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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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下下下下))))課課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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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中世文學研究日本中世文學研究日本中世文學研究日本中世文學研究：：：：

說話隨筆篇說話隨筆篇說話隨筆篇說話隨筆篇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 G-246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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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碩二日文碩二日文碩二日文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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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日本中世說話說話說話說話、、、、隨筆文學隨筆文學隨筆文學隨筆文學與思想的概念。 

2. 培養獨立閱讀、學習與賞析古典文學作品的能力。 

3. 建立學生對於現代日語語法與古典語法一脈相承的概念與體系。 

4. 提昇獨立思考、研究方法及論文內容掌握的能力。 

5. 培養學生「文字」及「語言」的敏銳度及研究能力。                              

 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 

日本中世文學包含物語（軍記）、隨筆、說話、和歌、謠曲等文類，當中兼具

散文、韻文及戲曲，內容含蓋史實與虛構特質。而在史實與虛構的辯證與對照下，

作品形成所謂的歷史虛構性（物語）與虛構的真實性（說話）關係，從中帶動文本

的張力，並呈現文學反映人生與社會百態的真實特質。 

有鑑於此有鑑於此有鑑於此有鑑於此，，，，100100100100 年度上學期以能夠反映史實與虛構特質的物語及物語中的說話年度上學期以能夠反映史實與虛構特質的物語及物語中的說話年度上學期以能夠反映史實與虛構特質的物語及物語中的說話年度上學期以能夠反映史實與虛構特質的物語及物語中的說話

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為對象，，，，內容著重在內容著重在內容著重在內容著重在「「「「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歷史」」」」論述及論述及論述及論述及《《《《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文本的討論文本的討論文本的討論文本的討論。。。。111100000000 年度下年度下年度下年度下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以呈現中世思想的隨筆及說話為專題以呈現中世思想的隨筆及說話為專題以呈現中世思想的隨筆及說話為專題以呈現中世思想的隨筆及說話為專題，，，，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預定預定預定預定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2012201220122012 年日本大河劇年日本大河劇年日本大河劇年日本大河劇「「「「平平平平

清盛清盛清盛清盛」」」」的演出的演出的演出的演出，，，，先行先行先行先行延延延延續續續續《《《《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中說話性較高的文本探討中說話性較高的文本探討中說話性較高的文本探討中說話性較高的文本探討，，，，接著接著接著接著再再再再藉此跨藉此跨藉此跨藉此跨

越至越至越至越至日本中世較日本中世較日本中世較日本中世較著名著名著名著名的隨筆與說話的隨筆與說話的隨筆與說話的隨筆與說話文學的學習文學的學習文學的學習文學的學習，，，，希望藉希望藉希望藉希望藉由具體的文本分析或由具體的文本分析或由具體的文本分析或由具體的文本分析或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作品背景資料及論文作品背景資料及論文作品背景資料及論文作品背景資料及論文，，，，達成兼顧作品文本鑑賞達成兼顧作品文本鑑賞達成兼顧作品文本鑑賞達成兼顧作品文本鑑賞、、、、背景資料掌握及論文評析能力培背景資料掌握及論文評析能力培背景資料掌握及論文評析能力培背景資料掌握及論文評析能力培

養的學習目標養的學習目標養的學習目標養的學習目標。。。。其中其中其中其中特別著眼於下列幾個主題特別著眼於下列幾個主題特別著眼於下列幾個主題特別著眼於下列幾個主題：：：：    

1.1.1.1. 文類文類文類文類與與與與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2.2.2.2. 文本與互文文本與互文文本與互文文本與互文    

3.3.3.3. 文本與思想文本與思想文本與思想文本與思想    

4.4.4.4.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的跨越的跨越的跨越的跨越與與與與旅行旅行旅行旅行（（（（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比較研究））））    

可能採用的具體文本包括可能採用的具體文本包括可能採用的具體文本包括可能採用的具體文本包括《《《《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今昔物語集今昔物語集今昔物語集》《》《》《》《宇治拾遺物語宇治拾遺物語宇治拾遺物語宇治拾遺物語》《》《》《》《方丈方丈方丈方丈

記記記記》《》《》《》《徒然草徒然草徒然草徒然草》》》》等等等等，，，，《《《《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平家物語》》》》部分特別部分特別部分特別部分特別著眼於人物相關說話與比較文學面向的著眼於人物相關說話與比較文學面向的著眼於人物相關說話與比較文學面向的著眼於人物相關說話與比較文學面向的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然而，實際實際實際實際的課程的課程的課程的課程內容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內容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內容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內容將於第一週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進度亦將視實進度亦將視實進度亦將視實進度亦將視實

