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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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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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台灣近代企業史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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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21.外國語文與文學[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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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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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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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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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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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現代化，企業發展無疑是重要的一環。本課程講授的範圍，主要包括清領時期的土地拓墾型合股企業和商貿企業
，日治時期現代企業的建立與發展，戰後企業集團的形成、變革與政商關係，以期同學能對近代臺灣企業的發展與特色
，有充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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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 緒論 研究概況,趨勢與理論介紹

2 09/23 （一）、清代的臺灣企業
     

土地拓墾中的合股農業企業與水利合股
企業
    

3 09/30 （一）、清代的臺灣企業
      開港前後的商業貿易企業

4 10/07 （二）、日治時期的臺灣企業
     

日本殖民當局的產業政策
日資糖業企業的建立與發展
     

5 10/14 （二）、日治時期的臺灣企業
   二戰期間臺灣的重化工業

6 10/21 （三）、戰後初期的臺灣企業
      

戰後日資企業的接收和公營企業的形成
民營企業的重建

7 10/28 （四）、進口替代時期的臺灣企業
      

美援與企業資本累積
公營企業的壟斷性支配
     

8 11/04 （四）、進口替代時期的臺灣企業
      民營企業的發展

9 11/11 期中分組報告 視修課實際分組狀況而定

10 11/18 五）、出口擴張時期的臺灣企業
      

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與僑外資企業投資
公營企業向出口導向工業的轉型
      

11 11/25 五）、出口擴張時期的臺灣企業
    民營大企業的發展和企業集團的形成

12 12/02
（六）、兩次世界能源危機時期的臺灣
企業
      

十大建設與公營企業的發展
民營企業集團的迅速擴張
   

13 12/09
（六）、兩次世界能源危機時期的臺灣
企業
      

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與高科技企業的誕生

14 12/16 （七）、促進產業升級時期的臺灣企業
      

公營企業的改革與民營化
     

15 12/23 （七）、促進產業升級時期的臺灣企業
   

民營企業的經營調整與技術升級
     

16 12/30 （七）、促進產業升級時期的臺灣企業
       全球化下的企業國際布局

17 01/06 期末分組報告 視修課實際分組狀況而定

18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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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討論 0

個案研討 2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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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採取老師授課與同學分組報告並行方式。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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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王振寰、溫肇東編，《百年企業•產業百年：臺灣企業發展史》（高雄市：巨流出版社，2011年）。

教科書

1.黃富山，〈臺灣近代經濟發展史的分期及其特徴〉，收入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省
文獻會，1995年）。
2.王振寰、溫肇東編，《百年企業•產業百年：臺灣企業發展史》（高雄市：巨流出版社，2011年）。
3.韓清海主編，《中國企業史：台灣卷》（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

參考書目
Reference

黃富山，〈臺灣近代經濟發展史的分期及其特徴〉，收入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省文
獻會，1995年）。
王振寰、溫肇東編，《百年企業•產業百年：臺灣企業發展史》（高雄市：巨流出版社，2011年）。
韓清海主編，《中國企業史：台灣卷》（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市：人間出版社，1991年﹚。
柯志明，《米糖相剋: 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年）。
高淑媛，〈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企業管理政策（1895―1923）〉，《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1期（2005年
6月）。
王鍵著，《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硏究(1895-1945)》﹙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年﹚。
高淑媛，〈臺灣近代產業的建立―日治時期臺灣工業與政策分析〉，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3年。
張宗漢著，《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根岸勉治，〈日據時代臺灣之商業資本型殖民地企業形態〉，《台灣銀行季刊》，第10卷第1期（1958年3月）。
佐藤吉治郎編，劉萬來譯，《臺灣新式製糖工場興業史》（雲林縣：台灣糖業文化經貿發展協會，2011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糖業改革之序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3輯（1996年8月）。
陳明言，《臺灣的糖業》（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
陳慈玉，〈近代臺灣的鹽業與碱業：技術移轉與產業轉型的一個案〉，《新亞學報》，第24期﹙2006年1月﹚。
陳慈玉，〈日據時期台灣鹽業的發展—台灣經濟現代化與技術移轉之個案研究〉，收入中研院近史所編，《中國現代化
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
陳慈玉，〈連續與斷裂：二十世紀的臺灣煤礦業〉，《新亞學報》，第27期﹙2009年2月﹚。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11年）。
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台北市：台灣化學工程學會，2012年）。
洪紹洋，〈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的建立與發展―以臺灣鐵工所為例〉，收入《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
化論文集》（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年）。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政商網絡關係（1936―1945）〉，《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12月）。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究〉，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趙祐志，《日人在臺灣企業菁英的社會網路（1895―1945）》（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
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
員會，2004年）。
瞿宛文，〈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第17卷第2
期（2010年6月）。
吳若予，《戰後臺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台北市，卓越世界文化出版社，2001年）。
周潻城、林志誠，《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石田浩，〈戰後臺灣的經濟成長與民間中小企業的作用〉，收入石田浩著、石田浩文集編譯小組譯，《台灣經濟的結構
與開展：台灣適用「開發獨裁」理論嗎?》﹙台北縣板橋市： 稻鄉，2007年﹚，第5章。
瞿宛文，〈出口導向成長與進口依賴―臺灣的經驗，1969―1981〉，收入《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台北市，台灣社會
研究雜誌社，2003年），第六章。
陳兆偉，《國家經營下的臺灣糖業（1945―1953）》（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3年）。
瞿宛文，〈重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新史學》，第19卷第1期（2008年3月）。
黃德海，《臺塑打造石油王國―王永慶的管理世界》（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7年）。
高淑媛《臺灣現代化學工業史發展期（1951―1985）：石化業的興起與傳統化》（台北市：台灣化學工程
學會，2012年）。
高淑媛《臺灣現代化學工業史擴張期（1986―2010）：新技術產業的創立》（台北市：台灣化學工程
學會，2012年）。
葉榮鐘，《近代臺灣金融發展史》（台北市：晨星出版社，2002年）。
瞿宛文、洪嘉瑜，〈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收入《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3年），第三章。
李達，《臺灣財團秘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8年》。
謝國興，《企業發展與臺灣經驗：臺南幫的個案研究》（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朱顯榮，《台灣商海中的“台南幫”》（北京市：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
王國雄，《敢拼、能賺、愛玩：王品從細節中發現天使》（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10年）。
瞿宛文，〈全球化與自由化之後的臺灣石化業〉，收入《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3年），第二章。
瞿宛文、安士敦，《超越後進發展―臺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市：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瞿宛文，〈臺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收入《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
誌社，2003年），第七章。
王振寰、《追敢的極限：臺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高雄市：巨流出版社，2011年）。

教學平台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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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心得或作業撰

寫
0

口頭報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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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標準包括分組報告成績占40℅、期末考占40℅、平時成績（出席率等）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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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學期間,允許兩次點名不到,第三次起每次扣總成績3分.老師點完名後進教室者,視同曠課.可以請病假 及公假,但須
事先報備.
2.學期報告須按時繳交,逾期由學生自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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