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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成果報告 
 

計畫分項 1-2、教師通識教學知能發展計畫 

指導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主辦單位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 

承辦學校 正修科技大學 

協辦學校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會議/活動名稱 南區通識教育教師研習營-「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 

舉辦時間 98 年 10 月 30 日（五）08：30~15：20 

舉辦地點 正修科技大學行政大樓 12 樓國際會議廳 

參與人數 承辦學校：86 人 夥伴學校：44 人 其他學校：13 人 

活動聯絡人 陳瑩玉老師 07-7310606 轉 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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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紀 要 

一、活動目的 
（一）提昇南部技專校院通識教師整體教學成效及維持高品質之教學內涵。 
（二）結合各校資深優良教師做教學經驗諮詢與傳承、協助教師發展課程、共享教學相關

資料，舉辦研習活動，以提供教師一個訊息交流以及推廣優質通識教育之互動平台，

課程設計分享。 
（三）藉由提供通識教育改進措施的實踐經驗，並參酌通識教育理論，歸納紮根研究結果

，開發通識教育評量方式，建構多層次通識教育評估指標，促進教師更積極參與通

識教育、體認通識精神，進而提升教師授課知能。 
（四）此次通識教育教師研習營以「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為主題，期盼達成上述之目標。

 

二、活動議程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演講人/引言人/與談人 

08:30-08:50 【報    到】 全體人員/ 

08:50-09:00 【開 幕 式】 龔校長瑞璋、劉院長金源、楊副校長慶煜

09:00-10:40 
【專題演講】 

從 21 世紀的新趨勢論通

識教育的新課題 

主持人：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劉院長金源 

演講者：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黃院長俊傑 

10:40-11:10                            茶       敘 

11:10-12:00 
【專題演講】 

通識與專業的融合 
主持人：正修科技大學何清釧副校長 

演講者：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劉金源院長

12:00-13:30                           午        餐 

13:30-14:20 
【專題演講】 

通識教育優質課程 

之特質分析 

主持人：正修科技大學郭柏立教務長 

演講者：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羅竹芳院長 

14:20-15:00 
【教學分享】 

運用《西遊記》 

進行創意教學初探 

主持人：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吳百祿主任 

演講者：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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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閉 幕 式】 龔校長瑞璋、劉院長金源、楊副校長慶煜 

15:20~                            賦       歸 

 

三、活動概況  
本活動之主辦單位為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及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承

辦單位為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協辦單位為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並邀請 33 所夥伴學校之成員參與本次活動。本次通識教育教師研習營主要以『通識教育理

念與實務』為主軸，透過教學理念與課程設計實務專題演講、教學分享，引領通識教育教

師省思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 
本次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共有三場專題演講及一場教學分享，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到

國立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蒞臨，其演講主題為「從 21 世紀的新趨勢論

通識教育的新課題」。黃教授專題演講內容極為豐富，包含 1.掌握 21 世紀的四大趨勢，才

能因應通識教育的新課題；2.21 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3.21 世紀是知識經濟與終身學習的

時代；4.21 世紀是亞洲崛起的時代；5.21 世紀是生態環保與心靈提升的時代；6.21 世紀通

識教育的新課題-生命教育；7.21 世紀通識教育的新課題-環境教育；8.21 世紀通識教育的

新課題-經典教育；9.通識教育是生命互動與提昇的偉大志業。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到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劉金源院長蒞臨，其演講主題為「通

識與專業的融合」。專題演講內容極為豐富，包含 1.從哥倫比亞大學博雅教育談起；2.有關

通識教育的內涵；3.有關通識教育的定位：Why General Education？4.通識教育作為大學教

育之基礎與核心；5.通識教育作為素養教育；6.有關通識教育的發展；7.有關通識課程規劃；

8.有關通識科目設計的問題；9.通識課程內容基本要素：基礎性與宏觀性；10.通識教育與

專業教育的融合。 
第三場專題演講，邀請到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羅竹芳院長蒞臨，其演講主題為「通

