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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03 學年度第一次諮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  點：通識教育中心(N208) 

主  席：通識教育中心 陳桓敦主任 

記  錄：邱麗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103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意見之

改善建議，提請  討論。 

說  明：實地訪評報告書(附件一) 

決  議： 

【陳登武委員建議】 

一、 應依學校本身條件、特色去發展教育目標，目前高教評鑑中心委員提出教

育目標不明確，無法看出特色。所謂教育目標是指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

人，高教評鑑中心將理念、目標、特色列為評鑑項目第一項，可見其重要

性。 

二、 學校教育理念落實通識教育時如何呼應？教育目標如何產出什麼通識特

色，高教評鑑中心期待每個學校訂出自己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想如何

對應到校訓，通識中心可先搜集一些資料，或許下次諮議會議，可更具焦，

集思廣義來建議修改。 

三、 例如，開大校訓「至誠」可發展出什麼？「卓越」可發展出什麼？「自由」

可發展出什麼？「豪邁」可發展出什麼？進而衍生出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通識非從專業考量，將這個學校普遍性囊括在裡面，確定目標後再想

核心能力，師資結構如何做到這些，都需列入考量。 

四、 另外報告有說不知如何表達潛在課程、潛在課程薄弱、不知如何呈現等，

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是描寫校園環境，例，實踐大學有號稱全亞洲第一

名建築物。潛在課程價值，在於如何描述包括講座、人文系列的非正式課

程，我想很多學校都有在做，只在於如何去描述。 

五、 通識課程地圖與系所課程地圖一定有所不同，系所是衍生至生涯、升學、

職能、職業；通識課程地圖則引導到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通識教育目標

往上應對應到學校教育理念，往下應對應到如何培養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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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鑑報告書內容沒有歸類得很好，甚至沒有回應到題目，五個項目建議由

五個人寫，項目一為領頭羊，最為重要，應由主任來寫。項目一寫完，再

進行其他項目。 

七、 評鑑委員會以該校理念、真正核心為何去檢驗，最重要是定位要明確！ 

八、 四個校訓對應到四大領域可參考看看是否適切： 

校訓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1) 至誠語文表達溝通表達、團隊精神、國際視野 

(2) 卓越科學知覺科學思辨、健康知能 

(3) 自由人文涵育批判反思、藝術美感 

(4) 豪邁社會實踐社會關懷、公民實踐 

 

【謝登旺委員建議】 

一、 抽象框架要訂定，即通識教育往上需承接學校校訓、辦學精神及發展願

景，往下通識教育如何對應與銜接。另外學校辦學理念沒有講清楚，建議

以金字塔圖示將目標、策略及核心能力詳述，自圓其說。 

二、 教師參加研習太少，學校作法為何？宜具體規劃、實踐。另外，尚有員額

可聘任師資，可擬聘人計畫或校內合聘制度等。 

三、 課程開課現況豐富，規劃 9 大學門，如何來選修？建議課程地圖要清楚標

示，選課規則也要清楚交待。 

四、 組織面方面，目前通識教育中心實質不像一級教學單位，通識要發展，學

校要強力的支持，尤其是經費的部份。 

五、 研究計畫案太少，鼓勵未來朝向實務型計畫，獎勵通識教師訂定激勵研究

實施要點。 

六、 班級規模太大，學校政策需有完善配套，大班授課應有額外鐘點加乘，宜

每門課搭配 1 名 TA.  

七、 經費的部份，幾個學年度現況的呈現，未來需持續增加成長，其他資源可

強調人力、物力、財力…，例：諮議委員會也是資源之一。 

八、 改善機制(PDCA)圖示出來，例：課程改善機制，若發現不良品，如何給

機會、資源如何對稱、教師知道後如何處置(停開？)、專、兼任教師處理

方式不同。或課程委員會每年有多少比例課程在調整？需將改善機制完整

呈現出來。 

九、 建議開南大學未來通識教育建立有特色課程、制度及規劃，開設叫好叫座

課程，形塑學校特色。 

 

【洪泉湖委員建議】 

一、 在理念、目標、特色方面 

(一) 學校辦學理念為何？ 

(二) 學校校訓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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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教育目標為何？ 

(四) 學校的學生基本核心素養為何？ 

如何落實以上之理念、目標？應多次召開聽證、座談，以尋求共識，或專案

委託校內教師從事專題研究。 

二、 學校特色 

(一) 經典導讀？ 

(二) 社會實踐？ 

三、 在課程規劃與設計方面 

(一) 必修課：例如選擇下列 5 門課中的 3 門課，各 3 學分，均為必修。或選

其中 3 門，均為必修。 

1. 歷史研究 3 

2. 當代文明(文化研究)3 

3. 思考判斷(Logic 分析)3 

4. 經典導讀 3 

5. 社會實踐(表達溝通、團隊合作、敬業負責、挫折容忍)3 

(二) 選修課：例如分 3 類，每類各規劃 3~4 門課，均為 3 學分，每類至少選 

1 門 

1. 社會科學 3 

2. 人文藝術 3 

3. 自然、生命 3 

(三) 語文課：即 

1. 中文 4 

2. 英文或日文 6 

四、 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方面 

(一) 如何維持大班制，應必須配助教。 

(二) 鼓勵教師爭取產學合作案，升等得以產學成果送審。 

(三) 鼓勵教師不斷參加教師成長活動，列入教學績效。 

(四) 可與地區上之國立大學合作(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卓輔導計畫) 

五、 組織行政運作方面 

(一) 一定要加強通識教育中心之功能：一級教學單位之開課能量，需獲得各

院各系之支持合作。 

(二) 增強學校與國際暨兩岸之功能，以吸收大陸學生來台就讀。 

(三) 一定要充實通識教育中心之人力：中心專任師資至少要有 7 人。 

 

【徐振雄委員建議】 

一、通識教育基本上承擔校基本能力或學生素質的培養功能，因此首先應確認

通識教育目標與校教育目標，以及各院系教育目標的統整或連貫性。貴中

心對訪評委員建議應有所回應，並且透過學校定位、校務發展方向、特色，

第 3 頁，共 330 頁



 4

匯集院系教師意見，共同釐清通識教育之目標。這也包括通識教育各領域

及其學分數配置的妥適性。 

二、通識課程的規劃攸關通識教育實施成效，在課程面、教師面、學生面，達

成通識教育理念與校教育目標，因此訪評委員對課程規劃與建議的改善事

項，可以考慮在課程規劃或實際開課課程資料或課程審定標準中，列出檢

核項目，使開課老師明瞭課程與基本能力的關連程度，甚至在特色導向下，

律定課程可採單一領域、跨域，或統整學習，也可以在最低限度下，讓教

師必須或選擇採取分組討論、閱讀經典或心得報告、學習歷程的方式，讓

通識課程具備知識承載度，而非放任或輕鬆的營養學分。同時，為避免校

內課程或師資審查囿於顏面，可考慮將開課計畫或課程大綱送校外委員審

查。 

三、通識教師的研究計畫或教學計畫產能較少，可鼓勵教師發表研究論文、申

請科技部計畫，以及教育部通識計畫或政府各部門計畫。然，學校亦應有

相對獎勵措施，以提升教師從事研究與教學活動或計畫之誘因。另，發行

專屬通識研究刊物，亦能提高通識中心於校際間的能見度，促使教師定期

發表研究論文，提升教學品質，而定期舉辦研討會、講座、讀書會或教師

社群，亦能增加教師對通識教育的認識，有助於理念與教學經驗的交流溝

通。此外，為鼓勵教師參與，適當納入教師評鑑項目、選拔通識優良教師

亦屬可行。 

四、通識教育理念與通識課程如何顯示於學生學習成效上，建議可依照各學院

學生對通識中心開設課程採取問卷調查之量化比較，及訪談、學習歷程等

質化方式，以明瞭通識課程在各學院學生實施的情況、興趣分佈，或可繪

製課程地圖，連結基本能力強弱，業界代表意見，提供學生選課參考，使

通識課程更能貼近校培育人才的特色。 

五、委員另對於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外國語文課程、課程人數、強化組織、

行政運作與經費，以及其他建議事項，宜透過相關會議討論其具體實施方

案，以 PDCA 機制改善通識教育實施環境。 

六、綜合上述，建議貴中心針對實地訪評意見，分項分期追蹤管考，並協調召

開相關各級會議，適時修正法規，集思廣益提供改善措施，以提升學生對

通識教育理念、課程與行政組織、師資的認同，而培育其基礎能力與通識

涵養。 

 

【蕭宏恩委員建議】 

一、在現有的規劃及規模上去做整體之架構，再針對評鑑委員所提出之待改善

事項及建議去做調整。 

二、.整體架構︰理念→（宗旨）→目標→特色→制度（各種法規、辦法等） & 

課程（包括「潛在課程」）。「理念」與校訓相呼應，直接應對校基本素養

與/或核心能力，如此即容易彰顯通識教育之核心思想及定位，「特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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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目標」即顯然。「理念」不見得要搞得很大，也不能完全抽象、不著

