo-Duarte, M., Karampiperis, P. (2012). Metadata and semantics

research 6th research conference, MTSR 2012, Cadiz, Spain, November 28-30, 2012 :

proceeding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ER 006)

week 1Granitzer, M., Lux, M., Spaniol, M. (2008). Multimedia Semantics: The Role of

Metadata.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ER 006.7)

221 2020/12/04 05:08



week 2Li, C., Wan, L. (2010). Advanced applications and structures in XML processing:

label streams, semantics utilization, and data query technologies. IGI Global. (ER

006.74)

week 2Gilles, B. (2000). Applied semantic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APPSEM 2000,

Caminha, Portugal, September 9-15, 2000 : advanced lectures. Springer. (ER 005.131)

week 3Cruse, D. A. (2000). Meaning in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 302.2)

week 4Dillon, G. L. (1982).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semantics. Crane

Publishers. (410 Dil)

week 5Kashyap, V., Bussler, C., Moran, M. (2008). The semantic web[electronic

resource] : semantics for data and services on the web.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ER 025.04)

week 6Sawyer, S., Palgrave, C. (2010). New waves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 (ER 401)

week 8Srinivasan, U., Nepal, S. (2005). Managing multimedia semantics. IRM Press. (ER

006.7)

week 9Klaus-Dieter, S., Bernhard, T. (2011). Semantics in data and knowledge

bases[electronic resource]: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SDKB 2010, Bordeaux, France,

July 5, 2010 :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Springer-Verlag GmbH Berlin Heidelberg.

week 10Danks, J. H., Kurcz, I., Shuga,r G. W.

(1986).Knowledge an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North-Holland. (ER

401.9)

week 11Szab漃, Zolt榥n Gendler. (2005). Semantics vs. pragmatics. Clarendon Press.

(ER 401.43)

week 12Benczes, R. (2006).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al noun-noun combinations. John Benjamins Pub. Co. (ER

428.1)

week 13Goddard, C. (2008).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John Benjamins Pub. Co. (ER

401.43)

week 14Jay, M. (1998). Cultural semant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ER

401.43)

week 15Meibauer, J., Steinbach, M. (2011). Experimental pragmatics/semantics. John

Benjamins Pub. Co.

week 16Brena, R. F., Guzm, A. (2011). Quantitative semantics and soft computing

methods for the Web perspectives and applications. IGI Global. (ER 006.3)

報告用書

(1)Odell, K. (1992). Process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rehension of syntax and

lexical-semantics in adult aphasi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ER)

(2)Frackowiak, R. S. (2004) Human brain function.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ER

612.82)

(3)Meibauer, J., Steinbach, M. (2011). Experimental pragmatics/semantics. John

Benjamins Pub. Co.

Brena, R. F., Guzm, A. (2011). Quantitative semantics and soft computing methods for

the Web perspectives and applications. IGI Global. (ER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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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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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習得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cquisi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教學重點在於讓修課同學熟悉語言習得的進程和主要議題，並熟悉研究語言習得的方法

。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WEEK 1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

WEEK 2 A Dynamic Neural Field Model of Word Learning

WEEK 3 Timing Matters: Dynamic Interactions Create Sensitive Periods for Word

Learning

WEEK 4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Dynamic Competition Transform Association into Development

WEEK 5 How Experiences with Words Supply All the Tools in the Toddler’s Word-

Learning Toolbox

WEEK 6 Learning Words from Experienc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WEEK 7 A Sensory-Motor Solution to Early Word-Referent Learning

WEEK 8 The Miracle Year: From Basic Structur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WEEK 9 An Embodied Model of Young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0 Developmental Language Learning from Human/Humanoid Robot SocialInteractions:

An Embodied and Situated Approach

WEEK 11 Making Use of Multi-Modal Synchrony: A Model of Acoustic Packaging to Tie

Words to Actions

WEEK 12 Development of Word Recognition across Speakers and Accents

WEEK 13 A Neurorobotics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Word Learning Behaviors

WEEK 14 Learning Words by Imitating

WEEK 15 I Think I Have Heard That One Before: Recurrence-Based Word Learning with

aRobot

WEEK 16 Two Distinct Sequence Learning Mechanisms for Syntax Acquisition and Word

Learning

WEEK 17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te Talkers: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WEEK 18 Review

 

二、指定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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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Word Learning: Trends in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Lakshmi Gogate and George Hollich

Hershey, Pa. : IGI Global.  2013   ISBN:9781466629738

2.Connectionist approaches to clinical problem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 therapeutic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Raymond G. Daniloff. (ed.)     Mahwah,

N.J. : L. Erlbaum  2002   ISBN:0585385874

 

三、參考書籍：

Foster-Cohen, S. (ed) (2009)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0230240780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Gogate, L. & Hollich, G. (2013).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Word

Learning: Trends in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shey, Pa. : IGI

Global. ISBN: 9781466629738.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Richards , B. (ed.) (2009). Vocabulary studi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0230242258 (本校圖書館電子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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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hildren Language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科目旨在協助學生了解嬰幼兒以及學齡期兒童的語言發展, 藉由此課程學一將能了解影響兒童

發展句法、聲韻、詞素和心理詞彙等相關因素為何，同時也能掌握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相關理論

。在本課程中，學生也會有機會學習兒童語言發展研究所需之研究方法與技術。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要求

第二週 語言發展概觀

第三週 嬰兒期的溝通發展

第四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1)

第五週 語音發生機制與音韻發展(2)

第六週 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七週詞彙學習和語意發展

第八週 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九週語法&語用的發展

第十週 期中討論

第十一週 語言評量

第十二週 語言評量

第十三週 幼兒發展

第十四週 語言發展理論(1)

第十五週 語言發展理論(2)

第十六週 語言發展的個別差異

第十七週 特定型語言障礙、自閉兒童的語言問題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二、指定用書：

Gleason, J. B.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6th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主要教科書]

 

三、參考書籍：

Paul, R. (2001). Language disorders from 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2nd ed. St. Louis, MO: Mosby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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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R. (2007). Language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7th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林寶貴(2002) 語言障礙與矯治 台北：五南出版公司

曾進興主編(1995) 語言病理學基礎，第一卷 台北：心理出版公司

曾進興主編(1996) 語言病理學基礎，第二卷 台北：心理出版公司

曾進興主編(1999) 語言病理學基礎，第二卷 台北：心理出版公司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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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雙語教學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tudies on Bilingual Literacy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雙語學習之心理認知歷程，不僅是心理語言學家關心的議題，更是攸關國家公民之素養。本課程

擬先探討人類雙語學習之認知心理學，使修習本課程，學生不僅能熟悉影響學生雙語之可能因素

。同時，也將探討雙語教學之可能方法，進而能將理論應用於實際之教學實務。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基本之讀寫能力

3)新世紀之雙語素養(Ⅰ):高階讀寫之發展

4)雙語學習之形音對應機制

5)雙語學習脈絡中之意義觸接

6)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7)雙語交互激發模式(BIA)

8)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9)期中發表

10)雙語同質性高低對雙語學習之影響

11)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2)個別差異與雙語教學取向

13)雙語學習之評量

14)雙語學習評量(Ⅱ)

15)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6)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7)雙語教學案例分享

18)期末發表

 

二、指定用書：

Garcia, O.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三、參考書籍：

Baker, C. (2000). The care and education of young bilingual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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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for professionals.New York: Multilingual Matters.

Crawford, J. (1999). Bilingual education: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Los

Angeles,

CA:Bilingual Education Services.

Ovando, C. J., Collier, V. P., & Combs, M. C. (2003). Bilingual

and ESL classrooms. New York: McGraw-Hill.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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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言教學評量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Assess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語言與教學評量的分析與研究，課程內容包括：語言測驗的編製與實施、測驗

結果的解釋與應用、測驗的分析與評鑑等，藉此幫助學生獲得編製、選擇與評鑑語言測驗，以及

應用語言測驗進行教學成效分析與研究的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介紹、語言教學目標專題研究、語言教學評量專題研究、語言測驗編製與命題實作專題、語

言測驗試題分析專題、信度原理與信度估計專題研究、效度原理與效度估計專題研究、常模測驗

分數的解釋專題、標準化測驗與應用專題、多元評量專題研究

 

二、指定用書：

柯華葳主編（民93）。華語文能力測驗編製─研究與實務。台北：遠流。

郭生玉（2007）。心理與教育測驗。臺北：精華。

 

三、參考書籍：

中國測驗學會主編（1994）。華文社會的心理測驗。臺北：心理。

余民寧（2002）。教育測驗與評量。台北：心理。

陳英豪、吳裕益（2000）。測驗與評量。高雄：復文。

劉鐮力（民87）。漢語水平測試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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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of Taiw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了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了

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以臺灣母語的特性為考量，設定教學目標及配套的評量方式，並且練習適用於評量

臺灣母語學習效果的量化及質性描述方法。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W　TopicReading

1課程簡介

2教師母語不流利時如何教？Hinton (2003)

3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張學謙 2004, 2007, 2011

4結合社區與學校的統整教學江秀英 2007, The Foxfire Approach

(http://www.foxfire.org/teaching.html)

5雙語教學張學謙等 2011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陳素年 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

6多語教室教學黃東秋 2007, 2010

7沉浸式教學法(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Reyhner, Jon.2003. Kipp 2009客語沉浸教學: 陳

雅鈴2009陳雅玲等2009

8專題演講: 教案編寫

9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張學謙等2011, Heredia & Francis 1997

10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高清菊 2011, 楊美蓮2007　

11繪本製作與融入教學Heredia and Francis 1997

12期中報告:教學研究計畫構想分享

13語言教學法介紹 IRichards & Theodore 2000

14語言教學法介紹 II

15討論: 教學法於母語教學之應用

16語言教學評量Bowles & Stansfield 2008

17期末發表

18期末發表

 

二、參考書籍：

高清菊. 2011. 原住民族文化融入族語教材探討─以「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繪本編纂歷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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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分享。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理論與實務論叢, 201-22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陳昭君、賴香螢、陳震蔚 .2011.看見排灣族的聲音：雙語書的製作與教學。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理論與實務論叢, 124-158。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楊美蓮. 2007. 童畫與族語：談兒童繪本在族語學習上的運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理論與實務論

文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江秀英. 2007. 台灣原住民族語怎麼教？以兩個國小資深原住民族語教師的教學法為例，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論叢 -- 理論與實務，165-18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04. 結合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 台灣語文研究 2: 171-192。

張學謙. 2007.〈重新點燃族語火種﹕師徒制與原住民語言復振〉。張學謙等編輯《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論叢—理論與實務》。頁201-212。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張學謙. 2011.　語言復振的理念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台中市新新台灣教育文化基

金會

張學謙 許秀金. 2012. 以雙語策進行地方為本的母語讀寫教育. 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

討會會前論文集395-407. 10月 5-6 日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黃東秋.2007. 多語言教室教學：美言巧語生態環境之營造。原住民族語言的發展—理論與實務》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56-74.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黃東秋. 2010. 多語言互通論: 社區多語言教室的學與教. 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 黃

樹民、章英華主編，頁357-404，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雅玲. 2009. 屏東縣幼托園所實施沉浸式客語教學之探討. 教育資料與研究 91: 頁55-84.

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 2009. 客語沈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教育心理學報

， 41(2)，345-360。

林佳慧. 2010. 閩南語融入式課程之實施及其對幼兒之影響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碩士論文。

陳素年.2010. 台語融入國語文教學模式探究~以小一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蒼林. 2010. 運用社區資源ê台語教學：台華雙語多媒體電子冊製作行動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湖

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Bowles, Melissa and Charles W. Stansfield. 2008. A Practical Guide to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in the Native Language. NLA—LEP Partnership

Hinton, Leanne. 2003. How To Teach When the Teacher Isn’t Fluent.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Reyhner, Jon.2003. Native Language Immersion.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Kipp, Darrell. 2009. Encouragement Guidance and Lessons Learned: 21 Years in an

Immersion School. Jon Reyhner and Louise Lockard (eds.)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 Lessons Learned.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jan.ucc.nau.edu/~jar/TIL.html

Fox Fire http://www.foxfire.or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ttp://www.languagerevive.org/introduction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http://www.ogmios.org/index.htm

ATLILLA http://www.iu.edu/~atlilla/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OVER THE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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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ber.ac.uk/~mflwww/seclangacq/langteach1.htm

http://en.tp.edu.tw/teachmethod/index.htm (有各種教學法之中文簡介)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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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學行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A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語文領域教學向為中小學課程領域中教學時數最重者，其中所涵蓋的內容包括讀、寫、聽、說、

作等，其中自然也存著相關問題，在在都需要教學者秉諸語文教之理念與相關教學理論，並化為

教學實踐行動。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精熟行動研究之原理，藉由行動與反思的交互進行，或解決

教學現場中的語文教學的實務問題，或實踐與教學理論，或對語文教育政策與相關議題進行反思

批判，其最終目的在提升學生語文學習的能力與動機，達成語文教育效果。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

01課程簡介

02口說與書面語言的發展與學習

03閱讀與書寫的發展與學習

04統整式語文教學的理論與實務

05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概念

0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歷程與步驟

07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問題界定與分析

08語文教室中的教師與學生

09語文教學現場問題

10語文教學行動方案的規劃

11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12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成果分享與報告撰寫

13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評鑑與回饋

14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困難與限制

15專題討論一：語文教學行動研究與發展

16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的案例討論

17期末專題報告(一)

18期末專題報告(二)

 

二、指定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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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整式語文教學的理論與實務/林佩蓉、蔡慧姿譯     台北市：心理。  2003

ISBN:9577026478

2.有效的讀寫教學：平衡取向教學/曾世杰譯     台北：心理出版社  2011

ISBN:9789861913445

3.教育行動研究/蔡清田     台北市：五南  2006   ISBN:9571120545

4.The SAG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Noffke, S. E. Somekh, B.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9   ISBN:9781412947084

 

三、參考書籍：

何三本(2001)。九年一貫語文教育理論與實務。台北：五南。

陳惠邦(1998)。教育行動研究。台北市：師大書苑。

陳惠邦、李麗霞(2004)。行行重行行。台北：師大書苑。

陳佩正(2000)。從「心」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師專業成長。台北：心理。

黃繼仁(2002)。課程慎思應用於教室層級課程實施之研究─以小學低年級教師的語文課程實踐為

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蘇光琦(2010)。語文教學的省思、改變與實踐─一個公幼老師的行動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

師 在職進修幼教教學碩士論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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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理解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在了解閱讀理解的歷程與策略，以及閱讀能力的培養與習得，學生在對閱讀理論和閱

讀理解歷程與策略充分了解後，可進一步針對閱讀理解和閱讀教學相關議題深入探討，撰寫研究

報告。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課程內容：

共分成12個主題，各主題進行1-2週的討論，除課堂文章導讀外，學生在期中、期末各有一次摘要

、全文研究報告。

 

1.閱讀動機

2.閱讀理解歷程

3.閱讀理解策略

4.閱讀理解的影響因素

5.閱讀理解理論

6.聲韻覺識與閱讀理解

7.認字與閱讀理解

8.解碼自動化的發展

9.認知心理學與閱讀

10.語言學與閱讀

11.閱讀理解策略的教學

12.閱讀理解與教學現況研究

 

二、指定用書：

Snow, Catherine E. 2002.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toward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ublished 2002 by RAND

 

三、參考書籍：

Barr, R., Kamil, M. L., Mosenthal, P. B., & Pearson, P. D., (1991).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 II). Longman, NY.

Barr, R., Kamil, M. L., & Mosenthal, P. B. (1984).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

I). Longman,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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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l, M. L., Mosenthal, P. B., Pearson, P. D., & Barr, R. (2000).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 III).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ahwah: NJ.

Kamil, M. L., Pearson, P. D., Birrmoje, E., & Afflerbach, P. (2010).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 IV). Routledge, NY

Keene, E.O. & Zimmermann, S. (1997). Mosaic of thought: Teaching comprehension in a

reader's workshop.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Keene, E.O. & Zimmermann, S. (2007). Mosaic of Thought, Second Edition: The Power of

Comprehension Strategy Instruction

Snow, Catherine E. 2002.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toward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ublished 2002 by RAND

Zimmermann, S. & Hutchins, C. (2003). 7 Keys to comprehension. NY: Three Rivers

Press.

洪月女譯，1998，談閱讀。(Goodman, Ken. On Reading)。心理出版社

郝明義，2007，越讀者。網路與書出版社

郝明義、朱衣譯，2003，如何閱讀一本書 (Adler, M. J. & van Doren, C.著)，台灣商務印書館

羅耀宗譯，2004，問對問題，找答案 (Browne, M.Neil & Stuart M. Keeley,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7th ed.)。台北：商智文化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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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語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i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

理念與信念。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

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5‐3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

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於教授閩南語時所需具備的相關語言背景知識與教學技巧，包含教師應具備的語言知

能、教師專業發展、教材編寫、教學觀與教學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指導策略以及語言評量等。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次課程內容

1課程概述

2中介語理論與錯誤分析

3第二語言教學法流派

4第二語言教學理論研究的內容與方法

5閩南語語言分布及語言特點

6閩南語拼音教學(I)

7閩南語拼音教學(II)

8閩南語詞彙教學(I)

9閩南語詞彙教學(II)

10期中報告

11閩南語常用句型教學(I)

12閩南語常用句型的教學(II)

13閩南語教材編纂與分析(I)

14閩南語教材編纂與分析(II)

15閩南語教學與評量

16閩南語教案設計

17教案教學演示

18期末口頭報告

 

二、指定用書：

無指定教科書，將以一系列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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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書籍：

Brown, H. D./吳一安(導讀). 2002.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3rd

ed./語言學習與

    語言教學的原則，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

陳俊光. 2012.《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修訂版)。臺北：文鶴出版社。

陳純音. 2004.〈談中介語與母語的交互影響〉，《華語文教學研究》1.1:79-108。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林俊宏、李延輝、羅云廷、賴慈芸(譯). 2007.《第二語教

學最

    高指導原則》。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 2003.《原則導向教學法/教

學互動

    的終極指南》。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

鄭昭明. 2004.〈第二語言的學習〉，《華語文教學研究》1.1:159-169。

連金發，〈華語閩南語述補結構的比較〉，第四屆世界華語教學研討會，1994。

連金發，〈台灣閩南語的完結時相詞試論〉，《台灣閩南語論文集》，頁123-142。1995

許極燉，《台灣話概論》，台北市：台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1990。

曹逢甫，〈台灣話動詞研究〉，《國科會研究計劃報告》，1993。

曹逢甫、鄭縈，〈談閩南語「有」的五種用法及期間的關係〉，第三屆國際閩方言討論會 香港中

文大學暨吳多泰語文中心，1993。

曹逢甫，《台灣閩南語動詞、名詞、形容詞研究：名詞及形容詞部份》，國科會計畫成果報告

，1995。

曹逢甫，〈台灣閩南語的ka7字句〉，戴昭銘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

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4-136，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楊秀芳，《閩南語語法初稿》，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

Cheng Hsie  A study of Taiwanese adjectives Taipei：Student Co. 1981。

Li, Y.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ertain verb phras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and

Hokkien" 現代台灣話研究論文集 pp147-163，1988。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 典藏閩南語教育資源.(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1450)

閩南語的教材教法資源http://www.ntnu.edu.tw/tcsl/Holo/holo.htm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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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針對語文教育的研究需求，探討特定研究方法，分別就方法論的角度評述其理論基礎、研

究設計與方法。本課程將特別集中在量化研究、質性研究及行動研究三大研究派典進行析論，以

強化語文教育研究的方法基礎。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語文教育研究類型、價值、基礎與限制

2.量化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3.質性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4.行動研究方法在語文教育研究的應用與反思

5.認知心理學研究討論：以寫作教學與閱讀教學研究為對象

6.敘事研究、歷史研究、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的討論

7.三種研究派典與所涉研究倫理的討論

 

二、參考書籍：

朱曉斌（2007）。寫作教學心理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紮根理論研究方法。濤石。

何德華（2009）。華語教學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正中。

徐林祥（2009）（主編）。語文教育研究方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莫雷（2005）。閱讀與學習心理的認知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陳孟君（1996）（譯）。量化研究的反思：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台北：巨流。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研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心理。

蔡清田（2000）：教育行動研究。台北：五南。

嚴祥鸞主編（1998）。危險與秘密：研究倫理。三民。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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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課程概述：

認知語言學崛起於70年代，80年代開始活躍起來，大部份研究專注在語意方面，認知語言學著重

思維與語言、思維與語意之關係，認為語言知識從語言使用中湧現。近年，認知語言學領域的研

究蓬勃發展，其於教學應用方面也廣受討論。本課程介紹認知語言學的主要概念並探討其於教學

之應用，涵蓋主題包含範疇化與原型理論、隱喻與轉喻、意象圖示以及構式語法。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主題閱讀

1. 課程簡介、任務分配

2.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文章導讀Taylor 1989, Vespoor 2008

3. 文章導讀 戴浩一.2003【 】趙艷芳2001 (十一) 【 】

4. 範疇化與原型理論討論指定閱讀：張敏 (1998): Ch 2 第一、二節、蘇以文 2009　

5. 文章導讀Lindstromberg, Seth. 1996. Prepositions: meaning and method,

Lindstromberg, Seth 2010屈承熹 2011 【 】戴金惠 2014 七【 】原型理論與詞彙教學【 】

作業：華語互動式教材--量詞輕鬆玩

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理論 3/30

7.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A：範疇化與原型理論

8. 概念隱喻討論指定閱讀：安可思2009、周世箴(譯注) 2006 導讀

9. 文章導讀楊孟蓉、周世箴 2008【 】王寅2001 【 】張榮興. 2012. 【 】

10.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B：概念隱喻

11. 圖形與背景意象圖示討論 張敏 (1998): Ch 2 第三節

12. 文章導讀文旭 2004英語倒裝句的圖形-背景論分析 【 】黃士蔚 2014 【 】文旭、熊榮敏

2010 【 】

英語介系詞教學 (Yeh 2012)

作業：瘋狂猜成語

13.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C：意象圖示 5/18

14. 構式語法討論指定閱讀：王惠 2005, Goldberg 2006

15. 文章導讀蘇丹潔、陸儉明 2010 【 】文旭 2012 【 】戴金惠 2014 六【 】

16. 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D：構式語法

17.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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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期末報告

 

二、參考書籍：

認知語言學書籍

1. Dirven, Rene and MarjolijnVerspoor (Eds.) 1998.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Co.

2. Ungerer, F. and H. J. Scha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認

知語言學入門 United Kingdom: Longman.

3.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P.

4. Evans, Vyvyan and Melanie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5. Lee, David. 2001.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王 寅 2006 《認知語法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7. 王 寅 2006 《認知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8. 王寅 2001《語義理論與語言教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9. 蘇以文 2005 《隱喻與認知》。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10. 蘇以文、畢永峨 主編2009 《語言與認知》。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11. 曹逢甫, 蔡立中, 劉秀瑩 2001《身體與譬喻 :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文鶴出版社。

12. 周世箴(譯注) 2006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作者：George Lakoff, 雷可夫&詹森, Mark

Johnson。聯經出版公司

13. 趙艷芳2001 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chapter 2)

14. 束定芳2008 認知語義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閱讀書單

戴浩一.2003. ＜認知功能語法與漢語教學＞《語言理論與語言教學》：34-45. 香港教育學院。

張敏 1998.《認知語言學和漢語名詞短語》http://teaching.ust.hk/~huma600d/others.htm

屈承熹 2011 ＜認知功能語法華語教學：「原型」、「像似性」、「連綿性」等概念在語法教學

上的應用＞《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026-041。

Lindstromberg, Seth. 1996. Prepositions: meaning and method, ELT Journal 50:

225–236.

