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名稱

從鐵道探索全球新視野--環遊世界鐵道之旅(六)

課程屬性 自然與環境

課程編號 1102-1102N01

授課老師 蘇昭旭
最高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相關學經歷/ 蘇昭旭，台灣鐵道知名學者，著有鐵道智庫全書
1996年開始寫作出版，至2018年親身走訪世界48國的鐵道，
目前共獲得金鼎獎等十一座獎項，五十本專書著作，
為全球華人中文領域鐵道專業著作數目最多的學者。
2012年2月在中華民國總統府「治國週記」中總統接見訪問，
與馬英九總統公開對談台灣鐵道文化的政策。
畢生推動鐵道資訊透明化與實現公義社會，
建立繁體中文軌道工具書體系為終身職志。
現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管理系 專技助理教授
人人出版鐵道圖書 資深總編輯
NGO非營利組織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館長
嘉義縣政府阿里山鐵路世界遺產潛力點推動委員
獎項 2012年共十一項
民國八十九年 鐵路節 因鐵路著作之貢獻獲頒「台鐵之友」
民國八十九年 台灣鐵路火車百科 榮獲新聞局「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
同年 著作
獲「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民國九十年 台灣鐵路蒸汽火車
榮獲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圖書出版最高榮譽)
往後各年著作 獲「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民國九十三年 獲頒該年度「中華民國運輸傑出青年」(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民國九十四年 高速鐵路的新時代 獲台北市政府「好書大家讀」推介圖書
民國九十五年 世界山岳鐵道 獲台北市政府「好書大家讀」推介圖書
民國九十八年 阿里山森林鐵路傳奇 台北市政府「好書大家讀」推介圖書
民國九十八年 台灣鐵路火車百科 獲台北市政府「好書大家讀」推介圖書
民國一百年 阿里山森林鐵道與世界遺產鐵路巡禮 獲選為「嘉義縣之書」冠軍
民國101年 阿里山森林鐵道與世界遺產鐵路巡禮 榮獲第四屆國家出版獎
民國104年 台灣鐵道經典之旅 (地方鐵路篇)「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
好書推薦
民國109年 個人榮獲109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綠色奧斯卡獎」
專業年資：自1996年起，從事鐵道出版與教育工作
鐵道文化產業與建築 科技與歷史 世界山岳鐵道與世界遺產
軌道運輸機電系統 高速鐵路與捷運系統
台灣鐵道觀光產業 保存鐵道產業
全球鐵道系統歷史 台灣鐵路歷史與文化研究 阿里山森林鐵道
現職/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館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航運管理系 專技助理教授

上課時間 每週一晚上07:00-09:50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21年09月27日（星期一）
課程理念

關於這一門課：
1.為什麼想開這門課？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
蘇昭旭老師他為了建立繁體中文鐵道知識庫，
他花了20餘年的時間，環遊世界四十八個國家的鐵道作成紀錄，
他挑選出148個主題與景點，集合成環遊世界鐵道之旅148選，
讓讀者不止是「閱卷旅行」，「翻頁神遊」，更可以激發勇氣，親身圓夢。
還有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將國際的鐵道景點與台灣逐一比較，
等於是作者利用環遊世界，完成的一本鐵道考察報告書。
然而本書最特別的是，作者的鐵道人文視野與悲天憫人的胸懷。
他說，人生是長途的旅行，旅行是短暫的人生。
許多人生的問題，會在旅行的思索中找到答案。
一般人認為，環遊世界的要素是金錢與時間，有錢有閒，其實不然。
他認為環遊世界的五大要素是夢想、勇氣、知識、膽識、決心，
相同的道理，不正是人生能夠成就一番大事，脫穎而出的五大要素？
他說環遊世界的重點，不在”環遊”本身，而在於”探索”大世界，
透視「有形」的世界與「無形」的疆域，打破自我「生命」的疆界，
因為，環遊世界的真正目的，不止是探索大世界，更是發現新自己。
你的「視界」將決定你的世界。