識教育優質課程之特質分析」。專題演講內容極為豐富，包含 1.教學不可缺的要素；2.好的

通識課程之特質分析；4.課程教材內容；5.理解科學新聞所牽涉的範疇，可從三個面向加以

探究；6.課程設計；7.教學評量-多元化的評量方式；8.整體教與學評量；9.優秀通識教師的

特質。 

    教學分享邀請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陳秋虹老師，陳老師主要分享「運用《西遊

記》進行創意教學初探」優質通識課程。教學分享內容極為豐富，包含 1.課程設計理念與

文本選擇；2.各階段課程引導重點與預期目標；3.小說文本教學引導與體驗學習方案；4.情

意學習教學引導與體驗學習方案；5.創意思考教學引導與體驗學習方案；6.成績考核方式；

7.學習成效評估；8.教學省思。此課程亦由教育部優質通識課程辦公室評定為 971 績優通識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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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員參與之滿意度狀況 
（一）總平均分數：  4.33   
（二）每組平均分數與每小題平均分數 

A.研習內容規劃 4.2 C.學員自我幫助 4.3 

1. 研習所欲達成之目標明確 4.3 
1. 有增進我現有的知識與進一步的瞭

解 4.3 

2. 研習時數安排 4.0 2. 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有所幫助 4.4 
3. 研習內容規劃與個人需求之契合 4.1 3. 對於教學資源發展有所幫助 4.3 
4. 研習辦理方式 4.3 4. 對於日後的教學工作有所幫助 4.3 
5. 整體而言，此活動提供之資料有參考

價值 4.5 5. 整體而言，此研習對我有實質的幫助 4.5 

B.講師授課情形 4.3 D.服務品質 4.5 
1. 講師授課內容充實性與教材設計 4.5 1. 活動前的聯繫 4.2 
2. 講師與學員有互動及回應 4.2 2.場地空間感受 4.6 
3. 講師表達清晰，有實例佐證容易瞭解 4.6 3.活動教學設備 4.5 
4. 講師的授課能引導我修正觀念 4.1 4.活動工作人員的服務與態度 4.6 
5. 整體而言，對於講師整體授課的方式

與內容 4.4 5.整體而言，對此研習的整體滿意度   4.4 

（三）學員基本資料統計 

※ 參加人數：143 人；承辦學校：86 人；協辦學校：11 人； 
   夥伴學校：33 人；其它學校：13 人。 

※ 回收問卷數 137 件，回收率 95.80%。 
※ 問卷回收件數： 

1.本次承辦學校  84  人（61.41％）       2.本次協辦學校  10  人（7.30％） 
3.南資中心夥伴學校  32  人（23.69％）   4.其他  10  人（7.30％） 

※ 職稱： 
1.學生  24   人（17.52％）   2.職員   6  人（4.38％） 
3.教師 106  人（77.37％）   4.其他   1  人（0.73％） 

五、檢討建議 
1.通識教育實施的主要障礙在於（1）目標不明確；（2）經費資源不足。建議辦理座談會，

議題為建立目標明確的通識教育理念以及確實可執行的策略。 
2.謝謝邀請典範人物-黃俊傑教授，分享教學經驗與前瞻性的議題！ 
3.此次研習營在正修網站上難以搜尋到訊息，建議將其訊息置於正修首頁，以便報名及轉

知更多教師參加，本次研習營內容及師資均為優質，參加學員太少，實在浪費及辜負了

主辦單位的用心及美意！ 
4.本次研討會並未貼上貴校首頁最新消息，上網完全搜索不到，以致影響與會人數，可惜！

少部分被指定與會學生在會場交談，給予外界不良觀感，望能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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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會議/活動翦影 

 

 
 

正修科技大學何清釧副校長開幕致詞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楊慶煜副校長開幕致詞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楊慶煜副校長授予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聘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楊慶煜副校長 

授予正修科技大學聘書 

國立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黃俊傑院長專題演講【一】 
國立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黃俊傑院長專題演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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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 

劉金源院長專題演講【二】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 

劉金源院長專題演講【二】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羅竹芳院長專題演講【三】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羅竹芳院長專題演講【三】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陳秋虹講師教學分享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陳秋虹講師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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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之主持人 

劉金源院長（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 

專題演講【二】之主持人 

何清釧副校長（正修科技大學） 

 
專題演講【三】之主持人 

郭柏立教務長（正修科技大學） 

教學分享之主持人 

吳百祿主任（正修科技大學通識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吳百祿主任閉幕指導 教育部技職校院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閉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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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翦影 

與會來賓提問 

活動翦影 

與會來賓提問 

活動翦影 

與會來賓提問 
活動翦影 

活動翦影 

 
活動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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