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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歷史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世界現代史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周雪舫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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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直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2.藝術[無關聯性]
  13.歷史與文化[直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間接相關]
  18.哲學與宗教[間接相關]
  20.本國語文與文學[間接相關]
  21.外國語文與文學[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直接相關]
  3.文字表達[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6.科學[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2.合作[無關聯性]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7.原創力[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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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直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1. 以一八九○年以來的人類歷史發展為核心。
2. 討論主導當代世界的重要因素：現代化與現代性、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革命與改革、民主與極權、科學與人文、族群衝突與融合。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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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9/17 課程介紹＆導論 同左 參見補充教材以下同

2 09/24 歐洲與世界：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
義（一）

同左

3 10/01 歐洲與世界：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
義（二）

同左

4 10/08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 同左

5 10/15 第一次世界大戰（二） 同左

6 10/22 第一次世界大戰（三） 同左

7 10/29 第一次世界大戰（四） 同左

8 11/05 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一） 同左

9 11/12 期中考 同左

10 11/19 張建華教授演講: 從知識菁英到政
治菁英：十月革命與俄國

同左

11 11/26 大眾文化 同左

12 12/03 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一） 同左

13 12/10 校慶補假 同左

14 12/17 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二） 同左

15 12/24 法西斯主義（一） 同左

16 12/31 法西斯主義（二） 同左

17 01/07 法西斯主義（三） 同左

18 01/14 期末考 同左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73 影片欣賞 7 討論 2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1. 教師講演 2. 小組作業 3. 影片欣賞 4. 閱讀英文資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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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暫時空白

教科書 無

參考書目
Reference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二年級A班1011【世界現代史】課程教材
一、書籍
1. 郭少棠著，《西方的巨變1800--1980》（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3月第1版），
第八章，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頁342-369。
2. 邁克．亞答斯等著，大可等譯，《喧囂時代：20世紀全球求》（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10
月第1版），第三節，工業化與帝國主義，頁76-101。
3. 以下資料選自張建華主編，《世界現代史資料匯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9
月第1版，上輯。
    a.〈奧匈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1914年7月23日〉，頁9-10。
b.〈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威格致德國駐維也納大使電，1914年7月6日〉，頁10-11。
c. 〈奧匈帝國致柏林塞格泥呈奧匈帝國外交大臣的報告，1914年7月12日〉，頁11-12。
d.〈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1914年8月3日〉，頁12-16。
e. 〈德國帝國議會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聲明，1914年8月4日〉，頁16。
f . 〈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九月綱領，1914年9月9日〉，頁16-18。
g. 〈威爾遜總統提請美國國會對德宣戰的演說，1917年4月2日〉，頁18-19。
h.〈協約及參戰各國對德和約，節錄，1919年6月28日〉，頁23-30。
i.〈伍德羅‧威爾遜：「十四點計劃」，1918年〉，頁30-33。
j.〈凱恩斯：《和約的經濟後果》〉，頁41-47。
k.〈全國產業復興法，節錄，1933年6月16日〉，頁151-155。
   
4. 以下資料選自Arnold Schrier, et al. eds.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thought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Chicago, MI: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63.
a. Harry Elmer Barnes, “121 The Genesis of the World War; The War 
Guilt of    France and Russia,” pp. 424-427. 
b. Nicholas Mansergh, “122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Germany,” pp. 427-429.

5. 以下資料選自Dennis Showalter ed., History in Dispute, Volume 9: World 
War I: Second Series . Farmington, MI: St. James Press, 2002.
a. “Was World War I a cultural turning point?”, pp. 80-90.
b. “Was cavalry in World War I an antiquated combat arm?”, pp. 67-73.
c. “Was Imperial Russia’s gradual dissolution in 1914-1915 a 
manifestation of structural weaknesses exacerbated by th ewar?”, pp. 
154-161.
d. “Totalitarianism: Can Josef Stalin’s Soviet Union and Adolf 
Hitler’s Germany accurately be described as totalitarian?” pp. 259-
265. 
6. 摘自賀允宜著，《俄國史》，台北：三民書局，1964年6月第1版，2004年4月初版一刷第3次
印刷。 
a. 〈尼古拉二世退位書〉，頁561-562。
b. 第十九章第七節：列寧與十月革命，頁609-627。〈含列寧等人擬定：告俄羅斯人民書，
頁621〉。
7. 王曾才著，《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3月初版一刷，2009
年11月三版三刷），下冊，第十一章第六節：大眾文化，頁362-370。
8. 邁克．亞答斯等著，大可等譯，《喧囂時代：20世紀全球史》（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10
月第1版），第七節，經濟大蕭條和極權主義的挑戰，頁248-285。
9. 周明泉，〈生命的泉源——德國納粹「雅利安菁英」的培育經過〉，《當代》，
第232期，2006年12月，頁4-21。

二、影視資料
1. 紀錄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History’s Turning Point, Discovery），25 
分鐘。
2. 記錄片「末代沙皇」（Discovery 版），60分鐘。
3. 記錄片「獨裁者的興起：墨索里尼、希特勒」（公視，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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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0 隨堂考（
小考）

45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15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成績計算：
1. （期中考＋期末考＋平時考）85％＋小組11％＋個人發言 4％＝100分。
◎當天下課後發言者請向教師登記姓名與發言次數，發言一次得2分（4％），同一主題（例如一篇選讀資料）發言最多以一
次計算。
2. ●全勤者加分。
3. ●缺課五（含）節課以上則本學期成績不及格。按校規規定一學期缺課1/3則該科以零分計算。
4. ●特殊原因缺課（公假、婚假、喪假……等）則須繳交請假單並事先告知教師，公假至多以四節課為限。 
5. ●遲到四次以缺課一節課計算。

注意事項：請於上課前瀏覽ICAN網站有關發言與缺課紀錄，並請於公布二週內告知教師更正，逾期不受理。 
附：按「輔仁大學學則」有關缺曠課規定：
1. 第26條規定：「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於事前向授課教師請假；如因突發事故無法到課者，須補辦請假手績。授課教
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請假經核准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三小時論。
」
2. 第27條第1項規定：「學生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該科應予扣考，不得參加該科目
之學期考試（或畢業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前項扣考標準，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參見學習評量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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