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專業能力學習成效指標 

 

一、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 

 

專業能力 專業能力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力 1： 

掌握中國語文特質及發展脈

絡，具備運用古典文獻的治

學素養。 

從文學、思想、語言文字歷

史的發展脈絡，掌握古今各

時期的重要特質，並由基本

文獻的研讀，釐清理論觀念

之內涵，奠定治學素養。 

1-1 瞭解中國歷代文學發展的

重要特色及成就。 
1-2 瞭解中國歷代思想學說的

重要觀念及成就。 
1-3 瞭解語言文字各分期的重

要現象及發展脈絡。 
1-4 瞭解中國語文相關理論觀

念的內涵。 
1-5 能運用古典文獻解決語

文問題，奠定治學素養。 

能力 2： 

具備閱讀、鑑賞與批評的能

力。 

培養學生面對古今文學作

品，除了文義的基本理解

外，亦能透過廣泛、深入的

閱讀，嘗試多元的詮釋，學

習鑑賞與批評的原理、技巧

與方法。 

2-1 具備文獻及作品的解讀能

力。 
2-2 瞭解鑑賞的原理與方法。

2-3 具備詮釋與批評的能力。

能力 3： 

具備書寫、創作與表達的能

力。 

培育學生從文本閱讀素養轉

化為善用語文的能力，從而

學習應用書寫、文藝創作以

及口語、書面表達的原理、

技巧與方法。 

3-1 具備將閱讀轉化為書寫的

應用能力。 
3-2 瞭解創作的技巧與方法。

3-3 具備口語與書面表達的能

力。 

能力 4： 

培養想像能力，豐富形象思

維。 

透過古今作品文學意象及藝

術形象的探索、分析，培養

學生豐富多元的想像力，發

展並落實形象思維能力。 

4-1 具備文學意象及藝術形象

的分析能力。 

4-2 具備豐富多元的想像力。

能力 5： 

具備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邏輯思維。 

培養學生獨立思考習慣，並

運用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

納、分類與比較、抽象與概

括等邏輯能力，進行高層次

思辨，解決語文問題。 

5-1 具備分析與綜合、演繹與

歸納、分類與比較、抽象與

概括的邏輯思維。 
5-2 具備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能力。 

能力 6： 

涵養人文視野，掌握文化脈

動，實踐社會關懷。 

培養學生兼顧傳統經典與當

代學術的視野，開拓人文內

涵的深廣度，以掌握當代文

化脈動，尊重多元文化，實

6-1 具備兼顧傳統經典與當代

學術的視野。 
6-2 瞭解當代文化脈動。 

6-3 具備實踐社會關懷的人文

精神。 



踐社會關懷的人文精神。 

二、中國語文學系（中文所碩士班） 

 

專業能力 專業能力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力 1： 

具備文獻解讀、思辨、詮釋之

治學能力。 

透過文獻及作品之研讀，除掌

握理論觀念內涵外，並能經由

分析與詮釋，進行獨立學術思

辨，奠定治學素養。 

1-1 瞭解中國語文相關理論觀

念的內涵。 
1-2 具備文獻及作品的解讀能

力。 
1-3 具備詮釋的學術能力。 
1-4 具備獨立進行學術思辨的

能力。 

能力 2： 

考察中國文學典籍與流派，融

貫並建構文學史觀。 

透過古今文學典籍與文學流

派之考察，掌握其發展，比較

其異同，並藉由文學現象的反

思與觀照，融貫建構出宏觀的

文學史觀。 

2-1 認識古今文學典籍的價

值。 
2-2 掌握文學流派的發展及其

異同。 
2-3 具備觀照與思考文學現象

的能力。 

能力 3： 

考察中國思想典籍與學說，釐

定並辯證思想體系。 

透過歷代思想典籍與學說內

涵之考察，掌握思潮脈絡，探

究核心概念，並對思想要旨及

文化現象予以辯證，以釐定通

貫的學術思想體系。 

3-1 認識思想典籍與學說的內

涵與價值。 
3-2 具備掌握思潮脈絡及核心

概念的能力。 
3-3 具備辯證思想要旨與文化

現象的能力。 

能力 4： 

考察中國語言文字發展脈

絡，通觀並綜理演變規律。 

掌握古代語言文字文獻學理

論，考察晚近出土文獻，並結

合當代語言文字學理論，探究

語言文字之演變規律與脈絡。

4-1 熟悉古代語言文字學史的

發展。 
4-2 熟悉當代語言文字學相關

理論。 
4-3 具備探究語言文字演變規

律的能力。 

能力 5： 

考察中國語文理論與實務之

關係，培養應用能力。 

能將中國語文理論加以轉化

及活化，並與實務結合，互相

印證，以語文專業知能解決相

關問題，發揮學以致用之素

養。 

5-1 具備活化中國語文理論的

能力。 
5-2 能將理論與實務結合，具

備學以致用的能力。 

能力 6： 

具備與學術社群溝通及對話

之能力。 

培養發表、討論與回應各類學

術議題的能力，並能藉由學術

社群之對話與溝通，建立多元

而客觀的學術態度。 

6-1 具備發表、討論與回應的

學術能力。 
6-2 具備與學術社群對話的能

力。 
6-3 建立多元客觀的學術態

度。 

能力 7： 

具備省思人文傳統，開展研究

議題之能力。 

從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範疇，省

思當前人文現象，並開展出相

關的研究議題，以切合社會脈

動，發揮與時俱進的人文精

7-1 熟悉當前學術研究的議

題。 
7-2 具備省思人文傳統的能

力。 
7-3 具備開展學術研究議題的



神。  能力。

 

