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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1 平常 30%
2 期中考 30%
3 期末考 40%

Grading
ordinary fraction 30%
middle exam 30%
final exam 4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第1講 導論：認識與評價台灣歷史人
物。
第2講 荷據時期的傳教士對台灣的
貢獻：Georgius Candidius牧師
（比較其他在台傳教士）
第3講 台灣進入清領時期的關係人：
施琅。
第4講 清領時期漢番關係溝通者：吳
鳳。
（歷史的虛構與真實）
第5講 清領時期北台灣的開墾貢獻
者：林維源與林本源家族
(比較霧峰林家)
第6講 清領至日治時期中台灣的開墾
貢獻者：林獻堂與霧峰林家
（比較林本源家族）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recognize
and evaluate the historical figures of
Taiwan
Lecture2: a missioner’s contributions
in the period of Holland colonized
Formosa: Georgius Candidius
clergyman (to compare with other
missioners who had stay in Taiwan)
Lecture 3: a important man when
Ch’ing dynasty dominated Taiwan:
Shi Lang
Lecture 4: a man who communicated
with Han and Fan in the period of
Ch’ing dynasty dominated Taiwan:
Wu Feng(the historical fabrication
and truth)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第7講 抗日英雄：莫那魯道與霧社事
件
（比較其他抗日事件）
第8講 近代社會救濟家：施乾
第9講 影片欣賞
第10講 課程檢討

Syllabus

Lecture 5: a important man and his
family who reclaimed the Northern
Taiwan in the period of Ch’ing
dynasty: Lin Wei Yuan and Lin Ben
Yuan Family
(to compare with Wu Feng Family)
Lecture 6: a important man and his
family who reclaimed the middle
Taiwan in the period of Ch’ing
dynasty: Lin Xian Tang and Wu Feng
Family
(to compare with Lin Ben Yuan
Family)
Lecture 7: the hero who resisted
Japan: Mo Na Lu Dao and the
incident of Wu She
(to compare with other incident of the
resisted Japan)
Lecture 8: a great philanthropist in the
early modern Taiwan: Shi Qian
Lecture 9: to view a film
Lecture 10: a review of this course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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