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應史學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綱要格式
一、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委員會通過，任課教師不可異動部分）
課程代碼

PGUX005

課程名稱

歷史與地方史寫作

英文課名

History and Local History Writing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

總學分數

2

每週授課
時數

2

開課班級

應用史學學分學程

先修課程
中文簡介：
藉由認識地方史的內涵，使學生能應用地方文獻與史料學習地方史志編纂的方法，
進而走出一條多元而有創造性的歷史應用之路。
課程簡介

英文簡介：
By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local history, to apply local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compile local gazetteers, furthermore, students
can create a diversity way of application of history.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可自行增列）
1

2

3

4

5
6

瞭解地方史重要性及其與國史的關係

認識地方文獻種類、性質與用途。

理解地方史編纂理論與方法。

培養撰寫地方史的興趣與能力。

對應本學程核心能力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7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具備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

□具備歷史專業知識

□ 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

□跨學科技能與史學結合之能力□掌握社會變遷與文化趨勢之能力
□主動觀察與解決問題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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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志汶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一、導論：地方、地方史與國史
二、地方文史運動與地方史
三、大家來寫「村史」運動
四、地方史的類型與內涵
五、地方史資料與利用—地方志書
六、地方史資料與利用—檔案、古文書契、族譜
七、地方史資料與利用—政府出版品、地圖、影像資料
八、地方史資料與利用—網站與資料庫
九、口述史的採集與應用
十、田野調查的理論與實際
十一、地方史編纂理論
十二、地方史編纂實務（一）
：以《沙鹿鄉志》、《新修霧峰鄉志》、《重修路竹鄉志》為例
十三、地方史編纂實務（二）
：村史、導覽手冊、鄉土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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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法

說明
（可說明實施細節）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以家鄉所在之鄉鎮市（區）為範圍，蒐集相關出版品，做一回顧與展望。
出版品種類如下：
（1）鄉鎮市（區）志（無鄉鎮市（區）志者，改以縣市志）

 ★作業

75

（2）政府出版品（縣市文化局（處）、文化中心、文獻會、基金會等）
（3）專書
（4）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
（5）網站、新聞報導、影像資料等

（可說明評量細節或欲評量之核心能力）

 期中考
 期末考
 ★課堂討論參與

15

 ★出席

10

 報告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一）專書
方豪《方豪教授台灣史論文選集》，台北，捷幼出版杜，1999 年 12 月。
王世慶《台灣史料論文集》，上、下，台北，稻鄉出版社，2004 年。
王良行《鄉鎮志纂修實務手冊》
，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中部辦公室，1999 年。
吳密察、陳板《村史運動的萌芽》台北，唐山書店，2000 年
吳密察等《台灣史料集成提要》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 3
月。

參考書目

宋建成主編《台灣文化紀錄：地方志暨縣市文化局出版目錄》
，台北，國家
圖書館，2002 年。
來新夏《中國地方志》，台北，台灣商務，1995 年。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學生
書局，1998 年。
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
林美容《鄉土史與村莊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 年
韋煙灶《鄉土教學及教學資源調查》台北，台灣師大地理系，2002 年
國史館台灣文獻管編輯組《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8 年。
國立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館藏與台灣史研究論文發表研討會彙編》，台
北，該館，1994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台灣文獻書目解題．第
一種方志》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87-1997 年。
國立台南師院《鄉土文化教育學術研討會》台南，台南師院，1996 年
國家圖書館《認識台灣古書契》，台北，國家圖書館，2007 年
張炎憲等編《台灣史與台灣史料》，台北，自立晚報，1993 年。
張炎憲等編《台灣史與台灣史料 2》
，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
許雪姬、林玉茹編《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1995 年。
陳板《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中，省文化處，1998
年
陳捷先《清代台灣方志研究》，台北，學生書局，1996 年
黃秀政《台灣史志論叢》，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田野與研究》台北，南天書局，2008 年
廖嘉展《老鎮新生：新港的故事》，台北，遠流，1995 年。
劉還月編《地文史工作室現況初探》
，台北，文建會委託計畫案，1999 年 9
月。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實務指南》
（第
二版）
，中國北京，當代中國，2006 年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1997
年
Ken Howarth 著、陳瑛譯《口述歷史》，台北，播種者，2003 年

（二）期刊論文
尹章義〈方志體例的創新與新史料的運用--以新莊志為例〉
，
《漢學研究通訊》
3：3，1984 年 7 月，頁 147-149。
尹章義〈清修台灣方志與近卅年所修台灣方志之比較研究〉，
《漢學研究》，
3：2，1985 年 12 月，頁 233-265。又收於《台灣開發史研究》
，台北，聯

