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二區教學資源中心

校際交流，共享資源；建佈機制，永續校園。

井田制度 中間為公田

Second Northern Taiwan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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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觀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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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暑期課程 (2) 移地活動 (3) 遠距視訊 (4) 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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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球 2009



規劃總覽 5

TRAILS

N2 北二區資源中心

[I] 資源整合分享計畫[I] 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II] 主題式合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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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主軸 TRAILS

[II] 主題式合作計畫[II] 主題式合作計畫[I] 資源整合分享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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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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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五個學校提出主題式計畫：
II-A6 (佛光) II-A7 (馬偕) II-B3 (師大) II-B4 (臺藝) II-B5 (國北)

← 由中心學校及部份夥伴學校提出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T 教師成長平台 (T1~T6), R 教學資源共享 (R1~R9), 加上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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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教師成長平台 7

T1T1 新進教師研習營新進教師研習營 T2T2 教師成長團體教師成長團體

(1) 北二區新進教師聯合研習營

(2) 協助各校逐年建立培訓制度

(3) 區內互流講員與培訓心得

(1) 組成區域教師成長團體

(2) 定期參加工作坊或講座

(3) 嘗試 mentor 與 mentee 配對

(教師研習營活動模擬照片，原為本校新進教師研習營) (成長活動情境模擬照片，原為本校傳習制度啟動大會)

新進教師一開始就獲得正確之為師
態度，立即反應在其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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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年經驗』的重要性 老師們也需要激勵、打氣、引導

● ●



T 教師成長平台 8

T3T3 教學工作坊與講座教學工作坊與講座 T4T4 教學成果 (椰林講堂)教學成果 (椰林講堂)

(1) 加強宣傳並開放本校工作坊、講座

(2) 配合教學互助整合區內各友校場次

(3) 下年度由推動小組整合各系列講題

(1) 一年一度的整體成果報告與分享

(2) 有教學心得、助教、教學研究案

(3) 將設立北二區的專屬場次

(本校教學講座海報，以後將努力推廣給夥伴學校) (本
校

20
09

 年
度

椰
林

講
堂

由
校

長
領

頭
開

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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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成為北二區首要之年度大事，
就教學、助教、行政等充分交流。

由
劉
校
長
演
講
啟
發
的
想
法



T 教師成長平台 9

T5T5 微型教學科技平台微型教學科技平台 T6T6 教學歷程檔 portfolio教學歷程檔 portfolio

(1) 本校正在興建微型教學專用教室

(2) 將與夥伴學校共同推動微型教學

(3) 開發推廣其他教學科技如表決器

(1) 將建立電子化之教學歷程檔平台

(2) 在本校試行成功後推廣至北二區

(3) 將舉辦各種說明會及成果展示會

微型教學記錄教師在課堂的基本表
現，可確實改進講者的上課方式。

預期教學歷程檔將成為教師最重要
的文件，記載其教學歷程與反思。

Teaching Portfolio 教學歷程檔

Cover letter Teaching
portfolio

Appendix

ContentContent

EvidenceEvidence以 1~2 頁簡要說明

你在教學的理念與

成就，可以列出最

重大的幾點，並註
明本文頁數

歷程檔本文約 10 頁

佐證文件與資料列為附件

Teaching Portfolio 教學歷程檔

Cover letter Teaching
portfolio

Appendix

ContentContent

EvidenceEvidence以 1~2 頁簡要說明

你在教學的理念與

成就，可以列出最

重大的幾點，並註
明本文頁數

歷程檔本文約 10 頁

佐證文件與資料列為附件

(本校正在規劃教師的教學歷程檔，並進行電子化)(微型教學模擬情境，原圖為本校 TA Pilot 之微型教學課程)

以攝影機現場錄影 →

微型班級試教↓

↑
聽眾當場
寫下意見
給予建議



R 資源共享架構

教學資源共享平台教學資源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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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 教學資源共享 11

