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022 年深耕計畫「在地社會實踐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地方志與田野踏查實務  

 學 分 數：3 學分 

 執行時間：6 月 18-21 日；8 月 15-18 日；開學後約定時間 

 授課教師：潘繼道(臺灣文化學系教授)、陳鴻圖(歷史學系教授)、 

          郭俊麟(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業    師：謝美惠(吉安鄉客家事務所所長)、李宜臻(文史工作者) 

 助    教：劉莒安(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限修人數：20 人 

 執行地點：花蓮縣吉安鄉 

 執行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協同單位：吉安鄉公所 

【課程內容】 

    地方志是地方歷史與地理的綜合體，包含一地的地理環境、自然資源、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人物等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和資料性的論述。地方志不但可以補正史的不足，並

可扮演存史、資治和教化的功能。過去數十年來臺灣的地方文化工作上，全民共同參與的地

方學已成為文化主流，伴隨著 1990 年後各地修志需求大增，文化包商以量產、產品規格化

方式生產方志成為隱憂。此外，因地方志編纂耗時，資料更新不易，傳統編纂方式使得檢索

與推廣困難，加上方志用字較艱澀、內容艱深，如何在數位時代面臨搜尋引擎、維基百科挑

戰同時，開啟新的創新與改變，這是當前大學深耕實踐過程需與在地共同思考的課題。 

   

    本課程在上述的背景下，嘗試以吉安鄉為場域，進行課程的設計與地方社會的實踐。吉

安鄉志完成為 2002 年，今年(2022)將開始進行鄉志續修編纂，也是花蓮縣內率先進行鄉志

續修的鄉鎮，如圖 1 所示。本課程嘗試結合當前一系列數位化轉型的數位典藏、再造歷史現

場、文化記憶庫計畫的成果，以創新與創生的概念，帶領同學一起思考方志創新與創生的可

能性。具體的授課方向將包括: 

 

一、新的義例：地方志的書寫趨於地方史，調整傳統的書寫架構，將志書作為地方知識建構

史的概念書寫，以「文化變遷」作為整體的觀察，勾連出各種事物的相關性。 

二、新的介面：運用「數位協作平台」融合數位科技、田野調查研究、社群經營、影像敘事

等元素，結合數位平台由社群共筆，例如淡水維基館。但也同時反思這樣的案例是否可

以在各地複製，維運的條件為何？ 



三、老工法、新思維：數位時代應用傳統工法，嚴謹而有脈絡的編修，完成後再進行數位化，

以網路介面讓全民可在完整架構下進行增益與參與，可帶來方志創生的機會。 
 

 

圖１．花蓮縣各鄉鎮地方志編纂現況 

 

【授課方式】 
    本課程以人社院即將展開的吉安鄉志編纂為實務學習對象，透過系列的講座與駐地學習，

從方志編纂的核心基礎概念開始，認識地方志的功能與價格、村史與地方學、方志修訂與撰

寫的方法，以及結合協作式繪圖與數位共筆編輯的田野踏查方法 。 

 

    授課過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在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束前，利用 6 月 18 日

(六)-21 日(二)的時間，採線上的方式進行基礎裝備課程的授課，同時也進行學員的分組與討

論。6 月 19 日(週日)的下午並搭配中華民國眷村資源中心合作辦理一場眷村實驗室-《走到現

場》的工作坊，從駐村現場及教育現場來一同探索臺灣眷村的轉型與發展。第一階段結束時，

將介紹同學地方志編纂相關文章、專書等出版品，引導學生利用暑期課餘時間閱讀。 

 

     第二階段預定於 8 月 15 日-18 日進行，以在地駐點及單車移動的方式，安排一系列的

參訪與踏查活動，內容將包含以慶修院為核心的日本移民村文化、曾是吉安神社舊址的好客

藝術村目前展示的眷村主題展與客家文化創意展出，以及有豐富原住民文化特色的阿美文化

館、東昌部落及海祭廣場。駐地過程除了參訪與培力，更重視的是學生的自主踏查與在地學

習，預定將安排一整天的時間(第三天下午及第四天上午)，讓同學以分組的方式進行現地踏查。



第四天下午將在鄉公所進行心得交流與討論，並與公所的業師進行對談。 

 

    第三階段為成果展演與交流分享階段。預定於開學後安排時間引導同學製作成果海報與

書面報告等，並在校內與其他深耕課程辦理聯合成果發表會。 

 

表 1.課程時間預排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備註 

6/18 

(六) 

10:00~12:00 2 【課程導論】深耕課程介紹-相見歡 郭俊麟老師/線上 

13:30~15:30 2 【裝備課程】地方志的功能與價值 陳鴻圖老師/線上 

16:00~18:00 2 【裝備課程】村史與地方學 潘繼道老師/線上 

6/19 

(日) 

10:00~12:00 2 
【裝備課程】方志數位共筆的省思

與發展 

郭俊麟老師/線上 

13:30~16:30 3 

【工 作 坊】眷村實驗室-《走到現

場》花蓮場 

與中華民國眷村

資源中心合作辦

理/線上活動 

6/20 

(一) 

