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暑期 文學院歷史系(所)新開課程大綱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中文：明清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社會與文化 

英文：Citie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開課學期 100學年度  暑修 

開課系所 歷史系 

授課教師 李孝悌 

課號 
(若尚未確認可從缺) 

Hist5053 

課程識別碼 
(若尚未確認可從缺) 

123 U8760 

授課對象 碩、博士班研究生 

班次  

學分 2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 

 

 核心能力 課程分類 

研 

究 

所 

■ A 文獻解讀與分析 

□ B 史學研究方法與理論 

□ C 學術寫作 

■ D 溝通表達與學術討論 

□ E 資料蒐集與分析 

□ F 科技資源之運用 

□ A 院核心課程 

□ B 所核心課程 

■ C 中國史課程 

□ D 世界史課程 

□ E 台灣史課程 

□ F 其他課程 

 

課  程  大  綱 

課程概述 這門課是由我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的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賓州大學歷史系的費絲言以及中研院的邱澎生、巫仁

恕、邱仲麟等幾位教授合開的一門討論課。 

這幾位學者過去都是明清城市文化研究群的成員，所以這門課的

安排，將借重他們各自過去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興趣，對明清史國際學

術界當前的研究動態和成果，作一次較系統的陳述。其中梅爾清及費

絲言教授長期在美國一流大學任教，並各有重要的專著發表。我們將

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請她們對美國明清史研究的一些新趨向、新課

題及既有的研究成果，作比較全面的介紹。梅教授的課程，將混雜中

英文進行。 

從各位學者的講題，我們可以看出，這門課程涵蓋的面向非常寬

廣。授課教師將對每個課題作約 1 小時的演講，其他的時間則採討論

的方式進行。學生需課前分組閱讀提供的資料，在課堂上報告及討論。

除了介紹中、英文的學術著作，也將讓學生接觸不同性質的資料。 

本課程將提前於 7 月 24 日結束，7 月份課程每周二、四、五下午

授課三次。 



課程目標 讓學生對國際明清史研究的動態和成果，有較全面的瞭解。並訓練學

生解讀資料的能力。 

課程要求 學生需閱讀各種指定的中、英文著作和原始資料，並積極參與討論。

學期結束後，需撰寫一篇一萬字左右的研究論文。 

參考書目 

＆ 

指定閱讀 

吳晗，朱元璋傳 

何朝暉，《明代縣政研究》 

張仲禮著，李荣昌译，中囯绅士 : 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囯社会中作用的

硏究  

瞿同祖著 ，范忠信, 晏锋譯 ，清代地方政府  

孔復禮(Philip Kuhn)，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裴宜理，《華北的革命者與叛亂者，1845-1945》，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  研究 

黃育楩，破邪詳辯 

鄭振滿、丁荷生編，《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三冊另有興

化府冊） 

《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及同類型的各種欽定平定（如台灣/回疆/苗匪/

回匪）紀略 

宋怡明（Michael Szonyi）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James Watson, “Standardization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the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4(Nov.): 778-95. 

8. 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 〈上下泰山─中國民間信仰政治中的

碧霞元君〉，新史學， 20,4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 

馬西沙、韓稟方，中國民間宗教史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 

鄭振滿，培田 

 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 

巫仁恕，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盧漢超著，霓虹燈外 

顧德曼(Bryna Goodman)著，宋鉆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

緣網絡與認同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李歐梵，上海摩登，Leo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Swislocki, Mark, Culinary Nostalgia: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 

 

（梅爾清、費絲言等幾位教師的書目，將於課前分發） 

評量方式 

（請註明各項評分比例） 

課堂討論，30％ 

期末報告，70％ 

課程進度＆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週 何謂「帝制晚期中國」：長時段下的明清帝國（費絲言） 

第 2週 明清帝國與地方社會（一）（李孝悌） 

第 3週 明清帝國與地方社會（二）（李孝悌） 

第 4週 明清之際 (Tobie Meyer-Fong) 

第 5週 明清的城市發展（費絲言） 

第 6週 明清城市史研究的回顧（一）(Tobie Meyer-Fong、費絲言、李孝悌) 

第 7週 明清城市史研究的回顧（二）(Tobie Meyer-Fong、費絲言、李孝悌) 

第 8週 明清北京的日常生活（邱仲麟） 

第 9週 民眾叛亂（李孝悌） 

第 10週 由幾種職業手冊看明清中國「工作意義」的演變（邱澎生） 

第 11週 消費文化與城市空間（巫仁恕） 

第 12週 書籍與印刷文化(Tobie Meyer-Fong) 

第 13週 邊疆與移民（費絲言） 

第 14週 新視野下的太平天國之亂及其餘緒(Tobie Meyer-Fong) 

第 15週 民間宗教（一）（李孝悌） 

第 16週 民間宗教（二）（李孝悌） 

第 17週 上海：城市的諸般面貌（一）（李孝悌） 

第 18週 上海：城市的諸般面貌（二）（李孝悌） 

 

上課時間（總計 3HR*12） 

序 日期 星期／節次  序 日期 星期／節次 

1 6/26 二／678  7 7/12 四／678 

2 6/28 四／678  8 7/13 五／678 

3 7/3 二／678  9 7/17 二／678 

4 7/5 四／678  10 7/19 四／678 

5 7/6 五／678  11 7/20 五／678 

6 7/10 二／678  12 7/24 二／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