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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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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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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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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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6.科學[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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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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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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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首先幫助剛進入歷史系的新生對於如何研究歷史能有基本的瞭解，使其認識歷史學的知識與
本質，研究歷史學的入門之道──探究歷史是什麼？與如何認識歷史。其次，教導學生初步的史學研
究方法，知道如何運用工具書、圖書館的使用、網站資料的使用、進行口述史、寫摘要、分析史料
。再次，培養學生閱讀書籍的習慣，進而提出己見。最後，認識史學發展的趨勢，從而奠立史學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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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 課程介紹、初為歷史系學生的心理
準備、分組

同左
參見下列補充教材以下
同

2 09/27 為什麼要讀歷史系？ 同左

3 10/04 歷史、史學的本質（一） 同左

4 10/11 歷史、史學的本質（二） 同左

5 10/18 歷史學的功用（一） 同左

6 10/25 歷史學的功用（二） 同左

7 11/01 分組報告：感受歷史的演變 同左

8 11/08 歷史事實（一） 同左

9 11/15 期中考 同左

10 11/22 歷史事實（二） 同左

11 11/29 史料學（一） 同左

12 12/06 史料學（二） 同左

13 12/13 史料學（三） 同左

14 12/20 史家的修養 （一） 同左

15 12/27 史家的修養 （二） 同左

16 01/03 傳統史學：蘭克學派（一） 同左

17 01/10 傳統史學：蘭克學派（二） 同左

18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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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影片欣賞 0 討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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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說明：1.教師講演 2.討論閱讀資料 3.小組報告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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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 Cantor & Schneider（甘特、施奈德）合著，涂永清譯，《史學導論》（台北：水牛出
版社，1986年8月初版，1992年1月三版一刷），第一章：為什麼要唸歷史？頁1-6；第二章：讀
歷史應有的態度，頁7-15。
2.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史與詩：世界諸文明的歷史書寫（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歷史認識與歷史意識：關於「歷史」一詞的研究〉，頁230-
263。
3. Trevelyan著，＜克萊奧—一位繆斯＞，收入編輯部編譯，《西洋現代史學流派》（台北：弘
文館出版社，民國75年4月初版），頁200-225。
4.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余英時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63年9月初版，民國68年7月第三次印行），頁247-270。
5. Carr , Edward H.（卡爾）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
公司，1968年12月初版，1991年10月十三印），第一章：歷史家與事實，頁1-23。
6. 楊豫、胡成著，《歷史學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
八章：史料及史料的運用，頁220-273。
7. 姜義華等著，《史學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第五章：歷史學家的
修養與時代使命，頁311-359。
8. （美） G. P. Gooch著，耿淡如譯，《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家》（北京：商務印
書館，1988年4月第一版），上冊，第六章：蘭克，頁175-215。
9. 郭聖銘、王晴佳主編，《西方著名史學家評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0月
第1版），〈西方史學史上的一代宗師－－朗克〉，頁138-151。
10. 徐浩、侯建新著，《當代西方史學流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
一章第二節：蘭克和蘭克學派，頁15-32；第二章：傳統史學的危機與史學轉型，頁33-59。
11.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史與詩：世諸文明的歷史書寫（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歷史認識與歷史意識：關於「歷史」一詞的研究〉，頁230-
263。
12. 周雪舫編輯，歷史、史學的定義；歷史的功用

教科書 無

參考書目
Reference

Adler, Mortimer J.& Charles Van Doren著，張惠卿譯，《如何閱讀一本書》，台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0月出板一刷，1992年3月再版二刷。
Aron, Raymond著，Sylvie Mesure編注，馮學俊、吳泓緲譯，《論治史》，北京：三聯
書店，2003年8月第1版。
Bloch（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
月一版，1990年11月一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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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初版，1991年10月十三印。
Dilthey, Wilhelm著，艾彥、飛逸譯，《歷史中的意義》，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2
月第1版。
Droysen, johann Gustav著，Jorn Rusen編 胡昌智譯，《歷史知識的理論》，台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6月初版，1987年5月第二次印行。
Kelley, Donald H. 著，陳恆、宋立宏譯，《多面的歷史：從希羅多德到赫爾德的歷史探詢》
，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1月第1版。
Ritchie, Donald A.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997年3月初版一刷。
Rowse, A. L.著，廖中和譯，《歷史的功用》，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年12月初版。
Stanford, Michael著，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
一刷。
Tosh, John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研究：目標、方法、新方向》，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初版，1991年2月再版。
Tuchman, Barbara W. （芭芭拉．塔克曼）著，梅寅生譯，《歷史研究導論》，台北：久大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3月初版。
Walsh, W. H. （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杰譯，，《從史著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李公明，《歷史是什麼》，香港：書林出版社，1998年7月一版一刷。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
杜經國等著，《歷史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何兆武著，《歷史與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5年。
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月第1版。
吳澤主編，《史學概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1990年2刷。
周樑楷等編著，《史學導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8月初版。
姜義華等著，《史學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
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張廣智、張廣勇著，《史學：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史學》，台北：淑馨出
版社，1992年2月初版。
張文傑等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台北：古風出版社，1987年11月。
袁吉富著，《歷史認識論的客觀性問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許冠三，《大（活）史學答問》，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初
版一刷。
賈東海、郭卿友主編，《史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彭衛著，《穿越歷史的叢林》，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4月第1版。
葛劍雄、周筱贇著，《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楊豫、胡成著，《歷史學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劉昶著，《人心中的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理論評述》，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1月台第
一版。
趙吉惠著，《史學概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4月初版第一次印刷，1993年6月初版
第7次印刷，2008年9月重編本，2012年9月再版。



嚴耕望，《治史答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第一次印刷，1992年9月初版第
4次印刷，2008年8月重編本，2011年11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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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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期末考 15 隨堂考（
小考）

3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20 課堂參與 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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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中考＋期末考＋平時考＋作業）80％＋小組14％＋個人發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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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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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於公布二週內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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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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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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