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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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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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文化中科學的定位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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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才健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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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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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數學[間接相關]
  2.物理[間接相關]
  3.化學[間接相關]
  4.資訊與電子[間接相關]
  5.網路與電信[間接相關]
  6.工程與科技[間接相關]
  9.設計[間接相關]
  10.生命科學[直接相關]
  11.醫學[間接相關]
  12.藝術[間接相關]
  13.歷史與文化[間接相關]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間接相關]
  19.治療與諮商[間接相關]
  22.人力資源[間接相關]
  23.顧客與人群服務[間接相關]
  24.管理[間接相關]
  25.銷售與行銷[間接相關]
  29.生物資源與食品生產[間接相關]
  30.地理與環境[間接相關]
  31.公共安全[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5.數學[間接相關]
  6.科學[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間接相關]
  11.人際覺察[間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22.程式撰寫與應用[間接相關]
  36.創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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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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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間接相關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間接相關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間接相關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闡明近代科學如何在四百年前由歐洲當時歷史文化背景中，發展成為強勢主流文化思維的歷程，並
以近代科學四百年來對於人類文明的衝擊和影響，以及近代科學本身知識體系發展主觀上面對實證
困境，在客觀上又有資源環境等條件侷限，討論科學在人類文化進展中，如何的必須面對挑戰，重
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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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開這門課?
近代科學與希臘傳統、宗教改革及
反理性革命的成功與危機

討論近代科學與希臘傳統以及十七
世紀歐洲宗教與思想革命的相關
影響
閱讀參考書籍

2 09/24 歐洲的覺醒----近代科學革命發生
的歷程

討論在近代科學之前，世界各文明
面對宇宙的思維與技術發展，以及
近代科學的如何在歐洲萌生
閱讀《科學的故事》

3 10/01 五四運動和文化啟蒙
討論科學的擴張造成一次世界大戰
以及科學對我文化的影響和五四
運動

4 10/08 二次大戰對科學地位的影響
討論二次大戰對於科學帶來的影響
閱讀個人專文參考資料

5 10/15 吳健雄和她實驗物理成就的意義
討論吳健雄的科學成就和意義
閱讀《吳健雄傳》

6 10/22 楊振寧和他理論物理頂尖成就的
意義

討論楊振寧的科學成就和意義
閱讀《楊振寧傳》

7 10/29 由多位世界頂尖科學家看科學知識
的進展和文化意義

討論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泰
勒等數位熟識的大科學家，以及
費米、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戴森
、費曼等重要大科學家
閱讀個人專文

8 11/05
調整放假
楊振寧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談科
學與美的演講

楊振寧演講影片欣賞

9 11/12 期中考

10 11/19 台灣近三十年科學學術的進展和
局限

討論台灣近三十多年的科學學術的
進展和局限，並且以個人親身經歷
並且發揮影響的台灣參與美國SSC
高能物理計畫爭議所帶來的啟示

11 11/26 科學與文化的辯論
科學戰爭背後的文化意義

討論西方科學和人文辯論的傳統
閱讀《兩種文化》以及科學戰爭
專文

12 12/03 科普思維的再探 討論一般流行所謂科普觀念的迷思
閱讀專文

13 12/10 實證和化約論的成功與限制
討論近代科學根本的實証與化約的
成功和它的限制

14 12/17 化約論極致發展的危機
討論以化約論面對生命複雜現象的
問題與危機

15 12/24 有限資源的非道德性局限

討論近代科學的實徵致用，造成對
運用資源和能源耗竭的困境，以及
近代許多對於近代科學的反思
閱讀參考文獻

16 12/31 近來科學面對的問題

討論近時熱門的如全球暖化、癌症
治療、幹細胞研究等科學領域的
困境
閱讀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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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1/07
後科學時代的宇宙和生命新思維

