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  

                                                                                          <1050112版> 

科號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30 

上課時間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旅讀課程系列：  

「地利人和」─ 旅讀新竹自然與人文歷史 

科目英文名稱 
Nature and humanity harmony/a brief visit to Hsinchu’s natural and human 

histories 

任課教師 游能悌、張繼瑩 

擋修科目 
已修「上山下海看台灣地質歷

史」同學請勿選修 
擋修分數 3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第一階段授課時間為 109/7/6(一)-109/7/10(五) 8:00-

18:30。 

第二階段授課與成果發表為開學後進行，時間於第一階段課

程中宣布。 

*欲修習課程的同學需前往通識中心網站

(http://cge.nthu.edu.tw/travel-study/)進行修課申請。 

*請先閱讀課綱以及通識中心專頁之說明 。 

 

本課程以歷史與自然環境為主軸，結合藝術、人類學調查與文化資產等

議題，組成新竹地方知識的系列課程，以探索作為自然環境的新竹與人

類活動的新竹，並從自然環境與歷史的脈絡，討論兩者對生活的體驗、

藝術的啟發以及至今產生的影響。課程除了教室授課外，同時也安排田

野調查，讓學習者靠自己的腳步與觀察，思考所學習的知識。 

    新竹在板塊運動下所形成的地形與可用運的資源，產生新竹地區的地

景與產業，課程設計即安排地球科學相關課程以及實際考察竹苗油氣資

源、玻璃砂況與煤層，引導學習者進行地質探勘報告。在歷史的歷程

中，新竹經歷漢人與原住民的交融、地方動亂以及殖民經驗，這些都顯

現在族群與生活上，課程設計以整體史的概念，對新竹進行微觀與宏觀

的考察，並從采田福地、土牛溝、義民廟、宗祠與城區廟宇等遺跡，具

體而微體會時代變化，並指導學習者完成個人田野調查報告。 

     課程學習後，學習者最少得到三個層次的知識與能力。其一、從多學

科角度理解新竹地方知識；其二、連結學術與研究現場的印證關係；其

三、學習觀察、探究與實作的基礎研究能力。透過這三個層次的學習，

使學習者具有進一步反思經濟成長、環境保護與社會進步等相關議題的

基礎學養，並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指定用書 無固定指定用書，閱讀材料詳列於各講之中。 

三、參考書籍 

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

政府文化局，2018） 

林書帆等，《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台北：

衛城出版，2017） 

林開忠等，《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左岸文

化，2019） 

馬孟晶主編； 蕭亦芝，彭若涵，黃琪惠著，《融匯與傳承：清領到日治

時期新竹美術史》（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20)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之教學方式為教室授課與田野調查教學。為強化教學效果，因此

本課程開設於暑假之初，以連續五天的時間集中授課，並於課後進行討

論與分享。 

第一階段教室授課共計 22小時。主要有歷史與自然環境兩大部分，歷

史課程由張繼瑩老師負責，自然環境課程由游能悌老師負責，並於課程

中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講座。 

田野調查共計 16小時。行程詳列於課程大綱，課程分兩天進行，由張

繼瑩老師與游能悌老師共同授課，帶領同學進行現場探勘與考察。 

第一階段課後討論共計 3小時。教室課程課後有一小時討論時間，由助

教與授課教師共同負責。 

第二階段教室授課共計 9小時。主要以研討的方式針對小組研究、調查

報告進行指導。由張繼瑩與游能悌老師共同授課。 

成果發表共計 5小時。開學後進行。 

總計課程 55小時。 

五、教學進度 

日期 教學進度 閱讀材料 

第一日 

7/6(一) 

單元一  豐富多元的新竹地景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注意事項說明 

 1010-1200「北臺灣」概念的歷

史考察  

✧ 1200-1300 午餐（認識師長與學

員） 

✧ 1320-1510從十八尖山看台灣山

脈的形成  

✧ 1530-1730形象與心象：李澤藩

畫筆下的新竹地景(馬孟晶老師) 