邊際，由理念可見「發展願景」；「特色」須要具體、顯然。 

三、整體架構及其論述須有其 Logic 性，方具可行性及可能之具體預期成效。 

四、由通識教育中心而至全校性相關通識教育之討論會議（紀錄）不可少，因

為通識教育是全校性的教育，而非僅通識教育中心一單位之責任，但是，

通識教育中心在其中之定位亦必須明確，不能流於一「附屬性」或僅僅「執

行性」之單位，最起碼在課程上具主導性。 

五、課程規劃及開設須落實外審制度，並具備︰基本性、普及性、多元性。課

程內容須具備︰自主性、多樣性、公共性。並積極開發「跨領域學習」之

課程。 

六、同時推動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訂定鼓勵及評鑑制度，並籌劃舉辦或參與

相關教學研習，尤其是大班制教學方式之研習，並訂定鼓勵及評鑑制度。 

七、向外多爭取經費，可結合教師個人或通識整體研究計劃的申請，如北區資

源中心。 

八、可由「國際觀」的培育之角度去強化學生的語文能力，而非一位強調語言

能力的增進。 

九、總結︰現階段的重點在整體架構、策略的規劃，已有者如何整合，尚未有

者如何籌劃使其在一定期程內出現何樣具體成效。 

 

【張弘毅委員建議】 

一、關於 TA 問題的解決，是否可考慮將服務學習轉換為讓大二同學擔任 TA，

解決研究生數量不足，無法滿足多數大班授課的 TA 需求。 

二、課程必修、選修學分規劃，必修課不宜過半，以臺北市立大學為例，原先

通識必修 16 學分(國文 6+英文 4+其它歷史文化 6)，選修 12 學分。後來訂

個折衷點調整為通識必修 14 學分(國文 4~6 學分+英文 4~6 學分+其它歷史

文化)、選修 14 學分，增加選修學分。國文 4~6 學分彈性，只要通過語文

能力測驗，那麼國文只需修 4，英文 4~6 學分彈性，只要通過英檢測驗，

那麼英文只需修 4，其餘學分再由其他必修課補足。 

三、課程架構區分為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國文、英文、軍訓、體育就是基本

素養，重點是要把必修學分下降。 

 

【鍾  愛委員建議】 

一、以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識課程為例，通識選修學分 18 學分，必修 12 學分

(核心)，分為 6 類、每類開設幾門課。如「溝通表達」課程，如何能上一

學期？此門課記得是高雄某大學必修課，經由劉金源校長評鑑的概念，現

轉換為選修，但選修課也不能讓學生亂選，宜有完善開課規劃。 

二、可參考其他學校相關作法，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教學大綱可勾選培育什麼樣

能力指標，並經由評量方式證明達成的效果，評量學生是否確實有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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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地圖很重要，將課程地圖與教學大綱結合在一起，規劃培育什麼能力

指標。 

四、核心能力之訂定需要對應要校訓，經由校訓衍生而出，李坤崇教授有發表

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有何不同，如何用指標來證明，可參考他的論文，

或參考其他學校的作法，我可找些資料給貴校參考。 

 

【陳桓敦主任總結】 

  謝謝委員們提出的寶貴建議及例子，本校通識教育經過 7 年編制於二級行政單

位確實影響甚劇，我們會再重新規劃、權示，並請老師充實研究及計畫，期待

下次再給本中心改善建議，謝謝各位委員。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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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3412500轉3902、3903

傳真：03-3414428

網址：http://www.knu.edu.tw/cge/

地址：338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一號 行政大樓N208室

電話：03-3412500轉3902、3903

傳真：03-3414428

網址：http://www.knu.edu.tw/c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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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開南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議程 

會議議程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

08:30 ～ 09:00
報　　到

地點：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中心

09:00 ～ 09:10
開幕式

主持人：開南大學高校長安邦

09:10 ～ 10:30
專題演講

多元時代的通識教育
中國政法大學吳瓊恩特聘教授

10:30 ～ 10:50 茶　　敘

10:50 ～ 12:20

語文教育組 主持人：劉阿榮（元智大學通識教育學部主任）

社會科學組 主持人：洪泉湖（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自然科學組 主持人：鍾　愛（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文哲歷史組 主持人：桂齊遜（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12:00 ～ 13:20 午　　餐

13:20 ～ 14:50

語文教育組 主持人：蕭宏恩（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社會科學組 主持人：徐振雄（萬能科技大學副校長）

社會科學組 主持人：王志宇（逢甲大學歷史文物研究所所長）

藝術美學組 主持人：鄭美華（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14:50 ～ 15:10

茶　　敘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與

   八德社區大學、臺灣無形文化資產鑑價學會、思行文化傳播公司
策略聯盟簽約典禮

15:10 ～ 16:40

文哲歷史組 主持人：張弘毅（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長）

社會科學組 主持人：謝登旺（元智大學學務長）

語文教育組 主持人：李健美（真理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主任）

社會科學組 主持人：陳登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16:40 ～ 17:00
閉幕式

主持人：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桓敦主任
（地點：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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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 1 次自我評鑑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3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地  點：通識教育中心(N208) 

主  席：通識教育中心 陳桓敦主任 

記  錄：邱麗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 

案  由：訂定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識能力與校訓、

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提請 討論。 

說  明：1.依據評鑑委員建議評鑑「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建議改善事項： 

(1)宜重新檢討該校通識教育理念、定位與發展願景，訂定出兼具理想性與可行性的通識教

育理念，避免過於抽象。理想的通識教育理念應能一語道出通識教育的核心思維與定

位，且宜融合該校的傳統精神(如校訓)，呼應現行的辦學目標，並回應時代的變遷與需

求，刻劃出通識教育發展的範疇與願景，以利通識教育之宣導與推展。 

(2)宜訂定具體明確的通識教育目標，呼應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指標，以利做為課程規

劃、活動辦理、環境營造的準則與依據，並以此建立該校通識教育的特色。 

(3)宜由校長或副校長主持(校長為佳)，邀請全校教師(尤其是院長與系所主管)及校外專

家，透過研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針對該校通識教育進行全面性的檢討，訂定出兼具理

想性與可行性之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並藉此凝聚全校對通識教育理念的共識與認同，

加深師生對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的深刻認知。 

2.擬訂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識能力與校訓、

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如下： 

 (1)通識教育理念：通達識見之專業管理人才。 

 (2)通識教育目標：除系所專長外，具備廣博的知識和素養。 

 (3)達成途徑：全方位的四領域、九大學門課程設計，並以境教、身教、言教，培育學生

成就全人。 

(4)通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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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校相關定位及核心能力之背景資料如附件一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通識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討論。 

 

提案二 

案  由：通識教育中心 103 年度上半年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後續改善情形追蹤管考項目分

工，提請 討論。 

說  明：檢附追蹤管考表(附件二) 

決  議：1.五大評鑑項目負責填寫填寫「自我改善情形/方法」之分工如下： 

          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黃建宏老師、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李汾陽老師及呂

鳳琴老師、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辜志弘老師、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紀

登元老師、項目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潘俊男老師。其餘未分配到之專

任教師也請協助填寫，提供改善方法。 

        2.敬請於 104 年 3 月 30 日中午前將資料回覆本中心彙整，俾利 3 月 31 日繳交研發處。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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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五次中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4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  點：通識教育中心(N208) 

主  席：通識教育中心 陳桓敦主任 

記  錄：邱麗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訂定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

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提請 討論。 

說  明： 

1.依據評鑑委員建議評鑑「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建議改善事項： 

(1)宜重新檢討該校通識教育理念、定位與發展願景，訂定出兼具理想性

與可行性的通識教育理念，避免過於抽象。理想的通識教育理念應能

一語道出通識教育的核心思維與定位，且宜融合該校的傳統精神(如

校訓)，呼應現行的辦學目標，並回應時代的變遷與需求，刻劃出通

識教育發展的範疇與願景，以利通識教育之宣導與推展。 

(2)宜訂定具體明確的通識教育目標，呼應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指

標，以利做為課程規劃、活動辦理、環境營造的準則與依據，並以此

建立該校通識教育的特色。 

(3)宜由校長或副校長主持(校長為佳)，邀請全校教師(尤其是院長與系所

主管)及校外專家，透過研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針對該校通識教育

進行全面性的檢討，訂定出兼具理想性與可行性之通識教育理念與目

標，並藉此凝聚全校對通識教育理念的共識與認同，加深師生對通識

教育理念與目標的深刻認知。 

2.擬訂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

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如附圖)」如下： 

 (1)通識教育理念：通達識見之專業管理人才。 

 (2)通識教育目標：除系所專長外，具備廣博的知識和素養。 

 (3)達成途徑：全方位的四領域、九大學門課程設計，並以境教、身教、

言教，培育學生成就全人。 

(4)通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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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相關定位及核心能力之背景資料如附件一所示。 

        4.業經 104 年 3 月 25 日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 1 次自我評鑑委員