R1R1 夏季學院 共通課程夏季學院 共通課程

(1) 由各校提供優質通識課程與教師

(2) 由北二區發給通用之學分證明

(3) 先在臺大辦理後再推廣至各校

夏季學院將解決單科大學的師資問
題，並推廣優質課程給區內同學。

(教
育

部
第

一
屆

全
國

傑
出

通
識

教
師

獎
羅

竹
芳

院
長

演
講

) 本
校
四
位
教
師
獲
全
國
傑
出
通
識
教
師
獎

為什麼要學通識？

R2R2 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

(1) 整合生物技術相關課程超過 50 門
(2) 制定機制鼓勵夥伴學校師生選課

(3) 有全套課本、手冊、師資與設備

(今年的生技暑期課程時間表)

充分發揮教育部生物技術教學改進
計畫成果，推介給區內全體師生。

●



R 教學資源共享 12

R3R3 推廣教學成長護照推廣教學成長護照

(1) 配合工作坊、講座、教學助理等

(2) 有效記錄師生之教學成長歷程

(3) 所有北二區學校將承認護照效力

(本
校

教
學

成
長

護
照

，
將

重
新

設
計

為
北

二
區

共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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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章)

R4R4 圖書資訊 知識服務圖書資訊 知識服務

(1)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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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模擬照片，夥伴學校師生登記進入專區搜尋資料)

夥伴學校將方便地獲得所需資訊，
特殊需求也有可依循的服務管道。

建立暢通的資訊服務管道

北二區知識服務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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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教學資源共享 13

R5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1)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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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本校其他科技共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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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卓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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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名專任技術人員熱心各項服務

(6) 使用者付費，經學校會計系統繳費

●



R 教學資源共享 14

R6R6 出版教學知能專書出版教學知能專書

(1) 逐年出版提升教學知能之專書

(2) 將尋求各校特色出版有用專書

(3) 已出版助教手冊、教師手冊等

(本校 2009 出版的 TA 手冊)

各種專書若能廣為流傳應用，可全
面提升區內教學知能，影響廣泛。

本校 TA 人手一冊的教學錦囊妙策

R7R7 開放式課程平台開放式課程平台

(1) 本校正建立開放式課程平台 OCW
(2) 將逐步把優質課程轉為開放式課程

(3) 夥伴學校可參與建立平台或課程

(開放課程平台模擬照片，以臺大演講網為例)

開放式課程配合區域合作網路的功
能，可不分時空地傳送優質課程。



R 教學資源共享 15

R9R9 開發教務行政平台開發教務行政平台

(1) 有用的教務制度平台是寶貴資產

(2) 開發新穎平台可能提升行政效率

(3) 所有系統均可供北二區友校分享

充分發揮網路行政的效率，給所有
師生與行政人員最即時教學資料。

R8R8 遠距視訊平台遠距視訊平台

(1) 本區部份學校亟需遠距視訊平台

(2) 建構高效遠距教學即時網路系統

(3) 配合夏季學院、工作坊、講座等

有效的即時視訊平台，可對區內所
有師生服務，大大提升教學成效。

OMG !
我班上每個學生

都在 80 分以上！



A 教學助理制度 16

A1A1 教學助理校際合作教學助理校際合作 A2A2 教學助理研習會教學助理研習會

(1) 支援研究生人數較少的學校

(2) 介紹傑出教學助理擔任講員

(3) 開設教學助理的知能工作坊

(1) 初步先開設區域之共同研習會

(2) 逐年協助自行建立培訓制度

(3) 編輯共同之研習會講義、教材

(TA 交流活動模擬照片，原為本校 TA 討論課) (研習會活動模擬照片，原為本校教學助理研習會)

區內教學助理的相互支援，不但可
協助對方，也增進 TA 間的交流。

教學助理研習會是新進 TA 的第一
堂課，可及早導入其正確的態度。

教學知能是可以學習的

大部分教學助理都很重視這份工作大部分教學助理都很重視這份工作

●



A 教學助理制度 17

A3A3 教學助理評量機制教學助理評量機制 A4A4 優良教學助理遴選優良教學助理遴選

(1) 協助建立教學助理評量制度

(2) 提供相關的辦法、流程或軟體

(3) 協助輔導失職教學助理之機制

(1) 協助建立優良教學助理遴選制度

(2) 提供相關的辦法、流程或軟體

(3) 協助夏季學通識課程之教學助理

(TA 教學表現調查表，原為本校所使用者) (傑出教學助理頒獎模擬照片，原為本校教學助理頒獎)

