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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國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李添富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學期
Semester 2

教學目標:
本課程為中國文學系大學一年級同學必修基礎課程，目的在培養學生閱讀的基本能力。這門課將讓同學自己
從事文章的閱讀與詮釋鑑賞的工作，期能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並為日後各進階課程奠定基礎。

課程範圍:
上學期以輔仁大學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之《輔仁大學國文選》為指定教材，進行中國文學發展歷程與中華文
化的認識與理解，從而參酌課外讀物的補充。下學期則以姚鼐編纂之《古文辭類纂評註》（華正書局版）更
進一步古文培養閱讀與賞析的能力，並從而鍛鍊書寫淺近文言文之工夫力。

授課方式:
同學須依課程單元需要進行預習的工作，課堂將著重於討論與心得的發表。

課程進度及綱要:
本課程分上下學期，將進行如下主題--人生進退的抉擇，古典情詩的介紹，先秦思想的融貫，為學的基本態
度與精神，寓言作品的欣賞，說服技巧的鍛鍊，應用文學的習作，古典作品鐘的生命理解。

參考書籍: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之《輔仁大學國文選》。
華正書局出版，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評註》。

評分方式:
1.平時成績(含平時課堂表現，出席情況與作業與作文，評點報告等)40%
2.期中考30%，期末考30%
3.作業與報告請勿抄襲，如有資料來源請說明，否則將以零分計算。

附註說明：
為達致寫作練習效果，每學期至少作文四至六篇。

預計進行課程如下：
上學期（輔仁大學國文選╱課程篇章）
╱歷史文學：鄭伯克段于鄢，垓下之圍
╱議論文學：賈誼論，駁父讎議，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情性文學：詩經選，楚辭選，古體詩選，近體詩選
╱文體發展：哀江南賦序，昭明文選序
╱文化傳承：學記，性惡篇，說文解字序，與孫季逑書
╱人生哲思：超然臺記，送李愿歸盤谷序，袁家渴記
╱民間文學：神話選，志怪小說選

