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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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C8013

課程名稱

遼金元士人專題研究

英文課名

Special Topics on Literati in Liao, Chin, and Yu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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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碩合開

先修課程
士人，作為傳統中國的關鍵群體，進入到遼、金、元三朝後，面對著與過往差異極大
的新環境，其作為因而有所改變，但也仍有許多堅持傳統的努力。本課程將探討遼、
金、元三朝中的士人活動，其中又以士人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受到新環境而產生的新
式士人活動為重點。三朝的士人中，以族群為別，漢族士人乃是要角，本課程自然以
之為主，然而此時亦見非屬漢族之士人的生成與活躍，本課程亦將併附觀察。
課程簡介
This course aims to discuss the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of literati under the Liao, Chin, and
Yuan rule.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abilities in analyz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omprehending the recent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under the
non-Chinese regimes.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

2

3

瞭解遼金元時期的士人活動特徵與
重要史實
掌握遼金元時期士人研究的重要議
題與論述視角
強化學界成果與歷史文獻的分析與
論述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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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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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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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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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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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本系核心能力（博士班）

1

瞭解遼金元時期士人活動的歷史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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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掌握遼金元時期士人研究的學界論
述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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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研究文獻的深層解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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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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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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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陳昭揚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講次

講名

週次

第一講

導論之一：課程說明

第1週

第二講

導論之二：族群關係

第2週

第三講

導論之三：政治制度

第3週

第四講

漢族士人的入遼

第4週

第五講

遼代士人的參政

第5週

第六講

漢族士人的入金

第6週

第七講

金代士人的參政

第7週

第八講

理學北傳

第8週

第九講

金蒙之際的漢族士人

第9週

第十講

宋元之際的漢族士人

第 10 週

第十一講

蒙元士人的地位

第 11 週

第十二講

士人與元代科舉

第 12 週

第十三講

蒙元士人的參政

第 13 週

第十四講

蒙元士人的社會活動

第 14 週

第十五講

多族士人圈

第 15 週

報告檢討

第 16 週

報告檢討

第 17 週

報告檢討

第 18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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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至三講之所有課程時間，以及其餘各講之開場，由教師講述主題要旨與相
關課程內容。
第一至三講以外之各講，由學生報告指定閱讀論著之要旨並共同討論。

 專題研究
 其他：
評量方法
方式

作業
 期中考
 期末考
課堂討論參與

百分比

說明

40%

課堂報告

20%

課堂討論參與

40%

學期報告

 出席
報告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三上次男，
《金代女真社會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2。
三上次男，
《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
三上次男，
《金代政治‧社會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3。
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王明蓀，
《含英咀華：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
，永和：花木蘭出版社，
2012。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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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史懷梅（Naomi Standen）著，曹流譯，
《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
之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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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從吾，《東北史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59。

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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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潘清，
《元代江南民族重整與文化融合》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蕭啟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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