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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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Keynotes 2012



Who we 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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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圖資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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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二區夥伴學校分布圖



花蓮觀點

臺臺 北北

宜宜 蘭蘭

(1) 暑期課程 (2) 移地活動 (3) 遠距視訊 (4) 區域合作

花花 蓮蓮

Google 地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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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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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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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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期有 3 個學校提出主題式計畫

← 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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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A (夏季學院), I 課程

◆

◆

◆

◆

◆

◆

◆

◆

◆

◆第二期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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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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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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年經驗』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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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資 源

實 務實 務

人 際人 際

教 學教 學

研 究研 究

哲 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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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大學)

(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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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數位學習與多媒體教學設計左台益臺灣師範大學

低碳能源一般科技素養與人才培育之研究與推廣楊遵榮臺灣師範大學

職場心理健康林家興臺灣師範大學

互利增上：大學教師之生命教育魏秀珍臺灣師範大學

產學攜手合作郭金國臺灣師範大學

台師大生物科技李冠群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樂活與環境永續劉潔心臺灣師範大學

教學研究宋曜廷臺灣師範大學

｢節能減碳永續世界咖啡館」林歐貴英臺灣師範大學

｢未來想像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梁一萍臺灣師範大學

互動學習物理教學賈至達臺灣師範大學

服務科學結合服務學習之教學知能提升邱佳慧臺北醫學大學

提昇花蓮地區兒童閱讀能力陳紹慶慈濟大學

「人文臨床與療癒」專題教學與研究余德慧慈濟大學

數位閱讀與訊息設計葉乃靜世新大學

「智慧生活與數位科技融入教學」蘇建州世新大學

「癌症病友關懷與療癒」專題教學與研究熊秉荃臺灣大學

中國上古秦漢史教學研究閻鴻中臺灣大學

演化與族群遺傳研究丁照棣臺灣大學

1N-單一細胞吳蕙芬臺灣大學

教學精進行動學習胡名霞臺灣大學

佛學研究杜保瑞臺灣大學

社群名稱召集人申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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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區內主題計畫設計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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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椰林講堂還有 T4 教學成果展 - 椰林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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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工作坊 講 座講 座 論 壇論 壇



T4 教學成果發表 – 椰林講堂

參加人數 298
(含校外 104)
平均滿意度

4.68

五大
主題

五大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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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己的教學資料與反思
↓ 自動產生合適的教學履歷表

Teaching Portfolio 教學歷程檔 (tPo) 11



For every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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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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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北二區發給通用之學分證明

(3)學生完成課程後可退回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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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通識課程 語文課程共同課程

基礎科學 特色課程 專業學程

把夏季學院經營成為北二區
師生及 TA 之共同活動平台

把夏季學院經營成為北二區
師生及 TA 之共同活動平台

其實綜合大學也受益不淺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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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照全區通用一照全區通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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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圖書館圖書館
地下室地下室

北二區
基地營

專用查詢站

學習開放空間學習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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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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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hat we have done ...



年
說明會

度
N2 Keynotes

資訊平台

合作論壇

成長社群 互動平台

2010
通識課程通識課程

34 社群 262 人

2010/11/11~12
大板根

16 16 門門
839 839 人次人次
4.444.44

42 人
4.75

1010

N2 Web 2.0

知識服務

基地營
Base
Camp

科技共同

TechComm

100100

成長護照

> 5,000 > 5,000 本本

11

2010

5   6   7
4   1   8
3   2   9

第一期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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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學院 通識課程 修課概況

臺灣大學

共 1,912 人報名
選修 1,845 門課程

18

1113區外

43宜蘭大學

103馬偕醫學院

83慈濟大學

1641華梵大學

3135大同大學

3513臺北教育大學

3826佛光大學

5233東華大學

6712臺北醫學大學

137106世新大學

14134臺灣藝術大學

431127臺灣師範大學

864399臺灣大學

1,845848總計

20112010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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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外
馬偕醫學院學

慈濟大學
宜蘭大學

臺北
教育
大學

臺北
醫學
大學

佛光
大學

4.26平均滿意度 = 相當不錯！



27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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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密集上課七月開課各校區 (2/3 在臺大總區)18 位教師7 所夥伴學校文史、藝術、公民、科技16

9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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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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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一、三、五99.07.05臺灣大學校總區苑 舉 正臺灣大學哲學概論N2016

55二、三、四99.07.06臺灣大學校總區林 火 旺臺灣大學自由主義N2015

5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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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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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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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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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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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一、四99.07.12臺北醫學大學信義校區
林 文 琪
李 楓

