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字學程 
選  修 

--------------------------- 
文字學研究          2 
甲骨文研究          2 
金文研究            2 
簡帛文字研究        2 
漢字形體學研究      2 

書法研究學程 
選  修 

---------------------------
中國書法鑑賞研究   2 
書法教育研究       2 
碑帖研究           2 
文物鑑賞           2 
書法美學           2 
篆隸研究與創作     2 
楷書研究與創作     2 
行草研究與創作     2  
篆刻研究與創作     2 
書畫題跋研究與創作 2 
域外書法研究與參訪 2 

書法史論學程 
選  修 

------------------------ 
中國書法史研究    2
近代書法史研究    2
臺灣書法研究      2
日本書法史        2
近代日本書法研究  2
中日書法交流研究  2
書法文獻研究      2
書法理論研究      2
專家書法研究      2
篆刻史研究        2
篆刻理論研究      2
專家篆刻研究      2

必  修 
----------------------------------- 
專題討論(一)           1 
專題討論(二)           1 
國學研究法(一)         2 
國學研究法(二)         2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課程) 

必  修 
----------------------------------- 
論文(一)               0 
論文(二)               0 
 

選  修 
----------------------------------- 
書法藝術創意產業研究  2 
書法創作及展覽規劃    2 

思想學術學程 
選  修 

--------------------------- 
經學研究            2 
經學史研究          2 
先秦諸子研究        2 
魏晉玄學研究        2 
宋明理學研究        2 
中國學術流變史      2 
清代學術研究        2 
當代學術研究        2 
國際漢學研究        2 
詩聯創作研究   2 
周易研究    2 
春秋三傳研究   2 
老子研究    2 
莊子研究    2 
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2 
兩漢哲學    2 
佛學研究    2 
易經風水學（一）    2 
易經風水學（二）    2 
卦象研究（一）      2 
卦象研究（二）      2 
易經理論與實務（一）2 
易經理論與實務（二）2 
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2 
國學論文研究   2 

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碩士班（書法組）課程架構圖 

100 學年度入學適用 
 
 
 
 
 
 
 
 
 
 
 
 
 
 
 
 

 

 
 
 
 
 

6學分 

26學分 

書法組 

專業課程 

畢業學分數：32 學分

基礎課程 整合課程 

0~4學分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碩士班所

開設「思想學術學程」之課程。 



  

經典文學學程 
選  修 

---------------------------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 2 
詩學研究   2 
詩經研究   2 
敘事學研究  2 
史記研究   2 
文心雕龍研究  2 
魏晉南北朝文學研究 2 
唐代文學研究  2 
宋代文學研究  2 
古典文學研究  2 
古典小說研究  2 
專家詩研究  2 
專家文研究  2 
修辭學研究  2 
樂府學研究  2 
詞學研究   2 
戲曲研究   2 
俗文學研究  2 
現代詩研究  2 
美學理論研究  2 
台灣文學研究  2 
唐宋田園文學研究 2 
屈原文學研究  2 
周易研究           2 
易經美學           2 

思想學術學程 
選  修 

------------------------------------------------------------- 
經學研究            2    易學史             2 
經學史研究          2    易經義理學         2 
先秦諸子研究        2    易經與儒家思想     2 
魏晉玄學研究        2    易經與道家思想     2 
宋明理學研究        2    易經與佛家思想     2 
中國學術流變史      2    十三經注疏研究     2 
清代學術研究        2    古典文獻學研究     2 
當代學術研究        2    四庫學研究         2 
國際漢學研究        2    東亞漢學研究       2 
鬼谷子思想研究   2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   
春秋三傳研究   2    碩士班所開設「思想學術 
老子研究    2    學程」之課程) 
莊子研究    2 
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2 
兩漢哲學    2 
佛學研究    2 
易經風水學（一）    2 
易經風水學（二）    2 
卦象研究（一）      2 
卦象研究（二）      2 
易經理論與實務（一）2 
易經理論與實務（二）2 
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2 
國學論文研究   2 

必  修 
----------------------------------- 
專題討論(一)           1 
專題討論(二)           1 
國學研究法(一)         2 
國學研究法(二)         2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課程) 

必  修 
----------------------------------- 
論文(一)               0 
論文(二)               0 

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碩士班（國學組）課程架構圖 

100 學年度入學適用 
 
 
 
 
 
 
 
 
 
 
 
 
 
 
 
 
 
 
 
 
 
 

國學組 

6學分 
26學分 

專業課程 

畢業學分數：32 學分

基礎課程 整合課程 

0學分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碩士班所

開設「經典文學學程」之課程。 



 

  

國學研究所碩士班（書法組）課程規劃 
100 學年度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1007 專題討論（一） Seminar, I 必修 1 一上 a.b.c.d.e 
0522007 專題討論（二） Seminar, II 必修 1 一下 a.b.c.d.e 

0521032 國學研究法（一）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I 

必修 2 一上 a.c.d 

0522024 國學研究法（二）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II 

必修 2 一下 a.c.d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

系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

課程 

     

