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學導論(上)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Introduction to History–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101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的目的在介紹歷史學這門學問的內容、性質、意義與功用，及其近來發展的趨勢與注重的課

題；並嘗試幫助學生掌握歷史學的入門途徑與方法。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歷史是什麼(關於歷史定義的討論)

第 二 週 歷史與思考(思考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思考性)。

第 三 週 論歷史與事實、資料與証據。

第 四 週 何謂歷史解釋？歷史詮釋的有效性為何？

第 五 週 多義的記憶：論歷史認識是如何成為可能。

第 六 週 歷史的價值與道德判斷。

第 七 週 何謂故事？試論歷史與文學、敘述的關係為何？

第 八 週 史詩與小說

第 九 週 電影與歷史

第 十 週 歷史做為一種專業規範的學科

第十一週 如何做為一位歷史家：史學、史家及其時代

第十二週 歷史研究的方向與取材

第十三週 歷史“資料”的尋找、分類與判定。

第十四週 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

第十五週 略說中國史學的傳統

第十六週 台灣史學界的發展與

第十七週 後現代情境下的歷史學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麥田文化，2001。

2.盧卡奇著，楊恆達編譯，《小說理論》，唐山，1997。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 What is History），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

3.Keith Jenkins 著，賈士衡著，《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台北：麥田出版社，

1996。

4.Marc Bloch，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5.W.H.Walsh，王任光譯，《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台北：幼獅書局，1980，2 版。

6.Collingwood, R. G.著，黃宣範譯，《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台北：聯經事業出

版公司，1981。

7.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

8.嚴耕望，《治史經驗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9.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74。(現已再版)

10.盛寧，《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台北：揚智出版社，1995。

11.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薛絢譯，《歷史的真相》台北正中書局，1995。

12.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2000。

13.王爾敏，《史學方法》，台北：東華書局，1977。

14.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文化，1992。

15.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

16.楊豫(1998)，《西洋史學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

17.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18.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19.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二魚文化，2003。

20.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書店，1997。

21.黃宗智，《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2.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3.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牛津大學出版，1994。

24.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5.朱天心，《古都》，自選版本。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

□平時考試： 40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注意上課禮節(不遲到、不早退、不穿拖鞋)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學導論（下）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Introduction to History–I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102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的目的在介紹歷史學這門學問的內容、性質、意義與功用，及其近來發展的趨勢與注重的課

題；並嘗試幫助學生掌握歷史學的入門途徑與方法。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歷史是什麼(關於歷史定義的討論)

第 二 週 歷史與思考(思考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思考性)

第 三 週 論歷史與事實、資料與証據

第 四 週 何謂歷史解釋？歷史詮釋的有效性為何？

第 五 週 多義的記憶：論歷史認識是如何成為可能

第 六 週 歷史的載體：圖像歷史學及圖像運用

第 七 週 中國的原「史」字義變遷

第 八 週 中國的廿五史之正史傳統

第 九 週 電影、圖像與歷史

第 十 週 歷史做為一種專業規範的學科

第十一週 如何做為一位歷史家：史學、史家及其時代

第十二週 歷史研究的方向與取材

第十三週 歷史“資料”的尋找、分類與判定

第十四週 十九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

第十五週 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

第十六週 台灣史學界的發展與

第十七週 後現代情境下的歷史學新動向及其意義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筆記讀書筆記讀書筆記讀書筆記： 10 %

■分組討論 □□□□平時考試平時考試平時考試平時考試： 30 %

□實習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20 % (如有參觀訪問及討論時納入評分機制中)

□□□□參觀訪問參觀訪問參觀訪問參觀訪問

□其它

□期中考試：

□□□□學期考試學期考試學期考試學期考試：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通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10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了解中國歷史的演變及各朝代的興衰。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8.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9.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備註

第 一 週 中國的遠古時代

第 二 週 商周歷史概況

第 三 週 春秋時代的大勢

第 四 週 秦之統一及其貢獻

第 五 週 西漢之政治、西漢三帝之治績

第 六 週 東漢之建立及其興衰

第 七 週 漢代制度及學術

第 八 週 西晉之政局、東晉之興衰

第 九 週 南北朝對峙、魏晉南北朝的學術

第 十 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隋唐時代

第十二週 北宋之興亡、南宋之局勢

第十三週 宋代的學術概況

第十四週 遼金之崛起

第十五週 元代之興亡

第十六週 明朝之成敗

第十七週 清代之興起與沒落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作 業 歷史人物報告一篇

課程特色
了解中國歷史的演變及各朝代的興衰。

主要參考

書 籍

中國通史綱要 江增慶著 五南出版

中國通史 傅樂成著 弘揚圖書出版

國史大綱 錢穆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中國通史 高明士等 五南出版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歷史電影與討論、拓本（校外教學） ■讀書報告： 1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30 %

■其 他： 30%(出席)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世界通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World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10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希望藉由本課程引導同學們認識世界歷史與文化發展之軌跡，促進同學對世界不同文化與民族的認

識和了解。另外本課程特別強調外文書籍之閱讀能力，為未來的學術研究及資訊吸收做準備。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0.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1.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2.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課程簡介及文明的開展

第 二 週 大河流域文明的興起

第 三 週 希臘、波斯與上古東地中海地區的文化融合

第 四 週 羅馬一统下的地中海世界

第 五 週 上古時期亞洲與美洲

第 六 週 羅馬世界的三個繼承人

第 七 週 中亞草原民族與西方黑暗時代

第 八 週 中古時期的亞洲與美洲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中古後期的西方世界

第十一週 十四世紀的轉折

第十二週 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

第十三週 地理大發現時代

第十四週 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與近代國家的興起

第十五週 啟蒙時代與革命

第十六週 十九世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第十七週 新帝國主義下的世界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

■分組討論 ■學期考試： 30 %

□實習 □其 他： %

□參觀訪問

■其它課堂講授:利用 PowerPoint 講授課程內容

■平時考試： 40 %

■期中考試： 3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學方法 (上)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109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中國通史與史學方法、論文寫作是史學系學生必修課目，也是史學認識、史學研究的入門必備的基

礎課目。本課程基本上學習中外古今的史學發展與演變，歷史認識的本質論、國史流變、傳統中國

之史學意識與史學方法名著之介紹，而輔之以方古典史學、近代史學流變及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

不僅了解西方史學的傳承流變，進而體會當代西方史學創新在哪裡，貢獻在何處，把握住其總體特

徵與發展趨勢，及弊病所在。論文習作中特別注意選題、章節安排、史料考證的詮釋及論文寫作的

學術規範，並輔以近人論文的寫作格式及易犯錯誤之改正。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3.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4.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5.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壹、史學概述

一、歷史的意義

（一） 記錄與事實

（二） 歷史的範圍

（三） 歷史的價值

（四） 歷史的定義

二、史學與科學

（一） 歷史是不是科學

（二） 史學的輔助科學

三、史學分類

（一） 傳統的分類

（二） 一般歷史的分類

（三） 史學的分類

（四） 未來的分類趨向

貳、史料研究

一、史料種類及等級

（一） 史料的種類

（二） 遺物與古蹟

（三） 紀錄與錄音、錄影

（四） 傳說與神話

（五） 史料的等級

二、史料的蒐集方法

（一） 史料蒐集的重要

（二） 蒐集的基本工作

（三） 特殊史料的蒐集途徑



（四） 蒐集史料應有的注意

（五） 口述歷史的採訪與注意事項

三、史料真偽的鑒別方法

（一） 外考証

（二） 史料來歷的考証

（三） 史書真偽的考証

（四） 史文正語境的考証

四、史事真偽的鑒別方法

（一） 內考証

（二） 探究史文本意與情境

（三） 分析記載

（四） 可信度評量

五、歷史的綜合方法

（一） 綜合的重要

（二） 解釋

（三） 延續

（四） 重建史實

六、歷史的寫作方法

（一） 歷史寫作的基本要求

（二） 通史寫作

（三） 專史寫作

（四） 論文寫作

七、西方史學理論的演變

（一） 歷史哲學與史學理論

（二） 從神秘主義到理想主義

（三） 浪漫主義

（四） 實証主義

（五） 新理想主義

（六） 文化型態史觀

（七） 新康德史學理論

（八） 新里格爾史學理論

（九） 自由主義史學理論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歷史學博士 3.播放投影設備

2.相關著作 4.課外參觀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60 %

□上課出席與發問： 30 %

□期中作業： 0 %

□期末考試： 0 %

□其 他： 1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學方法（下）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110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中國通史與史學方法、論文寫作是史學系學生必修課目，也是史學認識、史學研究的入門必備的基

礎課目。本課程基本上學習中外古今的史學發展與演變，歷史認識的本質論、國史流變、傳統中國

之史學意識與史學方法名著之介紹，而輔之以方古典史學、近代史學流變及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

不僅了解西方史學的傳承流變，進而體會當代西方史學創新在哪裡，貢獻在何處，把握住其總體特

徵與發展趨勢，及弊病所在。論文習作中特別注意選題、章節安排、史料考證的詮釋及論文寫作的

學術規範，並輔以近人論文的寫作格式及易犯錯誤之改正。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6.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7.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8.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壹、史學概述