教學助理表現之公正評量，對整個
制度的推動與改進是極關鍵措施。

優良教學助理的遴選，對其教學態
度、未來生涯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優良教學助理十年後將是傑出教師



I 教學課程建制 18

I1I1 基礎學科課程基礎學科課程 I2I2 建立課程地圖建立課程地圖

(1) 協助建立各種基礎學科或其實驗

(2) 分享基礎學科的教材、設備、經驗

(3) 建立區內基礎學科教師交流機制

(1) 提供相關的辦法、流程、軟體

(2) 推動區內課程地圖建制的交流

(3) 由課程地圖規劃有用跨領域學程

(網頁課程地圖之模擬照片，原為臺大課程地圖網)

基礎學科是大學最重要的課程，然
而扎實有趣的基礎學科建立不易。

課程地圖給學生明確的學習指引，
讓系所定期檢討課程內容與架構。

(本校物理實驗課程、微積分教學網頁)

生物
化學

微積分

物理



I 教學課程建制

I3I3 學生核心能力學生核心能力 I4I4 學習成果導向機制學習成果導向機制

(1) 協助建立各級核心能力

(2) 提供相關之制度、流程、軟體

(3) 舉辦核心能力相關之研討會

(1) 推動學習成果導向機制

(2) 開發相關之評量機制及軟體

(3) 規劃如何面對未來之大學評鑑

(本校十條核心能力大致對應了校訓) (本校推動學習成果導向文宣品)

學生核心能力將是教學成效的主要
評量指標，也是教育的終極目標。

學習成果導向是未來大學評鑑之根
本，應及早全面性地改革與升級。

1. 獨立思考與創新

2. 專業知能

3. 道德思辨與實踐

4. 履行公民責任

5. 人文關懷

6. 溝通表達

7. 團隊合作

8. 國際視野

9. 了解尊重多元文化

10. 美感品味

1. 獨立思考與創新

2. 專業知能

3. 道德思辨與實踐

4. 履行公民責任

5. 人文關懷

6. 溝通表達

7. 團隊合作

8. 國際視野

9. 了解尊重多元文化

10. 美感品味

敦品

勵學

愛國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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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學習輔導機制 20

L1L1 推動讀書小組推動讀書小組 L2L2 學習工作坊及講座學習工作坊及講座

(1) 協助建立讀書小組制度

(2) 嘗試舉辦區內之校際讀書小組

(3) 積極推廣並突顯讀書小組的優點

(1) 加強宣傳並開放本校工作坊、講座

(2) 與夥伴學校一起設計各主題系列

(3) 區內各種活動之互相支援與流通

(讀書小組活動模擬照片，原為本校學生讀書小組活動) (學習講座模擬照片，原為本校樂在學習講座)

讀書小組引導群體學習，可增強學
生相互討論以及團隊合作的能力。

許多課外工作坊或講座，對學生終
生的影響，比專業科目還更深遠。

團隊合作團隊合作
熱烈討論熱烈討論
主動學習主動學習

(我班上的反應有這樣熱烈就好了)



L 學習輔導機制 21

L3L3 建立學習歷程檔案建立學習歷程檔案 L4L4 提升學生競爭力提升學生競爭力

(1) 協助建立電子化學習歷程檔

(2) 提供相關之制度、流程、軟體等

(3) 嘗試舉辦區內之學習歷程檔競賽

(1) 加強第一年新生輔導啟蒙正確人生

(2) 增進學生基本能力以提升其競爭力

(3) 合作建立北二區職涯輔導追蹤平台

(學習歷程檔的模擬畫面，原為本校規劃中的 e-portfolio網頁) (左：臺大新生專題課程首頁。右：臺大求才求職網)