Lindstromberg, Seth. 2010. English Prepositions Explaine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原型理論與詞彙教學

梁曉波 2002認知語言學對英语词汇教学的啟示 外語與外教學 155: 35-39

戴寧熙 2008 原型、圖式與外語詞彙教學 宜春學院學報 30.1: 149-153

冯春梅 2011 原型范畴理论与英语词汇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Vol.09(7), pp.72-74

Taylor, John R. 1989.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ichard

A. Geiger and Brygida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De Gruyter Mouton.

戴金惠 2014 《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蘇以文 2009 ＜語言與分類＞，《語言與認知》: 7-34。

安可思 2009 ＜概念隱喻＞，《語言與認知》: 55-82。

王寅2001. 隱喻認知理論與應用—‘At, On-In 微系統”對應映合分析，《語義理論與語言教學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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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 2006 ＜意象圖示＞《認知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楊孟蓉、周世箴 2008〈譬喻運作的圖示解析於中文成語教學之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5.1:

29-44。

黃雅英.2011. 「看上」、「看中」近義詞詞義辨析─以語料庫及認知圖式為基礎, Proceedings

of 12th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 278-285.

王惠 2005＜從構式語法理論看漢語詞義研究 ＞《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10卷4期, 495-507。

Goldberg, Adele. 2006. The inherent semantics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ed. by Dirk

Geeraerts, 401-437.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邵軍航、楊波(譯). 2012.《認

知語言學基礎》，頁441-487。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蘇丹潔、陸儉明 2010 〈構式—語塊”句法分析法和教學法〉《世界漢語教學》

文旭 2012 〈認知識解及其對外語教學的啟示--應用認知語言學探索之一〉《當代外語研究》2:

5-8

邱婉婷2012 《現代漢語「很+名詞」結構及其教學應用研究--構式語法理論視角》碩士論文：高

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郭永松. 2010. ＜認知語法在臺灣閩南語教學上的應用：以時間介詞ui3 對、kau3 到與cing7 從

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41卷第二期109-132頁》

張武昌、李櫻. 2007. ＜從功能語法觀點檢視台灣高中英文句型教學＞《2007 國際應用英語教學

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626-643。

黃士蔚 2014 〈從認知角度看桃花源記中的「悉如外人」〉《中國語文》681: 73-84

文旭、熊榮敏 2010 〈參照點與空間指示〉 《外語學刊》Vol.2010, Issue 1, pp.24-30

張榮興. 2012. 心理空間理論與《莊子》「用」的隱喻. 語言暨語言學13.5:999-1027.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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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Teaching and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本課程滿足下列素養指標：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論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量。3‐5 應用多元教

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探討語文領域課程規劃與語文教學設計之知能、國語文知識概念、國語文教學知能、如

何支持學童學習、國語文教學評量等議題；與教學行動實踐與反思有關的，如教師素養與教學反

思、溝通知能等議題亦在課程內。以多個「案例」提供討論，目的在整合問題、教學理論與實務

，建構學習者的認知脈絡。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備註（補充閱讀資料）

01語文領域教學應有的認識

02初始狀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與討論作業一：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分析

03語文領域教學的內涵與方法★Chapter 2

04語文領域教學的跨文化考量★Chapter 4

05語文領域教材的選取與配置★Chapter 3

作業二：語文領域教材編選及配置之分析

06轉換歷程：語文領域的教學取向與設計

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07語文領域教學歷程探討─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2

08★小說&故事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5

09★詩歌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6

詩歌朗誦技巧指導

10★戲劇&角色扮演的教學材料與設計★Chapter 7

11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略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預測&摘要、連結策略）

12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略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推論、自我提問&六何法）

13內容深究的指導─閱讀策略融入語文領域的教學（詰問作者&理解監控策略）

形式深究的指導─文體、句式和修辭

14評估監控：語文領域的教學評量與回饋

15語文領域的教材分析─文本結構分析

16語文領域的課室觀察與反思★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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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

18★語文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演示作業三：語文領域教材分析與教學設計

 

二、指定用書：

1.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Trainers/Lazar, G.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ISBN:052140651x

2.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Richards, J.C. Rodgers,T.S.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3.閱讀理解策略教學手冊/柯華葳等     教育部發行  2010   ISBN:

4.2011在職教師閱讀教學增能研習手冊/柯華葳等     教育部  2011   ISBN:

 

三、參考書籍：

林佩蓉（2003）。統整式語文教學的理論與實務：行動研究取向。台北：心理。

陳欣希等人（2011）：問好問題。台北：小魯。

曾世杰譯（2011）。有效的讀寫教學─平衡取向教學。台北：心理。

謝金美編著（2008）。閱讀與寫作。高雄：麗文。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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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理論與閱讀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Theories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介紹閱讀的基礎理論與概念，如基模理論、篇章結構、與後設認知等，經由理論的介

紹與相關文獻的導讀，使學生了解閱讀理解的過程與研究、教學方法，進而能應用教學並撰寫研

究論文。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開學預備週學習目標設定與討論課程講義

2閱讀的新科學大腦與閱讀:引言

3我們如何閱讀大腦與閱讀:Ch2 &Ch3

4發明閱讀大腦與閱讀:Ch4

5學習閱讀大腦與閱讀:Ch5

6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7識字與識字教學Journal paper

8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9詞彙語意網絡與詞彙教學Journal paper

10推論與推論理解教學Journal paper

11推論與推論理解教學Journal paper

12後設認知與理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3後設認知與理解監控教學Journal paper

14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5多層次提問與閱讀表徵Journal paper

16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7學科領域取向的閱讀教學Journal paper

18Final report期末成果發表

 

二、參考書籍：

主要用書

尼斯勒斯、狄漢(2012)。大腦與閱讀。台北:信誼出版社。

參考用書

l, S. E. & Duffy, G. G. (2008).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New

York: Routldge.

Kamil, M. L., Mosenthal, P. B., Pearson, P. D., & Barr, R. (2000). Hand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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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research. Vol 3. Mahwah, NJ: Erlbaum.

Kintsch W. (1998). Comprehension: The paradigm of cognition.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olwing, M. J., & Hulme, C. (2005). The Science of Reading: A Handbook . San

Francisco, CA: Wiley-Blackwell Press.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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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Seminar on Cognitive Sciences and Reading Process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認知科學是探索人類智能(intelligence)或心靈(mind)及所衍生的行為之科學, 個體如何感知訊

息，如何將特定心力投注於特觸的事物與對象，如何處理、貯存及提取訊息，如何以語言做為處

理各類訊息的媒介與工具，都是認知科學所關注之研究議題。閱讀是一項極為複雜的認知歷程

，此一歷程，從視知覺接收文字符號開始，到尋求篇章字裡行間之言外之意，都與認知科學所探

索的研究議題一致。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閱讀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題實作的方式

，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及閱讀任務等因素，對閱讀效能產生影響的路

徑。藉由修習本課程，學生除了能對閱讀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理基礎，同時也能習得認知科學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之初階能力。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The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s

 2.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3. Infer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4. Language Pathways into the community of Minds

 5. Role of the readers’ schema in Comprehension, Learning, and Memory

 6. 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7. The social practice of multimodal reading: A new literacy studies on reding.

 8. 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9. 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10. Methodology of online reading processes

 11. 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12. 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13. Data Analysi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14. Reading as a motivated Meanging-Construction process:The reader, the Text, The

Task.

 15. Brain, Reading, and Learning

 16. Project presentation

 17. Project presentation

 18. Project presentation

 

二、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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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eisgerg, D. (2010). Cognition: 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New York: Reed

College Press.

 2. Alvermann, D. E., Unrau, N. J., Ruddell, R. B. (2012).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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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讀以學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for learning: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text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讀以學」是個體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自1980年代開始，認知心理對閱讀理解的認知歷程已相

當掌握後，逐漸有更多認知心理學者關注，讀者如何在文本閱讀中進行「學習」，並使所習得的

認知表徵應用於新的情境。本課程擬以書報導讀讓學生掌握「讀以學」的認知歷程，再輔之以議

題實作的方式，使學生瞭解閱讀能力的個別差異、文本適讀性對「讀以學」的影響。藉由修習本

課程，學生除了能對讀以學的認知歷程有完整的學理基礎，同時也能了解「讀以學」的基礎研究

在教育上之應用。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1. 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critical path for “self-learning”

 2. Learning from texts: learning and memory

 3. Learning from texts: Activation information during reading

 4. Learning from texts: Building Coherence reading representation during reading

 5. 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offline representation

 6. The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the effect of task

 7. 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8. Learning from texts: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9. 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10. Learning from texts: text structure and content

 11. 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12. Using coherent text to improve learning

 13. Education Implication: Why using textbook?

 14. How to use a textbook: Academic Vocabulary

 15. Inquiry Units: The units in textbooks

 16. Help for Struggling Readers

 17. Proposal presentation

 18. Proposal presentation

 

二、參考書目：

 1. Otero, J., Leon, J. A., and Grasser, A. C.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text

comprehension. London: Routledge.

 2. Vacca, R. T., Vacca, J. A., and Mraz, M. (2014). Content area Reading: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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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arn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11 Edition). NJ,

     Upper Saddle River: Pearson Education.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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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課程英文名稱：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E-learing Materi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選修)：選修 

課程屬性：□實習課程 □技職法 □英語授課 ■學科教學知能  

課程類別：

□語言學知識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閩南文化與文學 ■閩南語教學 

專長課程類別：

□領域核心課程 □領域內跨科課程 ■主修專長課程

其它合作開課單位：

無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課程概述：

適當使用資訊科技作為媒介，並運用數位教材，使教學更精彩、更有效率、更具創意，是所謂的

數位學習(e-Learning)。本課程旨在以語文教育領域為內容，應用各種多媒體設施、技術與程式

軟體，模擬教學歷程與學習（或教學）需求，設計適用之內容。並能利用數位學習之原理，針對

以設計完成或已經被應用的數位教材進行評鑑。

課程大綱：

一、課程週次進度：

Week 1 The future is now；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Week 2 A defense of checklists for courseware evaluation

Week 3 Beyond the “wow” factor – evaluating multimedia language learning software

from a pedagogical viewpoint

Week 4 Computers in language testing: present research and some future directions

Week 5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for teaching discourse intonation

Week 6 What lexical information do L2 learners select in a CALL dictionar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word retention

Week 7 Integrating corpus consult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Week 8 Computer-mediated negotiated interaction: an expanded model

Week 9 Vomputer-media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ek 10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1 Exploiting the Web for language teaching: selected approaches

Week 12 Optimal psycholinguistic environments for dista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3 Virtual worlds as arenas for language learning

Week 14 Using mobile phones in education

Week 15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6 Using computer networking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active

competence

Week 17 Restructur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with networked computers: effects on

qua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Week 18 Developing L2 oral proficiency through synchronous CMC: output, working

memory, and interlanguage development

 

252 2020/12/04 05:08



二、指定用書：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Hubbard, P.     Routledge  2009   ISBN:0415465397

 

三、參考書籍：

鄭琇仁、宋如瑜。2011。多媒體華語教學。新北市 : 正中。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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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修正理由 

一、 原核定閩南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之「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類別誤植，於

本次課程修正調整。 

二、 本專門課程共同培育系所台灣文學研究所為滿足學生「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

南語文專長」課程多元的需求，增加「閩南文化與文學」類別課程，新增九

門課程，提供學生更豐富的選修課程。包含：「影視劇本創作一」、「影視劇

本創作二」、「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文

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性別

書寫專題」、「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三、補充及修正課程表之說明欄位內容。 

四、檢附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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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09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109年11月19日（星期四）17：30 

會議人員：王惠珍所長、劉柳書琴教授、陳惠齡教授、謝世宗教授 

王鈺婷教授、陳芷凡教授、王威智教授 

列席人員：鄧立婷秘書 

請假人員：石婉舜教授 

休假人員：李癸雲教授 

紀錄：陳素主 

一、 報告事項：(略) 

1、 「王默人周安儀文學館」進度報告。 

2、 110學年度碩博班推薦甄試招生情況報告。 

3、 台研教「前進108課綱：大學台灣文學學科與高中端課程教學與銜接工作坊」圓滿落幕，

後續辦理事項報告。 

二、 討論事項： 

1.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閩南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台灣文

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

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2.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課程討論。 

決議：同意於「民族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增設：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3. 「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師資研議。 

決議：（略）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散會（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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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109學年度第05次所務會議記錄 

壹、日期：109年12月02日（三）中午12時40分 

貳、地點：推廣大樓9429會議室 

參、主席：劉所長秀雪                          記錄：張純純  

肆、出席：如簽到單 

伍、宣讀109學年度第04次所務會議紀錄 

陸、報告事項（略） 

柒、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劉秀雪  

 案由：有關「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

長」新增認列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原核定閩南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之「閩南語文學創作」課程類別誤

植，於本次課程修正調整至閩南文化與文學課程類別「閩南語(臺語)小

說選」參考科目之項目。 

二、 新增 9門認列課程，包含：「影視劇本創作一」、「影視劇本創作二」、「台

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文學理論

與文本分析專題」、「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比較研究專題」、「性別

書寫專題」及「族裔比較文學專題」。 

三、 其次，依教育部修正課程補充說明。 

四、 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及各課程授課大綱如附件一(p.3-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三（略）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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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109 年 02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8763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7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0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

分數 36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參考科目 

（僅供參考） 

備註 

(必、選修規定)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3/選)、臺灣客家語專題研

究(3/選) 

左列 11 組課程

需任選3組至少

一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兩

門以上，於本類

(語言學知識)課

程中僅採計一

門。超修之學分

數，累計於要求

最低總學分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調查(3/

選)、田野調查方法(3/必)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典閱讀

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 、句法學一(3/
必)、句法學二(3/必)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選)、實驗

語音學(3/選) 、生理語音學(2/必)、音韻學一(3/
必)、音韻學二(3/必) 

漢語音韻專題(3/選)、漢語方言通論(3/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

(3/選)、語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型專題(3/

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計量

研究專題(3/選)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3/選)、語義學專題(3/選)、

語用學專題(3/選)、語用學(3/選)、語法與詞彙

語意介面專題(3/選)、語意學(3/選)、形式語意

學(3/選)、構詞學(3/選)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 、語言接觸專題研

究(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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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選)、語

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題(3/選)、語言

治療專題(3/選) 、言談分析專題(3/選) 、語言

運作理論專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

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

究(3/選)、歷史語言學 (3/必) 

臺灣語言綜論(3/選)、漢語語言學專題研究(3/

選)、台灣客家語概論(3/選) 

客家語文溝通

能力 12 

客家語聽力與口說(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閱讀與書寫(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正音與拼音(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客家語文創作與應用(3/選) 

左列3組課程需

任選 2 組修習。 
華客語翻譯(3/選) 

臺灣客家語方言差比較研究(3/選) 

客家文化 
與文學 10 

客家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台灣客家文學選(3/選) 

左列7組課程需

任選3組至少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

(客家文化與文

學)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於

要求最低總學

分數。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3/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選)、台灣現代散文

研究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台

灣古典詩人專題(3/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

(3/選)、作家研究專題(3/選)、現代詩研究方法

專題(3/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

題(3/選)、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3/選)、

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戰後初期

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選)、文學理論與

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

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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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選)、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3/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

學專題(3/選) 

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選)、台灣戲劇專題

(3/選)、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3/選)、

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與解嚴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 

客家文化專題( 2/選)  

客家語教學 4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況(3/
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教學量化

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質性專題研究(3/選) 

左列7組課程需

任選2組至少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

(客家語教學)課

程中僅採計一

門。超修之學分

數，累計於要求

最低總學分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學教學

應用(3/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3/

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寫作教學研究

(3/選)、語文教學行動研究(3/選)、閱讀理解專

題研究(3/選)、客家語語言教學(3/選)、語文教

育研究方法專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

學(3/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閱讀

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讀寫教學專題研究(3/

選)、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3/選)、閱讀教學專

題研究(3/選)、認知科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

(3/選) 、讀以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0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

低 1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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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習本領域客家語文者，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家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

能力證明。 
4.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台灣

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110 學年度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立清華大學  辦理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 領域 群 科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法學一

（3/選）」、「句法學二（3/選）」、「生

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
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

（3/選）」、「形式語意學（3/選）」、「構

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

「語言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

（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無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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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專門課程討論會議記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10:00  
地點：教育館 312R                                        記錄：趙素貞 
主席：朱如君副主任 
出席人員：中文系李欣錫副主任、台文所王惠珍所長、語言所張月琴所長、華文所丁威仁所長、

臺語所劉秀雪所長、語言所翁翊甯小姐、師培中心廖怡雅小姐 

壹、 主席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華文所加入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四門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 

      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類新增以下三

門課程：「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

寫作」、「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 

二、 同意華文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四門課程－「先秦諸子

概論 (3/選)」、「現代詩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研究(3/選)」，以

及「自傳與回憶書寫專題(3/選)」。 

 

提案二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

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語言所加入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之培育系所，

並新增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 

（一）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類「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改至：閩南文化與文學類。 

（二） 閩南文化與文學類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二、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 

（一） 語言學知識類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二） 民族文化與文學類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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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客家文化與文學類新

增：「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比

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

題（3/選）」。 

四、 臺文所 109學年度欲新增修正之課程，由臺文所提供資料予台語所，並經台語所

會議通過後，送師培中心中心會議討論。 

五、 同意語言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

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課程： 

（一） 「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二） 「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

「南島語言學（3/選）」、「句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

「生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

「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語意學（3/選）」、

「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歷史語言學（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3/選）」。 

（三） 「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參、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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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109 年 02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8763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7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2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

學分數 38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參考科目 

（僅供參考） 

備註 

(必、選修規定)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臺灣南島語句法研究(3/選)、臺灣原住 

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左列 9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3 組各

一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兩門

以上，於本類(語

言學知識)課程中

僅採計一門。超

修之學分數，累

計於要求最低總

學分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

調查(3/選)、田野調查方法(3/必) 

臺灣語言綜論(3/選)、臺灣南島語專題

研究(3/選)、臺灣南島語綜論(3/選)、臺

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 、臺灣南

島語言比較研究(3/選)、臺灣原住民族

語言概論(2/選)、南島語言學（3/選）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

典閱讀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

選)、句法學一(3/必)、句法學二(3/必)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

選)、漢語音韻專題(3/選)、實驗語音學

(3/選)、生理語音學(2/必)、音韻學一(3/
必)、音韻學二(3/必) 

語言分析專題(3/選)、言談分析專題(3/

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研究(3/選)、語

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型專題(3/

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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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計量研究專題(3/選)、語言運作理論

專題(3/選) 

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

選)、語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

題(3/選)、語言治療專題(3/選)、心理語

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語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3/選)、語用

學(3/選)、臺灣南島語構詞研究(3/選)、

語義學專題(3/選)、臺灣南島語詞彙語

意專題(3/選)、語意學(3/選)、形式語意

學(3/選)、構詞學(3/選)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語言接觸

專題研究(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題研

究(3/選)、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漢語

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歷史語言學 
(3/必)、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

(3/選) 

族語文 

溝通能力 
12 

臺灣原住民族語(初級)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中級)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臺灣原住民族語(進階) (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族語寫作(3/選) 

左列三門課程需

任選兩門修習。 
族語翻譯(3/選) 

族語方言差(3/選) 

民族文化 

與文學 
10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原住民族教育(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族群與書寫(3/選)、台灣原住民文學

與當代議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

題(3/選) 
左列 6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2 組一

門課程，同組課當代台灣南島議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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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2/選) 程若修習兩門以

上， 於本類(民族

文化與文學)課程

中僅採計一門。

超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最低

總學分數。 

經典民族誌選讀(3/選) 

台灣原住民專題(3/選)、台灣原住民族

研究(2/選)、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與文

化(2/選) 

台灣平埔研究(3/選)、台灣原住民歷史

研究(3/選) 

族語教學 6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

況(3/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

言教學量化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

質性專題研究(3/選) 

左列 7 組課程需

至少任選 2 組一

門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門以

上，於本類(族語

教學)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於

要求最低總學分

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

學教學應用(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寫作教

學研究(3/選)、語文教學行動研究(3/

選)、閱讀理解專題研究(3/選)、原住民

族語教學(3/選)、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專

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3/

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閱

讀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讀寫教學專

題研究(3/選)、主體對話與課室觀察(3/

選)、閱讀教學專題研究(3/選)、認知科

學與閱讀歷程專題研究(3/選) 、讀以

學專題研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

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

究(3/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2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8 學分(含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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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13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原住民族語文者，應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取得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 
 



110 學年度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立清華大學  辦理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 群 科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田野調查方法（3/選）」、「南島

語言學（3/選）」、「句法學一（3/
選）」、「句法學二（3/選）」、「生

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
選）」、「音韻學二（3/選）」、「心

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

學（3/選）」、「語意學（3/選）」、

「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

（3/選）」、「歷史語言學（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

二（3/選）」 

無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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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專門課程討論會議記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10:00  
地點：教育館 312R                                        記錄：趙素貞 
主席：朱如君副主任 
出席人員：中文系李欣錫副主任、台文所王惠珍所長、語言所張月琴所長、華文所丁威仁所長、

臺語所劉秀雪所長、語言所翁翊甯小姐、師培中心廖怡雅小姐 

壹、 主席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華文所加入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四門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 

      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類新增以下三

門課程：「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

寫作」、「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 

二、 同意華文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四門課程－「先秦諸子

概論 (3/選)」、「現代詩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研究(3/選)」，以

及「自傳與回憶書寫專題(3/選)」。 

 

提案二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

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語言所加入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之培育系所，

並新增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 

（一）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類「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改至：閩南文化與文學類。 

（二） 閩南文化與文學類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二、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 

（一） 語言學知識類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二） 民族文化與文學類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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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客家文化與文學類新

增：「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比

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

題（3/選）」。 

四、 臺文所 109學年度欲新增修正之課程，由臺文所提供資料予台語所，並經台語所

會議通過後，送師培中心中心會議討論。 

五、 同意語言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

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課程： 

（一） 「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二） 「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

「南島語言學（3/選）」、「句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

「生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

「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語意學（3/選）」、

「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歷史語言學（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3/選）」。 

（三） 「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參、散會 11:30 



1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109 年 03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44030 號函同意備查 
109 年 05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8154 號函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要求最低總學分數 40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主修專長課程最低

學分數 36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課程名稱 
課程修習 

規範 

語言學知識 10 

語言學通論(3/必) 至少必修 
3 學分 

閩客語法專題研究(3/選) 、臺灣閩南語

專題研究(3/選) 

左列 11 組課

程需任選 3

組至少一門

課程，同組課

程若修習兩

門以上，於本

類(語言學知

識)課程中僅

採計一門。超

修之學分數，

累計於要求

最低總學分

數。 

語言與文化田野調查(2/選)、語言田野調

查(3/選)、田野調查方法(3/必) 

