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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當年列為必修原因，今雖已難究明，但應不遠於學生除

習得韓語能力之外，也該兼備該國歷史文化發展之認識，才

能有效掌握其社會脈動的考慮。另由東語系設系培育人才的

目的一直訂定為「以修習語言為主，文化為輔」，東方語文學

系名稱中的「文」是指「文化」的文，所以英文的系名定為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 cultures，而非其他語文學

系定為文學的文（literature）亦可略知歷史文化課程備受重視

的情形。 
1

    個人自八十四學年開始講授「韓國史」課程以來，每為

如何有效提升教學品質而思考，至今數載幾經更改仍未獲滿

意。現逢韓語系全面教學研討之際，乃整理個人近年教學所

得，擬請不吝賜教與指正，實為本文寫作之目的。 

    文章論述，除前言外，第二節主要說明本韓國史教學的

目的，第三節是課程設計的原則與課程內容綱要說明，第四

節則檢視學生對本教學的反應，第五節分別檢討課程教材與

教法等問題，最後為結語部分則歸納些許個人教學心得。      

二、教學目標 

    凡對一國之發展欲有所認識，最基本或快速的方法就是

                                                 
1 請參考民國八十八年以前英文版的國立政治大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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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瞭解該國的歷史著手。韓語系之教育宗旨為「以學習韓國

語文為主，瞭解韓國文化為輔，培養東北亞事務的/專門人才」

2
。故自民國四十五年以來，「韓國歷史」即為必修課程，其

目的是希望學生除習得韓語能力外，亦應理解韓國社會過去

的發展，以利充分瞭解其文化精髓的目的已如前述。 

    根據這個目標本「韓國史」課程就需具有通史性質，內

容專精博通皆需兼顧，才能使學生修畢課程後，除對韓國民

族之起源、歷史發展、典章制度及因革遞嬗等軌跡有其概念

外，也能對韓國各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

等特性有通盤認識，進而奠定日後探求韓國及東北亞事務之

良好基礎。 

    個人教授韓國史課程已約五年，期間與其他教授歷史性

課程教師一樣，同感今日學生對歷史知識的學習普遍已經失

去興趣，曾於課堂中做過調查，結果學生較想知道的韓國史

內容大多為稗官野史、傳奇故事。這與傳統聯考制度領導教

學不無關係，因為中學歷史太講求背誦輕於理解的培養和訓

練，讓學生以為歷史盡是人事時地物等刻板資料的堆積，歷

史知識僅是用以換取考試分數或是升學的工具，現實生活中

根本派不上用場，造成多讀無益「歷史無用論」的錯誤觀念。

                                                 
2 請參考民國八十八年以前的國立政治大學概況韓語組的簡介，或八十九

年的韓國語文學系獨立成系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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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研讀本國歷史的興趣已經不高，何況是「冷門」國家

的歷史；加以有些二年級學生仍想轉系，因此更不想將時間

用在此處。 

    其實學習歷史不僅是探討社會的過去，同時也可展望人

類的未來，所謂「鑒古知今」，豐富的歷史知識和歷史眼光，

總可在關鍵時刻發揮其引導的作用。大如近年國家整體政經

文化社會各方面正處於變動之際，各種學說思想主張紛雜，

如何分析歸納出今日台灣社會前進的道路，無疑過去人類社

會演變的軌跡是一盞明燈；小如個人事業的發展也可運用歷

史智慧,例如知名的電腦集團宏碁企業總裁施振榮先生說，其

是從過去電腦產業發展的歷史，以預測未來全球資訊產業可

能的發展趨勢而以掌握先機。
4
 又如透過歷史培養起對事件

或人物的分析，也能對日後職場上的發展有所幫助。所以如

何讓學生瞭解歷史的「淑世」與「致世」功能
5
 是隨時與我

們相伴，而非架上的老古董，是本課程的另一目的，希望能

引領學生從學習韓國史出發，重新回復對歷史的興趣、重視

與知能。 

                                                 
3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中國歷史教學研討會論文集」，王壽南、張哲郎主

編，中國歷史學會暨政大歷史系出版，1992。 
4 施振榮，『領導者的眼界』系列叢書（1）未來六大趨勢，大塊文化出版

公司，台北，2000年，35-36 頁。 
5 杜維運，『歷史的兩個境界』，東大圖書公司，台北，1995，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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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設計與綱要 

