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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文學敘事學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3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顧正萍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助理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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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3.歷史與文化[間接相關]
  20.本國語文與文學[直接相關]
  21.外國語文與文學[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直接相關]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直接相關]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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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直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直接相關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直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本課程安排之目的在提供同學「敘事學」理論之相關知識與一些重要觀念，進而帶領同學從「敘
事學」的觀點來賞析文學作品。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西方文學理論與實際研究領域中逐漸嶄露頭角的「敘事學」，實為西方
所謂的「敘事文本內在形式的科學研究」，以區別於過去總以「歷史」視角評析作品之傳統研究理
論與方法。敘事學(法文narratologie)一詞是由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托多洛夫在1969
年出版的《〈十日談〉語法》一書中首次提出。自6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敘事學的理論就以不同名
稱在法國文學研究和批評中出現，諸如“敘事作品結構分析”、“敘事語法”、 “敘述符號學” 、“
敘事詩學”、“散文詩學”、“敘事話語”等等。70年代敘事學成為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界普遍關注和
討論的領域，英美批評家將敘事學譯為“narratology”，此後這個詞彙便廣泛應用與流傳。
 簡單地說，敘事學的理論基礎的產生受俄國形式主義(雅克布森、什克洛夫斯基、日爾蒙斯基、托
馬舍夫斯基)、非形式主義的俄國民俗學家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列維-施特勞斯對神話的
結構研究、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後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等的
影響。由於敘事學的基本理論建構於結構主義與前述的現代語言學之上，於是又被稱為「結構主義
敘事學」。它不僅是一種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重要的文學理論，更是一種研究文學作品，乃至於後來
研究電影作品的方法論。它所強調的是敘事作品(文本)的本身，視作品(文本)為一「主體」而非
作者為一主體，作品(文本)既為一獨立自足的有機結構體，其語言便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作者在
這種觀念下被判死亡，如同羅藍‧巴特所宣稱的「作者已死」。然而，過於強調「結構」的結果，
使作品(文本)意義趨於單一、固定，這種現象受到西方許多學者的批評與糾正，於是有些敘事學家
便將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觀念加以修正，重新探討作者與社會、歷史、文化等等概念納入研究範圍，
並與其他領域結合，如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等等。這種多重的研究視角導致作品(文本)的多意性，
此時期的敘事學便是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敘事學」或「後敘事學」。羅藍‧巴特便是在此時期提
出「誤讀」的合理性，同時也為「讀者反應論」找到合理的論點。
 敘事學既然將敘事文本視為研究對象，必有其探討重點，概略地說，也就是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
所區分敘事文本中四個層次(表達的實質、表達的形式、內容的實質、內容的形式)中的兩個層次：
敘事文表達的形式和內容的形式。具體地說，敘事文中的各種敘述方法和原稱為內容的情節、人物
、環境均屬於敘事文形式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可作分割、非連續性的分析。早期的敘事學家，
如普洛普、布雷蒙、格雷馬斯等人，多將研究重心放在敘事文內容的形式方面。但以熱奈特為代表
的結構敘事學家則立足於對敘述方式的分析，研究敘述者、敘述時間、敘事語式等等，熱奈特的敘
事學著作《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辭格III》)便以普魯斯特的著名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為
研究對象，從幾個方面分析其中的敘述機制，如〈順序〉、〈時距〉、〈頻率〉、〈語式〉、〈
語態〉，也就是將文本劃歸為故事、語體、敘述之間的多種關係。羅藍‧巴特在其短篇論文〈敘事
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則將文本分成三個層次作分析：功能層、人物行動層、敘述層，認為文本
中的每一個單位均有其功能，而標誌或線索功能單位的意義須往另一個層次上去探索。
以上所提及的兩位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羅藍‧巴特)的敘事學，以及匯集幾家敘事論述的綜合性
介紹論集 - 胡亞敏《敘事學》便是本課程的教學重心。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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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18

本學期課程內容介紹；同學自我介
紹（介紹內容包括：所專精之
   第二外國語言、目前正在準備
或已開始撰寫之博碩士論文提要
對本課程之期望與意見）；作者、
作品、讀者(第一講)

