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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新世界史 新課程 （チャート式シリーズ）/前川 貞次郎/堀越 孝一（教育・学習参考書）の最新情
報・紙の本の購入はhont

標題[介紹] 新世界史第1卷─孫隆基(有生之年系列?) 時間Mon Nov 30 16:39:33 2015 . 我知
道很多學校的世界通史課程，仍然是照著傳統的路子走， 也就是四大古文明介紹一下，中
國兩河流域印度埃及草草帶過之後， 然後就跳到腓尼基希臘去了，開始變成地中海通史，
甚至歐洲通史。 這跟高二高三的歷史路子其實沒有很大的差異性，.
2017年6月25日 . 所謂：「欲興其國者先興其史，欲滅其國者，先滅其史」。十二年國教社會
新課綱草案曝光，歷史課程有重大變革，高中歷史三分為台灣史、世界史、東亞史，中國史
放入東亞脈絡。 當初學生反課綱行動的幕後支持者，如今上台主導新課綱，有此巨大變革

並不意外；但就新課綱架構看，既滅不掉中國，也興不了台灣國，卻會毀.
他還改變了比爾•蓋茲「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比爾•蓋茲自稱是他的「忠實粉絲」，並斥資
1000萬美元為他打造「大歷史」公開課，在全球掀起了一場歷史認知變革。 美國500所中學
的熱門歷史課程，青年教師優先推薦的教學參考手冊，更適合青少年閱讀的人類簡史。
《極簡人類史》是大衛•克利斯蒂安寫給大眾的一部人類簡史，也是他的「大.
2015年11月1日 . 著名歷史學家孫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國教授「世界通史」課程講義的基
礎上，綜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寫成的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全新世界通史。 華語世
界現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麼是翻譯引進西方學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論」的窠
臼；要麼是本土學人的著作，無論觀念、視野還是資料，都落后於國際.
2015年12月25日 . 这次他带来了雄心勃勃的《新世界史》第一卷，虽然没有学术著述那种
诘屈聱牙的文字，甚至标题、行文时有出彩处，不过阅读门槛仍然不低。 . 这本《新世界
史》最初的书名是《世界史新论》，在出版社建议下改为现在的名字。原计划以三 . 《新世界
史》是孙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世界通史。
中学、高校向けの教科書や参考書、問題集を発行しているチャート式の数研出版。 新課程
チャート式シリーズ 新世界史の商品情報をご案内しています。
2016年4月27日 . 我向來喜歡看大陸拍攝的歷史古裝電視劇，尤其是與清代有關的，畢竟
清代是我國的最後一個王朝，與民國有著直接的關聯。 歷史劇雖然是以歷史人物或事件
為劇情主軸，但它終究是娛樂性節目，其中添加了不少的虛構成份，英文稱它為alternate
history 或alternative history（另類歷史）。 另類歷史類似稗官野史，往往.
破產法學的美麗新世界,鄭有為,,本書可說是我國近年來第一本完全以破產法學為主題的
學術論文集，探討當代破產制度中最,元照出版.
2015年9月6日 . 翻譯/解說：陳志剛（臺大歷史系學生） 翻譯緣起： 「世界史Ｂ並非為了詳細
而專門的學習世界歷史而存在。導引學生對於世界歷史的興趣與關心⋯⋯進行以學生為主
體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歷史思考力，這才是世界史Ｂ這門科目的意義。」—日本歷史課程綱
要科目的性格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先前「故事」曾刊登一篇關於德國漢堡.
2017年12月19日 . 從當助教開始、一直升任至正教授，孫隆基都在美國的大學中講授歐洲
通史、世界史課程，而美國大學生人文素養的一片空白，常常令他驚愕不已。他甚至在自
己的博客中用《課堂花邊 . 這本書的原名是《世界史新論》，但出版社說讀者會以為是專
論，不如改成《新世界史》，我當時同意了。本來沒有想把它變成一種新的.
