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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
學校

A5 A6A2 A3 A7 B1 B3A1 A4 B2 B4 B5

世新 華梵 宜大 慈大 東華 佛大 馬偕 大同 北醫 師大 臺藝 國北

對北二區業務之諮詢與管考

中心學校
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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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觀點

臺 北

宜 蘭

(1) 暑期課程 (2) 移地活動 (3) 遠距視訊 (4) 區域合作

花 蓮

Google 地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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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have established ...



規劃總覽

TRAILS

N2 北二區資源中心

[I] 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II] 主題式合作計畫

L 學習輔導機制

A 教學助理制度

兩大方面

I 教學課程建制

S 建立制度人才

T 教師成長平台

教學資源共享R

合力建構，共同分享。

各校主題，在地打造。

登山小路

Teaching
Resources
Assistants
Instructions
Learn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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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主軸 TRAILS

[II] 主題式合作計畫[I] 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L 學習輔導機制A 教學助理制度

I 教學課程建制 S 建立制度人才

T 教師成長平台

教學資源共享R

(T1) 新進教師研習營
(T2) 教師成長社群
(T3) 教學工作坊及講座
(T4) 教學成果 (椰林講堂)

(T5) 微型教學科技平台
(T6) 教學歷程檔

(R1) 夏季學院共通課程
(R2) 夏季學院生技課程
(R3) 推廣教學成長護照
(R4) 圖書資訊知識服務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R6) 出版教學知能專書
(R7) 開放式課程平台
(R8) 遠距視訊平台
(R9) 開發教務行政平台

(A1) 教學助理校際合作
(A2) 教學助理研習會
(A3) 教學助理評量機制
(A4)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

(I1) 基礎學科課程
(I2) 建立課程地圖
(I3) 學生核心能力
(I4) 學習成果導向機制
(I5) 特色教學課程學程

(L1) 推動讀書小組計畫
(L2) 學習工作坊及講座
(L3) 建立學習歷程檔案
(L4) 提升學生競爭力

(S1) 建構教師評鑑制度
(S2) 建構教學評量制度
(S3) 協力培養行政人才
(S4) 改善教務管理體系
(S5) 精進教學中心制度

提供軟體、平台，建立制度。

↑ 2011 年將有 3個學校提出主題式計畫

← 2011 年繼續由中心學校及夥伴學校提出資源整合計畫：
T 教師成長平台 (T1~T6), R 教學資源共享 (R1~R9), 加上A2, A4 (夏季學院)

◆

◆

◆

◆

◆

◆

◆

◆

◆

◆ 2011 年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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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eachers ...



T1 新進教師研習營

(1)北二區新進教師之聯合研習營

(2)協助各友校逐年建立輔導機制

(3)區內互相流通講員與培訓心得
(北二區 2010 新進教師研習營宣傳)

新進教師一開始就獲得正確之為師

態度，將立即反映在教學與研究。

『第一年經驗』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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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實 務

人 際

教 學

研 究

哲 學



T2 教師成長社群

(1)鼓勵組成北二區內教師成長社群

(2)社群擬定特色教學主題共同研修

(3)引介資深協助教師或者校外成員

教師群體學習成長，聯繫各校教師

情感，有效提升教學與研究士氣。

老師們也需要激勵、打氣、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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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大)

(東華大學)
(臺灣師大)

(慈濟大學)



T3 教師工作坊與講座

(1)加強推動並開放區內工作坊、講座

(2)配合區內各校之特色設計演講內容

(3)整合夥伴學校各系列講題納入護照

有用的工作坊實際提升教學知能，

講座則潛移默化聽眾的基本思想。

還有 T4 教學成果展 - 椰林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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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veryone ...