一、歷史的意義

（一） 記錄與事實

（二） 歷史的範圍

（三） 歷史的價值

（四） 歷史的定義

二、史學與科學

（一） 歷史是不是科學

（二） 史學的輔助科學

三、史學分類

（一） 傳統的分類

（二） 一般歷史的分類

（三） 史學的分類

（四） 未來的分類趨向

貳、史料研究

一、史料種類及等級

（一） 史料的種類

（二） 遺物與古蹟

（三） 紀錄與錄音、錄影

（四） 傳說與神話

（五） 史料的等級

二、史料的蒐集方法

（一） 史料蒐集的重要

（二） 蒐集的基本工作

（三） 特殊史料的蒐集途徑



（四） 蒐集史料應有的注意

（五） 口述歷史的採訪與注意事項

三、史料真偽的鑒別方法

（一） 外考証

（二） 史料來歷的考証

（三） 史書真偽的考証

（四） 史文正語境的考証

四、史事真偽的鑒別方法

（一） 內考証

（二） 探究史文本意與情境

（三） 分析記載

（四） 可信度評量

五、歷史的綜合方法

（一） 綜合的重要

（二） 解釋

（三） 延續

（四） 重建史實

六、歷史的寫作方法

（一） 歷史寫作的基本要求

（二） 通史寫作

（三） 專史寫作

（四） 論文寫作

七、西方史學理論的演變

（一） 歷史哲學與史學理論

（二） 從神秘主義到理想主義

（三） 浪漫主義

（四） 實証主義

（五） 新理想主義

（六） 文化型態史觀

（七） 新康德史學理論

（八） 新里格爾史學理論

（九） 自由主義史學理論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歷史學博士 3.播放投影設備

2.相關著作 4.課外參觀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60 %

□分組討論 □平時考試： %



□實習 □上課出席與發問： 30 %

□參觀訪問

□其它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1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史學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4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的目的在介紹中國史學之史的歷程、發展、變遷，以及各揭段各自所形成或成型的史學特色，

史書特徵、時代意識等，學生可以從本課程得到大要的史學史變遷之基本知識，對於一種文化與知

識傳統中的基型、變義，學習到如何能夠掌握其大體。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9.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0.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1.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4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 授課大綱授課大綱授課大綱授課大綱

第一週 開宗與明義

第二週 中國「史」字三階段

第三週 「史」----史官階段：「史」之字義指向「人」

第四週 「史」----史書階段：「史」之字義指向「書」

第五週 「史」---史事階段：兼論近代以來的「以『歷史』為學」

第六週 《史記》與《漢書》----「紀傳體」的形成與正史體例

第七週 《春秋》《左傳》《漢紀》與編年體：「年」加「事」的記事程式

第八週 「紀事本末體」之修史與寫史要義

第九週 中國史學與正史、國史中的「統」與「一」

第十週 期中筆試

第十一週 六朝與隋唐史學史

第十二週 宋元與明清史學史

第十三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之史部 15 類述略----史書之類別

第十四週 傳統史學中的「史學史」---《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

第十五週 傳統史學中的「史學史」---《文心史傳篇》與《史通古今正史篇》

第十六週 近代史學之變遷---從「史」到「歷史」

第十七週 當代史學變遷與回歸

第十八週 期末筆試

參考書目

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

2. 柳詒徵，國史要義，台北：中華書局

3. 金毓黼，中國史學史，台北，鼎文書局

4. 劉節，中國史學史，台北，弘文館出版社

5.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中國史學理論與傳統再思，台北：麥田出版社

6.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



7. 《隋書經籍志》「史部」

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

9. 講義印發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筆記讀書筆記讀書筆記讀書筆記： 10 %

■師生即席討論 □□□□平時考試平時考試平時考試平時考試： 30 %

□實習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20 %

□期中考試：

□□□□學期考試學期考試學期考試學期考試：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歐洲史-中古時期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The History of Europe-Meddle’age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43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藉由介紹騎士團(武裝修會)的出現了解中古歐洲隱修運動、騎士制度、聖戰觀念、三者的結合以及

騎士團在政治宗教經濟工商及文學等方面給予歐洲的影響。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2.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3.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4.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課程簡介﹕研習中古武僧之意義

第 二 週 歐洲中古史簡說

第 三 週 武僧（武裝修會，騎士團）之歷史淵源一﹕隱修運動、騎士制度

第 四 週 武僧之歷史淵源二﹕聖戰觀念

第 五 週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與騎士團之出現

第 六 週 騎士團制之擴散﹕伊比利半島與波羅的海

第 七 週 東方拉丁王國保衛戰

第 八 週 哈丁之役（1187）以來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條頓騎士團之興起

第十一週 條頓騎士團之北上

第十二週 條頓騎士團與普魯士

第十三週 聖殿騎士團之瓦解與轉型

第十四週 醫療騎士團在地中海之新發展

第十五週 伊比利半島騎士團與再爭服運動

第十六週 騎士團與中古拉丁世界擴張之檢討

第十七週 騎士團與西方中古文學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4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近現代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81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歷來皆著重於戰爭、政治與文化教育等面向。本課程除了從上述幾方面

奠立學生基本的歷史知識之外，更希冀從視覺圖像的角度出發，探討圖像與其製作方法從清末以來

在維新運動、西方知識體系的轉移、民初教育改革、博物館的建立與新國家形象的建構上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圖像製作在過去多為宮廷文人的風雅餘興所服務，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後半，圖像製作開

始主動積極地參與新國家形象與新知識體系的建構。本課程的目標在於讓學生一方面奠定現代史的

基礎素養，一方面認知到圖像在中華民國的國族、文化與歷史建構所扮演的重要性。

本課程也將探討民國遷台之後，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與國史館建立的意義，思考圖像在民國歷

經政治地理上的大幅變遷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藉由探討圖像與晚清民國史的關係，本課程希冀讓學

生得以結合跨學科的知識以便更加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歷史。進而加強自己應用歷史媒材的能

力，提升以後在文創與博物館等產業裡的競爭力。

本課程將以史景遷的中國史著作以及劍橋中國史來奠立學生基本的歷史素養，再從視覺圖像的角度

切入，訓練學生從多元的角度來了解歷史。另外，本課程也會安排故宮、國立歷史博物館或國史館

的校外教學，並安排民國與台灣雙年展的策展人員進行專題演講，探討博物館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展

示與呈現民國的歷史。希冀以一個跨領域、跨學科的寬廣視角，讓學生認知視覺圖像與博物館如何

與文獻合作來顯影、典藏與製作歷史。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5.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6.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7.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現代的號角

1.1上海開埠的焦慮

1.2開民智、啟愚民/新式印刷術與畫報

1.3 清末新制教育/圖畫手工與富國強兵

1.4維新、革命、國畫變革與博物館籌建

2、西潮的譯介

2.1 梁啟超與新史學

2.2 蔡元培與民國新教育

3、英雄的崛起

3.1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3.2 美術革命與勤工儉學

3.3左派藝術、前衛與革命



4、他者的現代

4.1月份牌、西潮、女性與身體

4.2清末遺民與上海不夜城

5、博物館的設立

6、遷徙與生根

7、國家傷痕、國族認同與歷史書寫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數位學習平台、校外教學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上課表現： %

■分組討論 ■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 %

□實習 ■其 他： % (若有參觀訪問則內含)

□其它

■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民族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1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探討中國各民族起源、形成、興衰，及其發展規律，培養學生的民族歷史專業能力與知識。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8.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9.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0.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中國民族史論

第三週：中國民族史論

第四週：中國民族起源

第五週：中國民族起源

第六週：華夏民族及西方格局

第七週：華夏民族及西方格局

第八週：華夏民族及西方格局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東北民族

第十一週：東北民族

第十二週：北方民族

第十三週：北方民族

第十四週：西北民族

第十五週：西北民族

第十六週：西及南方民族

第十七週：西及南方民族

第十八週：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課堂問答對話

■ 讀書報告 40﹪ ■平時考試 ■期中考試 30﹪ ■學期考試 30﹪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台灣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Taiwan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45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1. 認識台灣的歷史、觀察台灣社會文化發展及脈絡

2. 認同台灣歷史與文化

3. 訓練田野調查及歷史的編纂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31.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32.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3.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日治時代〉〈課程綱要〉

本課程為台灣四百年史系列之（三），斷代時間主要為日治時期及光復初期，從甲午戰敗割讓

台灣，以迄光復初期的接收及二二八事件，其中除著重日治時期的政治、經濟、教育的殖民統治的

社會變遷，以及抗日運動兩大階段的變化外，兼及建築、美術、宗教之發展與區域特色，透過課堂

講授、欣賞影片、及實地參觀訪問，可以給學生另一嶄新，不同以往台灣史的視野。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上古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Early China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11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中國上古史的教學通常是按時間順序列舉歷史事件，學得快忘得也快。

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中國上古史千頭萬緒之中選擇一個問題，撰寫研究報告，培養提出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34.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35.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6.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舊石器時代

2. 中食器時代

3. 新石器時代

4. 二里頭文化/夏代

5. 商代

6. 三星堆文化

7. 西周

8. 東周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選讀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課堂討論 □讀書報告：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秦漢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Chin Han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16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了解秦漢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37.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38.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9.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秦國

2. 秦代

3. 秦代的滅亡

4. 劉邦

5. 西漢的發展

6. 西漢的沒落

7. 王莽

8. 東漢的發展

9. 東漢的沒落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本(1 本書)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讀書報告： 30 %

□平時考試： 30 %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西方近代歷史與文化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odern World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39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介紹歐洲十七至十九世紀的重要歷史演進，著重在文化現象的探討。主要的方法是從近代遺

留下來的文物溯源，探討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思想背景，包括藝術作品、印刷品、傢俱、器皿、宗教