際修課同學的古文能力調整際修課同學的古文能力調整際修課同學的古文能力調整際修課同學的古文能力調整。古文為校外不易習得的課程內容，為提供日本語文

專業同學學習機會，本課程將以同學既有的現代語法概念，配合文本，適度導入古

文的基礎閱讀方法，未曾修習古文者亦可放心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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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1. 採用文本以現代文與古文對照的小學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為主，「新編日本新編日本新編日本新編日本

古典文學全集古典文學全集古典文學全集古典文學全集」為輔。 

2. 依個人研究方向及文本內容選取的研究「論文」 

3. 參考教材參考教材參考教材參考教材：：：：《最新国語便覧》(浜島書店)與《例解古語字典》(小學館) 

4. 參考文本參考文本參考文本參考文本：：：： 
� 市古貞次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平家物語》（一）（二）。東京：小学

館，1973/1975。    

� 周啟明、申非譯《平家物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 馬淵和夫 国東文麿 今野達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1〜24 巻《今昔物

語集》（一〜四）。東京：小学館，1971、1972、1974、1976。    

� 小林智昭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8 巻《宇治拾遺物語》。東京：小学

館，1973。    

� 神田秀夫 永積安明 安良岡康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7 巻《方丈記  

徒然草  正法眼蔵随聞記  歎異抄》。東京：小学館，1971/8。    

5. 5. 5. 5.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 久保田淳編《徒然草必携》。東京：學燈社，1981。 

�  《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説話とはなにか》。東京：至文堂，1981。 

� 三木紀人編《今昔物語集宇治拾遺物語必携》。東京：學燈社，1990。 

� 浅見和彦〔ほか〕編。《編年 中世の文学》。東京：新典社，1990。 

� 尾原正昭編《平家物語必携》。東京：學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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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參與提問） 

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 
 
 

� 平時成績 60％（課堂發表 25％、討論與主動表現度 25％、自評與同儕評 10％） 

� 期末報告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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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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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盡事宜之處，以學校規定及實際課堂說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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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如如欲欲欲欲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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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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以日語進行，配合日語文本與發表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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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專題了解日本古代語言、思想及社會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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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等方式，協助

學生能夠培養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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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古今語言、文化、社會思想對比、時事導

入及中日比較研究。) 

� 碩士班請續填： 

   �日本文學專業研究能力(說明：「文學」專題研究為主，語言與文化思想為輔。) 

�日本語學專業研究能力(說明：現代日語與古文對比。) 

�日本文化專業研究能力(說明：「文學」專題中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與思想) 

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    
� 歷史與文化（說明：古今文本與論文解讀。） 

� 外國語文與文學（說明：文本與論文解讀。） 

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    

� 閱讀理解（說明：自主閱讀及研究文本內容） 

� 積極傾聽（說明：對話、討論與發表） 

� 文字表達（說明：期中發表與期末報告） 

� 口語表達（說明：期中發表與內容評析） 

� 批判思考（說明：課堂專題討論、文本分析與發表內容評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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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工與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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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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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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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發表觀點及討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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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ndex1.htm）））） 

� 其他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規規規定定定定並不得非並不得非並不得非並不得非法法法法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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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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22217171717    現代文化與古典（話說「2012年日本大河劇：平清盛」）  

第第第第 02020202 週週週週    0000222224242424    說話與隨筆文學導論  

第第第第 03030303 週週週週    0000333300002222    物語中的說話 1  

第第第第 04040404 週週週週    0000333300009999    物語中的說話 2  

第第第第 05050505 週週週週    0000333316161616    物語中的說話 3  

第第第第 00006666 週週週週    0000333323232323    延伸或文本（一）  

第第第第 07070707 週週週週    0000333330303030    中世說話鑑賞與研究 1  

第第第第 08080808 週週週週    0000444400006666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放假放假放假放假】】】】  

第第第第 09090909 週週週週    0000444413131313    中世說話鑑賞與研究 2    【【【【期中期中期中期中考考考考週週週週】】】】 

第第第第 10101010 週週週週    0000444420202020    中世說話鑑賞與研究 3  

第第第第 11111111 週週週週    0000444427272727    中世說話鑑賞與研究 4  

第第第第 12121212 週週週週    0000555500004444    延伸或文本（二）  

第第第第 13131313 週週週週    0000555511111111    中世隨筆鑑賞與研究 1  

第第第第 14141414 週週週週    00005/185/185/185/18    中世隨筆鑑賞與研究 2  

第第第第 15151515 週週週週    0000555525252525    中世隨筆鑑賞與研究 3  

第第第第 16161616 週週週週    0000666600001111    中世隨筆鑑賞與研究 4  

第第第第 17171717 週週週週    0000666600008888    中世隨筆鑑賞與研究 5  

第第第第 18181818 週週週週    0000666611115555    延伸或文本（三）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週週週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