當代語言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學經典

閱讀研討(3/選)、語法理論專題(3/選)、句

法學一(3/必)、句法學二(3/必) 

生理語音學(3/選)、音韻理論專題(3/選)、

實驗語音學(3/選)、生理語音學(2/必)、音

韻學一(3/必)、音韻學二(3/必) 

漢語音韻專題(3/選) 、漢語方言通論(3/

選) 

語言分析專題(3/選)、臺灣語言實驗專題

研究(3/選)、語言結構專題(3/選)、語言類

型專題(3/選)、語料庫語言學專題(3/選)、

臺灣語言計量研究專題(3/選)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3/選)、語義學專題(3/

選)、語用學專題(3/選)、語用學(3/選)、語

法與詞彙語意介面專題(3/選)、語意學(3/
選)、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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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3/選) 、語言接觸

專題研究(3/選)、語言接觸(3/選), 語言接

觸二(3/選) 

語言與文化(3/選)、認知語言學專題(3/

選)、語言與大腦(3/選)、心理語言學專題

(3/選)、語言治療專題(3/選) 、言談分析

專題(3/選) 、語言運作理論專題(3/選)、

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臺灣語言綜論(3/選) 、漢語語言學專題

研究(3/選)、台灣閩南語概論(3/選) 
歷史語言學專題(3/選)、臺灣語言變遷專

題研究(3/選)、歷史語言學 (3/必) 

閩南語文 

溝通能力 
12 

閩南語聽力與口說(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閱讀與書寫(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拼音與正音(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文創作與應用(3/選)、 
左列 3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2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語

文溝通能力)
課程中僅採

計一門。超修

之學分數，累

計於要求最

低總學分數。 

閩南語翻譯(3/選)  

臺灣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3/選) 

閩南文化與文學 10 

臺灣閩南文化概論(2/必) 至少必修 
2 學分 

閩南語文學賞析(2/選)、閩南語文學創作

(2/選) 
左列 7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3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專題(3/選) 、閩南語兒

童文學(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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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戲劇及劇場史專題(3/選)、台灣戲劇

專題(3/選)、影視戲劇專題(3/選)、戲劇與

解嚴專題(3/選)、影視劇本創作一(3/
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

劇場文化專題(3/選)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文

化與文學)課
程中僅採計

一門。超修之

學分數，累計

於要求最低

總學分數。 

臺灣文學語言專題研討(3/選)、台灣現代

散文研究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

究方法一(3/選)、台灣古典詩人專題(3/
選)、作家行旅與空間踏查(3/選)、作家研

究專題(3/選)、現代詩研究方法專題(3/
選)、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3/選)、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專題(3/
選)、戰後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1945-1949) (3/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3/選)、文學

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

運動專題(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
性別書寫專題(3/選)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3/選)、台灣文學史專

題二(3/選) 

台灣文學與大眾文化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閩南文化專題(傳統建築)(2/選)、生命禮俗

文化(2/選) 

閩南語教學 4 

語言教學綜論(3/選)、臺灣語言教學現況

(3/選)、語言教學理論專題(3/選)、語言教

學量化專題研究(3/選)、語言教學質性專

題研究(3/選) 

左列 7 組課

程需至少任

選 2 組各一

門課程，同組

課程若修習

兩門以上，於

本類(閩南語

教學)課程中

僅採計一門。

超修之學分

數，累計於要

求最低總學

分數。 

語音教學(3/選) 

詞彙教學(3/選)、語法教學(3/選)、語義學

教學應用(3/選) 

語言習得(3/選)、兒童語言發展專題研究

(3/選)、雙語教學研究(3/選) 

語言教學評量研究(3/選) 

臺灣母語教學專題研究(3/選)、語文教學

行動研究(3/選)、閱讀理解專題研究(3/
選)、閩南語語言教學(3/選)、語文教育研

究方法專題(3/選)、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

學(3/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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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論與閱讀教學(3/選)、認知科學與

閱讀歷程專題研究(3/選)、讀以學專題研

究(3/選) 

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3/選)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0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

低 11 學分)。 
3. 修習本領域閩南語文者，應參加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

證明。 
4.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文學史專題二課程無先修課程之限制。 

 
 



110 學年度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立清華大學  辦理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 領域 群 科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法學一

（3/選）」、「句法學二（3/選）」、「生

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
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

（3/選）」、「形式語意學（3/選）」、「構

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

「語言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

（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無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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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專門課程討論會議記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10:00  
地點：教育館 312R                                        記錄：趙素貞 
主席：朱如君副主任 
出席人員：中文系李欣錫副主任、台文所王惠珍所長、語言所張月琴所長、華文所丁威仁所長、

臺語所劉秀雪所長、語言所翁翊甯小姐、師培中心廖怡雅小姐 

壹、 主席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華文所加入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四門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 

      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語文應用、創作、傳播與相關教學知能課群類新增以下三

門課程：「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大學中文寫作：類型小說閱讀與

寫作」、「大學中文寫作：編採寫作」。 

二、 同意華文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四門課程－「先秦諸子

概論 (3/選)」、「現代詩創作(3/選)」、「台灣當代散文主題研究(3/選)」，以

及「自傳與回憶書寫專題(3/選)」。 

 

提案二  

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

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語言所加入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閩南語專長之培育系所，

並新增課程至課程架構表內，課程表及課程大綱請參見附件。 

決議： 

一、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 

（一）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類「閩南語文學創作（2/選）」改至：閩南文化與文學類。 

（二） 閩南文化與文學類新增：「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

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題(3/選)」、「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二(3/選)」、「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3/選)」、「比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

較文學專題(3/選)」。 

二、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 

（一） 語言學知識類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概論（2/選）」、「○○族語概論

(3/選)」。 

（二） 民族文化與文學類新增：「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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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內「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客家文化與文學類新

增：「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專題(3/選)」、「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3/選)」、「比

較研究專題(3/選)」、「性別書寫專題(3/選)」、「族裔比較文學專題（3/選）」、

「影視劇本創作一（3/選）」、「影視劇本創作二（3/選）」、「台灣戲劇與劇場文化專

題（3/選）」。 

四、 臺文所 109學年度欲新增修正之課程，由臺文所提供資料予台語所，並經台語所

會議通過後，送師培中心中心會議討論。 

五、 同意語言所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原住民族語專長/

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並增加以下課程： 

（一） 「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二） 「本土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

「南島語言學（3/選）」、「句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

「生理語音學（2/選）」、「音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

「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語意學（3/選）」、

「形式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歷史語言學（3/選）」、

「語言接觸（3/選）」、「語言接觸二（3/選）」。 

（三） 「本土語文領域閩南語專長架構表」新增：「田野調查方法（3/選）」、「句

法學一（3/選）」、「句法學二（3/選）」、「生理語音學（2/選）」、「音

韻學一（3/選）」、「音韻學二（3/選）」、「語意學（3/選）」、「形式

語意學（3/選）」、「構詞學（3/選）」、「語言接觸（3/選）」、「語言

接觸二（3/選）」、「心理語言學（3/選）」、「腦神經語言學（3/選）」、

「歷史語言學（3/選）」。 

  

參、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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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師培中心謝傳崇副主任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語所 

案  由：有關臺語所修訂「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專門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語所 109年 12月 04日 109學年度第六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會議紀錄及報部清冊如附件一-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數理所 

案  由：有關數理所申請辦理「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五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附

件二-1。 
三、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二-2。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有關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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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修訂案，業經 11月 16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通過，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學年度起新增 3門課及華文所擬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門課程。 

    (三)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學年度課程修正案及 

        110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 

    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2。 

三、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與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七-1，將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育部 109年 9月 11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七-2，故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台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年 10月 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函如附件七-3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三、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4。 

四、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七-5。 

五、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八-1，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於 109年 5月 26日臺



師培中心中心會議 109-06 

3 
 

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八-2，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八-3。 

二、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

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與「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

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學分，調整為應修 8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

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4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5。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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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33937862
聯絡人：王筱涵
電　話：(02)77366345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字第109007624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雙語教學課程核心內容 (0076243A00_ATTCH1.pdf)

主旨：有關本部推動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規劃一案，請依說明辦

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09年5月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師審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配合雙語教育政策內涵及其執行方式，雙語教學係於教學

過程中以英語文工具，教授學科知識及強化結合生活議題

課程，教學過程中以部分或全部使用英語，爰將107年11月

21日以臺教師(二)字第號1070199256號函頒之「全英語教

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

實施計畫」。

三、109學年度起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整體規劃如下：

(一)目標：以生活、情境之教學為目標，培育具備英語融入

學科教學專業及應用能力之師資。

(二)修讀資格：修習雙語教學師資職前課程者，以通過各師

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並具備全民英

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檔　　號:
保存年限:

2

國立清華大學

109000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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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語

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2級(或以上)相同

等級的英語能力者為限；並應於修畢課程時，通過全民

英檢中高級(聽、說、讀、寫)通過或取得CEFR語言參考

架構B2級以上的英語能力證明。

(三)課程規劃：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得以各師資類科課程架構

及學分數，納入(或外加)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如

附件，教育實踐課程「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

程」為必備)，以10學分為原則(各校得規劃更多之學分

數)，規劃註記次專長全英語教學專長或雙語教學專長課

程。

四、前開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業經本部於109年5月6日

師資培育審議會第106次會議審議通過，刻正循行政程序納

入課程基準。各校得先規劃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提校內系級或中心會議審議，本部將另函通知各校有關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管理平臺填報事宜，請各校至平臺完成填

報後，以平臺匯出之資料併同校內系級或中心會議審查通

過之會議紀錄，於109年7月10日前將規劃之雙語教學師資

職前課程報本部審查。

正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國立臺
南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副本：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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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19

聯絡人：翁嘉嶸

電　話：(02)77366150

Email：we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三)字第10901203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所報修正師資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次

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課程一案，同意先予備查，適用109

學年度取得修讀資格者，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9年8月17日清師培字第1099005654號函。

二、本案經貴校師資培育中心108學年度第10次中心會議通過，

本部同意先予備查，仍請經校級課程審查會通過後函報本

部，始完成備查程序。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清華大學

10900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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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19

聯絡人：吳世豪

電　話：02-7736-5674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8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字第10901462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所報新增培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閩南語文專長」、「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客家語文專長」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規劃一案，同意核定，適用

於自109學年度起之師資生等，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9年10月5日清師培字第1099006875號函。

二、請貴校於本部核定之國民小學教師加註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學分表右上角註明核定之日期及文號，並分送相關單位及

公告於貴校網站，另將核定之公文及文號上傳至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管理平臺。

三、另請貴校確實於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並修正教

育專業課程規劃後報部備查。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3

國立清華大學

109001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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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二、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

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應修至少 46 學分，其中專門課程應

修至少 10 學分，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應修至少 36學分： 

 (一)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

至少修習 4 個領域，並以非主

修領域優先修習，其中英語為

非英語相關院科系必修、自然

科學為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

修。 

 (二)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必選修至

少 2科 4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12 學

分，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必

修，必選修 5科 10學分。 

 (四)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16 學

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 4 領域

至少 8 學分，教學實習、國民

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民小學

數學敎材教法為必修、國民小

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

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 2選 1。 

二、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

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應修至少 46學分，其中：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至

少修習 4 個領域，並以非主修

領域優先修習，其中英語為非

英語相關院科系必修、自然科

學為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

修。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必選修至少

2科 4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12 學

分，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必

修，必選修 5科 10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16 學

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 4 領域

至少 8 學分，教學實習、國民

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民小學

數學敎材教法為必修、國民小

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

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 2選 1。 

 5.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應修

至少 12學分，其中專門課程中選

修 1 門科目，應修至少 2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中教學實習為必修

4學分、「教材教法」至少選修 2

門科目，應修至少 4 學分、其他

課程選修 1 門科目，應修至少 2

學分。 

一、依據「中華民國

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規定補充。 

二、原第五款內容刪

除，相關規範調整至

第三點。 

三、依法規定訂之書

寫格式調整。 

三、 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修習需依「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規定提

出申請，申請通過後修習之雙語教

學課程始得採計，應修至少 12學

分： 

(一) 教育專業之實踐課程－「教學
實習」為必修 4學分，「教材

教法」至少選修 2門科目，應

修至少 4學分。 

(二) 專門課程中選修 1門科目，應

修至少 2學分。 

(三) 其他：專門課程、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教育實踐中任選修

1門科目，應修至少 2學分。 

(四) 具修讀資格者應修習於備註欄
顯示「Offered in English」及

「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

 依教育部 109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函辦

理，將「全英語教學

師資培育實施計畫」

修正名稱為「雙語教

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

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

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

先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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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課程，始得採計為「雙

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併得採認為「國民小學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 

五、 本課程表適用 109學年度起取得國

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者（包

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

生），108學年度（含）以前取得

資格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 適用本課程表，惟雙語教學師
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

施計畫及相關函示意旨規定辦

理。又依教育部 109年 5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

號函，109學年度起修正名稱

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前稱為「全英語教學師

資培育實施計畫」。 

(二) 105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

格者，得依二校合併前經教育

部核定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表」辦理，惟雙語教學師資培

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

畫及相關函示意旨規定辦理。 

四、本課程表適用 108 學年度起取得國

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者（包

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

生），107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

格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適用本課程表，惟全英語教

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

育部實施計畫規定。 

（二）105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

格者，得依二校合併前經教

育部核定之原「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及學分表」辦理，惟全英

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

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規定。 

一、依報部學年度修

正適用對象。 

二、雙語教學師資培

育實施畫依前述說明

調整。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國民小學

國語教材

教法 

2 2 1.2.3 必 

 先修課程

為「口語

表達(包含

國音及說

話)」 

國民小學

本土語文

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

新住民語

文教材教

法 

2 2 3 選  

閩南語文

教材教法 
2 2 1.2.3.4.5 選  

客家語文

教材教法 
2 2 1.2.3.4.5 選  

族語文教

材教法 
2 2 1.2.3.4.5 選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國民小學

國語教材教

法 

2 2 1.2.3 必 

 先修課程為

「口語表達

(包含國音

及說話)」 

國民小學本

土語文教材

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新

住民語文教

材教法 

2 2 3 選  

 

台語所申請新增「國

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

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專長」、「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

本土語文客語文專

長」及「國民小學教

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

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

長」專門課程，業經

教育部 109年 10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函同

意核定，依函辦理於

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

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

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教材教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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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本校 107年 11月 29日師資培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 

本校 107年 12月 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8 年 5月 7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3789號函備查 

 

一、 本校依據教育部發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規劃

開課。 

二、 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46學分，其中專

門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36學分： 

(一) 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至少修習 4個領域，並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其中英語為

非英語相關院科系必修、自然科學為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修。 

(二)  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必選修至少 2科 4學分。 

(三)  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12學分，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必修，必選修 5科 10學分。 

(四)  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16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 4領域至少 8學分，教學實習、國民

小學國語敎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敎材教法為必修、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

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 2選 1。 

三、 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修習需依「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規定提出申請，申請通過後修習

之雙語教學課程始得採計，應修至少 12學分： 

(一) 教育專業之實踐課程－「教學實習」為必修 4學分，「教材教法」至少選修 2門科目，應

修至少 4學分。 

(二) 專門課程中選修 1門科目，應修至少 2學分。 

(三) 其他：專門課程、教育基礎、教育方法、教育實踐中任選修 1門科目，應修至少 2學分。 

(四) 具修讀資格者應修習於備註欄顯示「Offered in English」及「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之課程，始得採計為「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併得採認為「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 

四、 本校規劃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

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72小時，並應經

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 本課程表適用 109學年度起取得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者（包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

程師資生），108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格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 適用本課程表，惟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畫及相關函示意旨規定辦

理。又依教育部 109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函，109學年度起修正名稱

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前稱為「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 

(二) 105學年度（含）以前取得資格者，得依二校合併前經教育部核定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辦理，惟雙語教學師資培

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畫及相關函示意旨規定辦理。 

六、 本表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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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專門

課程 

數學領域 ※數學
 2 2 3 必 

至少 4 個領域 10 

學分，並以非主

修 領 域 優 先 修

習。 

 

師資生曾修習微積
分課程成績及格者，
經本校審核通過，得
免修習「數學」，    惟仍
應修習至少 4 個領
域 10 學分。 
 

師資生為英語相關院

科系者，得免修習

「英語」，惟仍應

修習至少 4 個領域

10 學分。 

 

師資生為理工相關院

科系者，得免修習

「自然科學」，惟

仍應修習至少 4 個

領域 10 學分。 

 

語文領域 

※口語表達 (包含

國音及說話)
 2 2 3 必 

寫字及書法 2 2 3 選 

本土語言 2 2 3 選 

新住民語文 2 2 3 選 

英語 2 2 3 必 

自然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概論 2 2 3.5  必 

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概論 2 2 1 選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2 2 3 選 

表演藝術 2 2 3 選 

鍵盤樂 2 2 3 選 

音樂 2 2 3 選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體育 2 2 3 選 

綜合活動領域 童軍 2 2 3 選 

跨領域 STEAM教育 2 2 3 選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2 1.2.3.5 選 

至少 2 科 4 學分 

 

教育哲學 2 2 1.4.5 選 
 

教育社會學 2 2 1.3 選 
 

教育心理學 2 2 1.2.3 選 
 

教育史 2 2 1.5 選 

 

 

學校行政 2 2 1.5 選 
 

教育行政 2 2 1 選 
 

比較教育 2 2 1.2.3 選 
 

多元文化教育  2 2 1.2. 選 
 

性別教育  2 2 2 選 
 

教育法規 2 2 1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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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議題專題 2 2 1.4 必  

教育議題專題含生涯
規劃、職業教育與訓
練各至少 9 小時(107

年 8 月 24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70143152

號) 

教學原理 2 2 2.3.4 選 

至少 5 科 10 學分 

 

班級經營 2 2 2.4.5 選 
 

學習評量 2 2 1.3 選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2 3 選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1.2.3 選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2 4 選 
 

教育研究法 2 2 1.2.4 選 
 

特殊教育導論 3 3 2 選 
  

教學精進專題 2 2 3 選 
  

STEAM教學設計 2 2 3 選 
  

英語班級經營 2 2 4 選 
  

實驗教育 2 2 3 選 
  

國際教育 2 2 1.3 選 
  

親職教育 2 2 2.3.4 選 
  

教育統計學 2 2 1.3.5 選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
化教學) 

2 2 3 選 
  

補救教學 2 2 2.3.4 選 
  

閱讀教育 2 2 3 選 
  

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 2 2 3 選 
  

另類教育與教學 2 2 1.2.3 選 
  

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 2 2 5 選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2 3 選 
  

教育
實踐 
課程 

※教學實習 4 4 2.3.5 必 
必修 16 學分，國

民小學教材教法必

修 4領域，至少 4

科 8  學分。 

 先 修課程 為「 國民 小
學國語教 材教法 」及
「國 民小學 數學教材
教法」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2 2 3 必 先修課程為「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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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2 2 1.2.3 必 
先修課程為「口語表

達(包含國音及說話)」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 2 2 3 選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2 2 1.2.3.4.5 選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2 2 1.2.3.4.5 選  

族語文教材教法 2 2 1.2.3.4.5 選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2 2 3 
至 

少 

2 

選 

1 

選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2 2 2.3 選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2 2 3 選 
 

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2 2 3 選 
 

教育見習 2 2 5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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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師培中心謝傳崇副主任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語所 

案  由：有關臺語所修訂「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專門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語所 109年 12月 04日 109學年度第六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會議紀錄及報部清冊如附件一-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數理所 

案  由：有關數理所申請辦理「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五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附

件二-1。 
三、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二-2。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有關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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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修訂案，業經 11月 16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通過，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學年度起新增 3門課及華文所擬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門課程。 

    (三)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學年度課程修正案及 

        110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 

    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2。 

三、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與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七-1，將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育部 109年 9月 11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七-2，故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台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年 10月 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函如附件七-3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三、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4。 

四、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七-5。 

五、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八-1，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於 109年 5月 26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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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八-2，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八-3。 

二、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

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與「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

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學分，調整為應修 8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

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4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5。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109年12月2日

109-0002-1-A

 

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填報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填報類科：國民小學

適用對象：本課程表適用109學年度起取得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

資生資格者(包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生)，108學年度

(含)以前取得資格者得適用之。
 

 

 

 

 

 

※備註：■ 代表已符合，□ 代表尚未符合。

一、 報部核備時，請將此pdf檔列為附件上傳。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及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等項目
，符合基準要求。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已完整送出，暫存狀態課程不列入學分統計及報部
清冊中。

■ 課程適用對象及規範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已填寫

■ 校內課程審議佐證資料:已上傳

■ 所有課程狀態皆為「已送出」

■ 規範學生修習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達其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符合

■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36學分，學校開課規劃：105.0學分)

■ 教育基礎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4學分，學校開課規劃：22.0學分)

■ 教育方法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8學分，學校開課規劃：47.0學分)

■ 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12學分，學校開課規劃：36.0學分)

■ 專門課程(小教:教學基本學科)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10學分，學校開課規劃
：30.0學分)

■ 課程設計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材教法：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學實習：符合

■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專門課程(教學基本學科)：已將語文領域(國語文)、數學領域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
各一門課列為必修。

■ 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規定開授「生涯規劃、「職業教育與訓練」說明：
〈1〉納入教育議題開課─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時（於教育專業課程開設）

■ 課程設計已規劃含先修課程設計科目：符合

■ 整體教育專業課程符應每項教師專業素養及專業指標：符合

■ 整套課程有融入法定及必選教育議題：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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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貳、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10學分，至少修習4個領域，並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其中英語為非英語

相關院科系必修、自然科學為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修。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必選修至少2科4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12學分，其中教育議題專題為必修，必選修5科10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其中教材教法必修4領域至少8學分，教學實習、國民小學國

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為必修、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

法至少2選1。
 

參、課程列表
 

一、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方法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實踐課程
應修學分數

46 4 12 16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105.0 22.0 47.0 36.0 0.0 0.0

1
教育概論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
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3
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4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 選修 □ 2.0

5
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6
學校行政
School Administration

2.0 選修 □ 2.0

7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0 選修 □ 2.0

8
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9
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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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10
性別教育
Sexl Gender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11
教育法規
Educational Law

2.0 選修 □ 2.0

12
教育議題專題
Special Issues on Education

2.0 必修 □ 2.0

13
教學原理
Teaching Methods

2.0 選修 □ 2.0

14
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2.0 選修 □ 2.0

15
學習評量
Measurement for Learning

2.0 選修 □ 2.0

16
教學媒體與運用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Application

2.0 選修 □ 2.0

17
課程發展與設計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2.0 選修 □ 2.0

18
輔導原理與實務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2.0 選修 □ 2.0

19
教育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0
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3.0 選修 □ 3.0

21
教學精進專題
Teaching Enhancement Issues

2.0 選修 □ 2.0

22
STEAM教學設計
STEAM Instructional Design

2.0 選修 □ 2.0

23
英語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CM)

2.0 選修 □ 2.0

24
實驗教育
Alternative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5
國際教育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2.0 選修 □ 2.0

26
親職教育
Parent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7
教育統計學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0 選修 □ 2.0

3 2020/12/02 04:0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28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Adaptive Instruction(includ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2.0 選修 □ 2.0

