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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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語言及文化涵養課程-國文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4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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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國文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必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冠蓉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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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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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本國語文與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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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9.學習策略[間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4.協調[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37.原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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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直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化
教育)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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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文」係大一共同必修科目，教科書《大學國文選》乃以強化「生命教育」為核心特色，照應大學階段應有之內涵
，注重古典與現代的融通，並以「蘊涵臺灣文化與社會共同情感及價值之文本」為主，由「人我」擴及「歷史與自然」
的關懷，觸動生命情感。

2.本班授課對象為理工學院學生，成員為應數、光電物理和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合班。「經典」涵攝「
古典」與「現代」，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教師以教科書為基礎、結合自身教育輔導專長，針對學生專業背景、
學習特色和需求，聚焦於「傳統」與「創新」、「人文」與「科學」的中庸之道，以「經典、詮釋與療癒」為主題，量
身規劃課程內容。冀能藉由文學、科學與藝術的跨領域教學，融入社會參與和公民責任，提昇學生的審美感知、思辨批
判及整合創造能力，在知識與行動的實踐中開發潛能，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涵養人文精神，自助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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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 本學期課程概述
教材簡介
教學進度、課堂規範說明
自我介紹與分組

寫作1（前測）

2 09/25 第一編：自我
單元一：自我追尋

〈誰該被派去非洲〉

3 10/02 單元二：生命情懷
〈水鬼城隍〉
問題思考與討論

4 10/09 國慶日補放假 停課 寫作2

5 10/16 單元三：生與死 〈看雲〉

6 10/23 單元四：情感安頓 〈霍小玉傳〉

7 10/30 單元四：情感安頓 延伸閱讀與影音賞析

8 11/06 第二編：人我
單元五：少年／老成

〈賈誼論〉

9 11/13 期中考試 紙筆測驗

10 11/20 單元六：真實／假象 〈畫皮〉 期中試卷檢討

11 11/27 單元六：真實／假象
〈畫皮〉
問題思考與討論

寫作3

12 12/04 第三編：物我
單元十二：地景地域

〈大水河畔的童年〉

13 12/11 單元十二：地景地域
「社會參與」專題

行動方案籌備
實用中文寫作（活動計畫書）

14 12/18 課程檢討、分享與回饋
1.自我學習評量
2.下學期課程預告
3.行動方案指導

15 12/25 聖誕節放假 停課 寫作4（後測）

16 01/01 開國紀念日放假 停課

17 01/08 學期考試
小組計畫書
個人行動週記
（第一階段成果驗收）

18 01/15 學期結束 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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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影片欣賞 5 討論 1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5 問題導向學習 5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5 專題實作 10

電子教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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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10 個別指導 5 其他 0

說明：本學年國文課程教學方法，以教師講述為主，影音作品賞析與問題思考討論為輔，並規劃相關行動方
案和專題講座（暫訂於下學期一場），引導學生連結個人情感經驗，在研修本科系專業課程的同時，亦能就
文學、哲學、美學等視角觀察生活細節、建立自信，學習關懷土地與人群；在文學作品的深度賞析中照見
自我、洞察人性，瞭解生命的侷限與無限、培養寬容的智慧，並進一步省思個體與群體的存在意義，無入而
不自得。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教科書：孫永忠主編，王欣慧等編撰：《大學國文選》，五南，2015年9月三版。
2.延伸閱讀：教師自選篇章，並提供書目或講義（電子檔），請配合下載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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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Material 3.影音教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拒絕非法盜版，且僅作為教學用途。

