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  修 
--------------------------- 

中國書法史專題研究    2 
中國書法理論專題研究  2 
碑學專題研究          2 
帖學專題研究          2 
簡牘帛書專題研究      2 
篆書創作專題研究      2 
漢字形體學專題研究    2 
書法教育專題研究      2 
近現代中國書風研究    2 
近現代臺灣書風研究    2 
近現代日本書風研究    2 
古隸創作專題研究      2 
隸楷創作專題研究      2 
行草創作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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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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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博士班（書法組）課程架構圖 

102 學年度入學適用 
 
 
 
 
 
 
 
 
 
 
 
 
 
 
 
 

 

 

18學分 

書法組 

專業課程 

畢業學分數：24 學分

 

基礎課程 整合課程 6學分 



  

選  修 
---------------------------
文心雕龍專題研究   2 
詩話專題研究       2 
道家美學專題研究   2 
佛家美學專題研究   2 
西洋美學專題研究   2 
西方文論研究       2 
儒家思想專題       2 
道家思想專題       2  
佛家思想專題       2 
宋明清思想專題     2 
易學專題研究       2 
日本漢學研究       2 
文字學專題研究     2 
經典文獻學研究     2 
詩經學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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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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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博士班（國學組）課程架構圖 

102 學年度入學適用 
 
 
 
 
 
 
 
 
 
 
 
 
 
 
 
 

 

 
 
 
 

18學分 

國學組 

專業課程 

畢業學分數：24 學分

 

基礎課程 整合課程 6學分 



 

  

國學研究所博士班（書法組）課程規劃 
102 學年度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18 
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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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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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討論（一） Seminar, I 必修 1 一上 a.b.c 

 專題討論（二） Seminar, II 必修 1 一下 a.b.c 

 國學研究法（一）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I 必修 2 一上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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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6 學分 

專業課程（至少18學分）  

 中國書法史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選修 2 不分 a.b.c 

0551002
中國書法理論專題研

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選修   2  不分 a.b.c 

 碑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monument 選修 2 不分 a.b.c.d 

 帖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handwritten 選修 2 不分 a.b.c.d 

 簡牘帛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選修 2 不分 a.b.c.d 

 

0551001 漢字形體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選修 2 不分 a.b.c.d 

專業課程（至少 18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18 
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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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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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教育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選修 2 不分 a.b.c.d.e 

 近現代中國書風研究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d.e 

 近現代臺灣書風研究
Research of Modern 
Taiwa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d.e 

 近現代日本書風研究
Research of Japa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c.d.e 

 篆書創作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Seal 
script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b.c 

 古隸創作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ancient Clerical script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b.c 

 隸楷創作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lerical -Regular script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b.c 

 行草創作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Semi-Cursive script 
creation 

選修 2 不分 a.b.c 

       
整合課程 

 論文（一） Thesis, I 必修 0 二上 a.b.c.d.e  

 論文（二） Thesis, II 必修 0 二下 a.b.c.d.e 
必修 0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18 
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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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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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力：a.書法專業領域獨立研究能力 b.書法專業領域研究思辨能力 c.書法專業領域研究創新能力 
          d.書法專業創新研究策畫能力 e.書法傳揚國際交流拓展能力 
小計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學分。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 6 學分，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18 學分，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 0 學分。 

 
 



 

  

國學研究所博士班（國學組）課程規劃 
102 學年度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18 
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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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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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討論（一） Seminar, I 必修 1 一上 a.b.c.d.e 

 專題討論（二） Seminar, II 必修 1 一下 a.b.c.d.e 

 國學研究法（一）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tudies I 必修 2 一上 a.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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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6 學分 

專業課程 

 
文心雕龍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選修 2 不分 a.b.c.d.e 

 詩話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Poetry 選修 2 不分 c.d.e 

 道家美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Taoist aesthetics 選修 2 不分 a.b.c.d.e 

 佛家美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Buddhist aesthetics 選修 2 不分 a.b.c.d.e 

0551003 西洋美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s 選修 2 不分 a.b.e 

 

 儒家思想專題 Monographic study of 
Confucian thoughts 選修 2 不分 a.b.c.e 

專業課程（至少 18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6 
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18 
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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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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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思想專題 Monographic study of 
Taoism 選修 2 不分 a.b.c.e 

 佛家思想專題 Monographic study of 
Buddhist thoughts 選修 2 不分 a.b.c 

 
宋明清思想專題 

Monographic study of 
Song, Ming and Qing 
ideology 

選修 2 不分 b.c.e 

 易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選修 2 不分 b.c.e 

 日本漢學研究 Research of Japanese 
Sinology 選修 2 不分 a.b.c 

 文字學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paleography 選修 2 不分 a.b 

 經典文獻學研究 
Research of Classical 
philology 選修 2 不分 a.b.e 

 詩經學專題研究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Songs 選修 2 不分 a.b.e 

整合課程 

 論文（一） Thesis, I 必修 0 二上 a.b.c.d.e  

 論文（二） Thesis, II 必修 0 二下 a.b.c.d.e 
必修 0 學分 

核心能力：a.國學領域的獨立研究能力 b.獨立思考研究的批判能力 c.推陳出新研究的創造能力 
          d.高級學術研究的運用能力 f.傳揚國學的國際拓展能力 
小計 最低畢業學分數：24 學分。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 6 學分，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18 學分，整合課程必修學分數 0 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