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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希望藉由本課程能讓學生了解中國歷
史上歷代政治的得失，以及特殊風貌
與傳統思想的核心價值與精神 Objectives

Hope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key value and spirit of special
appearance and traditional thought of
China historical culture with this
course.

教材教材

教材：自編講義並指定課前閱讀資
料。
參考書目：
一、姚秀彥等編，《歷史人物分
析》，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0
年11月初版。
二、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第一版。
三、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年8月初
版十一刷。
四、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0
月第一版。
五、朱子彥，《后宮制度研究》，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
月第一版。
六、徐連達、朱子彥，《中國皇帝制
度》，廣東：廣東教育出版
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Teaching
Materials

oneself edit,reading reserved
materials before class.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一、期中考 30％
二、期末考 40％
三、學期報告 20％
四、隨堂測驗 10％
五、曠課三次，期末考扣考。

Grading

一、midterm 30％
二、final test 40％
三、term report 20％
四、in-class test 10％
五、to cut class three,fail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一、秦漢歷史發展概論
二、暴君或先知—論秦王政（一）
三、暴君或先知—論秦王政（二）
四、朋友或敵人—劉邦與項羽的政爭
（一）
五、朋友或敵人—劉邦與項羽的政爭
（二）
六、女人干政—西漢的呂雉、王政君
（一）
七、女人干政—東漢的鄧綏、閻姬
（二）
八、日本史概述
九、期中考
十、皇權與相權—權力運作的矛盾
（一）
十一、皇權與相權—權力運作的矛盾
（二）
十二、后宮政治—中國歷代后宮之謎
（一）
十三、后宮政治—中國歷代后宮之謎
（二）
十四、歷史上的宦官與宮廷政治
（一）
十五、歷史上的宦官與宮廷政治
（二）
十六、沒有國際觀的王朝—清朝積弱

Syllabus

一、The Ch’in and Han Dynasty
history development outline.
二、Despot or precognition— an
emperor Ch’in Dynasty (A)
三、Despot or precognition— an
emperor Ch’in Dynasty (B)
四、Friend or enemy— Liu Bang with
Xiangyu's politic compete (A)
五、Friend or enemy— Liu Bang with
Xiangyu's politic compete (B)
六、Woman politic— Western Han
Dynasty's Lv Zhi, Wang Zheng Jun (A)
七、Woman politic— Eastern Han
Dynasty's Tan Suei, Yan gi.
八、Japan history.
九、midterm test
十、Imperial power and prime
minister power— Power operation's
contradiction (A)
十一、Imperial power and prime
minister power— Power operation's
contradiction (B)
十二、Behind palace politics—
China previous dynasties Behind
palace mauve(A)
十三、Behind palace politics—



與外力入侵
十七、孫中山與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影
響之比較
十八、期末考

China previous dynasties Behind
palace mauve(B)
十四、Historical eunuch with palace
politics.(A)
十五、Historical eunuch with palace
politics.(B)
十六、Have no international watch
dynasty— Te’in Dynasty deterioration
with external force invade.
十七、Sun zhongshan with Mao
Zedong influence on China politics is
very.
十八、final test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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