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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通識教育之層次 Three Levels of General Education

實現通識教育的三個層次：「論述、制度、實踐」

論 述
(1) 通識理論

(2) 核心價值

(3)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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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1) 通識領域

(2) 素養 vs 能力

(3) 教學平台

實 踐
(1) 課程設計

(2) 課堂經營

(3) 科技知能

我 反思自我 開拓自他 內外和諧 人我合一

國立臺灣大學
通識教育論述

國立臺灣大學
通識八大領域



(1) Covid-19 改變了全世界樣貌
(2) 數位遠距教學已經成為必然
(3) 科技平台整合教學資源共享
(4) TTRC 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5) 夏季學院分享實體通識課程
(6) 雲端學院實踐線上虛實整合
(7) 終極目標在於落實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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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RC
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Taiwan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臺灣高等教育發展學會 臺大、臺師大、臺科大



數位平台更需溫度

TTRC 組成架構

教學助理工作坊

新進教師研習營

精進計畫

課程面學校面 (1) TTRC資源中心首頁
(2) TTRC YouTube 平台

名家課程

臺灣通識網

通識教育學會 雙語課程

雲端學院
Cloud College

VV

合作學校

主論壇

分論壇

工作坊

發表會

實體課程

遠距課程

典藏課程

期刊模式

每學期一次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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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椰林講堂
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TTRC

Instruct
Invite

Inspire

劉炯朗院士 2009 年臺大卓越教學講座揭示

每學期末的全國教學精進盛宴

2021-1
2021/01/18
自主學習

2022-1
2022/01/22

通識遇到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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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
2020/01/13
通識教育

2020-2
2020/06/22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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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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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題 合辦 參加人數 滿意度

2020-1 通識教育 通識學會 410 4.92

2020-2 遠距教學 臺大系統 151 + 170* 4.93

2021-1 自主學習 佛光大學 328 + 153* 4.90

2022-1 通識 & AI 淡江大學 157 + 488* 4.94

2021 8

2022



全國新進教師研習營

2022 新進教師研習營第一日活動要覽

13:30 貴賓開幕致詞

13:45 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14:45 專題演講：學術倫理

16:05 專題演講：教育法規

19:30 世界咖啡館

第二日活動要覽

09:00 新手上路，溫馨相伴

14:00 分組教學研究論壇

16:00 分組研究論壇

17:30 教師交流

第三日活動要覽

09:30 專題演講：大師論壇 (一)

11:00 專題演講：大師論壇 (二)

新進教師務必參加！

學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參加人數 111 70 48 66 62

參加校數 17 25 22 19 24

滿意度 4.91 4.91 4.92 4.77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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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General Education Taiwan - Upgrade Project

計畫主旨 申請流程 計畫進度 檔案資料 聯絡我們
Project Goals Application Progress Documents About Us

精進計畫 GET-UP 是通識教育學會與通識聯盟合作的一項計畫，每年徵求有意改

善自身通識教育的公私立大學，由通識學會聘請有關的專家或學者，檢視該校在

通識教學、學習、成效、制度等各方面的問題，實地進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診斷，

然後與學校共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並持續陪伴執行以確實解決問題，進一步

與教育部深耕計畫結合，投入資源與人力期能從根本強化通識教育體質。

精實合作學校一起切磋通識教育

進階深耕計畫相互琢磨教學成效

2021 全面遠距線上實訪，成效非常良好！

年度 校數

2018 2

2019 2

2020 9

20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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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精進計畫線上實訪





通識評鑑 vs 精進計畫

比較項目 通識評鑑 精進計畫

學校關係 外部視導單位 長期伙伴關係

改進目標 五大評鑑指標 合擬實際目標

呈現資料 學校最好一面 深究改善弱點

互動期間 密集一或兩天 取決作業所需

基本性質 外部考核評等 健檢治療追蹤

所需費用 自籌內外經費 不需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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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公共平台

臺灣通識網

精選好課程
配合收錄於
臺灣通識網
GET新平台

年度 課數 人次 評鑑 開放

2010 16 848 4.44 北二區

2011 25 1,845 4.26 北二區

2012 23 1,115 4.39 北二區

2013 24 1,130 4.38 北二區

2014 55 1,966 4.38 全臺灣

2015 84 2,534 4.58 全臺灣

2016 74 2,797 4.47 全臺灣

2017 55 2,324 4.59 全臺灣

2018 65 2,436 4.58 全臺灣

2019 29 1,497 4.67 全臺灣

2020 29 1,241 4.57 全臺灣

2021 33 2,381 4.62 全臺灣
年度 點閱率 年增課程

2017 [4,726,336] 10

2018 438,838 6

2019 1,308,552 6

2020 342,277 3

2021 656,62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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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總課程數：221