會通過。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校發會討論。 

(1)通識教育理念：培育通達識見、成就全人之專業管理人才。 

(2)通識教育目標：除系所專長業知識外，具備廣博培育共通的知識和素

養。 

(3)達成途徑：全方位的四領域、九大學門課程設計，並以境教、身教、

言教，培育學生成就全人。 

(4)通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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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通識教育委員會 

104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點 
地  點：行政大樓 N407 會議廳 

主  席：主任委員林俊彥校長 

執行秘書：陳桓敦主任 

記  錄：邱麗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謝謝各位委員撥空參加今天通識教育委員會，大學通識教育是非

常重要且核心的領域，許多國外大學通識學分比重佔了 40%，足見國外相當重視

通識課程，而國內大學的通識教育就沒有像歐美國家比重那麼大。這幾年通識教

育因為評鑑的關係，慢慢地被重視。尤其通識教育理念、目標、規劃是否符合學

校辦學目標，上次本校通識評鑑未得到好的結果，針對通識教育評鑑委員的意見

如何去改善，讓本校的通識教育辦理更符合通識教育的一個理想。今天是本校創

校以來第一次有通識教育委員會，以往是院級的諮議委員會，現在提升到校級，

且明訂於組織規程裡，謝謝各位的參與，希望透過大家的意見，讓本校通識教育

更穩健的發展，達到學校創校的目標。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檢討本校通識教育理念、目標及發展願景以呼應本校辦學目標，提請 討

論。 

說  明：  

1. 依據評鑑委員建議評鑑「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建議改善事項： 

(1) 宜重新檢討該校通識教育理念、定位與發展願景，訂定出兼具理想性與

可行性的通識教育理念，避免過於抽象。理想的通識教育理念應能一語

道出通識教育的核心思維與定位，且宜融合該校的傳統精神(如校訓)，

呼應現行的辦學目標，並回應時代的變遷與需求，刻劃出通識教育發展

的範疇與願景，以利通識教育之宣導與推展。 

(2) 宜訂定具體明確的通識教育目標，呼應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指標，

以利做為課程規劃、活動辦理、環境營造的準則與依據，並以此建立該

校通識教育的特色。 

(3) 宜由校長或副校長主持(校長為佳)，邀請全校教師(尤其是院長與系所主

管)及校外專家，透過研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針對該校通識教育進行全

面性的檢討，訂定出兼具理想性與可行性之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並藉

此凝聚全校對通識教育理念的共識與認同，加深師生對通識教育理念與

目標的深刻認知。 

2. 擬訂本校通識教育理念、目標及發展願景及「通識能力與校訓、校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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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之關係圖(

(1)通識教育

(2)通識教育

(3)發展願

教、言教

 

 

本校相關定

本中心於評

會議及活動

103 年 11

(如附圖)」

育理念：培

育目標：除

願景/達成途徑

教，師生攜

定位及核心

評鑑過後，

動之辦理以

月 26 日通

如下： 

培育通達識

除系所專業

徑：全方位

攜手培育學生

心能力之背景

即積極檢討

以凝聚共識

通識中心諮議

2 

識見、成就全

業知識外，培

位的四領域

生成就全人

景資料如附

討本校通識

。相關過程

議委員會、

全人。 

培育共通的

域、九大學門

人。 

附件一所示

識教育理念

程有 103 年

103 年 11

的知識和素養

門課程設計

。 

、目標及發

6 月 6 日通

月 28 日通

養。 

計，以境教

發展願景，藉

通識教育論

通識育學術研

、身

 

 

藉由

論壇、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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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2. 

3. 

4. 

5. 

會、104 年

議、104 年

日校務研究

日通識教育

議： 

通識教育理

通識教育目

具博雅內涵

發展願景策

師生攜手成

「開南通識

標通識教

說明第 4 點

教育中心會

通識教育委

理，宣導加

年 3 月 25 日

年 4 月 8 日

究發展委員

育委員會。

理念：培育

目標：除系

涵的開南人

策略：全方位

成就全人。

識多元能力

教育理念通

點形式流程

會議(2)103

委員會等三

加深師生對

日通識中心

日通識教育的

員會、104 年

 

育通達識見、

系所專業知識

人。修正通過

位的四領域

修正通過

力全人教育」

通識教育目

程修正為：經

年 11 月 26

三個層級會議

對通識教育理

3 

心自我評鑑委

的理念、規

年 6 月 12

、成就全人

識外，培育

過 

域、九大學門

」建議修正

目標等由上

經由(1)103

6 日通識中

議凝聚共識

理念與目標

委員會、10

規劃與執行專

日通識教育

人。確認通過

育共通的知識

門課程設計

正，應由校訓

至下呈現，

年 5 月 7 日

中心諮議委員

識。另外透過

標的認知。

4 年 4 月 1

專題演講、

育論壇及 10

過 

識和素養凝

計，以境教、

訓學校定

，修正後如下

日及 104 年

員會(3)104

過研討會或

日通識中心

104 年 4 月

04 年 10 月

凝鑄融通知識

、身教、言教

定位校教育

如下圖示。 

年 4 月 1 日通

年 10 月 2

或專題演講的

心會

月 10

月 20

識兼

教，

育目

通識

0 日

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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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訂定通識教育課程地圖，提請  討論。 

說  明： 

1. 課程地圖(草案)係依據各學門召集人所分類之核心及衍生課程及呼應通識核

心能力繪製而成。(附件二) 

2. 業經 104 年 9 月 24 日通識教育中心 104 學年度第一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 

1. 課程名稱建議由通識課程委員會再全面一一檢視，過度專業的課程不宜開在

通識。 

2. 體育、軍訓及服務學習等課程是否放入通識教育課程地圖，由通識中心再自

行規範考量。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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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背景資料 

校訓：至誠、卓越、自由、豪邁 

 

學校定位：發展成為一所「以教學研究與培養學生就業職能為重心的大學」 

(102 年修訂；103-105 學年度整體校務發展計畫書) 

 

學校教育目標： 

使每位學生均具備四項基本素養： 

「工作價值、專業倫理、團隊合作、人文關懷」 

培養四項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溝通表達能力、基本外語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通識中心： 

教育目標：通達識見、成就全人 

基本素養：工作價值、專業倫理、團隊合作、人文關懷 

核心能力：語文表達、科學知覺、社會實踐、人文涵育 

發展願景/達成途徑：以境教、身教、言教，培育學生成就全人教育 

(102 學年度第一次中心會議通過) 

 

103 學年度第一次諮議委員會議 

【陳登武委員建議】 

校訓  核心能力 

(1) 至誠語文表達溝通表達、國際視野 

(2) 卓越科學知覺科學思辨、健康知能 

(3) 自由人文涵育批判反思、藝術美感 

(4) 豪邁社會實踐社會關懷、公民實踐 

 

劉阿榮教授於 104 年 4 月 8 日通識專題演講提出通識教育理念包括：均衡論、精

義論、進步論等概念。 

本校目前採取「均衡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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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104

開南大學

4 學年度

7 

學通識教

度第一次

 

教育委員

次會議照

員會 

照片 

10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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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規劃 

通識教育正式成為大學課程的名稱，始於民國 73 年 4 月 5 日，

教育部以台（73）高字第 1986 號函，檢送「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

實施要點」至全國各大專院校，正式揭開了中華民國教育史嶄新的一

頁。可說是臺灣地區各大學全面推動與辦理通識教育的源頭。30 年

來在眾多學者及教師的努力推動下，已成為現今大學教育中重要的一

環。在此期間各大學院校紛紛成立通識教育中心專責單位，本校通識

中心於民國 89 年隨學校創立同時設置，初名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心」。自始屬於一級教學單位，正是呼應這種趨勢的積極作為。 

一、理念與目標 

開南大學的定位是發展成為一所「以教學研究與培養學生就業職

能為重心的大學」。本校的教育目標，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與人文兼

備之人才，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因此，每位學生應具備四項基本

素養：(1)工作價值、(2)專業倫理、(3)團隊合作、(4)人文關懷；與培

養四項核心能力：(1)專業知識能力、(2)溝通表達能力、(3)基本外語

能力、(4)問題解決能力。 
有鑑於此，本中心乃以學校定位與目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規劃出本中心之發展方向。在辦學理念指導與通識教育理想的結合

下，秉持以人為中心的教育目標，「通達識見、成就全人」是本校通

識教育理想，教育理念達成途徑則為：境教「以教育設施的落實結合

校訓精神」、身教「以專業融通的整合詮釋校徽意義」、言教「以見識

廣度的面向標舉四項領域」，透過有深度、高品質、多元且平衡的通

識課程，促使通識教育精神內化到專業課程設計與開設。致力全方位

培育學生成就為人為終極目的。 

二、中心沿革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於民國 89 年隨學校創立同時設置，初名為「通

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於學校的組織規程之中，自始便屬於一級教學

單位，創始主任由莊淇銘校長兼任。民國 90 年 8 月，陳啟清副教授

接任主持本中心，揭舉九大學門之通識核心課程教學理念。並於民國

91 年 1 月 8 日經過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

除延續通識教育理念外，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趨勢與本校逐步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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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需要，首先完成本中心設置及各項施行規則之法制化，俾便依循