R 資源共享架構

教學資源共享平台
R1~R9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R7) 開放式課程平台
(R9) 開發教務行政平台

(R1) 夏季學院共通課程
(R2) 夏季學院生技課程
(R8) 遠距視訊平台

(R3) 推廣教學成長護照
(R4) 圖書資訊知識服務
(R6) 出版教學知能專書

夏季學院 知識服務 開放平台

推動工作小組

←所有九個資源分享工作
可歸類為三個主要平台

←各資源分享平台
由工作小組主控

↑ 宣傳重點放在『夏季學院』

以單點突破帶動北二區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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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夏季學院 共通課程

(1)各校提供優質通識課程與教師

(2)學生完成課程後可退回學分費

(3)由北二區發給通用之學分證明

夏季學院可解決單科大學的師資問

題，並推廣特色課程給其他學校。

(2010 夏季學院通識課程上課情形)
還有 R2 夏季學院 – 生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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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 語文課程共同課程

基礎科學 特色課程 專業學程

把夏季學院經營成北二區全體

師生及 TA 之共同活動平台

其實綜合大學也受益不淺



R3 推廣教學成長護照

(1)配合工作坊、TA、科技空間使用

(2)記錄師生之教學成長歷程與認證

(3)所有北二區學校均承認護照效力

記載持有者的教學成長歷程，並認

證教學助理資格或各種獲獎記錄。

一照全區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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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填表 → (2) 參加活動 → (3) 記錄認證

請到各校教學發展專責單位申請



R4 圖書資訊 知識服務

(1)臺大有相當完全的電子資訊期刊

(2)中心將設立專區供夥伴學校使用

(3)專設服務管道解決各種特殊需求

友校師生可方便獲得所需資訊，

特殊需求也有可靠的服務管道。

建立暢通而可靠的知識服務管道

北二區知識服務：

(1) 暢通區內師生入館

(2) 擴大執行館際合作

(3) 建立資源查訊專區

(4) 代管機構典藏系統

(5) 共享機構典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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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圖書館
地下室

北二區
基地營

專用查詢站

學習開放空間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1)臺大生科院建構的科技服務平台

(2)中心設立機制鼓勵夥伴學校使用

(3)將逐年搜尋並開放本校共同設施

科技共同空間的開放，可發揮儀器

的最大效用，並造福廣大使用者。

統計臺大其他科技共同設施：

(1)生物技術中心 (共同儀器室)

(2)尖端奈米材料中心

(3)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中心

(4)理學院 (國科會儀器中心) 

(5)生農院 (共同儀器中心)

(6)醫學院 (卓越研究中心)

儀器、培訓、收費、制度是否完善？

中心是否公平對待每一個使用者？

有無隱形障礙來阻擋某些使用者？

但
是
：

生科院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1)目前建制六個平台、四個儀器核心

(2)大小儀器超過百件，均能登記使用

(3)配合培訓課程，科技得以深植學生

(4)有護照制度，獲得認證可自行上機

(5)十名專任人員熱心技術服務及諮商

(6)使用者付費，經學校會計系統繳費逐年開發其他夥伴學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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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have done ...



北二區首頁與海報

2011 年報名 > 1,8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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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平台：消息、圖書館、管考、會員



2010 相關照片及學員統計

臺灣大學

夥伴學校 人次 %

世新大學 106 12.7

華梵大學 41 4.9

宜蘭大學 3 0.4

慈濟大學 3 0.4

東華大學 33 4

佛光大學 26 3

馬偕醫學院 3 0.4

大同大學 35 4.2

臺北醫學大學 12 1.4

臺灣師範大學 127 15

臺灣藝術大學 34 4

臺北教育大學 13 1.5

臺灣大學 399 48

總計 835 100

共 617 人 平均每人選修 1.35 門

世新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華梵大學

大同大學
東華大學

臺灣藝術大學

佛光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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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號 課程名稱 開課學校 教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 每週 人數

A1001 視覺藝術欣賞 世新大學 林國芳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二 53

A2002 韓國社會與文化 華梵大學 蘇世岳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三、五 42

A2003 台灣美術與文化 華梵大學 吳嘉陵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8 四、五 56

A4004 法學緒論 慈濟大學 蔣 駿 慈濟大學中央校區 99.07.05 一、三 -

B1005 文化資產新生命 大同大學
曾子良
李乾朗

大同大學 99.07.06 二、四 12

B1006 海洋科學、科技與歷史 大同大學 劉啟民 大同大學 99.07.06 二、四 29

B2007 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 臺北醫學大學 陳重仁 臺北醫學大學 99.07.16 二、五 -

B2008 史記與歷史人物評析 臺北醫學大學 邱佳慧 臺北醫學大學 99.07.12 一、四 32

B2009 古琴與哲學實踐 臺北醫學大學
林文琪
李 楓

臺北醫學大學信義校區 99.07.12 一、四 27

B2010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臺北醫學大學 王實之 臺北醫學大學信義校區 99.07.16 二、五 -