✧ 1730-1830 小組討論 

● 陳國棟，〈臺北與

海洋——現實生活

與集體記憶〉，

《臺北文獻》156 

(2006)，頁 1-20。 

● 林欣宜，〈十九世

紀下半葉竹塹商人

面臨的困境〉，

《臺灣史研究》

20：1(2013.3)，頁

47-78。 

● 台灣板塊構造  與

地震（郭陳澔，

2015） 

● 幫火山把脈的地震

監測（林正洪，

2015） 

● 王淑津，〈永恆的

家園風景－記李澤

藩的水彩畫作〉，

收入《藝鄉情真－

李澤藩逝世十周年

紀念畫集》（台

北：國立歷史博物

館， 1999），頁

45-57。 

● 黃琪惠，〈推動現

代美術的機制〉，

《融匯與傳承：清

領到日治時期新竹

美術史》（新竹

市：新竹市文化

局，2020）。 

第二日 單元二 環境、資源與社會 ● 台灣的油氣田（黃



7/7(二) ✧ 0800-0850 集合與繳交第一次作

業 

✧ 0900-1200從玻璃工業看新竹的

自然資源與環境安全 

✧ 1200-1300 午餐 

✧ 1320-1450田野文獻導讀 

✧ 1500-1700黃旺成日記介紹：新

竹文青筆下的自然與人文(許雪

姬老師) 

✧ 1710-1810小組討論 

旭燦、陳耀輝，

2017） 

● 新竹玻璃的故事

（陳錦昌，2016） 

第三日 

7/8(三) 

單元三  田野課程一：環境與資源考

察 

✧ 0730-0800 集合與繳交第二次作

業 

✧ 0800-1700苗栗出磺坑氣田與油

礦博物館、明德水庫玻璃砂礦與

煤層、十八尖山地質考察 

考察主題： 

1. 竹苗地質與資源

現場 

2. 博物館式呈現與

體驗地質現場 

3. 配合考察文獻一 

第四日 

7/9(四) 

單元四  歷史遺跡、文化資產與調查

工作 

✧ 0800-0850 集合 

✧ 0900-1200日常生活的歷史：延

續、累積與斷裂 

✧ 1200-1300 午餐 

✧ 1310-1510文資的概念與運用(榮

芳杰老師) 

✧ 1530-1730田野研究的技藝(賴婉

琪老師) 

✧ 1730-1830小組討論 

● 曾品滄，〈辦桌—

—清代臺灣的宴會

與漢人社會〉，

《新史學》21：4

（ 2010 年 12

月），頁 1-55。 

● 呂紹理，〈日治時

期台灣的旅遊活動

與地理景象的建

構〉，收入蘇碩斌

主編，《旅行的視

線：近代中國與臺

灣的觀光文化》

（臺北：群學出版

社， 2012），頁

231-276 

● 陳如珍，〈田野中

的圓滿：你那個研

究還沒做完嗎？〉 

● 方怡潔，〈從村莊

到工廠：田野中的

魔幻與隙縫〉，收

入《辶反田野：人

類學異托邦故事

集》（台北：左岸

文化，2019）。 

 

第五日 

7/10(五) 

單元五  田野課程二：人群與生活考

察  

✧ 0730-0800 集合與繳交第三次作

業 

✧ 0800-1700 新埔吳濁流故居、竹

北褒忠義民廟、竹北采田福地、

考察主題： 

1. 區域開發與人群

生活變遷 

2. 歷史現場採集與

閱讀文獻 

3. 搭配考察文獻二 



竹北林家家祠、新竹城內地景 

✧ 1700-1830 返校與結業 

繳交成果時程 

 課程結束一週內 個人繳交地質探勘報告（新竹與新城斷層紀行/分

組分段履勘）、歷史田野筆記（兩天田野歷程與文獻思考） 

第二階段課程與專題研究報告  

 時間於第一階段課程中宣布 

六、成績考核 

三次每日繳交作業（15%） 

小組地質探勘報告（15%） 

個人歷史田野筆記（15%） 

小組專題報告（紙本）（30%） 

小組專題報告（發表）（20%） 

課堂與討論參與考核 （5%） 

缺課 6小時以上(含 6小時)，或田野課程無法參加，即不授予學分。 

本課程成績公布時間與其它 109學年第一學期學期課程相同。 

七、講義位址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