文物等博物館收藏，以及西歐各地重要的歷史據點和建築、庭園，以圖像方式，瞭解史籍之中與之

外的歷史。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0.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41.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42.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引介：歐洲近代與啟蒙時代

2.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歐洲思想與城市建築革新

3. 博物館的興起與收藏的概念

4. 十八世紀的美學對當代藝術與文學的影響

5. 洛可可 Rococo

6. 藝術學院機構的興起與新古典主義

7. 庭園與山水

8. 戰爭與革命的圖像

9. 期中考

10. 宗教思想的分歧與藝術中的表現

11. 文學與藝術的結合

12. 工業革命與藝術(1)：藝術中的現代工業與科學

13. 工業革命與藝術(2)：企業與藝術家的合作，和科技新實驗

14. 歐陸之旅 Grand Tour：英國文學藝術家的威尼斯之旅，與歐陸對英國藝術的影響

15. 近代歐洲人的亞洲印象

16. 國家意識的抬頭

17. 浪漫主義的興起與啟蒙時代的結束

18.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電腦、放影機、PowerPoint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25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25 %

■學期考試： 25 %

□其 他： 25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圖像史學導論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 of Image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62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從視覺圖像的角度引導學生了解視覺圖像創作的真諦，培養學生對視覺圖像的思考能

力。從觀看者、創作者以及批評家的角度，瞭解解讀圖像的方法，為將來的圖像歷史課程奠定基礎。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3.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44.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45.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本課程旨在從視覺圖像的角度引導學生了解視覺圖像創作的真諦，培養學生對視覺圖像的思考能

力。從觀看者、創作者以及批評家的角度，瞭解解讀圖像的方法，為將來的圖像歷史課程奠定基礎。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20 %

■平時考試： 20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伊斯蘭文化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slm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4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認知伊斯蘭教文化的基本知識及其傳播發展，以培養學生的歷史專業能力及文化素養。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6.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47.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48.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伊斯蘭文化概述

第三週：伊斯蘭宗教文化

第四週：伊斯蘭宗教文化

第五週：伊斯蘭教育文化

第六週：伊斯蘭教育文化

第七週：伊斯蘭倫理教育文化

第八週：伊斯蘭倫理教育文化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伊斯蘭法文化

第十一週：伊斯蘭政治文化

第十二週：伊斯蘭政治文化

第十三週：伊斯蘭經濟文化

第十四週：伊斯蘭喪葬文化

第十五週：伊斯蘭清真寺文化

第十六週：伊斯蘭飲食文化

第十七週：伊斯蘭文化與人類需要—利、真、善、美

第十八週：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

□分組討論 □平時考試： %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視覺文化與歷史再現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Visu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53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電腦與數位科技的發展已將我們帶到視覺機制主宰的時代與世界，無論是知識建構、旅遊

觀光、社會監控乃至意識形態的灌輸，無一不與視覺機制緊密扣連。更重要的是我們紀錄

世界與歷史的形式終將向此一方向靠攏。故此，如何幫助學生深入理解視覺化與其背後符

號意義，洞悉奇觀與消費世界構成的密語，將是本課程的主旨。

視覺文化研究此一新興的學科範疇將歷史學、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女性主義、精神分

析與後現代主義等結合起來，讓視覺圖像擴大與活化了歷史學科的研究與應用，本課程即

擬從視覺文化的角度出發，引導學生認識並思考這類非文字的視覺媒材如何「再現」歷史。

本課程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當代視覺文化的相關研究議題；第二部分則以視覺

材料來介紹東北亞與西方的歷史與其相互的交流激盪；第三部分則從當今的廣告、攝影、

電影與數位文化切入來探討台灣當下日常生活的視覺經驗。並佐以實際的校外教學與策展

報告，不僅希冀學生能從圖文結合的廣度來思考歷史，更能培養活化與反思歷史的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9.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0.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51.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視覺文化導論

2、 視覺文化與東北亞歷史

3、 視覺文化與歐美歷史

4、 從正史到演義

5、 消費文化和製造慾望

6、 視覺文化、現代性與國族建構

7、 視覺文化的全球流動

8、 觀賞、權力與政治

9、影像、視覺科技與歷史複製

10、視覺文化與歷史書寫的異化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數位學習平台、校外教學等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上課表現： %

■分組討論 ■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 %

□實習 ■其 他： % (若有參觀訪問則內含)

□其它

■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西洋圖像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Western Image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59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從藝術圖像看各時代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政治情況。融合藝術社會學理論與藝術

史，以歐美重要代表作與時期為例，詮釋解讀視覺圖像與社會時代的變遷。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52.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3.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54.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本課程旨在從藝術圖像看各時代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政治情況。融合藝術社會學理論與藝術

史，以歐美重要代表作與時期為例，詮釋解讀視覺圖像與社會時代的變遷。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20 %

■平時考試： 20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歷史中的聲音：中國音樂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ound in History –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60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希望透過音樂史的導入，使歷史場景多一個角度的觀照，藉由本課程的介紹，將使同學在文化

史領域有更多知識能力的提升。本課程教學內容以斷代音樂史方式逐代講解，包括各時期的宮廷音

樂、民間音樂、樂律、調式、戲曲音樂、民歌、說唱音樂、音樂思想、音樂人物、音樂作品、樂器

演變等。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55.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6.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57.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提提提提 示示示示

1 中國音樂史導論 史籍、研究材料、通史、分類法

2 遠古的樂舞 傳達的開始、生命的祈求、上古的樂

舞、紀律和秩序、生命的終點、樂舞

的道具、樂舞一體

3 遠古時期的音樂 神話與傳說、遠古樂舞、音樂考古、

遠古的樂器

4 西周時期的音樂 制禮作樂、雅樂之初、禮樂教育制度、

音樂職官

5 曾侯乙墓的音樂文物 出土、發現經過、樂器文物、律學特

點、價值及重要性

6 秦漢時期的鼓吹樂與相和歌 鼓吹樂、相和歌、六十律、樂府機構、

胡笳十八拍

7 秦漢時期的音樂交流 絲路的開通、宮廷樂舞、百戲、四方

樂舞的表現

8 魏晉南北朝的音樂 清商樂、百戲活動、律學的發展、四

方音樂的交流、草原文化

9 隋唐的部伎音樂 開皇樂議、部樂的淵源、隋代的部樂、

唐代的部樂

10 唐的宮廷音樂 大曲與法曲、曲子、音樂機構、樂舞

的表現、說唱音樂

11 宋代的說唱音樂 唱賺、諸宮調、陶真、涯詞、話本

12 宋元的戲曲音樂 雜劇、南戲

13 遼、金的音樂體現 宮廷樂舞、院本、連廂詞、與漢族交



流、樂器與樂舞、民歌

14 元代的音樂 民間歌曲、貨郎兒、樂器、專書

15 明代戲曲音樂的發展 四大聲腔、三大傳奇、雜劇、昆曲、

北曲與南曲的變革、演出活動、戲曲

理論與批評

16 明清的音樂理論 器樂合奏、新法密率、十四律、西方

音樂的輸入

17 清代的宮廷音樂與民間音樂 承德離宮音樂、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

宗教音樂

18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電腦講桌

音響

投影設備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3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4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1.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台北，丹青圖書，1987.4 三版

（原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2 一版）

2.黃翔鵬，《中國古代音樂史——分期研究及有關新材料、新問題》，台北，漢唐樂府，1997.12

初版

3.王光祈，《中國音樂史》，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3 臺九版

（註：原書於 1931 年已印行出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書法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Calligraph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69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1.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對於書法歷史之認識，並進而探討書法之源流。

2.藉由對於書法的體認，了解書法對於韓國、日本之影響，並進而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58.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9.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0.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備註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書法概說

第二週 先秦書法、秦代書法

第三週 漢代書法

第四週 魏晉的書法

第五週 南北朝的書法

第六週 隋唐時代的書法

第七週 五代書法

第八週 校外教學（國立故宮博物院）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北宋、南宋書法

第十一週 元代書法

第十二週 明代書法

第十三週 清前後期書法

第十四週 民國書法

第十五週 書法對韓國、日本之影響

第十六週 拓本（校外教學）

第十七週 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作業 實習拓碑

課程其它

特色

拓本實習、欣賞國立故宮博物院古代書法作品

主要參考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 50。



書 籍 渡邊隆男發行，《書跡名品叢刊》。（東京：二玄社）。1960。

錢存訓，《中國古代書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5。

崔完秀，《金正喜集》。（首爾：玄岩社）。1976。

劉熙載，＜藝概＞，《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馬宗霍，《書林藻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王壯為，《書法叢談》，（臺北：國立編譯館）。1982。

陳振濂，《歷代書法欣賞》。（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1994。

西林昭一，《翁方綱的書學》。（京都：柳原書店。）1996。

朱仁夫，《中國古代書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歐陽中石等著，《書法天地》。（臺北：臺灣商務） 2001。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分組討論

■實習：10%

■參觀訪問

■平時考試

■期中考試：30%

■學期考試：30%

■其他：(出席) 30%

其他

Miscellaneous

以講授為主，並配合幻燈片教學、拓本、國立故宮博物院（校外教學）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台灣顯影:歷史、圖像與紀錄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Image of Taiwan: Picture, History, and Record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40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是透過各種與台灣有關的圖像歷史文本重構台灣史；藉由新的媒介、刺激學生對台灣史有更

多的認識與理解。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人是歷史性的動物，人之所以會思考，是因為思考是在時間序列下才得以成型的。我們只有透過歷

史才能理解自己的定位、存在的意義與未來將邁向何處。台灣是我們生長的地方，大部份的人卻對

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不太了解；長久以來的知識型構使得社會上認為人文學或歷史並不重要，卻