B3011 藝術鑑賞 : 台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 臺灣師範大學 趙惠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部 99.07.05 一、三、五 62

B3012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臺灣師範大學 張子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部 99.07.06 二、四 68

B4013 文學中的歷史場景 臺灣藝術大學 林文仁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三、五 85

B4014 藝術概論 臺灣藝術大學 張純櫻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三、五 51

N2015 自由主義 臺灣大學 林火旺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6 二、三、四 55

N2016 哲學概論 臺灣大學 苑舉正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三、五 97

N2017 全球音樂文化 臺灣大學 陳峙維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二
四、五 51

N2018 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和挑戰 臺灣大學 江才健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5 一、二 92

N2019 生命科學與社會 臺灣大學 羅竹芳 臺灣大學校總區 99.07.08 四、五 27

15 文史、藝術、公民、科技 7 所夥伴學校 18 位教師 各校區 (2/3 在臺大總區) 七月開課 密集上課 839

2010 年 夏季學院 課程表 16



4.440
平均滿意度

= 很 讚！

(請大家告訴大家)



回饋意見及徵文比賽

棒！一定要繼續！惟非台大生要辦理跨校圖書
証仍十分不便，望改善！！讓每校通識交流，
分享好課、好老師真的很棒！

藝術類課程多點，彌補台大未有這領域之課程

我覺得很棒！可以認識到不同學校的人！又可
以利用暑假充實自己！

因為今年是第一次辦，我覺得跨校非常好，大
家來自不同的學校，專長領域不同，必定可以
擦出火花，學到很多。只是參加辦法和時間太
緊湊，明年希望可以更完美。

想對台大說：事前作業很不清楚，e-mail 回覆
也很不清楚，補助也應多一些！

很棒喔，課程很棒，老師很棒，可是硬體故障
率太高了。而且…下次可以不要在台大嗎？

這是個好活動，不然每次都選不到想選的通識
真的很心酸，鼓勵續辦，給學生更多機會能在
暑假進修。（建議可加開更多課，不用擔心沒
人修）

今年採修課通過退費的制度很棒！

…雖然我們的報告都順利繳交出去，但我事後仍不斷思考

這些問題。生命科學的研究是否真的受到物理學微觀研究的

影響走到一個死胡同了？科學發展對社會發展是幫助向上提

升還是增加滯礙？我們的科學研究真的夠實證嗎？這麼多我

以前沒想過的問題不斷向我這個「科學信仰者」迎面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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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課程名稱 上課起訖

林國芳 視覺藝術欣賞 07/04~08/10

黃麗雲 歷史與生活文化 07/06~09/02

江建勳 心理、生理與病理 07/05~08/11

林孝信 生活中的物理科學 07/04~08/17

陳淑敏 當代族群與多元文化探討 07/05~08/11

劉啟民 海洋科學、科技與歷史 07/08~08/11

曾子良 文化資產新生命 07/05~08/11

簡士捷 英文閱讀 07/04~07/28

趙惠玲
藝術鑑賞：

台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
07/04~07/29

陳炳宏 媒體素養 07/06~08/01

張子超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07/05~08/11

林文仁 歷史小說與時代意象 07/04~08/12

楊超智 象徵、儀式與藝術生活 07/06~08/13

教師 課程名稱 上課起訖

鍾宜杰 視覺文化與紀錄片探索 07/07~08/04

張純櫻 藝術概論 07/06~08/15

陳俊明 影像藝術與文化傳播 07/05~08/10

李紋霞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07/11~08/17

黃俊傑 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 07/04~08/13

劉仁沛 統計與生活 07/04~08/11

劉麗飛 植物與糧食 07/04~08/12

歐素瑛 臺灣歷史與人物 07/08~08/19

江才健 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和挑戰 07/04~08/09

李心予
陳俊宏
張正琪

現代生物學之應用 07/04~08/12

莊榮輝 細胞、分子與生命 07/04~08/12

彭孟堯 邏輯 07/04~08/10

2011 年 夏季學院 課程表 18



2010 年新進教師研習營

共有 42 名新進教師參加，整體滿意度達 4.75。

黃俊傑教授：大學教育是提升生命的偉大志業！

主題演講：臺灣大學
歷史系 黃俊傑教授

研究論壇住宿客房

大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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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 超 讚！

