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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史】講義 

第一課 古代文明的遺產 

第一節 大河與文明 

一、人類出現與文明孕育  

人類的出現 

地球的歷史：46 億年左右 

最早的人類：約距今 300 萬年前出現 

文明開展 

重要的關鍵：農業的出現 

四大古文明的發展：皆與大河有關 

分布： 

西亞：兩河流域 

埃及：尼羅河河谷 

印度：印度河河谷 

中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 

成因：方便農業灌溉 

二、兩河流域古文明  

地理位置：肥沃月彎 主要指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形成的河谷地 

發現經過： 

時間：1840 年代開始，法國人首先發現亞述古城 

原因：歐洲國家為豐富國內博物館館藏 

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 造成的影響 

河水灌溉 促使農業發展及聚落出現 

不定期的洪水氾濫 容易造成極大災難，生活遠較尼羅河流域艱難 

地理屏障不良 易遭到外來民族侵略 

不同民族先後成為兩河流域主人 

蘇美人 巴比倫人 亞述人 迦爾底亞人 

生活上缺乏安全感，較為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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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色：城邦 

主人：神明 

統治者：國王 

最重要的階級：祭司 

建構： 

通常有圍牆，四周是農田 

城邦是政治和經濟中心 

農民供給城邦糧食，危急時進入城邦尋求保護 

兩河流域的統治者 

蘇美人 

興起：B.C 3100 年左右開始建立城邦（約相當於中國仰韶文化） 

文明進展： 

於河口建立小村落，以農業維生 

因人口增加，使村落轉為城邦 

興建水利，開鑿運河 

有商業活動、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 

發明楔形文字 

使用青銅器 

發展出高明的建築技術 

中衰： 

時間：約 B.C2360 左右 

原因：城邦間相互爭伐 

結果：阿卡德人的領袖薩爾貢一世征服蘇美城邦，建立中央集權帝國 

復興： 

時間：約 B.C 2200 年左右 

經過：以烏爾城為中心，建立蘇美帝國 

滅亡：B.C 1830 年左右被巴比倫人取代 

巴比倫人 

興起：B.C 1830 年左右，取代蘇美人建立巴比倫帝國（約中國夏、商之間） 

文化成就：《漢摩拉比法典》 

時間：西元前 18 世紀左右 

編者：漢摩拉比王請人蒐集蘇美法律，配合巴比倫人的生活習慣 

目的： 

Ⅰ維護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 

Ⅱ保障私有財產 

Ⅲ緩和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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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Ⅰ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報復原則 

Ⅱ 法律之前，各階級不平等（區分自由民、半自由民、奴隸三階級） 

Ⅲ 承認女性地位 

ⅰ 可擁有自己的財產 

ⅱ 男女均有離婚訴訟權 

意義：顯示商業活動熱絡，社會需要更多約束 

滅亡： 

 B.C 1550 年左右被被北方蠻族（西台人）所滅 

滅亡後進入小國分立時期，直到亞述興起後才再度統一兩河地區 

亞述人 

興起：B.C1365 年左右，結束兩河流域混亂局面 

成就： 

學習西台人的用鐵知識 

建立軍隊，B.C 900～612 年擴張至黑海及地中海一帶 

首都尼尼微成為西亞世界中心 

滅亡：B.C 605 年被來自南部的迦爾底亞人滅亡 

迦爾底亞人 

興起：B.C 605 年左右 

別稱：新巴比倫人（因其改以巴比倫城為首都） 

名君：尼布加尼撒二世 

積極向外擴張 B.C 586 攻陷耶路撒冷，將猶太人俘虜，稱為「巴比倫之囚」 

建造空中花園 

滅亡：B.C 539 年亡於波斯，成為波斯帝國一部份 

兩河流域文明的成就 

文字：楔形文字 

創始：蘇美人時期由象形符號演變而來 

製作：用尖銳的蘆葦將文字寫於軟泥板上 

運用：商業契約 

沿用：蘇美人之後亦為其他民族採用 

印章：考古學家曾在兩河流域發現古印度印章，可見兩地已有互動 

文學：《鳩格米西史詩》最著名 

時間：B.C 2000～1800 年間 

發現地點：尼尼微城 

內涵：約有三千行，寫在十二塊泥版上 

悲觀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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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滅世的故事 與《舊約聖經》所提到的大洪水十分類似 

