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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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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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C8012

課程名稱

中國古代文明專題研究

英文課名

Special Topics on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全/半年

半學年（下學期）

必/選修

選修

總學分數

3

每週授課時數

3

開課班級

歷史系博、碩

先修課程
中文簡介：本課程主要在於引導研究生採用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透過直接接觸跨領
域的各類型史料，分由不同的專題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各個面向，以期對於中國
古代文明的研究，能有全面性的視野，在微觀的分析後，亦能達到宏觀的認識。冀使
學生能明瞭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之梗概，與相關研究的議題與成果，並能養成進一步深
入探究之知能。

課程簡介

英文簡介：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students to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source, we will focus particularly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which provide u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ancient China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s, inclu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structure of early
societies, migrations of and conflicts among people(s), as well as religion and other cultural
aspects. Throughout the course, we will examine and analyze various materials at the
micro-level to develop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t the macro-level.
Students will be familiar with not only history but also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about ancient
China in the end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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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增進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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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認知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加強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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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與研究成果的認識與探究能
■3-1 發現問題與主動探究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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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提昇分析史料與歷史思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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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培養跨領域研究的態度與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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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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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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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強化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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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與思辨
□4-1 具備史學專業道德的態度
加強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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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與研究成果的整合與探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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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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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跨學科研究的能力
提昇分析史料與產生原創研究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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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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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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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跨領域研究的態度與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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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蘭梅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課程主題：
第1週
課程說明
第 2-3 週
古代文明發展的地理條件
第 4-5 週
古代的氣候變遷
第 6-7 週
古文明與生態環境資源
第 8-9 週
新石器革命
第 10-11 週
族群移動、交流與衝突
第 12-13 週
古代的傳說與神話
第 14-15 週
社會組織與結構的演變
第 16-17 週
圖像史料的文化意義
第 18 週
研究生專題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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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法

說明
（可說明實施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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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出席

15%

■

報告

30%

 成果展覽
■

專題

40%

 其他：
一、專著
1.
2.
3.
4.
5.
6.
7.
8.
9.
參考書目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王仲孚，
《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
，國立編譯館主編，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印行，1996。
王仲孚，《殷商史簡論》，台北：蘭臺出版，2014。
王仲孚編輯，
《中國上古史論文摘要》
，國立編譯館出版，2002。
任式楠、吳耀利主編，
《中國考古學．兩周卷》
，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10 年初版。
任式楠、吳耀利主編，
《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
，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初版。
任繼愈主編，
《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
行，1994。
伊藤道治著，江藍生譯，《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
主的殷周史硏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向桃初，
《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
，北京：線裝書局，200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淩家灘文化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呂思勉，《先秦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李修松，
《先秦史探研》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 年初版。
李峰，
《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
，北京，三聯
書店，2010。
李峰，
《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年初版。
李學勤、孟世凱編，
《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系列共六卷，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
李學勤主編，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
，昆明：雲南人民
出版社，1997 年一版，1998 年 2 刷。
沈長雲、張渭蓮著，
《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
，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9 年初版。
易建平，《部落聯盟與酋邦——民主．專制．國家：起源問題比
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初版。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唐際根，
《殷墟：一個王朝的背影》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21. 徐中舒，《先秦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初版。
22. 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增訂本）
，台北：仲信出版社，
1958 年。
23. 張之恆、黃建秋、吳建民著，
《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
，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二版。
24.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25.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1990。
26.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27. 張光直著，毛小雨譯，
《商代文明》
，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1999。
28. 張光直著，郭淨等譯，
《美術．神話與祭祀》
，瀋陽：遼寧教育出
版社，1988。
29. 張弛，
〈石家河聚落興盛時期葬儀中的新觀念〉
，
《考古》8（2014）
，
68-80。
30. 張忠培、俞偉超著，
《考古、文明與歷史》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1999 年初版。
31. 張豈之主編，
《中國歷史．先秦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二版。
32. 許永傑，〈距今五千年前後文化遷徒現象初探〉，《考古學報》2
（2010）133-170。
33. 許宏，《何以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4。
34. 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35. 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C.－
2000B.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6. 郭偉民，〈南嶺中心帶史前文化現象考察〉，《考古與文物》5
（2008），13-17。
37. 郭靜云，
〈殷商文明形成與東北青銅早期文化的角色〉
，
《夏商周：
從神話到史實》，上海：上海古籍，2013。
38. 郭靜云、郭立新，〈從新石器刻紋白陶和八角星圖看平原與山地
文化的關係〉，《東南文化》，4（2014），6-15。
39. 郭靜云、郭立新，
〈論稻作萌生與成熟的時空問題〉
，
《中國農史》
5/6（2014），3-13。
40. 陳國慶、張全超，〈陰河、英金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研
究〉，《 社會科學戰線》5（2012），106-111。
41. 陳淳，
《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初版。
42. 傅樂成主編，蕭璠著，《先秦史》，台北：眾文，1985 年再版。
43. 黃銘崇主編，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
，台北：中央
研究院、聯經，2016。
44. 楊寬，《先秦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初版。
45. 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1999。
46. 楊錫璋、高煒主編，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3 年初版。
47. 趙春青，
〈長江中游與黃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較〉
，
《江漢考古》3
（2004），52-62。
48. 錢宗范、朱文濤著，
《先秦史十二講》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社，2009 年初版。
薛洪波，《古史體系的建構與重塑：古史分期與社會形態理論研
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譚家健主編，
《中國文化史概要》
，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增訂二版。
嚴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嚴文明、安田喜憲編，
《稻作、陶器和都市起源》
，北京：文物，
2013。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初
版。
［美］奧法．巴爾．約瑟夫（Ofer Bar-Yosef）著，劉吉穎、汪
俊、陳虹譯，〈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南方文物》1（2016），
247-254。
［英］Colin Renfrew，陳勝前譯，《考古學關鍵概念》，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2012。
［德］羅曼．赫爾佐克著，趙蓉恒譯，《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
治形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

