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新開課程計畫書(通識) 

1. 
開 課 所 系  

Department 
應用科技研究所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Year       Semester 
其他： 2020/02/15~03/01 密集遠距 
Other time: 

2. 

課 程 代 號  
Course Code 

 
必 修 / 選 修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開 課 年 級 

Grade 
所有年級 

課 程 名 稱  
Course Title 

中文(Chinese) 微生物與疾病 

英文(English) Microorganism and Disease 

3. 
學  分  數  

Credits 
1 

每週上課時數 

Hours Per Week 
1 

每週實習時數 

Intern Hours 
Per Week 

0 

4. 

通識課程向度別
及所培養之共通
核心能力 

Typ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若屬通識課程請勾選) 

(Please select this item of 

G/E course.) 

通識課程向度別Typ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單選) 
□人文素養(Humanities and Thinking)(A 向度) 

□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B 向度) 

□美感與人生探索(Aesthetics and Life Wisdom)(C 向度) 

□社會與歷史文化(Social Cultures and History )(D 向度) 

□群己與制度發展(Community and Relationships)(E 向度) 

X 自然與生命科學(Nature Science and Life Science )(F 向度) 

5. 
先 修 課 程 或 
特 殊 規 定 

Pre-Requisite 

 無 
（依共同教育實施辦法第13條：凡供採計為「通識」領域之課程，不應設定先修課程。） 

6. 
課程宗旨  

Purpose of The 
Course 

一、近期武漢病毒爆發而且來勢洶洶，對微生物或病毒的瞭解成為生活之必備知識。 

二、本校延後兩週開學，利用這兩週試行密集遠距教學模式，讓同學在家自主學習。 

三、透過對微生物與病毒的瞭解，增加防疫的基本知能，同時反思整個社會的行為。 

7. 

課程中文大綱 
Outline of 
Lectures 

(In Chinese) 

本課程試行密集遠距授課，在 18 天內完成：(1)病毒、(2)免疫、(3)微生物三個單元，

每個單元包含：(a)線上數位教材、(b)助教線上討論、(c)單元反思報告等，最後並加上

(d)實體討論、(e)認證考試。 (詳細設計理念及上課時間表請見最後頁)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內容簡介上，敬請詳實填列） 

8. 

課程英文大綱 
Outline of 
Lectures 

(In English) 

This course will establish a new model for intensive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period of 18 
days, students will learn (1) Virus, (2) Immunology, (3) Microbiology, all delivered and designed for 
non-major students. Each unit covers (a) On-line teaching material, (b) On-line TA tutorial, (c) Written 
report. The last part might include a face-to-face discussion, followed by a final examination.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轉錄此段課程概述於本校概況及各系課程英文大綱上，敬請詳實填列） 

9. 
共通核心能力 
Common Core 
Competencies 

X公民責任能力(Citizenship)   □全球競爭能力(Global Competence) 

□溝通表達能力(Communication)   X解決問題能力(Problem Solving) 

□終身學習能力(Lifelong Learning)  X多元關懷能力(Care and Services) 

□藝術創造能力(Creativity and Art)         （請勾選本課程所欲培養之共通核心能力） 

10. 

校內有否開 
設類似課程 

Similar Course  
In Campus 

□ 否 

No 
X 有，其課程名稱為：細胞、分子與生命 

    Yes (Please specify course title): 

11. 
任課教師  

Lecturer 
莊榮輝 

本課程經下列相關會議通過： 

單位主管：  系級課程委員會議：  

院  長：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務處收件日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教 務 會 議 ：  



課程規劃與設計理念： 
(1) 本課程因應武漢病毒爆發所引起的延期兩週開學與防疫隔離等情況，緊

急設計一種密集的遠距課程，在 18 天中完成 1 學分的課程，學生每天

自主學習至少 1 小時。 

(2) 遠距教學的主體包含：上課投影片 (pdf)、教師講解影片 (mp4)、主題教

學電影 (YouTube)、討論問題等四種，學生必須在家自主學習每個單元

的所有教材。 

(3) 遠距教學的一大困難，就是不知道學生是否如預期進行自主學習，並確

實達到所規劃的學習成效，因此特別設計各小組之教學助理 (TA) 來管

控學生的學習進度與成效。 

(4) 每小組約 40 名學生，由一名 TA 帶領，TA 先建立一個 FaceBook 群

組，每天在網路上召集學生：檢查進度、討論問題、協助撰寫報告。TA 

同時記下所有學生的表現，最終並有 20% 的成績比重。 

(5) 每個單元之後，學生必須繳交一份反思報告，針對教師所提出的問題與 

TA 進行討論，然後寫出自己的報告，先由 TA 評分再送教師決定。 

(6) 三個單元之後，若學生通過 TA 的日常指導，也如期繳交三份報告，則

可以參加學分認證考試，只有這次必須親自到現場。考試當日分成兩個

部份，第一部份約一小時進行總和討論，由教師及 TA 主持問答，可以

發問所有與教材有關的問題，接著一小時則進行認證考試。 

(7) 學生成績計算：助教時間 (20%) + 三次報告 (20% x 3) + 學分認證考試 

(20%) = 100%。通過者將給予 1 學分及等第成績。 

(8) 本課程通過後將送入三校選課系統，開放給其他兩校同學選修；系統以

外學生也歡迎修課，一樣給予學分認證，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採納為通

識學分。課程宣導等行政作業，納入教育部全國教學資源中心 (TTRC) 

統合管理並稱為 VILTA 平台，並推廣給全國各大學或高中職。 

(9) 課程網址：http://juang.bst.ntu.edu.tw/Cell/bulletin/108WH bulletin.htm 

 

http://juang.bst.ntu.edu.tw/Cell/bulletin/108WH%20bulleti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