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１０５學年度第２學期課程教學計畫表
西洋歷史與人物

授課
教師

課程名稱
WESTER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GURES

歷史文化學門Ａ

開課
資料

開課系級
TNUPB0A

王惠玲
WANG HUI-LING

必修 單學期 2學分

學 門 教 育 目 標
一、透過前人歷史經驗的學習，培養溫故知新、鑑古知來的能力。
二、透過豐富的歷史素材，訓練學生具有多元涵融的思考能力。
三、培養學生能從本土觀點而與國際視野接軌的能力。
校 級 基 本 素 養
A. 全球視野。
B. 資訊運用。
C. 洞悉未來。
D. 品德倫理。
E. 獨立思考。
F. 樂活健康。
G. 團隊合作。
H. 美學涵養。

以人物為經，事件為緯，讓君主、宗教家、獨裁者、作家、哲人及女強人引領學
生一窺歐洲歷史堂奧。

課程簡介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s as the warp and the historical events as the weft,
let those monarchs, religionists, dictators, writers, philosophers and
superwomen lead us to get a glimpse of what the history of Europe.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目標層級、校級基本素養相關性
一、目標層級(選填)：
(一)「認知」(Cognitive 簡稱C)領域：C1 記憶、C2 瞭解、C3 應用、C4 分析、
C5 評鑑、C6 創造
(二)「技能」(Psychomotor 簡稱P)領域：P1 模仿、P2 機械反應、P3 獨立操作、
P4 聯結操作、P5 自動化、P6 創作
(三)「情意」(Affective 簡稱A)領域：A1 接受、A2 反應、A3 重視、A4 組織、
A5 內化、A6 實踐
二、教學目標與「目標層級」、「校級基本素養」之相關性：
(一)請先將課程教學目標分別對應前述之「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各目標層級，
惟單項教學目標僅能對應C、P、A其中一項。
(二)若對應「目標層級」有1~6之多項時，僅填列最高層級即可(例如：認知「目標層級」
對應為C3、C5、C6項時，只需填列C6即可，技能與情意目標層級亦同)。
(三)再依據所訂各項教學目標分別對應其「校級基本素養」。單項教學目標若對應
「校級基本素養」有多項時，則可填列多項「校級基本素養」。
(例如：「校級基本素養」可對應A、AD、BEF時，則均填列。)
序
號

教學目標(中文)

1 以古鑒今，鑑往知來。

序
號

教學目標(英文)
To inspect now, to know the
future.
教學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教學目標

1 以古鑒今，鑑往知來。

教學方法
講述

相關性
目標層級

C5

校級基本素養

E

評量方法
紙筆測驗、上課表現

授 課 進 度 表
週
次
1

2

3

4
5

6
7
8

9

日期起訖
106/02/13～
106/02/19
106/02/20～
106/02/26
106/02/27～
106/03/05
106/03/06～
106/03/12
106/03/13～
106/03/19
106/03/20～
106/03/26
106/03/27～
106/04/02

內 容 (Subject/Topics)
弗拉得˙提皮斯（Vlad Tepes, 1431-1477）（羅馬尼
亞）
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 13 July 100 BC – 15
March 44 BC）（義）
耶穌（Jesus of Nazareth, 7–2 BC to 30–33 AD）
（猶）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
貞德（Jeanne d'Arc, 6 January c. 1412 – 30 May
1431）（法）
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

106/04/03～

教學行政觀摩日放假一
天

106/04/09
106/04/10～
106/04/16

備註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6/04/17～
106/04/23
106/04/24～
106/04/30
106/05/01～
106/05/07
106/05/08～
106/05/14
106/05/15～
106/05/21
106/05/22～
106/05/28
106/05/29～
106/06/04
106/06/05～
106/06/11
106/06/12～
106/06/18

期中考試週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法）
凱撒琳大帝（Yekaterina Alexeevna, Catherine II,
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俄）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英／蘇格蘭）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法）
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德）
佘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 1925 – 2013）
期末考試週

修課應
注意事項

＊上課須做筆記
＊需閱讀大量參考書籍
＊沒有指定教科書
＊考試採取"Open Book"

教學設備

電腦、投影機

教材課本
參考書籍

圖說西洋通史，郭方，知書房出版社，2011
西洋文化史，劉增泉，五南，2007
基督教的故事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大衛．班特利．哈特，好讀，2013
西洋中古史，劉增泉，五南，2009
西洋近代史，王曾才，正中書局，2003
製作路易十四，彼得．柏克，麥田，2005
劫後英雄傳，（英）斯科特原/（美）斯科特改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
三劍客，大仲馬，商周，2005
基度山恩仇記， 大仲馬，遠流，2005
莎士比亞全集，莎士比亞，崇文館，2002
卓九勒伯爵Dracula，布蘭姆．史托克，大塊文化，2007
克倫威爾傳，查爾斯•弗思，商務印書館，2002
西洋近古史，吳圳義，三民，2005
從地圖看基督教傳播世界二千年，游斌，香港中和，2013
東歐諸國史，李邁先，三民，2012
凱薩琳女皇傳，韋紅，牧村，1998
破解希特勒，Sebastian Haffner，左岸文化，2010
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Timothy W. Ryback，時周，2011
新約聖經（任何版本皆可）
柴契爾夫人傳：深陷困境但絕不屈服，穆青，文經閣出版社，2014

批改作業
篇數
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備

考

TNUPB0A2505 0A

篇 (本欄位僅適用於所授課程需批改作業之課程教師填寫)
◆出席率： 10.0 %
◆平時評量：10.0
◆期末評量：40.0 %
◆其他〈 〉：
%

%

◆期中評量：40.0

%

「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網址：http://info.ais.tku.edu.tw/csp 或由教務處
首頁〈網址：http://www.acad.tku.edu.tw/CS/main.php〉業務連結「教師教學
計畫表上傳下載」進入。
※不法影印是違法的行為。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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