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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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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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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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郁雅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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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設計[間接相關]
  12.藝術[無關聯性]
  13.歷史與文化[直接相關]
  14.傳播與媒體[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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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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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43.實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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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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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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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近代中國歷史變遷

先修課程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EG&dptno=PT&hy=104&ht=2&avano=DPTT800687A&tchno=054294&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EG&dptno=PT&hy=104&ht=2&avano=DPTT800687A&tchno=054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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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 課程簡介、期中考試方法與書目介紹

2 03/03 電影傳入與早期發展（一）

3 03/10 電影傳入與早期發展（二） 

4 03/17 影片「西洋鏡」欣賞

5 03/24 近代婦女的不纏足運動（一）

6 03/31 近代婦女的不纏足運動（二）

7 04/07 期中考試

8 04/14 讀書考試經驗分享

9 04/21 歷史影片欣賞

10 04/28 期末報告「我出生當天的舊報紙」作法
介紹、一起去濟時樓社圖找報紙

11 05/05 新聞報紙的傳入與發展（一）

12 05/12 新聞報紙的傳入與發展（二）

13 05/19 從舊課本看近代中國變遷

14 05/26 從雜誌封面看近代中國變遷

15 06/02 標準時間的建立(一)

16 06/09 標準時間的建立(二)、交期末報告「我出
生當天的舊報紙」

17 06/16
交期末報告「我出生當天的舊報紙」、傑
出期末報告的分享

18 06/23 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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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影片欣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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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教師自編

教科書 教師自編

左書諤,慈禧太后,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淑賢口述,王慶祥整理,溥儀與我,長春:延邊
秋燦之,秋瑾革命傳,三民
陳延一,宋慶齡全傳,青島出版社
陳潔如,陳潔如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
劉巨才,宋美齡世紀傳奇,風雲時代
王松,孔祥熙與宋藹齡,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美玉，蔣方良傳，時報
周玉蔻，蔣經國與章亞若,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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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ference

張靜星,從革命女志士到頭號女漢奸:陳璧君傳記,上海:學林
竇應泰，張學良結髮夫人---于鳳至旅美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前衛
阮美姝，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蹤的爸爸阮朝日，前衛
楊開慧編寫組編,楊開慧,北京:人民出版社
珠珊,江青密傳，曉園
金鳳,鄧穎超傳,北京:北京出版社
葉蘭編著,卓琳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林杉,林徽因傳:從徐志摩的靈魂伴侶到梁啟超的欽定媳婦,世界書局
張邦梅,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智庫文化
劉心皇編著,徐志摩與陸小曼,大漢
周良沛,丁玲傳,十月文藝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時報
蘇青,結婚十年,時報
林太乙,林家次女,九歌
謝冰瑩,女兵自傳,東大圖書
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龍文
陳香梅,陳香梅回憶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崔小萍，天鵝悲歌：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天下遠見
周采芹,上海的女兒:麒麟童之女周采芹自傳,時報
顧正秋,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時報
柳天依,郭小莊雅音繚繞:台灣第一位致力於國劇現代化的人物,台視文化
安克強,阮玲玉,皇冠
屠光啟,周璇的真實故事,傳記文學
胡蝶,胡蝶回憶錄,聯經
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與不幸:王人美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
張亞也,一代影后:林黛,希代
明月流霞----絕代佳人樂蒂，遠景
石楠,畫魂:潘玉良傳
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
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華
江才健,吳健雄:物理科的第一夫人,時報
鄭瑜雯，永遠的童話：琦君傳，三民書局
費勇，這樣一個女子：三毛，雅痞文化
瓊瑤，我的故事，皇冠
齊邦媛,巨流河,天下文化
黃娟智，證嚴法師：一百個故事，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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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期末考 0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40 課堂參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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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上課不可以趴下睡覺，手機請調成靜音震動，不可玩手機、筆電、收音機等電子產品，違者扣平常分數，沒收代管至
下課才歸還。
2.考試除有重大因素（喪假、重大意外，附證明得老師同意），缺席不能補考。
3.缺席不用請假，但上課缺席超過一定次數會扣考，請注意。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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