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新開課程申請表
開課年度:110 學年度第 1、2 學期

中文：大學國文_小說跨界應用
科 目 名 稱

共 4 學分

英文：Chinese_Modern Chinese Novels

先修科目
無
院系別

姓名

文學院中文系

蔡玫姿
職級

主授課

副教授

 專任
□ 兼任

辦公室

教師
e-mail may611103@yahoo.com.tw

TEL

(06)275-7575 #52128
手機

0928216505
共 同 授 課
老 師

無
(但會有一次邀約相關演講)

◆授課時段:星期四、五第 7 ~ 8 節(專任老師請勿填星期二)
◆限選人數:50 人；
◆教育目標(至少標記一個)
＊＊此課程符合之教育基本素
A 文化涵養與人文素質
養與核心能力(請標記■，可複
B 學系跨域的基礎知識
選

◆中文內容概述
(160 字內)

◆英文內容概述
(160 字內)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至少標記一個)
A 文化傳承
B 藝術涵養
C 語文表達能力
D 文學閱讀與欣賞能力
E 社會實踐與實用能力
依據現代小說發展的時代脈絡及地域背景，選讀中國大陸作
家、日據以降臺灣作家、當代台灣作家等作品或翻譯小說。採
講述法輔以影像，增強學生閱讀、敘事、覺知、論理能力。一
方面引介現代小說創作技巧及相關理論，提昇賞析小說之能
力。一方面探討作品再現之世情，觀照人生與社會的議題，如
歷史記憶、身份認同、性別關懷等。
The original novels or translated works we are going to read have
been chose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gional background of modern novel. The authors wer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ncluding those who were active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contemporary tim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ading, narrative, awareness and reasoning skills of the
students, didactic teaching will be adopted and supplemented with
video clips. The writing skill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modern novels
will be introduced to improve students’ analyzing skills. Besides
that, the represented social affairs in the novels will be discussed
too. This is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life and social issues, for
example historical memorie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gender

awareness. Assignment could be in the form of novel,
postproduction visual text (picture book) or audio text (radio drama
transcription, MV or others). Students could learn abou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by completing the
assignment.
◆中文課程目標

每項不超過 80 bytes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會了解、分析、應用……(動詞請自行置換)
1. 透過賞析引導，理解小說技法。
2. 培養敘事反思與創作能力。
3. 從小說轉化為故事，促使學生具文本詮釋與閱讀能力。

◆英文課程目標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會了解、分析、應用……(動詞請自行置換)

(以條列式撰寫)
※至少需輸入三項，

(以條列式撰寫)
※至少需輸入三項，
每項不超過 80 bytes

◆課程進度
(上下學期 18 週課程大綱明細)

1.To gain a basic overview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To improve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3. To improv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上學期 18 週明細

課前閱讀、學習活動或產出

1. 課程簡介、能力前測與期中
作業說明
2. 題材

《小說跨界應用》p.1-10
上課會提到的小說：黃麗群《海
邊的房間》、費迪南‧馮‧席拉赫
《罪行》、王安憶《弟兄們》、
臺靜農《拜堂》
、沈從文《丈夫》
、
呂赫若《牛車》

3. 開場

《小說跨界應用》p.11-17
上課會提到的小說：王禎和〈嫁
妝一牛車〉、張愛玲《第一爐
香》、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
們》、平路《微雨魂魄》、鄭清
文〈三腳馬〉

4. 形式

《小說跨界應用》p.18-24
上課會提到的小說：陳若曦《女
兒的家》、陳燁《半臉女兒》、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龍瑛宗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張系國
〈玩偶之家〉、馬森〈蟑螂〉

5. 敘事者

《小說跨界應用》p.25-28
上課會提到的小說：王文興《欠
缺》、呂赫若《玉蘭花》、白先

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
石黑一雄《別讓我走》、 鍾鐵
民〈約克夏的黃昏〉
6. 結局

《小說跨界應用》p.29-34
袁哲生〈天頂的父〉
〈秀才的手錶〉

7. 情節結構

《小說跨界應用》p.35-44
馬森〈蟑螂〉、〈來去大億麗緻〉

8. 時空變化、節奏

《小說跨界應用》p.45-53
上課會提到的小說：張大春《將
軍碑》、馮內果《第五號屠宰
場》、張啟疆〈消失的球〉

9.

