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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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2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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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日本古典文學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日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全日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楊錦昌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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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2.英文[無關聯性]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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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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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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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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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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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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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綱要為暫定版，實際綱要以課堂內容為準，內容將依學生程度及課堂狀況調整。以下針對課
程目標及概要說明如下:

Ⅰ　課程目標
1. 建立學生對現代與古典一脈相承的語法體系與概念。【專業知識、技能】
2.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古典文學的能力。【專業知識、技能】
3. 提昇學生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與賞析能力。【專業知識、技能】
4. 提昇對「文字」及「語言」的敏銳度。【專業知識、技能】
5. 激發學生創意，培養團隊精神與獨立思考能力。【專業技能、社會適應能力】
6. 建立學生對台日語言社會文化（跨文化溝通）的瞭解。【專業知識、社會適應能力】
7. 奠定處理日據時代文獻資料能力及創造就業機會。【專業知識、技能、社會適應能力】

Ⅱ　課程概要
一  本課程以「古典與現代」，以及「文學及語法」並進學習為主。從中探討「日本現代文化的古
典表象」，以及透過文本了解現代日語、文學、文化及思想根源。例如，助詞は（wa）、へ（e）
的讀音，以及日本現代文化中的動漫【（初音ミク、ちはやぶる（花牌情緣）等】與古典及台灣或
世界文化的關連。【初音ミク：http://miku.sega.jp/】
二  本課程預定從「現代」出發，對照「古典」，整合日文系專業必備的「語言」與「文學」體系
及基本素養，提供學生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及回歸台灣本土研究可能，並且希望從課程的進行與作品
解讀中共同思考「古典的現代性」「語言的虛構性」「實用的不確定性」與「文學、語言與生活」
等文化議題。
三  課程題材與概要
1.現代日語的疑惑與釋意
如助詞「は」「へ」、數字不用「123」而用「イロハ」、「急がば回れ（欲速則不達）中，助詞
ば的前面為何不是急げ？」等。
2.詩歌：和歌與俳句欣賞與創作（小倉百人一首等）
　小倉百人一首http://ogura100.roudokus.com/menu1.html 
3. 古典與現代文化（動漫）【ちはやぶる（花牌情緣）及言の葉の庭（言葉之庭）等】
4.說話、物語、日記、隨筆
　以怪談與無常主題作品為主，並且視情況導入不同主題作品。
5.漢文訓讀與中日成語解析
　為何日本人在中文上標示一、二、三等訓讀符號，即能簡單地以日語唸出，並能掌握其中文語意
？希望日後朋友問起過猶不及、以和為貴或三十而立等中文的日文翻譯時，我們也能輕而易舉地
回答。
  漢文訓讀：
   http://www.ic.daito.ac.jp/~oukodou/kuzukago/kundoku.html
  台語翻譯詩歌：
   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 
6.戲曲：能劇與謠曲以平家物語、小野小町與在原業平故事為主】
　能劇（謠曲）：http://www2.ntj.jac.go.jp/unesco/noh/jp/
　　　　　　　　http://www2.ntj.jac.go.jp/dglib/
　平家物語：http://roudoku-heike.seesaa.net/ 
　小野小町：http://cubeaki.dip.jp/youkyoku/kayoikomati/index.html（通
小町）
7.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故事：如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與改寫

四 課程活動：《輔仁一首》日本和歌創作發表會、專題報告
※實際上課內容及進度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

先修課程 日本名著選讀及具現代日語語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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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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 ガイダンス

「現代文化として
の古典表象」の
概説、口、文語對
照

2 09/24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古語と現代語
表記、音讀、心
の歌、形容詞等

3 10/01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慣用語・諺
形容詞、形容詞動
詞

4 10/08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慣用語・諺
形容詞、形容詞動
詞の総合復習

5 10/15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数字
いろは歌、四段動
詞

6 10/22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数字【文本1】 いろは歌、四段動
詞の復習