28 Oct 2015翻轉學習影片描述: 【講師】陳怡安【講師簡介】陳怡安，現為臺北大學歷史所碩
士生。 一個名字、背景、長相都很菜市場的普通人。認為歷史是豐富生命不 .
相反的,殖民主義的存在形式,卻逐漸轉變為更巧妙的文化侵略,它們以文化的霸權,代替了
政治與軍事的直接控制。當代後殖民作家史碧娃克( ^ . ( : . 5 ^ 7 ^ 10 即一直強調這種後殖
民狀況。史碧娃克認為,「後殖民」既非一個地域區別的概念,它不侷限於東方或西方,也不
是一種嚴格意義的哲學思潮。「後殖民」所指的是一種新世界格局,它既.
她淡然一笑說:這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的藝術才華比得上艾克!曾佑和接受訪問時說,她八
歲時畫了一張 . 並不匱乏,不需要為畫作賣不出去而傷腦筋。 1949年,大陸政局變色,曾佑
和隨艾克移民至夏威夷,艾克受聘擔任檀香山博物館第一任館長。曾佑和在博物館任中國
書法教師、中國藝術顧問,並協助籌畫各種專門項目和課程。移民來畫出新.
2015年12月22日 . 上周，孫隆基接受了長江日報讀+周刊電郵專訪，他說，人類在鴻蒙之初
就開始全球化歷程，他們的足跡「填滿」世界各地之後，各地展開了時間長短不一的區域
化發展，在表面的平靜孤立下，東西南北的大跨度互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新世界史》新
在哪. 《新世界史》的「底本」，是孫隆基給台灣本科生的課程講義。從開始.
研究方向：奥古斯丁研究、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西方基督教史。 浙江余杭人。2000年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2006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世界史
专业）。于200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于2009年晋升副教授。于2013年被评为上海年
度“社科新人”。 开设过的课程有：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文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紧跟国际研究动态，翻译了很多文明史代表作，出版、发

表了大量论著，既有叙述内容的，更有探讨世界史体例、史学观等深层次问题的。2004年，
马克壶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的出版，标志着.
本课程主要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历
史经验。在把握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重点讲授牵动世界全局的局势和运动、重
点讲授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历经岁月沧桑影响至今的制
度、宗教和文化。 证书要求. 本课程60分以上可获得合格证书，85-100分可.
北京新世界教育在北京常年开设有业余制、全日制的自考培训课程。帮助学员12个月轻松
取得学历证书。经典教学理念，冲破原有学习模式，北京新世界培训学校报名咨询网站电
话400-801-6269。
初中中史新課程被指偏頗香港眾志質疑政治凌駕教育. 週二2017-11-21 獨媒報導 . 香港眾
志常委黃莉莉表示，政府提岀將中史科所佔整體「個人、社會與人文學習領域」的上課時
數提到三分一，但領域還包括世界歷史、地理、經濟等不同科目；認為會令中史科一科獨
大，忽略其他方面的範籌，令香港教育不整全。 黃莉莉重申，香港眾志.
【内容简介】.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
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
通史。 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
中心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
《新世界史》是孫隆基先生新作，積累十餘年而成。誠如如作者所言，「本書有一個內核，乃
我教授歷史本科生世界通史課程多年積累的講義，在將其整理成教科書途中，因不斷重
新思考、擴充新內容，預計撰寫成三冊，演變為裨益培養人文素養之跨學科讀物。」 本書
的基本看點在於：以「基礎信息」取代老生常談的機械史實，另闢蹊徑，採取半.
《新世界史·第2卷》. 孫隆基著. ISBN : 978-7-5086-6488-0. ▽. 內容簡介. 《新世界史》是孫隆
基先生新作，積累十餘年而成。誠如如作者所言，“本書有一個核心，乃我教授歷史本科生
世界通史課程多年積累的講義，在將其整理成教科書途中，因不斷重新思考、擴充新內
容，預計撰寫成三冊，演變為裨益培養人文素養之跨學科讀物。”.