執行。並設立教評、編輯、課程委員會及教學小組，規劃九大學門教

學特色，修訂各系通識課程標準，設立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舉辦戶外

教學活動及邀請學者專家演講，購置中心辦公室設備與教學設施，鼓

勵教師參與校際研討會，同時加入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並針對全

校性課程，朝多元化設計原則與依學生自主選課精神，89 學年度至

96 學年度均規劃通識教育中心統一排課制度，師生可藉由學校與中

心網頁即時查詢相關資訊，自 97 學年度起通識教育課程均由同學依

照課程規劃表自行登記選課，藉此可使學生選擇多元化。同時發行 

《通識教育手冊》，讓入學新生均能明瞭通識教育的課程內容與重要

性。其次，自九十學年度始聘請多位具備九大學門各項領域專長師

資，開設多種課程提供學生選修，達成通識多元教育之要求。  
91 年 8 月至 96 年 7 月，由李汾陽副教授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皆延續繼往之努力方向，同時為深化及擴大通識教育之成效，通識課

程的多元化設計與通識教師素質之養成為本中心之重要工作項目。其

間於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暨 93 年度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教育部

總結意見報告書之敘述指出……本校重視通識教育與基礎教育之發

展。93 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通識教育項目評鑑，本校為未改名大學

新設院校中唯一通過之商管院校。94 學年度改名大學教育部總結意

見報告書之敘述指出……本校通識教育有正確之發展方向。 
96 年 8 月由楊治清副教授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民國 97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由仉桂美副教授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執行校方

通識教育中心行政組織化政策，以通識為體、專業為用精神，於 98
年 8 月 6 日正式報教育部核可將通識教育中心更改為行政單位，通識

課程朝向由本校五院之系所教師支援課程，規劃專業跨領域之整合性

通識課程，藉以提升通識課程品質。99 學年度始，由戴偉謙教授擔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師全數移撥各院專業科系，落實除專業

歸屬外，並支援通識課程。101 學年度由許悅玲副教授擔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102 學年度由陳桓敦副教授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動

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單位化改革，102 年 12 月 24 日本校為達成推展通

識教育之特色，於第 69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識教育中心改為一級教學

單位，分設「人文」、「科學」二個委員會及體育室，未來本中心之

主要重心為通識課程的多元化設計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以達深化及

擴大通識教育之目標。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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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規劃與設計 

本校目前通識教育課程，在課程規劃與設計上，區分為五大領域， 

「語文表達」領域開設本國語文、外國語文學門課程 

「人文涵育」領域開設歷史研究、人文藝術學門課程 

「社會實踐」領域開設憲政法治、社會科學學門課程 

「科學知覺」領域開設生命科學、自然科學、資訊科學課程， 

「體育教育」領域開設體育課程 

必修 28 學分，佔畢業總學分 21.87%。各學門同時段皆開設二門以上

之課程，提供學生選擇修習機會。通識教育連結本校基本素養旨在培

育學生溝通與表達的基本語文能力，以及因應全球化時代來臨的外國

語文能力，並具有適應科技快速變遷的資訊處理能力，而且能夠認識

與了解當代科技知識，探討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人類重大科學發展

及其影響，同時著重陶冶受教者人文藝術的涵養，建立國家認同感與

法治理念，具有分析社會現象及關懷本土社會的素養，以使學生適應

多元化的變遷社會。 

四、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本中心具有教師遴聘之機制，確保教師之專業素養及對通識教育

的認知能符合教學之需求；是故本校專兼任教師，依規定均需參加本

中心舉辦之通識教育研習會始能開設通識教育課程，希能提供有深

度、高品質、多元且與專業教育相互融合的通識課程。同時也有提升

授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 

五、學習資源與環境 

本校提供學生相關之學習資源，營造適宜之學習環境，辦理多元

學習活動，並建立有學習輔導機制。 

六、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通識教育中心依據組織規章落實中心行政運作，並訂有自我評鑑

機制，持續進行檢討並擬定改善行動方案。透過學校行政體系之協

助，以發揮通識教育教學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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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第 73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時 

開會地點：N407 會議室 

主 持 人：林校長俊彥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貳、 確認第 72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說 明：第 72 次會議紀錄請確認。 

決 議：各項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決議紀錄，應送陳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或複決。 

 

參、 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校 105 學年度各學制學生名額總量規劃與新生招生分配名額申請案，(提案單位：

研發處、教務處招生組)。 

說 明： 

1. 本案因應年度計畫期程，須按期程預劃後呈報教育部核准，故先行討論此規劃案。 

2. 開南大學 105 學年度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總量發展規劃，共計區分為四類型 

 日間學制-學士班(附件一) 

 日間學制-碩士班(附件二) 

 夜間學制-進修學士班(附件三) 

 夜間學制-碩士班在職專班(附件四) 

日間學制-博士班(全球運籌管理博士學位學程)目前進入複審及回覆階段(若通過本校共計五

種學制)，總量折算比例表(附件五) 

3. 因應 105 學年度少子化趨勢招生策略及實況，以及整合各學制總量發展規劃。 

 

決 議：各院、系(各學制)名額，應先行由系、院專案會議及招生策略會議(由副校長召集相關

業管單位)，進行各類型班制名額討論後定案，再送陳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按期陳送教育

部核准。 

 

提案二：因應行動商務研發營運中心(NFC)組織裁併與業務調整案(資科中心)，修改 103 年-105

年本校中長程計畫 105 年相關計畫之內容。(提案單位：研發處)。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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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依 103 年 9 月 1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函， 104 學年度總量核定表，「開

南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程設置表」(以 104 學年度為準) (提案單位：研發

處)。 

說 明： 

1. 依據本校於 104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提報資料，以及

教育部核准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進行調整(附件九)。 

2. 經討論「開南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程設置表」無誤後，修正為 104 學年度開南大

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程設置表」(附件十)。 

 

決 議：本案為部核定事項，無需審議，改列為報告案。 

 

提案五：訂定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識能力與校

訓、校核心能力之關係圖」，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說 明： 

1. 依據評鑑委員建議評鑑「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建議改善事項： 
(1)宜重新檢討該校通識教育理念、定位與發展願景，訂定出兼具理想性與可行性的通

識教育理念，避免過於抽象。理想的通識教育理念應能一語道出通識教育的核心思

維與定位，且宜融合該校的傳統精神(如校訓)，呼應現行的辦學目標，並回應時代

的變遷與需求，刻劃出通識教育發展的範疇與願景，以利通識教育之宣導與推展。 

(2)宜訂定具體明確的通識教育目標，呼應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指標，以利做為課

程規劃、活動辦理、環境營造的準則與依據，並以此建立該校通識教育的特色。 
(3)宜由校長或副校長主持(校長為佳)，邀請全校教師(尤其是院長與系所主管)及校外

專家，透過研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針對該校通識教育進行全面性的檢討，訂定出

兼具理想性與可行性之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並藉此凝聚全校對通識教育理念的共

識與認同，加深師生對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的深刻認知。 
2. 擬訂本校「通識教育理念」、修正「通識教育目標」、「達成途徑」及「通識能力與校訓、校

核心能力之關係圖(如附圖)」如下： 

(1)通識教育理念：培育通達識見、成就全人。 

(2)通識教育目標：除系所專業知識外，培育共通的知識和素養。 

(3)達成途徑：全方位的四領域、九大學門課程設計，以境教、身教、言教，培育學生

成就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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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相關定位及核心能力之背景資料(附件十一)。 
4. 業經 104 年 3 月 25 日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 1 次自我評鑑委員會通過及 104 年 4 月 1

日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 5 次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本案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校外相關專家學者參與討論，再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六：資訊學院專案經理(張芳仁、曾繁鎮、林佑政、陳信嘉、簡榮志、葉怡德、官大諒、

趙哲聖、林耀堂、楊治清等 10 位教師)(附件十二)103、104 學年度執行智慧校園推動

計畫案(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說 明： 

1. 資訊學院各專案經理自我績效評量、103 學年度工作報告、以及 104 學年度專案計畫申請書

等 。 

2. 開南大學專任教師兼任專案經理聘任要點及開南大學專任教師兼任專案經理績效考核要點。 

 

決 議：本案非校發會審查範圍，請邀請校內校外相關專業領域之教授，並依據本校專案經理

績效考核要點辦理。 

 

提案七：觀光運輸學院提案－增設「節慶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附件十三)。(提案單位：觀

光運輸學院)。 

說 明： 

1. 節慶與會展產業為當前國家發展觀光的重大活動須才甚殷。 

2. 由院整合相關師資培育會展人才，有助提升本校招生效益。 

 

決 議：本案應先行完成學士學位學程計畫書，經由院務會議通過，再送至校發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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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研發處綜合業務組 [mailto:rd-rd@mail.knu.edu.tw]  