（一）課程設計 

    韓國歷史的範圍雖不如中國史浩瀚複雜，但韓國人自曰

五千年的發展，亦有可觀之處。由於上課時間有限無法全部

講述，課程內容必須加以設計才能達到教學效果，基本上個

人所根據的原則為下列三項： 

1. 具切身感，避免疏遠性 

    一般而言與自己無關的事務較不能打動心絃，相反的越

是與自身相關的事情就越能引起學習的動機，例如與其講述

韓國社會經濟全貌，不如專注於中韓經濟關係史的發展來的

吸引學生注意。因此教材內容安排上，本課程傾向多介紹與

中國有關的韓國史內容，一方面讓學生保有切身感，一方面

正可用來與中國史的內容相互對照，而更清楚事件的多方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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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新鮮感，避免重複性 

    朝鮮半島自古以來的發展，一直與中國朝廷保有極為密

切的關係，故講授韓國歷史，很難遠離中國史的範籌，但避

免贅述重複是課程設計時必須考慮的重點。然也因關係密

切，歷史上的恩恩怨怨特別多，對於這些糾葛，中韓雙方學

者的看法，有時不盡相同，甚至南轅北轍，這類分歧的觀點，

也正是本課程選用的教材，因為這是訓練思辨的最佳體裁。 

3. 具輕鬆感，避免嚴肅性 

    為引起學生學史興趣，依據課堂調查結果，於許可範圍

內課程內容盡量少選學生較不喜歡的政績、政權轉移、土地

制度、經濟結構、興衰原因、政爭變亂及征戰等題材；而多

以學生喜歡的食衣住行等「日常生活應用得到」的社會生活

為教材。 

（二）課程綱要 

    依據前述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原則，近年本韓國史課程

全學年的學習重點共有下列九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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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導論 

第二單元：韓國史導讀 

第三單元：韓國開國神話傳說及其文化源流 

第四單元：箕子朝鮮與衛滿朝鮮問題 

第五單元：高句麗之發展與歸屬問題 

第六單元：統一新羅的對外關係及其文化 

第七單元：高麗的對外關係及其文化 

第八單元：朝鮮的對外關係及其文化 

第九單元：朝鮮後期與外來勢力的關係 

     

    第一單元「導論」。主要介紹何謂歷史、歷史的功用、

歷史的性質等。說明歷史的定義、歷史在現實生活中的「淑

世」與「致世」功用、以及歷史性質有時像是哈哈鏡，即不

同角度與看法可能產生不同觀點，因此應該明白學習歷史的

基本態度必須要具備多元觀察、懷疑、思考之精神、與分析

能力，才能瞭解歷史真相，而非不加思索、一味照單全收。

希望藉此讓學生清楚掌握歷史的定義、功用與特性，養成獨

立思考和判斷的能力。 

    今年為考察此一單元的教學效果，要求學生繳交讀書報

告一篇。結果發現大部份學生對學習歷史之態度都有正面回

應，多能重新認識歷史的真意，不再認為讀歷史只是用來應

付考試，或僅是瞭解過去的資料，或是與現實社會無關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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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更有學生反應大大改觀其以前對歷史的錯誤認知。為