忽略了文化或歷史是做為各個領域最核心性的質素，即便是科技產品也應該要有不同的文化思考，

產品才能提高附加價值；台灣在政治紛擾與全球化、去中國化的過程並沒有加強做為台灣人的主體

性與自我認同之處。有鑑於此，我們應該透過大量的影像、照片與各種紀錄，重新透過歷史，再次

認識台灣這個地方，思索、體悟台灣歷史、文化的特殊魅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一〉認知目標：

1. 體認歷史對人生、社會與國家的重要。

2. 熟悉解讀歷史的方法。

3. 透過歷史能更認識台灣。



2

〈二〉情意目標：

1. 興發探索台灣的熱情。

2. 樂於學習歷史，並從中開發智慧。

3

〈三〉技能目標：

1.能善用課堂上所學習觀念、態度、方法。

2.能針對課程中所探討之主題，作後續進階之學習。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何謂歷史?我們為何要認識台灣的歷史? 透過思索歷史對人類所具有的意義，擴及到台灣這個地

方必需進行歷史理解的意義。

2.台灣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何在?台灣幾經不同性質的政權殖民，對台灣的文化造成怎樣的影響?為本

次課程討論的主題。

3.南島語族與環太平洋諸島下的台灣：黑潮的作用與影響台灣為南島語族的原鄉,南島語族的移動

與洋流有緊密的關係.

4.南島語族的歷史、傳說與神話。南島語族有共同的傳說，如巴納賽的傳說，透過紀錄片尋找對祖

靈的認識與理解

5.檳榔兄弟到八部合音：從新理解台灣原住民的音樂與新的對話從音樂的結構理解台灣原住民的文

化與核心

6.大航海時代下的台灣：航線與商販。何以台灣出現在歷史的舞台?台灣在宋元之前並未在國際的

航路上，這是台灣沒有記載在歷史文獻上的主因。

7.台灣四百年史的再思考。為什麼我們要以四百年當做台灣歷史的時間?四百年都是悲情的歷史嗎?

8.從柯普雷的翅膀這本漫畫談起：西方人眼中的台灣是如何?台灣的歷史有沒有新的表述的方式?

9.荷據時代下的台灣：荷蘭人與明鄭的興起。

10.解讀台灣的地名：從日常周遭窺知台灣過往地理空間與各種名稱，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歷史線索。



11.清代的族群政治、風水觀。清朝以少數民族統治台灣，所用的是多元族群政治的概念，換個角

度來理解。

12.移民、家族與祖籍神明。我們從何而來台灣的家族結構為何?我們怎樣認識祖先?

13.台灣戲曲：南館、北館與歌仔戲。台灣戲曲的發展,型式與結構的討論。

14.尋百工：傳統技藝與核心思維，從尋百工這本書探討台灣即將失傳的技藝。

15.台灣流行歌曲一百年。從跳舞時代這部記錄片探討台灣流行音樂的軌跡。

16.現代化的日治時代生活。日據時代進入了現代化社會，我們將透過台灣博覽會認識現代化新時

代的降臨。

17.戰後台灣管窺。戰後台灣發展邁向新的階段，國民政府治理台灣的影響。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多媒體播放器材。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1■課堂講授 2■分組討論 3□實習 4■參觀訪問 5□其它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台灣地方社會與民間文化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Local Society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aiwan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41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3. 認識台灣的歷史、觀察台灣社會文化發展及脈絡

4. 認同台灣歷史與文化

3. 訓練田野調查及歷史的編纂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台灣的地方社會與民間文化是非常值得開發的視域。日據時期在教育與思想體系原來清代所設的府

縣儒學書院大多關閉，代之以新式的教育機構。然而在日本領台之初即注意對儒學士紳的政治文化

籠絡，大正 11 年至 15 年在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下的「台灣文化協會」，倡導新文化運動，喚醒台灣

民族自覺，乃至動員學生運動，讓日本政府頭痛不已，遂對傳統儒學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再予支持。

新舊文學間彼此亦有激戰，新文學以《台灣民報》，舊文學則以《台灣日日新報》為戰場。在最近

的陳昭瑛的討論中，這波新文化浪潮，在 1937 年後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皇民化運動的展開後，儒

學與漢族認同的強化自此轉與反日運動進一步的結合。台灣進入「皇民化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對

於台灣人的思想採取諸多的箝制措施，對於漢人家庭所供奉的祖先，乃至地域社會所認同的村廟信

仰，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而由池田敏雄等日、台人士的努力下，基於積極保存、記錄台灣民俗

的想法所創設的《民俗台灣》。在殖民政府時期所保留的許多資料，已經是我們認識台灣民間文化

不可忽視，首先要參閱的內容。本課程希望幫助同學認識台灣的地方社會實態與民間文化發展的各

種面貌。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認知方面 ：認識台灣地方社會的構成與民間文化的內容 （35 字以內）



2 情意方面：體驗歷史存在於生活周遭的實感 （35 字以內）

3 技能方面：具有地方史書寫之基本能力的培養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何謂地方社會？何謂民間文化(二周)

2. 台灣史料的基本介紹：從淡新檔案到大溪檔

3. 台灣的地圖：台灣堡圖的史料價值與應用

4. 地契與戶籍資料的認識

5. 台灣村落的結構型態：集村、散村到宜蘭的城仔

6. 地方志的基本架構與內容。

7. 地方家族的構成型態、模式與類型。

8. 聯宗與台灣地方家族遷居的歷史。

9. 從《鄉土中國》反觀清代以前的台灣社會

10. 從宜蘭出發：地方資源與產業型態的調查(分組進行)

11. 從宜蘭出發：(分組進行的課題討論)

12. 民間文化的再創造：以礁溪中秋盪鞦韆習俗的探討與現代社會的觀光價值

13. 如何寫村史：習俗、年例與宗教活動

14. 如何寫村史：食物、氣候與地區民風特性

15. 老照片中的台灣歷史。影像素材的保存與應用

16. 分組成果討論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多媒體器材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影帶收視 ■讀書報告： 30 %

□平時考試： %

■口頭報告： 20 %

■學期考試： 20 %

■其 他： 2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西洋音樂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15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 程 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從歷史的視角入門，介紹並探討西方音樂的變化歷程，從地域性來看，此階段主要多集

中在歐洲地區，次為環地中海區域；從宗教來看，以基督教為中心，構成西方音樂發展的基石，次

而探討從神到人的思想與文化的轉變，從音樂出發引領同學認識西方的另一種方式。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61.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62.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3.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課程導論：西方音樂史的分期論

第 二 週 基督教的誕生到紛雜的儀式聖歌

第 三 週 葛利果聖歌及其影響

第 四 週 基督教變遷對音樂發展的影響

第 五 週 中世紀歐洲音樂分布的概況

第 六 週 文藝復興的神學與音樂觀

第 七 週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樂派概述

第 八 週 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宗教改革運動對教會音樂的影響

第十一週 巴洛克音樂特色及音樂人物

第十二週 巴洛克到古典時期的變化

第十三週 古典時期的音樂特色及音樂人物

第十四週 浪漫時期的音樂特色及音樂人物

第十五週 從聖詠到交響樂：樂曲形式的變遷

第十六週 近代歐洲與民族樂派

第十七週 二次戰後西方音樂的走向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讀書報告： 30 %

□其它

□平時討論： 40 %

□學期考試： 3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物質文化與歷史建構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Materi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5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將透過具體的文本、文物、圖像與日常用品提供學生另一種觀看歷史的角度，引導學生去思

考物質文化與歷史建構的關係。本課程將以中國為主，日、韓為輔，挑選東北亞幾個著名的遺址、

文物或日用品等，並結合博物館的展示概念，從物質的角度探討上述朝代與地區的歷史文化，突破

過往以文字材料為主的歷史概念。此外，本課程將輔以介紹物質文化的基本概念與理論，讓學生去

思考物質文化、視覺文化、大眾文化、日常生活與歷史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並進一步去思考物質

文化與國族想像、物質文化與自我建立以及物質文化、品味與社會階級的關係等議題。

過去的歷史有一大部分都已湮沒，留下的斷簡殘編如何幫助我們建構與書寫過去的歷史?除了浩瀚

的文獻以外，還有沒有其它材料可以幫我們更生動地還原過去的面貌?本課程旨在透過更多元的歷

史材料，擴展學生的人文涵養，讓學生思考甚麼是「歷史」？並進一步讓學生學習如何掌握與靈活

運用浩瀚的歷史材料。鑒於數位影像與物質時代的來臨，本課程更著眼於培養學生實際應用史學與

文獻材料的能力。以博物館展覽與文史旅遊的角度出發，搭配藝術文物的賞析、校外教學與影像等

多元的上課媒材，並以討論當代物質文化的現象為輔，希冀本課程能夠進一步培養學生靈活應用與

轉化傳統文史的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64.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65.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6.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9、 導論：何謂物質文化

2、遺跡、遺址與歷史現場

3、物質生產、資本主義與城市生活

3.1 班雅明筆下的巴黎

3.2 物質文化與摩登上海

4、物的消費

4.1消費、品味與階級

4.2 拜物、戀物與時尚

5、物的生命

6、衣著展演與身分認同

7、物質文化、帝國展示與國族認同

8、物的爆炸與消逝：數位科技與人文發展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數位學習平台(多媒體設備)、校外教學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1▇課堂講授 2▇分組討論 3□實習 4▇參觀訪問 5□其它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國近代音樂變遷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hifts in Modern Chinese Music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84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從近現代的歷史場景中，引入音樂的聲音載體，藉由聲音與文本的互證互現，使同學能聆聽歷史的

