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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 
Course Syllabus,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制別（System）： ■日間部（Day School） □進修部（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8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 
（Fall） 

□
第二學期 
（Spring） 

■
全學年 
(Entire Year）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中)詹千慧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Full-time） ■兼任（Part-time）

(英)CHAN,CHIEN-HUI 職級（Rank）：講師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Phone)0912-202654 

(E-mail) 071880@mail.fju.edu.tw 
辦公室
Office 

(Room) 

(Hours)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 
（Chinese）

國文 
學分數 

Credit Units 4 
英文 

(English)
Chinese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社會科學通識    □人文藝術通識    □自然科技通識 
■國文  □歷史與文化  □外國語文-英文  □外國語文-非英文  
□大學入門  □人生哲學  □專業論理  □體育  □軍訓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中英文 □英文 
□其他                

課程網站
Course 
Website 

http://www.elearn.fju.edu.tw/ican
xp/iCANPortal/index.html 

教材上傳本校 iCAN：■是 □否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英文    □中英文   □其他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１‧古典文學的學習：即認識古典文學，掌握古文字詞的使用。古典文學中有

許多熟語、成語，時至今日仍被廣泛使用。因此，學生應具備基本的古典

文學閱讀能力，學習精鍊的詞彙及準確的用語。 
２‧語文能力的培養：古文的用字遣詞、篇章命意及典故的掌握等等，皆為作

文的養分。學習古典文學有助於提高作文能力，並可藉此培養語文創作之

興趣。 
３‧思考方法的訓練：古文篇章中經常蘊含作者對於事理的推敲與判定。是故

學習古典文學，同時也能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４‧生活智慧的增進：古典文學是古人智慧結晶，反映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

藉由古人、古事得到經驗與反省，能使學生了解自我，培養主動探索、研

究的能力，學習以智慧面對生活中的難題。 
５‧生命美感的體驗：精鍊而優美的古文當中，存在著古人對生命的體驗與面

對順逆的生命哲學。接觸古典文學，從眾多作家、作品去理解、感受，對

於一個「人」生命存在的美感，自然有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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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１‧《輔大國文選》，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2007.9。 
２‧教師自編講義（含詩詞吟唱譜） 

 參考書目（Reference）： 
１‧《詩經通釋》，王靜芝著，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民 57.7。 
２‧《楚辭補注》，〔宋〕洪興祖著，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３‧《史記選讀》，李偉泰等選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8.9。 
４‧《唐宋詩舉要》，高步瀛編注，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77。 
５‧《唐宋詞十七講》，葉嘉瑩著，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89.3。 
６‧《唐宋詞鑑賞集成》，唐圭璋等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80.6。 
７‧《（新譯）宋詞三百首》，汪中註譯，臺北：三民書局，民 75.12 五版。 
８‧《現代應用文書》，孫永忠、林于弘、黃宏全、鍾宗憲編撰，臺北：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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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Learning Evaluation）：請說明各評量方法占總成績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期中考 25 期末考 25 隨堂考（小考） 0 
書面報告 
（含小組或個人） 5 課堂參與 0 

(加分用) 心得或作業撰寫 35 

口頭報告 
（含小組或個人）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評 0(包含於

報告部分)
備註：若使用其他評量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 0。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請說明各教學方法占總授課時數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講述 65 影片欣賞 5 討論 1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習 15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 0。 

 核心行為（Core Behaviors）：請說明課程學習預期協助學生獲得下列行為的程度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5 整合與運用資源行為 5 
人際溝通行為 5 應變行為 5 
團隊合作行為 5 規劃行為 5 
創新行為 4 洞察環境（國際化）行為 3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沒有協助此行為，5 分代表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與本校宗旨與辦學目標的符合程度（Degree of Conforming with School 
Mission and School Objectives）： 

宗旨 
（Mission）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真 5 人性尊嚴 5 宗教合作 0 
善 5 人生意義 5 服務人群 5 
美 5 團體意識 5 學術研究 3 
聖 3 文化交流 3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 分代表非常符合，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的程度（Degree of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性別平等 5 品德教育 5 生命教育 5 人權教育 5 

環境保護 0 環境安全 0 智慧財產權 0 法治教育 3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未融入，5 分代表融入程度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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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授課進度（Weekly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第一學期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1 09/14 觀念溝通 
與課程概論 

