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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00100100100----2222 學年度課學年度課學年度課學年度課程綱要程綱要程綱要程綱要（（（（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日本古典文學日本古典文學日本古典文學日本古典文學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 D-2414-01238-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楊錦昌楊錦昌楊錦昌楊錦昌 

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 日文四日文四日文四日文四    選別選別選別選別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                人人人人    

□□□□        無無無無    
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 

□□□□上上上上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下下下下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1. 建立學生對現代與古典一脈相承的語法體系與概念。 

2.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古典文學的能力。 

3. 提昇學生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與賞析能力。 

4. 提昇對「文字」及「語言」的敏銳度。 

5. 激發學生創意，培養團隊精神與獨立思考能力。 

6. 建立學生對台日語言社會文化（跨文化溝通）的瞭解。 

7. 奠定處理日據時代文獻資料能力及創造就業機會。 

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 

一一一一  本課程以本課程以本課程以本課程以「「「「古典與現代古典與現代古典與現代古典與現代」」」」，，，，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文學及語法文學及語法文學及語法文學及語法」」」」並進學習為主並進學習為主並進學習為主並進學習為主。。。。從中探討從中探討從中探討從中探討「「「「日日日日

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以及文本以及文本以及文本以及文本了解現代日語了解現代日語了解現代日語了解現代日語、、、、文學文學文學文學、、、、文化及思想根源文化及思想根源文化及思想根源文化及思想根源。。。。

例如，助詞助詞助詞助詞はははは（（（（wawawawa）、）、）、）、へへへへ（（（（eeee））））的的的的讀音讀音讀音讀音，，，，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日本現代文化中的動漫日本現代文化中的動漫日本現代文化中的動漫日本現代文化中的動漫（（（（初音初音初音初音ミミミミ

クククク））））與古典與古典與古典與古典及及及及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 【初音ミク：http://miku.sega.jp/ 】 

二二二二  本課程預定從本課程預定從本課程預定從本課程預定從「「「「現代現代現代現代」」」」出出出出發發發發，，，，對照對照對照對照「「「「古典古典古典古典」，」，」，」，整合日文系專業必備的整合日文系專業必備的整合日文系專業必備的整合日文系專業必備的「「「「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與與與與「「「「文學文學文學文學」」」」體系體系體系體系，，，，提供學生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及回歸台灣本土研究可能提供學生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及回歸台灣本土研究可能提供學生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及回歸台灣本土研究可能提供學生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及回歸台灣本土研究可能，，，，並並並並

且希望從課程的進行與作品解讀中共同思考且希望從課程的進行與作品解讀中共同思考且希望從課程的進行與作品解讀中共同思考且希望從課程的進行與作品解讀中共同思考「「「「古典的現代性古典的現代性古典的現代性古典的現代性」「」「」「」「語言的虛構語言的虛構語言的虛構語言的虛構

性性性性」「」「」「」「實用的不確定性實用的不確定性實用的不確定性實用的不確定性」」」」與與與與「「「「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與生活語言與生活語言與生活」」」」等文化議題等文化議題等文化議題等文化議題。。。。 

三三三三  課程題材與概要課程題材與概要課程題材與概要課程題材與概要 

1.1.1.1. 現代日語的疑惑與釋意現代日語的疑惑與釋意現代日語的疑惑與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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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漢文訓讀與中日成語解析漢文訓讀與中日成語解析漢文訓讀與中日成語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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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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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物語物語物語物語、、、、日記日記日記日記、、、、隨筆隨筆隨筆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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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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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戲曲戲曲戲曲戲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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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小町）

http://cubeaki.dip.jp/youkyoku/kayoikomati/index.html 

6.6.6.6. 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故事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故事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故事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故事：：：：如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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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輔仁一首輔仁一首輔仁一首輔仁一首》》》》日本和歌創作暨日本和歌創作暨日本和歌創作暨日本和歌創作暨「「「「源平歌合源平歌合源平歌合源平歌合」」」」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實際上課內容及進度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實際上課內容及進度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實際上課內容及進度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實際上課內容及進度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1. 主教材主教材主教材主教材：：：：浜島書店浜島書店浜島書店浜島書店《《《《最新国最新国最新国最新国語便覧語便覧語便覧語便覧》》》》((((必備教材必備教材必備教材必備教材，，，，可至助教室參閱可至助教室參閱可至助教室參閱可至助教室參閱，，，，或上或上或上或上

http://www.hamajima.co.jp/http://www.hamajima.co.jp/http://www.hamajima.co.jp/http://www.hamajima.co.jp/    網頁參考網頁參考網頁參考網頁參考。。。。)))) 