29
補救教學
Remedial Teaching

2.0 選修 □ 2.0

30
閱讀教育
Reading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31
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
Digital Instruction：Design and Application

2.0 選修 □ 2.0

32
另類教育與教學
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2.0 選修 □ 2.0

33
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2.0 選修 □ 2.0

34
心理與教育測驗
Ment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2.0 選修 □ 2.0

35
教學實習
Teaching Practice

4.0 必修 □ 4.0

36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必修 □ 2.0

37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Language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2.0 必修 □ 2.0

38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Homeland

Languages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39
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Taiwan

New-Residents' Languages

2.0 選修 □ 2.0

40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Southern

Min

2.0 選修 □ 2.0

41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akka

2.0 選修 □ 2.0

42
族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Formosan

Languages

2.0 選修 □ 2.0

43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2.0 選修 □ 2.0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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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課程(小教:教學基本學科)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44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至少2選1

45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Studies

2.0 選修 □ 2.0

46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Art

2.0 選修 □ 2.0

4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4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Activity

2.0 選修 □ 2.0

49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Life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50
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Cross-

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51
教育見習
Educational Probation

2.0 選修 □ 2.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30.0 -

1
數學
Mathematics

2.0 必修 □

2
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
Phonetics and Speech

2.0 必修 □

3
寫字及書法
Hand Writing and Calligraphy

2.0 選修 □

4
本土語言
Vernacular

2.0 選修 □

5
新住民語文
Languages of Taiwan New Residents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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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6
英語
English

2.0 必修 □

▲非英語相關院科系必修

7
自然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0 必修 □

▲非理工相關院科系為必修

8
社會領域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2.0 選修 □

9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2.0 選修 □

10
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2.0 選修 □

11
鍵盤樂
Keyboard Music

2.0 選修 □

12
音樂
General Music

2.0 選修 □

13
健康與體育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0 選修 □

14
童軍
Boy/Girl Scout

2.0 選修 □

15
STEAM教育
STEAM Education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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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列表
 

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1 了解教
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
教育目的和價
值的主要理論
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18 教育概論、比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史、學校
行政、另類教育與教學、教育研究法、教育統計學、課程發展與設計、學習評量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哲學、國際教育、社會領域概論、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
語文教材教法

1-2 敏銳覺察
社會環境對學
生學習影響
，以利教育機
會均等

10 社會領域概論、教育哲學、教育研究法、另類教育與教學、學校行政、教育史、
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多元文化教育、教育概論

1-3 了解我國
教育政策、法
規及學校實務
，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13 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史、學校行政、另類教育與教學、教育研究法、教
育行政、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課程發展與設計、教育法規、社會領域概論、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2了解並
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
重學生身心發
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
，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17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教學實習、性
別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親職教育、補救教學、特殊教育導論、教育研究法、
班級經營、教學原理、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多元文化教育、比
較教育

2-2 了解並運
用學習原理
，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15 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學原理、班級經營、另類教育與教學、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補救教學、親職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實習、國
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

2-3 了解特殊
需求學生的特
質與鑑定歷程
，以提供適切
的教育與支持

6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性別教育、特殊教育導論、另類教育與教學、教學原理
、多元文化教育

3規劃適
切的課程
、教學及
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40 比較教育、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心理與教育測驗、
國際教育、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跨
領域教材教法、實驗教育、教學精進專題、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課程
發展與設計、親職教育、學習評量、補救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教學實
習、表演藝術、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鍵盤樂、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童軍
、視覺藝術、新住民語文、寫字及書法、數學、英語、音樂、國民小學本土語文
教材教法、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本土語言、健康與體育、族語文教材教
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3-2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
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
教學及評量

18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
、健康與體育、STEAM教育、音樂、數學、閩南語文教材教法、表演藝術、教學實
習、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學習評量、閱讀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國民小學
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心理與教育測驗、STEAM教學設計、教學原理

3-3 具備任教
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26 教學原理、另類教育與教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比較教育、國民小學健康
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課程發展與
設計、閱讀教育、補救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表演藝術、鍵
盤樂、自然科學概論、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閩
南語文教材教法、數學、音樂、健康與體育、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族語
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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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
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18 族語文教材教法、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健康與體育、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教材教法、自然科學概論、教學實習、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親職教育、課程
發展與設計、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際教育、比較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另類教育與教學、教學原理

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
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1 教學原理、另類教育與教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多元文化教
育、比較教育、心理與教育測驗、STEAM教學設計、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教學媒體與運用、親職教育、補救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
材教法、教學實習、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健康
與體育、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音樂、STEAM教育、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
教法、數學、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適性教
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3-6 根據多元
評量結果調整
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23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數學、STEAM教育、音樂、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健
康與體育、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補救教
學、教育統計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
際教育、比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學
原理

4建立正
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
輔導

4-1 應用正向
支持原理，共
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
良好品格及有
效學習

12 教學原理、班級經營、教育研究法、英語班級經營、教育議題專題、教育哲學、
輔導原理與實務、補救教學、親職教育、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4-2 應用輔導
原理與技巧進
行學生輔導
，以促進適性
發展

7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親職教育、補救教學
、輔導原理與實務、班級經營

5認同並
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1 思辨與認
同教師專業倫
理，以維護學
生福祉

10 班級經營、學校行政、教育史、教育概論、教育統計學、教育哲學、閩南語文教
材教法、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族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5-2 透過教育
實踐關懷弱勢
學生，以體認
教師專業角色

7 族語文教材教法、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教育哲學、教育概論、教育史、學校行
政、班級經營

5-3 透過教育
實踐與省思
，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10 班級經營、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教
育見習、教學實習、自然科學概論、族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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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家庭教育* 15 教育概論、另類教育與教學、輔導原理與實務、親職教育、教育議題專題、國
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
會教材教法、音樂、本土語言、童軍、新住民語文

性別平等教育* 28 多元文化教育、性別教育、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研究法、教育統計
學、課程發展與設計、輔導原理與實務、親職教育、教育議題專題、教育哲學
、英語班級經營、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
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教育見習、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
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社會領域概論、表演藝術、音樂
、本土語言、健康與體育、童軍、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環境教育* 19 教育社會學、學校行政、另類教育與教學、教育研究法、教學原理、國民小學
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
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教育見習、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
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社會
領域概論、音樂、健康與體育、本土語言、童軍

家政教育* 7 親職教育、教育議題專題、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
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音樂、童軍

安全教育* 8 教育議題專題、英語班級經營、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
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健康與
體育、童軍

防災教育* 5 教育議題專題、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
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童軍

本土教育 3 客家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人權教育 22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童軍、新住民語文、本土語言、音
樂、社會領域概論、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
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英語班級
經營、國際教育、教育哲學、特殊教育導論、教育行政、課程發展與設計、教
學原理、學校行政、性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生活教育 20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童軍、視覺藝術、健康與體育、音樂、英語、國民小學社
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英語班級經營、教育哲學、教育議題專題、親
職教育、輔導原理與實務、另類教育與教學、學校行政、教育史、教育概論

融合教育 1 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新移民教育 12 新住民語文、英語、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
法、教育哲學、親職教育、教育統計學、教育研究法、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
學、多元文化教育、比較教育

藝術與美感教育 19 寫字及書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視覺藝術、健康與體育、本土語言、
STEAM教育、音樂、表演藝術、鍵盤樂、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
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國
際教育、STEAM教學設計、教育哲學、教學媒體與運用、另類教育與教學、學
校行政

勞動教育 2 童軍、音樂

通用設計 3 視覺藝術、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藥物教育 1 健康與體育

性教育 3 健康與體育、親職教育、輔導原理與實務

媒體素養教育 9 音樂、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閱讀教育、教育
哲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教學媒體與運用、多元文化教
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 1 音樂

另類教育 11 音樂、實驗教育、教學精進專題、教育哲學、教學原理、教育研究法、另類教
育與教學、學校行政、教育社會學、教育史、教育概論

海洋教育 4 社會領域概論、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教學原
理

理財教育 3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教育研究法、比較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 1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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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定應融入議題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媒體識讀 1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多元文化教育 32 比較教育、教育概論、多元文化教育、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另
類教育與教學、教育統計學、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發展與設計、學習評量、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哲學、國際教育、教學精進專題、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
材教法、社會領域概論、英語、表演藝術、音樂、健康與體育、童軍、視覺藝
術、新住民語文、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
教學)、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族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國際教育 21 比較教育、教育史、學校行政、教育研究法、教學原理、輔導原理與實務、
STEAM教學設計、教育哲學、國際教育、實驗教育、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
法、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英語、音樂、STEAM教
育、童軍、數學

原住民族教育 6 比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社會學、教學原理、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族語文教材教法

法治教育 7 教育法規、教育行政、教育哲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
教材教法、童軍、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

生涯規劃教育 17 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研究法、教育統計學、閱讀教育、輔導原理與
實務、課程發展與設計、教育議題專題、特殊教育導論、教學精進專題、國民
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
法、英語、音樂、健康與體育、童軍

品德教育 26 教育心理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學校行政、班級經營、教育統計學、課程發展
與設計、輔導原理與實務、親職教育、補救教學、教育行政、教育哲學、英語
班級經營、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
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
材教法、社會領域概論、英語、表演藝術、音樂、健康與體育、童軍、教師專
業倫理與發展、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生命教育 17 學校行政、學習評量、輔導原理與實務、教育議題專題、特殊教育導論、英語
班級經營、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
藝術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教育見習、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
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音樂、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健康與
體育、童軍

科技教育 9 STEAM教學設計、教學精進專題、心理與教育測驗、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自然科學概論、
STEAM教育、數學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8 STEAM教學設計、心理與教育測驗、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英語
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STEAM教育、童軍、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
學習、差異化教學)

閱讀素養 7 教學精進專題、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
學英語教材教法、教育見習、社會領域概論、童軍

戶外教育 4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
教法、童軍

能源教育 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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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依所列課程 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依所列課程 數學

教學實習 依所列課程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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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Foundation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一、瞭解教育學術的基本概念，及我國的教育現況。二、認識教育專業人員的角色與應有素養

，培養從事教育專業工作的興趣。三、培養探討教育相關之事務的興趣。四、培養分析教育議題

的能力。五、透過閱讀以探索自身的學習方向，奠定宏觀生涯視野的基礎。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

展的關係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專業素養5】(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教師角色認知1.

課程與教學基礎2.

學校行政基礎3.

學校行政基礎4.

12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哲學 

課程英文名稱：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科目是教育學程中的基礎科目，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解釋教育的概念和做法。其中包含各種主義

，如觀念主義、唯實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教育的分析哲學、批判理論、後現代、女性主

義等。希望能將這些主義與教育的概念做聯結，以增進對教育的理解。哲學各種形而上的假設是

本科教學的重點。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

公平、(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4】(1)主要輔導理論、(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3)教師角色與

社區關係、(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從哲學上的各種主義看它們對教育的主張。1.

對教育活動做哲學分析。2.

幫忙學生形成自己的教育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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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社會學 

課程英文名稱：Sociology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分成四大重點，介紹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特性；巨觀的教育社會學；微觀的教育社會學；以

及教育社會學理論在現實環境中的應用。希望透過理念的介紹，能讓學生對於教育社會學有粗淺

的認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

展的關係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

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另類教

育

1. 理解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
2. 探討教育機會均等概念與相關影響因素
3. 分析學校與社會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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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心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sychology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如何將心理學的原理原則運用於教與學，並期能有助於學習者個人的發展與成長

。在此目標下，可納入的相關主題包括：一、 發展理論及其對教與學的含意二、 學習理論及其

對教與學的含意三、 個別差異四、 學習動機五、 有效的教學及評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5)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1. 行為取向的學習理論
2. 認知取向的學習理論
3. 建構取向的學習理論
4. 人格、道德、認知與語言發展
5. 動機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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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史 

課程英文名稱：History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從歷史脈落發展中，分析社會變遷與教育變革之間的相互關係。2. 教育改革的歷程中，分析

其中的重要變因，及其改革動向。3. 從歷史人物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獲得情意層面的啟迪與感

動。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6)我國主要教

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5)教師自我反

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1. 西洋上古教育史發展
2. 西方中古大學的興起與發展
3. 西方近代教育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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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學校行政 

課程英文名稱：School Administr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校行政概念與興趣，以奠定學生未來從事學校行政工作之基礎。本課程以理論所

探討的向度做為建構本課程實施的系統架構，輔以學校行政實務經驗相互印證，規劃出兼顧理論

與實務的學校行政課程內涵。希望學生能透過行動智慧等理論與實務的專業對話與經驗交流，了

解學校行政業務運作，未來成為優秀學校行政者。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5】(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1. 學校行政導論、行政理論發展、行政運作歷程、行政制度、學校行政法規。
2. 學校行政人員專業發展等重大議題及學校行政時事之系統性分析。
3. 學校行政趨勢與革新的行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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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行政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教育行政相關課題之基本概念與興趣，以奠定學生未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

之基礎。本門課的內容設計兼重教育行政理論和實務運用。為使學習與教育現場作聯結，乃透過

案例教學方式，使學生有機會應用課堂所學理論於設定的教學現場實務問題。另外，透過分組討

論，進行合作學習，使學生有機會進行思考與批判。學生將透過一學期的學期活動，從中增進個

人對於教育行政理論的理解，並練習運用相關的理論於教育實務中。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6)我國

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

教育行政理論發展1.

教育行政決定2.

教育行政領導與激勵3.

教育組織的危機與衝突管理4.

教育行政的政治與權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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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比較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安排主要以加強修課同學教育研究的專業能力，和培養與時俱進之國際視野為兩大主軸

。在同學相關教育學科之既有基礎上，介紹比較教育於教育學門之應用，從比較教育的性質、目

的與研究方法，說明比較教育之應用。其後藉著對不同國際組織與國家之教育趨勢發展分析，建

立同學對於全球性教育理解的脈絡，培養其更為宏觀與不失縝密的專業胸襟。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6)領域

/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理財教育

1. 認識各國教育制度
2. 增加國際視野
3. 分析各國教改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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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Multicultur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希望和夥伴們以自主學習、協力學習與行動學習的方式，探索並重構自己和所處的文化社

會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己與「他者(other)」的關係。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涵蓋以下議題：1.如

何理解文化中的差異？ 2.社會中如何將他者分類？ 3.這些分類隱含的意識型態與壓迫性為何？

4.如何促進多元包容與合乎公義社會的實現？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

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專業素養2】(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

辨識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1.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
2.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3. 多元文化課程設計
4. 多元文化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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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性別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Sexl Gender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探討性別的社會與文化建構；引導學生能更深入探析性別意識

型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文化風俗和社會結構之中運作；希望透過此課程以培育具有性別平等觀

的師資,並藉由教育促成兩性平等尊重和諧的社會。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

辨識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

1. 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
2. 性別教育課程與教學
3. 多元性別與同志教育
4. 性別權力與校園性騷擾、性侵害之防治
5. 情感教育與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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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法規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Law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教育法規在功能上可作為推動教育政策的依據、保障教育的品質、促進教育改革的成功，以及將

教育理念具體化。本課程希望學生能達到下列目標：一、具有教育法規的基本理念與法制的素養

。二、瞭解我國主要教育法規的大意，以及各法規相關政策實施的問題與發展趨勢。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融入議題： 

法治教育

1. 教育法規基本理念
2. 教育法制的素養
3. 尋找教育法規的途徑
4. 我國主要教育法規
5. 教育法規相關的政策實施問題與發展趨勢

22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議題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Special Issues on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主要探討生涯規劃、職業教育與訓練兩大主軸。一、學習如何成為能自我實現的教育工作者，也

如何善用理論學習及資源協助學生生涯發展規劃。二、養師資生瞭解中小學職業試探與體驗、職

業教育與訓練之現況與內涵，並具備相關之基本知能，以便未來從事教職時能提供學生必要之適

性輔導。三、融入當前各項重要議題，以深化學生對該議題之認知與實踐。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專業素養4】(6)學生自律與自治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

政教育、生活教育

1.透過教育發展的思想、理念、價值觀的演變，研討教職工作者及學生生涯發展
規畫
2.我國國中小學職業體驗、試探與技藝教育之理念與現況
3.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現況與群科內涵介紹
4.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規劃融入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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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原理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透過修習本科目課程之後，學生能了解教學原理的基本概念，能應用教學原理與方法於實際教學

情境之中，並且對於教學方面的教育研究產生興趣，奠定基本的教學知能。在課程內容的重點方

面，包括教學的基本概念、學理基礎、教學設計理念與模式、教學目標、主要的教學方法、班級

經營、教學媒體與科技、教學評鑑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4】(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6)學生自律與自治、(7)親師生關係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另類教育

1. 教學原理的立論基礎與重要概念
2. 教學方法的理解與策略學習
3. 教學原理與方法之實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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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班級經營 

課程英文名稱：Classroom Management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以貼近教室現場之方式，將班級經營之內涵與實務結合，以培養小學教師班級經營之知能為主要

目標。內涵包括 ：班級經營之理論與內涵、班級常規之建立、班級常規模式、親師生溝通、奬懲

制度、自治幹部管理、自治幹班級輔導與個案處理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6)學生

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4】(1)主要輔導理論、(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4)學生輔

導倫理與主要法規、(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6)學生自律與自治、(7)親師生關

係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3)教師角色與

社區關係、(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

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

1. 班級經營之理論與內涵
2. 班級常規之建立、班級經營模班級經營模式
3. 偏差行為管理、奬懲制度
4. 親師生溝通
5. 班級自治、班級輔導與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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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學習評量 

課程英文名稱：Measurement for Learn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主要在說明1.教學、學習和評量的關係 2.介紹紙筆評量、作品評量、實際操作、發表、展示

、演練、檔案等多元評量的相關知識和實務操作 3 設計學習評量、進行教室內實際施測，並能分

析學生學習評量的結果。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1. 教學、學習和評量的關係
2. 介紹紙筆評量及其編制原則、型、型態
3. 實作評量、實際操作、發表、展示、演練、檔案等多元評量的相關知識和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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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媒體與運用 

課程英文名稱：Instructional Media and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在培養學生教學媒體實作與運用之素養，因應行動學習教育施行師生全面使用平版電

腦教與學方式的興起，引導學生藉由APP電子書實作為學習APP UI 界面設計技巧，並能以行動載

具完成短片拍攝、剪輯、與上傳影音平臺等數位課程的製作之運用。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1. 全球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 教育趨勢分析。
2. APP UI 界面設計技巧教學。
3. 製作數位課程，包含拍攝、剪輯、與上傳影音平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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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課程發展與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瞭解課程發展設計的基本理念、方法與模式，實地進行課程之規畫設計，培養課程設計與評鑑之

信念與能力，以利未來教學與教師應試之需。本課程主要透過講述與討論了解課程發展與設計的

概念、原理，並透過實地對於學校課程的理解，印證相關理論；最後進行實地的課程設計與教學

，將學習得的理論與觀察學以致用。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

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1. 課程目標
2. 課程選擇
3. 課程組織
4. 課程評鑑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6. 主題統整課程設計
7. 十二年國教課綱

28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輔導原理與實務 

課程英文名稱：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概分兩大部分，一為輔導的基本概念和相關學理的認識與了解，另一為學校輔導實務上的

運作和基本的輔導技能。主要目標在於協助學生擁有基礎輔導知能，未來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上

，能運用此一知能協助孩童學習與成長。輔導基本概念內容包括如輔導基本概念、諮商理論概述

、基本助人技巧學習與諮商的專業倫理等。在輔導實務上的內容，包括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人

員與工作內涵的認識與了解，以及處理兒童適應問題之相關策略與方法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4】(1)主要輔導理論、(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4)學生輔

導倫理與主要法規、(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6)學生自律與自治、(7)親師生關

係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性

教育、生活教育

1. 輔導基本概念及其有關學理
2. 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人員與工作內涵
3. 輔導工作基本的助人技巧與專業倫理
4. WISER 輔導模式的內涵與實作說明
5. 學生適應問題的覺察與處理

29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研究法 

課程英文名稱：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透過修習本科目課程之後，學生能夠了解教育研究的過程，學會撰寫教育研究計畫，也能具備研

讀及評鑑教育研究論文的能力。在課程內容的重點方面，包括教育研究的性質、研究題目與研究

問題的選定、文獻探討、抽樣的方法、研究工具的編製、各種主要研究方法的介紹、以及研究報

告的撰寫與評鑑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

及公平、(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4】(6)學生自律與自治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國際教育、新移民教育、理財教育、另類教育

1. 教育研究法的基本概念
2. 研究計畫撰寫實作
3. 研究方法的探究與分析
4. 研究工具的設計與資料收集
5. 研究報告撰寫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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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特殊教育導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3學分(教育方法：3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科目為所有特教課程的基礎入門，認識特殊兒童的類型、障礙及其需要，了解特殊兒童的身心

特質及其教育需要，熟悉特殊兒童的的教育原理與方法，培養具備教育特殊兒童的的專業知識與

熱忱。評量包含學習態度、期中期末考、心得報告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

計畫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1. 特殊教育歷史沿革與發展趨勢
2. 介紹各類別身心障礙兒童之特徵，各類別身心障礙兒童之教學
3. 各類別身心障礙兒童之輔導、資賦優異和特殊才能者之教育
4. 參觀特殊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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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精進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Enhancement Issu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精進教學專題的目標在於協助師培生轉化教學理論與模式，使其在實際的教學場域，能彈性靈活

運用口語表達、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策略、教學評量、教學輔導等有效教學關鍵因素，促

進學生課堂教學能力與專業素養，縮短培育學生成為專家教師的時間，並養成自我成長與精進的

終身學習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另類教育

1. 教學理論的再建構與內化
2. 教學口語比達的運用與實踐
3. 教學方法與策略的彈性生活化
4. 課堂教學評量的運用及實務練習
5. 有效教學的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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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STEAM教學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Instructional Desig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堂課旨在引導學生依據STEAM 教育之跨領域基本概念進行教學設計，並嘗試將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數學五個元素相對應的知識點進行整合式思考，使能設計五個元素之比重均衡的教學

課程。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

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

應用、(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導入科學與數學兩者兼備的學科教學目標與學習概念。
2. 訂定教學目標的具體活動策略與教學步驟。
3. 從科學或數學或兩者出發，外拓延伸到科技、工程、或藝術具體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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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語班級經營 

課程英文名稱：Classroom Management (CM)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re value of this course (CM) is to provide undergraduates to create a

success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hieving

with a clear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goals. By practicing the wide variety of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at educators use to ensure that their classroom with clear

rules that promote learning as well as a productive classroom with focused,

attentive,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4】(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7)親師生關

係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活教育

The core value of this course (CM) is to provide undergraduates to create a
success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hieving
with a clear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goals. By practicing the wide variety of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at educators use to ensure that their classroom with clear
rules that promote learning as well as a productive classroom with focused,
attentive,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is curriculum, a well-structured of CM Ideas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team work and positive response will demonstrate to
educators so they are able to develop a knowledge connected with the schools (or
district’s)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and help educators to plan to incorporate
them into their ow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yle.