龍應台：〈在迷宮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的人文素養〉（《百年思

索》，臺北：時報出版社，1999.8）/[作文Ⅰ說明] 

2 09/21 愛情的滋味 追尋伊人：《詩經‧秦風‧蒹葭》、《詩經‧周南‧關雎》、辛棄

疾〈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繳交作文Ⅰ] 

3 09/28 敬師活動日停班停課 

4 10/05 愛情的滋味 相思等待：屈原〈山鬼〉（雲門舞集〈九歌‧山鬼〉欣賞）、溫庭筠〈夢

江南〉（梳洗罷） 

5 10/12 愛情的滋味 

堅定不移：漢樂府〈上邪〉、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枕前發盡

千般願） 
情深緣淺：李商隱〈春雨〉（悵臥新春白祫衣）、周邦彥〈玉樓

春〉（桃溪不作從容住）/[繳交作文Ⅱ] 
6 10/19 愛情的滋味 為情執著：周邦彥〈解連環〉（怨懷無託）/[作文Ⅱ說明] 

7 10/26 離亂與思鄉 故土之思：王粲〈登樓賦〉 

8 11/02 離亂與思鄉 羈旅之情：韋莊〈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五首 

9 11/09 期中考試 

10 11/16 語文與應用 應用文與習作：書信、自傳的撰寫 

11 11/23 語文與應用 應用文與習作：報告、企劃文書的撰寫/[作文Ⅲ說明] 

12 11/30 人生的智慧 生命轉折：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繳交作文Ⅲ]

13 12/07 人生的智慧 生命轉折：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作文Ⅳ說明] 

14 12/14 校慶補假一日 

15 12/21 人生的智慧 生命轉折：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繳交作文Ⅳ] 

16 12/28 人生的智慧 守正不阿：司馬遷《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一） 

17 01/04 人生的智慧 守正不阿：司馬遷《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二） 

18 01/11 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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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1 02/22 觀念溝通 
與課程概論 龍應台：〈幼稚園大學〉（《野火集》，臺北：圓神出版社，1985.12） 

2 03/01 語文與應用 應用文與習作：公文（函）/[作文Ⅰ說明] 

3 03/08 語文與應用 應用文與習作：公文（簽、稿）/[繳交作文Ⅰ] 

4 03/15 聲情的美感 古典詩詞吟唱概說 

5 03/22 婚姻與家庭 恨成怨偶：《詩經‧衛風‧氓》、漢樂府〈白頭吟〉/[預習筆記Ⅰ

說明] 

6 03/29 婚姻與家庭 婆媳問題：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繳交預習筆記Ⅰ] 

7 04/05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日 

8 04/12 婚姻與家庭 婆媳問題：陸游〈釵頭鳳〉（紅酥手）（浙江小百花越劇團〈陸游與

唐琬〉片段欣賞） 

9 04/19 期中考試 

10 04/26 婚姻與家庭 夫妻情深：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納蘭性德〈浣

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 

11 05/03 進退與出處 追尋理想：蘇軾〈方山子傳〉 
狂士悲歌：李白〈將進酒〉 

12 05/10 進退與出處 不為世用：韓愈〈柳子厚墓誌銘〉/[預習筆記Ⅱ說明] 

13 05/17 進退與出處 自用實難：蘇軾〈賈誼論〉/ [繳交預習筆記Ⅱ] 
風雨無懼：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14 05/24 生命的抉擇 及時行樂：〈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 
縱浪大化：陶淵明〈形影神〉/[作文Ⅱ說明] 

15 05/31 生命的抉擇 逍遙無待：莊子〈逍遙遊〉（一） 

16 06/07 生命的抉擇 逍遙無待：莊子〈逍遙遊〉（二） 

17 06/14 聲情的美感 詩詞吟唱期末發表會/[繳交作文Ⅱ] 

18 06/21 學期考試 

 
 
備註：依據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以下課程請務必於 98 學年度起於課程授課進度中納入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 
1. 大學入門：4 小時（兩性交往、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介紹）。 
2. 人生哲學：一學年需含 6-8 小時（社會中的性別關係、角色互動等）。 
3. 專業倫理：2-4 小時（職場中的性別關係與互動倫理）。 
4. 體育：每學期 2 小時（運動中的性別身體接觸、互動關係）。 
為避免課程間討論之性別議題重複，各課程相關參考議題與內容，將於開學前提供，

但請教師於課程規劃時先納入於課程進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