2. 副教材副教材副教材副教材：：：：影音資料等多媒體材料影音資料等多媒體材料影音資料等多媒體材料影音資料等多媒體材料、、、、小學館現代文對照作品小學館現代文對照作品小學館現代文對照作品小學館現代文對照作品及及及及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 

3. 工具書工具書工具書工具書：：：：小學館小學館小學館小學館《《《《例解古語辭典例解古語辭典例解古語辭典例解古語辭典》》》》或或或或《《《《全文全譯古語辭典全文全譯古語辭典全文全譯古語辭典全文全譯古語辭典》》》》(非必備非必備非必備非必備，，，，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

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小學館網站小學館網站小學館網站小學館網站 http://www.shogakukan.co.jp/http://www.shogakukan.co.jp/http://www.shogakukan.co.jp/http://www.shogakukan.co.jp/    )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 講授 Lecture 

� 個案教學 Case Study 

� 電子教學 e-Learning 

� 體驗教學 Project Adventure 

� 角色扮演實境教學 Role Playing 

� 競賽遊戲 Simulation Game 

� 電影教學 Theater Learning 

� 競賽讀書會 Study Group 

� 產業實習 Internship 

� 專題實作 Seminar on Field Research 

�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 自主學習 Independent Study 

� 對話教學 Dialogue Teaching 

�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 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 

� 專家演講 Expert Lecture 

� 企業參訪 Enterprise visit 

� 其他Others                 

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 

� 期中成績 30％（筆試、發表或報告） 

� 期末成績 30％（筆試、發表或報告）   

� 平時成績 40％（課堂發表及主動表現度 20％、隨堂考 15％、自評與同儕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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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一次者，

82分以下等級，二次者，75分以下等級，三次者，65分以下等級，四次

者，55分以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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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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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如欲修習請勿缺席如欲修習請勿缺席如欲修習請勿缺席如欲修習請勿缺席。。。。 

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

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 

� 聽說讀寫譯五技能聽說讀寫譯五技能聽說讀寫譯五技能聽說讀寫譯五技能：� 聽、 � 說、 � 讀、 � 寫、 � 譯                         

(說明：課堂以中日文進行，配合日語文本與發表進行，中日或古今文本互譯。) 

� 宏觀的日本學視野宏觀的日本學視野宏觀的日本學視野宏觀的日本學視野 (說明：從文本了解現代日語及文化、思想根源與文學史) 

� 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誠信,謙卑,合作,服務,勇氣,卓越） 

（說明：以身體力行及融滲式方式，結合對話教學、學生自主學習、專題發表及

和歌創作發表等方式，協助學生培養出能夠符合全人精神之學習態度。）    

� 國際觀國際觀國際觀國際觀((((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 ) ) ) (說明：從「日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探討，以及文本

了解現代日語、文學、文化及思想根源。例如，日本古典與日本現代文化中的日本古典與日本現代文化中的日本古典與日本現代文化中的日本古典與日本現代文化中的

動漫動漫動漫動漫（（（（初音初音初音初音ミクミクミクミク））））關連關連關連關連，，，，其與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其與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其與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其與台灣或世界文化的關連。文本中古今語言、文化、

社會思想對比或時事導入。) 

� 碩士班請續填： 

   �日本文學專業研究能力(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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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學專業研究能力(說明：                    ) 

�日本文化專業研究能力(說明：                    ) 

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    

� 歷史與文化（說明：古今文本解讀與日本現代文化的古典表象探討，以及從文

學史掌握歷史背景、社會文化與思想概要。） 

� 外國語文與文學（說明：文本解讀、現代日語與古文對比。） 

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    

� 閱讀理解（說明：閱讀古今中日文本） 

� 積極傾聽（說明：對話、討論與發表） 

� 文字表達（說明：專題發表與翻譯） 

� 口語表達（說明：發表與評析） 

� 批判思考（說明：自評同儕評、課堂討論、文本分析與發表評析） 

� 主動學習（說明：預習及複習、課堂主動參與度、課室外問題導向學習） 

� 合    作（說明：課堂投入度、課堂指定作業達成度、個人或小組作業） 

� 協    調（說明：小組分工、互助與職掌擔任） 

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

力指標力指標力指標力指標    

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 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 

�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自主學習等） 

� 人際溝通行為（師生與同儕間互動） 

� 團隊合作行為 

� 創新行為（發表、討論、評析與創作） 

� 自我管理行為（出缺、時間管理起） 

� 洞察環境變動(國際視野)行為 

� 整合與善用資源行為 

� 其他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e 化化化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輔大課程平台 I-CAN 

� 個人網頁（（（（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lassic/index1.htm）））） 

� 其他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 為讓古典活起來，課程會配合歌曲及影音資料進行。 

2.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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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進度授課進度授課進度授課進度    

週週週週    次次次次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 備備備備    考考考考    

第第第第 01010101 週週週週    0214021402140214    ガイダンス  

第第第第 02020202 週週週週    0221022102210221    日本三大歌集：万葉集、古今集  

第第第第 03030303 週週週週    022802280228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  

第第第第 04040404 週週週週    0306030603060306    日本三大歌集：新古今集、俳句 小考 

第第第第 05050505 週週週週    0313031303130313    【彈性調整】  

第第第第 06060606 週週週週    0320032003200320    隨筆（徒然草）  

第第第第 07070707 週週週週    0327032703270327    隨筆（方丈記） 小考 

第第第第 08080808 週週週週    0403040304030403    【【【【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  

第第第第 09090909 週週週週    0410041004100410    【【【【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輔仁一首輔仁一首輔仁一首輔仁一首》》》》日本和歌創作日本和歌創作日本和歌創作日本和歌創作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調整上課調整上課調整上課調整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第第第第 10101010 週週週週    0417041704170417    能劇（謠曲）Ⅰ  

第第第第 11111111 週週週週    0424042404240424    能劇（謠曲）Ⅱ 小考 

第第第第 12121212 週週週週    0501050105010501    進度調整進度調整進度調整進度調整【【【【綜綜綜綜合發表合發表合發表合發表】】】】  

第第第第 13131313 週週週週    0508050805080508    漢文訓読Ⅰ  

第第第第 14141414 週週週週    0515051505150515    漢文訓読Ⅱ    小考 

第第第第 15151515 週週週週    0522052205220522    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比較研究     

第第第第 16161616 週週週週    0520520520529999    【【【【綜綜綜綜合發表合發表合發表合發表】】】】【【【【畢畢畢畢業業業業考考考考】】】】     

第第第第 17171717 週週週週    0605060506050605      

第第第第 18181818 週週週週    06120612061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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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一一一一））））修課同學心得修課同學心得修課同學心得修課同學心得    

1. 「我想最大的收穫就是接觸到平時不會看的文學作品，學習語文除了文法外文化的學

習也很重要，透過作品的欣賞，文學史的介紹，讓我在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文

学作品、文法、作品の鑑賞、文学史など）」（匿名） 

2. ①和歌比賽很有趣!覺得收穫很多（匿名） 

②在做和歌的時候，我集中心力嘗試要向大家表達我喜愛的事物，先一再的去確認古

典文法的部份，不知不覺就陷入了和歌的魅力當中了」（四甲 RBK-495242360） 

3. 「古典（中略），學了之後感覺更了解日文，也看懂許多以前不懂的文法，覺得很有用」 

4. 「古典」一詞可能會給人一種沉重和枯燥的感覺，但是實際走進古典文學的世界後才

發現原來「古典」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5. 學到了我們應該要用更開闊的心胸來看待事物,而不是單以一個角度來思考,否則我們

的視野就太過狹隘了! 

 

（（（（二二二二））））問卷問卷問卷問卷調調調調查結果查結果查結果查結果    

習得後の実生活の中での古典体験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な結果が出た。 

古語と接したメディア等古語と接したメディア等古語と接したメディア等古語と接したメディア等    ％％％％    順位順位順位順位    

1.故事成語 44.4％ 3 

2.MSN の中のハンドルネーム（古文で綽名を付ける） 11.1％ 6 

3.言語学（他の講座内容との関わり）の課題文章 33.3％ 4 

4.大河ドラマ 61.1％ 2 

5.同人誌漫画・小説同人誌漫画・小説同人誌漫画・小説同人誌漫画・小説 44.4％ 3 

6.アニメーションアニメーションアニメーションアニメーション（『ちびまるこちゃん』のおじいちゃんの俳句）（『ちびまるこちゃん』のおじいちゃんの俳句）（『ちびまるこちゃん』のおじいちゃんの俳句）（『ちびまるこちゃん』のおじいちゃんの俳句） 61.1％ 2 