強化此一單元目的，下學期課堂中亦請學生口頭報告彼此分

享心得。雖然報告的繳交不免加重老師的工作份量，但只要

學生有所收穫、教學得到成果還是值得的。 

   第二單元「韓國史導讀」。因學生在過去修習歷史的課程

中，並未建立起韓國歷史發展的整體概念，有的只是在學習

中國史中所看到的片段性的、不完整的知識。故本單元以傳

統歷史分期法的朝代興替為段落，自檀君朝鮮開始，循序講

授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四郡時期、三國時期、統一新羅

時期、高麗時期、朝鮮時期等各階段的重要發展內容，以利

學生掌握韓國史發展的脈絡，便於學生自修，與日後聽課時

容易理解。 

第三單元「開國神話傳說及其文化源流」。今日理性過度

偏重的現代社會，常將神話傳說視為荒誕不羈不合邏輯的編

造故事，忽略民族神話傳說其實具有一民族重要文化遺產的

地位。本單元的重點主在透過檀君、朱蒙、溫祚、朴赫居士、

昔脫解、金閹智、金首露等韓國古代的神話傳說故事，和中

國商契、周棄及滿族三仙女等開國神話故事的內容予與比

較，以探討古代朝鮮半島與中國東北及渤海沿岸地區各民族

的文化關係。 

第四單元「箕子朝鮮與衛滿朝鮮問題」。首先藉由史料的

研讀，帶領學生瞭解箕子朝鮮與衛滿朝鮮的建國始末，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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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韓國學者不認為有箕子朝鮮之存在，與認為衛滿朝鮮非

為漢人而是韓人建立的政權等問題的看法，並補充中國學者

的觀點，最後則讓學生分析討論。經由觀點的對比，希望學

生可以學習學者處理史料、研究問題之方法，以培養自我分

析歸納問題的能力。 

第五單元「高句麗之發展與歸屬問題」。長久以來傳統的

歷史教學與書籍皆侷限於以大漢族主義和中原正統王朝的歷

史觀來從事歷史教育，缺乏用更廣闊的視野思考「中華民族」

這個辭的意義。
6 因此學生在過去學習中國歷史的過程中，

很難認知到高句麗的發展也是中國歷史發展的重要部份。所

以過去學生學習完韓國史上的三國時代後，幾乎皆認為高句

麗是韓國古代的國家之一，是屬於韓國，而非「中國的一部

份」。此一反應正如同讀過莫泊桑所寫胡適之先生翻譯的「最

後的一課」文章一樣，若不加以論證，容易直覺地以為亞爾

薩斯省當屬法國領土無誤 7。因此本單元除令學生知曉古代

東北亞社會之強國高句麗的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等

各項發展外；另增加介紹高句麗與中國在民族、文化與外交

朝貢等諸多方面的密切關係，並提供中國學者對此看法的參

考資料，以利同學思考。最後並配合今日台灣極具爭議的統

                                                 
6 『通古今之變----中國歷史教學綜論』周佳榮，李金強主編，香港教育圖

書公司，1999年。 
7 王英男，「法國史教學心得」，『歷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論文集（上）』

張哲郎主編，政治大學歷史系，台北，1992，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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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問題，即台灣是否為「中國的一部份」的時事，引導學生

從文化、政治、民族等各角度，討論「歸屬」或「認同」的

問題。 

    第六、七、八單元新羅、高麗、朝鮮等三階段的對外關

係及其文化部分，其中對外關係主要以「事大主義」、「華夷

思想」、「地緣政治」等三大要素為中心，讓學生明白自古以

來韓國民族在外交政策上如何以小博大、以柔克剛、尋求獨

立自主的努力，以及三大因素交互影響的情形。
8
 此自古常

用的外交策略與我傳統歷史教科書喜歡使用的友好歸順觀點

大異其趣，並產生所謂「恨」的哲學
9
。此一問題的掌握，應

有助於學生瞭解韓國政府對台灣和大陸關係的變化原因。至

於各朝代的文化部分，或重思想或重藝術則由學生自己選材

分組報告，若有重要遺漏再由老師補充。 

    第九單元「朝鮮後期與外來勢力的關係」，是以了解近

代西方勢力東漸後,朝鮮王朝遭受各方勢力影響的情形，主要

以中、日、俄三國為中心。 

                                                 
8 黃惠琴，『十七、十八世紀朝鮮中國觀的演變』，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論

文，1994，144 頁。 
9 邵毅平，『韓國的智慧』，國際村文庫，台北，1996，頁 27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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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對教學的反應 

要瞭解學生對「韓國史」教學的反應，最好的方法是做

意見調查，國立政治大學自民國七十九年度起，即開始全面

對全校各科的教學意見做調查，調查項目為趨完善曾做變

動，目前調查的項目共有十九項。 

現僅根據個人手邊自八十六學年迄今，學生對「韓國史」

教學的意見調查資料，整理成「86-89 學年各學期教學意見調

查統計總表」，以瞭解學生對教學的意見與反應。 

86-89 學年各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總表 

學期別 

項目 
86 上 87 上 87 下 88 上 88 下 89 上 總平均值

填表人數 8人 11人 7人 12人 17人 17人  
缺課情形 3.13 2.4 2.43 3.25 3.27 2.29 2.8 
上學期總平均 3.4 3.78 2.43 3.75 2.67 3.35 3.23 
請教老師的次數 4.38 4.1 4.29 4.18 4.53 4.24 4.29 