學習歷程檔將成為每位學生的個人
成長園地，更可作為反思的界面。

學生基本能力及競爭力的強弱，將
是評鑑該校教育成效之最佳指標。

Competence



S 建立制度人才

S1S1 建構教師評鑑制度建構教師評鑑制度

S2S2 建構教學評量制度建構教學評量制度

S3S3 協力培養行政人才協力培養行政人才

S4S4 改善教務管理系統改善教務管理系統

(1) 協助建立各種電子化之評量制度

(2) 提供相關之制度、流程、軟體等

(3) 提供相關制度之實務經驗與建議

(4) 擬建立北二區內之行政體系聯盟

(5) 與夥伴學校研究、創新各種制度

S5S5 精進教學中心制度精進教學中心制度

(1) 學生教學意見調查 (調查表、網路系統、統計分析)
(2) 優良教師評鑑制度 (辦法、表單、網路系統、流程)
(3) 教學發展中心 (組織、制度、辦法、人才)
(4) 教學助理制度 (辦法、流程、培訓、人才)
(5) 教學成長護照 (護照、辦法、流程、推廣)
(6) 通識教育系統 (組織、制度、辦法、課程) 
(7) 學生學習歷程檔 (軟體、平台、應用)
(8) 教師教學歷程檔 (建構中)
(9) 其他

本校可提供的各種制度、流程、系統：

建立制度。羅列人才

22



計畫內容充分對應 TRAILS 主軸共五校

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強化學習成果 展現實力國北教大II-B5

精進教學環境制度 以全面提升競爭力臺灣藝大II-B4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 全面提升學生競爭力臺灣師大II-B3

新設醫學院之校園軟硬體全面建置與改善馬偕醫學院II-A7

建構改善課程品質機制 以提升學生競爭力佛光大學II-A6

計畫名稱申請學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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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建立審核管考機制

● 突顯各校特色主題

● 其他教卓學校協助



改善課程品質 提升學生競爭力

II-A6 佛光大學

建構改善課程品質機制 以提升學生競爭力建構改善課程品質機制 以提升學生競爭力

1 教學助理制度

4 學生核心能力

6 職涯特色課程

5 優質數位教材

3 課程檢討機制
7 地方社區服務

9 學習歷程檔案

8 畢業生職涯輔導

2 教學評量制度

L4
I5

R1

S2

I3

L3

A2~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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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課程

1 英語書院

2 醫學人文教育

3 實證護理教學

4 強化中文素養 9 學生公民素養

7 課程地圖平台

8 學習歷程檔案

10 遠距教學平台

5 優良教師精進

6 教學助理平台

II-A7 馬偕醫學院

I5

R8

S2, T2

L3

I2

A1

新設醫學院之校園軟硬體全面建置與改善新設醫學院之校園軟硬體全面建置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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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造就大師

Respect
尊重支持

Autonomy
自主學習

Mentoring
典範導引

成果導向教學設計

1 課程地圖網路

2 學生職涯輔導

3 教師評鑑精進

4 教學助理制度

5 跨領域學程

6 提升英語能力

7 學生輔導成效

8 數位學習平台

精進教學效能 強化核心能力 促進學生學習

全方位優質環境

Scaffolding
提供鷹架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 全面提升學生競爭力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 全面提升學生競爭力

II-B3 臺灣師大

I2
L4

S1
S2
A2

L4
L3

I5
L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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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善教學品質

2 輔助教學 TA

3 揚帆導航計畫

4 外語教學提升

5 課程規劃管理

6 ArtTube 課程

II-B4 臺灣藝大

精進教學環境制度 以全面提升競爭力精進教學環境制度 以全面提升競爭力

2.1 TA 申請、培訓研習會
2.2 TA 評量、考核
2.3 優良 TA 選拔等

3.1 大一新生輔導
3.2「學習小園丁」同儕輔導
3.3 學生職涯輔導

4.1 打造完善外語學習資源中心
4.2 辦理英語講座活動
4.3 以學生互助團體模式與運作

5.1 訂定本校核心能力
5.2 建構完善課程地圖
5.3 建立課程檢核機制

6.1 推展藝術行銷與文化創意概念
6.2 開設跨校之「認識藝術」通識課程
6.3 開設跨校、跨領域、跨專業藝術課程

教師
成長

教師
成長

學習
輔導

學習
輔導

課程
改善

課程
改善

I5
R1

I5
L1

T2
S5

A2~
A4

L4

I2~
I4

1.1 強化教學發展中心之功能
1.2 教師成長活動、成立教師社群
1.3 推動教學精進、教學網頁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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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助理培訓