必修 6 學分 

專業課程（至少26學分）  

0521035 中國書法史研究 Seminar: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 

0521029 近代書法史研究 Seminar: History of 
Modern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 
書
法
史
論 

0522018 臺灣書法研究 Seminar: Taiwa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2019 日本書法史 Seminar: History of 
Japa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e 

 近代日本書法研究 Modern Japanese 
calligraphy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中日書法交流研究 
Chinese-Japa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0522021 書法文獻研究 Seminar: Calligraphic 
Literature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21 書法理論研究 Seminar: Theory of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31 專家書法研究 Seminar: Specialists in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 

0522020 篆刻史研究 Seminar: History of Seal 
Carving 

選修 2 不分 a.b.e 

 篆刻理論研究 Seminar: Theory of Seal 
Carving 

選修 2 不分 a.e 

0522025 專家篆刻研究 Seminar: Specialists in Seal 
Carvings 

選修 2 不分 a.e 

0521026 中國書法鑑賞研究 Seminar: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b.c.e 書
法
研
究 0521033 書法教育研究 Seminar: Education of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b.c.e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1024 碑帖研究 Seminar: Stone Inscription 選修 2 不分 b.e 

0521018 文物鑑賞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選修 2 不分 b.e 

0521005 書法美學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d 

0522032 篆隸研究與創作 
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 Seal Script and 
Clerical Script 

選修 2 不分 a.b.c.e 

 楷書研究與創作 Regular script research and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d.e 

0522029 行草研究與創作 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 Cursive Script 

 選修 2 不分 a.d.e 

0522037 篆刻研究與創作 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 Seal Carving 

 選修 2 不分 a.d.e 

 書畫題跋研究與創作 The calligraphy postscript 
research and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d.e 

0522030
域外書法研究與參訪 

Overseas Visiting and 
Research: Chi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d.e 

0521043 經學研究 Research of Confucian 
Classics 

選修 2 不分 b.c 思
想
學
術 

0521042 經學史研究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選修 2 不分 b.c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先秦諸子研究 Research of Pre-Qin 
philosophers 

選修 2 不分 b.c 

 魏晉玄學研究 Wei and Jin Dynasties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b.c 

 宋明理學研究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選修 2 不分 b.c 

0521036 中國學術流變史 Historical Transi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選修 2 不分 a.b.c.d 

 清代學術研究 Ch'ing Dynasty academic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d 

 當代學術研究 Modern academic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d 
 國際漢學研究 International Sinology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 

 詩聯創作研究 Poetry couplet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b.e 
 周易研究 Book of Changes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e 
 

春秋三傳研究 
Research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選修 2 不分 a.b.c 

 老子研究 Pilosophy of Laozi 選修 2 不分 a.b.c.e 
 莊子研究 Pilosophy of Zhuangzi 選修 2 不分 b.c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Study of the pre-Qin 
Legalists thinking 

選修 2 不分 b.c 

 兩漢哲學 Pilosophy of Han-dynasty 選修 2 不分 b.c 
 佛學研究 Study of Buddhism 選修 2 不分 a.b.e 
0521046 易經風水學（一）  I Ching Feng Shui Study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b 

0522034 易經風水學（二） I Ching Feng Shui Study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45 卦象研究（一） Study of Trigram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b 
0522033 卦象研究（二） Study of Trigram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47 易經理論與實務（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 
Ching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 

0522035 易經理論與實務（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 
Ching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 

 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Scholarly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b.d 

 國學論文研究 Study of Sinology papers 選修 2 不分 abc 

國文 0521038 文字學研究 Study of paleo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2026 甲骨文研究 Seminar: Oracle Bone 
Script 

選修 2 不分 a.b.c 

0521025 金文研究 Bronze Inscriptions 選修 2 不分 a.b.c 
0521039 簡帛文字研究 Writing of Bamboo and silk 選修 2 不分 a.b.c 
 漢字形體學研究 Font of Chinese character 選修 2 不分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

系碩士班所開設「思想

學術學程」之課程) 

     

整合課程 

0521023 論文（一） Thesis, I 必修 0 二上 b.c 
0522016 論文（二） Thesis, II 必修 0 二下 b.c 
0522017

書法創作及展覽規劃 
Chinese Calligraphy 
Practice and Projects of 
Calligraphy Exhibitions 

選修 2 二下 b.c.d.e 

 

0521037 書法藝術創意產業研究  選修
 

2 不分 b.c.d.e 

至少0~4學分 
 

核心能力：a.書法史論美學研究分析能力 b.書法史論研究撰寫發表能力 c.書法創作理念實務結合能力 
          d.書法專題策展行政執行能力 e.書法推廣生活應用創意能力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小計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學分。必修學分數 6 學分，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26 學分。 

 
 



 

  

國學研究所碩士班（國學組）課程規劃 
100 學年度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1007 專題討論（一） Seminar, I 必修 1 一上 a.b.c.d.e 
0522007 專題討論（二） Seminar, II 必修 1 一下 a.b.c.d.e 