聲音，從感官的層面認識歷史的另一個面貌，增益歷史學習的熱情與多元性。本課程以聲音為主體

內容，從音樂的聲音中，體會並感受當時的社會生活及其相關的文化層面，同時從音樂的內涵中，

可了解許多的歷史片段，可說是較鮮活的文化史。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67.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68.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9.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中國近代音樂課程導論

第 二 週 近代以前的傳統變遷

第 三 週 西樂入傳

第 四 週 傳統音樂的處境

第 五 週 「五四」新思想對音樂的影響

第 六 週 蕭友梅專題

第 七 週 中國樂器的改革

第 八 週 30 年代的音樂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抗戰時期的音樂史

第十一週 洗星海專題

第十二週 國共內戰時期的音樂

第十三週 50 年代的兩岸音樂

第十四週 「文革」前後的音樂變遷

第十五週 中國化的中國音樂

第十六週 音樂作品討論

第十七週 百年音樂回眸與展望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讀書報告： 30 %

□其它

□平時討論： 40 %

□學期考試： 30 %

其他

Miscellaneous

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6 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美術史與藝術變遷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Art: Transformation of Art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90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1. 了解美術史的變化與發展

2. 認識中、西美術史中的代表人物及作品

3. 能將藝術應用在生活中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0.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71.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72.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備註

第 一 週 課程介紹

第 二 週 藝術的起源

第 三 週 藝術的意義與特質

第 四 週 藝術材料的分類和創作

第 五 週 參觀藝術展

第 六 週 藝術欣賞和批評

第 七 週 中國美術之代表人物及作品介紹（一）

第 八 週 中國美術之代表人物及作品介紹（二）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中國美術之代表人物及作品介紹（三）

第十一週 台灣美術史研究

第十二週 參觀歷史博物館

第十三週 西洋美術之代表人物及作品介紹（一）

第十四週 中國美術之代表人物及作品介紹（二）

第十五週 藝術與人生

第十六週 複習與討論

第十七週 複習與討論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作 業 藝術家的研究一篇

主要參考

書 籍

Michael Sullivan，《中國藝術史》，台北：南天書局 1985 年

楊新等著，《中國繪畫三千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 年

李福順著，《中國美術史》，瀋陽：遼寧出版社，2000 年

楊仁愷著，《中國書畫鑑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年

薄松年主編，《中國美術史教程》，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

林昭賢編著，《藝術概論》，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社，2002 年

劉益昌等著，《台灣美術史綱》，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10 %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藝術家電影與討論

■平時考試：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30%(出席)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電影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Cinema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3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討論電影與歷史的關係。第一部份介紹電影史的起源及其興起的各項背景與知識條件，並為

以下課程中對於歷史與電影的討論奠定基礎。第二部份討論紀錄片本身作為一種歷史形式，包含紀

錄口述歷史、電影做為生命成長的紀錄等等。第三部份討論電影中所呈現的歷史，探討電影呈現歷

史的忠實性、歷史呈現的多音現象等議題。課程的最後將以同學本身置身於“製作電影”的情境中，

採用“做中學”的教學模式，教導學生如何採集資料、蒐集自小到大之照片，而後透過剪接與敘事

手法，呈現出自我的“自傳性影像”；此一同學之自我作品，將在本校公共空簡展出，以期能引發

參與修習學生之興趣。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3.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74.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75.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一週：導論

第二週：電影的起源史

第三週 「光」與「影」：電影的起源要素

第四週：電影史的階段區分：由起源到當代

第五週：寫實主義的濫觴

義大利新寫實《單車失竊記》（Bicycle Thieves）

第六週：新浪潮的世界

法國新浪潮 Jacques Tati《我的舅舅》（Mon Oncle）

第六週：電影作為一種歷史

紀錄片《阿媽的祕密》

第七週：作為記錄的電影：記錄生命、生命記錄、記錄歷史

第八週：電影作為一種敘事的方式

第九週：俄國導演提出的蒙太奇

第十週：期中考試或是期中作業

第十一週：電影中的歷史

第十二週：梅爾吉勃遜的《英雄本色》

第十三週：228 事件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第十四週：當代權力核心中的探索《誰殺了甘迺迪》（JFK）

第十五週：電影、技術與自傳

第十六週：我的成長記錄與我的照片之蒐集

第十七週：由靜到動；我的照片與我的敘事影片

第十八週：期末考或是期末展示

參考書目

Thompson and Bordwell, Film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Robert Rosenstone, Visions of the Past: The Challenges of Film to Our Idea of History

盧建榮主編：電影與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

DVD 及影帶—授課教師準備並提供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 於人文學院之多媒體教室中授課

2. 該教室可提供電腦有關之軟體及硬體設施

3. 該教室可提供放映影片之設備資源

4. 影片由教師自備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上課表現上課表現上課表現上課表現： 10 %

■分組討論 □□□□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期中考試或期中階段性作業： 30 %

□實習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20 % (若有參觀訪問則內含)

□其它

□□□□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學期考試或期末展示：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臺灣音樂史學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Taiwan Music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42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 程 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在介紹台灣音樂的產生及發展脈絡，同時在文化的視野中，解析各時代之音樂特色，使學生

對音樂史有深切的認識。希望學生能獲得音樂史研究之目的與方法、文獻及資料運用、台灣音樂的

演變及其理論特色、原住民族音樂及民間音樂歌舞音樂的演變、說唱音樂的產生及發展、台灣戲曲

音樂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近現代台灣音樂文化的發展及現況等知識。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6.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77.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78.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第 1週 臺灣音樂史導論

第 2週 台灣音樂史學相關史料介紹

第 3週 從史前到「Formosa」

第 4週 荷治時期的音樂概況

第 5週 明鄭時期的傳統音樂

第 6週 清代臺灣的音樂記載

第 7週 清代臺閩傳統音樂的交流

第 8週 西方音樂在臺傳播初況

第 9週 指定報告討論

第 10 週 日治時期的音樂概況

第 11 週 日治臺灣的音樂調查與研究

第 12 週 台灣音樂變貌的歷史因素

第 13 週 光復以後的音樂發展

第 14 週 傳統與流行

第 15 週 音樂家與音樂學者

第 16 週 兩岸音樂交流的今昔

第 17 週 台灣音樂的未來展望

第 18 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電腦講桌

音響

投影設備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3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4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呂鈺秀，《臺灣音樂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薛宗明，《台灣音樂史綱》，台北：高雄市國樂團出版，2000 年 12 月

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台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91 年 9 月

許常惠，《音樂史論述稿》，台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94 年 4 月初版

陳碧娟，《台灣新音樂史》，台北，樂韻出版社，1995 年 10 月一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動畫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Animation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6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animation in human societies, the course familiarizes the students with the basic
concepts of animation, their early methods, key con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animation history, modern
applications of animation, and significant animation masterpiec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9.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80.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81.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82.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Through learning of the animation history, the course hopes to impress on the students

that sky is the limit for human imaginations, that they too can achieve significantly

if allowing their imaginations to work, and that animation can be applied to many areas

of human lives, including their own fields, be it History, Literature, Politics,

Sociolog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s, and else.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Through learning of the animation history, the course hopes to impress on the students

that sky is the limit for human imaginations, that they too can achieve significantly

if allowing their imaginations to work, and that animation can be applied to many

areas of human lives, including their own fields, be it History, Literature, Politics,

Sociolog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s, and else.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and what it tak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dustry.（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週: 動畫示範;

2 週: 動畫應用; 動畫節

3 週: 動畫工作室; 最佳動畫影片; 最佳動畫學院

4 週: 動畫短片

5-6 週: 動畫欣賞

7 週: 歐美動畫史: 動畫簡史; 動畫技術

8 週: 歐美動畫史: 大事年表

9 週: 歐美動畫史: 美國代表作品, 重要人物, 重要工作室

10 週: 歐美動畫史: 歐洲代表作品, 重要工作室

11 週: 日本動畫史: Anime 簡史; 第一及第二帶動畫師; 二次大戰時期

12週: 日本動畫史: 1970, 80, 90 年代; 21 世紀; Anime 對西方動畫的影響

13週: 日本動畫史: Otaku 文化在台灣的發展; 傳奇的大師宮崎駿; 動畫分類; 重要工作室

14 週: 中國動畫史: 中國動畫史—中華民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代表作

15 週: 台灣動畫史: 1950-1990 年代; 21 世紀

16 週: 台灣動畫史: 台灣動畫的現存問題; 工作室及代表作; 產業昨日今日明日; 產業紀

錄片; 台灣動畫近況

17-18 週: 學期專案計畫呈現及簡報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Standard multimedia teaching facilities—projection screen, white board, computer,

internet, audio, microphone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x課堂講授

□x分組討論

□x其它 互動 □學期專案： 40 %

□平時考試： 30%

□其他： 出勤 30%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宋代社會文化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Society and Culture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16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介紹北宋及南宋的歷代皇帝，及宋朝整個的社會生活習俗、文化和經濟、教育、科舉、

思想、法律對當代人民的影響。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具有對宋代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具有對宋代「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具有對宋代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具有宋代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對史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備註

