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簡易查詢　|　進階查詢　｜　回學校首頁　

重新查詢  友善列印

0991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生科系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20U00007 / A

學分數學分數 2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文學賞析(含習作)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with practice)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彭心怡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上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60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59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L010 / 星期4第07節 
第1週 / 第18週 / L010 / 星期4第08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知識：使學生能夠正確地掌握現代漢語的知識，以及能夠以西方語言學的概念與原則來表達漢語的
內容。 態度：近年來，伴隨著外國人學習華語的風氣日盛，華語教學在現今國內外的中文學校都
相當流行，所以本課程在教授漢語的語言學概論時，會使用部分的英文專有名詞，修習此課程的同
學應以未來能夠教授華語為目標，對英文語言學中的專有名詞不應有懼怕的心理。 技能：能夠以
本課程所習得的語言學知識去掌握西方語言在語音、語法、語義上的特點。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一般性國學知識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日期 課程活動 講　授　章　節 補充講義及作業 主題舉例 9/15 課程簡介與作業規定、 樂府詩一 〈
東門行〉 同時期社會詩：〈戰城南〉 短片：【一盤炸雞】（對比手法） 社會底層的生活 9/22 （
中秋節） 樂府詩二 〈上邪〉 同時期愛情詩：〈有所思〉、〈上山採蘼蕪〉 講義：【陶晶瑩的一
封信】、【誰說愛情不用錢？】 「非浪漫的」愛情 9/29 古詩與杜甫生平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古詩比較：〈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杜甫、李白詩風比較 10/6 近體詩一：絕句 〈送元二使
安西〉、〈離臺詩〉、〈放魚〉 補充教材：【護生畫集】（配合〈放魚〉一詩） 10/13 近體詩二
：律詩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補充講義：【為四郎哭泣吧！】（摘錄自龍應台演講稿）、補充
戲曲：【兒行千里母擔憂】 離別 10/20 近體詩二：律詩，詞選 〈無題〉、〈雨霖鈴〉、〈摸
魚兒〉 補充講義：【告白情書】 愛情詩 10/27 活動：人間四月天—來寫詩吧！ 散曲：〈山坡羊〉
現代詩的書寫 學習單：【短詩書寫】 11/3 電影欣賞：美麗人生（暫訂） 11/10 期中考 11/17 短詩
書寫成果展示、古代散文一 〈史記游俠列傳〉 俠士的崛起 11/24 12/1 古代散文二 〈枕中記〉 補
充ppt：南柯太守傳、紅樓夢、愛麗絲、美麗佳人歐蘭朵 夢與文學、藝術 12/8 12/15 古代散文三 〈
記先夫人電影不殘鳥雀〉 補充ppt：〈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補充講義：【放大你的格局，人一
輩子要有一次壯遊】 兒時與青年人格的養成 12/22 古代散文四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
弟墨〉 12/29 古代散文五 〈奕喻〉 活動：看見自己與他人 1/5 1/12 期末考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課堂講授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 指定教材：《文學與生活》（亞洲大學國文科教材編輯小組編著）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1900/1/1

日期 課程活動 講　授　章　節 補充講義及作業 主題舉例 9/15
課程簡介與作業規定、 樂府詩一 〈東門行〉 同時期社會詩：〈
戰城南〉 短片：【一盤炸雞】（對比手法） 社會底層的生活
9/22 （中秋節） 樂府詩二 〈上邪〉 同時期愛情詩：〈有所思〉
、〈上山採蘼蕪〉 講義：【陶晶瑩的一封信】、【誰說愛情不
用錢？】 「非浪漫的」愛情 9/29 古詩與杜甫生平 〈茅屋為秋風
所破歌〉 古詩比較：〈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杜甫、李白
詩風比較 10/6 近體詩一：絕句 〈送元二使安西〉、〈離臺詩〉
、〈放魚〉 補充教材：【護生畫集】（配合〈放魚〉一詩）
10/13 近體詩二：律詩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補充講義：【為四
郎哭泣吧！】（摘錄自龍應台演講稿）、補充戲曲：【兒行千里
母擔憂】 離別 10/20 近體詩二：律詩，詞選 〈無題〉、〈雨
霖鈴〉、〈摸魚兒〉 補充講義：【告白情書】 愛情詩 10/27
活動：人間四月天—來寫詩吧！ 散曲：〈山坡羊〉 現代詩的
書寫 學習單：【短詩書寫】 11/3 電影欣賞：美麗人生（暫訂）
11/10 期中考 11/17 短詩書寫成果展示、古代散文一 〈史記游俠
列傳〉 俠士的崛起 11/24 12/1 古代散文二 〈枕中記〉 補充ppt：
南柯太守傳、紅樓夢、愛麗絲、美麗佳人歐蘭朵 夢與文學、藝術
12/8 12/15 古代散文三 〈記先夫人電影不殘鳥雀〉 補充ppt：〈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補充講義：【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
要有一次壯遊】 兒時與青年人格的養成 12/22 古代散文四 〈雍
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12/29 古代散文五 〈奕喻〉
活動：看見自己與他人 1/5 1/12 期末考

彭心怡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 成績計算：平時成績50%【出席率30%，隨堂學習單10%，作業10%】;期中25%;期末25%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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