10:00~12:00 2 【專題講座】口述歷史與採訪入門 陳鴻圖老師/線上 

13:30~15:30 2 【專題講座】吉安文史概說 潘繼道老師/線上 

16:00~18:00 2 【專題講座】田野踏查準備與分組 郭俊麟老師/線上 

6/21 

(二) 
13:30~16:30 3 

【技術研討】空拍機、環景相機、

GPS 於田野踏查運用實務 

郭俊麟老師/線上 

8/15~18 全日 30 
【駐地學習】吉安鄉駐地學習四天

三夜，詳見表 2 

授課老師、業師聯

合授課 

開學後約定時間 
2 

【技術研討】成果討論報告及專題

海報指導 

郭俊麟老師 

2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及交流活動 授課老師全體 

總時數 54 小時 

 

 

表 2. 駐地課程時間規畫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備註 

D1 

08/15(一) 

~14:00 學員於下午 2 點以前搭火車抵達吉

安，由助教協助安排入住民宿 

民宿 課程助教協

助引導 

15:00~17:00 走訪鄉公所-繽紛吉安我的家  鄉公所 業師+授課



會議室 老師 

17:00~19:00 吉安鄉公所附近餐廳用餐、小組交

流活動 

  

D2 

08/16(二) 

8:00-8:30 騎腳酸鐵馬站租用單車   

9:00-12:00 【移民村文化】騎單車進行吉安鄉

親山線、吉安大圳、移民村、地方

文化資產導覽 

慶修院 在地業師+

授課老師 

12:00~14:00 吉安鄉公所附近餐廳用餐，從在地

美食認識地方人文特色 

特色餐

廳 

 

14:00-17:00 【客家文化&眷村文化】吉安鄉好

客藝術村參訪(眷村主題展)、神社

舊址及週邊文史踏查 

好客藝

術村 

在地業師+

授課老師 

17:00-18:00 小組自行用餐   

18:00~20:00 小組討論活動 民宿 課程助教協

助引導 

D3 

08/17(三) 

8:30~12:00 【原民文化】阿美文化館、東昌部

落、海祭廣場、花蓮溪口踏查 

阿美文

化館 

在地業師+

授課老師 

12:00~19:00 第一階段自主踏查(共 4 組) 

 原民文化踏查與紀錄 

 客家文化踏查與紀錄 

 日本移民村文化踏查與紀錄 

 眷村文化踏查與紀錄 

吉安鄉 自主調查/

午、晚餐自

李；授課老

師現場指導 

D4 

08/18(四) 

8:00~12:00 第二階段自主踏查(共 4 組) 

 原民文化踏查與紀錄 

 客家文化踏查與紀錄 

 日本移民村文化踏查與紀錄 

 眷村文化踏查與紀錄 

吉安鄉 自主調查/早

餐自理；授

課老師現場

指導 

12:00~14:00 用餐與資料整理   

14:00~16:00 心得交流與問題討論/觀察與批判思

考/邀請鄉公所業師進行交流與對談 

鄉公所

會議室 

在地業師+

授課老師 

16:00 賦歸 至吉安火車站解散 

備註: 

1.民宿地點由授課單位協助安排，確認後將公告給修課同學。 

2.現地踏查過程將租借自行車移動，可選擇使用自己的單車或由授課單位協助租借。 



 

備註:因應防疫需求，本課程第一階段將採線上教學，利用 Google Meet 及東華 E 學苑平台

進行線上直播與線上分組討論，授課方式將參考 2021 年深耕課程「慢城與地方創生」的線

上田野授課方式(人社東華第 33 期)；第二階段以後則視疫情及教育部指示進行彈性調整。 

 

【預期成效】 

1. 隨著近年臺灣大眾史學發展及修志事業的風潮，本課程嘗試結合跨歷史、地理領域的專

業師資，搭配駐地學習的田野踏查操作，讓學生實地了解地方志的價值、資料蒐集及數

位推廣的方向，同時也結合數位工具進行文史編撰工作的實務能力。 

2. 過去方志主要服務小眾，現在則需面對大眾，方志的社會責任亦隨著公眾的要求而提升。

參與方志的工作者，也需迎向新時代的挑戰，本課程嘗試導入為全民而寫，有全民參與

書寫的概念，有別於傳統的學術性書寫，嘗試建立下一階段方志書寫的可能性。 

3. 授課教師也預定將課程成果建立協作式的數位平台，由各組同學透過線上網站發表相關

撰寫成果及主題地圖，實質提升學習成效，並強化與地方之合作。 

4. 本課程的教學成果將以開放的態度讓公眾取用，並作為吉安鄉公所後續鄉志修訂編纂使

用。透過數位科技帶來的便利、廣泛的活動，從而創造方志更大的可能。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選課方式為「統一排課」，欲修課之同學以學校 gms 信箱登入填寫表單登記選

課，如選課人數超過課程限修人數，以先完成登記選課及繳費者優先。除正取生外另有

10 個備取生名額。本課程一經選定不得退選。 

2. 選課表單開放及繳費期間：6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止 

 表單登記選課，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9kgRbkVsojssipP8 

填寫基本資料、上傳課程切結書、家長同意書（未滿 20 歲者需繳交）、退費帳號

等。同學需全程參與課程，不得缺席。 

 限修名額內登記選課者，會通知至出納組線上繳費系統繳交課程自付費用。 

未如期繳交者，視同放棄修讀課程，將通知備取生進行遞補作業。 

3. 本課程駐地學習地點為校外，請同學自備所需相關物品。 

【課程經費說明】 

1 住宿、場地、保險、參訪門票、業師費用等由深耕計畫支付。 

2 學生自付：300 元(主要為現地踏查過程的單車租借費用；自備單車的同學，課程結束後可

退回本款項)，課程得依實際狀況規劃使用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