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第 1 學期 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rctural
History 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中文）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專題
（英文）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rctural History

開課單位

社文碩

永久課號

ICS5108

開課年級

*

授課教師： 藍弘岳
學分數

3

必/選修

選修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課程概述與目標：
本課程擬透過對臺灣、中國、日本、美國、歐洲學者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著作的閲讀與考察，帶領
同學進入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世界。主要將檢討近代中國的啓蒙思想與反傳統思想、國族主義與亞
洲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潮流，及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日本因素與西方
概念理解的問題等。另外，亦將選當大中國的「新天下主義」等相關文本。因為這些問題均不只
是近代中國的問題，亦是臺灣乃至日本等東亞國家需面對的問題。所以，本課程希望透過上述文
本的閲讀與考察，以期選課同學能更理解近代中國思想史乃至與中國習習相關的臺灣、日本的思
想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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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書局，2002 年。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臺北：聯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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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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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
術〉，《思想》29，2015。
楊儒賓，《1949 禮讚》台北：聯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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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浩，《日本政治思想史(17-19 世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
會，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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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王瑞根譯，北京：三聯書局，2011 年。
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0 年。
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
化——以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新史學》，第 22 卷第 3
期，2011）。
潘光哲，〈美國傳教士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的
發展（1861-1896）〉）〉（《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陳光興，《超克「現代」》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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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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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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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人民社, 1988。
林毓生，《中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增訂本) 》北京：三聯書店，2011。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33，2000。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
會研究》28， 1997。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3-4，2002。
沈松僑，〈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
想像〉 （《新史學》20-1，2009。

課程大綱

分配時數
備註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講授

示範

習作

其他

教學要點概述：
1.學期作業、考試、評量
2.教學方法及教學相關配合事項(如助教、網站或圖書及資料庫等)
排定時間

地點

星期二 GH

HB104

連絡方式

師生晤談
hungyueh7@gmail.com

每週進度表
週
次

上課日
期

1

9/13

課程内容介紹

2

9/20

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選讀

3

9/27

溝口雄三，《重新思考中國革命》

4

10/4

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5

10/11

講演

6

10/18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選讀(91 頁到 219 頁)

7

10/25

狭間直樹主編，《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選讀(1～119 頁)

8

11/1

狭間直樹主編，《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選讀(156～184 頁、289～320
頁、400～458 頁)

9

11/8

狭間直樹主編，《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選讀

10 11/15

林少陽，〈章太炎“自主”的聯亞思想〉等

11 11/22

講演

12 11/29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選讀：導論

13

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選讀

12/6

14 12/13

許紀霖，〈新天下主義〉、葛兆光，〈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
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15 12/20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16 12/27

畢來德，《沈黙的中國》

17

1/3

楊儒賓，《1949 禮讚》

18

1/10

綜合討論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
備註：
1. 其他欄包含參訪、專題演講等活動。
2.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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