2 學習歷程檔5 課程地圖9 教學實驗室

3 教學成果展現6 服務學習回饋

7 線上學習交流

8 學養踐行

4 教師成長團體

II-B5 國北教大

A2, A3, A4

L3I2, L3, L4I5

L4I5

T2

L4

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強化學習成果 展現實力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強化學習成果 展現實力

實驗 實踐 實力
28



20112010 99-1 99-2
提出計畫書 (5/7)

◆
北二區

啟動大會

R3    教學成長護照

R4    圖書資訊知識服務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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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教學歷程檔

T3 

推動小組

◆ ◆ ◆ ◆ ◆ ◆ ◆ ◆ ◆ ◆

R9    開發教務行政平台

○ ● ● ● ●

[II] 主題式計畫 查核點

時間表與查核點

A2 教學助理研習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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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資源整合共享：

R1                  夏季學院 共通課程

籌備期間

R7 開放式課程平台

R8 遠距視訊平台

T1 新進教師研習營

A1   教學助理校際合作

29

R2                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 nbsc

T2   教師成長團體

T5  微型教學科技平台

▼ ▼ ▼
諮詢委員會

■ ■

指導委員會



中心學校人事組織圖 30

中心主任

教務長兼任

組長

(代理組長)

副組長

(代理副組長)

組幹事

資源整合 夥伴學校

各校專責幹事

隨夥伴學校數目

增減人事

博士級副組長

TLD
C 國立台灣大學

與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共同教育中心

圖書館

生物技術中心

生命科學院

密切合作

副主任

副教務長兼任

(兼北二區執行長)

●

● 落實各校之執行力



號 工作名稱 臺大經費 KPI (人/場次) 滿意度

T1 新進教師研習營 ★ 1,100,000 80 人 / 1 場 4.4

T2 教師成長團體 1,500,000 15 人 / 1 梯 4.4
T3 教學工作坊及講座 400,000 1,000 人 / 8 場 + 4.4

T4 教學成果 (椰林講堂) 0 300 人 / 1 場 4.4

T5 微型教學科技平台 0 20 人 / 5 場 4.4

T6 教學歷程檔 0 500 人 4.4

R1 夏季學院共通課程 ★ 5,200,000 1,000 人 / 20 門 + 4.4

R2 夏季學院生技課程 300,000 200 人 / 20 門 + 4.4

R3 推廣教學成長護照 250,000 1,000 本

R4 圖書資訊知識服務 ★ 3,500,000 13,000 次 4.4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400,000 200 次 4.4
R6 出版教學知能專書 200,000 10 種 4.4

R7 開放式課程平台 0 10 門 4.4

R8 遠距視訊平台 0 5 校 4.4

R9 開發教務行政平台 0 2 套 4.4

A1 教學助理校際合作 1,040,000 30 人 4.4

A2 教學助理研習會 200,000 300 人 / 2 場 4.4

I 資源平台經費與預估成效 31

中心學校統籌

慈濟大學 1,500,000 
東華大學 1,000,000 

慈濟大學 600,000
北醫大學 600,000 

大同大學 300,000

中心學校統籌

中心學校統籌

總計畫 11,000,000

夥伴學校 4,000,000

中心學校 10,090,000

[I] 共 25,090,000

●

●



總經費分配比例 32

[II] 66,200,000 (73%)
[I]  25,090,000 (27%)

總共 91,200,000

●

● 外部審查機制之常態化



校際交流
共享資源
建佈機制
永續校園



請協助連結北二區首頁

資料光碟：

(1) 北二區各式 logo
(2) 北二區簡報檔案

(3) 宣傳海報 (印製外牆大海報)

中心學校提供：
海報、酷卡、布旗 (請登記數量以便宅配)、北二區網頁、各種工作諮詢

另外備有 R2 暑期生技課程、R4 圖書知識服務、R5 科技開放空間等宣傳

請夥伴學校自理：
外牆大海報、首頁連結、BBS、e-mail 校內宣傳

34

網頁計數器：

(1) 公開日 6/1
(2) 開始報名 6/8

(1)

(2)



確定

上課中

R2 暑期生物技術課程報名 (5/14~6/18)