2.修此門課需具備什麼條件？
喜歡大自然，科技新知，有人文素養即可。對科技文明與全球化趨勢，有深刻關懷的人更佳。
如果您有一顆好奇探索的心，想認識世界鐵道的地理風景，
喜歡出去旅行的人，或喜愛火車的人，都非常適合這門課。
本課程非常歡迎學校老師與公務員來聽，您會學到很多的新知，運用於您的工作與旅行。
如果媽媽帶小孩來聽，也十分歡迎，只不過要注意其秩序即可。

3.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
蘇昭旭老師2010年出版的《環遊世界鐵道之旅120選》，是全球華人作家第一本環遊世界鐵道之
旅圖書，人生是長途的旅行，旅行是短暫的人生，即是本書的名言。您若是Google 世界鐵道資料
庫，或鐵道環遊世界，Google首頁第一則就可以找得到這本書，本書也成為華人世界的鐵道米其
林指南，作者蘇昭旭這位鐵道專家，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2018年，這本書重新改版，增加許多的新內容，取代若干舊的篇幅，變成了《環遊世界鐵道之旅
新148選》。本書包括了48個國家，從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到大洋洲，特別選出148個主題與
景點，讓讀者作為環遊世界鐵道旅行的參考。作者以其鐵道專業的背景，提供體驗、服務、景觀
的紀錄，以鐵道為針線，串起鐵道旅程的世界觀。帶您神遊之餘，也提供您親訪的參考資訊，不
只帶您環遊世界，更給您世界鐵道的開闊視野，堪稱華文書籍的世界鐵道米其林指南代表作。本
書的圖文內容精采豐富，包含了一千兩百餘張精采絕倫的相片，以及知性與感性兼具的文字描述
，令人讀之不禁深思不已。

本書作者蘇昭旭老師，他說環遊世界的重點，不在〝環遊〞本身，而在於〝探索〞大世界。
透視「有形」的世界與「無形」的疆域，打破自我「生命」的疆界，因為，環遊世界的真正目的
，不止是探索大世界，更是發現新自己。超越地理的國境，打破生命的疆界，因為你的「視界」
將決定你的世界。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環遊世界的夢想從起點出發，沒有世界的終點。本書作者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熱愛，將國際的鐵道景點與台灣逐一比較，深切呼籲我們應當更加珍惜鐵道文化的保存
與運作，因為這不僅是先進的國際觀，更是傳承生活創意與感動的根源！希望這樣一本將世界各
國鐵道成功的創意經營個案，有系統地整理出來的好書，能讓我們虛心地去學習別人創意成功的
地方，進而提升台灣鐵道觀光的具體作為，許台灣鐵道一個美好未來！
蘇昭旭老師精采的幻燈片與PPT解說，計畫帶大家親自去海外參訪的戶外教學，可以由同學
自行決定，安排大家出訪到國外去旅行，深度走訪世界的鐵道，令您印象深刻！而百聞不如一見
，讓您實際出國行動，可以親身體會世界鐵道旅行的視野與樂趣。
※【課程中老師可視學員的需要與學習進度，保有調整課程的權力】

4.如何取得學分？（評量方式）
上課與活動的參與情形，以及最後的期末心得報告。

5.備註&推薦書目
環遊世界鐵道之旅148選
世界山岳鐵道

蘇昭旭 著

人人出版
歐洲篇

蘇昭旭

使用教材|
教 材 費|
招生人數|

環遊世界鐵道之旅148選

蘇昭旭

學分收費|

3 學分 3000 元（18 週課程/一次上課 3 小時）

著

著

人人出版
人人出版

500 元
30 人（若非課程特殊需求，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2021-09-27
晚上07:00～09:50