第 一 週 課程介紹

第 二 週 宋代皇帝「北宋」 〈一〉

第 三 週 宋代皇帝「北宋」 〈二〉

第 四 週 宋代皇帝「南宋」 〈一〉

第 五 週 宋代皇帝「南宋」 〈二〉

第 六 週 宋代的社會生活〈婚姻〉

第 七 週 宋代的社會生活〈喪葬〉

第 八 週 宋代的社會生活〈救濟〉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宋代的文化 〈一〉

第十一週 宋代的文化 〈二〉

第十二週 宋代的經濟 〈一〉

第十三週 宋代的經濟 〈二〉

第十四週 宋代的教育

第十五週 宋代的科舉

第十六週 宋代的思想

第十七週 宋代的法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作 業 宋代歷史人物報告一篇

課程特色
本課程特色著重在宋代各年代的皇帝和人物及其所營造出的時代潮流。

主要參考

書 籍

《中國的皇帝》，＜北宋、南宋＞，南京大學出版社，時惠榮

《皇帝與皇權》，上海古籍出版社，周良寧

《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朱瑞熙

《宋代市民生活》，中國社會出版社，伊永文

《宋代文化史》，雲龍出版社，姚瀛艇

《文物宋元史》，中華書局 ，李季等

《宋代社會與法律》，東大國書公司， 劉仲文



《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聯經出版社，李弘祺

《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人文出版社，張邦煒

《中國喪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徐吉軍

《宋史研究論》，一〜五 中國文化研究所，宋晞

《中國經濟通史》＜宋代 ＞上下，經濟日報出版社，漆俠

《中國救荒史》，北京出版社，鄧拓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歷史電影與討論、拓本（校外教學） ■讀書報告： 1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30 %

■其 他： 30%(出席)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歷史纂修與歷史寫作(上)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uthorship of History -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以歷史寫作、閱讀與欣賞為核心的基礎性課程；本課程以實務面的方法訓練為主，以培養在論文寫

作上的基本態度，以及對於不同課題研究方法上具有基礎的認識。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83.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84.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85.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課程內容綜合介紹

2.學術做為一種志業：如何成為一位歷史家

3.閱讀與討論(一)
陳平原，〈一場遊行：五四運動的另類論述〉，陳平原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頁 13-61。

閱讀：艾爾曼，〈中國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討論的意見〉，《台灣社會研究》，1992.5

月，頁 1-27。

4. 閱讀與討論(二)

李孝悌，〈十七世紀以來的士大夫與民眾研究回顧〉，《新史學》第 4卷第 4期，頁 97-141。

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學界對士大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同上，頁 142-176。

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第 9卷第 3期，頁 87-135。

5.閱讀與討論(三)

閱讀：王銘銘，〈從民族志方法到中國社區論〉，氏著《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

書店，1997，頁 25-64。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範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收於黃宗智編〈中國

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89-314。

6.閱讀與討論(四)

閱讀：葛兆光，〈日本的中國道教史印象記〉，氏著域外中國學十論，復旦大學，2002，頁 53-83。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1880-1930 年代〉，《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

欲望與生活》，一方出版社，頁 141-201。

7.歐美近代史學的發展(二週)
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六章、第十六

章。

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

8.當代中國、台灣史學的發展(二週)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台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第 13 卷第 3 期，2002.9，

頁 21-43。

盧建榮，〈後現代歷史學指南—讓我們重劃國內大學歷史教學的版圖〉，收於詹京斯，〈歷



史的再思考〉，麥田出版。頁依版本不同。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收於《中國研究的規

範認識危機》，牛津大學出版，1994，頁 1-39。

9.史著的撰述與題材—以碩士論文為例。(討論宋家復、陳惠雯、陳志榮、吳正憲……等各種不

同類型的碩論)

10. 如何進一步地“閱讀”史料(討論)

11.如何選題：一些基本的建議(討論)

12.如何蒐集資料：資料庫的建立與運用(實作和討論)

13.論文寫作的基本規範與要求(實作和討論)

14. 碩士論文大綱的撰寫與共同討論

15. 如何敘述與佈局(實作和討論)

16.學生論文習做與討論(一)(所須時間依人數而定)

17.學生論文習做與討論(二)

18. 不同研究領域青年研究者的對話和討論(預定四次)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25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25 %

□其 他： 25 %

其他

Miscellaneous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麥田文化，2001。

盧卡奇著，楊恆達編譯，《小說理論》，唐山，1997。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 What is History），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衡著，《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Marc Bloch，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W.H.Walsh，王任光譯，《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台北：幼獅書局，1980，2 版。

Collingwood, R. G.著，黃宣範譯，《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台北：聯經事業出版

公司，1981。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74。(現已再版)

盛寧，《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台北：揚智出版社，1995。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薛絢譯，《歷史的真相》台北正中書局，1995。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2000。

王爾敏，《史學方法》，台北：東華書局，1977。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文化，199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

楊豫(1998)，《西洋史學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

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二魚文化，2003。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書店，1997。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牛津大學出版，1994。

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朱天心，《古都》，自選版本。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歷史纂修與歷史寫作(下)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uthorship of History - II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8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本課程的目的在介紹歷史纂修的內容、性質、意義與功用，及其近來書寫發展的趨

勢與注重的課題；並嘗試幫助學生掌握歷史書寫的入門途徑與方法。

課程描述

Course Deacrip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課程綱要：(含每週授課主題及主題及主題及主題及進度)

1.重新討論歷史是什麼。(關於歷史定義的討論)

2.歷史與思考(思考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思考性)。

3.「通俗歷史觀」－論歷史與事實、資料與証據。

4.何謂歷史解釋？－歷史詮釋中的客觀性與主觀性？

5.歷史認識是如何成為可能（歷史學中的真實性和事實）。

6.歷史書寫的價值與道德判斷。

7.迷霧的森林－試論歷史與文學、敘述的關係為何？(以海登•懷特為例)

8.史詩與小說

9.另一種書寫：電影與歷史

10.歷史做為一種專業規範的學科

11.如何做為一位歷史家：史學、史家及其時代

12.歷史研究的方向與取材

13.歷史“資料”的尋找、分類與判定。

14.歷史書寫的應用：宮部美幸《江戶平成日記》解說與書寫方式。

15. 歷史書寫的應用：歷史小說中的真實與虛構，以《步步驚心》為例

16.歷史學家的新挑戰－後現代主義情境下的歷史書寫。

17.書寫實作

18.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多媒體教材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記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ain)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03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據目前全國歷史系開課名稱，目前各大學歷史系課程中，採取以經典作為課程核心特色者，似乎不

多。位佔多數的斷代史與專史課程，業已說明經典在課程教學中多淪為點綴之意。本之於此，如何

以經典為訴求？並且重新開啟學生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經典的興趣，則是本課程重要立意。

修史意識培養，是否應具體落實於歷史系的課程教學中？培養歷史系學生的專業訓練，為何「修

史」課題一直未受重視？「修史」能否或應否作為歷史系學生的專業技能？基於上述考量，本課程

目標宗旨即擬由「正史纂修」為主題，本計畫以《史記》作為課程教授之核心，期能藉由《史記》

的敘事與「太史公曰」的書法褒貶，來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傳統中的經典史著－《史記》、從體例到

「以人繫事」的纂修筆法。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4.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5.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6.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討論議題

第 一 週

1.簡析《史記》全書結構及本學期課程預定研讀篇章

2.《史記》版本介紹

1.《史記》作為經典的

價值何在？

2.從版本加深學生對於

《史記》的認識

第 二 週

1.歷代《史記》研究

2.文史工具書辭典介紹

1.圖書館查詢《史記》

應用

2.電子文史資源應用

3.古文閱讀與辭典工具

書



第 三 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書寫自我？

《史記•太史公自序》

（一）

1. 史公身世考察自我

認知

2.《漢書．敘傳》對讀

差異

3.〈論六家要指〉的性

質

4.與壺遂辯論的心境

第 四 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書寫自我？

《史記•太史公自序》

（二）

1.《文選》與《漢書》

對勘〈報任安書〉敘述

異同

2.與〈報任安書〉對讀

心境

3.五體定義？百三十篇

載筆如何體現史公之

心？

第 五 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書寫自我？

《史記•太史公自序》

（三）

學生作業心得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 六 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書寫自我？

《史記•太史公自序》

（四）

學生作業心得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 七 週

傳人與不朽

《史記•伯夷列傳》

（一）

1.何以司馬遷將伯夷置

於

〈列傳〉之首？

2.司馬遷筆下伯夷，

怨？不怨？

第 八 週

傳人與不朽

《史記•伯夷列傳》

（二）

學生作業心得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 九 週

傳人與不朽

《史記•伯夷列傳》

（三）

學生作業心得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 十 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

（一）

1.〈孔子世家〉的仲尼

一生，讀者如何走入其

生命旅途。

2.〈仲尼弟子列傳〉、〈孟

荀列傳〉如何承繼孔子

之志，或轉述時代之

變？

第十一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

（二）

1.司馬遷如何將孔子穿

插於《史記》之內，見

其身影？

2.司馬遷有無承繼孔子

《春秋》之志？

第十二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

（三）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十三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

（四）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十四週

「春秋」始末之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一）

1.何以本篇以「共和」

為始、以「孔子卒」為

末？

2.如何與〈周本紀〉、〈吳

太伯世家〉等相關時間

敘述篇章結合觀看？



第十五週

「春秋」始末之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二）

1.本篇與《春秋》相關

經文對讀，比較其筆法

差異。

2.與《左傳》對讀，「君

子曰」出現相應性如

何？

第十六週

「春秋」始末之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三）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十七週

「春秋」始末之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四）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第十八週
期末分享 回顧並檢討本學期課程