VILTA

課程 C

臺灣通識網
課程 B

課程 A

教師

TA

學生

VISTA

名家課程

雲端學院 Cloud College

VISTA: Virtual Instruction and on-Site Teaching in Action; VILTA: Virtual Instruction and on-Line Teaching in Action

合作學校

教材 → 問題 → 討論 → 報告 → 考試

on-LineV on-Si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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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XTA



VISTA 平台實施方式 16

TA
學
生

學
生

實體討論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TA TATA

T

(每組 15-25 人則全班可達 45-75 名學生)

T
學
生

學
生

實體討論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TA
學
生

學
生

實體討論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學
生

TA

(小班級也可由教師自己帶領討論)

校外開課
偏鄉遠距
特殊學生

(學生可以再分小組)

(對 TA本身 是重要學習)

(可以無限複製)

翻轉教學

虛實整合

小組討論 Keywords



雲端學院
Cloud College

TTRC

7 + 16
VIXTA 課程

61
合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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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XTA 開課狀況 (7 門) 18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VISTA 英語 學分 校數 選課 修課 完課率 評鑑值

國立臺灣大學 計算機程式設計 ◎ 3 23 10 5 50% 4.33

國立臺灣大學 轉角生物學 ◎ 2 39 29 23 30% 4.00

臺北醫學大學 設計思考 2 37 72 64 100% 4.80

國立中央大學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 2 39 15 14 57% 4.50

中國文化大學 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 2 38 49 45 59% 4.40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與生活 ◎ 2 37 23 19 100% 4.7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硬筆書法與書道美學 2 33 36 30 79% 4.59

234 200 68% 4.48

硬筆字書寫與文字美學法律與生活

邏輯思維與數學遊戲



VILTA 開課狀況 (16 - 1 門) 19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英語 學分 校數 選課 修課 完課率 評鑑值

國立臺灣大學 改變歷史的生物 ◎ 2 30 38 33 40% 5.00

臺北醫學大學 設計思考 2 44 145 85 90% 4.38

國立中央大學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2 39 70 68 81% 4.65

中國文化大學 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 2 45 82 79 70% 4.58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與生活 2 43 50 39 100% 4.9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硬筆字書寫與文字美學 2 34 96 50 83% 4.8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細胞、分子與生命 2 36 48 47 71% 4.60

國立中山大學 基礎程式應用 3 30 67 64 67% 4.62

國立東華大學 近代光學 3 - - - - 停開

國立東華大學 普通物理 3 24 6 6 50% 5.00

中國科技大學 邏輯思維與數學遊戲 2 38 32 30 68% 4.35

文藻外語大學 跨科技整合與應用 ◎ 2 31 23 22 75% 5.00

文藻外語大學 森林資源及綠色產業 2 36 61 50 87% 4.74

中原大學 生醫材料解密 1 17 21 20 60% 4.77

中原大學 人工智慧導論 1 23 42 39 66% 4.54

中原大學 淺談醫學器材與原理 1 17 43 40 75% 4.76

824 672 72% 4.65



臺大電機系鄭士康教授：計算機程式設計

開設時段

 108-2臺大通識 (5 位 TA)

 108-3夏季學院 (3 位 TA) 臺大、成大
 109-2臺大通識 +雲端學院 (4位 TA)

強調學生自學建立獨立思考能力

授課方式：虛實整合混成授課

預錄教學影片遠距上課 + TA實體討論

VISTA 課程實施成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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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 利用 C#語言寫作計算機程式
(2) 學習資訊時代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3) 軟體系統發展分工整合及團隊合作

 定義及辨識問題
 規劃解決方法

 邏輯呈現、偵測錯誤
 表達過程與結果

→ VISTA 學生成績約等同實體課程

Proof of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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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營：
 課程模組 (2 + 1 模組)

 平台擇定：支援多種設備者
2 週非同步上課 + 1 週同步討論 → 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VILTA 課程實施成效

即使線上，仍能實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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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TA 教學成果等同實體課程

授課方式： 數位遠距課程 (VILTA)

教學目標：
(1) 強化創意意識與設計行為
(2) 加強跨域團隊手腦並用實作練習

Proof of concept!

