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綱要格式
一、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委員會通過，任課教師不可異動部分）
課程代碼

HIC8009

課程名稱

唐代史料專題研究

英文課名

Special Topic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總學分數

3

每週授課
時數

3

開課班級

碩博合開

先修課程
中文簡介：
史料研究是歷史學的重要訓練，唐代史料則是研究唐史的基本材料。本課程擬以專題
研究討論方式，針對唐代重要史料進行解題與解讀，從而培養研究生閱讀史料的能力，
期能深化與拓展唐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課程簡介

英文簡介：
Historical materials research is a fundamental training in history studi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terpret and resolv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ang Dynasty
through special topic research and lecture discussions. The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history research for Tang
Dynasty.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

2

3

對應本系核心能力（碩士班）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能了解唐代史料的一般概況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
能閱讀與分析唐史史料的意義與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
價值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
能掌握唐史史料研究的最新研究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
課題與概況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對應本系核心能力（博士班）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1

能掌握並深度解讀唐史重要史料

□2-1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2-2 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能力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2

3

能運用文獻史料與新出土資料進
行學術研究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2-1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2-2 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能力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能拓展唐史新的學術研究議題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2-1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2-2 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能力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陳登武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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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導言：課程介紹
唐代史料的分類及其價值與意義
《唐六典》選讀一：吏部（卷 2）、戶部（卷 3）
《唐六典》選讀二：禮部（卷 4）、兵部（卷 5）
《唐六典》選讀三：刑部（卷 6）、工部（卷 7）
《通典》選讀（一）：「選舉三‧歷代制下‧大唐」
《通典》選讀（二）：「選舉五‧雜議論中」
《唐律疏議》選讀（一）：名例律 1
《唐律疏議》選讀（二）：名例律 2
《唐會要》選讀（一）：御史台（上，卷 60）
《唐會要》選讀（二）：御史台（中，卷 61）
《唐會要》選讀（三）：御史台（下，卷 62）
《史通通釋》選讀（一）：內篇‧六家（卷 1）
、二體（卷 2）
《史通通釋》選讀（二）：外篇‧古今正史（卷 12）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選讀
《敦煌變文》選讀
研究生口頭報告與課堂討論
研究生口頭報告與課堂討論

教學方法
方式
█
█







講述法
討論法
問題解決教學
合作學習
實驗/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說明
（可說明實施細節）

█

專題研究

 其他：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作業
 期中考
 期末考

說明
（可說明評量細節或欲評量之核心能力）

 課堂討論參與
 出席
█

期末報告

70％

 成果展覽
 專題
█

其他：口頭報告

30％
一、基本文獻暨工具書：
1.黃永年、賈憲保《唐史史料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2.吳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高國藩《敦煌學百年史述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
4.胡戟等主編，
《二十世紀唐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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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汲古書院，2017。

參考書目

二、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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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長孫無忌等奉敕撰，劉俊文校注《唐律疏議》，北京：中華
書局，1983 年。
4.（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5.（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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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鄭克編撰，劉俊文譯注《折獄龜鑑譯注》，台北，漢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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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圓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石家莊：花
山文藝出版社，1992。
9.（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
10.項楚主編《敦煌變文選注》，成都市，巴蜀書社，1990。
11.潘重規主編《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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