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课程英文名称: Sino-U.S.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Tissues
课程号：405020232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秋季
总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国际政治学原理 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 台湾政治、口述当代中
国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面向对象：国际政治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国际政治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于分析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其走向，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
发展，通过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美台关系演变的系统分析，达到理顺历史脉络，明辨是
非曲直，着眼未来发展的目的。使青年学生能够对台湾问题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关注祖
国的统一大业，并成为两岸统一大业的积极推动者。同时，能够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理
解中国政府应对的原则、措施和政策，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在于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二、《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发展的阶段
知识单元 3：三、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目的与意义
知识单元 4：四、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学习方法
知识单元 5：五、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学习内容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第二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 年代的中美关系
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 年代初）
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二）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6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台湾概况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台湾概况
二、台湾回归祖国
三、国民党败退台湾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学习目标：
1．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2．掌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台湾的政策。
作业：
1．为什么说台湾 1945 年已经回归祖国？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战后美国对台政策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二、
三、
四、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国内对台湾问题的争论
美国国内对台政策的初步酝酿
美蒋矛盾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2. 掌握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湾政策的几次调整。
作业：
1．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朝鲜战争影响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朝鲜战争爆发
二、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三、台湾问题成为国际问题
四、中国政府的态度
五、蒋介石的打算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2. 掌握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湾政策的几次调整。

作业：
1．为什么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2.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解放台湾的影响？
3.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反攻大陆？
参考书目：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二、三、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4．《周恩来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4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6．陶文钊 主编 （1949——1972）《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7. 沈志华 杨奎松 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 卷本）东方出版中心 2009
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9．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7
10．袁明、哈里•哈丁主编：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11．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 1990
12．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 1979
13．《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1982
14.【美】司徒雷登 著《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 黄 山书社 2009
15.【美】克雷 著 王启明译《陆军五星上将乔治·C·马歇尔——军人和国务活动家》 军
事谊文出版社 2004
16．李松林 《蒋氏父子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1
17.【美】陶涵 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
18.【台湾】阮大仁 著 》《蒋中正日记揭秘》华文出版社 2012
19. 张秀章编著 《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册）团结出版社 2007
20．孙宅巍 著 《蒋介石的宠将陈诚》，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1. 陈诚 著 《陈诚回忆录 ——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 2011
22．张耀武 著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 2004
23．袁成毅 钱志坤 主编 《1949 年以前的台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24．陈小冲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5．[台湾] 宋光宇 《台湾史》 人民出版社 2007
26.李善惠 著《金门之殇——来自台湾的一位参战老兵亲口讲述的历史》 2012
27.王洪光 著《追思金门战役》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
28．Alexander, Bevin,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1986
29．Blum, Robert.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1982.
（三）第二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 年代的中美关系 6 学时
知识单元 1. 第一节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美台关系的密切往来
二、美蒋矛盾
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四、武力“解放台湾”口号的提出
五、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学习目标：
1． 了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关系的密切往来。
2． 了解武力“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
3． 了解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4． 掌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5． 掌握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决策。
作业：
1．《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1954 年为什么再次提出武力解放台湾？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美蒋声明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立
二、“和平解放台湾”口号的提出
三、蒋介石“反功大陆”口号的提出
四、炮击金门始末
五、美蒋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矛盾
六、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建立的背景。
2． 了解“和平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
3． 了解蒋介石“反功大陆”口号提出的背景。
4 .了解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5. 掌握美蒋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矛盾。
6. 掌握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作业：
1．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作用和影响？
2.50 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3.台湾问题上的“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第三次台海危机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大陆左倾政策
二、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局势
三、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骚扰
四、中美联手反对蒋介石进攻大陆
五、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六、“一纲四目”的提出

