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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本課程探討蘇聯依據馬克思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其追尋人世間的烏托邦的代價為何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盛」成為與美國對峙的超級強國，然而在未達到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社
會之前即從內部自行「解體」，蘇聯如何興盛與解體的原因也是本課程的重點。

二、課程範圍： 1917-1991年期間
（一）、地理環境、民族、行政區劃  
（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實踐、改革：
    1.列寧主義
    2.史達林主義
    3.赫魯雪夫的改革
    4.布里茲涅夫的停滯
    5.戈巴契夫的新思維
（三）、文學：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解凍文學、回歸文學、諾貝爾文學獎
（四）、藝術：
    1.音樂：古典音樂、流行音樂、歌劇、芭蕾舞劇、戲劇 
    2.馬戲團
    3.電影藝術    
    4.美術
    5.建築
（五）、社會：婦女、婚姻、家庭、宗教、社會福利
（六）、教育 ＆ 科技
（七）、風土民情：休閒活動、體育活動、馬戲團、旅遊、閱讀、飲食、節慶、俄羅斯人的性格  
（八）、知識分子 ＆ 異議分子 
（九）、民族：民族政策、各共和國民族介紹 
（十）、外交：孤立、冷戰、和平共存、限核談判
（十一）、蘇聯的解體

三、授課方式：教師講演、影視教學、閱讀資料講解與討論、討論課

四、課程進度及綱要：
（一）、蘇聯政府的組織、共產黨、KGB 

（二）、赫魯雪夫時期：貶史達林、改革
（三）、布里滋涅夫時期（一）：停滯時期
（四）、布里滋涅夫時期（二）：蘇聯與東歐
（五）、蘇聯的知識份子
（六）、蘇聯的民族問題（一）：總論
（七）、蘇聯的民族問題（二）：烏克蘭民族
（八）、蘇聯的經濟、政治問題
（九）、戈巴契夫新思惟改革：公開與重建 
（十）、八一九政變與蘇聯的解體
（十一）、蘇聯解體的原因與教訓
（十二）、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的成果（一）：婦女、家庭、婚姻、社會
、福利、階級、文學、電影、體育、教育、科技
（十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成果（二）： 古典音樂、歌劇、芭蕾舞
、民族舞蹈
（十四）、烏托邦建立的問題與幻滅   資本主義 / 社會主義 / 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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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分方式：期中考40%、期末考40%、平時考10%、討論課發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