下學期（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評註）
說明：加＊者為講授討論部份，其餘為指定同學自行閱讀部份。
卷一　辯論類一
1. 賈生　過秦論上 ＊
2. 賈生　過秦論中 ＊
3. 賈生　過秦論下 ＊
4. 太史公談　論六家要指 ＊
卷二　辯論類二
5. 韓退之　原道 ＊
6. 韓退之　原性 
7. 韓退之　原毀 
8. 韓退之　諱辯 ＊
9. 韓退之　對禹問 
10. 韓退之　獲麟解 ＊
11. 韓退之　改葬服議 
12. 韓退之　師說 ＊
13. 韓退之　爭臣論 
14. 韓退之　守戒 
15. 韓退之　雜說一 ＊
16. 韓退之　雜說四 ＊
17. 韓退之　伯夷頌 ＊
18. 柳子厚　封建論 ＊
19. 柳子厚　桐葉封弟辯 ＊
20. 柳子厚　晉文公問守原議 
21. 李習之　復性書下 ＊
卷三　辯論類三
22. 歐陽永叔　本論中 ＊
23. 歐陽永叔　朋黨論 ＊
24. 歐陽永叔　為君難論上 
25. 歐陽永叔　為君難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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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曾子固　唐論 
27. 蘇明允　易論 
28. 蘇明允　樂論 
29. 蘇明允　詩論 
30. 蘇明允　書論 
31. 蘇明允　明論 
32. 蘇明允　諫論上 
33. 蘇明允　諫論下 
34. 蘇明允　管仲論 ＊
35. 蘇明允　權書六 孫武 
36. 蘇明允　權書八 六國 
37. 蘇明允　權書九 高帝 
38. 蘇明允　權書十 項籍 ＊
39. 蘇明允　衡論二 御將 
40. 蘇明允　衡論七 申法 
41. 蘇明允　衡論十 田制 
卷四　辯論類四
42. 蘇子瞻　志林 平王 
43. 蘇子瞻　志林 魯隱公 
44. 蘇子瞻　志林 范蠡 
45. 蘇子瞻　志林 戰國任俠 ＊
46. 蘇子瞻　志林 始皇扶蘇 ＊
47. 蘇子瞻　志林 范增 ＊
48. 蘇子瞻　伊尹論 ＊
49. 蘇子瞻　荀卿論 ＊
50. 蘇子瞻　韓非論 ＊
51. 蘇子瞻　始皇論 ＊
52. 蘇子瞻　留侯論 ＊
53. 蘇子瞻　賈誼論 ＊
54. 蘇子瞻　?錯論 ＊
55. 蘇子瞻　大臣論上 
56. 蘇子瞻　大臣論下 
卷五　辯論類五
57. 蘇子由　商論 
58. 蘇子由　六國論 ＊
59. 蘇子由　三國論 
60. 蘇子由　漢文帝論 ＊
61. 蘇子由　唐論 
62. 王介甫　原過 
63. 王介甫　復?解 ＊
64. 劉才甫　息爭 
卷六　序跋類一
65. 司馬子長　十二諸侯年表序 
66. 司馬子長　六國表序 
67. 司馬子長　秦楚之際月表序 
68. 司馬子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69. 司馬子長　高祖功臣年表序 
70. 司馬子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71. 劉子政　戰國策序 ＊
72. 班孟堅　記秦始皇本紀後 ＊
73. 班孟堅　漢諸侯王表序 
卷七　序跋類二
74. 韓退之　讀禮儀 
75. 韓退之　讀荀子 
76. 韓退之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77. 韓退之　荊潭唱和詩序 
78. 韓退之　上巳日燕大學聽談琴詩序 
79. 韓退之　張中丞傳後敘 
80. 柳子厚　論語辨二首 ＊
81. 柳子厚　辨列子 
82. 柳子厚　辨文子 
83. 柳子厚　辨鬼穀子 
84. 柳子厚　辨晏子春秋 
85. 柳子厚　辨鶡冠子 
86. 柳子厚　愚溪詩序 ＊
卷八　序跋類三
87. 歐陽永叔　唐書藝文志序 
88. 歐陽永叔　五代史職方考序 
89. 歐陽永叔　五代史一行傳敘 ＊
90. 歐陽永叔　五代史宦者傳論 ＊
91. 歐陽永叔　五代史伶官傳敘 ＊
92. 歐陽永叔　集古錄自序 
93. 歐陽永叔　蘇氏文集序 
94. 歐陽永叔　江鄰幾文集序 
95. 歐陽永叔　釋惟儼文集序 
96. 歐陽永叔　釋秘演詩集序 
卷九　序跋類四
97. 曾子固　戰國策目錄序 ＊
98. 曾子固　新序目錄序 
99. 曾子固　列女傳目錄序 
100. 曾子固　徐幹中論目錄序 
101. 曾子固　範貫之奏議集序 
102. 曾子固　先大夫集後序 
103. 曾子固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104. 曾子固　書魏鄭公傳後 



