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理  大  學    一○八 學年度第 一 學期教學計劃表 

科目名稱：(中) 旅遊與文化                                     (英) Tourism and Culture 

授課教師：邱茂波            系別：通識教育中心人社學科           ▓專任  兼任 

開課班級 □校訂共同必修      □通識核心必修     ▓通識分類選修 

學分數     2  學分   2 小時       預備知識：  

授課方式 ▓口頭講授    ▓分組討論   ▓媒體教學   □上機實習   □其他（請詳述於後） 

教學

目標 

中文 

本課程擬由旅遊世界各地的觀點，去發掘藏在旅遊地點背後的歷史、文化、宗教、

政治等元素，藉由深度地探討，去了解到各地旅遊景點背後的種種歷史人文軌跡；

進一步地由此不同的人文背景的探索，去深入理解不同種族之所以存在的方式，以

使學員去理解、尊重、珍惜各地的歷史、文化、宗教等元素，藉此讓學生開拓出世

界的心靈，而有世界一家、四海皆兄弟的意識；並且在他們的心田播下世界和平的

種子。 

英文 

This course is inten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other 

elements hidden behind the tourist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ourism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in deep discussi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humanistic 

trajectories behind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arious places; Exploring this different 

humanistic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the ways 並 in which different races exist,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respect, and cherish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each 

place, so that students can open out the world’s soul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a brother in 

the world an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lant peace seeds in their heart.   

教材課本 自編教材 

參考書籍 

1.H.G.Wells 著，大林編輯譯《世界史綱》上、下冊。臺灣台北：大林書店。 

2.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上、下冊。臺灣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3.布羅諾斯基著，漢寶德譯《文明的躍升─人類文明發展史》。臺灣台北：景象出版社。 

4.史賓格勒著，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臺灣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5.法伊阿本德著，結構群編譯《自由社會中的科學》。臺灣台北：結構群文文事業有限公司。 

6.羅素著，張易譯《世界之新希望》。臺灣台北：國立編譯館。 

7.陳正茂、林寶琮《世界文化史》。臺灣台北：新文京出版公司。 

8.達摩難陀法師著，釋印海、張大卿譯《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臺灣宜蘭：中華印經協會印。 

9.《聖經》。 

10.《可蘭經》。 

教學進度 

及內容 

授 課 進 度 表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 

1 
導論 

說明開設此課程之目的與課程目標,及作業、評分說

明。 

2 台南市赤崁樓、孔廟與

武廟 
明鄭時期在台灣的開拓與經略。 



3 北京故宮 北京故宮的歷史點滴與建物介紹。 

4 
黑龍江省出河店古戰場 

懸空寺 

遼金會戰—以少勝多之古戰場。 

 

三教合一之千年古寺。 

5 日本京都、奈良介紹 兼論日本天皇制度，及日本菊與劍的文化性格。 

 佛教的誕生地--印度菩

提迦耶、靈鷲山 

西藏大昭寺、小昭寺 

佛教思想介紹。 

藏傳佛教的介紹。 

7 回教聖地—麥加、麥地

那 
回教的源起與宗教思想之介紹。 

8 耶路撒冷 

 

土耳其君士坦丁堡 

三大天啟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回教之聖地， 

兼論耶路撒冷的宗教歷史與戰爭。 

東西文化、宗教之交會地。 

9 期中考  

10 希臘雅典 西方文化源頭地，兼論中西方文化之差異。 

11 羅馬 

 

巴黎 

古羅馬帝國下的歷史古城，兼論古羅馬帝國對世界

之影響。 

世界藝術之都 

12 牛津、劍橋 兼論西方大學之歷史與其影響。 

13 西班牙、葡萄牙 回溯大航海時代之歷史，與對世界之影響。 

14 埃及金字塔 古埃及文明之介紹。 

15 聖彼得堡、莫斯科 往昔之蘇俄，與今日之俄國的勢力與其影響。 

16 華盛頓：迎領世界 

        之強權 

哈瓦那：頑抗強權 

        之共產國 

        家 

美國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與美國國家性格之分

析。 

古巴的殖民、多元文化，及其頑抗美國之路。 

 

17 新加坡 

文萊 

彈丸之地生存之道。 

得天獨厚之社會福利之國度。 

18 期末考  
 

本課程能達成 

通識之教育目標 

＊請老師勾選 

(複選)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品德及人文教養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自我學習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愛護地球環境與保育生命的人。 

 學生基本素養 

＊請老師勾選 

(複選，並填寫權

重。權重總分需為

100分。) 

□人文反省素養。權重 35  % 

□溝通表達素養。權重 20 % 

□社會實踐素養。權重 20 %  

□多元文化素養。權重 25  % 

□自然與健康素養。權重  % 



□資訊素養。權重  % 

□體育素養。權重  % 

成績考核方式 
期中考：30   %、期末考：35   % 、團體成績 20   %、出缺席及上課態度： 15  

% 

老師基本資料 

E-mail:tidatidac@yahoo.com.tw 

教學網站: http://tidatida.mtwww.mt.au.edu.tw/front/bin/home.phtml 

電話(公)(02)26212121             ext. 7721 

辦公室時間:  

地點: G02 

備註 
為鼓勵評分方式之多元化，避免僅以期中及期末考為評分依據，請詳述成績考核方

式，並於開學時宣佈，以強化學習效果。 

 

http://tidatida.mtwww.mt.au.edu.tw/front/bin/home.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