期中作業繳交

10. 期中精選作業 口頭報告
11. 期中精選報告

口頭報告

12. 小說技巧分析

《小說跨界應用》p.54-55

13. 小說技巧分析

《小說跨界應用》p.55-84

14. 經典小說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15. 經典小說

莫言《紅高粱》

16. 經典小說

莫言《紅高粱》

17. 期末考
18. 補救週

◆作業設計/報告要求

補交作業、個別諮詢

1.依主題設計，期中撰寫一則三千字小說。
2.選擇前 1/3 優秀作品為原創題材，原著作者進行口頭報告。邀
請兩位同學加入為創作小組。
3.期末三人一組，依據期中被挑選出的作品選題，後製視覺文本
(繪本)、聽覺文本(廣播劇、MV)等，學習敘事文學的社會傳播功
能。
期中作業
40(%)
期末團體作業 30(%)
課堂參與
30(%)

◆評 量 方 式
(您的評量方式須能測量出您所
標記的素養及能力）

期中作業為小說，以書寫鍛鍊敘
事能力與想像力。

期末團體作業為分組完成課堂
學生優秀小說之後製工作，視覺
*作業抄襲檢核
文本(繪本)、聽覺文本(廣播劇、
會使用 turnitin 軟體檢查，繳交 MV)等，依當年度配合之教育部
計畫舉辦成果展，鍛鍊學生的社
作業若採二次創作方式將有
爭議，請先告知研判。另，不 會實踐與實用能力。
接受電玩、影片改寫為文字的

創作。

課堂參與指的是上課分組討
論、個別作品被選上的簡短口頭
報告、對同學作品的提問回應
等，用在鍛鍊學生語文表達能
力、文學閱讀與欣賞能力，及議
題分析的實用能力。

◆教 學 方 法

1.
2.
3.
4.

講授
討論
實作
報告

5.
6.
7.

參訪
5(%)
影音欣賞
10(%)
使用網路教學 10(%)

30(%)
15(%)
20(%)
10(%)

「大一國文（現代小說）：每
週課前於 moodle 公布小考及預
習範圍，一學期約 2-4 次課堂小
考，期中為創作小說，期末為分
組後製。
擬定多元化評分方式與評分標
準。自 104 學年度起舉辦期末展
演，並邀請業界講師評選。

指定教材：
蔡玫姿：《小說跨界應用》，臺北：巨流出版社，2018 年。
蔡玫姿：《反思身體—跨領域教學實踐手札》，臺北：巨流出
版社，2013 年。

◆課 程 教 材

閱讀教材（自編講義）：
王文興《欠缺》 王安憶《弟兄們》 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平路《微雨魂魄》 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
石黑一雄《別讓我走》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呂赫若《牛車》《玉蘭花》 沈從文《丈夫》
袁哲生〈天頂的父〉 〈秀才的手錶〉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 馬森〈來去大億麗緻〉 〈蟑螂〉
張大春《將軍碑》 張系國〈玩偶之家〉 張啟疆〈消失的球〉
莫言《紅高粱》 陳若曦《女兒的家》 陳燁《半臉女兒》
費迪南‧馮‧席拉赫《罪行》 馮內果《第五號屠宰場》
黃麗群《海邊的房間》 臺靜農《拜堂》
鄭清文〈三腳馬〉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主題：現代小說（線上課程）
https://mytube.ncku.edu.tw/media.php?id=7508

★檢附資料:
1.附學經歷資料(限 2 頁)
教師學經歷
系（所）：中國文學系

教師姓名：蔡玫姿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中華民國)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中華民國)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中華民國)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中心主任(1060801-1090731)
頂尖大學聯盟選派柏克萊訪問學人(1020801-1030731)
國立成功大學 副教授
(990801 - )
國立成功大學 助理教授 (940801 - 990731)
致遠管理學院 講師
(920801 - 940801)
2. 最近三年「教學反應調查綜合評估統計表」(新進教師請附聘書)。
教學意見反應調查查詢系統：https://nckustory.ncku.edu.tw/tea_query/
3. 6 年內與本課程相關著作清單(如書籍、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等;限 3 頁)
教師著作目錄表
系（所）：中國文學系

教師姓名：蔡玫姿

(1) Refereed Paper
1. 蔡玫姿，2015.12〈「運河殉情記」：臺南安平的羅曼史敘事與影像(1926-1956)〉，《逢甲人文社會
學報》，頁 1-15，臺中逢甲大學。
2. 蔡玫姿，2016.07〈逾越於亂倫邊際，沉溺於世界邊陲：初探兩則女性電玩小説〉，《實踐博雅學報》
24 期，頁 72-88。
3. 蔡玫姿，2016.10〈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臺灣學誌》14
期，頁 1-27，臺北國立師範大學。
4. 蔡玫姿，2017.04〈桑榆晚年，天馬行空──論蘇雪林至成大的第一本改編小說《天馬集》〉，《成
大中文系六十週年特刊》，頁 39-60，臺南成功大學。
5. 蔡玫姿，2020.03〈漂移、賤斥與不滿：在臺馬來西亞華裔女作家馬尼尼為的小眾創作〉，《中外文
學》49 卷 1 期，頁 159-190。（THCI core）

