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人文領域－歷史學群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臺日韓當代發展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in Taiwan, Japan and Korea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2

規劃教師
(teacher)

通識中心
劉泰廷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或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或下

鑑於臺灣與日韓兩國的緊密連結，本課程旨在從歷史的角度探索臺日韓三
國的當代發展，並比較三國之間的異同，以對東北亞區域發展和國際現勢
有更深層的理解。除了介紹臺日韓三國以外，課程將討論三國之間的文化
影響、科技競賽、社會發展和人口流動等議題。
課程簡述
Not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ast Asia (Japan and
(course description) South Korea), this course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aiwan,
Japan and Korea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seeks to achie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 through comparing the three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basic introduction of Taiwan, Japan and Korea,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topics
including cultural influence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
1. 瞭解臺灣與東北亞的連結
2. 提升講述能力
3. 思考和平的價值

course objectives

核心能力

配比

core learning
outcomes

合計
100%

1.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ast Asia

人文素養

25%

2. advancement of presentation skills

科學素養

0%

溝通能力

25%

創新能力

0%

國際視野

30%

社會關懷

20%

3. rethink the meaning of peace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臺日韓當代發展

講授 Lecture、討論 Discussion
專題探討 Thematic Discussion

書面報告 Written Report、口頭報告 Oral Report、
出席 Attendance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 / 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 / tests schedule)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導論 Introduction
東北亞 vs.東南亞 vs.中國 Northeast Asia vs. Southeast Asia vs. China
認識日本：歷史文化 Japan: history and culture
認識日本：政治經濟 Japan: politics and economy
認識韓國：歷史文化 South Korea: history and culture
認識韓國：政治經濟 South Korea: politics and economy
認識臺灣：歷史文化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認識臺灣：政治經濟 Taiwan: politics and economy
歷史對臺日韓當代發展之影響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aiwan,
Japan and Korea
第 10 週 冷戰對臺日韓當代發展之影響 The Cold War
第 11 週 中國對臺日韓當代發展之影響：1895 年 China: 1895
第 12 週 中國對臺日韓當代發展之影響：1979 年 China: 1979
第 13 週 專題演講：TBC 鄭明政 教授(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Guest Lecture: TBC Dr. Timothy Ric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第 14 週 探索臺日韓發展：社會 Social Development
第 15 週 探索臺日韓發展：政治經濟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 16 週 探索臺日韓發展：移民 Migration
第 17 週 探索臺日韓發展：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
第 18 週 結語：臺日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Taiwan, Japan, Kore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
2.
3.
4.
5.
6.
7.
8.
9.
10.

John Copper 著；劉泰廷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 (臺北：遠足文化，2017)
涂豐恩，大人的日本史 (臺北：平安文化，2015)
金時德著；林珮緒譯，不平靜的半島: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五百年競逐(臺北：馬可孛羅，2019)
野島剛著；蘆荻譯，臺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 (臺北：聯經，2017)
野島剛著；林琪禎譯，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 (臺北：游擊文化，2019)
蔡增家，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 (臺北：先覺，2015)
蔡增家，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 (臺北：先覺，2016)
John Copper. 2013.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New York: Routledge.
Kenneth Pyle. 2018.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Daniel Tudor. 2018. Korea: The Impossible Country Tokyo: Tuttle Publishing.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行公告

臺日韓當代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