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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課目的 

韓國文化史係中國文化大學韓語系於四年級上、下學期

所開設的必修課程，各是三學分，上下學期共計六個學分。

身為教師的期盼，是學子在接受課程中，能夠學得如何有效

的尋索、詳審資料，進而有能力去思考、判斷及歸納韓國文

化的普遍性和其獨特的創造性。 

                                                 
∗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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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定義 

什麼是文化？人類學學者對此一名詞的見解頗多。如魏

斯萊(Wissler)謂「文化是一個社群或部落民族所遵循的生活

形式。」愛爾華(Ellwood)謂:「文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或

造器具、造制度的過程。」戴拉 (Edward.B.Tylor)則謂:「文

化或文明，依民族誌上廣義的講，是一整個複雜的全體。包

括人在社會中所習得的知識、信仰、道德、藝術、法律、風

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力與習慣。」 

如此看來，將文化與文明二辭同等看待的情況並不少見

，同時這也是西洋學術界常會混用的觀念。但大致說來，這

些所謂的文化可歸納出一些共通性:第一、文化是具有認知

性的。第二、文化是具有規範性的。第三、文化是具有藝術

性的。第四、文化不全是合理性的。 

三、教學內容 

教師本人於授課的過程中，既不願把文化視為偏重精神

的東西，亦不願把文明視為偏重於物質的東西。單就文化本

身的內容來說，它是由種種獨特的文明(特質)所構成，有其

特殊形式、精神和歷史，也可說是那個群體的智慧總表現在

一個大環境中，雖有主流與非主流之別，但絕非是可以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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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 

就拿韓國的精神文化而言，除了中國儒、釋、道三大思

想並容於世之外，再加上西方的基督思想大多被韓國人所接

受，如此的一個文化熔爐，是無法單用一種的文化特色，來

概括其他外來的文化。 

韓國古代文化中的部分文史特質，乃源自中國的典章制

度、小說、韻文和散文。學生們已先後於韓國史(大二必修) 

、名著選讀(大三必修)的課程中有所接觸和認識。至於民生

風俗和現今的生活形式、社會風潮時尚，也於韓國民俗學(

大一必修) 、新聞韓語(大三必修)的課程中，有詳細的介紹

，因此在授課的內容中，對上述課程的範疇便不多加贅述。 

本課程自開課至今，為期並不甚長
1
，擺脫了過去純以

文學史總括一切的觀念，更仔細的將韓國人從古至今的文化

樣貌做一剖析，且將東國固有的文化特質抽絲剝繭一番，使

得古往今來的韓國文化能有系統的呈現在有志於學的學子面

前，上朔至古朝鮮的文明曙光，下及於二十世紀的南北韓現

貌，舉凡韓國本土的器物、制度、藝術、信仰，或外來文化

的衝擊與受容，皆依朝按代地分類介紹。 

                                                 
1 韓國文化史課程，是於民國八十七年廢除韓國文學史後，開始新設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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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法 

此課程的教學方法，主採用講義授課的方法來進行教學

，先使學子得以熟悉課程的單元主題，再指定相關的參考書

目，以供學子們深入了解之用。課堂中亦多鼓勵發問，提供

討論時間，綜合各種不同的視野觀點，以養成學習上明辨審

思的功夫。 

五、教學進度 

   依學校行政制度，上學期 18 週，下學期 14 週，扣除國

定假日等的停課，總授課課程共約 29 週，筆者所擬定的課

程如下： 

 上學期課程進度單元  

1. a.學習方法論 b.工具書 c.韓國高中及大學國文歷史教

科基準 

2. a.湯恩比觀點 b.世界及韓國支石墓分布 c.新安貿易船

的挖掘 

3. 三國時代概觀：a.百濟學術東傳日本 b.駕洛國和印度

交流的可能性 c.高句麗時代漢文的傳入與儒教、廣開

土大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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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吏讀的發明、新羅的鄉歌 

5. 統一新羅時代：唐代文化與入唐留學生 

6. 渤海國遺跡國際挖掘工程 

7. 期中考 

8. 高麗朝前期:太祖的統治理念 

9. 高麗朝和宋代文化的交流 

10. 高麗歌謠時調的時代背景和作品特色 

11. 高麗後期和元代文化 

 下學期課程的進度單元 

1. 朝鮮朝前期的制度 

2. 朝鮮前期的文化事業 

3. a.實學派文學 b.朴趾源的熱河日記 

4. 天主教西學的傳入與影響 

5. a.崔南善、李光洙 b.近代小說與開化思想 

6. 期中考 

7. a.殖民地的命運 b.日本文化統治政策 

8. a.左右翼爭戰 b.普羅文字 

9. 韓國文化的前景：a.接受日本翻譯或模仿西洋文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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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戲劇思潮與作品 b.鼓勵創作風氣 c.吸取西洋文藝