7 10/29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日本地名、演歌等【日本
旅遊】

荒城の月、上一、
二段動詞

8 11/05 現代文化としての古典表象：文語と日本地名、演歌等【日本
旅遊、文本2】

野玫瑰、上一、二
段動詞

9 11/12 中間テスト テストか発表

10 11/19
日本歌謡、詩詞1（百人一
首P176）http://ogura100.roudokus.com/menu1.htm
l

下一、二段動詞

11 11/26 日本歌謡、詩詞2（百人一首P176） カサナラ変格動詞

12 12/03 日本歌謡、詩詞3（百人一首P176）【文本3】 カサナラ変格動詞

13 12/10 進度の調整【総合發表】か日本歌謡、詩詞4 動詞活用のまとめ

14 12/17 日本古典文學史概観1（或漢文訓読1） 助動詞、文學史概
述1

15 12/24 日本古典文學史概観2（或漢文訓読2） 助動詞、文學史概
述2

16 12/31 日本古典文學史概観3（或漢文訓読3） 助動詞、文學史概
述3

17 01/07 進度の調整【総合發表】
助動詞、文學史概
述4

18 01/14 期末テスト 期末テスト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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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述 40 影片欣賞 0 討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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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角色扮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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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電子教學 1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10

對話教學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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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分課內及課室外延伸方式(如自主學習)，百分比為暫定，實際比例將配合
單元內容及學生反應等客觀狀況調整。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漢文訓讀：http://www.ic.daito.ac.jp/~oukodou/kuzukago/kundoku.html
2.台語翻譯詩歌：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
3.小倉百人一首http://ogura100.roudokus.com/menu1.html
4.能劇（謠曲）：http://www2.ntj.jac.go.jp/unesco/noh/jp/
            http://www2.ntj.jac.go.jp/dglib/
5.平家物語：http://roudoku-heike.seesaa.net/
6.小野小町（通小町）http://cubeaki.dip.jp/youkyoku/kayoikomati/index.html
7.らくらく古典文法http://homepage3.nifty.com/bunpou/index.html
8.映像で勉強NHK10min.ボックス
  http://www.nhk.or.jp/kokugo/10min_kobun/list_2012.html

教科書

1.主教材：浜島書店《最新国語便覧》(必備教材，修課前可恰老師參閱，或上出版社網頁參考。
) http://www.hamajima.co.jp/ 
2.副教材：影音資料等多媒體材料、小學館現代文對照作品及補充教材
3.工具書：小學館《例解古語辭典》或《全文全譯古語辭典》(非必備，可利用學校圖書館或網路
字典。小學館網站http://www.shogakukan.co.jp/ )
4.動画アニメ《ちはやぶる》（花牌情緣）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日本古典文學全集》（小學館）
2.《新編  日本古典文學全集》（小學館）
3.《日本古典文學大系》（岩波書店）
4.《新  日本古典文學全集》（岩波書店）
5.《アニメに息づく日本古典》（新典社）

教學平台網址 http://www.elearn.fju.edu.tw/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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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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期末考 20 隨堂考（
小考）

15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15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2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1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確實預習與複習才能順利配合各種教學活動，這是上課的基本態度，因此不另列課堂前測項目。其他評量與要求如下:
1.期中考：20％   期末考：20％   平時成績：60％[含小考成績、課堂參與度、作業(書面或口頭)、自評與互評等]
2.課堂參與包含課堂實作演練及及課室外活動等
3.缺席四次者，總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4.晚到20分鐘以上者記遲到一次，兩次遲到以一次缺席論。晚到一節課以上記缺席一次。
5.全勤者（不缺席、不遲到早退者）總平均加3分。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出席學習為展現個人誠意及對課程與人事物尊重的基本態度，因此原則上出席率只做為區分成績評
比等級與鼓勵之用，不另做計分項目。相關說明如下：
1.除公假及喪假等因素外，缺席四次者，總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2.晚到20分鐘以上者記遲到一次，兩次遲到以一次缺席論。晚到一節課以上記缺席一次。
3.全勤者（無缺席及遲到早退者）總平均加3分。缺席者依等差級數累加總平均分別扣分，一次扣
1分，二次者扣4分，三次者扣8分 四次以上者不及格。
4.請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作業及完成課堂要求，遲交者成績乘以70%，缺交者以零分計算。
5.除特殊狀況，所有考試均不接受補考。如無期中考，則期末考與平時成績各佔50％。
5.未盡事宜之處，以學校規定及實際課堂說明為準。
6.下學期配合日本和歌創作發表會計算成績，細部評量基準於課堂上說明。
7.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如欲修習請勿缺席。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教師個人網頁（楊老師日文
密卷）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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