並繳交期末報告

主要參考書目：

1. 《史記三家注》，點校本，北京中華，或台北鼎文

2. 《史記三家注》，百衲本，台灣商務

3. 《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唐山出版社

4. 《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5. 《史記評林》，台北地球出版社

6. 《二十五史補編》，冊一，北京中華，或台灣開明

7. 余嘉錫， 《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

8. 李紀祥， 《時間歷史敘事》,台北麥田

9. 李紀祥，《史記五論》，台北，文津出版社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師生討論師生討論師生討論師生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平時作業與期中筆試或進度作業：40 %

□學期考試： 40 %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20 %(含上課態度、到席率、事先準備之態度等)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漢書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anshu(Former Han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3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班固之《漢書》為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的歷史著作，而漢代也是中國的盛世，故中國有「漢人」的自

稱與他稱，是以對《漢書》的研習，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本課程即針對《漢書》的纂修體例與筆

法、對漢代人物傳紀的書寫，以及其中所展現的歷史識見，作一深切的體驗。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7.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8.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9.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首先了解近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情況，並從班固的敘傳來探索作者的著書原委。其次針對漢代

各帝王的本紀作詳讀，以了解漢代史事的大綱，並針對特定重要人物的記述，樹立典型。另外，《漢

書》纂修的體例，也是歷代正史纂修的範本，亦是研習者所應深切理解的項目，而《漢書》中的書

志，更是漢代典章制度的成果記載，此均是歷史研究者所需探討的重點。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2□分組討論 3□實習 4□參觀訪問 5555□□□□其它 課堂問答對話

其他

Miscellaneous

□ 原書原典之眉批與貼條檢視練習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三國志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anguozhi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04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以《三國志》作為教學主軸，藉由「閱讀」了解《三國志》何其為「經典」。

本課程簡介《三國志》及其作者與該書之流傳，並就史書體例做專章分析。

本課程輔以《三國演義》以及當代「三國認知」，比較「歷史」與「敘事」之異同。

本課程著重於史籍原文之閱讀，期以能釐正學習者對三國故事的刻板印象。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0.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1.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2.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導論

第 二 週 《三國志》及其作者介紹

第 三 週 《三國志》及其流傳評價

第 四 週 《三國志》及其文學發展

第 五 週 帝紀導讀與閱讀

第 六 週 帝紀與正史論述

第 七 週 帝紀與野史對照

第 八 週 曹魏形象與圖像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后妃傳、方伎傳與史書體裁

第十一週 董卓傳、呂布傳與當代認知

第十二週 袁紹傳、劉表傳與嫡庶問題

第十三週 荀彧傳、程昱傳與正統命題

第十四週 官渡戰、赤壁戰與歷史定位

第十五週 五良將、五虎將與民間傳奇

第十六週 劉備傳、劉禪傳與蜀國難題

第十七週 孫權傳、孫皓傳與吳國難題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電腦、投影機、DVD 播放器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讀書報告： 25 %

□分組討論 ■平時考試： 15 %

□實習 ■期中考試： 30 %

□參觀訪問 ■學期考試： 30 %

□其它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史通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hitong (Comments on Works of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06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史通》為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史學批評的著作，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書，進行整體的批判，並

且考鏡史學源流，區分史書體例，研習中國史學者，必須對之有所理解。本課程之設計，主要針對

四大主題來進行討論，依序為：作者身世、中國史學源流、史書纂修體例、傳統史學重要命題「彰

善顯惡」的分判問題，如何落實為中國史學鑑誡之思想？諸此思考與探論均是為了使學生更能從研

讀《史通》過程中環扣修史問題的重要性意涵。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3.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4.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5.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首先從近代學者對《史通》的研究情況，了解學者的關注面向，並從劉知幾的自序、書中之原序，

來探索作者的著書原委。其次針對中國史書中的六家二體，來觀察史學學術的源流。另外，史書纂

修的體例介紹，是歷代正史纂修的範本，亦是研習者所應深切理解的項目，而史學的識見、功用、

修史意識，均是歷史研究者所需探討的重點。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讀書報告： 50 %

□平時表現： 30 % (含討論)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20 %



其他

Miscellaneous

□ 原書原典之眉批與貼條檢視練習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歷史文物與博物館實務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Historical Objects and Museum Practice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33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從博物館的收藏、管理、展示、教育推廣等角度，探討如何觀看、欣賞、研究、詮釋歷史文

物，以及其做為各時代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政治的證據與代表。同時瞭解與模擬博物館運作

的實務。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6.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17.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18.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本課程從博物館的收藏、管理、展示、教育推廣等角度，探討如何觀看、欣賞、研究、詮釋歷史文

物，以及其做為各時代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政治的證據與代表。同時瞭解與模擬博物館運作

的實務。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5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

■學期考試： %

□其 他： 5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中韓外交與文化禮儀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Sino-Korean Exchange and Cultural Rite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54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了解中、韓之間的外交文化關係，藉由貿易、學術、藝術、體育、通婚的交流進一步認

識中韓之間的外交及文化禮儀。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含每週授課主題及進度) 備註

第 一 週 課程介紹

第 二 週 中韓飲食文化

第 三 週 中韓衣飾文化

第 四 週 中韓居住文化

第 五 週 中韓平日行的文化

第 六 週 中韓禮儀文化

第 七 週 中韓之間接受西方文化的態度差異

第 八 週 台灣與韓國受日本影響的異同探討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中韓外交間的貿易交流

第十一週 中韓外交間的學術交流

第十二週 中韓外交間的藝術交流

第十三週 中韓外交間的體育交流

第十四週 中韓外交間的通婚關係

第十五週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的關係

第十六週 中國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的關係

第十七週 台灣與大韓民國的關係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作 業 中韓外交文化關係的探討報告一篇。

課程特色 了解中韓外交與文化禮儀之間應注意事項及其差異。

主要參考

書 籍

1.蔣非非、王小甫，《中韓關係史 I》（古代卷），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徐萬民，《中韓關係史 I》（近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1998 年。



3.宋成有、姜忻、王蕾等著，《中韓關係史》（現代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

4.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

2004 年。

5.朴健一、朴光姬，《中韓關係與東北亞經濟共同體》，北京：

中 國社會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6.汪德邁，《新漢文化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

7.陳麗菲，《日軍慰安婦制度批判》，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1 月。

8.王建朗、栾景河，《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7 月。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電腦、投影機、DVD 播放器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歷史電影與討論

■讀書報告： 1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30 %

■其 他： 30%(出席)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20 世紀的電子革命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Electronic Revolu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65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N/A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The course is structured to have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1) Introduction to hi-tech glossary,

2) History of electronic sciences during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3) Consumer Electronic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4) Computer Industry in the 20th century.

培養具高科技素養的人文者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The course strives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1) Equip the students with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lectronic Sciences, it’s historic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s on human lives.

2) Familiarize the students with hi-tech terms so they don’t continue to be barriers in their future

understanding of hi-tech related issues.

3) Help the students get the history of how Consumer Electronics developed in the U.S., Japan, and

Europe.

4) Help the students get the history of how Computer Industry developed in the U.S., Japan, and Europe.

�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Familiarize th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Scienc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1) Appreciation of the advances of the hi-tech products,

2) Ability to judge industrial and government hi-tech policies

and directions. （20 字以內）

★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2 週: 高科技專名釋義

3-5 週: 電子科學及半導體產業發展史

6 週: 20 世紀電子革命的概念

7-8 週: 美國的消費性電子工業- 一個國家工業的草創,繁榮和消滅

9-10 週: 消費性電子- 日本的崛起和全球爭霸戰

11-12 週: 大型電腦和迷你電腦- 美國發明了電腦工業

13-14 週: 微處理器掀起的革命- 美國電腦業的革新

15-16 週: 國際大競賽- 歐洲電腦業的衰亡, 日本電腦業的興起

17 週: 消費性電子和電腦工業為21 世紀的“電子世紀”催生

18 週: 產業歷史故事的重要性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互動 ■讀書報告：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期中學習心得報告) %

□學期考試： %

□其 他 (學期專案計畫)：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左傳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Zuozhuan (Zhou Commentar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Annal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0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無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以細讀《左傳》經典為主，掌握《左傳》學之範疇，並進一步領會經、史間的互影響關係。

透過研讀《左傳》，並以諸生所受之史學理論、史學方法來與經典碰撞。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9.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0.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1.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1 印象：《左傳》在學術史、圖書館的位址。

1-2 被重組的經典：《春秋》、《左傳》、《春秋左氏傳》、《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左傳注疏》

2-1 序中的《左傳》世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2-2 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

3-1 《春秋》之外：《左傳》始末、有經無傳、有傳無經

3-2 故事：紀傳、編年、記事本末

4-1 聖人筆削與史筆書法：孔子、君子曰

4-2 義法：釋例、屬辭比事、張本繼末、春秋大事表

5 經典閱讀：隱公篇

6 經典閱讀：桓公篇

7 經典閱讀：莊公篇

8 經典閱讀：閔公篇

9 期中考

10 經典閱讀：僖公篇

11 經典閱讀：文公篇

12 經典閱讀：宣公篇

13 經典閱讀：成公篇

14 經典閱讀：襄公篇

15 經典閱讀：昭公篇

16 經典閱讀：定公篇

17 經典閱讀：哀公篇

18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讀書報告：25 % □平時考試： ▓期中考試：25 %

▓學期考試：25 % ▓其 他：25 %

其他

Miscellaneous

參考書目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方朝暉：《春秋左傳人物譜》，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朱冠華：《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年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8 年