新版世界文明史講稿趙立行復旦大學出版社大學文科基礎課及通識教育課程教材世界文
明史教程歷史愛好者入門讀物！ 志達圖書專營店. 哈佛中國史(全六卷)6六冊全新中國通
史帝國時代. ¥ 128 30天銷量: 15.
2017年12月19日 . 从当助教开始、一直升任至正教授，孙隆基都在美国的大学中讲授欧洲
通史、世界史课程，而美国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一片空白，常常令他惊愕不已。他甚至在自
己的博客中用《课堂花边 . 这本书的原名是《世界史新论》，但出版社说读者会以为是专
论，不如改成《新世界史》，我当时同意了。本来没有想把它变成一种新的.
株式会社ラーンズがお送りする特別談話「新課程における世界史の指導について」の第二回。「新
課程を踏まえた世界史学習とは？」について、東洋大学附属姫路高等学校の黒河潤二先生に
伺ったお話しをご紹介します。
2016年12月16日 . 除了獨立存在的「中國歷史科」之外，教育局自2000年開始進行不同的歷
史教學嘗試，其中的「歷史與文化科」，便是一套整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校本課程，老
師可以因時、因地制宜進行教學，例如中一教香港史，中二教中國史，中三教世界史的「同
心圓模式」；將同年代世界大事編為專題，對比中外歷史發展的「並列.
2016年國際學術會議最大的特色是新主題及雙主題，這包括開拓世界史新領域的「新絲
路」，以及在傳統世界史範圍內的「新思路」新創議題，兩者偕手並進，一方面重新擘劃世
界史的範圍，提出新的研究及教學願景及規劃，另方面則是鞏固既有世界史成就，但強調
創新及演變。 時間：2016年11月4-5日（週五、週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二、人文主義取向:這類研究包括歷史研究、批判理論、文藝分析、哲學分析、解釋學的、自
傳的、政治的、經濟的、美學的和詮釋等角度。其源於 1970 年代的「再概念化」運動
(reconceptualization),認為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實體,不僅著重學術研究,更致力於創造一
個「理想新世界」。較諸前面二種分類,科技與人文的課程研究類型簡要地.
定評ある山川の歴史書。「歴史書、教科書、学習参考書の山川」として高等学校の日本史・世

界史・公民の教科書、学習参考書を始めとし、さまざまな歴史刊行物を出版しています。
在国际史学界，无论是大历史、新世界史、还是. 全球史或 . 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提出要以环境史的新思维来. 重新认识和构建世界史的设想。 一中
国的世界史研究.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中国 .. 实为简明世界环境
史的本科生选修课，以后还相继建设了研究生课程，如南. 非环境史.
《新世界史》（第1卷）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
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由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談初中中史新課程.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近日，教育局推出新的初中中國歷史科課
程大綱，並向教育界進行公眾諮詢。講起香港的中史教育，並無因為回歸而受到更大的重
視，相反，修讀人數 . 與其抽象地討論應否中西史課程合併，不如落到實處，看看能否孤
立地只教中國歷史而不觸及世界，或者相反，只教世界史而不教中國史。
新世界史 新課程（チャート式・シリーズ） [単行本]の通販ならヨドバシカメラの公式サイト「ヨドバ
シ.com」で！レビュー、Q&A、画像も盛り沢山。ご購入でゴールドポイント取得！今なら日本全国
へ全品配達料金無料、即日・翌日お届け実施中。
2016年12月20日 . 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购了一幅名为《根据托勒密的制图传统与亚
美利哥.韦斯普奇等探险家的发现所绘制的世界全图》（简称《世界全图》），这场收购从谈
判到完成，耗时十年，成交价格更是惊人-----1000万美金。 为什么美国国会图书馆如此重
视这幅地图？ 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都习惯用“America”来称呼美洲.
