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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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3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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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史學方法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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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文賓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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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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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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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科學[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7.原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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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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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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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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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內容理論與實際並重，旨在引導學生了解研究歷史應具備的觀念與方法。

先修課程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2&hy=103&ht=1&avano=D020301300D&tchno=047342&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CG&dptno=02&hy=103&ht=1&avano=D020301300D&tchno=047342&isdone=True#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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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 緒論（研究計畫與論文寫作格式）

2 09/23 緒論（歷史哲學發展與史學方法討
論的範疇）

3 09/30 緒論（歷史哲學發展與史學方法討
論的範疇）

4 10/07 史學與史家﹙分組報告題目最後確
定日﹚

5 10/14 歷史學、科學與道德判斷

6 10/21 史家與歷史事實

7 10/28 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

8 11/04 歷史的因果關係﹙個人研究計劃題
目最後確定日﹚

9 11/11 史料分類與考証

10 11/18 史料分類與考証  

11 11/25 A組報告  

12 12/02 B組報告  

13 12/09 C組報告  

14 12/16 D組報告

15 12/23 E組報告(繳交個人暨分組報告)  

16 12/30 研究計劃觀摩報告

17 01/06 期終檢討

18 01/13 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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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影片欣賞 0 討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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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其他 0

說明：本課程除了老師講授外,另著重在分組報告,討論及個人研究計畫寫作指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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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一、 杜維運，《史學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增訂版）。
二、 Edward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
三、 W. H. Walsh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
四、 理查‧伊凡斯，潘振泰譯，《為歷史辯護》（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年）。

教科書 杜維運，《史學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增訂版）。

參考書目
Reference

一、 劉知幾，《史通》。
二、 章學誠，《文史通義》。
三、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篇（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三年）。
四、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三民書局，1969年）。
五、 許倬雲，《歷史學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六、 姚從吾，《歷史方法論》（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一冊）（台北：正中書局，1971年）。
七、 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台北：環宇出版主，1971年）。
八、 Bermheim , E.著、陳韜著，《史學方法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影
印重刊）。
九、 Stanford , Michael著、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台北：麥田出
版社，2001年）。
十、 Cantor  , N. F. ＆ R.I. Schneider著、涂永清譯，《史學導論》（台北：水牛出
版社，1976年）。
十一、 Bloch , Marc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年）。
十二、 李振宏，《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再版）。
十三、 Shafer , R. J.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1990年）。
十四、 Tosh , John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的研究目標、方法、新
方向》（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
十五、 麥勁生，《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十六、 Gawronski , D.V.著，容繼業譯，《歷史意義與方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
公司，1974年）。
十七、 孟慶順、彭衛，《歷史學的視野–當代史學方法概述》（西安：陝西人民出
版社，1987年）。
十八、 榮孟源，《史料和歷史科學》（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十九、 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77年）。
二十、 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
二十一、 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80年）。
二十二、 康樂、黃進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
二十三、 Popper , Karl R.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81年）。
二十四、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出版社，1995年）。
二十五、 Gilbert  , F.＆ S. R. Graubard 、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台北：明
文出版社，1982年）。
二十六、 思與言雙月刊編，《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台北：明文出版社，1983年）。
二十七、 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台北：大林圖書公司，1981年）。
二十八、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二十九、 嚴耕望，《治史答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三十、 葛懋春編，《歷史科學概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三十一、 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北京：商務印
書館，1999年）。
三十二、 Droysen , J. G.著、胡昌智譯，《歷史知識的理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86年）。
三十三、 王辛慧等譯，《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9年）。
三十四、 Smith , Dennis著、周輝榮等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年）。
三十五、 Burke , Peter著、姚朋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1年）。
三十六、 米羅諾夫著、王清和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
三十七、 White , Hayden著、劉世安譯，《史元》（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
三十八、 Collingwood , R. G.著、黃宣範譯，《歷的理念》（台北：聯經事業出版
公司，1981年）。
三十九、 ，《西洋現代史學流派》（台北：弘文館，1986年）。
四十、 范達人，《當代比較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四十一、 Barraclough , Geoffrey著、楊豫譯，《當代史學新趨勢》（台北：雲龍出
版社，1999年）。
四十二、 Ricoeur , Paul著、王建華譯，《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1994年）。
四十三、 劉澤華主編，《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四十四、 楊豫、胡成，《歷史學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四十五、 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北京：中央編譯社，1996年）。
四十六、 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6年）。
四十七、 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四十八、 Jenkins , Keith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
版社，1996年）。
四十九、 Burke , Peter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五十、 Hobsbawn , E.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五十一、 Jacques Le Goff等編、姚蒙編譯，《新史學》（上海：上海譯文出
版社，1989年）。
五十二、 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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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
五十三、 Jacques Le Goff等編、郝名瑋譯，《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和新對象》（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
五十四、 于沛主編，《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五十五、 Floud , Roderick著，蕭郎、劉立陽譯，《計量史學方法導論》（北京：商務印
書館，1992年）。
五十六、 科瓦利琴科主編，聞一、蕭吟譯，《計量歷史學》（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7年）。
五十七、 霍俊江，《計量史學基礎：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五十八、 胡波，《歷史心理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五十九、 羅鳳禮，《歷史與心靈：西方心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央編
譯社，1998年）。
六十、 張廣智、周兵，《心理史學》（台北：揚智出版社，2001年）。
六十一、 石田一良著、王勇譯，《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
六十二、 張廣智，《影視史學》（台北：揚智出版社，1998年）。
六十三、 Thompson , Paul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六十四、 Ritchie , Donald A.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
版社，1997年）。
六十五、 Jenkins , Keith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台北：麥田出
版社，1999年）。
六十六、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年）。
六十七、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
六十八、 Kate L. Turabian 著,蔡美華譯，《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六十九、 張存武、陶晉生編，《歷史學手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76年）。
七十、 王國璋，《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75年）。
七十一、 Turabian , K. L.著、馬凱南譯，《大學論文研究報寫作指導》（台北：黎明
書局，1977年）。
七十二、 段家鋒等著，《論文寫作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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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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30 課堂參與 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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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率也是加分或扣分的重要參考.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學期報告相關規定：
一、每組至少在正式報告前兩週，必須與老師討論報告內容，缺席者扣總成績一分。正式報告前一
週送交評論組，不得延誤。
二、未於規定時間與老師確定分組報告暨個人研究計劃題目者，每週扣總成績三分；未依規定時間
內繳交分組報告暨個人研究計劃者，每週扣總成績五分。
出席相關規定：
一、點名允許二次不到，第三次起每次扣總成績三分。               
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一、分組報告占35℅、評論占10℅、個人研究計劃占30℅、學期考占25℅。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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