三、中國語文學系（中文所博士班） 

 

專業能力 專業能力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力 1： 

具備文獻解讀、思辨、詮釋及

系統整合之治學能力。 

透過文獻及作品之研讀，除掌

握理論觀念內涵外，並能經由

分析與詮釋，進行獨立學術思

辨，以釐清理論脈絡，強化觀

念系統整合的治學能力。 

1-1 理解中國語文相關理論觀

念的內涵。 
1-2 具備文獻及作品的解讀能

力。 
1-3 具備詮釋的學術能力。 

1-4 具備獨立進行學術思辨的

能力。 

1-5 具備學術觀念系統整合的

能力。 

能力 2： 

考察中國文學典籍與流派，融

貫並建構文學史觀。 

透過古今文學典籍與文學流

派之考察，掌握其發展，比較

其異同，並藉由文學現象的反

思與觀照，融貫建構出宏觀的

文學史觀。 

2-1 認識古今文學典籍的價

值。 
2-2 掌握文學流派的發展及其

異同。 
2-3 具備觀照與思考文學現象

的能力。 

2-4 具備建構文學史觀的能

力。 

能力 3： 

考察中國思想典籍與學說，釐

定並辯證思想體系。 

 

透過歷代思想典籍與學說內

涵之考察，掌握思潮脈絡，探

究核心概念，並對思想要旨及

文化現象予以辯證，以釐定通

貫的學術思想體系。 

3-1 認識思想典籍與學說的內

涵與價值。 
3-2 具備掌握思潮脈絡及核心

概念的能力。 
3-3 具備辯證思想要旨與文化

現象的能力。 

3-4 具備通貫學術思想體系的

能力。 

能力 4： 

考察中國語言文字發展脈

絡，通觀並綜理演變規律。 

掌握古代語言文字文獻學理

論，考察晚近出土文獻，並結

合當代語言文字學理論，探究

語言文字之演變規律與脈絡。

4-1 熟悉古代語言文字學史的

發展。 
4-2 熟悉當代語言文字學相關

理論。 

4-3 具備探究語言文字演變規

律的能力。 

能力 5： 

考察中國語文理論與實務之

關係，培養應用能力。 

 

能將中國語文理論加以轉化

及活化，並與實務結合，互相

印證，以語文專業知能解決相

關問題，發揮學以致用之素

養。 

5-1 具備活化中國語文理論的

能力。 
5-2 能將理論與實務結合，具

備學以致用的能力。 

能力 6： 培養發表、討論與回應各類學 6-1 具備發表、討論與回應的

學術能力。 



具備與學術社群溝通及對話

之能力。 

 

術議題的能力，並能藉由學術

社群之對話與溝通，建立多元

而客觀的學術態度。 

6-2 具備與學術社群對話的能

力。 
6-3 建立多元客觀的學術態

度。 

能力 7： 

具備省思人文傳統，深化人文

學術研究議題之能力。 

從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範疇，省

思當前人文現象，開展並深化

研究議題，以切合社會脈動，

引領人文學術思潮，發揮與時

俱進的人文精神。 

7-1 熟悉當前學術研究的議

題。 
7-2 具備省思人文傳統的能

力。 
7-3 具備深化學術研究議題的

能力。 

 

  



 

四、中國語文學系（語文科教學碩士班） 

 

專業能力 專業能力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力 1： 

具備國語文教材解讀、分析與

研究的專業知能。 

掌握國語文教材的內涵，能對

教材進行解讀與分析，從而探

究國語文教學的原理，充實研

究專業知能。 

1-1 具備教材解讀與分析的能

力。 
1-2 具備探究國語文教學原理

的專業知能。 

能力 2： 

發展國語文教學策略，具備語

文教學創新能力。 

透過教學原理的探究，結合教

學實務，發展國語文教學策

略，具備教學創新能力。 

2-1 具備發展國語文教學策略

的能力。 
2-2 具備語文教學的創新能

力。 
能力 3： 

具備聽、說、讀、寫、作的教

學研究能力。 

根據聽、說、讀、寫、作的理

論，反思教學實務及現象，進

行國語文教學相關課題的學

術研究。 

3-1 具備聆聽與說話教學課題

的研究能力。 
3-2 具備識字與寫字教學課題

的研究能力。 
3-3 具備閱讀與寫作教學課題

的研究能力。 
能力 4： 

探索古今兒童文學作品，豐富

語文教學內涵。 

透過古今兒童文學作品的鑑

賞、分析與詮釋，探究兒童文

學的作品特質，豐富語文教學

內涵。 

4-1 具備鑑賞、分析、詮釋古

今兒童文學作品的能力。 
4-2 具備能將兒童文學與語文

教學實務結合的應用能力。

 

能力 5： 

探索中國語文的學術範疇，開

啟語文教學的宏觀視野。 

充實中國語文的學術內涵，厚

植學術知能，結合語文教學實

務，開啟語文教學的宏觀視

野。 

5-1 熟悉中國語文的學術內

涵，厚植學術知能。 
5-2 具備能將中國語文與語文

教學實務結合的能力。 
5-3 具備語文教學的宏觀視

野，關切語文教學現象與問

題，並尋求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