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綱要格式 

一、課程基本資料（任課教師不可異動部分） 

課程代碼 
ETM0061 課程名稱 法國文化與觀光專

題研究 

英文課名 Special Topics on French Culture and Tourism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總學分數 3 每週授課時數 3 

開課班級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搭起法國文化與觀光旅遊間之橋梁，首先從歷史與政策層

面奠定同學對於法國文化與觀光之基本認識。接著將以主題導覽之方

式，介紹法國之文化遺產、文化節慶、飲食文化、時尚消費文化等與

觀光之關聯，並探索城市觀光、博物館與美術館、酒鄉觀光、宗教觀

光、文學觀光、鄉村觀光之代表性景點之文化內涵。 

系所核心

能力 
（由教務系統課程地圖子系統核心能力維護表帶入） 

課程目標 對應核心能力 

1 瞭解法國文化與觀光之實務與現況 2.1; 2.2 

2 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之培養 1.1; 1.2; 1.3 

3 深入研究法國文化觀光之能力培養 3.1; 3.3 

4 體驗學習法國文化之美 4.2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每學期帶入授課教師姓名)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 01 週 法國文化與觀光特色 

第 02 週 法國歷史概覽 

第 03 週 法國文化與觀光政策  

第 04 週 法國遺產觀光：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第 05 週 法國遺產觀光：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第 06 週 法國節慶觀光：亞維儂文藝季 

第 07 週 法國節慶觀光：威尼斯影展、里昂雙年展等 

第 08 週 法國飲食文化與觀光 

第 09 週 期中考 

第 10 週 法國時尚、消費文化與觀光 



第 11 週 法國城市觀光：巴黎 

第 12 週 法國城市觀光：里昂、馬賽等 

第 13 週 法國知名博物館與美術館巡禮 

第 14 週 法國酒鄉觀光：羅亞爾河、香檳區等 

第 15 週 法國宗教觀光：知名宗教建築與慶典 

第 16 週 法國文學藝術名人故居與觀光 

第 17 週 法國鄉村觀光：普羅旺斯、蔚藍海岸等 

第 18 週 期末考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結合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和 PPT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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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10%  

 期中考   

 期末考   

 課堂討論參與 30%  

 出席 10%  

 報告 50%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教師輸入其他評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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