本學期課程內容介紹；同學自我介
紹（介紹內容包括：所專精之
   第二外國語言、目前正在準備
或已開始撰寫之博碩士論文提要
對本課程之期望與意見）；作者、
作品、讀者(第一講)

2 02/25
敘事學(第二講)
順序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敘事學(第二講)
順序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3 03/04 時距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時距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4 03/11 頻率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頻率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5 03/18 語式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語式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6 03/25 語態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語態 (熱奈特G. Genette)
舉例說明

7 04/01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8 04/08 調整放假一天 調整放假一天

9 04/15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10 04/22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羅藍‧巴
特R. Barthes﹞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羅藍‧巴
特R. Barthes﹞

11 04/29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羅藍‧巴
特R. Barthes﹞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羅藍‧巴
特R. Barthes﹞

12 05/06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13 05/13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14 05/20 敘述、故事、閱讀  (胡亞敏) 敘述、故事、閱讀 (胡亞敏)

15 05/27 敘述、故事、閱讀  (胡亞敏) 敘述、故事、閱讀  (胡亞敏)

16 06/03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17 06/10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以實例 (作品) 作綜合論述

18 06/17 期末考 期末考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30 影片欣賞 0 討論 4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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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3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本課程內容將著重於熱奈特(G. Genette)與羅藍‧巴特(R. Barthes)，以及胡亞敏的
敘事理論介紹與實際運用在研究作品的方法上，其餘的理論家之理論、學說則僅作為補充
、參考之用。作為範例或研讀之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 本課程的上課方式以同學分組或個
人報告為主，老師修正與補充為輔，包括理論與實踐(實際以敘事方法論分析短篇小說)。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  G. Genette，《辭格III》（Figures III），廖素珊、楊祖恩，台北時報出
版社，2003。（另一譯本：G. Genette，《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Narrative 
Discourse, New Narrative Discourse），王文融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G. Genette，《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  R. Barthes，《符號學美學》（Sémiologie），董學文、王葵譯，商鼎文化出
版社，1992。
◎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教科書

◎  G. Genette，《辭格III》（Figures III），廖素珊、楊祖恩，台北時報出
版社，2003。（另一譯本：G. Genette，《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Narrative 
Discourse, New Narrative Discourse），王文融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G. Genette，《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  R. Barthes，《符號學美學》（Sémiologie），董學文、王葵譯，商鼎文化出
版社，1992。
◎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參考書目
Reference

◎  G. Genette，《辭格III》（Figures III），廖素珊、楊祖恩，台北時報出
版社，2003。（另一譯本：G. Genette，《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Narrative 
Discourse, New Narrative Discourse），王文融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G. Genette，《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  R. Barthes，《符號學美學》（Sémiologie），董學文、王葵譯，商鼎文化出
版社，1992。
◎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1.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Methuen, 1980.
2.  Joseph Hills Miller, Reading Narrative. Norman: Oklahoma UP, 1998.
3.  Steven Cohan & Linda M. Shires, Telling Stori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4.  Wallace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Cornell UP, 
1986.
5.  Mark Currie, Postmorden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6.  Susan Sniader Lanser, Fiction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Ithaca: Cornell UP, 1992.
7.  David Herman,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99.
8.  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
conscious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4.
9.  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3。
10.  譚君強，《敘事理論與審美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2年。
11.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出版，1990年。
12. 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Chinese Narrative)，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1995年。

教學平台網址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0C8&hy=101&ht=2&avano=G0C8018017 &tchno=033855&isdone=True#top


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4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2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20 面試或口試 2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平時成績（出席率、上課表現、報告）： 60 ﹪
期末考(口考)：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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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 課堂報告須清楚明白，若有問題即刻發問。

2. 請假請預先通知，以免妨礙課程進度。

3. 其他尚未或已報告的同學也必須預習。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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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0C8&hy=101&ht=2&avano=G0C8018017 &tchno=033855&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0C8&hy=101&ht=2&avano=G0C8018017 &tchno=033855&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G&grono=FG&dptno=0C8&hy=101&ht=2&avano=G0C8018017 &tchno=033855&isdone=True#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