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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領域－歷史學群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臺灣歷史導論

(Eng.)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Taiwan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識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2

規劃教師
(teacher)

歷史系
許宏彬

課程類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下

(中)
本課程目的在於讓同學們能認識臺灣歷史中所包含具豐富性與多元性的
發展歷程，進而理解臺灣當代的現狀，並思索臺灣未來可能的發展。本課
程將主題區分為：史前時代、荷西與明鄭時代、清治時代、日治時代以及
戰後臺灣。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Eng.)
This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History of Taiwan. It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rmation of modern Taiwanese societies
and, by doing so, invites students to review the past and image the future of
this island. This course is divided into five different sec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pre-history period, Dutch-Spanish and Ming-Zheng period, Qing period,
Japanese period, and post-w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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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objectives

核心能力

配比

core learning
outcomes

合計
100%

提供修課同學概要性的臺灣歷史介 This course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人文素養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rmation
of
紹，藉此反思臺灣社會的過往並勾勒
modern Taiwanese societies and, by
未來發展的方向與藍圖。
科學素養
doing so, invites students to review the
past and image the future of this island.
溝通能力

50%

創新能力

0%

國際視野

30%

社會關懷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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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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小組討論、報告、網路、實地參訪

學習評量方式 (evaluation)
1.
2.
3.
4.

口頭報告與評論
期中評量、期末報告大綱
期末報告
課堂討論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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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 課程說明與史料介紹
單元二

史前時代：
介紹臺灣考古學界的發現
臺灣先住民的分類與分布
與南島民族的關聯性

單元三

荷西與明鄭時代：
十七世紀西方眼中的臺灣
荷西的來臺與經營
明鄭在臺灣

單元四

清治時代：
清廷的治臺政策與反抗事件
臺灣的開發與經貿發展
晚清臺灣的變局

單元五

日治時期：
武裝抗日運動與日人治臺策略與方針
臺灣的社會發展與社會運動
「現代化」臺灣

單元六

戰後臺灣：
二戰與戰後初期臺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
美援時代與臺灣經濟發展
戰後政治與社會的轉變