Sent: Wednesday, April 22, 2015 9:15 AM 

To: ::(校長)林俊彥; (學術副校長)林基煌; (教務長)楊明宗; (學務長)藍孝勤; (OIPS)張康聰; (圖

書館)徐承毅; (資科中心)許榮隆; (會計室)俞素君; (人事室)陳萬榮; (北訓處)李艾安; (商學院)黃

仁德; (資訊學院)葉耀明; (觀光運輸)黃金柱; (人文社會)趙順文; (健康照護)程仁華; 戴偉謙委員; 

王心玲委員; 陳超明委員; (終生教育部)林繼生; 林君信委員; 王玉玲委員; 李汾陽委員; 徐綺

憶委員; 王岱陵委員; (研發長)葉文健; cju1131; grace; vera; ski_hsu; chtdavid; (教務長)楊明宗 

Cc: futaisie; sherry37; yusin; m5j520; annie6664; sarah; tg80517; yuting; hocm; tewu; 

penny110; shih0501; cjwu; sandy333; yuli; jjchang; uni513; knu2202; cherry; clh9; clchang; 

zylee.mt88g 

Subject: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73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Importance: High 

 

各位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鈞鑒： 
 

一、業奉校長核定，本校第 73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敬請

查收。 

二、修正提案五決議：本案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校外相關專家學者參與討

論，再送教務會議審議。原決議：本案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校外相關專家

學者參與討論，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研究與策略發展處 

分機 1721、171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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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4.05.05第76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相關事宜，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特設置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通識教育目標之擬定。 

二、通識教育方針之擬定。 

三、通識教育課程及師資之規劃及相關事宜。 

四、通識教育執行之檢討。 

五、其他通識教育之重要事項。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由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代表二人為當然委員；其他

委員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學者專家三人至五人，陳請校長

核定後聘任之，任期為一年，得連聘之。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

出席方得開會，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方得議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

人員列席說明。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本校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

通費。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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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nan  Univ e r sit y

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104年12月11日（五）

時　　間

開南大學至誠樓A105國際會議廳
338 桃園市蘆竹區開南路1號

地　　點

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研究學會
中壢社區大學

主辦單位

論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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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開南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議程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 

08:30 
| 

09:00 
報到 

地點：開南大學至誠樓 A105 國際會議廳 

09:00 
| 

09:10 
開幕式 

主持人：開南大學林副校長基煌 

09:10 
| 

10:40 
專題演講 

主講人: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洪泉湖教授 

10:40 
| 

11:00 
茶 敘 

11:00 
| 

12:30 

語 文 教 育 組
(B520) 主持人：劉阿榮(元智大學通識教育學部主任) 
社 會 科 學 組
(B519) 主持人：鍾愛(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社 會 科 學 組
(A109) 主持人：張弘毅(台北市立大學圖書館長) 
文 哲 歷 史 組
(A108) 主持人：洪泉湖(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跨 領 域 組
(A117) 主持人：王坪(健行科大通識中心主任) 

12:30 
| 

13:20 
午 餐(敬備便當) 

13:20 
| 

14:50 

語 文 教 育 組
(B520) 主持人：汪中文 (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所長) 
語 文 教 育 組
(B519) 主持人：徐振雄(萬能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社 會 科 學 組
(A109) 主持人：黃文吉(開南大學觀光運輸學院院長) 
藝 術 美 學 組
(A108) 主持人：謝登旺(元智大學社會與政策科學系教授) 
跨 領 域 組
(A117) 主持人：謝易達(慈濟科大圖書館主任) 

14:50 
| 

15:10 
茶 敘 

15:10 
| 

16:40 

社 會 科 學 組
(B520) 主持人：蕭宏恩(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社 會 科 學 組
(B519) 主持人：何學斌(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主任) 
文 哲 歷 史 組
(A108) 主持人：李汾陽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資 訊 科 學 組
(A109) 主持人：林成蔚(開南大學物流系副教授兼主任) 
跨 領 域 組
(A117) 主持人：莊明哲(中國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 

16:40 
| 

17:00 

閉幕式 
主持人：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桓敦主任 
（地點：開南大學至誠樓 A105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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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 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地  點：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N208) 

主  席：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桓敦副教授 

記  錄：邱麗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103-2 學期通識教育預計開設課程，提請  審議。 

說  明：1.附件一 103-2 通識課程 9 大學門預排審查表，業經 103 年 11 月 12 日人文

課程委員會及科學課程委員會通過，預開 153 門，屆時再視開課需求評估

是否再加開課程。。 

       2.各學門開課數 

學門 大學部 進修部 (空白) 總計 

人文藝術學門 14 3 17

外國語文學門 11 2 13

本國語文學門 13 2 15

歷史研究學門 13 2 15

生命科學學門 18 4  22

自然科學學門 14 2  16

社會科學學門 17 3  20

資訊教育學門 15 3  18

憲政法治學門 14 3  17

總計 129 24  153

       3.各系教師支援通識開課數(附件二) 

       4. 自 104 學年度起通識排課優先順序訂定如下： 

          (1)通識聘任之專、兼任教師 

          (2)教育部指定相關獎補助課程 

          (3)參加校內外通識教育研討會發表論文者 

          (4)參加校內外通識教育相關研習活動，依參加活動多寡排序。 

          (5)每人最多跨 2 學門，每學門先登記 1 班(日夜分計)，若該學門開課數

不足，則可續登記第 2 班，最多 1 學門日夜合計 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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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請洪國銘老師設計通識課程登記系統，日後教師即上系統登記課程。 

       6.教師申請開課需透過九大學門召集人審查申請開課課程，再由人文、課程

委員會完成複審後，送請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通知各系辦轉知所屬教師登記通識課程狀況。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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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系所 課程數 系所 課程數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9 通識教育中心 29 

張惠堂 2 吳靜宜 3 

許義寶 1 呂鳳琴 2 

陳啟清 2 洪文琪 2 

黃國宬 4 紀登元 2 

文化大學 1 徐秀菁 2 

倪仲俊 1 陳偉杰 2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5 陳瑞珠 1 

王定三 3 華紫伶 2 

胡曙光 2 辜志弘 5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4 楊玉鶯 1 

林慧貞 2 葉佳文 2 

許家謙 1 潘俊男 2 

魏映雪 1 潘柏年 3 

多媒體與行動商務學系 6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程 11 

官大諒 3 何瑁鎧 3 

曾繁鎮 1 張培俊 3 

劉瑞榮 2 郭昱沂 1 

行銷學系 1 閔其慰 2 

謝家祥 1 黃品堯 2 

法律學系 4 會計學系 3 

王思原 2 李丁文 1 

宋筱元 2 蘇文宏 2 

空運管理學系 2 資訊傳播學系 5 

孫國勛 2 邱察 2 

保健營養學系 5 陳應龍 1 

江易原 2 曾興魁 1 

楊筑雅 1 趙哲聖 1 

趙文婉 1 資訊管理學系 13 

魏國晉 1 李國嘉 2 

財務金融學系 6 侯士東 3 

王睦舜 1 洪國銘 1 

林吉銘 4 孫宏明 1 

鄭素姻 1 黃金塗 2 

 葉俊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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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3 劉鎮豪 1 

李志平 1 戴于婷 1 

裴晉國 2 謝瑞史 1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4 應用華語學系 17 

王銘亨 1 尹子玉 1 

洪境聰 1 余伯泉 1 

張嘉麟 1 林彥宏 1 

許浚嘉 1 林政華 3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1 張娣明 2 

宮輔辰 1 許玉敏 2 

應用日語學系 3 徐永輝 5 

邱麗秋 2 張娣明 2 

陳妍伶 1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16 

應用英語學系 4 李汾陽 2 

尤儷蒨 1 施尚瑩 1 

何思源 2 范揚彬 2 

林芫蔒 1 張蓓琪 1 

  梁明徹 1 

  許珊菁 2 

  郭雲萍 3 

  黃晉偉 1 

  董孟修 1 

  劉良力 2 

總計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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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學度第  學期 開南大學通識課程課程大綱審核表 

說明： 

 通識教育核心精神在於培養學生文化素養、生命智慧、思辨能力、表達溝通，以及終身

學習成長的動力。一個具備理想通識教育人格的學生，將不只擁有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

的基本知識，更重要的是能夠批判思考，瞭解自我存在的意義，尊重不同生命與文明的

價值，對宇宙充滿好奇，並知道如何探索。(引自：教育部顧問室) 

 開大通識教育理念：培育通達識見、成就全人 

 開大通識教育目標：凝鑄融通知識兼具博雅內涵的開南人 

 開大通識教育發展策略：全方面的四領域、九大學門課程設計，以境教、身教、言教，

師生攜手成就全人。 

 開大通識教育基本素養：工作價值、專業倫理、團隊合作、人文關懷 

 開大通識教育核心能力：語文表達、科學知覺、社會實踐、人文涵育 

 通識課程並非單只是專業課程的簡化，敬邀開設通識課程，填寫課程大綱送審，感謝您

的用心，共同為培育學生充分發展而努力。 

課        號  學分  歸屬學門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教        師  是否開過本課程 是     否 