2017年8月16日 . 【明報專訊】新世界（0017）積極增持長沙灣非住宅用地，打造區內商業王
國，地政總署昨日公布，於上周五截標的長沙灣永康街商貿地以約29.67億元批予新世界，
每方呎樓面地價高達7996元，呎價創區內商業／商貿地皮新高。新世界表示，看好長沙灣
區發展，將連同系內持有兩幅地皮及1個重建項目、涉及逾210萬方呎.
2015年12月21日 . 十年后的今天，从他给台湾本科生上世界史的课程讲义基础上生发出来
的新作《新世界史》，与读者见面了。 “四大文明古国”通常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
中国。但孙隆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他用农牧的辩
证关系将两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连扣，找到其中的关键点——两者之间.
據孫隆基先生自己講，他已經有三十多年沒來過北京了，而這次重訪的機緣，乃是由於最
近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卷本鴻篇巨製《新世界史》（第一卷已. . 三卷本的《新世界
史》，則是孫隆基先生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華語作者專門寫給華語讀者看的世界
通史。這部書的寫作始於他在台灣高校教書時的課程講義。治東亞史出身的他.
本课程主要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历
史经验。在把握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重点讲授牵动世界全局的局势和运动、重
点讲授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历经岁月沧桑影响至今的制
度、宗教和文化。 证书要求本课程60分以上可获得合格证书，85-100分可.
2017年10月20日 . 传统的依赖汉译历史资料进行世界史教学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
中外交流的需要。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外文资料引入教学，专业外语教材乃至各
种专题性的、国别性的外文资料逐渐走进我们的大学课堂。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历史教学的发展，但仍然无法满足基础课程教学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也有.
2016年3月15日 . 2、《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古代卷》，主编（二人第二位），山东大学出版
社2001年第1版。 论文. 1、威廉?塞西尔的内政外交政策（1572—1588），《世界历史》1991年
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1年第10期转载。 2、英国价格革命原因新探，《齐鲁学
刊》1994年第5期。 3、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政策与商业扩张，《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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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作者，毕生积累：孙隆基先生是华语世界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中国文

化的深层结构》早已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 2.专为华语读者打造的全新世界通
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
全球史研究的zui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分析，希望對近代教育變革中，特別是有關「歷史教育J 這一課題的完整性，能. 有持續的
掌握。 2 張哲郎主編，. <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 ... 但多停
留在提出疑問的階段，仍無力深剖這一問題的本質，進而提出新文化視野. 下的新世界史
觀點。 克服歐洲中心史觀的偏頗論述，是近年來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努力.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
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
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
2017年6月19日 . 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曝光，相對於以往要學生背誦大量史
料知識，且以漢人為主軸的史觀，新課綱必修從八學分減為六學分、將大減資料性內容，
尤其歷史科將略古詳今，重點放在台灣最近五百年脈絡，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從熟悉的
台灣往外走，中國史將放在東亞歷史脈絡中討論，世界史也將更著重台灣.
孙隆基的《新世界史》的“新”主要是如何体现的？ 《新世界史》堪称首部由华人学者专为华
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将零散的世界史知识贯通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历史图像，是今天
的读者重新认识世界的必备读物。对于世… 显示全部. 关注者. 5. 被浏览. 624. 关注问题
写回答.  添加评论.  分享.  邀请回答. .
本書以新世界史的觀點介紹中亞的歷史與各民族的生活，作者按照時序，縱貫上古到現
今，內容包括：中世紀和近代的民族，是許多種族和語言沉積堆疊的複雜產物。橫跨東亞
至歐陸絲綢之路、綠洲城邦的粟特商賈、軍旅、文化故事，以及薩滿教、佛教、瑣羅亞斯德
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在中亞匯流遇合；突厥、契丹、匈奴、.
