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應史學程課程綱要
一、課程基本資料（任課教師不可異動部分，同一課程名稱此部分應相同）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古蹟導覽與文化旅遊

英文名稱

Historical Sites Guidance and Cultural Tourism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學分數

2

每週授課時數 2

開課系級

歷史學系

選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的目的在訓練學生運用人文知識的基礎，探求人類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古
蹟是瞭解過去歷史最親和而具體的途徑，透過旅遊方式則更能實現感知、瞭解、體
察人類文化的內容。本課程使學生由觀察、認識到敘述，從而將外在的感知內化為
保存維護文化資產的積極態度，並經由深度旅遊和導覽解說的帶領，體驗文化的溫
暖。

課程目標

對應學程核心能力

█1-2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1 及應用史料之基本能 █2-1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2-2 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力
□3-1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4-1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1-2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具備運用史學專業知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2 識結合文化產業之基 □2-1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2-2 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本能力
□3-1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3-2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1-2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具備古蹟導覽與文化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3 旅遊規劃與實踐的基 █2-1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2-2 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本能力
█3-1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4-1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1-2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使 學 生 明 瞭 物 質 文 □1-1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4 化、非物質文化與世界 █2-1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2-2 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發展的關係
□3-1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4-1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張素玢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第 一 週 引言、課程介紹
第 二 週 認識古蹟
第 三 週 文化資產維護
第 四 週 臺灣傳統建築形式
第 五 週 解讀古蹟

――

廟宇

第 六 週 人與環境 ―― 臺灣傳統民宅
第 七 週 古蹟解說技術

――

實務操作與示範

第 八 週 以師大為起點的古蹟探查
第 九 週 分組活動
第 十 週 文化嬉遊
第十一週

世界文化遺產

第十二週

台灣的文化觀覽與產業

第十三週

全球化與地方特色文化

第十四週

在地學習 參與式工作坊

第十五週

在地學習 參與式工作坊

第十六週

壯遊、遊學、打工旅遊

第十七週 自導自遊――走不一樣的文化路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教學方法
方式
█
█



█
█
█




講述法
討論法
問題解決教學
合作學習
實驗/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專題研究
其他：

說明

文化地圖或旅遊地圖設計
在地學習(找一文化景點舉辦工作坊)
雲端導覽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實地解說古蹟
模擬華語導遊人員應試科目考試或學生實際參加證照考試 通
過考試取得證照者分數比重提高

█

作業

10%

█

期中考

30%

 期末考
█

課堂討論參與

10%

█

出席

20%

█

報告

30%

規劃文化旅遊路線並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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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相關之網頁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
臺灣各地的古蹟查詢：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ultureAssetsSearchAction.d
o?method=doSearchBuilding&menuId=308&iscancel=true
文化部－－文化旅遊：
http://tour.moc.gov.tw/frontsite/index.jsp
文化資產保存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01
旅遊服人員服務手冊：
http://ti.au.edu.tw/svctraining/data/ch4.pdf
台灣古蹟學習知識庫
http://210.240.188.84:8081/monuments/
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dlm/web/link.htm
可申請之計畫甄選或相關活動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受理 18 條動線導覽申請計畫：
http://www.chr.taipei.gov.tw/ct.asp?xItem=179593&ctNode=6355&mp=119031
證照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規則：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
_id=320&laws_id=119
徵文活動
都會風華－2012 新北市．心體驗徵文活動
http://www.nhnt.org.tw/list.aspx
東部海岸小故事大感動﹣召你一起來
http://220.134.37.248/eastcoast/
2012 旅行臺北 發現最美（每年徵稿）
http://taipeitravel.net/tourTaipei/
數位臺灣客家庄－客家之美
http://archives.hakka.gov.tw/event101C/
青年壯遊中程計畫：
http://tour.youthtravel.tw/grandtour/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