臺北醫學大學古琴與哲學實踐B2009

3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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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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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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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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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99.07.05慈濟大學中央校區蔣 駿慈濟大學法學緒論A4004

56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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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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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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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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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年課程表 19



07/06~08/13象徵、儀式與藝術生活楊超智

07/04~08/12歷史小說與時代意象林文仁

07/05~08/11環境倫理與永續發展張子超

07/06~08/01媒體素養陳炳宏

07/04~07/29
藝術鑑賞：

台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
趙惠玲

07/04~07/28英文閱讀簡士捷

07/05~08/11文化資產新生命曾子良

07/08~08/11海洋科學、科技與歷史劉啟民

07/05~08/11當代族群與多元文化探討陳淑敏

07/04~08/17生活中的物理科學林孝信

07/05~08/11心理、生理與病理江建勳

07/06~09/02歷史與生活文化黃麗雲

07/04~08/10視覺藝術欣賞林國芳

上課起訖課程名稱教 師

07/07~08/04視覺文化與紀錄片探索鍾宜杰

07/04~08/10邏輯彭孟堯

07/04~08/12細胞、分子與生命莊榮輝

07/04~08/12現代生物學之應用
李心予
陳俊宏
張正琪

07/04~08/09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和挑戰江才健

07/08~08/19臺灣歷史與人物歐素瑛

07/04~08/12植物與糧食劉麗飛

07/04~08/11統計與生活劉仁沛

07/04~08/13大學之理念：傳統與現代黃俊傑

07/11~08/17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李紋霞

07/05~08/10影像藝術與文化傳播陳俊明

07/06~08/15藝術概論張純櫻

上課起訖課程名稱教 師

夏季學院 2011 年課程表 20



2011 回饋意見及徵文比賽

希望以後都能一直辦下去，是個很棒的經驗。
(到別校上課)

繳費退費程序繁複；請假規定未及時公布。

請假制度太嚴苛。過於注重點名與出席率。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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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老師的課程，期待與現實落差相當大。

建議拉長開課期間，六週太短，教授會趕課，
學生表示吸收不易。

雖然第一次參加夏季學院的課程，但是能夠在
暑假上到如此充實而又豐富的課程，實在是讓
人後悔為什麼不去年就參加這樣的課程，也很
感謝學校辛苦地為我們舉辦這樣精彩的課程。

希望夏季學院可以一直都有，這樣以後的學生
想利用時間來修學分，夏季學院是很棒的選
擇。服務人員很棒。

21

夏蟬唧唧的晌午，討論聲此起彼落，來自 13 所
大學的同學們熱情地激盪著。相較於同質性較高
的文學院上課教室，課堂現場有著各式各樣不同
的聲音，一如我所相信的豐富生命。一種創作意
圖，多種觀眾。誠如我們所生處的後現代，只有
更多聲音，才有更多可能。

開課第一週以後，還能有退選與全額退費的機
制，但若課程不如預期想退選，成績單會有停
修紀錄。

首獎
iPad 2



新進教師研習營 2010 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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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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S
北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依循 TRAILS 成功登頂 23

自由自在的無邊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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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圖書館

(02) 3366 9680

(02) 3366 3367

(02) 3366 9593

(C) TechComm(C) TechComm

(A) (A)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

(B) (B) 學習開放空間學習開放空間

北二區北二區
基地營基地營

博雅教學館博雅教學館

生命科學館生命科學館

臺大及臺師大各設有三處基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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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教學

2012
Next?

資訊平台

Portfolios

科技共同

TechComm

1 on 1

夏季學院
生技課程生技課程夥伴學校夥伴學校

(NTNU)(NTNU)

跨國學術跨國學術
競爭力競爭力

遠距教學

線上諮詢

XX

特色教學

OpenCourseWare

2011

密集 英語
5   6   7
4   1   8
3   2   9

第二期
執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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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物理))

基礎課程基礎課程



強化學習兩大熱點 26



網路資源兩大寶藏 27

↑超過 50 門課程←數百篇文章



TRAILS

北二區中長期願景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臺灣大學資源分享

夥伴學校特色資源

13 所學校整體串連

山水聯盟山水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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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ore Thing ... 29

2011 年中心學校教學大樓落成
歡迎北二區師生多利用各種設施

Teaching Commons

學習開放空間 - 基地營

夏季學院教室

博雅教學館

教
師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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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