ヤフオク!は、日本NO.1の利用者数と常時約5000万点以上の商品数を誇る、誰でもかんたんに
チャート式 世界史などの売り買いが楽しめるサービスです。圧倒的人気のオークションに加え、フリマ
出品ですぐ売れる、買える商品もたくさん！
新世界ノートの人気アイテムが3点！新着商品は「新課程用 明解世界史Aノート」「【5/26ま
で】UNISON SQUARE GARDEN 新世界ノート」「新 世界史A研究ノート」などがあります。新世
界ノートの商品がいつでもお得な価格で購入できます。
2017年12月15日 . 創立於民國八十年，目前學士、碩士、博士班課程皆已完備，師資陣容整
齊，16位專任教師、6位兼任教師，均具博士學位，學有專精。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著名歷史學家孫隆基窮一己之力積數十年之功，寫給中國讀
者的全新世界通史。突破民族國家窠臼摒棄西方中心論，立足全球宏大視野重譜世界歷
史進程。趕走陳舊的世界史盲點，更新你的世界觀！ 《新世界史》是著名歷史學家孫隆基
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國教授“世界通史”課程講義的基礎上，綜合全球史研究的.
比如，美国初、高中阶段开设的“世界史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World History）主
要是由世界史学会会员设计并协助实施的。 世界史学会现有14 . 迄今，学会的大多数会
员身居美国，这首先是因为学会最初在美国成立，另外，为人所熟知的新世界史作为一种
史学现象同样主要发端于美国。不过虽如此，在过去.
新模式. 上海纽约大学每一届的300名学生中，151名学生来自中国31个省市，另外149名来
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所有课程用英语授课，非中国籍的学生须学习中文。 .. 大一学生要
学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和《当城市遇到海》（Where the City Meets the Sea）的新课程，或
是结合了物理、生物和化学的科学基础课，都是上海纽约大学在.
2016年10月8日 . 首都師範大學劉新成教授在為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中文版寫序時，曾提
到： 「『全球史』也稱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紀下半葉興起於美國，起初只
是在歷史教育改革中出現的一門從新角度講述世界史的課程，以後演變為一種編撰世界
通史的方法論，近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史學流派，其影響也越出.
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并亲自教授“世界史”通识课程长达数年，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新世界史》（全三卷）便是孙隆基穷尽毕生积累的呕心沥血之
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深刻启蒙了一代学人，孙隆基也成为千百
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阐述，至今仍让这本.
2016年9月15日 . 此外，專責委員會建議整理兩史課程和協調兩科進度，使兩史課程的學
習範圍互相配合，以便能加強學習效能。過去兩科分開發展，教授課程的進度不一。修正
後將令學生更有效學習國家與世界的歷史及兩者的相互影響。 課程指引一如以往，會列
出大綱、所需課時，以及為推行新課題而提供的專業支援措施，教師可専業.
2016年9月7日 . 書名：新世界史（第一冊），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573909897，頁數：
368，出版社：遠景，作者：孫隆基，出版日期：2016/09/07，類別：人文史地.
2013年11月20日 . 世界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教育。在许多欧美国家中，
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有一半以上从事本国以外国家、地区的历史研究与教
学。在这些国家中，外国历史教育是所有非历史专业大学生必修的课程。在所开设的历史
课程中，外国历史课程有时超过四分之三。世界发达国家对世界史学科的.
笔耕不辍，书写新世界史——孙隆基教授《变形兽：拜占庭》讲座报道. 来源：历史系发布时
间：2017-06-25 作者： 阅读数：117次. 2017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
所有幸请到了美国孟菲斯大学孙隆基教授在历史楼四楼会议室进行了一场名为《变形兽：
拜占庭》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孙隆基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张杨.
什么是世界史?——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诹议。如果说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还沿
用了世界史的概念，那么全球史则完全是一项新的创举。倘使解决了上述问题，世界史则
可以名实相符，世界史和外国史研究各自专业化(特别是研究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学者无需
再承担世界通史课程,讲授自己没有专门研究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本科.
27 Jul 2015 - 42 min - Uploaded by 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活動頻道科普系列講座主講: 許
經夌教授(中原大學物理系) 主持: 朱慶琪教授(中央大學科學 教育中心) 活動時間: 2015年
5月2日(六) 活動地點: 國 .