7.テレビ（地名や古語） 72.2％ 1 

8.日本語能力一級試験 44.4％ 3 

9.テレビゲーム 16.7％ 5 

10.歌舞伎のウェブサイト 11.1％ 6 

11.時代劇 44.4％ 3 

12.其他（古い本 1、歌詞 2） 16.7％ 5 

 

※※※※確認事項：確認事項：確認事項：確認事項：    

1.  你知道古文使用範圍及層面不限於書面，包括現代口語表現及動漫？  

1. 你知道古文在台灣有其必要性及實用性嗎？ 

2. 要不要透過古文瞭解一百多年的近現代文化，以及掌握一千多年的日本文化？ 

3. 《日本古典文學》為校外不易習得課程，希望同學能夠藉此為四年日本語文學習的「完整完整完整完整

性性性性」紮根，避免日後因不瞭解產生「缺憾」。 

4. 期待修課同學能夠於古文基礎奠定後，依個人興趣跨越到國內不同領域的研究所，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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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研究提供心力。 

5. 欲知日本古典文學在台灣社會存在的情況，可以先用「日本古典文學、平家物語、陰陽師

或敦盛」等關鍵字搜尋看看。 

6. 建議有意從事翻譯等工作或跨領域學習者修習。 

7. 請確定以下內容是否瞭解【なし、あり、よしあし、す（すべき）】 

� 為何助詞「は」與「へ」讀成WA 與 E？ 

� 為何日語用「イロハ」表示數字「123」？ 

� 「急がばばばば回れ」（欲速則不達），為何不是「急げばばばば」？ 

� 為何敬語「お出でになる」唸成「おいでいでいでいでになる」？ 

� 日本名著『風立ちぬ』、『在りし日の歌』、『道ありき』的中譯為何？ 

� 出現在 2008 年的電影海角七號的「「「「野玫瑰野玫瑰野玫瑰野玫瑰（（（（野野野野ばらばらばらばら）」）」）」）」歌曲內容，都能掌握嗎？ 

（一）童は見たり 野中のばら     清らに咲ける その色愛でつ 

あかずながむ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二）手折りて行かん 野中のばら  手折れば手折れ 思い出ぐさに  

君を刺さん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三）童は折りぬ 野中のばら     手折りてあわれ 清らの色香 

永遠にあせぬ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8. 学生から聞かれた文語（漫画、作文、イーメール＝さもなくば（然もなくば）➥「そう

でないと」の意味、同「然もないと」）（訳研所の例、翻訳者の真心と感想） 

9. 慣用語との結び付き 

� 船頭多くして船山に登る＝人多跌事 

� 笛吹けど踊らず（いかに手を尽くしても人が応じないこと＝曲高和寡） 

� 情けは人の為ならず（人に情けをかけておけば、いつかは自分のためになるということ。

＝自食其利） 

10. 日本の地名【生田（神社・川）】（日本旅行の楽しみ） 

11. 2009年與 2010年，來自輕小說譯者與非日文系人士（自學日語的中醫師）的求救訊息，

日文系同學都看懂嗎？ 

（一）2009年 8月のメッセージ 

天空（そら）のいましめ解き放たれし 

凍れる黒き虚無の刃よ 

我が力 我が身となりて 

共に滅びの道を歩まん 

神々の魂すらも打ち砕き 

                    

（二）漢方医のテキス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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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了半學期的課下來，我覺得這堂課的內容是非常實用而且都是我們應該深入去了解的，我甚

至覺得這堂課應該移到三年級的必修課程，尤其是對要去日本交換留學的學生來說，真的應該

先上過這堂課在出國的。比如說我之前在日本有修了一堂近世文學的課，因為對象是有基本文

學概念的日本學生，所以老師理所當然的認為大家對近世文學都具備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以前

在台灣我們根本沒有接受過這樣的教育，所以當時在日本唸書的我其實常常對上課內容都是一

知半解，很多東西對我來說都只是一個名詞，它背後所代表的演變過程及歷史我完全不了解。

回來台灣從上代開始上起，我才終於對日本文學史的整體發展有個初步的概念。 

 

2. 

因為修讀這門課，讓自己更了解日本文化。在語法與閱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步，謝謝老師。 

 

3. 

能夠學習到古典的文法對將來自己再看近現代或是古典的文章會很有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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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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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9999 年年年年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發表會海海海海報報報報與作與作與作與作品品品品    

海海海海報報報報    

 

創作和歌創作和歌創作和歌創作和歌節錄節錄節錄節錄（（（（二二二二首首首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