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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臺灣由於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來歷
史的發展便兼具海洋性與國際性的雙
重性格。在明鄭與清朝是漢人移民的
新天地，並經過荷、西與日本的殖
民，政權更動頻仍，文化發展多元。
本課程試由臺灣的歷史發展歷程中環
境與人群的互動來探究台灣文化的各
個面向，增進學生對於臺灣的認識。

Objectives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flow of the Taiwan’s history, the
change in its culture, ethnic relations,
folk religion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socials integration. From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gain a deeper
cognizance of Taiwan.

教材教材

書名：台灣歷史與文化
作者：王振勳、顏清梅等編 出版
社：華立圖書

參考書籍
書名 : 台灣史 
作者 : 高明士主編　出版社 : 五南出
版社 
書名 : 台灣史 
作者 : 黃秀政 張勝彥 吳文星　出版
社 : 五南書局

Teaching
Material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2010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考試30％
期末考試30％
平時成績40％ Grading

Mid-term report 30%
Final report or exam 30%
Student's involvment and attendance
4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一、史前時期1.史前文化2.台灣的南
島民族3.平埔原住民的分佈與社會4.
高山原住民的分佈與社會.二、十六
與十七世紀的海權時代1.中國人的活
動 2.日本人的活動3.西洋人東來與殖
民活動4.明鄭政權的治理.三、漢人優
勢社會的形成1.消極治台政策的形成
及其影響 2.政治的演進 3.土地開發與
經濟發展4.漢人社會的變遷與文教勃
興.四.台灣的開港與建省1.開港後經
濟的演變 2.開港後的社會變遷 3.日本
侵台與清廷治台政策的轉變4.台灣建
省與劉銘傳的自強新政.五、日本殖
民統治的政治發展. 1.反抗與鎮壓 2.
統治政策與體制 3.政治社會運動 4.戰
爭下的台灣. 六、日本殖民統治的社
會經濟發展1.經濟發展 2.文教發展 3.
社會發展 4.對外關係.七戰後社會及
經濟的變遷.1.政權轉移與國府遷台2.
民主化的歷程3.台灣的國際舞台.4.戰
後的經濟發展4.台灣奇蹟下的環境問
題.八.戰後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1.
迅速轉型的社會變遷.2.教育發展.3.文
化與藝術.

Syllabus

Archaeology and aboriginal Society
a.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ic history
b. The society of aboriginal people 2.
Taiwan in Holand and Jeng Cheng-
gung Period a. The change of politics
b. Immigration,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c. Social life 3. Taiwan
in Ching Dynasty before the opening
of Keelung Harbor a. The change of
politics. b. Immigration,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c. Social life 4. Open the
harbor and establish the province a.
Open the harbor and socia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 The
construction before establishment of
province c.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and Taiwan Democracy
Nation'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5.
Japanese colonization ruling a. The
arm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uring
colonization b. The ruling policy dur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c.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d.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 Taiwan under the war
system 6. Political and ecomom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a.
KMT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and took over Taiwan b.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c. Taiwa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d.
Democratic movement, political
re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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