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人文領域－文化學群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探索臺中城
Exploring Taichung City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2

規劃教師
(teacher)

通識中心
劉泰廷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或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或下

已躍居為國內第二大城市的臺中，充滿許多值得挖掘，但在歲月流逝中早
已被遺忘的往日回憶和故事。透過探索臺中城內的遺跡，課程將從歷史文
化的角度瞭解臺中的發展，並與當代臺灣發展進行連結，勾勒出較完整的
地方發展圖像。以「城市外交」和「地方創生」為主軸，課程希望能引導
學生藉由瞭解過去而發想未來。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Taichung,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on the island, boasts rich memories and stories
that have been forgotten over time and awaits discovery. Searching through the
legacy of Taichung, this course aims to observe local developments, connect the
region with the nation, and sketch out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city. The course
centers on the concepts of “city diplomacy” and “placemaking” and hopes to
stimulate student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through examining the past.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
- 瞭解城市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

course objectives

核心能力

配比

core learning
outcomes

合計
100%

-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c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人文素養

30%

- 提升講述能力

- express concern for local
development

科學素養

0%

- 思考地方創生

- advance descriptive ability

溝通能力

20%

創新能力

15%

國際視野

15%

社會關懷

20%

- 關懷地方發展

- reflect on placemaking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探索臺中城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講授
討論
專題探討/製作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出席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 / 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 / tests schedule)
第 1 週：導論
第 2 週：城鎮與地方創生
第 3 週：城市與外交關係
第 4 週：專題演講 TBC / 謝子涵 小姐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訪問學人)
第 5 週：認識臺中(一) : 在地文化發展
第 6 週：認識臺中(二) : 多元文化發展
第 7 週：認識臺中(三) : 政治文化
第 8 週：認識臺中(四) : 教育發展
第 9 週：認識臺中(五) : 都市規劃
第 10 週：認識臺中(六) : 地靈人傑
第 11 週：探索臺中(一) : 霧峰林家與臺灣社會發展
第 12 週：探索臺中(二) : 霧社事件
第 13 週：探索臺中(三) : 省政府與臺中
第 14 週：探索臺中(四) : 孫立人將軍館
第 15 週：探索臺中(五) : 眷村與臺中
第 16 週：探索臺中(六) : 美軍記憶
第 17 週：探索臺中(七) : 日本記憶
第 18 週：結語: 臺中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中歷史地圖散步（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7 年）
2. 朱啟助，畫家帶路，臺中舊城街道散步（臺北：太雅出版社，2019 年）
3. Fanyu，手繪臺中日和（臺北：啟動文化，2017 年）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行公告

探索臺中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