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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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文藝術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2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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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影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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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孔思曾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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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9.設計[間接相關]
  12.藝術[無關聯性]
  13.歷史與文化[直接相關]
  14.傳播與媒體[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直接相關]
  18.哲學與宗教[直接相關]
  20.本國語文與文學[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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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無關聯性]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43.實作能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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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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直接相關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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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知識暴炸的時代，如何能在最短時間裡，將理念呈現又能被接受，是這十年輔仁大學全人
課程，不遺餘力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改革教學方法所作的努力。

   本人參與了各項相關活動後，決定採用近二十年史學大革命Hayden White新創之「影視與
史學」(Historiophoty and History)教學方法，藉影視媒體依據史實所製作之影片或紀
錄片，來輔佐所選課程內容的闡述。

除了專攻史學的學生之外，一般學生對於歷史課程皆因其已為「昨日黃花」，而缺乏學習興趣，
其人、其事、其時距今逾是久遠，其發生之所在距本土逾是遙遠，逾令學子漠不關心，而視歷史學
習為可有可無之課程。徜能利用經導演刻劃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動的情節、逼真的情境、因果的
聯繫所製作的影片，來輔佐相關史實之闡述，藉此情境化之融入，一則活潑化教學，再則藉此能讓
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躍然眼前，必能大增學子學習之情緒，更能體會前賢所謂「以史為鑒，能知
興替」的歷史學習之所以必要的真實意義。
   至於傳統史學部份，則應用豐富的文字史料來論述。兩者如是相融互補，條認對增進學子對歷
史之認知與興趣，與夫學生自我學習動機與成效之提昇，必大有助益，從而對學子多元文化智慧與
世界觀之提昇，亦助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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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

2 09/27
導論：影視史
學(Historiophoty)與書寫歴
史(Historiography)

3 10/04 講授The Kingdom of Egypt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4 10/11 賞析「金字塔之王」

5 10/18 探討古埃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

6 10/25 賞析「叛逆的法老王」

7 11/01 分組討論埃及一神論的建立

8 11/08 講授The History of Early 
Greek

9 11/15 期中考

10 11/22 賞析「木馬屠城記」

11 11/29 探討史詩建構的神話與歴史

12 12/06 解讀「木馬屠城記」中希臘人的民
族性格與文化特質

13 12/13 分組討論特洛依戰爭的真實原因

14 12/20 講授Rome: From Republic to 
Empire

15 12/27 賞析「神鬼戰士」

16 01/03 論述征服統治整個地中海的大羅馬
帝國衰亡的原

17 01/10 討論「神鬼戰士」劇情片的虛虛實
實

18 01/17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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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影片欣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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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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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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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歴史經典影片

2.Albert,M.C ：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3.Greaves,R.L：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The Human adventure.

4.Hayden White著，周樑楷譯，〈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雜誌》88期1993年8月號

5.Marc Ferro著，張淑娃譯，【電影與歴史】，台北：麥田，1998。

6.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台大歷史學報，1999。

7.周樑楷。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以「青少年次文化中的歷史圖像」為教學實例。歷史教學與視聽
媒體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1995

8.吳紫陽。影視史學的思考：史學史研究總104期。(2001年第4期)

9.張廣智。影視史學。台北：揚智文化。1998

10.菲立普.費南德兹-阿梅斯托著蒒絢譯；文明的力量。左岸出版 2008

 

  

教科書 Hayden White著，周樑楷譯，〈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雜誌》88期1993年8月號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陳淑銖影視材料在教學應用的省思--以希特勒影片為例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四期2008年3月號

2.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4

3.張榮芳(主編)。歷史教學與視聽媒體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1996

4.黃乃琦。「影視史學」的教學分析。歷史月刊，2002

5.蒲慕州編譯：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選 
6.聖經

7.本篤會會規

8.黑暗的守護神- 宗教裁判所 
9.荷馬史詩 
10.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

11.基托：希臘人

12.柏拉圖：理想國 
13.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14.希羅多德：歷史 
15.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16.Plutarch 希臘羅馬名人傳 
17.蘇維扥尼烏斯：羅馬十二帝王傳 
18.凱撒：高盧戰記 
19.古朗士：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 
20.羅斯扥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 
21.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 
22.塔西陀：日爾曼尼亞志 
23.艾因哈德：查理曼大帝傳 
24.布洛克：封建社會 
25.賽萬斯提：唐吉訶德 

 

 

  

教學平台網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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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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期末考 5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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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授課方式
1.自編教材，印製大綱
2.以影片、研讀資料、分析、為主採甪影視教學法 .
3.輔以講授，同學須參與分組報告討論。

 
成績考核
平時成績50% (分組報告討論.缺曠課)  期末考50%
一學期缺課三次者扣考

 課堂規範：1.上課請勿遲到。上課請關手機。
          2.請遵守考試規則。 
          3.請假須課前以E-mail：000369@mail.fju.edu.tw 請假，課後請假一概
無效。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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