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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詞選及習作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王隆升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一、課程科目：詞選及習作

二、任課教師：王隆升

三、開課年級：四年級

四、學分數：二學分

五、教學目標：
婉約與豪放，內斂與發皇，在不同的詞與曲之風格與內涵中吟詠，享受「沉醉東風」的雅致閒情，浸潤「蝶
戀花」的懷想幽思；在宋人與元人的悲歡喜怒裡佇足，把前人的情意輸入自己的心情檔案，讓課程中，有
老師、同學及自身的互相學習與意見交流，達到以下的教學目標：
【一】 在詞及散曲文體的掌握中，明瞭詞曲的形式格律及音樂特質，並在嘗試創作中，增進詞與曲的寫作
能力。
【二】 介紹唐末五代、宋朝之詞與元代之散曲，培養鑑賞及批評之能力，並領受作品之內涵與精神。
【三】 在主題或作者個人的生命課題中，分析作品特色及詩人心理，引發共鳴，進而在感同身受或設想中，
回應現實的處置方式與態度。
課程分成講授、分組鑑賞與批評、習作及吟唱等方式進行，以「人」及「主題」為單元架構，在理性、知性
與感性的認知中，涵養文學氣質。

六、課程進度及綱要
【 1】源起之篇：詞話與詞論 詩與詞的同與異
◎導讀：詩詞曲格律淺說 呂正惠
【 2】導入之篇：詞話與詞論 詞的緣起與流變
◎導讀：詩詞曲格律淺說 呂正惠
【 3】出航之篇：詞話與詞論 詞的形式及規律
◎漁歌子 張志和188 ◎虞美人 李煜23 ◎卜算子 李之儀207 ◎滿江紅 岳飛217
【 4】邀風之篇：詞話與詞論 詞的內涵及特色
◎憶秦娥 李白187 ◎憶江南 白居易189 ◎長相思 白居易189 ◎蘇幕遮 范仲淹201
【 5】起飛之篇：詞人與詞心 溫詞的藝術特徵
◎菩薩蠻 溫庭筠1 ◎更漏子 溫庭筠3 ◎夢江南 溫庭筠4
【 6】迴翔之篇：詞人與詞心 溫韋與馮之特色
◎菩薩蠻 韋莊5 ◎謁金門 韋莊7 ◎女冠子 韋莊8 ◎鵲踏枝 馮延巳15
【 7】純真之篇：詞人與詞心 李煜的真情世界
◎ 相見歡 李煜22 ◎菩薩蠻 李煜22 ◎浪淘沙 李煜23 ◎虞美人 李煜23
【 8】觀想之篇：檢討與展望 創作與意見交流
◎期中測驗
【 9】春愁之篇：詞人與詞心 離恨故國不堪想
◎相見歡 李煜22 ◎菩薩蠻 李煜22 ◎浪淘沙 李煜23 ◎虞美人 李煜23
【10】相識之篇：詞人與詞心 珠圓玉潤同叔詞
◎浣溪沙 晏殊24 ◎清平樂 晏殊26 ◎踏莎行 晏殊28 ◎玉樓春 宋祈200
【11】相識之篇：詞人與詞心 醉翁意興與觀照
◎采桑子 歐陽修30 ◎踏莎行 歐陽修30 ◎生查子 歐陽修31 ◎蝶戀花 歐陽修31
【12】相思之篇：詞人與詞心 晏小山與張子野
◎臨江仙 晏幾道33 ◎蝶戀花 晏幾道34 ◎天仙子 張先39 
【13】曉風之篇：詞人與詞心 奉旨填詞柳三變
◎雨霖鈴 柳永42 ◎八聲甘州 柳永44 ◎蝶戀花 柳永46
【14】波瀾之篇：詞人與詞心 東坡的生命情調
◎水調歌頭 蘇軾49 ◎水龍吟 蘇軾49 ◎永遇樂蘇軾50
【15】曠逸之篇：詞人與詞心 瀟灑豪情一東坡
◎八聲甘州 蘇軾53 ◎賀新郎 蘇軾54 ◎ 定風波 蘇軾55 ◎臨江仙 蘇軾57 ◎卜算子 蘇軾58
【16】風情之篇：詞人與詞心 秦觀賀鑄周邦彥
◎望海潮 秦觀64 ◎滿庭芳 秦觀66 ◎浣溪沙 秦觀67 ◎踏莎行 秦觀69 ◎青玉案 賀鑄71 
【17】回首之篇：檢討與展望 複習與分組競賽
◎預備【調整進度】、未講述之宋詞作品勾選
【18】遠渡之篇：檢討與展望 紙筆測驗或口試
◎期末測驗
　　
七、教學方式：
【一】、由教師主導：學生預習，教師講授主要內容引導學生討論，並由老師總結。
【二】、視課程需要，配合影片欣賞或戲劇表演、吟唱、音樂欣賞。

八、教材：鄭騫《詞選》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參考書目：
《詩詞曲格律淺說》呂正惠 大安出版社
《詞選》 鄭騫 文化大學出版部
《詞學古今談》 葉嘉瑩 繆鉞 萬卷樓 
《唐宋詞十七講》 葉嘉瑩 桂冠圖書公司



《中國詞曲史》 張建業 李勤印 文津出版社
《唐宋詞格律》 龍沐勛 里仁書局
《唐宋詞主題探索》 楊海明 麗文書局
《北宋六大詞家》 劉若愚 幼獅文化
《宋詞研究述略》 崔海正 洪葉文化
《倚聲學》 龍沐勛 里仁書局
《詞學今論》 陳弘治 文津出版社
《宋詞》 周篤文 國文天地
《讀詞常識》 陳振寰 國文天地
《宋詞三百首》 汪中 三民書局
《宋南渡詞人》 黃文吉 學生書局
《詞曲史》 王易 廣文書局
《詩詞新論》 陳滿銘 萬卷樓 
《中國詩詞風格研究》 楊成鑒 洪葉文化
《唐宋詞選注》 張夢機 張子良 華正書局
《唐宋詩詞評注》 陳滿銘 文津出版社
《歷代詞選注》 閔宗述 里仁書局
《唐宋詞選》 林明德 時報文化
《詞話十論》 王偉勇 祺齡出版社
《優游詞曲天地》 王熙元 東大圖書
《唐宋詞簡釋》 唐圭璋 木鐸出版社

　　
九、作業要求：
※ 作業A：從古典到現代
※ 作業B：詞之創作
※ 作業C：詞心與我心
※ 作業D：即席創作

十、評分方式：
學習態度【含活動參與、課堂表現】 20%
默詞【含背誦、默寫】 20%
作業【含必交作業、選擇繳交作業】 30%
期末考試【含課堂講授、閱讀心得】 30%
評量【含自我評量、相互評量】 ＋3% ~~ －3%
出席狀況【含請假與否、遲到、早退】 ＋2% ~~ －40%

十一、其他相關規定事項：
【一】、有特殊事情，無法出席，請事先告訴老師。一學期請假以三次為限。曠課第一次扣總成績兩分，曠
課第二次扣總成績四分，曠課第三次扣總成績八分，曠課四次(含)以上則本科目不及格。
【二】、作業請按時繳交。特殊狀況無法準時繳交者，請事先說明原因，若無理由遲交者，分數打折計算。
遲交一週打九折，遲交兩週打八折，遲交三週打七折。作業B.C.D必交，A.E選擇繳交。
【三】、課程前五至十分鐘進行默詞測驗。未及時於十八時五十分前開始進行者，分數打八折計算。
【四】、課程以唐、五代及宋朝之詞為主。進度及主題，若有必要時，將隨進行狀況略為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