北醫通識中心邱佳慧主任：設計思考V

＠cisco

＠butter

分組即時討論 ＠cisco＠butter 分組即時共創 ＠miro

Proof of concept!



微生物與疾病
Microorganism and Disease

密集遠距課程 2020 Feb

1學分 18小時 (2 wk)
臺科大應科所

莊榮輝教授

VILTA

VISTA

病毒 免疫 細菌
(1)上網自習數位教材

(2)線上助教討論問題

(3) 三個單元反思報告

(4) 認證考試獲取成績

(5) 各回學校抵免學分

TTRC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面對
疫情

VILTA 密集課程實施成效 22



VIXTA 平台實施摘要 23

(↑ 摘錄自鄭士康教授VISTA年度報告)

角色 學校 教師 TA 學生

課前 (1) 加入合作學校
(2) 配合選課流程

(1)建構課程網頁
(2)數位課程上網

(1) 推薦培訓助教
(2) 配合教師要求

(1) 選課報名繳費
(2) 確定網路通暢

課中 (1) 協助上課活動
(2)確保網路通暢

(1) 監督每週進度
(2) 指導線上討論

(1) 每週主持討論
(2)協助課後學習

(1) 每週照表上課
(2) 配合助教討論

課後 (1)登錄學生成績
(2)認證學分抵認

(1) 有效評量學習
(2) 公正評定成績

(1)批改報告試卷
(2)協助成績評定

(1) 努力自主學習
(2) 完成課程要求

方式 實體課程 遠距課程 翻轉課程 混成課程

優點 (1) 師生現場互動
(2) 充分掌控進度

(1)隨時隨地上課
(2)學生自訂進度

(1) 較多討論時間
(2) 培養自主學習

(1) 綜合各項優點
(2) 緊盯每週進度

缺點 (1) 時間空間固定
(2)學生程度差異

(1) 缺乏督促力量
(2) 難以當面互動

(1) 學生心態差異
(2)學生預習不足

(1) 助教培訓不易
(2) 額外助教經費

(↓ 實施 VIXTA平台的幾個關鍵角色)



遠距教學的成敗關鍵 24

(1) 線上課程內容要有完整規劃

(2) 學生充分自主學習準備討論

(3) TA 掌握學生進度引導討論

(1) 雲端軟硬體經費及 TA 薪資

(2) 實體考試很關鍵但不易落實

兩個問題：

三個關鍵：

教
師

學
生

TA

經
費

考
試



遠距虛實整合
確保學習成效
各校認證學分
移動互動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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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動感動移動互動感動



全國教學資源需求問卷

發出 160 校其中 100校有具體回應

需要 TTRC 協助之教學資源？

(1) 新進教師營教學知能培訓 (23)

(2) 教學助理制度研習及培訓 (9)

(3) 夏季學院及各種線上課程 (7)

(4) 數位教學技能及教師培訓 (7)

(5)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工作坊 (3)

各校通識課程需求？

(1) 最缺物質科學 (33)

(2) 尚缺世界文明 (15)

(3) 增統計與生命科學

(4) 學生要求藝文課程

(5) 期待線上英語通識

採認跨校遠距課程？
是 (51) 否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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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資訊設計等增能課程、推薦通識教師、學生
自學平台、教學大數據分享、教師多元升等



認知通識教育之「可尊敬性」

重建通識教育之「可尊敬性」立足於「師資、課程、制度」

教師水準之提升：

(1) 教學發展中心角色

(2) 新聘教師歸屬專業

(3) 通識立足深厚研究

(4) 教師用心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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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之提升：

(1) 通識教學知能研習

(2) 內容切合深度廣度

(3) 教學助理協助帶領

(4) 全國椰林講堂交流

學校制度之提升：

(1) 學校通識中心定位

(2) 資深專業教師開課

(3) 實質獎勵通識教學

(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黃俊傑 (2017) 現階段臺灣的大學通識障礙及其超越。通識在線 73: 10-20

深度及廣度

(1) 基本性

(2) 主體性

(3) 多元性

(4)整體性

(5)貫通性 Dead Poets Society 春風化雨



以教育彩繪臺灣的未來

人才是邁向頂尖的唯一關鍵
Human resource is critical to achieve the university excellence

Education Brings Taiwan A Colorfu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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