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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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C8010

課程名稱

臺灣近代史專題研究

英文課名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總學分數

2

每週授課
時數

2

開課班級

碩博合開

先修課程
中文簡介：
本課程旨在以近代日本與歐美的殖民地統治為範圍，指導學生透過比較閱讀和討論，深入瞭解日治時
期臺灣歷史特色及其意義，並確切掌握向來的研究狀況，使學生具備研究此一時期歷史課題紮實的基
礎。

課程簡介

英文簡介：
This course aims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and
compare the Japanese model with the Western colonial experiences in modern history. The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solid knowledge about this topic and indicate important research aspects of related issues.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o assigned readings and make group discussions.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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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介紹本課程各專題的重要內涵及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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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一手史料。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2

指導學生研讀與本課程各專題有
關之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成果，
並參與課堂討論，培養辨證思維
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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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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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引導學生研讀各專題主要的論文
和專書，撰寫摘要、書評，並在
課堂上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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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歷史專題研究與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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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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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本課程各專題的重要內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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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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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指導學生研讀與本課程各專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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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之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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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參與課堂討論，培養辨證思維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和能力。
指導學生依興趣選擇與本課程有 ■1-1 資料蒐集、解讀與分析能力■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關之課題，練習進行專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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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培養其從事此一領域獨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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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能力。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吳文星

教學進度與主題：本課程設計 12 個專題，上、下學期各實施 6 個專題，專題主題如下：
一、近代殖民主義之發展與特徵
二、日本殖民統治政策之比較分析
三、日本殖民統治體制之比較分析
四、日本殖民地社會運動之比較分析
五、日本殖民地社會階層變動之比較分析
六、日本殖民地社會變遷之比較分析
七、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之比較分析
九、日本殖民地社會教育之比較分析
十一、戰前帝國大學與殖民地之學術研究

八、日本殖民教育制度之比較分析
十、殖民統治與學術調查研究
十二、臺北、京城帝國大學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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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究
 其他：

說明
（可說明實施細節）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作業
 期中考
 期末考
■課堂討論參與

（可說明評量細節或欲評量之核心能力）

20%

 出席
■報告

20%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說明

60%

1.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2.
3.

4.
5.

史研究所專刊(8) ，臺北：該所，1983。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吳文星：
〈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
，
《臺灣史研
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頁 11-2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1997.12。
吳文星：
〈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
，
《台灣文獻》
，51 卷
2 期，2000.6，頁 163-173。
吳文星：
〈日治前期臺灣職業教育之建立與資源之開發－以政策面
之分析為中心〉，《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12，頁 79-97。

6. 吳文星：〈田健治郎與 1922 年台灣教育令〉，《中國與東亞的書院
傳統（二）－東亞的書院傳統與近代教育的轉折》
，台北：喜馬拉
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 07，頁 52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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