(也請大家告訴大家)



TRAILS
北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依循 TRAILS 成功登頂 20



1

2

7

4 5

6

3

基隆路

辛亥路 復興南路

臺大體育館

正門

新生
南路

公館
捷運

圖書館

(02) 3366 9680

(02) 3366 3367

(02) 3366 9593

(C) TechComm

(A) 教學發展中心

(B) 學習開放空間

北二區
基地營

博雅教學館

生命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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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心學校新建博雅教學大樓落成

歡迎區內全體師生隨時光臨北二區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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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的無邊界校園 23



年
說明會

度
N2 Keynotes

2011

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 24



TRAILS

北二區中長期願景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四年

臺灣大學資源分享

夥伴學校特色資源

13 所學校整體串連

山水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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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申請學校 計畫名稱

II-A6 佛光大學 建構改善課程品質機制 以提升學生競爭力

II-A7 馬偕醫學院 新設醫學院之校園軟硬體全面建置與改善

II-B3 臺灣師大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 全面提升學生競爭力

II-B4 臺灣藝大 精進教學環境制度 以全面提升競爭力

II-B5 國北教大 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強化學習成果 展現實力

共五校 計畫內容充分對應 TRAILS 主軸

[II] 主題式合作計畫 (共五校)

全面提升整體競爭力。精進制度建立基底架構，

●建立審核管考機制

●突顯各校特色主題

●其他教卓學校協助

26



是否知道學校參與北二區資源中心？ 27



補 助 款
自籌款 合 計

人事費 業務費 雜支 資本門 小計

總計畫 79% 34% 16% 38% 52% >100% 65%

I-T 100% 29% 22% 0% 31% 0% 30%

I-R 68% 22% 62% 35% 34% 0% 31%

I-A 0% 29% 0% 0% 27% 0% 27%

II-A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II-A7 60% 60% 60% 60% 60% 0% 54%

II-B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II-B4 100% 100% 100% 0% 100% >100% 140%

II-B5 60% 60% 60% 60% 60% 0% 54%

總 計 78% 51% 58% 48% 58% 81% 60%

目前經費執行情形

(1) 至 4 月底為止經費執行進度

(2) 預估 6 月底結案進度約為 80%~85%

28



推動小組

◆ ◆ ◆ ◆ ◆ ◆ ◆ ◆ ◆

20112010 99-1 99-2
提出計畫書

◆
北二區
啟動大會

R6    出版教學知能專書

T3 工作坊講座

T4 教學成果
(6/29 椰林講堂) T5, T6 

R9    開發教務行政平台 (資訊平台合作論壇)

○ ● ● ●
查核點

工作時間表與查核點

A2 教學助理研習會 A2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I] 資源平台

R1                  夏季學院 共通課程

夏季學院

籌備期間

R7 開放式課程平台 (OCW)

R8 遠距視訊平台

T1 新進教師研習營

A1   教學助理校際合作

R2                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 nbsc

T2        教師成長社群 (33 社)

▼ ▼
諮詢委員會

R4       圖書資訊知識服務 (N2 基地營)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 ■
指導委員會

教育部報告
(6/14)

R3      教學成長護照 R3

R4

R5

夏季學院 TA 研習會 TA 座談會

說明會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普查
★下年度構想書

說明會

[II] 主題式計畫
N2 Keynotes 2011

7/4

7/4R2 

R1 報名 5/9~5/20

6/28

★跨國學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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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說明會

度
N2 Keynotes

資訊平台

合作論壇

成長社群 互動平台

2010
通識課程

34 社群 262 人

2010/11/11~12
大板根

16 門
839 人次
4.44

42 人

4.75

10

N2 Web 2.0

知識服務

基地營
Base
Camp

科技共同

TechComm

100

成長護照

> 3,000 本

1

2010

5   6   7

4   1   8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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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教學

2011
Next?

基礎課程

(物理?)

資訊平台

Portfolios

科技共同

TechComm

1 on 1

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夥伴學校

(NTNU)

跨國學術
競爭力

遠距教學

線上諮詢

X

特色教學

OpenCourseWare

2011

密集 英語
5   6   7

4   1   8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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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學術競爭力菁英班

Workshops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petence

A B C D E F

班導師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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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彩繪臺灣的未來

人才是邁向卓越的唯一關鍵



博雅教學館第二學習開放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