宗教： 

特色：多神信仰、自然崇拜 

媒介：祭司 也是兩河流域統治階級 

建築：高塔神殿 即《舊約聖經》中所謂｢巴別塔｣ 

科學： 

緣由：實用，或對宗教的需求 

成就： 

科學知識： 

Ⅰ 知道把圓分為 360 度 

Ⅱ 為測定地理位置，有經、緯度觀念 

建築技術進步：高塔神殿、空中花園 

天文學：迦爾底亞人最為擅長 

Ⅰ 記錄預測日、月蝕 

Ⅱ 一天 24 小時；一年 12 月；一月 30 日 

Ⅲ 一星期 7 天 

Ⅳ 黃道十二宮 

三、古代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的再認識 

羅塞塔石碑的發現 

時間：1798 年 

背景：法國人遠征埃及時於羅塞塔發現 

內容： 

分成象形文、埃及通俗體、古希臘文三段 

學者開始懷疑古希臘文是上面兩種不同文體的翻譯文 

破解：1820 年代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破解 

埃及研究的狂熱：學者們不斷發掘埃及考古文物，並運回英、法等國各大博物館收藏 

尼羅河孕育古埃及文明 

自然條件 

提供沃土、水源 

定期氾濫 

河谷的地理狀態 

與外界形成一個不相連接的島嶼，免於外來侵略 

造成古埃及文明封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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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政治 

歷史演進 

時  間 名   稱 特  色 

B.C 2686～2181 舊王國時期

建築金字塔，又稱「金字塔時代」 

有強而有利的政府 

晚期因為王權的式微而分裂 

B.C 2133～1603 中王國時期

再次統一，又稱「封建時代」 

在文藝方面出現許多故事、詩歌 

結束於貴族的動亂和外族入侵 

B.C 1567～1085 新王國時期

再次統一，又稱「帝國時代」 

向外擴張，擊敗西臺、亞述，把巴勒斯坦和南方

的努比亞納入勢力範圍 

君主－法老 

握有大權，具有神的地位 埃及土地的所有者和統治者，是太陽神的化身 

實施內婚制 與自己的姐妹結婚 

政教合一 兼具君主與大祭司雙重腳色 

屍體被妥善保存，以求永生 金字塔 

古埃及的文化成就 

文字－象形文字 

出現時間：B.C 3500 年左右 

演進過程：先有表象符號，後來加入表音符號 

消失：因為學習使用困難，漸漸被希臘文與希臘文拼音的方言取代 

文學 

與歌頌尼羅河和強調合作的團隊精神有關 

充滿宗教訓示 

多神信仰 

與一般人關係最密切的是陰間之神奧塞利斯 

科學 

目的：基於實用目的 

成就： 

天文學 

Ⅰ 太陽曆 為了解尼羅河每年定期氾濫情形，每年有 365 又 1/4 日 

Ⅱ 陰曆 宗教祭祀和禮儀的需要 

數學：為測量土地及建築方面的需求，發展出計算體積和面積的知識 

建築 

Ⅰ 金字塔 最有名的古夫金字塔動員十萬人，花 20 年的時間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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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神廟 堪拿克神廟（列柱神殿），為拉美西斯二世所建，為祭拜太陽神的最高