0521032 國學研究法（一）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I 

必修 2 一上 a.c.d 

0522024 國學研究法（二）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Ⅱ 必修 2 一下 a.c.d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

系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

課程 

     

必修 6 學分 

專業課程 

0521043 經學研究 Research of Confucian 
Classics 

選修 2 不分 b.c 

0521042 經學史研究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選修 2 不分 b.c 
思
想
學
術 

 先秦諸子研究 Research of Pre-Qin 
philosophers 

選修 2 不分 b.c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魏晉玄學研究 Wei and Jin Dynasties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b.c 

 宋明理學研究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選修 2 不分 b.c 

0521036 中國學術流變史 Historical Transi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選修 2 不分 a.b.c.d 

0521041 清代學術研究 Ch'ing Dynasty academic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d 

 當代學術研究 Modern academic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d 
 國際漢學研究 International Sinology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 

  鬼谷子思想研究 Thinking of Guiguzi 選修 2 不分 abe 
 

春秋三傳研究 
Research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選修 2 不分 a.b.c 

 老子研究 Pilosophy of Laozi 選修 2 不分 a.b.c.e 
 莊子研究 Pilosophy of Zhuangzi 選修 2 不分 b.c 
 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Study of the pre-Qin 

Legalists thinking 
選修 2 不分 b.c 

 兩漢哲學 Pilosophy of Han-dynasty 選修 2 不分 b.c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佛學研究 Study of Buddhism 選修 2 不分 a.b.e 
0521046 易經風水學（一） I Ching Feng Shui Study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b 

0522034 易經風水學（二） I Ching Feng Shui Study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45 卦象研究（一） Study of Trigram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b 
0522033 卦象研究（二） Study of Trigram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47 易經理論與實務（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 
Ching (primary) 

選修 2 不分 a 

0522035 易經理論與實務（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 
Ching (advanced) 

選修 2 不分 a 

 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Scholarly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b.d 

0521051 國學論文研究 Chinese paper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bc 

0522036 易學史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選修 2 不分 a.b.c 

 易經義理學 Moral principles of Book 
of Changes 

選修 2 不分 a.b 

0521040 易經與儒家思想 Book of Changes and 
Confucianism 

 選修 2 不分 a.b.e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0521050 易經與道家思想 Book of Changes and 
Taoism thought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b.e 

 易經與佛家思想 Book of Changes and 
Buddhist thought 

選修 2 不分  

 十三經注疏研究 Commentaries of Thirteen 
Classics 

選修 2 不分  

 古典文獻學研究 Classical Philology 選修 2 不分  

 四庫學研究 Research of Siku Quanshu 選修 2 不分  

 東亞漢學研究 Sinology of East Asia 選修 2 不分  

 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

系碩士班所開設「思想

學術」之課程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選修 2 不分 a.b 

  詩學研究    Study of poetics 選修 2 不分 a.b.e 
  詩經研究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選修 2 不分 a.b.e 

  敘事學研究   Study of narratology 選修 2 不分 a.b 

經
典
文
學 

  史記研究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選修 2 不分 a.e 

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文心雕龍研究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 

  魏晉南北朝文學研究  Literature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選修 2 不分 a 

  唐代文學研究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選修 2 不分 a 
  宋代文學研究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選修 2 不分 a.e 
  古典文學研究   Classical Literary 選修 2 不分 a.e 
  古典小說研究   Classical novel 選修 2 不分 a.e 
  專家詩研究   Poetry of famous expert 選修 2 不分 a 
  專家文研究   Article of  famous expert 選修 2 不分 a.c 
  修辭學研究   Research of rhetoric 選修 2 不分 a.c.e 
  樂府學研究   Research of Yuefu 選修 2 不分 a.e 
  詞學研究    Ci research 選修 2 不分 a.e 
  戲曲研究    Study of Chinese opera 選修 2 不分 a.e 
  俗文學研究   Popular Literature 選修 2 不分 a.b 
  現代詩研究   Modern Poetry 選修 2 不分 a.b 
  美學理論研究   Theory of Aesthetics 選修 2 不分 a.b.e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26 

備註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7 
本課程經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2.03.21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5.02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3.29 
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1.04.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5.11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20 
本課程經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0.04.13 

基礎課程 

學程 科目 
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 開課

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台灣文學研究   Taiwanese Literature 選修 2 不分 a.b 
  唐宋田園文學研究 Pastoral literatur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選修 2 不分 a.b.e 

  屈原文學研究 Literature of Qu Yuan 選修 2 不分 a.b.e 
 周易研究 Book of Changes study 選修 2 不分 a.b.c 
0521044 易經美學 Aesthetic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選修 2 不分 a.b.e 

整合課程 
0521023 論文（一） Thesis, I 必修 0 二上   

0522016 論文（二） Thesis, II 必修 0 二下  
 

核心能力：a.古今典籍的詮釋解讀能力 b.中文領域的研究撰述能力 c.普及國學學術的研究能力 
          d.國學知識系統的管理能力 e.獨立思考研究的批判能力 

小計 最低畢業學分數：32 學分。必修學分數 6 學分，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26 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