李索：《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校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杜預：《春秋釋例》，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杜預著、程元敏疏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疏證》，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洪順隆：《左傳論評選析新編》，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2 年

張以仁：《春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年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台北，書林出版社，1998 年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 : 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陳槃：《左氏春秋義例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 年

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台北：嵩高書社，1985 年

單周堯：《左傳學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趙生群：《春秋經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戴君仁等：《春秋三傳論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

謝明憲：《「經傳集解」的形成－杜預春秋左氏學析論》，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龔留柱：《春秋弦歌-左傳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正史樂志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Musical Records of the Official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4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 Program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音樂志書的解讀向來較令人卻步，其原因在於其中牽涉的專業能力頗多，透過對樂志的解讀與學習，

可以逐步進入此專業領域，期望在本課程中培養學生對音樂史產生興趣，並提升其相關的專業知識，

使研究者能深入專業志書的閱讀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提提提提 示示示示

1 正史樂志導論 史籍、研究材料、樂志書寫、樂志與

律書之關係

2 關於「音樂」釋義 聲、音、樂、音樂、音樂生成概念

3 《史記•樂書》 史料來源、體例的開創、樂書內容闡

釋、辨偽

4 《史記•樂書》與《樂記》、《樂

論》之關係

樂書材料的比對、《樂記》成書公案、

荀子《樂論》

5 《漢書•禮樂志》 史料來源、禮樂志內容闡釋、

6 《漢書•禮樂志》與《史記•樂

書》之關係

禮樂合論之關係、材料的比對、兩志

書之書寫關係

7 《宋書•樂志》 史料來源、樂志內容闡釋、撰者的樂

學造詣

8 《宋書•樂志》的書寫手法 從斷代史到「通史」、典章制度的記載、

祭祀歌詞

9 期中考

10 《南齊書•樂志》 史料來源、樂志內容闡釋

11 《南齊書•樂志》的樂舞辭 郊祀歌詞、律呂與廂奏、樂舞表現

12 《魏書•樂志》 史料來源、樂志內容闡釋



13 《魏書•樂志》的夷夏觀 鮮卑與中原雅樂、北魏對部伎樂的影

響

14 《魏書•樂志》所體現的北魏樂

制

北魏樂制的分期、樂戶的首次呈現、

樂與律之政治因素

15 《晉書•樂志》 史料來源、樂志內容闡釋、十二律與

八音

16 《晉書•樂志》對律學的敘述 祭祀歌詞、樂舞歌詞、荀勗笛律概說

17 南朝與北朝對於「樂」的見解 南北朝樂志書寫之差異、重構漢樂的

作法與作為

18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電腦

投影設備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 30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30 %

□學期考試： 4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中華書局版二十五史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地方史與田野調查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Local History and Fieldwork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75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認識台灣的歷史，訓練田野調查及歷史的編纂寫作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2.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3.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4.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課程綱要：

一、 介紹臺灣各縣市鄉鎮開發使及各地方相關史料。

二、 帶領學生前往各地參觀或調查地方寺廟、產業、古蹟、街道、教堂……等等，以訓練田野

調查方法與影像語言之記錄、文獻資料之採集整理，從而得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

樂趣。

三、 本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課堂與田野之訓練。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歷史學博士 3.田調經驗 5. 播放投影設備

2.相關著作 4.攝影錄音器材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讀書報告： 80 % 1.課堂講授 3.實地參觀

出席與討論：20 % 2.分組討論

其他

Miscellaneous

指定閱讀:

一、 主要參考書籍: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

二、 各縣市鄉鎮方志。

三、 卓克華《從寺廟發現歷史》、《寺廟與台灣開發史》。

四、 卓克華《台北古蹟探源》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西方近代思想史名著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Classics of Modern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9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了解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發展和第一手史料的用途。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5.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6.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27.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君主論

2. 盧梭(Rousseau)社會論法

3. Adam Smith 國富論 IIII

4. 約翰，彌爾(Mill)論自由

5. 達爾文(Darwin)，物種起源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本(五本)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課堂討論 □讀書報告： %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 40 %

■學期考試： 40 %

■其 他： 2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希臘羅馬思想史名著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Classics of Greek and Roman Intellectual Histor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07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了解當代的哲學思想及對後世的影響，還有其思想的起源與探討、了解。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28.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29.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0.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1. 柏拉圖著，國家篇(或譯理想國)

2. 亞里斯多德著，尼各馬科倫理學

3. 亞里斯多德著，政治學

4. 西塞羅著’責任第三卷’:義與利的衝突

5. 盧克來修著，物理論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本(五本)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30 %

□分組討論

□讀書報告：

□期中考試： 30 %

□期末考試： 40 %

其他

Miscellaneous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文化與旅遊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Culture and Tourism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342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2

時數

Hour 2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分兩大部分

1. 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 先對觀光產業和旅遊業進行初步認識，然後對文化觀光的相關

主題進行基礎探討。

2. 歐洲(包括土耳其)文化資產與旅遊: 結合旅遊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將歐區分  五大區塊，探索

其文化資產和相關旅遊。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31.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32.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3.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第 一 週 課程簡介與觀光學及文化觀光概說

第 二 週 觀光產業的主要內容

第 三 週 觀光客與觀光活動

第 四 週 旅遊服務

第 五 週 文化觀光及其前景

第 六 週 文化遺產管理(一)

第 七 週 文化遺產管理(二)

第 八 週 文化觀光市場及其守門人

第 九 週 期中考

第 十 週 旅遊地理概說

第十一週 西方文化歷程

第十二週 南歐與土耳其文化資產(一)

第十三週 南歐與土耳其文化資產(二)

第十四週 西歐文化資產

第十五週 中歐文化資產

第十六週 北歐文化資產

第十七週 東歐文化資產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實習

■參觀訪問

□其它

■讀書報告：40 %(平時)

□平時考試： %

■期中考試：30 %(報告)

■學期考試：30 %

□其 他： %

其他

Miscellaneous

修課注意事項

需要主動閱讀(書籍與網頁)

作 業

1. 期中報告: 遊歐洲看文化一書內容簡介 2000 字以上

2. 期末報告: 就坊間蒐集的歐洲旅遊行程作一深度的行程介紹

課程特色

主要參考

書 籍

01. 楊明賢: 旅遊文化 揚智文化 2010

02. 楊正寬: 文化觀光 揚智文化 2010

03. 林連聰、宋秉明、陳思倫: 觀光學概論 五南 2011

04. 劉綺文編: 你不可不知道的歐洲藝術 高談文化 2003

05. 劉綺文編: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名作系列 高談文化

06. Gmelch: Tourist and Tourism: A Reader Waveland Pr Inc.

07. M. Smith: Issues in Culture Tourism Studies Routledge 2009

08. G. Richard: Cultural Tourism Routledge 2006

指定閱讀

1. McKercher and du Cros: 文化觀光 劉以德審譯 桂魯 2010

2. Cook, Yale, Marqua: 觀光學 吳武忠審訂 臺灣培生 2010

3. 朱道力 薛雅惠: 旅遊地理學 五南 2009

4. Steves and Openshew: 遊歐洲看文化 宏觀 1994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CourseCourseCourseCourse OutlineOutlineOutline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從古蹟發現歷史

英文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Discovering History from Antiquitie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HI255

班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 3

時數

Hour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程別

Program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古蹟是古人留下的陳述，包含的總類極多，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古蹟主要包含古建

物築、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跡。其它保存客體尚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

及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等，包含了有形與無形文化財。簡單地說，舉凡人類活動的遺址都是

古蹟，因此古蹟是人類社會發展與文化活動之留存證物。具體反映每個地方、每個時代的生活方式

與歷史事件。因此反過來說，透過認識、聊解、調查古蹟可以進一步發展歷史，深化歷史、也更增

加了一種臨場感、參與感。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34. 具有對歷史人文思考、觀察、體知之能力
35. 具有對「史學經典」理性體悟之能力
36. 具有對歷史圖像、藝術圖像反思與品評之能力

4. 具有史料蒐集、解讀、組織與基礎寫作之能力

教育目標

Education Objectives

1 培育具備歷史學通識與素養的學生 （35 字以內）

2 培養學生「史學經典」的研讀與知識的實踐 （35 字以內）

3 培植學生具備歷史學之圖、文、影像材料之專業人才 （35 字以內）

4 （35 字以內）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Learning Outcomes（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基礎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力 （20 字以內） ★

B 具備圖文專史之運用能力 （20 字以內） ★

C 具備歷史知識與專業的能力 （20 字以內） ★

D 具備科技、藝術影像之認知能力 （20 字以內） ★

E （20 字以內）

F （20 字以內）

圖示說明：lllustration：★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課程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Course Outline

本課課程分成三大區塊：

一、先期講授基本技能，如「參觀古蹟前的準備功夫」，含各種文獻資料，及攝影、錄音、表

格設計等工具，又如「蒐集什麼資料」「去那裡蒐集」，等蒐集過程中應該注意之細則，禮貌與技巧，

最後「如何整理資料、撰寫報告、後製影片」等等。

二、講授各縣市各鄉鎮之古蹟歷史，並輔以影片導覽。

三、擇期擇地帶學生前往某地參觀，並努勵彼等以團隊合作方式擇地做調查報告。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配合…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instrument and equipment,etc.）

1.歷史學博士 3.田調經驗 5. 播放投影設備

2.相關著作 4.攝影錄音器材

課程要求及教學方式之建議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s

讀書報告： 80 % 1.課堂講授 3.實地參觀

出席與討論：20 % 2.分組討論

其他

Miscellane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