1. AIM to help pre-service teachers to minimiz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lassroom
management issues
2. To build up an effective instruction by using variety of methods in a routine
and appropriate of management.
3.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 an understanding of reasons behind student's
misbehavior, interpret the signs of student misbehavior, and discuss preventive
measures before problems occur.
4. Additionally, Pre-service teachers examine how proper pacing and good
transition for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reduces classroom managem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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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實驗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Alternativ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華德福教育作為實驗教育的範例，介紹其理念、方法與課程，開拓學生教育視野，反省

思考現代教育，前瞻未來趨勢。本課程視需要可安排校外參訪，或由學生進行實驗教育方案活動

，例如假日營隊、課後創意活動、教育志工。亦可結合其他科目進行，獲得更豐富與深刻的學習

經驗，例如服務學習、農耕、藝術、戶外探索、社區發展等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另類教育

1. 華德福教育學基礎概念進行介紹。
2. 華德福教育之方法介紹。
3. 視需要可安排校外參訪，或由學生進行實驗教育方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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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際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a fundamental idea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stering a peace, security, leadership and well-being,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careers and contributions in a worl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eing

transformed by globalization, allowing students to draw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phenomena and local practices in work and life, and enhances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ourses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range from cultural diversity, humanit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of a global leve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to enga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ssues and phenomena which have arisen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a fundamental idea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stering a peace, security, leadership and well-
being,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careers and contributions in a worl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eing transformed by globalization, allowing students to draw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phenomena and local practices in work and life, and
enhances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Explore all th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fer our young gener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his
curriculum works to support the dedicated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1. Allowing undergraduates to pursue an 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affairs.
2.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deeper knowledge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diverse
cultures, economies and politics of the world.
3. Emphasizes global awareness and global citizenship as essential aspects of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4. Allows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the
contemporary worl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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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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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親職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Parent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為親職角色功能預做準備，並探討親職效能之內涵與教養策略。重要內涵包括：親職

教育之學理觀點、親職教育訓練模式、家庭結構與變遷、親職教育之內容與方法、親職教育問題

之展望與研究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專業素養4】(1)主要輔導理論、(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

方法、(7)親師生關係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家庭教育、家政教育、新移民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

1. 親職教育相關學理基礎
2. 新職教育學校實務經驗
3. 教養子女親身經驗
4. 親職教育影片賞析
5. 親職教育主題報告與互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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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統計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Statistic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瞭解描述統計的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包括次數分配、集中量數、變異量數、相對地位量數、

積差相關、簡單直線迴歸、常態分配等）。2. 瞭解推論統計的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包括t 考驗

等）。3. 會使用計算機或excel 進行實際分析。4. 會閱讀數據、圖表並解釋結果。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3】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專業素養5】(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1. 描述性統計
2. 常態分佈與信賴區間
3. T 檢定
4. 積差相關
5. 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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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Adaptive Instruction(includ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為因應12年國教，教學勢必面臨學生來源多元，學力差距大，學習歷程迴異的問題，差異化教學

可以提供師資生設計教材以及實施教學活動時的理論基礎，並重視個別差異。修課的同學會接觸

到不同的學習活動，嘗試設計符合不同能力以及需求的多元教學路徑，包括教材分層設計以及不

同的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多元文化教育

使師資生發展差異化教學策略，了解差異化教學在有效教學上扮演的角色1.

測量學生的強項、學習偏好以及學習風格，評估自己的教學效能2.

介紹團隊學習型式，以及發展適當的教學策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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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補救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Remedial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介紹補救教學基本概念與教學現場實際實施方式。內容包含補救教學之理論基礎與重要

性、補救教學的對象以及其特徵、補救教學的歷程、補救教學之教學與教材設計之原則、補救教

學的策略、數位化補救教學策略以及補救教學案例討論。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4】(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7)親師生關

係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

1. 補救教學之理論基礎與重要性
2. 補救教學的對象以及其特徵
3. 補救教學的歷程
4. 補救教學之教學與教材設計之原則
5. 補救教學的策略、平台及補救教學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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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閱讀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Reading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從教學觀點看閱讀理解策略，學習者乃由閱讀中習得閱讀理解策略，諸如：預測策略、提問策略

、摘要策略、推論策略等，以及如何促進以讀者為本的閱讀教學，包含如何選擇閱讀素材、如何

讓童書進入教學現場等。「有意思」且「情境脈絡化」的閱讀教育相關教學案例討論及現場實作

，期能連結理論與實務。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生涯規劃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1. 童書進入教學現場之策略
2. 以讀者為本的閱讀教學
3. 素養導向的閱讀教學課程設計
4. 閱讀理解策略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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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 

課程英文名稱：Digital Instruction：Design and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使學習者能夠了解教學科技融入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教學內容除包含各類常融入教學的教學科技

與網路資源之外，亦將介紹數位影音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以及數位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

與相關評量策略。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媒體素養教育

1. 教學科技發展趨勢分析
2. 實際操作當前第一線教育現場常用軟體
3. 媒體素養教學
4. 學習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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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另類教育與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標在於提供學生反省正規學校教育的限制，從而尋求教育的另類可能性。除了文獻的閱

讀，將以對話式的合作學習與體驗進行教學。透過這樣的學習歷程，使學生得以建構有別於傳統

國小教師的教育工作者新圖像，開啟體制學校外的教育實踐想像空間。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

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

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品德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1. 臺灣實驗教育發展
2. 森林小學系統
3. 華德福教育
4. 蒙特梭利教育
5. 八大智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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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師專業倫理與發展 

課程英文名稱：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教師在現場實務工作中，時常會面對不同關係人價值取向衝突的現象，以及必須處理倫理兩難的

境況，而專業倫理正是幫助價值釐清與問題解決的衡量準則。教師專業倫理規範的建立與實踐

，也是提升學生受教品質的關鍵。此外，教師專業發展的必要性以及方法亦在本課程中介紹。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3)教師角色與

社區關係、(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1.探討專業、專業發展、專業倫理的意涵

2.教師專業倫理

3.教師專業發展途徑以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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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心理與教育測驗 

課程英文名稱：Ment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心理計量的基本概念，使學生明瞭教育測驗的本質、明瞭測驗的信度與效度、明瞭測

量和統計上的基本原理。課程內容包含測驗編製、實施與解釋，課程除了闡述教學目標和評量的

連結，介紹專有名詞概念，說明紙筆測驗命題的範例和技巧之外，也將實作學生問題表、雙向細

目表，和相關的性向測驗、智力測驗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 測驗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2. 測驗的理論
3. 測驗類型
4. 心理與教育測驗的實施與應用

46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實習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ractice 

課程學分數：4學分(教育實踐：4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熟悉國小各領域之教學，並進行教學演練，輔以教學現場的觀摩討論，並透過教學演練後的自評

與互評，分享教學心得，培養進入職場以及對於教學的實踐與反省能力。瞭解未來教師甄試的相

關重點，進行先前的準備與磨練，協助大四的即將畢業學生團隊合作，具備溝通協調的能力，用

於任事、負責的態度。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

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

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活教育

1. 見習
2. 微縮教學
3. 集中實習
4. 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

47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Pedagogy of Mathema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一、瞭解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程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與相關內容。 二、瞭解國小數學領域各主

題（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圖形與空間、 統計與圖表）之學生概念發展與教材結構。 三、理解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之能力指標並轉化為教學活動。 四、數學教學活動與評量之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數學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

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1. 充實國小數學教材教法知識
2. 注重國小數學知識與生活的連結
3. 培養對數學學習的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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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實踐導向，針對國語文的課程理念、目標及核心素養，引導師資生熟悉國語文教學的內

涵及學習的重點，並掌握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教學步驟，以發展國語文素養導向的課程設

計，且運用有關的策略、技巧及媒體工具促進教學成效。師資生歷經國語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教學實踐、反思及修正的過程，增進已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能力及促進個人教學專業的成長。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閱讀素養

1.能熟悉國語文的課程理念、目標及核心素養。
2.能分析國語文教學的內涵及學習的重點。
3.能掌握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教學步驟。
4.能發展國語文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
5.能運用有關的策略、技巧及媒體工具促進教學成效。
6.能實踐、反思及修正國語文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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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Homeland Languages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課程教材發展重視語言的日常生活應用，了解本土語文的文化、歷史、族群特色，體悟本土語

文的差異。2. 客家語文教學資源應多元化。除了課本教材外，可融入家庭、社區的歷史人文故事

，同時選用網路資源、影像紀錄、電腦軟體等，並以主題為本，串成兼具「聆聽、說話、閱讀、

寫作」的教材。3. 教學過程以學生為主體，以「溝通教學法」為基礎，並能善加利用共同學習、

合作教學、角色扮演及讀者劇場等多元教學策略。4. 素養導向教學策略：整合知識技能態度、營

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重視學習歴程方法及策略、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理解本土語文課綱內涵與架構、教材編輯原理原則，課程目標與特色。
2. 認識本土語文的類別，分析聲韻調、研究教學的學理基礎。
3. 精熟「溝通教學法」及「素養導向教學策略」，營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
4. 研討國小本土語文教學的內涵及實務演練
5. 能運用正確的「本土語文」合宜地表情達意，同時培養對話、說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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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Taiwan New-Residents'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依不同語文之特性將個別研發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新住民

語文教材2. 教材著重生活情境的語言應用與文化理解，並結合「語言要素」與「文化要素」3.

新住民語文的發音、語調、聲調標記、字母與拼讀系統於第一階段開始學習4. 選用傳統童謠、節

慶、道路標示、商店招牌、山林、海洋等相關的韻文作品，提升學生的文化理解與學習興趣。5.

素養導向教學策略：整合知識技能態度、營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重視學習歴程方法及策略、強

調實踐力行的表現。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家庭教育、新移民教育

1. 理解新住民語文課綱內涵與架構、教材編輯原理原則，課程目標與特色。
2. 探究教材從生活情境的語言應用與文化理解，並結合「語言要素」與「文化要素」。
3. 認識新住民語文的類別，分析發音、語調、聲調標記、字母與拼讀系統。
4. 精熟「素養導向教學策略」，營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實地教學演練。
5. 能運用「新住民語文」合宜地表情達意，同時培養日常生活對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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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閩南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Southern Mi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提供閩南語語教學相關的理論和實際議題討論，透過教師講述、邀約演講、學生教學展

示、小組和全班的討論，讓學生在課程當中可以同時提升自身的閩南語文能力和教學技巧，此外

我們也將關注閩南語文教材的選用、評估和開發，期望學生能透過教案設計，提升教學效能。

課程大綱：

一、授課重點

帶領學生深入閩南語教學相關的理論與實務，以培養學生現場教學技巧與能力

二、教學進度

1. 課程簡介

2. 中介語理論與錯誤分析

3. 語言教學法(一)

4. 語言教學法(二)

5. 教案設計

6. 邀約演講

7. 教學演練：語言教學法於閩南語教學之應用 + 教案

8. 聽說教學

9. 音韻覺識與拼音教學

10. 讀寫教學

11. 語言認證及歐洲共同語參考架構

12. 教學語法的描寫和解釋

13. 教學語法項目的選擇和編排

14. 繪本製作、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

15. 教材設計展示

16. 語言評量

17. 閩南語能力認證 + 試題

18. 期末發表

三、指定用書

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 2003.《原則導向教學法—教  

學互動的終極指南》。台北市：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f. Brown, H. Douglas
and Heekyeong Lee.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on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4th edition). White Plains, NY: Pearson Education.)

四、參考書籍

周長楫. 2006. 閩南方言大辭典. Fuzhou: Fujian People Publisher.

洪惟仁. 1996. 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 台北。

紀亞木. 2008.閩南語實用教程. Xiamen: Lujiang Publisher.

張光宇. 2016. 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五南出版社

張振興. 1989.台灣閩南方言記略. Taipei: Wenshizhe Publisher.

陳俊光. 2012.《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修訂版)。臺北：文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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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

陳純音. 2004.〈談中介語與母語的交互影響〉，《華語文教學研究》1.1:79-108。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董忠司、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董忠司. 1991.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與比較. 新竹師院學報.
5. 31-64.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林俊宏、李延輝、羅云廷、賴慈芸(譯). 2007. 《第二
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

蔡雅薰. 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台北：正中書局。

鄧守信. 2010.《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出版社。

鄭昭明. 2004.〈第二語言的學習〉，《華語文教學研究》1.1:    159-169。

鍾榮富. 2002. 台語的語音基礎. 台北：文鶴出版社

Gass, Susan M. & Larry Selinker. 2008.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3r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Lust, Barbara C. & Claire Foley (eds.). 2004.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The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Fuehrer, Bernhard. & Yang Hsiu-Fang. 2014.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NTU Press.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7/pta_5320_2729842_56626.pdf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取自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2/pta_14147_1273142_81581.pdf

五、成績考核

出缺席10%

課堂參與15%

作業15% (包含省思單和教學平台討論)

教學演練20% (包含教案設計和設計理念)

教材設計20% (包含教材內容和設計理念)

評量試題設計20% (包含聽說讀寫試題和出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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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

略、(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

與實施

【專業素養4】(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6)學生自律與自治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5)教師自我反

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生活教育、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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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客家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akka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提供客家語教學相關的理論和實際議題討論，透過教師講述、邀約演講、學生教學展示

、小組和全班的討論，讓學生在課程當中可以同時提升自身的客家語能力和教學技巧，此外我們

也將關注客家語教材的選用、評估和開發，期望學生能透過教案設計，提升教學效能。

課程大綱：

一、授課重點

帶領學生深入客家語教學相關的理論和實際議題討論，培養學生具有現場教學之能力與技巧。

二、教學進度

1. 課程簡介

2. 中介語理論與錯誤分析

3. 語言教學法(一)

4. 語言教學法(二)

5. 教案設計

6. 邀約演講

7. 教學演練：語言教學法於客語教學之應用 + 教案

8. 聽說教學

9. 音韻覺識與拼音教學

10. 讀寫教學

11. 語言認證及歐洲共同語參考架構

12. 教學語法的描寫和解釋

13. 教學語法項目的選擇和編排

14. 繪本製作、傳統文化融入教學與教材編寫

15. 教材設計展示

16. 語言評量

17. 客語能力認證 + 試題

18. 期末發表

三、指定用書

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 2003.《原則導向教學法—教學互動的終極指南》。  

台北市：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f. Brown, H. Douglas and  Heekyeong Lee.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on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4th
edition). White Plains, NY: Pearson Education.)

四、參考書籍

古國順(主編). 2005.《臺灣客語概論》。台北：五南圖書。

古國順. 1997.《臺灣客家話記音訓練教材》。台北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古國順. 2004.《客語發音學》。台北：五南圖書。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家語教學指引(PDF, MP3)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277&ctNode=1742&mp=1722)

范文芳、余伯泉、羅肇錦、鍾榮富、古國順、陳貴賢、魏德文. 2000.〈跨越台灣客語與華語

55 2020/12/02 04:00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

及公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

的拼音障礙〉，《宗教、語言與音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論文集》，頁311-327。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陳俊光. 2012.《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修訂版)。臺北：文鶴出版社。

陳純音. 2004.〈談中介語與母語的交互影響〉，《華語文教學研究》1.1:79-108。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林俊宏、李延輝、羅云廷、賴慈芸(譯). 2007.《第二
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

鄒玉卿、楊慶麟. 2007.〈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學探究—以客語課使用角色扮演教學法為例〉
，《國民教育研究學報》19: 59-78。

蔡雅薰. 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台北縣：正中書局。

鄧守信. 2010.《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鄭昭明. 2004.〈第二語言的學習〉，《華語文教學研究》1.1: 159-169。

鍾屏蘭. 2009.〈從修辭技巧融入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探析〉，《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91:
85-110。

鍾屏蘭. 2011.〈從語料庫的開發探討客語教材的編輯與出版〉，《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
類》36: 347-370。

鍾榮富. 2004.《臺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圖書。

羅肇錦. 1988.《客語語法》(修訂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五、成績考核

出缺席10%

課堂參與15%

作業15% (包含省思單和教學平台討論)

教學演練20% (包含教案設計和設計理念)

教材設計20% (包含教材內容和設計理念)

評量試題設計20% (包含聽說讀寫試題和出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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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

與實施

【專業素養4】(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6)學生自律與自治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5)教師自我反

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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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族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Formosan Languag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在提供原住民族語言教學相關的教學法與教材編輯、應用評估之訓練。修完課程後，學

員預期能夠1.具備規劃族語教學計畫表的能力2.了解語言教學原理，有效的使用適當的語言教學

法具備分析、編製與發展族語教材的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一、授課重點

本課程以主題方式進行教學，授課重點詳列如教學進度所列。

二、教學進度

課程簡介1.

課程設計與課綱、教學目標、課程地圖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簡介3.

能力指標與教學設計的轉換4.

語言教學法簡介5.

語言教學法於族語教學之應用6.

融合教學法的族語教學教案設計7.

教材分析與教材編輯原理8.

文化融入族語教材9.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10.

融入語言學的教學設計11.

三、指定用書

Hinton, Leanne and Kenneth Hale. 2013.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Brill.

四、參考書籍

Hinton, Leanne. 2003. How To Teach When the Teacher Isn't Fluent. Nurturing

Native Languages edited by Jon Reyhner, Octaviana V. Trujillo, Roberto Luis

Carrasco, and Louise Lockard.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1.

Adv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www.rnld.org/2.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jan.ucc.nau.edu/~jar/TIL.html3.

五、成績考核

讀書報告30％

課程設計與教案30％

教材編輯或分析30％

課堂討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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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

【專業素養4】(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7)親師生關係

【專業素養5】(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本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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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培養及延伸對英語教學(英語為外國語言學習者)的認知 Develop and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2. 將課堂所學運用在未來實務教學 Use this knowledge to reflect on the hands-

on experience while practice teaching at the future school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生活教育

1. Course introduction:課程介紹、自我介紹、教師角色認同
2. Curriculum and lesson plans: 新課綱介紹、課程設計
3. Working with children:學生特質、適性化和差異化教學
4. Classroom Management:班級經營、全英語授課、課室英語
5. Alphabet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字母教學和示範
6. Phonics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字母拼讀法教學和示範
7. Songs and chants 歌謠與韻文
8. Lesson designs on Integrated skills 聽說讀寫綜合能力課程設計
9. Holidays and Cultural awareness 節慶教學和文化認知
10. Picture books 繪本教學、議題融入、CLIL 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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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促進職前國小教師「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科與學科教學知識。除探討各國的科學課程

及當代科學教學的理論、策略與模式外，還嘗試將理論、研究與實務相結合，期使學生能兼顧理

論與實務，增進其對於自然科學教學的信心與知能，進而成為能勝任自然科學教學的教師。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

與實施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

一、國小自然科學課程綱要與目標。
二、建構取向教學。
三、科學探究取向教學。
四、單元教材教法探討。
五、教案設計與微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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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Studi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社會領域課程之理論基礎與課程發展的認識與現今社會領域內容之瞭解

，培養學生對社會領域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能力、增進社會領域教材之熟悉與增加學生社會領域

教學教法之了解。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資訊教育(含

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家政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理財教育、觀光休

閒教育、生活教育、媒體識讀

1. 社會科課程發展模式、九年一貫和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關聯
2. 十二年國教之核心素養與國小社會科之關聯
3. 社會科涵蓋的跨學科範圍之講解
4. 社會科學習重點(十二年國教：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5. (九年一貫：九大主軸之分段能力指標)、(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之差異)
6. 社會科教學策略與教學方法
7. 社會科教學之教案撰寫訓練、觀摩與學習
8. 學生社會科教學之演示訓練與綜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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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Art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探討國小藝術學習之音樂與美術基本學習構面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教材教法；蒐集各藝

術素養教學方案，指導對藝術發展之特色及多元指導法，國小藝術課程之表現、鑑賞及實踐策略

，落實多元教學評量等，同時運用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活動，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展現

，以達到具有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的教學能力。課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一、「視覺藝術」部分：
1. 課程發展以國小學習階段之視覺學習構面、關鍵內涵、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以及六歲至
十二歲兒童美術造型特徵及刺激題材與審美反應等教材教法為主軸。
2. 教材重點在表現主題含視覺探索、媒介技能、創作展現；鑑賞主題含審美感知、審美理解
；實踐主題含藝術參與、生活應用等之操作與實踐。
3. 本教學單元循序漸進，含開發協同（Synergy）媒材的版印構圖美學、線性組織立體明度變
化聯想、色彩混色再定義繪畫、擴大圖像水墨創意故事、型版組構超現實意象、觀察生活中視
覺元素與美的原理原則。
二、「音樂」部分：
1. 以音樂基本概念為主軸，包括:力度、速度、音色、長短、拍子、重音、單拍子與複拍子、
樂句、曲式、音高 。
2. 多聲部音樂教學，如卡農、頑固音型的體驗與實踐。
3. 透過律動、圖畫、語言等多元智能深化音樂藝術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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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透過健康與體育的理論及運用讓學生瞭解國小健康與體育教學內容及策略，培養健康

與體育課程設能力進而精熟健康與體育教學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

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1.健康與體育的理念與內涵
2.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課程架構
3.國小體育教學現況與教材分析分析
4.健康與體育教學活動設計
5.體育教學技術分析
6.創意體育教學實務設計與分析(協同教學)
7.體操教學實務設計與分析 (協同教學)
8.健體教學課室觀察技巧
9.國小健體教學參觀與討論(協同教學)
10.分組教學實務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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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Activity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探討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論與內涵。2.研習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務與運

作。3.編擬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家政教育、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1. 世界主要國家綜合活動相關課程之概述
2. 我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內涵
3. 12年國教介紹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試教
4. 戶外教育體驗課程、社會服務
5. 教學影片賞析
6. 學習多元教學策略：實際操作學習共同體、多文本閱讀、魔術練習、團體遊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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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Life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 認知生活課程內涵：以「自然科學」、「社會」、「藝術」與「綜合活動」為主要範疇的統整

課程中，拓展學童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2. 學習多元教學方法：學習遊戲法、合

作學習法、學習共同體等各類教學模式，培養學生教學技巧。3. 發展課程設計及試教：以生活課

程的七個主題軸「悅納自己」、「探究事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美

的感知與欣賞」、「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與人合作」為範疇，分組課程設計及試教30 分

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家政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1. 我國國民小學生活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內涵
2. 12年國教介紹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試教
3. 以生活周遭生態、環境、人文為主的戶外教育體驗課程、社會服務
4. 教學影片賞析
5. 學習多元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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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Cross-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設計符合跨領域概念之教材與相對應的教學方法，並能應符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所訂定的國民小學能力指標，使能實際應用於教學活動中。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

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探索適合跨領域之科目及內容
2. 跨領域教學目的與達成策略研究
3. 跨領域教材試教演練

67 2020/12/02 04:00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見習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rob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教學實習之前導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嘗試藉由觀察與實作，統整教育理論運用於教

學現場。1.實地見習國小各領域典範教師教學，擴展教育實踐視野、建構領域教學素養。2. 透過

教學省思、同儕回饋、國小教師及授課教師指導；整合領域教學理論、班級經營、教學技能實務

，增進學生教學實踐知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5】(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閱讀素養

1.語文領域(含注音符號教學)、數學領域及生活等領域典範教師教學分享。
2.實地見習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及生活等領域典範教師教學觀摩及座談。
3.至國小場域觀課、設計教學方案、試教並進行教學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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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數學 

課程英文名稱：Mathematic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數學課程包括代數、幾何、數論、組合、機率與統計。本課程以提升學生數學素養之五項能力