教科書
以本校中文系教師編撰之《大學國文選》為全學年共同教科書，請配合準備。
孫永忠主編，王欣慧等編撰：《大學國文選》，五南，2015年9月三版。

參考書目
Reference

主要參考教材：（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複製）
Irvin D. Yalom著，廖婉如譯：《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心靈工坊，2009年。 
J. William Worden著，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
》（第三版），心理，2014年。 
Jodi Picoult著，林淑娟譯：《姊姊的守護者》（My Sister’s Keeper），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
Robert A. Neimeyer著，章薇卿譯：《走在失落的幽谷：悲傷因應指引手冊》，心理，2007年。 
Steve Lopez著，廖月娟譯：《獨奏者》（Soloist：A Lost Dream, an Unlikely Friendship,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Music）天下文化，2009年。 
行政院文建會策畫，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製：《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閱讀文學地景•散文卷》、《閱讀文學地景•
小說卷》（上、下冊），2008年。
李顯立：《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遠流出版社，1999年。
佚名：〈化為千風〉（又名〈千風之歌〉），張桂娥譯、新井滿創作（日文版）、佐竹美保繪圖，小魯
文化，2012年。
Barbara Cooney Porter著，方素珍譯：《花婆婆》（MISS RUMPHIUS），三之三，  1998年。
阮怡瑜著，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統籌製作：《不老騎士：那些歲月帶不走的夢想與勇氣》，高寶，2012年。
趙可式：《醫師與生死》，寶瓶文化，2007年。 
葉炳強：《電影中的醫學世界》，鼎文，2000年。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第六版），正中書局，2010年。 
謝旺霖：《轉山》（新版），遠流，2013年。
嚴長壽：《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寶瓶文化，2008年。

教學平台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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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末考 25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25 心得或作業撰

寫
15

口頭報告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
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1.平時50％（作文15%、課堂參與25%、小組討論與報告10%）；考試50％（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各占25%）。
2.「課堂參與」項目，包括：「出席率」10%「教師觀察與評核（課程互動表現、學習態度等）」10%、「自我學習評量與互評」5%。
3.期中考試25%為紙筆測驗，命題範圍自第一週至考前一週課程內容（含延伸閱讀）；學期考試25%為行動成果驗收，分就小組計畫書、影像紀錄和行
動週記進行評量（團體成果15%，個人成果10%，須依規定格式撰寫）。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為維護教學品質，上課中請關閉行動電話或設定為靜音／震動模式﹔如須立即處理，請先徵得教師同意再離座接聽，
並於3分鐘內回到教室。上課中如有撥聽行動電話或其他干擾秩序之行為，將依情節輕重酌扣平時課程互動與學習態度
成績。作業和報告如係參考他人著作，請註明資料出處；如有抄襲情事，一經發現，該篇作品以0分計（彼此抄襲或作
品內容相同者，雙方處置方式相同）；補交以一週內為限，逾期以0分計（如有正當理由且經教師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響應環保精神並提高學習效率，教師將統一提供課程講義，至開學第三週仍未備妥或全學期未帶累計達三次者，平時
成績之「課程互動與學習態度」項目以0分計。

2.請假、考試補考、試場規則等，概依學校規定辦理。若係教師個人因素導致延誤上課或停課，除儘速通知班級聯絡
人外，自當補足時數。出缺席」基準為80分，開放「每人全學期兩次『彈性請假』額度」，事、病假累計兩次以內者不
扣分，超出部分每次扣出缺席成績5分。曠課每節扣5分，婚、喪、公、產／陪產、育嬰假不扣分，除喪假外皆須檢附
證明。如未動支彈性請假額度則為全勤，「出缺席」項目以 100分計。慣性遲到者酌扣出缺席分數，不得以全勤論（
至第二節方出席、次數累計達三次者，視為慣性遲到，本項成績為60分﹔累計達全學期上課週次1/2者，視為變相曠課
，本項成績為0分）。如點名後擅自離開教室未歸，一經發現、該節以曠課論。缺席者須於一週內向教師提出請假，否
則視同曠課。

3.如有個人或其他因素導致學習困難，務必儘早尋求補救方法，以免影響成績（限合理範圍內，且以不違反校規和團體
相對公平性為前提）。相關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將酌予調整；公布後如無異議，即請共同遵守。如欲諮詢課業問題，請
多利用在校時間進行，或E-mail﹕moonlit.moonlit@gmail.com。如有緊急聯絡事項，請洽全人中心或中文系協
助轉達。祝大家學習愉快、順利過關！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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