本學期是否參加過 

校內或校外通識教育 

相關活動 

是 活動日期：  年  月  日 

    活動名稱： 

否 

其他 例：已報名… 

一、教學目標(請說明與

本校通識教育核心能力

之關聯性) 

 

二、使用教材  

三、教學方法  

四、授課內容  

學門召集人：                            人文/科學 委員會召集人：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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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 學年度第四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地  點：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N208) 

主  席：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桓敦副教授 

記  錄：邱麗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有關 104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 103 年度通識教育評鑑委員建議，自由選修 10 學分過少，宜增加學分數。 

        2.人文課程委員會決議：本國語文學門請召集人以「經典閱讀」及「基本書寫

能力(履歷、自傳、應用文)」為方向訂定總課綱，作為教師授課之依據。 
        3.本課程規劃表業經 104 年 3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通

過、104 年 4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3.課程規劃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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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通識教育課程規劃表 
104/03/30 103 學年度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4/01 103 學年度第 2 次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4/01103 學年度第 3 次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0/00 103 學年度第 0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 
案  由：有關 103 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評鑑待改善事項及委員意見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103 年度上半年通識教育評鑑待改善事項及委員意見如下表：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 委員建議事項 

二、

課程

規劃

與設

計 

1.各學門通識課程之內容與基

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的關聯性，

尚不清楚。 

1.宜透過各類會議或學門會議，檢

討各學科與基本素養的關係，並

探討培育核心能力的可能性。 
2.核心必修 18 學分之通識課程

雖列有各系排除科目，惟事權

未統一，致使許多學系的專業

課程未排除而成為通識課程。

2.宜檢討未符合通識理念與目標

之課程，使通識課程均具備通識

基本元素或理念。 

2.啟用之歷年課程及其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如附件一。 

通
識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
28
學
分
︶ 

領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 學分) 

本國語文學門 2 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大一英文課程)4 學分 
註： 
1.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學生僅能修「大一英文」專業以外之

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

程。 
2.其餘系所學生外語學門課程皆修「大一英文」課程 4 學分。 

科學知覺 
(學門任選 4 學分) 

資訊教育學門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 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 學分) 

歷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軍訓 軍訓：選修 0 學分，可折抵役期 

體育 

日間部體育：體育課程為 4 個學期必修 0 學分(不分體育一、體

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進修部體育：體育課程為 2 個學期必修 0 學分(不分體育一、體

育二)。 

通識自由選修 10 學分 (限修通識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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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業經 104 年 4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委員會決議： 
  (1)刪除長期未開之課程。 
  (2)刪除後課程由各學門召集人檢視是否符合本中心理念與目標，並填寫基本

素養及核心能力配分後，送各領域召集人審核。 
  (3)請各系加強提供通識排除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有關申請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A 類全

校性一般英文共同必修課程之革新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 

1.依教育部辦理補助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徵件須知辦理，A

類計畫並應檢附全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或其他全校課程規劃相關權責單

位或會議同意證明。 

2.本中心擬以「開南大學世界公民多元英文學習拓璞計畫」為名稱本年度計畫。 

3.本計畫內容將在原大一英文課程架構下實施，未改課規相關內容，著重在教

學法上應用更多元的評量方式與教學活動，提升學生文化深度與溝通能力。 

4.本計畫需學校配合事項有： 

(1)每班修課學生以 40 人以下為原則。 

(2)提供教學資源與協助(例：計畫專屬網頁、語文學習專業教室、多媒體

視聽器材設備、自學教室設置等)。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下午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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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 學年度第五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N208) 

主  席：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桓敦副教授 

記  錄：邱麗花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有關通識課程是否符合本中心理念與目標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經各學門及領域召集人重新檢視通識課程，將未符合本中心理念與目標之課

程刪除及整合或刪除同類別中相似課程並依難易程度其性質分為基礎核心

及進階衍生課程，檢附刪除後通識課程清冊如附件一所示。 

2.各領域基礎課程往後將優先開課並代入低年級班級，以符合本中心「通達識

見、成就全人」之教育主軸概念。 

3.業經 104 年 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人文課程委員會及科學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  議：修正說明第 1 點，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有關 104 學年度各系通識排除課程明細，提請  討論。                                
說  明： 

1.依 102/9/10 通識課程檢討會議及 102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2.各系回覆之 104 學年度通識排除課程彙整如附件二所示。 
3.業經 104 年 5 月 6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人文課程委員會及科學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下午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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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通識課程清冊 

序號 課程編號 學年期 學分 課程名稱 通識代碼 部別 

1 BTT10000607 0992 2 人文教育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2 BTT10000696 1011 2 文化資產導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3 BTT10000739 1011 2 休閒舞蹈賞析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4 BTT10000785 1012 2 客家文化資產導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5 BTT10000320 0932 2 客家飲食與文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6 BTT10000307 0922 2 音樂欣賞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7 BTT10000309 0922 2 哲學與人生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8 BTT10000814 1021 2 記錄片欣賞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9 BTT10000697 1011 2 博物館導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0 BTT10000815 1021 2 節慶活動概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1 BTT10000768 1011 2 解說教育概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2 BTT10000811 1021 2 電影欣賞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3 BTT10000895 1022 2 歌唱與人生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4 BTT10000756 1011 2 歌劇藝術賞析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5 BTT10000308 0922 2 藝術概論 人文藝術學門 大學部 

16 CTT10000345 1011 2 人文教育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 CTT10000332 1011 2 文化資產導論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 CTT10000143 0922 2 音樂欣賞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 CTT10000145 0922 2 哲學與人生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0 CTT10000333 1011 2 博物館導論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1 CTT10000375 1021 2 電影欣賞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2 CTT10000351 1011 2 歌唱與人生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3 CTT10000352 1011 2 歌劇藝術賞析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4 CTT10000144 0922 2 藝術概論 人文藝術學門 進修學士班

25 BTT10020450 1022 2 中級職場英語(下)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26 BTT10010444 1022 2 中級職場英語(上)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27 BTT10000560 0991 2 日文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28 BTT10000866 1022 2 初級多益英文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29 BTT10000848 1022 2 初級英語實用寫作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0 BTT10000860 1022 2 初級旅遊英語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1 BTT10020449 1022 2 初級職場英語(下)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2 BTT10010443 1022 2 初級職場英語(上)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3 BTT10000857 1022 2 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4 BTT10000854 1022 2 英文歌詞賞析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5 BTT10000843 1021 2 英文語文檢定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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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BTT10000858 1022 2 時事英文閱讀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7 BTT10000835 1021 2 泰語會話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8 BTT10020451 1022 2 高級職場英語(下)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39 BTT10010445 1022 2 高級職場英語(上)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0 BTT10020447 1022 2 基礎生活美語(下)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1 BTT10010441 1022 2 基礎生活美語(上)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2 BTT10000850 1022 2 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3 BTT10000849 1022 2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4 BTT10000838 1021 2 越語會話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5 BTT10000903 1031 2 進階日文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6 BTT10020448 1022 2 進階生活美語(下)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7 BTT10010442 1022 2 進階生活美語(上)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8 BTT10000870 1022 2 進階多益英文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49 BTT10000853 1022 2 進階英語實用寫作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50 BTT10000863 1022 2 進階旅遊英語 外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51 CTT10000279 0991 2 日文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2 CTT10000395 1022 2 初級英語實用寫作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3 CTT10000407 1022 2 初級旅遊英語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4 CTT10000425 1022 2 初級職場英語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5 CTT10000404 1022 2 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6 CTT10000401 1022 2 英文歌詞賞析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7 CTT10000405 1022 2 時事英文閱讀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8 CTT10000424 1022 2 基礎生活美語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59 CTT10000397 1022 2 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60 CTT10000396 1022 2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61 CTT10000439 1031 2 進階日文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62 CTT10000410 1022 2 進階旅遊英語 外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63 BTT10020404 0962 2 中級電腦華語(下)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4 BTT10010289 0961 2 中級電腦華語(上)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5 BTT10010288 0961 2 初級電腦華語(上)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6 BTT10020405 0962 2 初級電腦華語(下)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7 BTT10000639 1001 2 華文閱讀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8 BTT10000565 0991 2 華語正音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69 BTT10000527 0922 2 語文素養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0 BTT10010439 1001 2 應用華語(上)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1 BTT10020446 1001 2 應用華語(下)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2 BTT10000279 0922 2 中國名著選讀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3 BTT10000528 0922 2 文學欣賞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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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TT10000562 0991 2 世界智慧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5 BTT10000486 0981 2 台灣幽默諧趣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6 BTT10000894 1022 2 兒童少年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7 BTT10000688 1011 2 飲食文學賞析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8 BTT10000485 0981 2 臺灣文學名家與名著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79 BTT10000483 0981 2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0 BTT10000504 0981 2 歷史小說.小說歷史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1 BTT10000626 0992 2 易經與現代人生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2 BTT10000484 0981 2 論語與現代人生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3 BTT10000487 0981 2 國家考試之公文論文寫作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4 BTT10000283 0932 2 實用應用文 本國語文學門 大學部 

