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理  大  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計劃表 

科目名稱：(中)   東亞地域文化               (英)  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s Cultures  

授課教師： 陳俐甫            系別：    人資系                 ■專任  兼任 

開課班級 □校訂共同必修      □通識核心必修     ■通識分類選修 

學分數   2 學分  2 小時       預備知識： 無 

授課方式 ■口頭講授    □分組討論   ■媒體教學   □上機實習   □其他（請詳述於後） 

教學

目標 

中文 

本課程目的在幫助學生瞭解東亞社會之發展過程，增進東亞相關之基礎知識，進而

對今日國際社會有較為深入的瞭解。授課教師將以社會科學的觀察角度分析過去東

亞與其他地區之文化交流及現今東亞國際關係。課程主要講述內容包括：東亞地域

的國家建立與民族形成；中華朝貢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

自決；亞洲價值與西方民主；冷戰體系與亞洲發展等；此外並特別討論台灣在東亞

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地位。 

英文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realiz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East Asian 

society, enhance the basic knowledge related to East Asia, and the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day. The instructor will analyz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sia and other regions and the curr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nation-building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East Asia;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an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sian value and Western democracy; Cold War system and Asia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role of Taiwa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教材課本 

教師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古代東亞世界與日本  西島定生  岩波書店  

中國文明之歷史  岡田英弘  講談社  

游牧騎馬民族國家  護雅夫  講談社  

琉球王國  赤嶺守  講談社  

東亞海域一千年  陳國棟  遠流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曹永和  聯經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曹永和  聯經  

亞細亞史  松田壽男  岩波  

物語韓國史  金兩基  中央公論  

東南亞之歷史  永積昭  講談社  
 

教學進度 

及內容 

授 課 進 度 表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 



1 導論 地政學、資本主義與國際交流  

2 台灣單元 世界體系中的台灣  

3 台灣單元 民主堡壘、國際加工基地 

4 日本單元 近世以前的日本 

5 日本單元 近代日本與大東亞共榮圈 

6 中國單元 中國概念的出現與華夏的形成 

7 中國單元 秦漢帝國的建立、朝貢體系與東亞秩序 

8 草原文明 騎馬民族國家的出現與文化影響 

9 期中考  

10 朝鮮單元 建國神話、古朝鮮與三國時代 

11 朝鮮單元 海洋文化與近代朝鮮 

12 琉球單元 海洋城邦到琉球王國 

13 伊斯蘭世界單元 中亞文明之影響，海上絲路 

14 印度與圖博單元 佛教文化、圖博與印中交流史 

15 東南亞單元 東南亞中的東亞文化 

16 大航海時代單元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對東亞的影響 

17 結論 作為東亞地域文化的台灣文化 

18 期末考  
 

本課程能達成 

通識之教育目標 

＊請老師勾選 

(複選)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品德及人文教養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自我學習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愛護地球環境與保育生命的人。 

 學生基本素養 

＊請老師勾選 

(複選，並填寫權

重。權重總分需為

100分。) 

■人文反省素養。權重 30 % 

□溝通表達素養。權重  % 

□社會實踐素養。權重  %  

■多元文化素養。權重 70 % 

□自然與健康素養。權重  % 

□資訊素養。權重  % 

□體育素養。權重  % 

成績考核方式 期中考： 33%、期末考：33 % 、團體成績  0 %、出缺席及上課態度：33 % 

老師基本資料 

E-mail: au2791@gmail.com 

教學網站:  

電話(公): 26212121     ext. 1062 

辦公室時間: (二)5,6,7（四）5（一）5（三）5 

地點: 人資系館 1F，大禮拜堂 4F 

備註 
為鼓勵評分方式之多元化，避免僅以期中及期末考為評分依據，請詳述成績考核方

式，並於開學時宣佈，以強化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