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7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班 108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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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中日關係史

英文課名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

總學分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2.0

開課班級

歷史系學士班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位於東北亞的島國日本，在發展自我文化歷史的同時，也與一衣帶水的中國往來密
切。以近代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日本在文化、貿易、宗教、思想等方面深受中國影
響，在那之後則進入彼此地位轉換的複雜階段。本學期主要介紹清代以前的中日關
係，梳理近代以前日本與中國甚至朝鮮半島彼此之間在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上
的互動與影響。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Asia, the island of Japan h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istory
and diverse culture almost always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China, from which it is only
separated by a relatively narrow body of water. Prior to the watershed moment of the
modern period, when both countries entered a complex period during which they
exchanged roles, Japan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empire(s) in terms of
culture, trade, religion, and ideology, among other aspects. In what is the first of a
two-semester course, we will introdu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rior to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in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realm between premodern Japan,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

2

使學生理解自上古以來中日之間
密切往來且日本深受大陸文化影
響的歷史。

對應本系核心能力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1-2 資料蒐集與解讀之能力
□1-3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文史相關議題之闡述能力█3-1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人文精神與世界觀

使學生思考千年來中日歷史的深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1-2 資料蒐集與解讀之能力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遠關 係， 進 而思 考 今日 日本 與 □1-3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2-2
文史相關議題之闡述能力█3-1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中、台彼此的影響與發展。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3
4

進一步引導與啟發學生對東亞、
以及其他地域關係史的興趣並進
行理解。

█4-1 具備人文精神與世界觀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1-2 資料蒐集與解讀之能力
□1-3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文史相關議題之闡述能力█3-1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人文精神與世界觀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1-3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1-2 資料蒐集與解讀之能力
□2-1 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2-2 文史相關議題之闡述能力□3-1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3-2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4-1 具備人文精神與世界觀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周東怡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第 1 週 課程介紹與導論
第 2 週 繩文、彌生時代與漢魏時期
第 3 週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日關係(一)
第 4 週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日關係(二)
第 5 週 遣隋使與飛鳥文化(一)
第 6 週 遣隋使與飛鳥文化(二)
第 7 週 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與律令國家 (一)
第 8 週 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與律令國家(二)
第 9 週 宋代的中日往來(一):僧侶的活躍
第 10 週 宋代的中日往來(二):唐物貿易
第 11 週 蒙古來襲(一)
第 12 週 蒙古來襲(二)
第 13 週 明、清前期與日關係(一):勘合貿易
第 14 週 明、清前期與日關係(二):倭寇
第 15 週 明、清前期與日關係(三) :長崎的華人
第 16 週 羅森的日本日記
第 17 週 千歲丸的上海行
第 18 週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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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行以講述為主。
學生於課前課中閱讀指定資料，並於課堂中進行討論。

播放相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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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說明評量細節或欲評量之核心能力）

40%
10%

█出席

10%

█報告

40%

課堂指示 5-6 篇論文摘評論報告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1.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中日關係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2.鄭樑生，
《中日關係史論集》1-13，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
年。
3.鄭樑生，《中日關係史》，台北:五南書局，2001 年。
4.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
《中日關係史論考》
，北京:中華書局，
2001 年。
5.陳鵬仁，《中日關係史論叢》，台北:水牛出版社，2005 年。
6.李則芬，《中日關係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初版、2015 年
台二版二刷。
7.張聲振等，《中日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6 年。
8.王建朗，《中日關係史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 年。
9.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98 年。
10.汪向榮，《古代中日關係史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
11.汪向榮、汪皓，
《中世紀的中日關係》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
12.王勇、中西進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
參考書目

版社，1996 年。
13.萇嵐，
《7-14 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1 年。
14.大庭脩、王曉秋編，
《歴史》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一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5 年。
15.池田溫、劉俊文編，《法律制度》（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二巻），
東京:大修館書店，1997 年。
16.源了圓、嚴紹璗編，
《思想》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三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5 年。
17.源了圓、楊曾文編，
《宗教》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四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6 年。
18.宮田登、馬興國編，
《民俗》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五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8 年。
19.中西進、嚴紹璗編，
《文学》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六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5 年。
20.上原昭一、王勇編，
《芸術》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七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7 年。
21.吉田忠、李廷舉編，
《科学》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八巻）
，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8 年。
22.大庭脩、王勇編，《典籍》（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九巻），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6 年。
23.中西進、王勇編，《人物》（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十巻），東京:
大修館書店，1996 年。
24.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
《看得見的城市—全球視野下的廣州、
長崎與巴達維亞》，台北:蔚藍文化，2015 年。
25.羽田正編、小島毅監修，張雅婷譯，《從海洋看歷史》，新北:廣場
出版，2017 年。
26.石井正敏，
《東アジア世界と古代の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201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