討論一個面對後科學時代宇宙新思
維的可能，以及對我們文化的啟蒙
作用
閱讀個人專文
 

18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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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影片欣賞 5 討論 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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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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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週次 上課進度與內容                                  作業要求
一 為什麼要開這門課?
近代科學與希臘傳統、宗教改革及反理性革命的成功與危機      閱讀參考書
二 歐洲的覺醒----近代科學革命發生的歷程 
三 五四運動和文化啟蒙 
四 二次大戰對科學地位的影響 
五 吳健雄和她實驗物理成就的意義               閱讀參考書
六 楊振寧和他理論物理頂尖成就的意義               閱讀參考書
七 由多位世界頂尖科學家看科學知識的進展和文化意義     撰寫報告
八 台灣近三十年科學學術的進展和局限 
九 期中考                                           
十 科學與文化的辯論                                  閱讀參考書
十一 科學戰爭背後的文化意義                         撰寫報告
十二 科普思維的再探近代科學的定位和挑戰

十三 實證和化約論的成功與限制                         閱讀參考書
十四 化約論極致發展的危機                         閱讀參考書
十五 有限資源的非道德性局限                         閱讀參考書
十六 近來科學面對的問題 撰寫報告
十七 後科學時代的宇宙和生命新思維

十八 期末考 

教科書
科學與近代世界，懷海德著，傅佩榮譯，立緒出版，2002年。（Science and Modern 
World），A.N. Whitehead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Edition。
科學的故事，揭開千年來偉大科學面貌，張光熙、宋加麗著，好讀出版社，530頁，2002年。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 科學與近代世界，懷海德著，傅佩榮譯，立緒出版，2002年。（Science and Modern 
World），A.N. Whitehead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Edition。
2. 科學的故事，揭開千年來偉大科學面貌，張光熙、宋加麗著，好讀出版社，530頁，2002年。
3. 雙螺旋，詹姆斯華生著作，陳正萱、張項譯，時報出版公司（Double Helix by James 
Watson）212頁，1998年出版。
4. 兩種文化，查爾斯史諾著，林志成、劉藍玉譯，貓頭鷹出版部（The Two Cultures by 
Charles Percy Snow），198頁，2000年出版。
5. 科學之終結，約翰霍根著，蘇采和譯，時報出版公司，304頁，1997年出版（The End of 
Science by John Horgan）。
6. 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布里辛斯基著作，陳秀娟譯，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37頁，1994
年（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21st Century by 
Zbigniew Brzezinski）。
7.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法蘭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譯，時報出版，451頁，1993年出版（The 
End of Histiry and the Last Man）。
8. 驅逐搗蛋客—魔法、科學與文化，許烺光著，王芃、徐隆德、余伯泉譯，國立編譯館
主譯，1997年出版。
9.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黃仁宇著，聯經出版公司，608頁，2001年出版。
10. 新時代的歷史觀，黃仁宇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00頁，1998年出版。
11.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黃仁宇著，聯經出版公司，482頁，1991年出版。
12. 相對世界的美麗—達賴喇嘛的科學智慧，達賴喇嘛著，葉偉文譯，（The Universe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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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Atom—The Convergence of Scince and Spirituality），天下文化
出版，230頁，2006年出版
13. 恐懼之邦      麥克‧克萊頓    洪蘭譯
State of Fear  By Michael Crichton  遠流 706頁 2005年出版
14. 14. 基因、女孩、華生  詹姆士‧華生 杜默譯
Genes, Girls, and Gamow  By James D. Watson
時報出版 344頁 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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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期末考 15 隨堂考（
小考）

3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10

口頭報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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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說明：

為避免少數同學只來出席期中和期末測驗，因此會以多次小考測驗同學的心得與用心情形，也特別重視討論和報告中所呈現的
思想深度。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為避免少數同學只來出席期中和期末測驗，因此會以多次小考測驗同學的心得與用心情形，也特別
重視討論和報告中所呈現的思想深度。
期中期末以及小考考佔百分之六十
平時學習表現占百分之四十(包括心得報告出席情形)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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