：概念的理解、程序的流暢、策略的能力、合宜的推論與建設性的傾向。此外，本課程亦為學生

營造優良同儕學習環境，並以區分學習適性教導，以優質的數學訓練，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理論科

學之國小教師。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4)12 年

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1. 數論
2. 多項式
3. 指、對數
4. 幾何
5. 機率與統計
6. 應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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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口語表達(包含國音及說話) 

課程英文名稱：Phonetics and Speech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內容可分為二：一為「國音學」的相關理論，以為日後分析語音、研究教學的學理基礎

；二為「實務」課 程，授課目標在於使學生正確發音，用詞恰當、語調和諧自然，有能力指導學

生說話。本課程所訓練之說話技巧，包含朗讀、演講、說故事、教甄面試等。期望能讓修課學生

運用課堂所學的語言藝術，合宜地表情、達意、教學，進而開創美好的人生。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

1. 瞭解國語的發音方法、發音部位以及連音變化。
2. 能運用國音學知識，加強自身發音的精確性，並懂得指導學生正確發音。
3. 能運用語言充分表情達意，口齒清晰、語詞恰當、語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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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寫字及書法 

課程英文名稱：Hand Writing and Calligraphy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基礎講授,從 一.筆劃名稱。二.書寫筆順。三.字形結構。四.硬筆書、板書.依序詳細介

紹,並加以練習，力求寫 出標準、正確、漂亮的硬筆字與板書。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 硬筆字說明,習寫與欣賞(基本筆畫)。
2. 硬筆字說明,習寫與欣賞(獨體字結構、合體字結構、部首偏旁結構說明)。
3. 硬筆作品佈局與章法。
4. 板書說明,習寫與欣賞
5. 硬筆字融入生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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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本土語言 

課程英文名稱：Vernacular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熟識鄉土語言音韻系統、羅馬拼音、瞭解台灣鄉土文化及培養閱讀鄉土文學能力。課程內容包括

台灣鄉土語言音韻系統、語法分析、羅馬拼音、台灣鄉土文化、台灣鄉土文學等。課程並介紹相

關作家的作品，有詩、散文、小說等。也介紹主要的藝術形式，包括：歌謠、電影、戲曲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家庭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認識本土語言的類別，分析聲韻調、研究教學的學理基礎
2. 精熟羅馬字母拼音，和自己母語對照拼讀
3. 研討國小本土語言教學的內涵及實務演練
4. 提昇台福語與台客語用漢字書寫的基本能力
5. 能運用正確的「本土語言」合宜地表情達意，同時培養朗讀、說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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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新住民語文 

課程英文名稱：Languages of Taiwan New Residen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新住民語文課程最主要目標是：1.啟發學習新住民語言與文化的興趣。2.增進對新住民及其文化

的認識、理解、尊重與欣賞。3.培養新住民語言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

溝通。4.拓展國際視野，培養跨文化溝通與跨國行動能力與素養。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1. 理解新住民語文實施背景、課程內涵、課程特色、課程目標與配套措施。
2. 認識新住民語文的類別，分析發音、語調、聲調標記、字母與拼讀系統。
3. 研討新住民語文教學的內涵及實務演練。
4. 學會新住民語言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並能在日常生活溝通應用。
5. 能運用正確的「新住民語文」合宜地表情達意，同時培養朗讀、說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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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語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target of this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pre-teachers to engag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both language and core content acquisition, including ideas, lessons,

samples for integrating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ols, and

multiple methods of sharing.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新移民教育、生活教育

The target of this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pre-teachers to engag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both language and core content acquisition, including ideas,
lessons, samples for integrating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ols, and multiple methods of sharing. Teachers’pres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teaching for all age groups to develop real
communicative ability, plus with a professional settings process which may gi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and inspiration to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FLL)
acquisitions.

1. Introduction-Teaching demands broad 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in all
horizons, complete curriculum with standards, positive and caring attitude with
enthusiasm.
2. Classroom management- Teachers learn to the technique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present a desire for learning and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young
learners.
3. Lesson plan--a well-thought-out and detailed guide that teachers create that
lists their goals and objectives in a lesson and documents the procedures to
achieve them.
4. Teaching Materials & Teaching Aids: Role of teacher
5. Practice stage of the lesson- The goal of the practice stage is that students
use the material you presented in context and let the learners gets involved
inclu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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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自然科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探討與國民小學「自然科學」課程相關的基本/重要概念。除了充實學生「自然科學」

課程的內容知識外，也將探討相關科學概念的發展歷史與探究方法，期使學生能熟悉小學「自然

科學」的教材內容、探究技能與重要概念的發展過程，同時對於「自然科學」教學有正向的態度

。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

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1.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物理
2.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化學
3.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地科
4.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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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社會領域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社會領域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與制度，培養學生探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態度與能

力，其核心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由於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因此本課程擬在課程綱要的範疇下，讓修課同學理解社

會領域的知識範疇，具備從生活中提取教學素材的能力，結合課程綱要中所載明的學習內容、學

習表現及重大議題，透過論辯與反思建立屬於自己的領域哲學觀。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

及公平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1.社會領域的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
2.社會領域的學習主題軸內涵
3.重大議題融入社會領域
4.社會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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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視覺藝術 

課程英文名稱：Visual Ar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視覺藝術是以視覺目的為創作重點的一種藝術形式，包括了繪畫、工藝、建築、陶藝，工業設計

、平面設計、雕塑…等。本課程是以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以培養學生藝術知能，陶冶

生活情趣，表現個人創作想像與情感。包含了解與應用基本造型媒材特性、技巧與程序，體驗手

創之價值，以增進相關知識與能力，培養造形設計與解決問題能力。進而擴展藝術知能,了解物我

關係，提升生活品質，達到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理想。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1. 視覺藝術課程概論
2. 美的原理原則
3. (紙的藝術)紙材的性質與表現、破壞與創作
4. 多面體造形結構與變化
5. 紙藝術與生活應用
6. (陶的藝術、木的藝術)土的性質與表現
7. (土材、木材的)探索與表現、造形藝術與生活應用、美勞教學
8. (複合素材藝術) 複合素材的性質與表現、造形藝術、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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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表演藝術 

課程英文名稱：Performing Ar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透過鑑賞不同類型的舞蹈與戲劇風格，來介紹表演藝術的範疇與概念，並探究如何從學生

自身專長發展表演藝術的創作與表現。同時讓學生了解表演藝術於課程中的學習領域和能力指標

，並讓他們進行教案設計與試教更深入體驗相關教育性活動中的運用方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表演藝術和教育之關係
2. 透過表演藝術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民主素養、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的
能力
3. 認識身體與動作元素並將表演藝術透過探索創造的方式加以編創及呈現
4. 舞蹈影片賞析與舞蹈風格介紹
5. 各類舞蹈教學探究及實例分享，分組設計教案(實作與討論回饋)
6. 舞台技術與劇場空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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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鍵盤樂 

課程英文名稱：Keyboard Mu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鍵盤樂器基本彈奏技巧2.學習正確彈奏姿勢3.基礎樂理：音名、唱名、五線譜、譜號、拍號、

音符、休止符與小節線。4.培養五線譜視奏能力5.節奏練習6.音階的認識與技巧練習7.認識基本

和弦及轉位和弦8.分解和弦的應用9.樂曲彈奏10.學習依據曲調選擇和弦11.兒歌伴奏法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 認識鍵盤、基礎樂理
2. 節奏練習
3. 旋律、和聲音程
4. C、G、F 大調和弦、音階、樂曲
5. 和弦轉位、分解和弦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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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音樂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Mu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靈活應用基本的音樂術語與音樂符號 2.提升視唱與音感能力 3.培養合唱的能力 4.了解基礎樂

理知識 5. 認識各時期音樂特色、音樂家及其代表作 6.認識常用樂器與其音色 7.養成專題研究

與聆賞音樂會的習慣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勞動教育、家政教育、媒體素養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

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1. 音階、和弦、旋律、節奏、和聲
2. 鋼琴彈奏與創作
3. 深度音樂欣賞與曲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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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健康與體育 

課程英文名稱：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介紹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理念與目標、體適能評估與體重控制、健康與體育教

學策略、體育活動的設計與規劃等並從事身體運動之實務操作。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

術與美感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

1. 課程介紹
2. 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理念與範疇
3. 人與食物
4. 身體發展與成長
5. 健康體適能及運動處方
6. 體育教學教材及教法概述
7. 教學活動設計寫作
8. 心理健康與運動
9. 兩性教育與運動
10. 運動與衛生
11. 體育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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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童軍 

課程英文名稱：Boy/Girl Scout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師資訓練，並結合戶外活動教育、探索教育課程，提昇童

軍服務員之技能及領導才能；以期帶動青少年朝氣蓬勃的生命力，發揚童軍做中學、日行一善、

服務他人的精神。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

教育、國際教育、勞動教育、家政教育、生活教育

1. 童軍的教學內涵
2. 童軍在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方法
3. 童軍在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素材與教育題材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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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STEAM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對STEAM 教育形成全球新興教育趨勢之歷程進行探究，並將世界各國推動模式進行深

度比較，訓練修課學生能分析單科教學與STEAM 跨領域教學在概念上的相異之處。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

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1. 理解12年國教新課綱中科技領域所制定的STEM條目
2. 從STEM教育到STEAM教育的國際案例探討
3. 文獻探討各國STEAM教育的評量機制

83 2020/12/02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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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33937862
聯絡人：王筱涵
電　話：(02)77366345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字第109007624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雙語教學課程核心內容 (0076243A00_ATTCH1.pdf)

主旨：有關本部推動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規劃一案，請依說明辦

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09年5月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師審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配合雙語教育政策內涵及其執行方式，雙語教學係於教學

過程中以英語文工具，教授學科知識及強化結合生活議題

課程，教學過程中以部分或全部使用英語，爰將107年11月

21日以臺教師(二)字第號1070199256號函頒之「全英語教

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

實施計畫」。

三、109學年度起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整體規劃如下：

(一)目標：以生活、情境之教學為目標，培育具備英語融入

學科教學專業及應用能力之師資。

(二)修讀資格：修習雙語教學師資職前課程者，以通過各師

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並具備全民英

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檔　　號:
保存年限:

2

國立清華大學

109000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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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語

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2級(或以上)相同

等級的英語能力者為限；並應於修畢課程時，通過全民

英檢中高級(聽、說、讀、寫)通過或取得CEFR語言參考

架構B2級以上的英語能力證明。

(三)課程規劃：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得以各師資類科課程架構

及學分數，納入(或外加)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如

附件，教育實踐課程「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

程」為必備)，以10學分為原則(各校得規劃更多之學分

數)，規劃註記次專長全英語教學專長或雙語教學專長課

程。

四、前開雙語教學重要課程核心內容，業經本部於109年5月6日

師資培育審議會第106次會議審議通過，刻正循行政程序納

入課程基準。各校得先規劃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提校內系級或中心會議審議，本部將另函通知各校有關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管理平臺填報事宜，請各校至平臺完成填

報後，以平臺匯出之資料併同校內系級或中心會議審查通

過之會議紀錄，於109年7月10日前將規劃之雙語教學師資

職前課程報本部審查。

正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國立臺
南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副本：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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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19

聯絡人：翁嘉嶸

電　話：(02)77366150

Email：we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三)字第10901203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所報修正師資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次

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課程一案，同意先予備查，適用109

學年度取得修讀資格者，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9年8月17日清師培字第1099005654號函。

二、本案經貴校師資培育中心108學年度第10次中心會議通過，

本部同意先予備查，仍請經校級課程審查會通過後函報本

部，始完成備查程序。

正本：國立清華大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清華大學

10900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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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填報資料 

全英語授課-國民小學---修正對照表 

本校修正內容 本校現行實施內容 對應頁次及說明 

壹、 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 8 
壹、 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 10 

一、修正填報資料(報部清

冊)第 2頁 

二、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26512A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

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

育實施計畫)，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

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

於 109 年 5 月 26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76243 號來

函，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

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

「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

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 號同意先予備

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 

三、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

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

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 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

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

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本

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

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

育實施計畫」與「雙語教學

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

劃能趨於一致，修正報部清

冊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數

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

分數原為 10 學分，調整為

應修 8學分，其餘 2學分可

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

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

踐課程，並修正第貳點課程

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

字。 

貳、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

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46學分，其中：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應修至少

12學分：  

1. 教育專業之實踐課程－「教學實

習」為必修 4學分，「教材教法」

至少選修 2門科目，應修至少 4

學分。  

2. 專門課程中選修 1門科目，應修

至少 2學分。  

3. 其他課程選修 1門科目，應修至

少 2學分。  

備註：其他課程係指專門課程、教育方

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實踐課

程 

貳、 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

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46學分，其中：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應修至少

12學分：  

1. 教育專業之實踐課程－「教學實

習」為必修 4學分，「教材教法」

至少選修 2門科目，應修至少 4

學分。  

2. 專門課程中選修 1門科目，應修

至少 2學分。  

3. 其他課程選修 1門科目，應修至

少 2學分。  

備註：其他課程係指教育方法課程、教

育基礎課程 

 



師培中心中心會議 109-06 

1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師培中心謝傳崇副主任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略)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語所 

案  由：有關臺語所修訂「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專門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語所 109年 12月 04日 109學年度第六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課程修正對照表、修正後課程表、會議紀錄及報部清冊如附件一-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數理所 

案  由：有關數理所申請辦理「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2073B 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900434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數理所 109 年 11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五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附

件二-1。 
三、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如附件二-2。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有關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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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修訂案，業經 11月 16日專門課程討論會議通過，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中文系擬自 109學年度起新增 3門課及華文所擬自 

        110學年度起新增為國語文專長培育系所並新增 4門課程。 

    (三)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族/閩南語文專長:109學年度課程修正案及 

        110學年度起新增語言所為培育系所並新增課程。 

二、國語文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1、本土語領域本土語文客家/原住民 

    族/閩南語文專長專長課程修正相關資料如附件六-2。 

三、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與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七-1，將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

畫」，又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已業經教育部 109年 9月 11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如附件七-2，故修正本校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第三點及第五點。 

二、台語所新增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 109年 10月 8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46218號

函如附件七-3同意核定，依函辦理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開設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三、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4。 

四、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填報報部清冊如附件七-5。 

五、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  由：修正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第壹點及第貳點內容，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教育部 108年 9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6512A號函同意備查本校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含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如附件八-1，後教育部復

依據 109年 5月 6日師資培育審議會第 106次會議決議於 109年 5月 26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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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二)字第 1090076243號來函如附件八-2，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

計畫」修正名稱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又以教育部 109年 9月 1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20367號同意先予備查本校雙語教學專長課程如附件

八-3。 

二、是以適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僅限 108學年度提出申請之師資生，自

109學年度後提出申請之師資生均適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現為立基

本校雙語師資培育理念，並促使本校「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與「雙

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修課規劃能趨於一致，擬修正第壹點學生修習學分

數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原為 10學分，調整為應修 8學分，其餘 2

學分可選修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並修正

第貳點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部分文字。 

三、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4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5。 

四、本案經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109年12月2日

109-0002-7-1-A

 

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填報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填報類科：全英語授課-國民小學

適用對象：修業適用年度及相關實施規定悉依教育部「全英語

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或相關函示意旨規定辦理。
 

 

 

 

 

 

※備註：■ 代表已符合，□ 代表尚未符合。

一、 報部核備時，請將此pdf檔列為附件上傳。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及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等項目
，符合基準要求。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已完整送出，暫存狀態課程不列入學分統計及報部
清冊中。

■ 課程適用對象及規範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已填寫

■ 校內課程審議佐證資料:已上傳

■ 所有課程狀態皆為「已送出」

■ 課程設計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材教法：符合

■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學實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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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具備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 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語言

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2 級(或以上)相同等級的英語 能力，或大學入學考試

英語(科)成績達前標。
 

貳、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46學分，其中：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應修至少12學分：

1.教育專業之實踐課程－「教學實習」為必修4學分，「教材教法」至少選修2門科目，應修至少

4學分。

2.專門課程中選修1門科目，應修至少2學分。

3.其他課程選修1門科目，應修至少2學分。

備註：其他課程係指專門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實踐課程
 

參、課程列表
 

一、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方法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實踐課程
應修學分數

8 0 0 8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52.0 8.0 20.0 24.0 0.0 0.0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 選修 □ 2.0

2
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0 選修 □ 2.0

3
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4
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5
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
Special Issues on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6
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ethods

2.0 選修 □ 2.0

7
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
Measurement for Learning

2.0 選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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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8
教學媒體與運用(全英語教學)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Application

2.0 選修 □ 2.0

9
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
STEAM Instructional Design

2.0 選修 □ 2.0

10
英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
Classroom Management (CM)

2.0 選修 □ 2.0

11
實驗教育(全英語教學)
Alternative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12
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2.0 選修 □ 2.0

13
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全英語教學)
Digital Instruction：Design and Application

2.0 選修 □ 2.0

14
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
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2.0 選修 □ 2.0

15
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Practice

4.0 必修 □ 4.0

16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17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 Methods

2.0 選修 □ 2.0

18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19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 in Social

Studies

2.0 選修 □ 2.0

20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Art

2.0 選修 □ 2.0

2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2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Activity

2.0 選修 □ 2.0

23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Life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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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課程(小教:教學基本學科)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24
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Cross-

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2.0 選修 □ 2.0

25
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Educational Probation

2.0 選修 □ 2.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18.0 -

1
數學(全英語教學)
Mathematics

2.0 選修 □

2
英語(全英語教學)
English

2.0 選修 □

3
自然科學概論(全英語教學)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0 選修 □

4
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
Visual Arts

2.0 選修 □

5
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
Performing Arts

2.0 選修 □

6
鍵盤樂(全英語教學)
Keyboard Music

2.0 選修 □

7
音樂(全英語教學)
General Music

2.0 選修 □

8
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0 選修 □

9
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
STEAM Education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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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列表
 

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1 了解教
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
教育目的和價
值的主要理論
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7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
)、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
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

1-2 敏銳覺察
社會環境對學
生學習影響
，以利教育機
會均等

3 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
教學)

1-3 了解我國
教育政策、法
規及學校實務
，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2 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

2了解並
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
重學生身心發
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
，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6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
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
語教學)

2-2 了解並運
用學習原理
，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5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
)、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2-3 了解特殊
需求學生的特
質與鑑定歷程
，以提供適切
的教育與支持

4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
(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

3規劃適
切的課程
、教學及
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21 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教育
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鍵盤樂(全英語教學)、數學(全
英語教學)、英語(全英語教學)、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
)、音樂(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實驗教育(全英語
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
(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
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
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3-2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
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
教學及評量

1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
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數學
(全英語教學)、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學習評量
(全英語教學)、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3-3 具備任教
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15 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
)、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鍵盤樂(全英語教學)、數學(全英語教學)、自然科
學概論(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
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
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
英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
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1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
(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
法(全英語教學)、自然科學概論(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育
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
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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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
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18 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
)、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教學媒體與運用(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
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數學(全英語教
學)、音樂(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自然科
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英語教
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
英語教學)

3-6 根據多元
評量結果調整
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13 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
(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數學
(全英語教學)、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
(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4建立正
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
輔導

4-1 應用正向
支持原理，共
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
良好品格及有
效學習

3 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英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
)

5認同並
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3 透過教育
實踐與省思
，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3 自然科學概論(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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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入議題列表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 12 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育
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
學)、英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
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
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家庭教育* 7 音樂(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全英語教學)

環境教育* 11 音樂(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另類
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
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
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家政教育* 5 音樂(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
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
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安全教育* 7 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英語班級經營(全英
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
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
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防災教育* 4 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
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生活教育 12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
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國
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英語班級
經營(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
音樂(全英語教學)、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英語(全英語教學)

通用設計 3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
語教學)、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

藝術與美感教育 1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
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
教學)、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
(全英語教學)、教學媒體與運用(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音
樂(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鍵盤樂(全英語教學)、視覺藝術
(全英語教學)

人權教育 10 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
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英
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

新移民教育 5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比較
教育(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英語(全英語教學)

媒體素養教育 6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全英語教學)、教學媒體與運用(全英語教學)、多
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

海洋教育 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理財教育 2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

觀光休閒教育 1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媒體識讀 1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另類教育 4 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實驗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
學)、音樂(全英語教學)

藥物教育 1 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

性教育 1 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

消費者保護教育 1 音樂(全英語教學)

勞動教育 1 音樂(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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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定應融入議題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科技教育 7 自然科學概論(全英語教學)、數學(全英語教學)、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
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
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多元文化教育 15 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英語(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音樂
(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
育(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
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國際教育 15 數學(全英語教學)、英語(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STEAM教育(全英
語教學)、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STEAM教學設計
(全英語教學)、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實驗教育(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數
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
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
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品德教育 14 英語(全英語教學)、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
(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英語班級
經營(全英語教學)、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
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生涯規劃教育 8 英語(全英語教學)、音樂(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
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
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
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生命教育 11 音樂(全英語教學)、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
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英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
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生
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5 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
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
教法(全英語教學)

法治教育 3 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
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原住民族教育 4 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閱讀素養 3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戶外教育 3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能源教育 2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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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依說明 先修課程為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全英語教學)

依說明 先修課數學

9 2020/12/02 09:49



柒、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sychology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如何將心理學的原理原則運用於教與學，並期能有助於學習者個人的發展與成長

。在此目標下，可納入的相關主題包括：一、發展理論及其對教與學的含意二、學習理論及其對

教與學的含意三、個別差異四、學習動機五、有效的教學及評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5)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行為取向的學習理論1.

認知取向的學習理論2.

建構取向的學習理論3.

人格、道德、認知與語言發展4.

動機與情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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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行政(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教育行政相關課題之基本概念與興趣，以奠定學生未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

之基礎。本門課的內容設計兼重教育行政理論和實務運用。為使學習與教育現場作聯結，乃透過

案例教學方式，使學生有機會應用課堂所學理論於設定的教學現場實務問題。另外，透過分組討

論，進行合作學習，使學生有機會進行思考與批判。學生將透過一學期的學期活動，從中增進個

人對於教育行政理論的理解，並練習運用相關的理論於教育實務中。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6)我國

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

教育行政理論發展1.

教育行政決定2.

教育行政領導與激勵3.

教育組織的危機與衝突管理4.

教育行政的政治與權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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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比較教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omparativ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安排主要以加強修課同學教育研究的專業能力，和培養與時俱進之國際視野為兩大主軸

。在同學相關教育學科之既有基礎上，介紹比較教育於教育學門之應用，從比較教育的性質、目

的與研究方法，說明比較教育之應用。其後藉著對不同國際組織與國家之教育趨勢發展分析，建

立同學對於全球性教育理解的脈絡，培養其更為宏觀與不失縝密的專業胸襟。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6)領域

/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理財教育

認識各國教育制度1.

增加國際視野2.

分析各國教改趨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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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多元文化教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Multicultur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基礎：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希望和夥伴們以自主學習、協力學習與行動學習的方式，探索並重構自己和所處的文化社

會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己與「他者(other)」的關係。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涵蓋以下議題：1.如

何理解文化中的差異？ 2.社會中如何將他者分類？ 3.這些分類隱含的意識型態與壓迫性為何？

4.如何促進多元包容與合乎公義社會的實現？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專業素養2】(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

辨識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1.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2.

多元文化課程設計3.

