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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01D12R1L 

課程中文名稱 中文閱讀與表達(一) 

課程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and expression 

學分數 2.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四技工管一甲  

任課教師 林麗美  

上課教室(時間) 週四第 3 節(E0503) 

週四第 4 節(E0503) 

課程時數 2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台語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本課程選文涵蓋文言與白話，文類多元，從古典至現代，包括散文、詩

歌、小說及應用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閱讀表達能力，增進應用文知能及

文學欣賞層次。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描述文章表達的意義並撰寫作文 , -- , 1 基本知能 

2.統整所學的基本能力以作為國家考試與求職之基礎 , -- , 4 實務技能 

3.接納人與人之間所傳達的訊息並給予正面的回應 , -- , 7 表達溝通 

4.秉持良好的學習態度以交付完成各項任務 , -- , 8 敬業合群 

5.探討文學作品的各項人生議題，並於生活中展現批判能力 , -- , 9 人文與倫

理素養 

中文課程大綱 1.導論 

2.閱讀的功能與樂趣 

3.書寫與表達基本原理 

4.中文各項文類評析 

5.文學作品中各項人生議題之探討 

6.實用文書基本能力 

7.聽說讀寫綜合表達訓練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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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function and pleasure of reading 

3. The basic principle in writing and expression  

4. Evaluates all kin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ype  

5. The discussion of life issues in literary work 

6. Practical word processing ability 

7. The expression training: Hear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課程進度表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 環

境等素養，方有足夠的決斷力面對資訊多元的社會。本課程以此為依據選編

相關篇章、設計對應之活動與討論內容，冀求人文素養、閱讀 表達能力與現

代公民素養之陶塑能相互融貫。  

本學年課程設計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環境等六大素養，各大素

養包含三至四篇選文，並以導論總括對應之素養內容。每篇選文，皆含有正

文、閱讀錦囊（作者、題解、賞析）、練功坊（活動與討論）各部分。 

上學期探討倫理、民主、科學三大議題，每個議題都是生命與社會互涉的課

題，無論是自我價值的探索、人際情感的梳理還是對物質世界或精神層次的

觀照都是將智能學習內化至生命情感之情意教養，透過文本的閱讀、討論與

書寫培養學生的閱讀力、覺察力、表達力與創造力。 

 

W1：課程介紹 

W2：中文閱讀能力檢測前測 

W3： PART I 倫理素養/導論 1-3  1-4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  馮夢龍 

W4：愛情詩選  /  蘇軾等 

W5：愛情詩選  /  蘇軾等 

W6：國峻不回來吃飯  /  黃春明 

W7：國峻不回來吃飯  /  黃春明 

W8：梁楚邊亭種瓜/  劉向 

W9：期中考 

W10：PART II 民主素養導論 

W11：感動世界的聲音（選文）  /  亞伯拉罕‧林肯等 

W12：2016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敗選演說  /  希拉蕊柯林頓 

W13：分組討論 

W14：義利之辨（選文）  /  孔子等 

W15：分組討論 

W16：致你們的父親  /  鯨向海 

W17：分組製作 

W18：期末報告 

 

實際授課內容會依情況調整，可能會有些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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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描述文章表達的意義並撰寫作文 , 課堂講授啟發思考 , 同儕互評作業 

統整所學的基本能力以作為國家考試與求職之基礎 ,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 

作業 

接納人與人之間所傳達的訊息並給予正面的回應 , 分組討論啟發思考課堂

講授 , 口頭報告口頭報告作業 

秉持良好的學習態度以交付完成各項任務 ,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啟發思考 , 

日常表現同儕互評 

探討文學作品的各項人生議題，並於生活中展現批判能力 , 課堂講授啟發思

考分組討論 , 口頭報告同儕互評設計製作 

指定用書 書名：素養.閱讀 

作者： 

書局： 

年份： 

ISBN： 

版本： 

參考書籍  生老病死 陳明柔、林美蘭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創 意研發中心籌備處 閱讀‧

生命‧書寫 陳憶蘇、熊仙如等編 滄海 中文閱讀與表達 王淳美等編 五南出

版社 靈魂的領地─國民散文讀本 凌性傑、楊佳嫻編著 麥田出版 耕讀─進

入文學花園的 250 本書 傅正玲 五南圖書 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學新選 

廖玉蕙，陳義芝，周芬伶 /著 正中書局 閱讀與寫作：當代詩文選讀 顧蕙倩、

陳謙 十力文化 青少年台灣文庫 文學讀本 國立編譯館主編 五南圖書 天下

散文選 Ⅰ、Ⅱ、Ⅲ 鍾怡雯、陳大為編 天下文化 天下小說選 Ⅰ、Ⅱ 鍾怡

雯、陳大為編 天下文化 爾雅散文選（一）（二） 柯慶明/編 爾雅 爾雅短篇

小說選第一、二集 王德威主編 爾雅 流動․光影─靜宜大學閱讀與書寫 生

命敘事文選 陳明柔、林美蘭主編 靜宜大學 行走․生命─靜宜大學閱讀與書

寫 生命漂鳥文選 陳明柔、林美蘭主編 靜宜大學 比整個世界還要大－散文

選讀 李明慈/主編 三民 新詩讀本 蕭蕭，白靈/主編 二魚文化 現代新詩讀本 

方群:孟樊/著 揚智 台灣七年級散文金典 甘炤文、陳建男 釀出版 台灣七年

級小說金典 朱宥勳、黃崇凱 釀出版 台灣七年級新詩金典 謝三進、廖亮羽 

釀出版 散文新四書 林黛嫚、陳義芝等 三民    那一刻，我們改變了世界     

須文蔚 編撰 遠流出版 報導文學讀本(增訂版) 向陽、須文蔚  二魚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