2000年2月18日 .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就认为：以现今台湾如此仰赖世界贸易，而且
最好的大学里拥有众多西方训练出身的博士，却对于中国之外的事物缺乏兴趣，实在令
人讶异，艾尔曼更进一步指出，大陆大学的历史系反而比台湾更重视世界史。[2] 此外，如
果将台湾各大学历史科系的课程结构加以比较，除开设科目雷同性甚高.
世界歷史，簡稱世界史，又稱人類史，一般是指有人類以來地球上歷史的總和，雖然世界
歷史本身早在人類文明出現之前就存在，但人類一直到近現代才真正用這個概念來研究
和述說歷史。世界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根据不同
的地区，可分为不同地区的历史，例如中国历史、美国历史；根据不同的.
第7屆世界史研習營：戰爭、流離與再生 2017年03月18日（六） 輔仁大學文開樓LE3A會議
室. 第6屆世界史研習營：物質與文明 2016年3月19日（六） 輔仁大學文開樓3A會議室. 第5
屆世界史研習營：日記、書信與歷史書寫 2015年3月21日（六） 輔仁大學文開樓3A會議室.
第4屆世界史研習營：史家、史料與歷史書寫 2014年3月22日（六）
2017年9月28日 . 《新世界史·第2卷》. 孙隆基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ISBN :978-75086-6488-0. 已上架. ▽. 内容简介. 《新世界史》是孙隆基先生新作，积累十余年而成。诚
如如作者所言，“本书有一个内核，乃我教授历史本科生世界通史课程多年积累的讲义，
在将其整理成教科书途中，因不断重新思考、扩充新内容，预计撰写成三册，.
開課年度, 課號, 班次, 課名, 學分數, 全半年, 授課教師, 時間(教室). 99-2, Hist2004, 世界史
四, 3, 2, 劉巧楣, 三678 (新204). 98-2, Hist2004, 世界史四, 3, 2, 劉巧楣, 三678 (新204). 97-2,
Hist2004, 世界史四, 3, 2, 劉巧楣, 三789 (新204). 96-2, Hist2004, 世界史四, 3, 2, 王世宗, 三
678 (普204). 105-2, Hist2004, 世界史四, 3.0, 2, 劉巧楣.
1. 歷史(中一至中三). 修訂課程. 第一次諮詢. 教育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2016年9月
28日 . 世界史研究的新趨勢. • 從世界史到全球史. •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新課程的支援：教學資源、教師培訓.

二年級第一學期前半段為中國史，後半段為世界史，第二學. 期為世界史。 肆、教材綱要.
編輯凡例說明. 1.本課綱中之「單元」、「主題」及「重點」，都必須含括在教科書之中。「單
元」、. 「主題」及「重點」之標題，編者可以參考或重新設計，不必完全援用。 2.課綱右欄中
之「說明」，是針對該「單元」、「主題」及「重點」的解釋，提供相. 關使用者參考。
2017年10月4日 . 當新世界頹敗的時候（《橡膠帝國：亨利‧福特的亞馬遜夢工廠》推薦序） .
我學著做研究，很多是跟我那些在廠裡工作的同學一起做課程作業開始的。 .. 兩個陣營、
第三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者與殖民母國當局、拉丁美洲各國中力求擺脫對美國的經濟依
賴的進步派與希冀維持現狀的親美派，這些二十世紀世界史中看似尖銳.
世界史教学实践课：华南对外贸易口岸调查照片集锦. 2016年12月《华南对外贸易口岸调
查》课程师生赴潮州市、汕头市实地考察。 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潮州市抽纱
公司. 传统对外贸易商品：抽纱作品及其涉及底稿. 潮州市抽纱公司保留了30000多张抽纱
作品设计底稿，为全国之最，亟待数字化保留。 抽纱，是19世纪由外国女.
2016年7月15日 . 在明年推行的KSSM课程纲要下，原本在中四历史课的伊斯兰史将会被
取消，而会被移至中一的世界文明史课程内，至於在修读历史课和考试制度方面也会不
同，历史课会更注重“年代史”（chronology）。 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档案照）. （吉隆坡14
日讯）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披露，配合2017年落实的“中学标准课程.