確
定
名
單

課程審查 錄取
繳費

第一波
宣傳

第二波
宣傳

報名
選課

開課

夏季學院行事曆

5/24 5/31 6/7 6/14 6/21 6/28 7/5 7/12 7/19 7/26

椰林
講堂

椰林
講堂

期
末
考

◆ (5/24) ◆ (6/7) ◆ (6/29) ◆

R4     圖書資訊 知識服務

R5     開放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R3     教學成長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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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宣傳夏季學院

(1) 海報
(2) 酷卡 (傳單)
(3) 布旗 →
(4) 外牆大海報
(5) 網頁連結
(6) 各校 BBS
(7) 各校 e-mail 

(第一波) 即日起
(第二波) 課程決定後
請多利用通識課下課時間宣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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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20 ~ 12:10四、五99.07.08臺灣大學校總區羅竹芳臺灣大學生命科學與社會N2019

10013:20 ~ 16:20一、二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江才健臺灣大學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和挑戰N2018

5010:20 ~ 12:10一、二、
四、五

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陳峙維臺灣大學全球音樂文化N2017

10009:10 ~ 12:10一、三、五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苑舉正臺灣大學哲學概論N2016

7010:20 ~ 12:10二、三、四99.07.06臺灣大學校總區林火旺臺灣大學自由主義N2015

5015:30 ~ 17:20一、三、五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張純櫻臺灣藝術大學藝術概論B4014

5013:20 ~ 15:10一、三、五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林文仁臺灣藝術大學文學中的歷史場景B4013

4509:00 ~ 12:00二、四99.07.06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本部張子超臺灣師範大學環境倫理與永續發展B3012

6009:00 ~ 12:00一、三、五99.07.05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本部趙惠玲臺灣師範大學藝術鑑賞 : 台灣當代藝術與視 覺文化B3011

6009:10 ~ 12:00二、五99.07.16臺北醫學大學信義校區王實之臺北醫學大學《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B2010

3009:10 ~ 12:00一、四99.07.12臺北醫學大學信義校區林文琪臺北醫學大學古琴與哲學實踐B2009

4014:10 ~ 17:00一、四99.07.12臺北醫學大學邱佳慧臺北醫學大學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B2008

6014:10 ~ 17:00二、五99.07.16臺北醫學大學陳重仁臺北醫學大學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B2007

6009:00 ~ 12:00二、四99.07.06大同大學劉啟民大同大學海洋科學、科技與歷史B1006

7013:30 ~ 16:30二、四99.07.06大同大學
曾子良
李乾朗

大同大學文化資產新生命B1005

4013:30 ~ 16:30一、三99.07.05慈濟大學中央校區蔣 駿慈濟大學法學緒論A4004

55
15:30 ~ 17:20
13:20 ~ 1 7:20

四
五

99.07.08 臺灣大學校總區吳嘉陵華梵大學台灣美術與文化A2003

5510:20 ~ 12:10一、三、五99.07.05 臺灣大學校總區蘇世岳華梵大學韓國社會與文化A2002

6008:10 ~ 11:10一、二99.07.05 臺灣大學校總區林國芳世新大學視覺藝術欣賞A1001

人上課時間每週開課日上課地點教師開課學校課程名稱課號

夏季學院 通識課程 2010 年課目表



夏季學院通識課程預期規劃

通識課程

39

文史 7 門 公民 4 門藝術 5 門 科技 3 門

教 師 學 生 教學助理
通識課程教師成長團體

通識教學成果經驗分享

通識開放課程平台 (OCW)

夏季學院心得徵文比賽

通識課程讀書小組

通識課教學意見調查

通識課教學助理培訓

教學成長護照認證制

通識課教學助理社群

暑期生技課程

共同課程

開創特色課程

遠距視訊平台

太平洋夏季學院

各領域科目之均衡發展

利用『夏季學院通
識課程』作為北二
區教師、學生與教
學助理之共同平台

利用『夏季學院通
識課程』作為北二
區教師、學生與教
學助理之共同平台

2010 年共 19 門

20 人 > 20 人1,000 人

未來方向



以以教教育育彩彩繪繪臺臺灣灣的的未未來來

人才是邁向卓越的唯一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