学习目标：
1． 了解 60 年代初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的背景。
2． 了解“一纲四目”提出的背景。
3 .了解第三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4. 掌握美蒋在对大陆骚扰问题上的矛盾。
5. 掌握“一纲四目”的内容。
作业：
1．三次台海危机的背景、过程和结果？
2. “一纲四目”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第一至十集，1949—1963 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1965
3. 沈志华 唐启华 主编 《金门：内战与冷战》九州出版社 2010
4 沈卫平著《8.23 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 2006
5. 徐焰 著《金门之战 1949——1959》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6. 李显荣著 《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人民出版社，2008
7．费正清 著 《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8．苏格著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9．曹治洲 余克礼主编 《台湾问题实录》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2

10．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 1978
11．罗•费•伊万诺夫：《艾森豪威尔传》，新华出版社 1987
12．《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13．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1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15．秦风 编著 《岁月台湾》（1900—20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6．王光远 《蒋介石在台湾》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7．戴超武 著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8．张春英 《海峡两岸关系史》（1—3 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9．刘丕林 《国共对话秘录》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20．Blum, Robe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1966.
21．Buhite , Russell 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1.
（四）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 年代初）6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中美关系改善与美台关系的变化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
二、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
三、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四、台湾当局的态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
2．了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3. 掌握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尼克松下台与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1974 年尼克松下台
二、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
三、福特总统的对华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 70 年代中期的美苏关系。
2．掌握福特总统的对华政策。
作业：
1．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二、中美建交谈判
三、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
四、台湾当局的恐慌
五、《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2．了解中美建交谈判的大致过程。
3. 了解《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背景。
4. 掌握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内容。
5. 掌握《告台湾同胞书》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告台湾同胞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与台湾关系法》和《八·一七》公报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卡特总统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的背景
二、《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三、《八·一七》公报的背景
四、《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台湾关系法》的背景。
2．了解《八·一七》公报的背景。
3. 掌握《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4. 掌握《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王锦侠 张奇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金羽 《邓小平国际战略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4．陈敦德 《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昆仑出版社，1988
5．刘德喜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6．周盅菲 《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7．[美]霍尔德里奇 《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宫力 《跨越鸿沟——1968——1979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9．彭谦等 《中国为什么说不？——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 新世界出版社，1996
10．[美]卡恩著，陈亮等译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华出版社，1980
11．[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1987
12．[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译 《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7
13．[美]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4．熊志勇 《百年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5．[美] 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6．[美] 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17． 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8．唐下瑞 《1969.1—1999.12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0．[美] 基辛格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9
21．王立 《回眸中美关系中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2．甘观仕等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23．刘红 郑庆勇 著 《国民党在台 50 年》 九州出版社 2001
24．王长鱼主编 《一国两制与台湾》 华文出版社 1996
25．刘映仙 殷存毅著 《跨越海峡的桥梁》 台海出版社 1999
26．李仁 李松林主编 《台湾四十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27．郝雨凡 张燕冬 著 《无形的手》 新华出版社 2000
28．李松林 著 《晚年蒋经国》 九州出版社 2006
29．王红续 著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九州出版社 2004
30．宋连生 巩小华编著 《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 云南人民出版社
31.【美】卡特 著 赵正祥译 《永活的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五）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中美双方重新审视对方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
二、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
三、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6 学时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及过程。
2．了解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3. 掌握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
作业：
1． 美国“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
二、 美国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态度
三、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
2．掌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要内涵。
3. 掌握美国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态度。
4. 掌握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作业：
1．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及主要内容是什么？
2．美国为什么继续向台湾出售高精尖武器？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是什么？
3．
4．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王锦侠 张奇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金羽 《邓小平国际战略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4．甘观仕等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5．刘红 郑庆勇 著 《国民党在台 50 年》 九州出版社 2001
6．王长鱼主编 《一国两制与台湾》 华文出版社 1996
7．刘映仙 殷存毅著 《跨越海峡的桥梁》 台海出版社 1999
8．李仁 李松林主编 《台湾四十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9．郝雨凡 张燕冬 著 《无形的手》 新华出版社 2000
10．李松林 著 《晚年蒋经国》 九州出版社 2006

11．王红续 著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九州出版社 2004
12．宋连生 巩小华编著 《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3.【美】陶涵 《蒋经国转》 华文出版社 2010
14.【美】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六）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10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冷战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
二、台湾问题的突出