經出版公司， 1989 年 12 月，頁 477-526。
尹章義《地方志修纂的理論與實務--以新莊志、新店志、泰山志、五股志為
例所作的說明)，收於《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18 輯，台北，中
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6 年 12 月，頁 139-206。
王世慶〈台灣地區族譜與古文書之蒐集與應用〉
，收於氏著《台灣史料論文
集》
（上）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4 年
王世慶《日據時期台灣官撰地方史志的探討〉，《漢學研究》，3 卷 2，1985
年 12 月，頁 317-348。
王爾敏〈地方史乘保存與纂輯〉，《台灣文獻》49 卷 3 期，南投：台灣省
文獻委員會，1998 年 2 月
卡鳳奎〈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台灣地方志書一覽表〉
，
《台灣文獻》54：1，2003
年 3 月，頁 249-294。
吳文星（試論鄉土志之纂修——以《頭城鎮志》為例），《史聯雜誌》22，
1993.6，頁 58-66。
吳文星〈論鄉鎮志教育志之纂修－以《頭城鎮志》、《草屯鎮志》、《石
門鎮志》為例〉，《台灣文獻》49 卷 3 期，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1998
吳學明〈鄉土史史料〉
，收於台南師院《九年一貫課程教與學—社會學習領
域》
，台南，台南師院，2003 年，頁 156-169
吳學明〈鄉土史田野工作的理論與實際〉
，收於台南師院《九年一貫課程教
與學—社會學習領域》，台南，台南師院，2003 年，頁 141-155
吳學明〈鄉土史研究法〉
，收於台南師院《九年一貫課程教與學—社會學習
領域》
，台南，台南師院，2003 年，頁 130-140
杜正勝〈鄉土史與歷史意識的建立〉
，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
師範大學歷史系，
《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
館台灣分館，1997 年，頁 1-13
周樑楷〈認識你自己—大家來寫村史與歷史意識的自覺〉
，
《當代》211，2005
年 3 月，頁 52-61。
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
（第 2 篇第 1、
2 章）
林玉茹〈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台灣方志的發展〉
，
《台灣文獻》50：4，
1999 年 12 月，頁 235-289。
林美容〈確立地方志的新傳統—兼論台灣史學的奠基〉，《方志學與社區鄉

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81-98。
林玉茹〈歷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台灣地區的研究為例〉，《東台灣研究》
7，台東：東台灣研究會，2002
姚誠〈在鄉土發現歷史—論鄉土意識與歷史意識〉
，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台
灣分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 年，頁 109-124
高志彬〈台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
，
《台灣文獻》49：3，1998 年
9 月，頁 187-205。
高志彬〈台灣方志纂修概況與內容特質〉，《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5
期，1990 年 6 月，頁 36-43。
康原〈常民生活史的書寫策略〉
，彰化縣文化局《彰化村史與社會變遷史研
究：2010 年研討會論文選輯》2010 年，頁 355-372
張中訓〈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初探─以臨溪社區錄音訪談為例〉，《東吳歷
史學報》6，2000 年，頁 91-128。
張炎憲〈宜蘭縣史纂修的特色與精神〉，收於《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 18 輯，台北，國史館，1996 年，頁 38-67。
張炎憲主持〈地方史志的回顧與展望〉
，
《宜蘭文獻雜誌》77、78，2006 年
12 月，頁 160-200。
張素玢〈文獻搜集與地方史志研究—以彰化二水鄉為例〉，《國家圖書館館
刊》2002 年 2 期，頁 35-51。
張素玢〈文獻蒐集與地方史志研究〉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學系
列講座專輯（二）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2010 年，頁 113-137。
張婉琳〈認同的力量：彰化地區村史撰述運動對於地方意識建構及文化場
域生成之影響〉
，彰化縣文化局《彰化村史與社會變遷史研究：2010 年研
討會論文選輯》2010 年，頁 331-353
許雪姬〈史學與史料：談口述歷史與歷史研究〉，《兩岸發展史學術演講專
輯》5 輯，桃園，中央大學，2008 年 11 月，頁 35-53。
許雪姬〈臺灣口述史的回顧與展望：兼談個人的訪談經驗〉，《兩岸發展史
學術演講專輯》5 輯，桃園，中央大學，2008 年 11 月，頁 55-68。
許雪姬〈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
，《宜蘭文獻雜誌》71、72，2005 年
6 月，頁 4-37。
郭佳玲〈論戰後台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
，
《台灣文獻》61：1，
2010 年 3 月，頁 213-237。

郭佳玲〈論戰後臺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台灣文獻》61：3，
2010 年 3 月，頁 213-237
陳其南〈歷史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社區產業發展〉，《歷史月刊》123，1998
年。
陳板〈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從「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出發的文史搜索
運動〉
，
《台灣文獻》54：2，2003 年 6 月，頁 343-376
陳進金〈大家來寫歷史：口述歷史及其運用〉，李道緝《通識歷史》台北，
二魚文化，2008 年，頁 52-71
陳鴻圖（歷史知識的學習與運用——以北區大學歷史系（所）與臺灣鄉鎮
志的纂修），《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 年 10 月，頁
299-324。
陳鴻圖〈「東台灣」歷史學研究的回顧—以政府出版品為中心〉，《東台
灣研究》10， 2005 年
曾鼎甲〈戰後臺灣方志纂修的傳統：兼論省通志的綱目編體〉，《台
灣文獻》61：1，2010 年 3 月，頁 63-127
黃秀政〈戰後台灣方志的纂修，1945-2005〉，《台灣文獻》，57：3，2006 年
9 月，頁 289-345。
黃紹恆〈台灣總督府檔案的周邊與其運用〉，《台灣總督府檔案之認識與
利用入門》，南投：國史館台灣文獻館，2002 年。
楊翠〈說地方的故事—彰化村史的書寫意義〉國史館灣文獻館《方志學理
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2008 年，頁
385-408。
溫振華〈解讀古書契‧認識老台灣〉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珍藏台灣古
書契展覽圖錄》台北，該館，2006 年，頁 1-10
廖忠俊〈戰後台灣刊印之鄉鎮市地方志〉，
《玄裝社會科學學報》，第 2 期，
2004 年 8 月，頁 305-325。
蔡米虹〈台灣古文書的蒐集與整理初探〉，
《台灣史料研究》30，200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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