2017年6月20日 . 亲绿媒体《自由时报》19日在头版头条曝光“12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程纲要
草案”。报道一开始就欢呼这是“重大变革！” 紧接着报道声称，“相对于以往要学生背诵大
量史料知识，且以汉人为主轴的史观，新课纲历史科将略古详今，将重点放在台湾最近
500年脉络。而中国史则将放在东亚历史脉络中讨论，世界史也将更着重.
2018年1月14日 . 2017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在人员配置、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展。世界史学界努力搭建学术研究平台、构建学术共同体，为推动中国特色的世
界史研究而不懈探索。在“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的助推下，世界史学科建设呈现广阔前
景。 努力倡导理论自觉. 2017年，在国内各类公开出版的史学专业期刊、.
【上海新世界教育】是中国教育培训著名品牌，校区遍布上海，领先的教育培训理念，优秀
的教师培训队伍，提供专业、全面、优质的成人学历培训、日语培训、英语培训、小语种培
训等。
2015年12月13日 . 十年后的今天，从他给台湾本科生上世界史的课程讲义基础上生发出来
的新作《新世界史》，与读者见面了。 “四大文明古国”通常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
中国。但孙隆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他用农牧的辩
证关系将两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连扣，找到其中的关键点——两者之间.
2017年9月13日 . 图|电影《亚瑟王》（2004）剧照. 维京人的时代. 今日的条顿语主要指英、
德、荷等国，属西日耳曼语群，古代的哥特人则被归入“东日耳曼语”，虽然古罗马人视彼
等与日耳曼人判然有别。最后一波侵入欧洲文明地带的是北日耳曼人，今日仅存的有丹
麦、瑞典、挪威、冰岛与法罗语（Icelandic and Faroese）。它们的祖宗是维京.
醫學史課程基本課程綱領- 課程導覽. . 本單元將介紹疾病生態史（ecological history of
disease）近年重要研究成果及其遭到的批評，討論醫學史學者對生態環境與人群對人類遷
徙和人類傳染病之間關係的 . 相反的，新世界的印地安人由於可供馴養的動物物種少，從
未暴露於這些人畜共通疾病之下，當然也就沒有機會發展出免疫力。 e.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
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现
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要
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研究.
21. ―. ―. 新課程高校世界史教科書における変更点について. ― 東アジア世界を題材として―.
山 元 貴 尚. はじめに. 平成 21 年 3 月 9 日に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が改訂され，平成 25 年
4 月入学の生徒から新. しい学習指導要領に基づいて学校教育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は周知の通り
である。各教科とも. に，今回の改訂によって変更された部分.
2015年12月9日 . 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同有异,全球史促进了宏观世界史的研究,1980年代美

国的世界史学科化,大学与高中大都开设世界历史课程。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 ..
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题性的，后者又在一定意义上存
在多种研究取向，例如本特利认为，“根据不同史学家的兴趣和研究.
2015年12月7日 . 孙隆基《新世界史》以一种犀利洞见的姿态，打破“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
民族国家立场，对各类文明形态采取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对等策略，在严谨的考据中细
..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
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
Amazonで前川 貞次郎, 堀越 孝一, 野田 宣雄, 数研出版編集部のチャート式 新世界史 古
代・中世(新課程用)。アマゾンならポイント還元本が多数。前川 貞次郎, 堀越 孝一, 野田 宣雄,
数研出版編集部作品ほか、お急ぎ便対象商品は当日お届けも可能。またチャート式 新世界史
古代・中世(新課程用)もアマゾン配送商品なら通常配送無料。
新世界网校是新世界教育旗下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在线学日语、韩语学习、德语学习、法
语在线课程等小语种线上课程。所有课程均是新世界教育集团精心打造。优秀教师加明
星外教精讲课程。
世界”（ｗｏｒｌｄ）这个词汇。 《新全球史》的序言曾提到：“'全球史'也称为'新世界史'（ｎｅｗ ｗｏｒ
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上世纪. 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
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 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
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跨出美国，. 走向世界。”① 对有些学者而言，全球.