学习目标：
1. 了解 90 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2. 了解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
3．掌握冷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
作业：
1. 为什么冷战后台湾问题日益突出？
知识单元 2：“一国两制”政策的发展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坚持“一国两制”
二、胡锦涛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
三、习近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新主张

学习目标：
1. 了解冷战后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背景。
2．掌握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美对台政策的调整：以台制华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
二、小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

三、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2．了解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3．了解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4. 掌握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5. 掌握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6. 掌握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作业：
1. 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台湾自身政策的变化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蒋经国后期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
二、李登辉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三、陈水扁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四、马英九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蒋经国后期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调整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李登辉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3.掌握陈水扁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4. 掌握马英九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作业：
1．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2．“一国两制”有何新的发展？
3．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实质是什么？
4．台湾自身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参考书目：
1．彭付芝 编著 《台湾政治与经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永钦 主编 《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 新华出版社 2003
3．李义虎 主编 《政治赌博中的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4．陈凇山 主编 《跨世纪台湾政界人物》 新华出版社 1998
5．张冠华 著
《跨越新时期门槛之路》 台海出版社 1998
6．王功安 陈奇文 曾宪林 主编 《国共两党关系概论》 武汉出版社 1996
7．徐学讲主编 《危险的一步——李登辉“两国论”真面目》新华出版社 1999
8．许介鳞 著 《李登辉与台湾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窦应泰 著 《李登辉弄权秘录》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10．郝雨凡 张燕冬 主编 《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 走向》 新华出版社 2001
11．范丽青著 《台湾变局——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权争战》 新华出版社 1998
12．李家泉著 《两岸“双赢”之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
13．许世铨 编 《台海风云录》 华艺出版社 1998
14．许世铨 著 《激荡中的台湾问题》 九州出版社 2007
15．谢正一 [台湾] 《一个中国与统独大战》 台湾 环宇出版社 1995
16．邵宗海 [台湾] 《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 台湾 华泰书局 1994
17．范希周 主编 《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 九州出版社 2005
18．陈峰强 范玉周 著 《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 群众出版社 2000
19．[台湾] 李敖 李庆元 著 《陈水扁的真面目》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4
20．范永江 著 《马英九传》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6
21．丁松泉 著 《中美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 编 《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2006 年重要谈话和文章选
编》（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7
23．彭光谦 著 《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2006
24．李铁城 钱文荣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25．孙哲 主编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6．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台湾 2004》 九州出版社 2005
27．刘卫兵 著 《随访连战的日子》 九州出版社 2007
28．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编 《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 九州出版社 2004
29.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编 《“九二共识”历史存证》 九州出版社 2005
30 徐博东等著 《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九州出版社 2009
31.唐桦 著 《两岸关系中的交往理性》九州出版社 2011
32.周志怀 主编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九州出版社 2010
33.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 编 《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2008.5）九州出版
社 2010
34.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编 《两岸关系新里程》九州出版社 2008
35.李宝明 著 《两岸经济关系 20 年：突破与发展历程的实证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7
36 孙云 著 《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两岸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37.李义虎，海龙，张植荣 著《海峡两岸关系舆情调研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38.吴心伯 主编 《21 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时事出版社 2013
39.刘振涛 等著 《两岸和平发展战略》 学习出版社 2014
40.蔡永飞 著《国民党、民进党和两岸关系》 团结出版社 2015
41.【美】沈大伟 《缠绵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新华出版社 2015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1.

导论

学
时

备

注

2

2.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6

3.

第一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 年代的中美关系

6

4.

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 年
代初）

6

5.

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6

6.

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10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口述当代中国外
交、台湾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专业知识背景，
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国际组织》、
《当代中国外交决
策分析》、
《外交谈判》等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
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富学生的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台湾问题的由来
2．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台湾的态度
4．《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5．三次台海危机
6．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立
7．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8．中美三个公报的主要内容
9．《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10．“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11．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12．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13．冷战后台湾问题的突出
14．“一国两制”政策的发展
15．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16.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

拟、辩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
究现状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
由全班同学评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
选用教材

1. 孙岩编著《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