85 CTT10000300 0992 2 臺客語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86 CTT10000126 0922 2 中國名著選讀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87 CTT10000128 0922 2 文學欣賞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88 CTT10000281 0991 2 世界智慧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89 CTT10000266 0981 2 台灣幽默諧趣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0 CTT10000377 1021 2 兒童少年文學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1 CTT10000292 0992 2 臺灣文學名家與名著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2 CTT10000125 0922 2 語文素養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3 CTT10000255 0981 2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4 CTT10000268 0982 2 歷史小說.小說歷史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5 CTT10000309 1001 2 易經與現代人生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6 CTT10000129 0922 2 應用文 本國語文學門 進修學士班

97 BTT10000379 0922 2 人與醫學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98 BTT10000826 1021 2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99 BTT10000737 1011 2 生死學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0 BTT10000445 0962 2 生命科學概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1 BTT10000792 1012 2 生物技術概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2 BTT10000383 0922 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3 BTT10000743 1011 2 生物學與性別平等關係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4 BTT10000801 1012 2 災害防救與管理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5 BTT10000876 1022 2 性別、營養與生活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6 BTT10000904 1031 2 食安面面觀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7 BTT10000905 1031 3 健康速食製作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8 BTT10000493 0981 2 健康資料分析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09 BTT10000702 1011 2 認識食品與營養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0 BTT10000627 0992 3 養生糕點製作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1 BTT10000901 1022 2 營養與保健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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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BTT10000800 1012 2 環境與生態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3 BTT10000750 1011 2 人倫大愛導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4 BTT10000755 1011 2 工作倫理概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5 BTT10000386 0922 2 中醫的科學觀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6 BTT10000489 0981 2 台灣的醫療與衛生發展導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7 BTT10000382 0922 2 生命關懷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8 BTT10000494 0981 2 生物學概論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19 BTT10000385 0922 2 老人照顧與福祉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20 BTT10000902 1031 2 桃竹苗生態教育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21 BTT10000663 1001 2 健康環境與生活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22 BTT10000802 1012 2 情感與性別教育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23 BTT10000647 1001 3 簡易生活烘焙 生命科學學門 大學部 

124 CTT10000349 1011 2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25 CTT10000258 0981 2 健康資料分析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26 CTT10000283 0991 3 養生糕點製作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27 CTT10000438 1022 2 營養與保健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28 CTT10000191 0922 2 人與醫學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29 CTT10000196 0931 2 中醫的科學觀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0 CTT10000236 0962 2 生命科學概論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1 CTT10000193 0922 2 生命關懷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2 CTT10000194 0952 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3 CTT10000384 1021 2 災害防救與管理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4 CTT10000423 1022 2 性別、營養與生活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5 CTT10000440 1031 2 食安面面觀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6 CTT10000441 1031 3 健康速食製作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7 CTT10000260 0981 2 養生與保健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8 CTT10000385 1021 2 環境生態與永續發展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39 CTT10000368 1012 2 環境與生態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40 CTT10000282 0991 3 簡易生活烘焙 生命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41 BTT10000335 0922 2 工程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2 BTT10000766 1011 2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理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3 BTT10000724 1011 2 天文與風水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4 BTT10000341 0961 2 天文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5 BTT10000338 0922 2 天文學漫談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6 BTT10000690 1011 2 生物眼中的性別平等關係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7 BTT10000333 0922 2 地球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48 BTT10000331 0922 2 自然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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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BTT10000337 0922 2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0 BTT10000891 1022 2 自然與保育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1 BTT10000516 0982 2 材料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2 BTT10000473 0981 2 奈米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3 BTT10000336 0922 2 科技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4 BTT10000469 0981 2 科技應用與生活發明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5 BTT10000418 0931 2 科學的本質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6 BTT10000498 0981 2 科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7 BTT10000468 0981 2 食品生物科技導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8 BTT10000833 1021 2 氣候變遷與調適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59 BTT10000340 0931 2 能源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0 BTT10000681 1002 2 航空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1 BTT10000748 1011 2 航空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2 BTT10000680 1002 2 現代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3 BTT10000563 0991 2 創意思考與創意思解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4 BTT10000339 0931 2 普通氣象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5 BTT10000610 0992 2 智慧生活之鑰-RFID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6 BTT10000900 1022 2 運輸科技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7 BTT10000651 1001 2 機器人的世界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8 BTT10000334 0922 2 環境工程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69 BTT10000474 0981 2 環境地球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70 BTT10000512 0982 2 環境安全衛生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71 BTT10000332 0922 2 環境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大學部 

172 CTT10000159 0922 2 工程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3 CTT10000162 0931 2 天文學漫談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4 CTT10000326 1011 2 生物眼中的性別平等關係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5 CTT10000157 0922 2 地球科學慨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6 CTT10000155 0922 2 自然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7 CTT10000161 0961 2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8 CTT10000372 1012 2 自然與保育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79 CTT10000272 0982 2 材料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0 CTT10000251 0981 2 奈米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1 CTT10000160 0922 2 科技與生活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2 CTT10000163 0931 2 科學的本質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3 CTT10000263 0981 2 科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4 CTT10000443 1031 2 食品生物科技導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5 CTT10000387 1021 2 氣候變遷與調適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6 CTT10000165 0931 2 能源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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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CTT10000302 0992 2 航空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8 CTT10000319 1002 2 現代科技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89 CTT10000164 0932 2 普通氣象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0 CTT10000376 1021 2 智慧生活之鑰-RFID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1 CTT10000366 1012 2 智慧生活與創意設計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2 CTT10000158 0922 2 環境工程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3 CTT10000156 0922 2 環境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194 BTT10000358 0931 2 人際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195 BTT10000694 1011 2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196 BTT10000898 1022 2 中國經濟的奇蹟與危機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197 BTT10000779 1011 2 公司併購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198 BTT10000357 0922 2 心理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199 BTT10000819 1021 2 出入境旅客通關概要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0 BTT10000347 0922 2 台海兩岸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1 BTT10000611 0992 2 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2 BTT10000424 0922 2 未來社會發展趨勢之分析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3 BTT10000420 0931 2 未來學與快速學習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4 BTT10000693 1011 2 永續生態旅遊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5 BTT10000366 0931 2 犯罪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6 BTT10000718 1011 2 生活經濟學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7 BTT10000515 0982 2 生涯探索與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8 BTT10000348 0922 2 生涯規劃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09 BTT10000752 1011 2 交通系統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0 BTT10000449 0971 2 全球化與勞資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1 BTT10000363 0922 2 全球經濟體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2 BTT10000769 1011 2 危機管理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3 BTT10000497 0981 2 老人福利政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4 BTT10000529 0991 2 志工與利他行為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5 BTT10000804 1012 2 投資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6 BTT10000400 0962 2 亞太區域研究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7 BTT10000824 1021 2 兩岸海關制度概要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8 BTT10000823 1021 2 兩岸經濟思潮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19 BTT10000684 1002 2 性別工作平等法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0 BTT10000475 0981 2 性別平等教育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1 BTT10000669 1001 2 性別關係與電影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2 BTT10000376 0931 2 社會福利導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3 BTT10000361 0922 2 社團經營與組織領導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4 BTT10000791 1012 2 空運行銷管理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第 67 頁，共 330 頁



 8/13

序號 課程編號 學年期 學分 課程名稱 通識代碼 部別 

225 BTT10000896 1022 2 金融理財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6 BTT10000877 1022 2 金融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7 BTT10000683 1002 2 城市與觀光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8 BTT10000783 1012 2 客家產業行銷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29 BTT10000466 0981 2 政府與市場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0 BTT10000767 1011 2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1 BTT10000732 1011 2 個人理財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2 BTT10000660 1001 2 倫理與道德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3 BTT10000840 1021 2 桃園區域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4 BTT10000817 1021 2 氣候變遷與觀光影響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5 BTT10000837 1021 2 租稅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6 BTT10000711 1011 2 航空物流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7 BTT10000496 0981 2 高齡化社會導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8 BTT10000355 0922 2 國際關係導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39 BTT10000482 0981 2 基督教政治社會觀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0 BTT10000342 0922 2 情緒管理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1 BTT10000352 0922 2 教育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2 BTT10000778 1011 2 理財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3 BTT10000679 1002 2 產業與經濟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4 BTT10000725 1011 2 組織理論與管理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5 BTT10000364 0931 2 終身教育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6 BTT10000372 0941 2 習慣領域與創新思維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7 BTT10000765 1011 2 創意行銷概念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8 BTT10000713 1011 2 創意思考與創新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49 BTT10000818 1021 2 創意設計行銷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0 BTT10000656 1001 2 新產品開發管理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1 BTT10000589 0992 2 新產品管理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2 BTT10000353 0922 2 新聞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3 BTT10000488 0981 2 當代教育思潮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4 BTT10000836 1021 2 經濟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5 BTT10000897 1022 2 資料應用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6 BTT10000354 0922 2 資訊蒐集與圖書館利用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7 BTT10000844 1021 2 綠色交通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8 BTT10000794 1012 2 綠色物流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59 BTT10000763 1011 2 綠色航運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0 BTT10000793 1012 2 領導與管理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1 BTT10000444 0962 2 歐洲政治與社會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2 BTT10000695 1011 2 環境教育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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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BTT10000678 1002 2 職場倫理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4 BTT10000454 0972 2 職業生涯學習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5 BTT10000781 1011 2 證券分析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6 BTT10000906 1031 2 證券交易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7 BTT10000782 1011 2 顧客關係管理-個案分析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8 BTT10000816 1021 2 觀光領隊與導遊 社會科學學門 大學部 