多元文化社區服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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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議題專題(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pecial Issues on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主要探討生涯規劃、職業教育與訓練兩大主軸。一、學習如何成為能自我實現的教育工作者，也

如何善用理論學習及資源協助學生生涯發展規劃。二、養師資生瞭解中小學職業試探與體驗、職

業教育與訓練之現況與內涵，並具備相關之基本知能，以便未來從事教職時能提供學生必要之適

性輔導。三、融入當前各項重要議題，以深化學生對該議題之認知與實踐。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專業素養4】(6)學生自律與自治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

政教育、生活教育

1.透過教育發展的思想、理念、價值觀的演變，研討教職工作者及學生生涯發展規畫

2.我國國中小學職業體驗、試探與技藝教育之理念與現況

3.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現況與群科內涵介紹

4.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規劃融入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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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原理(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透過修習本科目課程之後，學生能了解教學原理的基本概念，能應用教學原理與方法於實際教學

情境之中，並且對於教學方面的教育研究產生興趣，奠定基本的教學知能。在課程內容的重點方

面，包括教學的基本概念、學理基礎、教學設計理念與模式、教學目標、主要的教學方法、班級

經營、教學媒體與科技、教學評鑑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4】(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6)學生自律與自治、(7)親師生關係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另類教育

教學原理的立論基礎與重要概念1.

教學方法的理解與策略學習2.

教學原理與方法之實踐與反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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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學習評量(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Measurement for Learn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主要在說明1.教學、學習和評量的關係 2.介紹紙筆評量、作品評量、實際操作、發表、展示

、演練、檔案等多元評量的相關知識和實務操作 3 設計學習評量、進行教室內實際施測，並能分

析學生學習評量的結果。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教學、學習和評量的關係1.

介紹紙筆評量及其編制原則、型、型態2.

實作評量、實際操作、發表、展示、演練、檔案等多元評量的相關知識和實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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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媒體與運用(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Instructional Media and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著重在培養學生教學媒體實作與運用之素養，因應行動學習教育施行師生全面使用平版電

腦教與學方式的興起，引導學生藉由APP電子書實作為學習APP UI界面設計技巧，並能以行動載具

完成短片拍攝、剪輯、與上傳影音平臺等數位課程的製作之運用。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全球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教育趨勢分析。1.

APP UI界面設計技巧教學。2.

製作數位課程，包含拍攝、剪輯、與上傳影音平臺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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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STEAM教學設計(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Instructional Desig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堂課旨在引導學生依據STEAM教育之跨領域基本概念進行教學設計，並嘗試將科學、科技、工程

、藝術、數學五個元素相對應的知識點進行整合式思考，使能設計五個元素之比重均衡的教學課

程。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

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

應用、(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

導入科學與數學兩者兼備的學科教學目標與學習概念。1.

訂定教學目標的具體活動策略與教學步驟。2.

從科學或數學或兩者出發，外拓延伸到科技、工程、或藝術具體策略教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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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語班級經營(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lassroom Management (CM)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re value of this course (CM) is to provide undergraduates to create a

success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hieving

with a clear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goals. By practicing the wide variety of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at educators use to ensure that their classroom with clear

rules that promote learning as well as a productive classroom with focused,

attentive,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4】(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7)親師生關

係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活教育

AIM to help pre-service teachers to minimiz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lassroom

management issues

1.

To build up an effective instruction by using variety of methods in a routine

and appropriate of management.

2.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 an understanding of reasons behind student’s

misbehavior, interpret the signs of student misbehavior, and discuss

preventive measures before problems occur.

3.

Additionally, Pre-service teachers examine how proper pacing and good

transition for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reduces classroom management issues.

4.

課程概述補充

The core value of this course (CM) is to provide undergraduates to create a
success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hieving
with a clear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goals. By practicing the wide variety of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at educators use to ensure that their classroom with clear
rules that promote learning as well as a productive classroom with focused,
attentive,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is curriculum, a well-structured of CM Ideas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team work and positive response will demonstrate to
educators so they are able to develop a knowledge connected with the schools (or
district’s)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and help educators to plan to incorporate
them into their ow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yle.

19 2020/12/02 09:49



課程中文名稱：實驗教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Alternative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華德福教育作為實驗教育的範例，介紹其理念、方法與課程，開拓學生教育視野，反省

思考現代教育，前瞻未來趨勢。本課程視需要可安排校外參訪，或由學生進行實驗教育方案活動

，例如假日營隊、課後創意活動、教育志工。亦可結合其他科目進行，獲得更豐富與深刻的學習

經驗，例如服務學習、農耕、藝術、戶外探索、社區發展等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另類教育

華德福教育學基礎概念進行介紹。1.

華德福教育之方法介紹。2.

視需要可安排校外參訪，或由學生進行實驗教育方案活動3.

20 2020/12/02 09:49



課程中文名稱：國際教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ourses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range from cultural diversity, humanit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of a global leve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to enga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ssues and phenomena which have arisen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Allowing undergraduates to pursue an 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affairs. 

1.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deeper knowledge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diverse cultures, economies and politics of the world. 

2.

課程概述補充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S)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ourses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range from cultural diversity, humanit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of a global leve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to enga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ssues and phenomena which have arisen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a fundamental idea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stering a peace, security, leadership and well-
being,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careers and contributions in a worl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eing transformed by globalization, allowing students to draw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phenomena and local practices in work and life, and
enhances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Explore all th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fer our young gener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his
curriculum works to support the dedicated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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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數位教學設計與應用(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Digital Instruction：Design and Appli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使學習者能夠了解教學科技融入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教學內容除包含各類常融入教學的教學科技

與網路資源之外，亦將介紹數位影音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以及數位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

與相關評量策略。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媒體素養教育

教學科技發展趨勢分析1.

實際操作當前第一線教育現場常用軟體2.

媒體素養教學3.

學習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法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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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另類教育與教學(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方法：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目標在於提供學生反省正規學校教育的限制，從而尋求教育的另類可能性。除了文獻的閱

讀，將以對話式的合作學習與體驗進行教學。透過這樣的學習歷程，使學生得以建構有別於傳統

國小教師的教育工作者新圖像，開啟體制學校外的教育實踐想像空間。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

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

進步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

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品德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臺灣實驗教育發展1.

森林小學系統2.

華德福教育3.

蒙特梭利教育4.

八大智能教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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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Practice 

課程學分數：4學分(教育實踐：4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熟悉國小各領域之教學，並進行教學演練，輔以教學現場的觀摩討論，並透過教學演練後的自評

與互評，分享教學心得，培養進入職場以及對於教學的實踐與反省能力。瞭解未來教師甄試的相

關重點，進行先前的準備與磨練，協助大四的即將畢業學生團隊合作，具備溝通協調的能力，用

於任事、負責的態度。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說明：先修課程為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與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3)主要學

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4)學習策略、(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

關係、(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

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

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活教育

見習1.

微縮教學2.

集中實習3.

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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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Pedagogy of Mathema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一、瞭解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程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與相關內容。 二、瞭解國小數學領域各主

題（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圖形與空間、 統計與圖表）之學生概念發展與教材結構。 三、理解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之能力指標並轉化為教學活動。 四、數學教學活動與評量之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說明：先修課數學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

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國際教育

充實國小數學教材教法知識1.

注重國小數學知識與生活的連結2.

培養對數學學習的正向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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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This course aims to: 1. 培養及延伸對英語教學(英語為外國語言學習者)的認知

develop and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2. 將課堂所學運用在未來實務教學use this knowledge to

reflect on the hands-on experience while practice teaching at the future schools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生活教育

Course introduction:課程介紹、自我介紹、教師角色認同1.

Curriculum and lesson plans: 新課綱介紹、課程設計2.

Working with children:學生特質、適性化和差異化教學3.

Classroom Management:班級經營、全英語授課、課室英語4.

Alphabet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字母教學和示範5.

Phonics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字母拼讀法教學和示範6.

Songs and chants 歌謠與韻文7.

Lesson designs on Integrated skills 聽說讀寫綜合能力課程設計8.

Holidays and Cultural awareness節慶教學和文化認知9.

Picture books 繪本教學、議題融入、CLIL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課程設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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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促進職前國小教師「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科與學科教學知識。除探討各國的科學課程

及當代科學教學的理論、策略與模式外，還嘗試將理論、研究與實務相結合，期使學生能兼顧理

論與實務，增進其對於自然科學教學的信心與知能，進而成為能勝任自然科學教學的教師。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

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

(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

與實施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

一、國小自然科學課程綱要與目標。

二、建構取向教學。

三、科學探究取向教學。

四、單元教材教法探討。

五、教案設計與微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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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 in Social Studies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社會領域課程之理論基礎與課程發展的認識與現今社會領域內容之瞭解

，培養學生對社會領域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能力、增進社會領域教材之熟悉與增加學生社會領域

教學教法之了解。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資訊教育(含

數位學習)、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家政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理財教育、觀光休

閒教育、生活教育、媒體識讀

社會科課程發展模式、九年一貫和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關聯1.

十二年國教之核心素養與國小社會科之關聯2.

社會科涵蓋的跨學科範圍之講解3.

社會科學習重點(十二年國教：學習表現、學習內容)4.

(九年一貫：九大主軸之分段能力指標)、(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之差異)5.

社會科教學策略與教學方法6.

社會科教學之教案撰寫訓練、觀摩與學習7.

學生社會科教學之演示訓練與綜合評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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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Art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探討國小藝術學習之音樂與美術基本學習構面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教材教法；蒐集各藝

術素養教學方案，指導對藝術發展之特色及多元指導法，國小藝術課程之表現、鑑賞及實踐策略

，落實多元教學評量等，同時運用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活動，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展現

，以達到具有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的教學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3)我國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視覺藝術課程大綱授課重點：

課程發展以國小學習階段之視覺學習構面、關鍵內涵、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以及六歲

至十二歲兒童美術造型特徵及刺激題材與審美反應等教材教法為主軸。

1.

教材重點在表現主題含視覺探索、媒介技能、創作展現；鑑賞主題含審美感知、審美理

解；實踐主題含藝術參與、生活應用等之操作與實踐。

2.

本教學單元循序漸進，含開發協同（Synergy）媒材的版印構圖美學、線性組織立體明度

變化聯想、色彩混色再定義繪畫、擴大圖像水墨創意故事、型版組構超現實意象、觀察

生活中視覺元素與美的原理原則。

3.

音樂課程大綱授課重點：

以音樂基本概念為主軸，包括:力度、速度、音色、長短、拍子、重音、單拍子與複拍子

、樂句、曲式、音高 。

1.

多聲部音樂教學，如卡農、頑固音型的體驗與實踐。2.

透過律動、圖畫、語言等多元智能深化音樂藝術的學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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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透過健康與體育的理論及運用讓學生瞭解國小健康與體育教學內容及策略，培養健康

與體育課程設能力進而精熟健康與體育教學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1.健康與體育的理念與內涵

2.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課程架構

3.國小體育教學現況與教材分析分析

4.健康與體育教學活動設計

5.體育教學技術分析

6.創意體育教學實務設計與分析(協同教學)

7.體操教學實務設計與分析 (協同教學)

8.健體教學課室觀察技巧

9.國小健體教學參觀與討論(協同教學)

10.分組教學實務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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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Activity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探討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論與內涵。 2.研習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務與運

作。3.編擬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設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家政教育、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世界主要國家綜合活動相關課程之概述1.

我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內涵2.

12年國教介紹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試教3.

戶外教育體驗課程、社會服務4.

教學影片賞析5.

學習多元教學策略：實際操作學習共同體.多文本閱讀.魔術練習.團體遊戲.學習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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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Life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認知生活課程內涵：以「自然科學」、「社會」、「藝術」與「綜合活動」為主要範疇的統整

課程中，拓展學童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2.學習多元教學方法：學習遊戲法、合

作學習法、學習共同體等各類教學模式，培養學生教學技巧。3.發展課程設計及試教：以生活課

程的七個主題軸「悅納自己」、「探究事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美

的感知與欣賞」、「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與人合作」為範疇，分組課程設計及試教30分

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家政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1.  我國國民小學生活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內涵

3. 12年國教介紹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試教

4. 以生活周遭生態、環境、人文為主的戶外教育體驗課程、社會服務

5. 教學影片賞析

6. 學習多元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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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國民小學跨領域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Cross-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設計符合跨領域概念之教材與相對應的教學方法，並能應符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所訂定的國民小學能力指標，使能實際應用於教學活動中。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

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探索適合跨領域之科目及內容1.

跨領域教學目的與達成策略研究2.

跨領域教材試教演練3.

33 2020/12/02 09:49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見習(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rob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教育實踐：2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教學實習之前導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嘗試藉由觀察與實作，統整教育理論運用於教

學現場。1.實地見習國小各領域典範教師教學，擴展教育實踐視野、建構領域教學素養。2. 透過

教學省思、同儕回饋、國小教師及授課教師指導；整合領域教學理論、班級經營、教學技能實務

，增進學生教學實踐知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5】(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命教育、閱讀素養

1.語文領域(含注音符號教學)、數學領域及生活等領域典範教師教學分享。

2.實地見習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及生活等領域典範教師教學觀摩及座談。

3.至國小場域觀課、設計教學方案、試教並進行教學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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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數學(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Mathematic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數學課程包括代數、幾何、數論、組合、機率與統計。本課程以提升學生數學素養之五項能力

：概念的理解、程序的流暢、策略的能力、合宜的推論與建設性的傾向。此外，本課程亦為學生

營造優良同儕學習環境，並以區分學習適性教導，以優質的數學訓練，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理論科

學之國小教師。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4)12 年

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國際教育

數論1.

多項式2.

指、對數3.

幾何4.

機率與統計5.

應用數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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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英語(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nglish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target of this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pre-teachers to engag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both language and core content acquisition, including ideas, lessons,

samples for integrating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ols, and

multiple methods of sharing.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新移民教育、生活教育

Introduction-Teaching demands broad 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in all

horizons, complete curriculum with standards, positive and caring attitude

with enthusiasm.

1.

Classroom management- Teachers learn to the technique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present a desire for learning and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young learners.

2.

Lesson plan--a well-thought-out and detailed guide that teachers create that

lists their goals and objectives in a lesson and documents the procedures to

achieve them. 

3.

Teaching Materials & Teaching Aids: Role of teacher4.

Practice stage of the lesson- The goal of the practice stage is that students

use the material you presented in context and let the learners gets involved

inclu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5.

課程概述補充

The target of this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pre-teachers to engag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both language and core content acquisition, including ideas,
lessons, samples for integrating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ols, and multiple methods of sharing. Teachers’ pres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teaching for all age groups to develop real
communicative ability, plus with a professional settings process which may gi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and inspiration to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FLL)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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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自然科學概論(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這門課旨在探討與國民小學「自然科學」課程相關的基本/重要概念。除了充實學生「自然科學」

課程的內容知識外，也將探討相關科學概念的發展歷史與探究方法，期使學生能熟悉小學「自然

科學」的教材內容、探究技能與重要概念的發展過程，同時對於「自然科學」教學有正向的態度

。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

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

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物理

2.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化學

3.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地科

4.國小自然重要概念與實驗剖析：生物

 

37 2020/12/02 09:49



課程中文名稱：視覺藝術(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Visual Ar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視覺藝術（Visual Arts），是以視覺目的為創作重點的一種藝術形式，包括了繪畫、工藝、建築

、陶藝，工業設計、平面設計、雕塑…等。本課程是以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以培養學

生藝術知能，陶冶生活情趣，表現個人創作想像與情感。包含了解與應用基本造型媒材特性、技

巧與程序，體驗手創之價值，以增進相關知識與能力，培養造形設計與解決問題能力。進而擴展

藝術知能,了解物我關係，提升生活品質，達到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理想。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生活教育、通用設計

視覺藝術課程概論1.

美的原理原則2.

(紙的藝術)紙材的性質與表現、破壞與創作3.

多面體造形結構與變化4.

紙藝術與生活應用5.

(陶的藝術、木的藝術)土的性質與表現6.

(土材、木材的)探索與表現、造形藝術與生活應用、美勞教學7.

(複合素材藝術) 複合素材的性質與表現、造形藝術、生活應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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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表演藝術(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Performing Arts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透過鑑賞不同類型的舞蹈與戲劇風格，來介紹表演藝術的範疇與概念，並探究如何從學生

自身專長發展表演藝術的創作與表現。同時讓學生了解表演藝術於課程中的學習領域和能力指標

，並讓他們進行教案設計與試教更深入體驗相關教育性活動中的運用方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表演藝術和教育之關係1.

(透過表演藝術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民主素養、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

的能力)

2.

認識身體與動作元素並將表演藝術透過探索創造的方式加以編創及呈現3.

舞蹈影片賞析與舞蹈風格介紹4.

各類舞蹈教學探究及實例分享，分組設計教案(實作與討論回饋)5.

舞台技術與劇場空間介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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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鍵盤樂(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Keyboard Mu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鍵盤樂器基本彈奏技巧2.學習正確彈奏姿勢3.基礎樂理：音名、唱名、五線譜、譜號、拍號、

音符、休止符與小節線。4.培養五線譜視奏能力5.節奏練習6.音階的認識與技巧練習7.認識基本

和弦及轉位和弦8.分解和弦的應用9.樂曲彈奏10.學習依據曲調選擇和弦11.兒歌伴奏法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認識鍵盤、基礎樂理1.

節奏練習2.

旋律、和聲音程3.

C、G、F大調和弦、音階、樂曲4.

和弦轉位、分解和弦應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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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音樂(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General Music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1.靈活應用基本的音樂術語與音樂符號 2.提升視唱與音感能力 3.培養合唱的能力 4.了解基礎樂

理知識 5. 認識各時期音樂特色、音樂家及其代表作 6.認識常用樂器與其音色 7.養成專題研究

與聆賞音樂會的習慣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

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

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勞動教育、家政教育、媒體素養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

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音階、和弦、旋律、節奏、和聲1.

鋼琴彈奏與創作2.

深度音樂欣賞與曲式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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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健康與體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介紹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理念與目標、體適能評估與體重控制、健康與體育教

學策略、體育活動的設計與規劃等並從事身體運動之實務操作。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

材教法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

術與美感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

課程介紹1.

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理念與範疇2.

人與食物3.

身體發展與成長4.

健康體適能及運動處方5.

體育教學教材及教法概述6.

教學活動設計寫作7.

心理健康與運動8.

兩性教育與運動9.

運動與衛生10.

體育教學演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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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STEAM教育(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對STEAM教育形成全球新興教育趨勢之歷程進行探究，並將世界各國推動模式進行深度

比較，訓練修課學生能分析單科教學與STEAM跨領域教學在概念上的相異之處。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

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

的發展及實踐、(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融入議題：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理解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科技領域所制定的STEM條目1.

從STEM教育到STEAM教育的國際案例探討2.

文獻探討各國STEAM教育的評量機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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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程設置原則」名稱及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學分學

程設置原則 
國立清華大學學程設

置原則 
本設置原則所稱學程

係指學分學程（學位學

程之設置依本校「校務

發展委員會運作細則」

辦理），爰修正名稱以

資明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增加學生選課之

彈性，引導學生有

系統地修習特定

領域之課程，本校

除訂定修讀雙主

修及輔系辦法之

外，各教學單位得

依本原則共同設

置（或單獨設置）

學分學程（以下簡

稱學程），提供學

生修讀。 

第一條 為增加學生選

課之彈性，引導學生

有系統地修習特定

領域之課程，本校除

訂定修讀雙主修及

輔系辦法之外，各教

學單位得依本原則

共同設置（或單獨設

置）學程，提供學生

修讀。 

一、本設置原則所稱學

程係學分學程（學

位學程之設置依本

校「校務發展委員

會運作細則」辦

理），爰修正文字以

資明確。 
二、格式調整。 

二、各學程之設置由相

關教學單位擬訂，

內容包括設置宗

旨、課程規劃、召

集人及學程委員會

委員、完成學程應

修之科目與學分及

修讀學程相關規

定。 
設置規劃經學程會

議通過後，先經召

集人所屬之教學單

位逐級課程委員會

備查後，由召集單

位提案送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並提教

第二條 各學程之設置

由相關教學單位擬

訂其設置宗旨、課程

規劃、完成學程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及修

讀學程相關規定，經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並提教務會議核備

後公布實施，學程變

更時亦同。 

一、為使學分學程穩定

運作，敘明跨院系

學分學程由召集

人所屬教學單位

為召集單位，學程

召集人異動時，召

集單位亦隨之調

整。 
二、敘明學分學程增設

及變更時之審議

程序，學程會議通

過後，先經召集人

所屬之教學單位

系級和院級課程

委員會備查，再續

送校課程委員會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務會議核備後公布

實施，學程變更時

亦同。 
學程召集人所屬教

學單位為召集單

位，學程召集人異

動時，召集單位亦

隨之調整。 
 

審議、教務會議核

備。 
三、格式調整。 

三、學程應修科目與學

分須符合下列條

件： 
（一）學程應修學分數

至少為十五學

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至

少有九學分不

屬於學生主修、

輔系或其他學

程應修之科目。 

第三條 學程應修科目

與學分須符合下列

條件： 
一、學程應修學分數

至 少為 十 五 學

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至

少有九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輔

系或其他學程應

修之科目。 

格式調整。 

四、學生畢業應修最低

學分數不因修讀

學程而提高，學生

亦不得因修讀學

程而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但法令另

有規定者除外。 

第四條 學生畢業應修

最低學分數不因修

讀學程而提高，學生

亦不得因修讀學程

而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但法令另有規定

者除外。 

格式調整。 

五、各學程得訂定修讀

該學程學生之資

格及人數限制。 

第五條 各學程得訂定

修讀該學程學生之

資格及人數限制。 

格式調整。 

六、修滿各學程規定之

科目與學分者，得

申請由學校發給

學程修讀證明。但

須經核准始可修

讀之學程，未經核

准者不發給證明。 

第六條 修滿各學程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者，

得申請由學校發給

學程修讀證明。但須

經核准始可修讀之

學程，未經核准者不

發給證明。 

格式調整。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七、各學程應每學期檢

視課程，並於成立

後每兩學年自評

執行成效，滾動式

調整。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校課程委員會

委員建議，各學分

學程應定期檢視其

執行成效，適度進

行調整。 
八、本原則經教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原則經教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文字。 
三、格式調整。 

 



國立清華大學學分學程設置原則 
（修正後全文） 

85年9月19日85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3月9日105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第2條 

109年○月○日109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為增加學生選課之彈性，引導學生有系統地修習特定領域之課程，本

校除訂定修讀雙主修及輔系辦法之外，各教學單位得依本原則共同設

置（或單獨設置）學分學程（以下簡稱學程），提供學生修讀。 
二、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訂，內容包括設置宗旨、課程規劃、

召集人及學程委員會委員、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相

關規定。 
設置規劃經學程會議通過後，先經召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

員會備查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

備後公布實施，學程變更時亦同。 
學程召集人所屬教學單位為召集單位，學程召集人異動時，召集單位

亦隨之調整。 
三、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為十五學分。 

（二）學程應修科目至少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

應修之科目。 

四、學生畢業應修最低學分數不因修讀學程而提高，學生亦不得因修讀學

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有規定者除外。 

五、各學程得訂定修讀該學程學生之資格及人數限制。 
六、修滿各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請由學校發給學程修讀證明。

