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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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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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世界文化巡禮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通識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朱蓮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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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2.英文[無關聯性]
  3.資訊[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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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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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2.合作[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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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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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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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同學認識人類深層環境的變遷，對現今世界漫長與複雜的
   歷史淵源有清楚的瞭解。
2.追求真善美及經世致用是史學研究的目標，而古代世界文化
   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與創造靈感的資源。   
3.以全球化的角度，培養同學宏觀的視野、獨立的思維及分析 
   批判的能力。

先修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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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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 課程介紹：研究古代世界文化的意
義與史學方法 

*課程目標、內容、上課方式、
報告、作業、 評分標準、請假
規則、參考書目

課程介紹

2 09/25 導論--課程基本概念介紹
*古代史的範疇及其終結
*東西方的分野
*西洋民族和近東民族在人類學上
的劃分

基本概念
民族

3 10/02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地理環境對埃及古文明發展的
影響
*埃及是尼羅河的恩賜物
 (Egypt, the Gift of the 
Nile)
*影片欣賞與討論

地理環境與文明發展

4 10/09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古埃及象形文字與塞達石板(The 
Rosetta Stone)
*古埃及人的創世神話
*古埃及人的太陽神崇拜與Osiris
神話

神話與民俗信仰

5 10/16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古埃及人「王權神聖」的觀念與
瑪亞特概念
*影片欣賞與討論

政治觀
理想概念

6 10/23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古埃及人的社會、法律、經濟、
建築、藝術與科學
*埃及陽曆

社會法律經濟建築藝術
科學

7 10/30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Pyramid Texts、Temple 
 Texts、Coffin Texts、 
 Papyrus-Rolls
*從哲學與文學作品看古埃及人的
宇宙觀、道德觀、政治觀與宗教觀

哲學
文學
宗教

8 11/06 太陽神、瑪亞特(Maa’t)崇拜與埃
及古文明的發展

*從The Book of the Dead看
古埃及人的生命觀
*積極勸人為善的道德觀與宗教觀
*古埃及人對人存在的層次及身後
的看法

生命觀道德觀 

9 11/13 期中考試 期中考試

10 11/20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
悲觀論與文化發展

*蘇美人的三大標誌文化
*尋找伊甸園(Eden)
*影片欣賞與討論

文明的起源

11 11/27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
悲觀論與文化發展

*古巴比倫人的法律與社會習俗
*烏爾蘭姆法典(Code of Ur-
Nammu)
*漢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pi)

法律社會習俗

12 12/04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
悲觀論與文化發展

*從文學作品看巴比倫人的生命觀
及價值觀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Akkadian Creation 
Epic
*亞述帝國主義成功之分析
*黃道十二宮(The Twelve 
Signs of Zodiac)

文學
生命觀
價值觀

13 12/11 從哭牆下的猶太人談希伯來文明
猶太人的名稱、簡史、精神象徵
*影片欣賞與討論

歷史
宗教

*西牆(Wester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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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18 從哭牆下的猶太人談希伯來文明
古波斯文明與古印度文明及其影響

 馬薩達(Masada)
*塔木德(Talmud)
*波斯宗教：Zoroastrianism
*婆羅門教、佛教、耆那
教(Jainism)

經典
影響
文化宗教 

15 12/25 聖誕節放假 聖誕節放假

16 01/01 元旦放假 元旦放假

17 01/08
愛琴文明與希臘文化的發展
從台伯河聖狼哺雙嬰的神話談羅馬
帝國及其文化

*荷馬史詩、特洛伊戰爭與木馬屠
城記
*希臘神話、藝術與哲學
*羅馬文化的特色
*羅馬法

神話藝術哲學
文化法律

18 01/15 期末考試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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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影片欣賞 20 討論 2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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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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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課程講授 輔：問題討論、報告 配合各單元播放相關圖片、影片、DVD)、
PPT、網站連結、雜誌與新聞題材…等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一、自編講義
二、配合各單元播放相關圖片、影片(DVD)、PPT、網站
    連結、雜誌與新聞題材…等

教科書 自編講義

參考書目
Reference

羅  漁著：西洋上古史
威爾．杜蘭著：世界文明史(卷一、卷二、卷三)
(Will Durant：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希羅多德：《歷史》
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歷史的研究
(Arnold Joseph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史賓格勒著．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顧曉鳴著：猶太- -充滿〝悖論〞的文化
R.塔帕爾著．林  太譯：印度古代文明
齊霞飛譯：荷馬史詩的故事        
金尼斯著．趙  震譯：希臘神話
Hendrik Willem van Loon：History of World
Hendrik Willem van Loon：The Story of Mankind

教學平台網址 IC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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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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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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期末考 30 隨堂考（
小考）

1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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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 0   

說明：

1.期中考試30%；
2.平時成績40%：包括課程參與、報告、討論、小考、筆記等
＊曠課三次或缺課達全學期三分之一以上者平時成績零分
3.學期考試成績占30％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一、請假規則:
   1.事假應課前請假，病假須有當日診所或醫院之收據或診斷證明
      (須於2週內完成請假登記)。
   2.只准許至多2次公假。
   3.曠課三次或缺課達全學期三分之一以上者平時成績零分。
二、作業依規定截止日期前繳交，不允許遲交。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與ican教學平台網站連結
網址：http://www.elearn.fju.edu.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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