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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國民間信仰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朱 蓮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
Course Syllabus,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制別（System）： �日間部（Day School） 
學年度(Academic year):100    學期(Semester):� 第一學期
    
授課教師(Instructor):(中) 朱  蓮     教師背景(Background):專任（Full-time） 
                (英) Chu Lien  職級（Rank）：講師
聯絡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Phone): 2905-3452
                    (E-mail): 008356@mail.fju.edu.tw 
辦公室(Office):(Room): DG123-1               
     (Hours)W1~4(8:40Am~5:00Pm);W5(11:00~5:00Pm)

課程名稱(Course Title):中文（Chinese） 中國民間信仰 學分數(Credit Units):  2
               英文(English) Chinese Folk Religion  

課程資訊(Course Information): 社會科學通識 :歷史與文化  
課程語言(Medium of Instruction):�中文  
課程網站(Course Website) 教材上傳本校iCAN：�是

教材語言(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1.民間信仰與價值系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核心，本課程旨在探討民間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
關係，
       進而使同學了解中國文化內在深層的意義及價值。 
    2.台灣民間信仰承續了中國社會的各種傳統信仰，早已和吾人的生活、行為、思想與文化形成無法分
割的
       密切關係，研究民間信仰是現代人瞭解自身行為模式和生活文化的一種深層思維。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1.自編講義
   2.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
   3.Microsoft Power Point、DVD、網站連結…等    
   4.圖片、雜誌與新聞題材等

參考書目（Reference）：
    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 
    陳文德：數位易經
    張詠銘：道家紫微斗數精義
    馮佐哲‧李富華：中國民間宗教史
    鄭志明主編：文化臺灣
    喬繼堂：中國人生禮俗
    王貴民：中國禮俗史
    吳裕成：十二生肖信仰與中華文化
    劉志雄：龍與中國文化
    海力波等著：神秘方術面面觀
    龍天機：風生水起好運來
    山根勇藏：台灣民俗風物雜記
    張高維 譯：道教諸神
    尹飛舟等著：中國鬼神文化
    悟  道 編譯：中國符咒
    管洛‧易元著：中國人的智力遊戲--測字
    佛洛伊德著‧賴其萬譯：夢的解析
    汪毅夫：客家民間信仰 

學習評量（Learning Evaluation）：請說明各評量方法占總成績比率
    期中考  30   期末考  30   隨堂考（小考） 10
   書面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15    心得或作業撰寫   5
   口頭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面試或口試     自評與小組互評 
    備註：若使用其他評量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請說明各教學方法占總授課時數比率
    講述  50     影片欣賞   20           討論   20
   個案研討      服務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   10
   競賽遊戲      專家演講     專題實作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核心行為（Core Behaviors）：請說明課程學習預期協助學生獲得下列行為的程度
    行為（Behavior）     程度(Degree)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4    整合與運用資源行為   3
   人際溝通行為   3            應變行為   3
   團隊合作行為   3            規劃行為   3
   創新行為   3            洞察環境（國際化）行為   3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沒有協助此行為，5分代表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與本校宗旨與辦學目標的符合程度（Degree of Conforming with School Mission and 
School
   Objectives）：
    宗旨（Mission） 程度(Degree)       目標（Objectives） 
    真   5         人性尊嚴   4       宗教合作   3
   善   5         人生意義   4       服務人群   3
   美   5         團體意識   3       學術研究   3
   聖   4         文化交流  4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的程度（Degree of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程度(Degree) 

   性別平等 3 品德教育 5 生命教育 4 人權教育 3
   環境保護 3 環境安全 1 智慧財產權  1 法治教育 3

中國民間信仰A 各週授課進度 (Weekly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二(第3~4節)
週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1   9/13   課程介紹：研究中國民間信仰的意義 ＊課程目標、內容、報告、作業…等
              ＊評分標準、請假規則、參考書目
2   9/20   民間信仰的定義與內涵：民間信仰是宗教嗎？  ＊宗教(Religion)的意義   
              ＊民間信仰的定位問題
3   9/27   中國民間信仰的內容與形式中國民間信仰的特色 ＊「萬靈崇拜」與「多神信仰」 
              ＊中國民間信仰的巫術性
4   10/04  台灣民間信仰的內容與形式台灣民間信仰的特色 ＊台灣的落難神明收容所   
              ＊台灣的「亡靈崇拜」 
5   10/11  何以台灣的「陰廟」特別發達？ ＊如何分辨「陽廟」與「陰廟」？
              ＊影片欣賞與討論
6   10/18  自然崇拜的定義與範疇：「天神」、「地祇」、「物?」  ＊「天命」信仰與「天人感應」
              ＊石頭崇拜與「石敢當」
7   10/25  星辰崇拜與「星命之」：三垣、四象、五星…    ＊五星推命術
              ＊紫微斗數
8   11/01  自然崇拜與「圖騰崇拜」Totem--Ototemen ＊龍生九子與民間信仰中的禳鎮物
              ＊影片欣賞與討論
9   11/08  期中考試 
10  11/15  禁忌民俗：塔布(Taboo)、瑪那(Mana) ＊禁忌民俗的本質、基本特性
              ＊禁忌與人生禮俗
11  11/22  解讀《易經》的基本原則：八卦符號、性質、卦義…等 
              ＊河圖與洛書究竟是什麼？   ＊周易八卦對我國民間信仰的影響
12  11/29  陰陽五行對我國民間信仰的影響   ＊陰陽五行的基本理論與四時禁忌   ＊清宮生男育女預
計表 
              ＊太極圖 
13  12/06  方術與數術--我國奇特的文文化現象 ＊中國傳統算命術、巫術 ＊奇門遁甲
              ＊軌革卦影
14  12/13  讖緯之學：預言與圖讖之起源及其發展 ＊馬前課  ＊推背圖
              ＊梅花詩與燒餅歌
15  12/20  中國鬼神崇拜的特色、巫蠱降頭與養小鬼 ＊中國人的收驚文化
              ＊神秘的巫蠱、降頭與養小鬼
16  12/27  風水陽宅與年命配卦十二生肖相剋沖害之說 ＊風水術的基本理論：《葬書》
              ＊羅盤：包羅萬象，經天緯地的『羅經』
17  01/03  測字與解夢的智慧性和趣味性    ＊測字的方法與要領
              ＊中國占夢術的特點
18  01/10  期末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