但須經核准始可修讀之學程，未經核准者不發給證明。 

七、各學程應每學期檢視課程，並於成立後每兩學年自評執行成效，滾動

式調整。 

八、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 61 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修業一

學期以上得經原指導教授

(或導師)及系、所主任(所
長)同意後，於行事曆規定

日期向註冊組提出轉系、所

申請。經擬轉入之系、所審

核後，註冊組依轉入系、所

審查意見登記並公告通過

名單後生效。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

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系、所

者，從其規定，已轉系、所

後始發現者，撤銷其轉系、

所資格。 
經核准轉系、所之研究

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

原系、所。轉系、所均以一

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系、

所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得畢

業。 
同一系、所轉組及轉學

位學程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辦理。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

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

所、組、學位學程。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以申請平轉

為原則，惟有特殊情況時，

得簽奉教務長核准後降轉。

新設系、所、組、學位學程

於開始招生的第一學年不

得受理學生轉入申請。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僅限日間學制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修業一

學期以上得經原指導教授

(或導師)及系、所主任(所
長)同意後，於行事曆規定

日期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經

擬轉入之系、所審核後，註

冊組依轉入系、所審查意見

登記並公告通過名單後生

效。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

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系、所

者，從其規定，已轉系、所

後始發現者，撤銷其轉系、

所資格。 
經核准轉系、所之研究

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

原系、所。轉系、所均以一

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系、

所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得畢

業。 
同一系、所轉組及轉學

位學程者，比照前三項規定

辦理。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

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

所、組、學位學程。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以申請平轉

為原則，惟有特殊情況時，

得簽奉教務長核准後降轉。

新設系、所、組、學位學程

於開始招生的第一學年不

得受理學生轉入申請。 

1.酌修文字，讓條文更清楚。 

2.依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10 日

臺教高(二)字第 1090175929
號函，為避免造成總量不同

學制名額核定形同虛設及

恐損及學生權益，希各校於

學則修訂新增不同學制間

不得轉系、所、學位學程。 

3.因各碩、博班可能會因教

學、課程、資格、收費等因

素有更嚴格轉系、所、組、

學位學程規定，故新增有此

情形時，從其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與日間學制或在職專班與

在職專班間的互轉，不同學

制間不得互轉。各系、所、

組、學位學程因教學、課程、

資格、收費等因素有更嚴格

規定者，從其規定。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 
（修正後全文） 

 
89 年 6 月 8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34、45 條 

89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 89135977 號函備查 
89 年 12 月 28 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90 年 4 月 23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05564 號函備查 
90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100781 號函備查 

91 年 6 月 13 日 9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 
91 年 7 月 11 日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01363 號函備查 

91 年 10 月 31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61 條 
92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080384 號函備查 

94 年 6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4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03835 號函備查 

96 年 6 月 12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6 年 7 月 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00913 號函備查 

97 年 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7 年 6 月 1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14018 號函備查 

98 年 6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8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13412 號函備查 

99 年 6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10501 號函備查 

99 年 7 月 2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23422 號函備查 
100 年 4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96339 號函備查 
101 年 6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1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115940 號函備查 
102 年 6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2 年 6 月 2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94826 號備查 
102 年 7 月 22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110035 號函備查 
103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9681 號函備查 

103 年 4 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 條 
103 年 6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46 條 

103 年 7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96475 號函備查 
104 年 6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2、58、59 條 

104 年 7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93288 號函備查 
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1 月 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2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021312 號函備查 

105 年 11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第 18、33 條 
105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159627 號函備查 

106 年 4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6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68388 號備查 

107 年 1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7 年 3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024904 號備查 

107 年 6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3、54 條之 1 
107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110975 號函備查第 53、54 條之 1 

108 年 1 月 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8、35、36、58、64 條 
108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10125 號函備查第 18、35、36、58 條 

108 年 4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32848 號函備查第 64 條 
 108 年 4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3、28、35、36、47、57、58、61 之 1、64 條及第三篇

第四章名稱 
108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103384 號函備查第 1、3、28、35、36、47、64 條 



109 年 1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0、63 條 
109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15208 號函備查第 50、63 條 

109 年 11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18、33、34、47、61、64 條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29、32、33、37、43、47、49、56、61 條 

○年○月○日 109 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第○條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學位授予法」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籍及其有關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學則辦理。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依「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審核作業要點」及本學則辦理。 

學生因遭逢教育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致使無法正常學習者，其相關彈性修業機制，

悉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專案

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第二篇  學士班學生 

第一章  入學 

第  三  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本

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持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資格錄取本校學士班者，於入學後得依本校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申請學分抵免及提高編級。 

第  四  條  在大學修滿一學年以上肄業，或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或

專科學校、專修科畢業，或具專科畢業同等學力，或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

學分肄業，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學士班相當年級就讀。 

第  五  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入學本校，惟不接受以同等學力報考。 

第  六  條  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到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逾期不到者，即取消

入學資格。因故無法如期註冊者，須於註冊日前申請延緩註冊（至多以二週為

限）。 

第  七  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生產、撫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參加教育實習或其他特

別事故，不能於當學年入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經核准後，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再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於次學期辦理入學。惟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錄取生應於當學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第  八  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學歷（力）證明文件入學者或入學考試舞弊行為，

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應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

之任何證明文件。如在本校畢業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

畢業資格。 



第八條之一  本校公費生修業期間依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其權利義務依「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  九  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學期註冊前公布之。 

第  十  條  學生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開始日（含）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完成

後即完成註冊。 

學生若未能於上課開始日次日起五日內完成註冊者應申請延期註冊，延期註冊

以上課開始日（含）後兩週為原則，逾期未完成註冊者，除情況特殊經專案請

准延緩註冊外，應予退學。 

每學期加退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繳交各項學分費，逾繳費期限二

週且未辦理休學者，應予退學。 

第 十一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有關規定，接受所屬學系（組）、學位學程之導師輔導，並

於加退選截止日前輸入導師密碼，未輸入者次學期須先完成導師密碼輸入後，

始可網路選課。 

第 十二 條  學生當學期已註冊，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辦理選課，除因奉派出國進修、交換、 
修讀雙學位外，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 
延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但依本校 
「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辦理者、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不受此限。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導師及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者，得超修或酌減當學期

應修習學分數。 

第 十三 條  本校因實際需要得於暑假開班授課，其作業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暑期開

課要點」辦理。 

第 十四 條  學生校際選課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第 十五 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程設置原則」，修習跨院、系、所學分學程，修畢者，發給學

程學分證明。 

第 十六 條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時間衝堂之科目，如有衝堂，須於各階段選課結束前，

調整至所選科目不衝堂，否則衝堂所修之科目皆視同未選。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獎懲、請假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學年，如未能修足規

定科目、學分、畢業條件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

業年限四年。 

學生依前項規定於延長修業年限後，仍無法修足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定科目、

學分、畢業條件者，如於學期中有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歳以下幼兒之事實時，

得於最後一學期檢具證明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至多申請二次。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一至二年，如未能修足規定科目

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四十八學分，惟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

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以二十學分為限。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專業（門）必修科目依相關規定

另定之。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依照本

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輔系、雙主修辦法規定辦理之。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就讀本校學士班者，除第二項規定之學分總數外，應另增加至

少十二學分；其修習科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訂。 

清華學院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招生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依相關規定

另定之。 

第 十八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

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繼續註冊入學，其應

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學生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並符合畢業之規定

者，若因次學期獲核准出國進修、交換、實習、訓練者，得於規定修業年限期

滿後，再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學年，其應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第 十九 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或未達成畢業條件，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休學期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前項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否則應予退學。 

第 二十 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或在校期間參加研習班所修習及格之相關科目及學分持有證

明者，得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學分；惟各學

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抵免後，其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四十學

分。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目之學分數依每週上課時數計算，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

時）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科目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時）者

為一學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採等級計分法，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科目不給學分；已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

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

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採行。 

有關成績等級制相關事宜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理。 

第二十三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各種考核計算成績。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後

二週內，上網登錄成績或將成績登記表送交註冊組簽收、登錄。 

授課教師因故無法如期繳送成績者，應於期末考試開始日前填妥「延期繳交成

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院長簽章同意，並送教務長核定；其繳交期限

最遲延至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 

成績未依規定申請延繳而逾期繳送者，將提送教務會議。 



第二十四條  教師提出更改學生學期成績最遲必須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後一週內提出；提出

時應以正式書面說明理由，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任提出，經

由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務會議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送交

註冊組更改成績。 

第二十五條  學生對其個人學期成績如有疑義，依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

之處理程序」辦理。 

第二十六條  學生獎懲辦法及操行成績評定辦法，於學務章則中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該科之學分數後累加計算，為成績積分總和。 
二、學期（不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五、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評定者，僅列計學分數，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 

前項學業成績之計算，含不及格科目成績。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累計兩次，應令退學；惟下列學生不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定之僑生、蒙藏生、原住民學生及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分發學生。 

第二十九條  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二十八條之限制。 

第 三十 條  第四學年學期修習科目均不及格者，應令延長修習一學期；惟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已達二分之一，且累計二次者，應令退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參加考試如有舞弊行為，除該次考試以零分（等級制 X）計算外，並視情

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殊者，得於事後檢具

證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者，須經校醫或公立醫院證明。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理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任課教師得斟酌學生曠

課之情形扣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時，得以補考或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學生每學期各科事前獲任課教師核准之公假與事(病)假，累積未逾該科全學期

授課時數四分之一者，其該科出缺席成績得不扣分。任課教師若因課程所需，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惟應於課程大綱中明列。 

第四章  轉系（組、學位學程）、輔系、雙主修、雙重學籍、雙學位 



第三十三條  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

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

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轉系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程(班)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班、組、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

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班、

組、學位學程。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班、組、

學位學程、雙主修。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系、班、組、學位學程者，從其規定，

已轉系、班、組、學位學程後始發現者，撤銷其轉系、班、組、學位學程資格。 

新設系、所、組、學位學程於開始招生的第一學年不得受理學生轉入申請。 

第三十四條  申請轉系（含轉班、組、學位學程）學生應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向註冊組申請，

至多可填寫二個志願，經申請轉出系導師、主任同意後，送轉入系、學位學程

會議或其授權會議審核後，註冊組依轉入學系審查意見及學生志願序公告通過

名單後生效。 

經核准轉系之學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原學系。 

第三十五條  各學士班(含院學士班)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

輔系辦法」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輔系辦法」申請修讀輔系(班)。 

第三十六條  各學士班(含院學士班)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

雙主修辦法」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跨校修讀雙主修辦法」申請修讀雙主

修。 

第三十七條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應於雙重學籍事實發生的當學期上課開始日前，向所屬系、

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具雙重學籍資格。未經同意而同時具有學籍

者，除經系、學位學程補追認同意外，一經查獲，在學者，應予退學；已畢業

者，撤銷本校授予之學位，公告註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雙重學籍審核標

準由各系、學位學程自訂。 

雙重學籍學生學分抵免事宜，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辦理。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

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學位。 

第五章  休學、復學、轉學、退學 

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者，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申請

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理離校手續。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或特

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



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役期滿為止，

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服役期滿後，應檢具退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

年限。 

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 

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 

第三十九條  學生如因重大事故請假，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行考試，以致在次

學期加選截止日期前無法補登成績者，得檢具證明，向所屬系主任申請，經核

准並送教務處核備後，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追認作休學論。 

第 四十 條  學生如患有公共防治要求之疾病而危及校內人士健康及安全，經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需隔離治療者，必須辦理休學，否則應勒令休學。 

前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四十一條  學生休學期滿應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申請復學（學期中不得復學），如擬繼

續休學者，須於應復學學期上課開始日（含）前續辦休學手續，逾期者，須於

繳費註冊後始得再申請休學。 

復學學生應在原肄業院系（組）、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年級肄業，但學期中途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 

休學逾期未申請復學者以退學論。 

第四十二條  學生欲轉學他校，得申請自動退學，於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修業證明書。修業

證明書既經發給，學生不得請求重返本校肄業。 

第四十三條  學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學業成績符合學則第二十八條之情形者。 
二、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逾期未註冊者。 
四、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規定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七、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未經本校學系、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九、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十、國防學士班學生以總量外加名額入學者，於該班隊退訓。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自動退學，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向註冊

組辦理退學離校手續。 

第四十五條  退學學生，其學籍經本校核准且在校修有學期成績者，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但因學則第八條或其他依規定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四十六條  學生於本校行事曆所訂註冊日（含）前休、退學者，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免繳學雜（分）費。註冊日後休、退學者，須繳費後始得辦理休、



退學，並依該辦法辦理退費。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且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各

系、班、組、學位學程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應予畢業。 

109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外國學生應依「國立清華大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實

施要點」完成應修之華語學分後始得畢業離校。學士班華語學分得計入畢業應

修學分數內計算，但系(班、組、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八條  學生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行為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依學務

章則之規定，予以獎懲。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未修業期滿，但符合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各系、班、組、學

位學程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109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外國學生並

應已完成「國立清華大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實施要點」應修之華語學分

者。 

二、學業成績優異者。優異之標準由各系、班、組、學位學程自訂。 

三、操行成績每學期均在 A-以上。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後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欲申請提前畢業者，應至遲於預計畢業之當學期期末考開始前一個月前，完成

所屬系、班、組、學位學程主任核准、註冊組審查及教務長核准之流程。 

申請提前畢業者，若於預計畢業之當學期結束時，不符合本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者，不得提前畢業。 

第 五十 條  學生學位證書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經各學系、

（含學士後）學位學程及各學院（含清華學院）相關會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學生畢業，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學系、學位學程分別授予

學士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畢業者為一月、第二學

期暨暑修後畢業者為六月。 

延長修業年限原因消失時，學生得專案提出畢業申請，經教務長核可後，其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為核可之畢業年月。 

第三篇  碩、博士班研究生 

第一章  入學 

第五十一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得入學本校修

讀碩士學位。 

第五十二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畢業具有碩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

博士學位。 

第五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由原就讀或

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所、院、學



位學程之相關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

定之。 

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依其作業規

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碩、博士班修讀碩、博士學位。 

第五十四條之一  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甄試及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學生，已畢業或應屆符合提

前畢業資格生，經錄取系、所、院同意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 

第二章  選課、指導教授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一門課程（含論文、論文研究），未依規定選課者，

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

應令退學。 

第五十六條  研究生應依系、所、學位學程規定選定指導教授，畢業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提

出論文，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除須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外，其餘由各系、所、

學位學程自行規定，但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或具合聘兼任教

師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退休，其退休前尚有已持續指導三學年（含）以上之博士生，或

持續指導三學期（含）以上之碩士生未完成學位考試者，經原服務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同意，不受前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限

制。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其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八年，

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加修其他系(所、班)為雙主修者，因特殊原因，已完成主學

系(所、班)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系(所、班)各項畢業規定者，經系、所、

班會議通過及教務長同意後，其修業年限碩士班得延長一年、博士班得延長二

年。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十二學分。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廿四學

分。 

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學分另計。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提高學分數，或訂定必修科目與學分。 

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就讀之碩、博士班

學生，其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若雙方合約或備忘錄另有約定者，依合約或備



忘錄規定辦理，但不得低於就讀本校之系、所、學位學程碩、博士班現行規定

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三分之一。 

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加修其他系(所、班)為雙主修者，系、所、班得視需要，自

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惟仍應不低於現行規定畢業

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採用百分計分法，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操行成績

以六十分為及格。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級計分法，學業成績以 B-
為及格，操行成績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非經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同意已

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

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第 六十 條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核算，比照本學則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輔系、雙主修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得經原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所主任（所長）同意

後，於行事曆規定日期向註冊組提出轉系、所申請。經擬轉入之系、所審核後，

註冊組依轉入系、所審查意見登記並公告通過名單後生效。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系、所者，從其規定，已轉系、所後始

發現者，撤銷其轉系、所資格。 

經核准轉系、所之研究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原系、所。轉系、所均以一次為

限，並須完成轉入系、所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得畢業。 

同一系、所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前三項規定辦理。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組、學位學程，以申請平轉為原則，惟有特殊情況時，得

簽奉教務長核准後降轉。 

新設系、所、組、學位學程於開始招生的第一學年不得受理學生轉入申請。 

研究生申請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僅限日間學制與日間學制或在職專班與在

職專班間的互轉，不同學制間不得互轉。各系、所、組、學位學程因教學、課

程、資格、收費等因素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六十一條之一  碩、博士班研究生得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學

生修讀雙主修辦法」進行修讀輔系(所、班)、雙主修。 

第五章  退學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未通過本校學位考試細則規定之各項考核者。 
七、未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八、除論文外，各科學期成績全部不及格，經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通過予

以退學者。 
九、已授學位之論文有抄襲、剽竊或偽造數據情形嚴重，經調查屬實者。 
十、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學位證書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經各系、

所、學位學程及各學院（含清華學院）相關會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及「博士學位考

試細則」辦理。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修足應修科目及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通過論文考試及完

成論文審定者，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系、所、學位學程分

別授予碩、博士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規定如下： 
一、博士班：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二、碩士班：每月發證一次，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修讀教育學程研究生，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於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學程

修習辦法」中規定之。 

學生已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若因次學期獲核准出國進修、交換、實

習、訓練者，得繼續註冊入學至各系、所、院、班規定之修業年限屆滿為止，但

每學期至少仍須修習一門課程(含論文、論文研究)。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為出國

進修、交換、實習、訓練結束返國後，完成所有該活動應履行之報告、經費核

銷等手續後之年月。 

109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外國學生應依「國立清華大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實

施要點」完成應修之華語學分後始得畢業離校。 

碩、博班外國學生因修習前述華語課程無法於完成論文審定後之當學期畢業離

校者，其畢業離校期限得延後至多至規定之最高修業年限止，其學位證書授予

日期為完成華語學分後之年月。華語學分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計算，但系、

所、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七章  其  他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冊、選課、學分抵免、更改成績、請假、休學、

復學、雙重學籍、雙學位、開除學籍等規定，比照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惟博士班學生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證明，或特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所務或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報請

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其休學年限總累計至多以六學年為限。如因懷孕、

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年限。 



雙重學籍學生於兩校提出之學位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已取得學位之論

文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學位論文題目或內涵具相似性，應依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經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

後，撤銷本校授予之學位，公告註銷及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在學肄業生另

依本校「在學肄業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處理。 

同時於本校兩個以上系、所、學位學程就讀者，除另有規定外，比照前項跨校

雙重學籍辦理。已取得學位之論文題目或內涵經任一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具

相似性，由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後撤銷其中一個學位。 

第六十五條之一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

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另訂之。 

第四篇  附則 

第六十六條  受退學處分或開除學籍學生，依規定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

得繼續就讀。申訴結果獲撤銷原處分時，其申訴期間所修習之科目、成績予以

採認，若維持原處分，則不予採認亦不發給此期間就讀之任何證明文件。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獲

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者，應於二年內復學，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得辦

理休學，此間休學不併計於本學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休學年限內。 

第六十七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卡及相關證明文件。 
本校學生學籍資料所登記學生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

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正）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

機關發給之戶籍謄本或甲式戶口名簿。 
各項學籍、證明文件及相關申請文件保存期限由教務處另訂之。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

資格者，適用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六十八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國立清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出席情形 

※應到 95 人，實到 61 人                                                    109 年 12 月 24 日 
單位 代表姓名 
主席 焦傳金教務長 

理學院 
數學系潘戍衍主任、物理系/天文所※林登松主任/所長（請假）、化學系林俊成主任、統

計所銀慶剛所長（請假）、理學院學士班蔡易州主任、先進光源學位學程蔡孟傑主任

（請假）、計科所葉麗琴所長 

工學院 

化工系劉英麟主任、動機系丁川康主任（李昌駿副主任代理）、材料系/前瞻功能材料

產業博士學程※張守一主任、工工系吳建瑋主任、奈微所李昇憲所長、醫工所李國賓所

長（林宗宏副教授代理）、工學院學士班林昭安主任（請假）、全球營運碩士學程林東

盈主任（吳建瑋主任代理） 

原子科學院 
工科系巫勇賢主任、醫環系邱信程主任（俞鐘山教授代理）、核工所許榮鈞所長（陳紹

文副教授代理）、原科院學士班黃郁棻主任、分環所/應數系/應科系/中國語文學系/科技

所李清福所長/主任 

人文社會 
學院 

中文系李貞慧主任、外語系林惠芬主任、歷史所毛傳慧所長、語言所張月琴所長、人

類所臧振華所長、社會所沈秀華所長、哲學所陳思廷所長（鄭志忠副教授代理）、台文

所王惠珍所長、台研教陳芷凡主任（請假）、人社院學士班陳思廷主任（請假）、亞際

文化碩士學程李卓穎主任（請假）、華文文學研究所丁威仁所長（游騰達助理教授代

理）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殷献生主任、醫科系陳令儀主任、分生所林立元所長（請假）、分醫所高茂傑所

長、生資所楊立威所長、生技所汪宏達所長（高茂傑所長代理）、系神所所長羅中泉主

任（高茂傑所長代理）、生科院學士班蘇士哲主任、生技產業博士學程江安世主任（周

裕珽副主任代理） 

電機資訊 
學院 

資訊系王廷基主任（麥偉基副主任代理）、電機系劉靖家主任（請假）、通訊所黃元豪

所長、電子所盧向成所長、資應所邱瀞德所長、光電所林凡異所長、電資院學士班韓

永楷主任（請假）、資安所孫宏民所長（請假） 

科技管理 
學院 

計財系張焯然主任、經濟系林世昌主任（請假）、科管所胡美智所長（謝英哲主任代

理）、MBA 李傳楷主任（請假）、科法所陳仲嶙所長（請假）、科管院學士班廖肇寧主

任、IMBA 謝英哲主任、服科所徐茉莉所長（謝英哲主任代理）、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

班黃裕烈主任（請假）、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吳世英主任（請假） 

竹師教育 
學院 

教科系顏國樑主任、幼教系孫良誠主任、特教系朱思穎主任、心諮系許育光主任（請

假）、運動科學系邱文信主任（張俊一副主任代理）、學科所廖冠智所長（請假）、數理

所林碧珍所長、臺語所劉秀雪所長、英教系周秋惠主任、環文系鄭國泰主任（請假）、

學前特教碩士在職學程林紀慧主任（請假）、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王子華主任（請

假）、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成虹飛主任 

藝術學院 藝設系蕭銘芚主任（吳宇棠副主任代理）、音樂系張芳宇主任、藝術學院學士班陳珠櫻

主任 

清華學院 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體育室邱文信主任（張傳一教授代理）、語文中心蔡英俊主任

（請假）、清華學院學士班吳志明主任、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陳淑娟主任 

教務處 跨院國際博/碩士班學位學程李瑞光主任、智慧製造跨院高階主管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簡

禎富主任（請假） 

學生代表 

人社院學士班朱廷峻同學（請假）、王致凱同學（請假）、傅喻同學（請假）、教育學院

學士班程議瑩同學、電機系林宗暐同學、外語系王婕芳同學、科管院學士班蔡宜津同

學（江冠億同學代理）、王毓晨同學（陳聿邦同學代理）、經濟系王梓善同學（請假）、

計財系李丕文同學（請假）、化工系杜威廷同學、語言所劉樂永同學（請假） 

※標式為同一人兼任兩單位主管，計應到人數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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