使用圖書館次數 3.75 3.9 4 3.83 3.93 3.53 3.82 

學習態度 3 3 3 2.42 2.38 3.47 2.88 
教材量 3.5 3.6 3.71 2.25 2.63 3.59 3.21 
教材難易 3.38 3.5 3.86 2.08 2.75 3.41 3.16 
教材價值 3.25 3.3 3.57 2.46 2.47 3.5 3.09 
藏書量 3 3.2 2.57 2.46 2.38 3.82 2.91 
教學認真 3.5 3.4 3.71 2.92 3.19 3.77 3.42 
知識精熟 3.38 3.5 3.57 2.25 2.69 3.53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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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清晰 3.38 3.8 3.43 2.58 2.5 3.35 3.17 
上課方式 3.38 2.9 3.43 1.92 2.25 3.29 2.86 
進度掌握 3.5 3.5 3.71 2.82 3.25 3.65 3.41 
樂於解答 4 3.8 3.86 3.33 2.19 3.82 3.5 
成績合理 3.25 3.5 3.14 2.27 2 3.18 2.89 
收穫良多 3.13 3.1 3.29 2.17 2.31 3.59 2.93 
值得推薦 3 3.3 3 2 2 3.29 2.77 

（說明：86 學年第二學期因只有一人填表，故不列入。平均數之計算方  

        式為非常同意 5分，同意 4分，普通 3分，不同意 2分，非常 

        不同意 1分） 

    由於調查方法是採學生「自由」上網填答，因此所根據

的資料無法代表全部，加以調查的項目也不一定完整呈現了

整體教學情形，然仍多少反映出一些意見，值得教學上注意。 

第一， 表中顯示出八十八學年度學生的各項平均值，大都低

於其他年度學生的平均值。 

第二， 課程相關的藏書部份，表上「圖書館藏書量」的數據

出現較分歧現象，有學生認為藏書豐富，然有學生卻

覺得藏書不足。但值得注意的是不管藏書夠不夠，都

很少利用。 

第三， 有關學生學習態度部分，從「缺課次數」、「請教老

師」、「利用圖書館」、「學習態度」等項目顯示出學生

學習本課程的非積極性。 

第四， 老師教學的部分如「教學認真」、「知識精熟」、「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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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樂於解答」等項目，學生反應為「同意」。 

第五， 對教材的反應如「教材量」、「教材難易度」、「教材價

值度」方面，也在「同意」的層級中。 

第六， 表中數據顯示，在「上課方式」、「成績評定是否合理」

等方面，老師與學生間的想法較有差距。 

  

    整體而言，學生因主修韓國語文之故，相對的也就有興

趣知道相關的韓國社會文化等各項資訊，似不排斥韓國史課

程，所以如何針對上述現象在教學上予與改進，是教學成效

再向上提昇的重要關鍵。 

五、教法與教材檢討 

（一）教法方面 

    一般教學常用方法為講述式與討論式。講述式的優點是

循序漸進、較有系統，學生可以得到完整的概念，因此較適

合沒有基礎的學習者；缺點則是學生覺得互動少、沒有參與

感、較無聊，課堂氣氛顯得寂靜沈悶。相反的討論式課堂則

氣氛呈現活潑熱絡，較能引發上課的專注力與學習興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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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學生必須事先備課且具備主動性，否則課堂中容易形