(2) Conference Paper
1. 蔡玫姿，2015.06.12〈區域文化的小行動──以臺南一中科學班《府城文學地圖》為例〉，「第一屆
從誤讀、流變、對話到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文學院主辦，臺南成功大學。
2. 蔡玫姿，2015.09.23〈威能化月老？──林珮思（Grace Lin）《月夜仙蹤》雜碎書寫下的角色呈現〉，
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文學館主辦，臺南國家文學館。
3. 蔡玫姿，2015.11.17〈多元（同志）情感教育與書寫〉，大專校院推動情感教育課程教學及活動觀
摩研習會，高雄師範大學。
4. 蔡玫姿，2016.12.02〈重省倫理母親──冰心「愛的哲學」之敘事實踐，兼論吉爾曼《她鄉》之具象
社會〉，「跨國．1930．女性」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中心、教育部「性別再造人文教育計
畫」主辦，臺南成功大學。
5. 蔡玫姿，2017.06.16〈從空白到補白 中文學門借鑑女性主義之研究概況（1990-）〉，第五屆臺大成
大東華三校論壇，臺南成功大學。
6. 蔡玫姿, 2017.06.17 Not at Home: Diaspora, Creativity, and Identity in Manini-Wei's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Gender, Migration and Econom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Shatin.
7. 蔡玫姿, 2017.09.15 The Framework of Greek and Roman Myth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he
Rewritings ,8th Symposium on European Languages in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 蔡玫姿, 2018.06.04 A Mix-Methods Study of Integrating Diverse Affection Education in Literature
into General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for University Freshmen.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Shatin.
9. 蔡玫姿，2017.10.15〈在專業課程融入敘事知能：以老年人職能治療學為例〉，2017 年專業知能敘
事─跨域課程實踐論文研討會，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辦公室主辦，臺中靜宜大
學。
10. 蔡玫姿，2018.10.05〈賤斥新家園：在臺馬來西亞裔女作家馬尼尼為的小眾創作〉, WUN（World
Univerties Network）in NCKU 雙語工作坊，臺南成功大學。
11. 蔡玫姿，2020.09.25〈崇高與日常──論蘇雪林〈勞山二日遊〉、〈島居漫興〉〉，第八屆臺大成大
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
(3) Other Publication
a、 專書
1.

《小說跨界應用》，高雄：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b、 主編專書
1. 《跨國．1930．女性會議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2017 年。
c、 專書論文
1. 蔡玫姿，2015.09〈威能化月老？──林珮思（Grace Lin）《月夜仙蹤》雜碎書寫下的角色呈現〉，
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里仁，頁 553-572。蔡玫姿，2016.12〈婚姻、學歷、身體、性別氣質
對階級流動之影響〉，《性別與社會》，王秀雲主編，成大出版社，頁 93-108。
3. 蔡玫姿，2017.10〈冰心母性倫理觀之敘事實踐及意義〉，《跨國．1930．女性》，蔡玫姿主編，高
雄：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1-28。

4. 蔡玫姿，2017.10〈「運河殉情記：臺南安平的羅曼史敘事與影像（1926-1956）」〉，王君琦《百
變千幻不思議:臺語片的混血與轉化》，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181-197。
d、 技術報告
1. 蔡玫姿，2015 教育部多元情感教育計畫之期中、期末報告。
2. 蔡玫姿，2016-2017 教育部再造人文教育計畫之期末報告。
3. 蔡玫姿，2017 科技部人社中心跨領域薪傳學者計畫之期中、期末報告。
4. 蔡玫姿，2017-2019 教育部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思辨與再現邊緣處境」
之期中、期末報告。
5. 蔡玫姿，2019-2020，108 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畫計畫之期中、期末
報告「多元文化下的照護敘事與行動」之期中、期末報告。
e、 評論
1. 蔡玫姿，2016.09.10〈紮根與新芽──文學院與性別和婦女中心攜手性別再造人文教育計畫〉，《成
大校刊》第 253 期。
2. 蔡玫姿，2020.01「新人新書 梁評貴《長毛的月亮：14 張命盤的故事》」之書評，《聯合文學》第
423 期。
3. 蔡玫姿，2021.01「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國語文之教學策略」，《國語文推動中心》第 27 期。
注意:系所兼任教師請原則上須經系上同意支付鐘點費。

※申請資料不全，不予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