殿堂 

Ⅲ人面獅身像 據說是按照埃及法老海夫拉的面貌雕鑿而成 

三、印度古文明  

印度古文明的發現 

開端： 

時間：19 世紀後期 

成果：英國人發現印度河古河道，並在兩旁發現不少遺址 

進展： 

時間：20 世紀初期 

成果： 

英國學者進一步發現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兩座古城 

於印度河西部陸續發現類似遺址 

印度古文明的誕生 

出現時間：約在 B.C 4000 年起，印度河谷已有文化活動 

極盛時期：B.C 2300～1750 年間 

發展局限： 

東、北部是高山，南部是高原，西部則面向阿拉伯海 

陸上對外通道 經由今日的阿富汗、伊朗連結兩河地區 

印度古文明的特色 

良好的城市規畫 

棋盤式的布局 

衛生系統的設計 

有蓋板的排水系統 

倒垃圾的斜槽 

磚造建築物 

穀倉、水塔、大浴池 

已出現相當有規模的公權力組織 

重視雕刻和裝飾 

已有書寫的文字 

已知農耕 

種植大麥、小麥、棉花、瓜和椰棗（是全世界最早種植棉花地區） 

馴養大象和水牛 

製作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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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陶 使用｢陶輪｣ 

石器 

青銅器 刀、武器、碗和雕像 

社會：有階級之分 分成不同團體，居住在城裡不同區域 

富人 住在「上城」，為 2~3 層樓房 

窮人 住在「下城」，為簡陋平房 

印度古文明的結束 

時間：B.C 1500 年 

原因： 

北方阿利安人入侵 

印度河河谷環境發生劇變 旱災、地震、洪水 

四、中國古文明  

清末民初的考古成就 

思考中國人種和文明來源的問題 傳入了｢中國民族西來說｣和｢中國古文明西源論｣的

觀念（後來被推翻） 

疑古之風興起 顧頡剛的《古史辨》 

懷疑傳統中國的「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 

提出著名的「層累造成中國古史說」 

打破「民族出於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 

主張：利用古文字與古器物來考證古代史 

成就： 

以甲骨文證實了《史記.殷本記》所記載的商代先王世系 

糾正了《史記》部份的訛誤 

考古事業的進行 例如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現 

研究單位：民國 17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負責人：傅斯年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結果：證明了商代的存在 

多元文化發展的中國古文明 

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小米文化區 

起源：B.C 5000 年前 

文明進展： 

早期： 

Ⅰ農耕與畜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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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漁獵和採集比重仍大 

ⅱ選擇耐旱的小米為主要農耕物 

ⅲ畜養豬、狗等家畜 

Ⅱ定居形態 

ⅰ半穴居式住所 

ⅱ挖設防衛用的壕溝 

ⅲ有公共聚會及節慶儀式的場所 

Ⅲ工藝 懂得燒製粗糙的陶器 

後期 

Ⅰ 農業聚落擴大 武力衝突加劇，開始築城牆 

Ⅱ 青銅器用途擴增 禮器、樂器、兵器 

Ⅲ 階層分化明顯 權力和資源逐漸集中於少數人（統治階層） 

Ⅳ 王權國家形成 世襲制的王權國家出現 

以長江流域為主的稻作文化區：種植稻米，搭建干欄式房屋 

以東南沿海為主的根莖類作物區 

範圍：福建、廣東、台灣西岸 

農耕形態：刀耕火種 

第二節  哲學的突破 

一、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的先聲－愛琴海文明 

邁諾安文明 

時間：B.C 2500～1450 

位置：希臘半島南端的克里特島 

高峰期：B.C 1700～1450 年，以北岸的諾索斯城為代表 

特色： 

巨大宮殿 樓高數層，有庭園、倉庫、戲院、會議廳和辦公廳 

有供水與排水系統 

大量陶器與青銅工藝品 

無憂無慮、快樂富裕 雕刻家與畫家描繪出美好的景致、愉快的節日、令人興奮

的體育競賽 

衰落的原因：火山爆發 

邁錫尼文明 

時間：B.C 1300～12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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