技巧與技術，發展歷史人物為主題的作品。 

六、採用教材 

    本課程教學所採用之教材，除教師本身自行編譯的講

義之外，另參閱國內外相關研究部門之中，英，日，韓文圖

書及論文資料，亦利用寒暑假之便，遍集相關圖鑑或照片，

使學子得以增廣見聞，以應時代的潮流與需求。 

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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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某年度上學期期中考試試題（填充題） 

研究古代文化，最令韓國學者為難的是資料不足及資料  

1  。三國統一之前的時代稱為   2  ，高句麗建國初期留

下  3  ，百濟則有  4  為使用漢字的最早記錄，  5  和  

6  係借用漢字的語言標記。百濟在文化傳播上的功勞為  7  

。崔致遠的作品曾被收錄於  8  ，他個人的文集名為  9  

，他留學唐朝  10  年，及第於  11  ，並曾任  12  職

務，寫過  13  而聞名，回國後因  14  而不遇，他的  

15  被引用為戲劇雜耍起源，其中  16  係中韓兩國未有之

動物，可能來自  17  。鄉歌的名稱出自謙卑，另有自認文

化僅次於中國的名稱為  18  、   19  等。鄉歌共有  20  

首，大多收錄於  21  集子，被認為是專供  22  學生的

工具書，但也被批評內容  23  ，編者  24  。祭亡妹歌

作者  25  ，讚耆婆郎歌是讚美  26  的內容，鄉歌文法

解讀的課程屬於  27  ，韓國學者  28  與日本學者  29  

的主張較為一般人追從，鄉歌故事迄今被引用，由  30  可

知被列為古典而受到重視，一般說來鄉歌是  31  學。 

衛滿朝鮮以來中國  32  朝的文物已被輸入，當時  3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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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已完備可以證明，樂浪是今日的  34  ，渤海國為  35  

遺民所建，享國  36  年，在今日  37  一帶的位置。  

38  碑的樹立有  39  的重要意義，於 1875 年在  40  省

被發現。檀君神話中的風伯、雨師、雲師代表  41  ，食蒜

代表  42  ，出現在中國史書上的神話為  43  。薛聰因  

44  而史上留名，父  45  因  46  而史上留名，崔沖被

喻為  47  ，功績有  48  。1987 年因應世界潮流改編文

史教科書；其改名稱之兩例如以「獨立運動的萌芽與發展」

取代過去所謂  49  ，以「對蒙古抗爭期」取代  50  名

稱，一如 70 年代北韓強調的  51  。最早的三首漢詩為  

52  、  53  、  54  ，其中  55  有詩經風格，  56  

的背景可能是巫作法的現場。假傳體係模倣中國    57  

而成立的文體，最早的作品為  58  。李齊賢陪侍  59  

在中國元朝  60  與文人  61  等結交，諳  62  ，是韓

國歷史上唯一  63  。 

由翰林別曲中的  64  、  65  可知是無謂的應酬之

作，作者   66  等時文人因武人  67  掌權三代而沮喪，

李相國李奎報曾任  68  職務，對朝廷有功。鄭夢周以  69  

身份赴中國，可能  70  原因，歷史上對這一部分常省略不

誤，強調他是  71     72  。由  73  高麗俗謠可見當時

民生困苦，眾多蒙古人因  74  而進入高麗境內，其中身份

 172



韓國文化史課程設計 

特殊的例如  75  、  76  ，可能破壞善良風氣。唸古代

史的基本工具課本為  77  ，仿中國  78  而編，所列人

物皆  79  。故宮附近尚有   80  ，(非中影文化城!!)值得

一顧，史學系辦公室位於  81  ，圖書館中文學的代碼開頭

為  82  ，你所知的文化 (不論東西洋)性的節目(電視) ，

有  83  。高麗太祖訓要原係  84  ，其中有一條  85  

，加重地域情感分裂，另一條言及透過  86  與  87  應

與民同樂（佛教活動）。太學係  88  。情結的英文字  89  

，原係  90  的名詞，日、韓文中漢字「妖精」指  91  

，人類文化學最重要的課程之一為  92  ，其中我所知道的

一本名著為  93  ，學者為  94  。今年為檀記  95  年

，這個計算方式出自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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