西班牙

開學第一週
上學期西班牙鐵道的課程銜接與回顧
(以彌補部分同學因為防疫而未能來上課的缺憾)
馬德里
市區鐵道的觀光
巴塞隆納
市區鐵道的觀光

2

2021-10-04
晚上07:00～09:50

西班牙

3

2021-10-18
晚上07:00～09:50

斯洛伐克

賽哥維亞
哥多華
格拉納達
佛朗明哥
唐吉軻德之路 托雷多
三毛的故事
追夢人
1492年 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的故事
1993年 捷克 斯洛伐克共和國 和平分手 捷克 斯洛伐克
83.東歐的鐵道十字路 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

4

2021-10-25
晚上07:00～09:50

斯洛伐克

5

2021-11-01
晚上07:00～09:50

匈牙利

85.匈牙利的兒童鐵路 Gyermekvasút
86.匈牙利的城市鐵道之旅
布達佩斯與多瑙河
奧匈帝國 約翰史特勞斯 藍色多瑙河

6

2021-11-08
晚上07:00～09:50

捷克

87.捷克的城市鐵道之旅
首都 布拉格的觀光 東歐的啤酒之都

喀爾巴阡山脈之旅
低塔特拉山
84.斯洛伐克的切尼赫榮森林鐵路

Cierny Hron Forest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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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11-15
晚上07:00～09:50

捷克

88.捷克的古城鐵道之旅
黛斯 布爾諾 克倫洛夫

8

2021-11-22
晚上07:00～09:50

波蘭

89.波蘭的城市鐵道之旅 首都 華沙
蕭邦 哥白尼 居禮夫人的故事

9

2021-11-29
晚上07:00～09:50

波蘭

90.東歐最後的蒸汽普通車
波茲南的蒸汽火車之旅
包含紀錄片影片欣賞

10

2021-12-06
晚上07:00～09:50

波蘭

91.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納粹的集中營
通往死亡的鐵道之路 奧斯維辛集中營
92.波蘭的古城鐵道之旅 樂斯拉夫 克拉考
93.火車都是一個樣 昔日共黨鐵幕世界的火車

11

2021-12-13
晚上07:00～09:50

阿爾巴尼亞
馬其頓

前南斯拉夫分裂
戰爭的苦難國家 馬其頓
94.德雷莎修女之路 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的鐵道之旅
1971年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打手 阿爾巴尼亞
1979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通往永生的慈悲之路
德雷莎修女的故事

12

2021-12-20
晚上07:00～09:50

保加利亞

世界的玫瑰之國 保加利亞
95.保加利亞的登山鐵路 Septemvri - Dobrinishte railway

13

2021-12-27
晚上07:00～09:50

羅馬尼亞

14

2022-01-03
晚上07:00～09:50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布加勒斯特
阿爾巴 尤利亞
納迪婭·科馬內奇 Nadia Comaneci 的傳奇故事
1976年 奧運會Women's artistic gymnastics (WAG)
布朗城堡 吸血鬼德古拉 錫吉什瓦拉
東歐最精彩的森林鐵路
馬拉穆列什山自然公園
96.羅馬尼亞的森林鐵路 Mocanita蒸汽火車

15

2022-01-10
晚上07:00～09:50

羅馬尼亞

穿越喀爾巴阡山的火車之旅
布拉索夫 克盧日那波卡
西畢烏 蒂米什瓦拉 扇形車庫 鐵道博物館

16

2022-01-17
晚上07:00～09:50

前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

電影衝出封鎖線 歐洲的火藥庫
巴爾幹半島
前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
97.塞爾維亞的登山鐵路 Mokra Gora and the Sargan 8

17

2022-01-24
晚上07:00～09:50

東方快車的鐵道
傳奇

98.東方快車的鐵道傳奇 每一個經過的都市
從倫敦巴黎到伊斯坦堡大搜奇
包含紀錄片影片欣賞期末分享

18

2022-01-26
晚上07:00～09:50

期末分享週

(因為 2022-01-31已經是過年假期，本日無法上課，我們另外
找時間補課，去老師的博物館戶外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