二、考古報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二輯，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1997。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
簡報》,《考古》第 2 期，1984。
田廣金《涼城縣老虎山遺址 1982－1983 年發掘簡報》，《內蒙古
文物考古》第 4 期，1986。
李小寧，《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北京：文
物出版社，2014。
李樹國、黃莉，〈赤峰市松山區初頭朗鎮三座店村東梁東區石城
址調查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1（2007），21-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文家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1。
荊州博物館，《棗林崗與堆金台：荊江大堤荊馬山段考古發掘報
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袁家榮，
《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與玉蟾岩遺址》
，長沙：岳麓，2013。
張亞強、郭治中，〈赤峰市松山區三座店遺址 2005 年度發掘簡
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2006），1-8。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深圳鹹頭嶺：2006 年發掘報告》，北
京: 文物出版社，2013。
郭治中、胡春柏，〈內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遺
址〉，《考古》7（2007），17-27+101-10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黃石市博物館、湖北省陽新縣博
物館，
《陽新大路鋪（套裝共 2 冊）》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著，
《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
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
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5. 黃石市博物館，
《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6. 鄭紹宗，〈河北平泉一帶發現的石城聚落遺址：兼論夏家店下層
文化的城堡帶問題〉，《文物春秋》4（2003），1-6+12。
17.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
（1983-2003 年度）
（套裝共 3 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三、外文專著
白川静，
《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構造》
（東京都：平凡社，1972）
石川岳彦，
《春秋戦国時代 燕国の考古学》
（東京都：雄山閣，2017）
。
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 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
研究》（東京都：創文社，1975）。
安田喜憲，
《稲作漁撈文明―長江文明から弥生文化へ》
（東京都：雄
山閣，2013）
佐藤信弥，《周―理想化された古代王朝》（東京都：中央公論新社，
2016）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古代中国》（東京都：講談社，2000）
岡村秀典，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
（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
版会，2008）。
松丸道雄，《甲骨文の話》（東京都：大修館書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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