成低頭不語，面面相覷，無法討論的情形，效果也就有所折

扣。 

    個人初期教授本課程時，鑑於修課學生普遍對韓國歷史

感到陌生，缺乏基礎。因此為達到學生修完課程後，能對韓

國歷史有一通盤性認識的課程目的，遂採融合上述兩種教學

法之優點，選擇按歷史發展的先後階段，循序講述各個朝代

重點，另又要求學生自選題目做口頭報告，增加參與感；有

時也採用小組聯合報告方式，以減輕學生負擔又能培養團體

研究討論習慣等的教學法。 

    但這樣的課程實施一、二年後，發覺學習成效與預期目

標有段距離。因為不僅課堂中專心聽講者不多，及連學生上

台的口頭報告亦大多照本宣科，應付了事，甚少用心準備，

甚且小組的團體報告也「自動」變成個人報告，並彼此相互

不知內容。詳加檢討，發現課程只著重於史實的瞭解與認識，

以便學生明白韓國史之發展的設計太為初階。雖然學生還未

具備韓國史的基本知識，但此時學生的思考能力逐漸增強和

成熟，純說明性、事件性的課程，已無法獲得滿足。所以當

時將目標訂在講述歷史內容的情形，即便內容新鮮不同，條

理力求分明，講解盡量生動有趣，學生仍覺得傳統老套，而

不獲青睞。 

    近年遂將課程重心，調整為不以講授事件制度等史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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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代之以較進階性的培養分析歷史事件、歷史問題的能力

為主。屬「資料性」的韓國史內容則改由學生自習與備課，

上課方式也希望逐漸加強提問與討論的份量，達到以討論式

為主，講述式為輔的目的，著重於啟發學生對歷史的性質的

瞭解，養成自我學習、獨立判斷的能力。 

    嘗試運用上述教學法後，老師自我備課的時間自然必須

增加，因為除了要提供相關教材補教科書之不足外，還需予

以細心指導；但學生在課堂上參與的程度卻可提高，不論在

參與討論或聆聽講解方面，學生都表現了較集中精神的現

象。而事前備課或課堂討論等的訓練，也可提升或啟發學生

認識史實、組織史料、分析及比較歷史事件等各方面的能力。 

   但正如上述，討論式課程主要是增加學生對問題與意見

的互動，因此事先備課者，藉由課堂討論可以得到加成的效

果；但如果學生的被動性仍高，缺席率太多，甚或不備課，

那麼除了容易造成課堂的提問討論，陷入「寂靜」現象使課

程進行倍感吃力外；此種類似專題式的課程設計，就不僅不

能幫助這些學生瞭解韓國史，甚至會覺得理不出頭緒沒有系

統，毫無收穫。因此如何照顧到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及

如何引導學生積極進入以討論為主的上課方式，正是本課程

必須重視的問題。 

此外，有感於學生日漸消極低落的學習精神，與被動的

學習態度，本學期個人嘗試以改變成績的評量方法，希望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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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回歸積極主動並自主的學習方式，同時也可減低前述

所提老師與學生在成績上認知的落差。傳統的評量方式是老

師在其交代的作業範圍中，於期末按學生的「努力表現」給

予分數。此可能存在學生以為已經很努力，但老師仍決未達

標準的盲點。本評量辦法正好採相反方式，基本上學生自己

事先擬定自己所欲求得的學期成績後，再繳交自己努力的成

果，當然希望成績愈高者繳交的作業量與質就需要越多或越

高。而且從學期開始一直到學期結束期間，學生隨時可清楚

的查閱到自己已經累計的分數，以便自我掌握與調整努力情

形的設計是其最大的特色。即其能讓學生清楚的且隨時的看

見自己努力的成績並能即時掌握。目前學生頗能接受這套「透

明化」的評量設計，個人亦希望能真正帶動起學生自己自主

學習的精神與態度，然因屬實驗初期，效果如何，有待觀察。 

（二）教材方面 

教材是一個課程頗為重要的部分，本科目有關教材方面

的選用如「教材量」、「教材難易度」、「教材價值度」方面，

雖然普遍受到學生的認同；但同時也看到學生在使用教材上

的難處，即有學生覺得圖書館藏書豐富，有學生覺得藏書不

足。政治大學的中正圖書館收藏相當多有關韓國史方面的書

籍，此應係學生認為本科目藏書豐富的原因，但藏書豐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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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定能提供學習上的加成效果，因為這些藏書大多數是以

