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當代中國
真理大學101-2通識社會科學選修課程

China!



課程介紹

上課時間：週三，6-7

上課地點：R610

授課教師：于仁壽（餐旅系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e-mail: g.bush@yahoo.com.tw
                  校內分機：7428
                  辦公室時間：週二6-7，週三8-9，
                                        週五8-9



自我介紹

于仁壽

文化大學觀光系學士、中山大學中山所碩、博士

碩士論文：從後共產主義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

博士論文：中共對抗美蘇超強之研究，1949-1969



課程目的

開啟同學對中國的認識及理解。

臺灣的前途與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有必要以心
平氣和的態度重新認識對岸的歷史、政治、經
濟、社會等等議題。

當代中國的快速變化令人目不暇給，實在無法進
行全面性的介紹，所以希望透過特定重要的主
題，來幫助學生認識當代中國。



課前提醒

對於中國的看法往往受到政治立場的干擾而有所
不同，我無意形塑任何政治立場。

但是課程必定會對於現實政治提出看法或批判，
一定有同學會有不同的意見。

而人人都有政治態度、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我
也不例外，所以若有冒犯，請多包涵。



分數評量

期中考：30% ？

期末考：30% ？

報告：20% ？

出缺席及上課態度：20%



講授重點

歷史，尤其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

政治，那畢竟還是一個政治掛帥的社會

社會脈動，人口、婦女、文化、消費、飲食、觀
光、環境.......

時事，包括十八大、釣魚台問題、中國經濟.......

以及兩岸關係



可能不討論的

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地方我理解有限

西藏，會提到，但不會花太多時間

大陸連續劇劇情（甄嬛）、明星等等

如何在對岸賺錢
（如果我知道，還會在這裡講課？）



我的希望

認識並練習寫簡體字（雖然我主張恢復正體字）

培養接受外界資訊的習慣

以理性思考取代政治語言牽引



請問各位同學想從這門課
學到什麼？



小調查

您去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還有世界上什麼國家？

有無親友在大陸？

願意將來在那邊求學、工作、生活？

願意和對岸人士組織家庭？



您心目中的中國是怎樣？





璦琿

胡煥庸線

土地57.1%
人口5.6%

土地42.9%
人口94.4%





Quiz：請問中國哪裡離紐約最近？



答案：帕米爾高原



同樣的一條線





他們是中國人



她也是



古力娜扎



他們也都是中國人





蒙古族，也是中國人



不過.......



中國的少數民族

共有55個少數民族。

主要的少數民族包括壯族（1610萬）、滿族
（1060萬）、回族（980萬）、苗族（890萬）、
維吾爾族（830萬）、土家族（800萬）、彝族
（770萬）、蒙古族（580萬）、藏族（540萬）、
布依族（290萬）、侗族（290萬）、瑤族（260
萬）、朝鮮族（190萬）、白族（180萬）、哈尼
族（140萬）、哈薩克族（120萬）、黎族（120
萬）和傣族（110萬）。





總數超過8,000萬人，能說是「少數」民族嗎？

問題在於漢人超過12億人

所以少數民族僅佔全中國人口8.49%（2010），還
是少數



臺灣狀況是

人口總數 23,261,747人（2012.6）

少數民族 523,498人，佔 2.25%

外僑居留人數 389,980人（2009.7）



中國各省狀況
廣東，1億4百萬人
山東，9千5百萬人
河南，9千4百萬人
四川，8千4百萬人

重慶，2千8百萬人

上海，2千3百萬人
北京，1千9百萬人
天津，1千3百萬人

....

....



臺灣的人口只比
上海、新疆、
北京、天津、
海南、寧夏、
青海與西藏多。



成員國：25

人口：4.5億
面積：400萬
平方公里

歐盟



俄羅斯，1億4千3百萬
德    國，8千3百萬
土耳其，7千1百萬
法    國，6千1百萬
英    國，5千9百萬
義大利，5千8百萬
烏克蘭，4千6百萬

羅馬尼亞，2千2百萬

梵蒂岡，900人

....

....



俄羅斯，1億4千3百萬
德    國，8千3百萬
土耳其，7千1百萬
法    國，6千1百萬
英    國，5千9百萬
義大利，5千8百萬
烏克蘭，4千6百萬

羅馬尼亞，2千2百萬

梵蒂岡，900人

....

....

加上西班牙與波蘭，
比臺灣人口多的歐洲
國家只有9個。



Quiz：請問中國的陸上鄰國有幾個？



 蒙古

俄羅斯

緬甸
印度

北韓

越南
寮國

尼泊爾 不丹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哈薩克

塔吉克

吉爾吉斯



 蒙古

俄羅斯

緬甸
印度

北韓

越南
寮國

尼泊爾 不丹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哈薩克

塔吉克

吉爾吉斯

答案：14個



～中國陸上國界線長為22,117公里，大陸海岸線
長約18,000公里

～中國有14個鄰國，為全世界擁有最多陸上鄰國
的國家

～而且和周邊所有國家都發生過邊界衝突

～冷戰期間，中國唯一一個和美蘇兩大強權都發生
軍事衝突，而且都沒輸



如果你覺得統治
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

治中國試試看

鄧小平對港督麥理浩
（Sir Murray Maclehose）
的講話，1979年3月



before 1949

Henri Cartier-Bresson



The Last Eunuch





Shanghai







Communist China, 1958











Mao’s China













鄧小平，1978





















2013/2/26 ��10:40China to overtake US as top economy by 2016: OECD | Emerging Markets

�� 1∕2http://www.emergingmarkets.org/Article/3115788/China-to-overtake-US-as-top-economy-by-2016-OECD.html

China to overtake US as top economy by 2016: OECD

The US is likely to cede the top spot to China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while India
will also surpass the US over the long term, an OECD report said

Global growth, though at a declining rate, will be
sustained by emerging markets between now and
2060 whe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grow at around
3% per year on average, an OECD report released
on Friday showed.

“The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 is expected to shift
dramatically over the next half century, with fast-growing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accounting for an ever-increasing share of global output,” the OECD said
in a statement accompanying the report.

China’s economy is projected to surpass the euro area this year – the data was calcu-
lated on the basis of 2005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 – and the US in a few more
years, to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report – which calculated global GDP as the sum of GDP for 34 OECD and 8
non-OECD G20 countries – also showed India surpassing Japan soon and leaving the
eurozone behind in around 20 years. (Click here for the OECD's interactive chart)

The combined GDP of China and India, which currently amounts to only one-third of
that of the OECD area, will b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entire bloc in 2060, it predicted.

The OECD-wide GDP growth rate is projected at around 2% annually, with many
countries seeing declining growth rates, but because relatively fast-growing emerg-
ing markets will gradually take a larger share of global output, global growth will re-
main “fairly stable” between now and 2060,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Growth in non-OECD countries will decline to around 5% in the 2020s from over 7%
in the past decade and it will be about 2.5% by the 2050s, the report projected.

China will have the highest growth rate until 2020 but it will then be surpassed by In-
dia and Indonesia, partly because of a faster decline in China’s working-a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AnN8oGKkdQ



To Be Continu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