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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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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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台灣人物評析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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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育德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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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12.藝術[無關聯性]
  13.歷史與文化[直接相關]
  14.傳播與媒體[無關聯性]
  17.社會學與人類學[無關聯性]
  18.哲學與宗教[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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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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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無關聯性]
  36.創意力[無關聯性]
  43.實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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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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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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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育在專業訓練之外，使學生具備人文關懷也是不可少的。本課程以台灣歷史人物為主題，希
望透過歷史人物自身書寫與回憶，與學術論文進行深度解析，使學生對於近代台灣歷史變遷的動力
有所理解外；也期望學生對於文化內涵與歷史發展，有更為深入的思考。進而培養出學生獨立思考
、客觀分析與多面向的思考態度與能力，以因應多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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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7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2 02/24 導論：早期台灣史 導論：早期台灣史

3 03/03 虛構與真實之個案：吳鳳 虛構與真實之個案：吳鳳

4 03/10 外國人在臺灣：馬偕、後藤新平 外國人在臺灣：馬偕、後藤新平

5 03/17 「台灣孫中山」：蔣渭水 「台灣孫中山」：蔣渭水

6 03/24 影片欣賞 影片欣賞

7 03/31 音樂慰人心：江文也、呂泉生 音樂慰人心：江文也、呂泉生

8 04/07 春假 春假

9 04/14 書寫醫人：賴和 書寫醫人：賴和

10 04/21 分組報告Ｉ 分組報告Ｉ

11 04/28 分組報告II
從養女變成革命鬥士：謝雪紅

分組報告II
從養女變成革命鬥士：謝雪紅

12 05/05 為民主自由而九死不悔：雷震、殷
海光

為民主自由而九死不悔：雷震、殷
海光

13 05/12 「黨外魯仲連」：吳三連 「黨外魯仲連」：吳三連

14 05/19 雙城文學：林海音 雙城文學：林海音

15 05/26 永遠的「小鄧」：鄧麗君 永遠的「小鄧」：鄧麗君

16 06/02 影片欣賞 影片欣賞

17 06/09 多面向的蔣經國 多面向的蔣經國

18 06/16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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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影片欣賞 30 討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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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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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李國祁，〈歷史人物的評價〉，《歷史月刊》，59，1992年12月，頁88-95；翁佳音，〈人神湊
熱鬧〉，《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4月25-26日，
頁261-278。
翁佳音，〈吳鳳傳說沿革考〉，《異論台灣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227-247。
20130311  第3講  外國人在臺灣：馬偕、後藤新平。（配合DVD）
馬偕(G. L. MacKay)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記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
頁153-159；243-257。
蔣渭水，〈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治警事件」法庭辯論〉，均收入蔣渭水撰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頁3-5、16-31。
江文也，〈北京銘〉（節錄）、〈賦天壇〉（節錄），收入王德威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153-158。
賴和，〈蛇先生〉，收入王德威選編‧導讀，《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出
版社，2005，頁95-102。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魂淚(一)》，台北：楊翠華發行，1997，頁193-
220。
雷震，〈我們的答辯〉、〈對搆陷與誣衊的抗議〉，均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13，台北
：桂冠，1989，頁93-107；殷海光，〈大江東流擋不住！〉，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
冊12，台北：桂冠，1990，頁971-979。
吳三連，〈談選舉，憶往事〉；〈美麗島事件前後吳三連日記節錄附錄1-3〉，頁165-175
；347-354。
平路，《何日君再來》選段，台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02，頁108-123。
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收於國史館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新店：國
史館，2004，頁467-502。

教科書 none

參考書目
Reference

另附

教學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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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20 課堂參與 15 心得或作業

撰寫
15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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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有蹺課的權利，教師有點名的義務。享受權利之同時，承擔義務與責任也是隨之而來之代價
。同學若需請公/事假，請於事前上課時繳交附有證明之假單，事後請假一律無效。敬請注意：為
系內事務缺席，對本課程教師並不構成請公/事假之理由。
◎同學上課時請以「不干擾他人」作為最高指南。1.手機等通訊器材、手錶均請調整至靜音狀態。
2.請勿於上課時喧嘩、與鄰座竊竊私語。3.有意見要說時，請公開發言。4.請勿飲食（如泡麵、
滷味等）。凡發生1、2、4等情事時，第一次扣學期成績5分，第二次扣學期成績10分。
◎課程相關講義，均以*.pdf電子檔案形式儲存於ican教學平台，修課同學務必安裝PDF閱讀
軟體，以便下載列印閱讀。
◎本學期書面報告為1500字報告一篇。原則上以6-8人一組，選擇該組同學出生年某一日的兩份報
紙政治、社會、文化等版面一頁，進行議題比較及分析。各組組員系級、姓名請於03月25日向教
師報告。各組組員宜知悉彼此通訊聯絡方式，以便小組研討及撰寫報告。報告請於2013年04月29
日準時繳交，報告內需載明組員分工情形。每位同學另需繳交一篇1000字影片學習心得，於2013
年04月01日準時繳交。請注意：逾期一週之內繳交，扣報告總分10分；逾期二週以上繳交，該篇
報告即以零分計算。
◎撰寫書面報告，請注意：引用任何（書面、網路、影音）資料、論點應遵守學術規範—務必註明
引用資料出處，以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勞動，而非剽竊為己有。若為教師比對發覺，該報告即以
零分計算。
◎報告封面/首頁，務必列出以下訊息：課程名稱與班別、教師姓名，你/妳的系級、姓名、聯絡方
式（e-mail or mobile）。請試著寫出一份有條理的報告。你/妳要如何寫這樣的報告？不妨
參閱駱明慶與劉孟奇的部落格「意識型態咖啡館」串
：http://blog.roodo.com/lakatos/archives/1923620.html。繳出報告之前，請預
先檢查錯字及標點符號運用，語句是否通順，以減少教師閱讀上的困擾。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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