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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evelopment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休閒事業管理系(四日)三A Department  
修習別修習別 選修 Required/Elective Elective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近年來鄉村地區已逐漸成為重要的觀
光的目的地。鄉村旅遊或鄉村觀光在
鄉村發展上也佔有重要地位，本課程
主旨在介紹鄉村旅遊的特質與發展原
則，並就社區發展觀光的角度，探討
社區應具有的條件與準備方向及社區
組織的重要性等，讓修課同學熟悉鄉
村休閒產業市場，並鼓勵同學們未來
可朝向鄉村旅遊發展。

Objectives

Recently, rural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urism destination. Rural
travel or rural 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rur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rule of rural tourism, and
from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pect to discuss the condition and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want to develop tourism.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familiar with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involve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tourism.

教材教材

一、使用教材:
(一)石原照敏、吉兼秀夫、安福惠美
子著，
張瑋琦譯，觀光發展與社區營造，品
度
文化公
司，2005，ISBN:9578248741。
(二)李易駿著，當代社區工作：計畫
與發
展實務，雙葉書廊公司， 
ISBN:9789866672040。
二、參考書本:
1、徐震著，社區與社區發展，正中
書局
，1998，ISBN:9570903163。
2、蔡宏進著，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
際，
三民書
局，1993，ISBN:9789571914。
3、美國都市與土地協會著，開創都
市與 
土地研究室譯，社區參與及發展－開
發者指南，創興出版社，1992，
ISBN:9579693080 。

Teaching
Materials

一、使用教材:
(一)石原照敏、吉兼秀夫、安福惠美
子著，
張瑋琦譯，觀光發展與社區營造，品
度
文化公
司，2005，ISBN:9578248741。
(二)李易駿著，當代社區工作：計畫
與發
展實務，雙葉書廊公司， 
ISBN:9789866672040。
二、參考書本:
1、徐震著，社區與社區發展，正中
書局
，1998，ISBN:9570903163。
2、蔡宏進著，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
際，
三民書
局，1993，ISBN:9789571914。
3、美國都市與土地協會著，開創都
市與 
土地研究室譯，社區參與及發展－開
發者指南，創興出版社，1992，
ISBN:9579693080 。

成績評量方成績評量方
式式

一、上課出席及參與討論：20％
二、專案作業：20％
三、期中考試：30％
四、期末報告：30％

Grading

1.Attend and participate in discussing
on class: 20% 
2.Homework: 20% 
3.Mid-term examination: 30% 
4.The end-of-term the report: 3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無

本課程旨在介紹鄉村旅遊及休閒社區
營造的基本觀念，並由參與鄉村旅遊
的相關產業業者如何參與休閒社區發
展的營造工作，並提供服務及規劃方
法的微型創業市場分析，增進同學們
對鄉村休閒領域的了解。
1.鄉村旅遊與休閒農業簡介
2.鄉村變遷與休閒社區永續發展
3.鄉村休閒產業之供需分析
4.發展休閒社區營造的條件
5.鄉村休閒產業之政策分析
6.鄉村旅遊培力(empowerment)與組
織的建構

Basic idea which the community build
that this course aims at travelling and
lying fallow in the introduction village,
and construction how the person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village relevant
industries industry travelling
participate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 works,
provide service and plan the miniature
undertaking market analysis of the
method, promote the knowledge of
rural recreation field of the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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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7.鄉村旅遊與休閒社區經營的失敗案
例與
困難阻礙探討

Syllabus
1.Introduction
2.Rural area change and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The demand and/or supply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4.The provide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5.The policy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6.Travel and bank up strength with 
earth in the rural (empowerment) 
Build and construct with what has 
been organized 
7.rural tourism and lie fallow failure
case that community manage with 
difficult to hinde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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