2017年11月16日 . 【新增影片及最新消息】新世界發展剛於9時35分出稿表示，今天公布全
新住宅項目瑧蓺的第一張價單。集團於.
2017年8月1日 . 后赴美國深造，於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
學專攻東亞史(期間並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
大學任教，並親自教授「世界史」通識課程長達數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研究成果。
《新世界史》（全三卷）便是孫隆基窮盡畢生積累的嘔心瀝血之作。
[本･情報誌]『新・世界史 新課程』前川貞次郎のレンタル・通販・在庫検索。最新刊やあらすじ
（ネタバレ含）評価・感想。おすすめ・ランキング情報も充実。TSUTAYAのサイトで、レンタルも購入
もできます。出版社：数研出版.
2015年11月1日 .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
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
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
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
作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学院设有历史学基地班、世
界史试验班和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历史学基地班于2007年入选教育部“质量工程”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年，教育部、财政部批准武汉大学设立“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2009年，《中国古代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10年，《世界.
2015年11月17日 . 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
《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20 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
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
2010年4月20日 . 被学生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是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
师、精华学校教师，2009年7月13日-8月11日应邀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节目讲授《两宋风
云》。出版图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两宋风云》、《塞北三朝》。他讲的课程语言诙谐幽
默，笑料爆多。
《新世界史（第1卷）》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
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全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
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学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天津人，祖籍沈阳市，1994年毕

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院，取得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兼任南开大学欧洲问题
研究中心副主任，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 .. 《两种世界史课程体系之比较》，
《史苑传薪录——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65；
《新世界史1》. 【台湾】孙隆基作品.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ISBN：
9787508641171.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58元. 为华语读者精心打造的世界史. 《新世
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
合全球史研究的前沿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2016年12月15日 . 《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全新解读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之后
的世界史，令人眼界大开的科学解释，真正全球高度的研究成果，为青少年树立了解世界
的全新认知，为成年 . 《1493》是交叉学科研究的范本，也是为读者提供观察世界新方法、
新角度的启迪之作。 . 应当成为所有高中和大学世界史课程的必读书目。
2017年8月17日 . 彰師大承辦教育部國教署「數學新世界教師種子生根計畫」，舉辦「教師
數學素養專業增能研習」. postdateicon 週四, 17 八月2017 18:24 | postauthoricon 作者是教
學組長 . 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參加，每場次全程參與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
（8/20開始報名，可用關鍵字「數學新世界」、「生根計畫」查詢課程）.
新世界史(第2卷) [孙隆基, 风入松书屋] on Amazon.com. *FREE* shipping on qualifying
offers.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
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华
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
2017年12月13日 . 本文摘自《新世界史（第2卷）》，孙隆基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8月. 图
片来自网络. 秦与“大秦”. 公元初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秦”，滑稽的是：双方
都没有自称“大秦”而称对方为“大秦”。在中国一方，“大秦”首见于班超（32—102CE）遣甘
英出使罗马未遂的插曲，此时，在中土名声不佳且短命无暇开发西域的秦.
2017年5月12日 . 不要把「世界史」扭曲簡化為「外國史」 – 以「柔性課綱」打造適合台灣的
教育.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 路上，陸續遭到日本的侵略與殖民。 Continue
reading "中國的未來：美國式的東亞新霸權還是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 » . 時數和份量的
方向修改課綱嗎？ Continue reading "高中歷史課程中的中國史" ».
2017年10月30日 . 【Now新聞台】教育局就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展開第二階段諮詢，課程會
簡化部分朝代的興衰，教授更多近代史及香港史。建議的課程大綱未有提及六七暴動及
六四事件，教育局指是否教授由學校自行決定。推行20年的初中中史課程，教育局經過首
階段諮詢收到教師意見，都認為過往文化史課題過多，亦少談衰亡亂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