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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費  用

名  額

授課時間

授課語言

授課方式

考核方式

證書授予

技
SC｜ 巨NC匚 AND┬巨CHNU∟ UGY

甘器;:;:垚:i〞lX排 3v路 8UU22

學科澳 門

蹡 ｜┬YU「UN｜ V

RefNU:ⅣIUST/21/U5U/SA刖

通 告

加 2Uˊ21學年萬人計劃 系列活動

m21年暑期
“
春秋與孔子的歷 史世界

”
通識遊學課程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線上教學的廣泛運用 ,本次線上遊學課程將聚焦
“
春秋

”
這

個主題 ,從歷史 、哲學 、政治 、考古等多學科多角度切入 ,將經典文本與考古材料

有機結合 ,透過課堂直播與遺址/博物館導覽 ,立體呈現春秋時代的社會生活面貌和

思想文化狀況 ,以及對後世中國的深遠意義和影響力。由復旦大學主辦的 「2U21年

暑期
“
春秋與孔子的歷史世界

”
通識遊學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報

名參加 ,詳情如下 :

科大在讀生 (僅 限港澳學生 )

如獲錄取 ,免除報名費及學費

lU名 (擇優錄取 )

2U21年 6月 25日 至 7月 8日 (兩周 )

普通話

線上教學 (主題講座十先導講座+遺址/博物館在線導覽 )

單元測驗 3U%+′｜、組課題匯報 3UU/U+課 程論文 4UU/U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將提供修讀證明

教學 日程安排 :

日期 上午 9:UU-l1:m 下午 1如 UU-I6:3U

6月 巧 日 開幕式

直播課 :春秋歷史鳥瞰

(主講人 :姜鵬 )

6月 %日 先導講座 :如何閱讀古代文獻

(主講人 :陳正宏)

6月 η 日 主題講座(一 ):春秋是諸侯林立

的時代—— 華夏 :一統與封建

(主講人 :徐淵 )

主題講座(二):春秋是大國崛起的時

代——大事 :爭霸與改革

(主 講人 :劉勳 )

6月 28日 遺址/博物館導覽 (一 ):魯 國故

城遺址 &齊 文化博物館

遺址/博物館導覽 (二 ):晉 國曲沃及侯

馬遺址 、山西省博物院

6月 ” 日 主題講座(三):春秋是禮崩樂壞 主題講座(四 ):春秋是至聖先師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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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乙仔偉龍 馬路

電話 :←853)288811” 傳真 :l+跖 3)2888U” 2

澳 科 技 學
MACAVUN︳ V巨 RS︳┬YU「 SC｜ 巨NC巨 AND ┬巨CHNU∟UGY

備註 :

1.主題講座共計 8講線上錄播課 (要求至少觀看其中 6講 )及 2次線上直播授課 ,

每次主題講座結束後需完成在線單元測驗 (每講 lU題選擇題 );

2.2次直播授課和 4次遺址/博物館在線導覽為必修課 ;

3.課程大綱可參見附件 ;

4.以上課程不計入大學學分 。

報名時間 :

報名方式 :

掃描上方 QRCUde
上述活動以最新公佈為準 。

AvenidaWaiLUng,Taipa,Macau

Tel:(+8∫ 3)2888 1122  Fax:(+853)2888UU22

學生事務處
2U21年 6月 15

言主 :

日期 上午 9:UU-11:m 下午 1如 UU-16:3U

的時代——周禮 :理想與現實
(主講人 :曾 奕)

代——孔子與 《論語》
(主講人 :張汝倫 )

6月 3U日 ｜、組課題研討 (一 )

7月 1日 主題講座(五):從儒家經典認識

春秋——經典 :《 春秋》三傳

(主講人 :郭 曉東 )

主題講座(六):從儒家經典認識春

秋——經典 :春秋 《易》學

(主講人 :谷繼明 )

7月 2日 遺址/博物館導覽 (三 ):湖北省

博物館

遺址/博物館導覽 (四 ):秦文化博物館

及雍城遺址

7月 3日 主題講座(七):從地下實物認識

春秋——新知 :考古發現

(主講人 :葛 亮)

主題講座(八 ):從 簡 帛記載認識春

秋——新知 :出 土文獻

(主 講人 :郭 永秉 )

7月 4日 ｜、組課題研討 (二 )

7月 5日 直播授課 :考古學與春秋古國
(主講人 :謝堯亭)

7月 8日 小組課題彙報

閉幕式

附件 :課程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