韓文作成，政大韓語系學生雖以修習韓國語文為專攻，然本

課程修習的學生為二年級，只有一年語言基礎的學生顯然受

到韓語使用能力的限制，很難直接利用這些書籍資料。至於

藏書不足的問題，主要應是指以中文出版的韓國史書籍而

言，至今在台灣地區曾以中文出版的韓國史用書，為數甚少，

僅有李迺揚先生的『韓國通史』、李丙燾先生的『韓國史大

觀』、林泰輔先生的『朝鮮通史』、李基白先生的『韓國史新

論』、李元淳先生等合著的『韓國史』以及簡江作先生的『韓

國歷史』
10
。其中前後兩本為中國人所著，林泰輔先生國籍日

本
11
，其他則為韓國學者所寫的翻譯本，這些書有的出版年代

已久，有的內容龐雜，有的過於簡略，並不一定適合台灣的

學生。 

                                                 
10 這幾本書籍詳細資料如下： 

（1）李迺揚著，『韓國通史』，學生出版社，台北，1950。 

（2）李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正中書局，台北，1961，502頁。 
（3）林泰輔著、陳清泉譯，『朝鮮通史』，台灣商務印書館，台北，1978，290頁。 
（4）李基白著、林秋山譯，『韓國史新論』，國立編譯館，台北，1984。 
（5）李元淳、崔炳憲、韓永愚合著、詹卓穎譯，『韓國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台北，1987，372頁。 
（6）簡江作著，『韓國歷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台北，1998，486 頁。 

11 陳清泉先生譯自林泰輔先生所著的「朝鮮通史」一書中，並未說明林先

生國籍日本。但繆正西先生在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第十三期韓國學報

中，載有「檀君神話研究—以神話形成過程及傳說演變為中心—」一文的
第 110 頁指出林泰輔先生為日本學者。 

 191



韓國語文研究 1  

本課程在教材方面一向僅提供參考書目，並未指定教科

書，除有上述原因之考量外，主要也擔心學生只看教科書，

也就只學得這本書的觀點與解釋，反而限制了學生從不同角

度、不同觀點與不同方法來研習韓國歷史的機會，因此開放

學生於參考書目中自由選定學習的書籍。 

此外為豐富學生的思考角度與擴展歷史視野，課程中理

應多指定些適合的補充教材或讓學生多閱讀些課外文章。但

這也是極待克服的工作，因為內容具有學術水準、不能太長、

又能深入淺出、條理清晰適合一般大學生閱讀的韓國史文

章，亦不多見。曾經指導學生看些文章，但因未進一步考核

學生是否閱讀，所以也無從確知其成效，根據經驗，若要加

強此方面效果，最好是令同學寫作報告。 

教材除文字性教材外，尚有圖像性教材如圖片、影帶等，

這類多媒體教材的利用是學生最感興趣的上課方式。因為圖

像的閱讀或因色彩豔麗或因變化活潑，最能吸引和集中學生

的學習意願與注意力，並留下深刻映象。此一最有助於提昇

教學效果的方法與工具，應該積極採用。本課程也適時在課

堂中安排賞析韓國製作的相關歷史劇情片與韓國偉人傳的卡

通錄影帶。然目前本課程大多只能將之視為課堂的調適點

綴，因為這些影帶並非嚴謹的影視教材，是否符合史實、是

否具有學術性質、是否為政治服務……等必須相當注意。以

及影帶乃為韓國人所攝製，全部韓語發音，學習效果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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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影響，這些因素都使影帶教學具有一定的難度，而無

法發揮圖像教學的功能。 

六、結語 

    每年教授韓國史課程時，在內容、教材、教法與教具上

都不斷嘗試改進調整，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滿意的教法。在此

僅提出幾點心得與問題，請各位提供高見： 

    第一，課程內容雖然已經採主題式說明，但每星期二小

時的講課時數仍然不夠，第五單元之前的內容尚可充分解

說，第六、七、八、九單元有關韓國各朝代的對外關係與文

化部分，因主由學生分組報告，內容大致僅是史實的呈現，

缺乏各事件間前因後果的始末說明，因此學生報告後常需加

以修正、補充，或將前後內容加以統整，使能成一系統。此

時下學期課程常已接近尾聲，經常只能勉強趕課，至於二十

世紀的韓國現代史部分則一直無法介紹。 

    第二，目前本課程的教學教法會使大多數消極備課者收

穫較少，但將令積極認真的學生不僅具有基本的韓國史概

念，亦增進獨立思考與分析能力的培養。然如何使教學教法

更加周延「有教無類」是本課程有待努力的地方。另一項重

要課題則是，適合學生閱讀的中文韓國史教材與文章仍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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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以及如何加強韓國史課程教學心得的交流與研討機

