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學士班課程 

＊系訂必修課程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別 授課教師 備註 

KEC1001 環境資源分析概

論 

3 必修 黃書偉  

KEC1065 文化資產概論與

法規 

3 必修 榮芳杰  

KEC1064 行政學 3 必修 鄭國泰  

KEC1004 環境教育 3 必修 黃書偉  

KEC1005 環境倫理 3 必修 趙芝良  

KEC1006 統計學 3 必修 丁志堅  

KEC2007 景觀建築概論 3 必修 曾慈慧  

KEC2008 環境與資源經濟

學 

3 必修 闕雅文  

KEC2009 城鄉環境分析 3 必修 倪進誠  

KEC2010 公共治理 3 必修 鄭國泰  

KEC3012 研究方法 3 必修 趙芝良  

KEC3013 環境教育教材教

法 

3 必修 倪進誠  

KEC3014 地方歷史文化 3 必修 江天健  

KEC3015 文化資產管理與

維護 

3 必修 榮芳杰  

KEC3017 社區企劃服務學

習 

3 必修 江天健  

KEC3018 

 

畢業專題  

 

3 必修  1、每學  

期各  

1 學  

分。  

2、不分

學期

別於

修業



 

 

＊系專業選修課程 
   (一)環境教育領域 

 
  (二)環境資源管理領域 

年限

內修

滿 3

學期

課程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別 授課教師 

KEC1020 中國地理通論 2 選修 倪進誠 

KEC1021 台灣地理 2 選修 倪進誠 

KEC1022 環境心理學 3 選修 曾慈慧 

KEC2023 地圖學 3 選修 丁志堅 

KEC2026 綠色經濟與環境教育 3 選修 闕雅文 

KEC2027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3 選修 丁志堅 

KEC3030 戶外活動與解說 3 選修 倪進誠 

KEC3031 鄉土地理與資源保育 3 選修 趙芝良 

KEC4033 環境史 3 選修 江天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別 授課教師 

KEC1034 經濟學原理一 3 選修 闕雅文 

KEC2035 都市及區域計劃理論 3 選修 黃書偉 

KEC2036 公共政策 3 選修 鄭國泰 

KEC2037 永續旅遊與資源規劃 3 選修 趙芝良 

KEC2038 都市及區域政策 3 選修 黃書偉 

KEC2040 景觀與環境生態學 3 選修 曾慈慧 

KEC3041 土地使用計劃 3 選修 黃書偉 

KEC3042 計量地理 3 選修 丁志堅 

KEC3043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選修 鄭國泰 



 

  (三)文化資源管理領域 

 

  

KEC3044 環境資源管理 3 選修 闕雅文 

KEC3045 旅遊供需與規劃 3 選修 倪進誠 

KEC3046 景觀與遊憩之永續規劃 3 選修 曾慈慧 

KEC3047 遙測與土地利用 3 選修 丁志堅 

KEC3048 國土規劃 3 選修 黃書偉 

KEC4049 政策分析 3 選修 鄭國泰 

KEC4050 遊憩經濟學 3 選修 闕雅文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別 授課教師 

KEC1051 台灣歷史 2 選修 江天健 

KEC1066 無形文化資產 3 選修 張瑋琦 

KEC1052 中國文明史 3 選修 江天健 

KEC1067 文化資源導論 3 選修 張瑋琦 

KEC2053 世界歷史 2 選修 江天健 

KEC2055 導遊實務 3 選修 待聘 

KEC2056 領隊實務 3 選修 待聘 

KEC2057 宗教與文化 3 選修 江天健 

KEC3058 舊建築再利用規劃與經

營 

3 選修 榮芳杰 

KEC3059 社會地理 3 選修 倪進誠 

KEC3068 文化與地方產業 3 選修 趙芝良 

KEC4061 世界文化遺產 3 選修 榮芳杰 

KEC4062 島嶼環境與文化 3 選修 倪進誠 

KEC4063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3 選修 榮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