卷十　序跋類五
105. 蘇明允　族譜引 
106. 蘇明允　族譜後錄 
107. 蘇子由　元祐會計錄序 
108. 蘇子由　民賦錄序 
109. 王介甫　周禮義序 
110. 王介甫　書義序 
111. 王介甫　詩義序 
112. 王介甫　讀孔子世家 
113. 王介甫　讀孟嘗君傳 ＊
114. 王介甫　讀刺客傳 ＊
115. 王介甫　書李文公集後 
116. 王介甫　靈谷詩序 
117. 歸熙甫　汊口志序 
118. 歸熙甫　題張幼於?文太史捲 
119. 方靈皋　書孝婦魏氏詩後 
120. 劉才甫　海舶三集序 
121. 劉才甫　倪司城詩集序 
卷十一　奏議類上編一
122. 楚莫敖子華　對威王 
123. 張儀司馬錯　議伐蜀 
124. 蘇子　說齊閔王 
125. 虞卿　議割六城與秦 
126. 中旗　說秦昭王 
127. 信陵君　諫與秦攻韓 
128. 李斯　諫逐客書 ＊
129. 李斯　論督責書 ＊
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二
130. 賈山　至言 
131. 賈生　陳政事疏 ＊
132. 賈生　論積貯疏 ＊
133. 賈生　請封建子弟疏 
134. 賈生　諫封淮南四子疏 
135. 賈生　諫放民私鑄疏 
卷十三　奏議類上編三
136. ?錯　言兵事書 
137. ?錯　論守邊塞書 
138. ?錯　論募民徙塞下書 
139. ?錯　論貴粟疏 ＊
140. 司馬長卿　諫獵書 ＊
141. 淮南王　諫伐閩越書 
142. 主父偃　諫伐匈奴抒 
143. 吾邱子贛　禁民挾弓弩對 
144. 東方曼倩　諫除上林苑 
145. 東方曼倩　化民有道對 
卷十四　奏議類上編四
146. 路長君　尚德緩刑書 
147. 張子高　言霍氏封事 
148. 魏弱翁　諫伐匈奴書 
149. 趙翁孫　陳兵利害書 
150. 趙翁孫　上屯田奏一 
151. 趙翁孫　上屯田奏二 
152. 趙翁孫　上屯田奏三 
153. 蕭長倩　駁入粟贖罪議 
154. 賈君房　罷珠崖對 
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155. 劉子政　條災異封事 
156. 劉子政　論甘延壽等疏 
157. 劉子政　論起昌陵疏 
158. 劉子政　極諫外家封事 
159. 劉子政　復上星孛等奏 
160. 匡稚圭　上政治得失疏 
161. 匡稚圭　論治性正家疏 
162. 匡稚圭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163. 侯應　　罷邊備議 
164. 穀子雲　訟陳湯疏 
165. 耿育　　訟甘陳疏 
166. 賈讓　　治河議 
167. 揚子雲　諫不受單於朝書 ＊
168. 劉子駿王舜　毀廟議 
169. 諸葛孔明出師表 ＊
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170. 韓退之　論佛骨表 ＊
171. 韓退之　褅袷議 
172. 韓退之　復?議 ＊
173. 韓退之　潮州刺史謝上表 ＊
174. 柳子厚　駁復?議 ＊
卷十七　奏議類上編七
175. 歐陽永叔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176. 曾子固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卷十八　奏議類上編八
177. 蘇子瞻　上皇帝書 
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178. 蘇子瞻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179. 蘇子瞻　徐州上皇帝書 



180. 蘇子瞻　圜丘合祭六議?子 
卷二十　奏議類上編十
181. 王介甫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182. 王介甫　本朝百年無事?子 
183. 王介甫　進戒疏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184. 董仲舒　賢良策對一 ＊
185. 董仲舒　賢良策對二 ＊
186. 董仲舒　賢良策對三 ＊
卷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二
187. 蘇子瞻　對制科策 
188. 蘇子瞻　策略一 自斷 
189. 蘇子瞻　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190. 蘇子瞻　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191. 蘇子瞻　決壅塞 課百官之三 
192. 蘇子瞻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193. 蘇子瞻　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194. 蘇子瞻　蓄材用 訓軍旅之一 
195. 蘇子瞻　練軍費 訓軍旅之二 
196. 蘇子瞻　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197. 蘇子瞻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卷二十三　奏議類下編三
198. 蘇子瞻　策斷中 
199. 蘇子瞻　策斷下 
200. 蘇子由　君術策五 審勢 
201. 蘇子由　臣事策一 用重臣 
202. 蘇子由　民政策一 尊三老 
203. 蘇子由　民政策二 舉孝廉 
卷二十四　書說類一
204. 趙良　　說商君 
205. 陳軫　　為齊說昭陽 
206. 陳軫　　說楚王無絕齊交（附錄吳刻全文） 
207. 陳軫　　說齊合三晉 
208. 蘇季子　說燕文侯 
209. 蘇季子　說趙肅侯 
210. 蘇季子　說韓昭和 
211. 蘇季子　說魏襄王 
212. 蘇季子　說齊宣王 
213. 蘇季子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附錄吳刻全文） 
214. 蘇代　　止孟嘗君入秦 
215. 蘇代　　說齊不為帝 
216. 蘇代　　遺燕昭王書 
217. 蘇代　　約燕昭王書 
218. 蘇厲　　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219. 蘇厲　　為周說白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