教科書與參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理商、說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課堂編印的講義。
※通論性質參考資料：
吳密察，《臺灣通史：唐山過臺灣的故事》時報，1987。
史明，《臺灣人四百年史》，臺北：草根文化，1998。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北：三民書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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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政，《臺灣史》，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02。
李筱峰、林呈蓉，《臺灣史》，臺北：華立圖書公司，2003。
洪麗完等，《臺灣史》，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06。
陳鴻圖，《臺灣史》，臺北：三民書局，2011。
王御風，《一本就懂臺灣史》，臺中：好讀發行；臺北：知己總經銷，2013。
※各單元進階參考資料︰
劉益昌，《臺灣的考古遺址》，臺北：臺北縣立文化中心，1992。
劉益昌，《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臺北：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編印，2002
劉益昌，《臺灣全志（卷 3）住民志考古篇》，南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2011。
劉益昌、莊詩盈合著，《歷史的植物園腳步：從考古學研究談起》，臺北：行政院農委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2011。
劉益昌，〈世紀考古學者張光直先生與臺灣考古學〉，《20 世紀臺灣歷史與人物－第六屆中華
民國史專題論文集》(臺北：國史館，2002），頁 81-107。
劉益昌，〈世變與傳承－史語所在臺灣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
週年紀念論文集》，(臺北：中研院史語所，2004) ，頁 73-87。
王淑津、劉益昌，〈十七世紀前後臺灣煙草、煙斗與玻璃珠飾的輸入網絡：一個新的交換階段〉，
《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臺北：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7），頁 51-82。
劉益昌，〈臺灣考古學與原住民研究〉，《國立臺灣大學考古人類學刊》，66（臺北：臺灣大
學人類學系，2006），頁 70-93。
黃應貴編，《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臺北：聯經，1986。
黃應貴，《「文明」之路》1-3 卷，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編審，《十七世紀荷蘭人繪製的臺灣老地圖》（上、下冊），臺北：
漢聲，1997。
康培德，〈十七世紀的西拉雅人生活〉，《 平埔族群與臺灣歷史文化論文集》，(臺北：中研
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頁 1-31。
賀安娟（Ann Heylen），1998，〈荷蘭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蘭語言政策與原住民識
字能力的引進（ 1624-1662）〉，《臺北文獻》，125 ( 臺北：臺北市文獻委員會)，頁 81-119。
葉春榮編譯，《初探福爾摩沙：荷蘭筆記》，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1。
江樹生譯註，《熱蘭遮城日記》1-4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2003、2004、2011。
程紹剛譯註，《荷蘭人在福爾摩莎》，臺北：聯經，2000。
中村孝志，《荷蘭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 概說．產業》，臺北：稻鄉，1997。
中村孝志，《荷蘭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 社會．文化》，臺北：稻鄉，2002。
方真真，《明末清初臺灣與馬尼拉的帆船貿易（1664-1684）》，臺北：稻鄉，2005。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臺灣西班牙貿易史料（1664-1684）》，臺北：稻鄉，2006。
呂理政、魏德文主編，《經緯福爾摩沙 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北：南天書
局，2005。
林偉盛，《荷據時期東印度公司在臺灣的貿易 1622~1662》，臺北：臺大歷史所博論，1997。
吳正龍，《十七世紀中葉鄭成功與清政權談判之研究》，嘉義：中正歷史所碩論， 1998。
國立臺灣博物館編著，《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北：國立臺灣博物館，
2006。
歐陽泰(Andrade, Tonio)著，鄭維中譯，《福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北：曹永和文教基
金會出版，遠流發行，2007。
包曉鷗(Jose E. Borao)著，Nakao Eki(中譯)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復興
時代的志業及其巴洛克的結局》，臺北：南天書局，2008。
李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律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16：2 (臺北：
漢學研究資料及服務中心，1998)，頁 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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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佳音，《異論臺灣史》，臺北：稻鄉，2001。
翁佳音，《荷蘭時代臺灣史的連續性問題》，臺北：稻鄉，2008。
鄭維中，《製作福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北：如果，2006。
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臺灣銀行季刊》，6：1(臺北：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953)，頁 192-207。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4。
黃昭堂著，《臺灣總督府》，臺北：鴻儒堂出版社，2003。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北：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麥田，2005。
柯志明著，《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北：群學，2003。
荊子馨著，鄭力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北：麥田，2006。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異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
認同》，臺北：麥田，2006。
黃煌雄，《臺灣抗日史》，臺北：前衛，1992。
陳翠蓮，《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北：遠流，2008。
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北：麥田，2011。
張炎憲，李筱峰，戴寶村編，《臺灣史論文精選》(上、下)，臺北：玉山社，1996。
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論文集》，臺北：前衛，1988。
賴澤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北：時報，1994。
李筱峰，《解讀二二八》，臺北：玉山，1998。
劉志偉，《美援年代的鳥事並不如煙》，臺北：啟動文化，2012。
李筱峰，〈一百年來臺灣政冶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臺灣近百年史論文集》，(臺北：吳三連
臺灣史料基金會，1996)。
李筱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文化衝突〉，《臺灣史論文精選》（下），(臺北：玉山社，1996)。
許雪姬，〈「臺灣光復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18：2(臺北：中研院台
史所，2011)，頁 97 -145。
陳翠蓮，〈歷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論述〉，《國史館學術集刊》，16(臺北：國史
館，2008)，頁 179 -222。
徐世榮、蕭新煌，〈戰後初期臺灣業佃關係之探討－兼論耕者有其田政策〉，《臺灣史研究》，
10：2(臺北：中研究院台史所，2003)，頁 35-66。
蔣永敬，〈崩潰年代：1948〉，《國史館館刊》，29(臺北：國史館，2011)，頁 83-129。
黃自進，〈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度：“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5(臺北：中研院近史所，2004)，頁 143-194。
劉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不當審判」中的角色〉，《臺灣史研究》， 6：2 期(臺
北：中研究院台史所，2000)，頁 139-187。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列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E-Campus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行公告
※本教學大綱將提供講授相同課程之教師參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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