制，改進教學工作猶如閉門造車使其快速進步提昇，也值得

注意。 

    第三，若想學生學習有效果，必須要求報告寫作，雖然

馬虎交差、敷衍了事者不少，但也不乏認真求知、收穫豐富

的學生。撰寫論文式報告雖然最有成效，但根據經驗，學生

一因對韓國史內容並不熟悉，二因不知做報告的方法，大多

抄襲他人文章，效果有限，不如配合進度指定寫作讀書心得

或學習單等來的較好。 

    第四，近來社會有「事少錢多離家近」的謔語，然校園

中則一直也流行著「輕鬆有趣成績高」的選課標準。收穫的

有無、成績的高低本與努力程度成正比，本課程自下學年起

將由必修改為選修，在這種新世代的擇物文化趨勢中，如何

改進教學方式使之有趣，使之減少負擔又能有高收穫，是今

後努力的重點。 

 

 

 

 

 

 

 

 194



韓國史教學心得與檢討 

 

 

 

 

 

 

 

 

 

 

摘  要 

韓國史課程自民國四十六年創系（組）以來，即與韓語

課程一起被指定為必修科目之一，深受重視。因為主修韓語

課程的學生除習得韓語能力之外，應該兼備韓國歷史文化發

展之認識，才能有效掌握韓國社會脈動。而凡對一國家之發

展欲有所認識，最基本和快速的方法就是從瞭解該國的歷史

著手。因此韓國史教學希望透過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既認識

韓國歷代重要制度、學術思想與宗教傳播的概況及其所形成

的傳統文化；又瞭解造成韓國各朝代更迭興衰的基本史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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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果關係與相互影響。簡言之，即讓學生經由認識過去韓

國民族之起源、歷史發展、典章制度及因革遞嬗等，瞭解今

日韓國何以是如此的面貌，此是課程目標之一。另也希望學

生從中汲取經驗及改正過去對歷史的錯誤認識，正確理解歷

史的功能與作用，進而培養蒐集分析能力，洞察現代社會發

展的方向與途徑，是目標之二。 

    韓國史範圍雖不如中國史浩瀚複雜，但韓國人自曰五千

年的發展亦有可觀之處。由於上課時間有限，無法全部講述，

課程內容必須加以設計才能達到教學目的，參考學生需求，

韓國史課程設計原則主為（1）具切身感，避免疏遠性，（2）

具新鮮感，避免重複性，（3）具輕鬆感，避免嚴肅性。內容

偏重於韓國各個時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等方

面中韓關係的探討，尤以政治外交為中心。瞭解韓國史觀中

的中韓關係與中國人一向喜歡以「兄弟之邦」、「同文同種」

角度來形容的南轅北轍，並使學生重新認識自古以來韓國對

外關係採行「事大主義」是與中國「角力」，而非一味「順從」

的內涵與真義。 

    教授韓國史約五年，深感成功的教學必定要在選用的教

材與採用的教學方式上，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段時間不

論是內容、教材、教法與教具上都不斷嘗試調整改進，然至

今仍未找到滿意的方式。只稍具心得與問題，尚待指正。一、

課程教法希望朝向討論式進行，但會使多數消極備課者收穫

 196



韓國史教學心得與檢討 

較少，然積極認真的學生除習得韓國史外，又能增進獨立思

考與分析能力的培養。如何使教學更加周延，而能「有教無

類」有待努力。二、適合學生閱讀的中文韓國史教材與文章

仍有待充實，以及如何加強韓國史課程教學心得的交流與研

討機制，改進教學工作猶如閉門造車的問題也值得注意。三、

要學生學習有效果，必須要求報告寫作，論文式報告雖最有

成效，但根據經驗，學生一因對韓國史內容並不熟悉，二因

不知做報告的方法，大多抄襲他人文章，效果有限，不如配

合進度指定寫作讀書心得或學習單等來的較好。四，隨著日

後課程的開放選修，及校園中一直流行「輕鬆有趣成績高」

的選課標準下，如何改進教學方式使之有趣，使之減少負擔，

又能有高收穫，是本課程今後努力並極具挑戰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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