269 CTT10000181 0922 2 人際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0 CTT10000330 1011 2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1 CTT10000365 1011 2 公司併購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2 CTT10000180 0922 2 心理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3 CTT10000382 1021 2 出入境旅客通關概要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4 CTT10000171 0922 2 台海兩岸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5 CTT10000296 0992 2 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6 CTT10000329 1011 2 永續生態旅遊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7 CTT10000184 0932 2 犯罪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8 CTT10000250 0981 2 生涯探索與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79 CTT10000172 0922 2 生涯規劃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0 CTT10000323 1002 2 休憩觀光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1 CTT10000239 0971 2 全球化與勞資關係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2 CTT10000183 0931 2 全球經濟體系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3 CTT10000248 0981 2 亞太區域研究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4 CTT10000235 0953 2 社會福利導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5 CTT10000219 0931 2 社團經營與組織領導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6 CTT10000432 1022 2 金融理財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7 CTT10000312 1001 2 品質人生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8 CTT10000324 1002 2 城市與觀光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89 CTT10000249 0981 2 政府與市場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0 CTT10000434 1022 2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1 CTT10000354 1011 2 海運政策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2 CTT10000390 1021 2 租稅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3 CTT10000189 0922 2 國際關係導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4 CTT10000166 0922 2 情緒管理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5 CTT10000175 0922 2 教育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6 CTT10000364 1011 2 理財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7 CTT10000318 1002 2 產業與經濟發展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8 CTT10000246 0972 2 終身教育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299 CTT10000221 0941 2 習慣領域與創新思維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0 CTT10000436 1022 2 創意行銷概念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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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CTT10000442 1031 2 創意設計行銷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2 CTT10000176 0922 2 新聞學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3 CTT10000262 0981 2 當代教育思潮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4 CTT10000389 1021 2 經濟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5 CTT10000433 1022 2 資料應用與生活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6 CTT10000177 0922 2 資訊蒐集與圖書館利用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7 CTT10000353 1011 2 運籌規劃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8 CTT10000391 1021 2 綠色交通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09 CTT10000237 0962 2 歐洲政治與社會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10 CTT10000331 1011 2 環境教育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11 CTT10000317 1002 2 職場倫理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12 CTT10000381 1021 2 證券交易概論 社會科學學門 進修學士班

313 BTT10000771 1011 2 投資理財與電腦應用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4 BTT10000272 0931 2 資料處理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5 BTT10000889 1022 2 資訊科技未來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6 BTT10000429 0922 2 資訊科技與倫理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7 BTT10000790 1012 2 資訊與生活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8 BTT10000890 1022 2 電子試算表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19 BTT10000796 1012 2 電腦科技概論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20 BTT10000888 1022 2 電腦簡報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21 BTT10000822 1021 2 網頁設計概論 資訊教育學門 大學部 

322 CTT10000378 1021 2 投資理財與電腦應用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3 CTT10000234 0931 2 資料處理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4 CTT10000427 1022 2 資訊科技未來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5 CTT10000280 0991 2 資訊科技與倫理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6 CTT10000429 1022 2 資訊與生活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7 CTT10000431 1022 2 電子試算表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8 CTT10000428 1022 2 電腦科技概論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29 CTT10000426 1022 2 電腦簡報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30 CTT10000430 1022 2 網頁設計概論 資訊教育學門 進修學士班

331 BTT10000391 0922 2 民主憲政發展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2 BTT10000892 1022 2 民主憲政與科技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3 BTT10000834 1021 2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4 BTT10000692 1011 2 生活與民法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5 BTT10000795 1012 2 生活與交通法規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6 BTT10000832 1021 2 性別平等與法律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7 BTT10000830 1021 2 法律與美食文化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38 BTT10000740 1011 2 基督教與人權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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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BTT10000741 1011 2 憲法與公民生活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40 BTT10000829 1021 2 憲法與政治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41 BTT10000770 1011 2 憲法導論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42 BTT10000559 0991 2 環境保護與環境法 憲法政治學門 大學部 

343 CTT10000303 0992 2 公法概要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4 CTT10000200 0922 2 民主憲政發展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5 CTT10000388 1021 2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6 CTT10000328 1011 2 生活與民法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7 CTT10000374 1021 2 智慧財產權概論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8 CTT10000386 1021 2 憲法與基本人權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49 CTT10000358 1011 2 憲法導論 憲法政治學門 進修學士班

350 BTT10000324 0922 2 中國現代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1 BTT10000464 0981 2 中國通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2 BTT10000325 0922 2 台灣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3 BTT10000821 1021 2 台灣近代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4 BTT10000798 1012 2 自然科學史概論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5 BTT10000566 0991 2 西洋哲學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6 BTT10000805 1021 2 亞洲歷史與文化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7 BTT10000784 1012 2 臺灣客家族群史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8 BTT10000327 0951 2 歷史名著選讀 歷史研究學門 大學部 

359 CTT10000152 0922 2 中國現代史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360 CTT10000301 0992 2 中國通史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361 CTT10000153 0922 2 台灣史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362 CTT10000383 1021 2 自然科學史概論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363 CTT10000373 1021 2 亞洲歷史與文化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364 CTT10000238 0971 2 歷史名著選讀 歷史研究學門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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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 學年度各系排除科目明細表(學籍歸屬 104 學年度適用) 
學院 學系 排除課程 

商學院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

系 

危機管理概論、領導與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概論、顧客關

係管理-個案分析 

財務金融學系 

職場倫理、危機管理概論、社會保險與生活、工業安全與衛

生管理概論、全球經濟體系、產業與經濟發展、個人投資理

財概論、倫理與道德、理財概論、投資概論 

行銷學系 創意行銷概念、創意設計行銷 

國際企業學系 人際關係 

會計學系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觀光運輸 

學院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

系 
職場倫理、運籌規劃概論、海運政策概論 

空運管理學系 
航空物流與生活、航空與生活、交通系統概論、空運行銷管

理概論、航空科技概論、運籌規劃概論、海運政策概論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

系 

航空科技概論、航空物流與生活、交通系統概論、運

輸科技與生活、綠色航運、空運行銷管理概論、綠色

物流、綠色交通、運籌規劃概論。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

系 
觀光領隊與導遊、城市與觀光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城市與觀光、休憩觀光概論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網頁設計概論 

多媒體與行動商務

學系 
網頁設計概論 

資訊傳播學系 音樂欣賞、記錄片欣賞、電影欣賞、網頁設計概論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

影 學士學位學程 
記錄片欣賞、電影欣賞 

數位空間與商品設

計學士學位學程 
藝術概論 

健康照護 

管理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認識食品與營養、 營養與保健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

系 
健康資料分析、養生與保健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健康資料分析、認識食品與營養、心理學概論 

形象與健康產業管

理學士學位學程 
健康資料分析、營養與保健 

人文社會 

學院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台海兩岸關係 

法律學系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生活與民法、憲法與公民生活、憲法

導論、公法概要、智慧財產權概論、憲法與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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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

應用日語學系 日文、進階日文 

應用英語學系 

初級職場英語(上)、初級職場英語(下)、高級職場英語(上)、

高級職場英語(下)、中級職場英語(上)、中級職場英語(下)、

基礎生活美語(上)、基礎生活美語(下)、進階生活美語(上)、

進階生活美語(下)、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基礎英語發音與

拼字、初級多益英文、進階多益英文、初級英語實用寫作、

進階英語實用寫作、初級旅遊英語、進階旅遊英語、初級職

場英語、基礎生活美語、英文語文檢定 

應用華語學系 國家考試之公文論文寫作 

備註：1.通識課程選課請避開系所設定之排除課程，學生若修得系上排除課程，則不列入畢業

學分！ 

2.各系排除課程科目可於教務系統「課程管理-排課作業-查詢系所排除通識課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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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地圖 

 

必修 2學分 

必修 6學分 

必修 4學分 

必修 4學分 

必修 4學分 

必修 4學分 

本國語文 

語文素養、文學欣賞 

語文表達 

外國語文 

基礎生活美語、初級職場英語、進階生活美

語、中級職場英語、高級職場英語 

資料處理、資訊與生活、電腦科技概論 

自然科學概論、環境科學概論、環境地球科

學概論、普通氣象學概論 

生命科學概論、環境與生態、認識食品與營

養、工作倫理概論 

資訊教育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民主憲政發展、憲法導論 

心理學概論、教育學概論 

憲政法治 

社會科學 

中國現代史、中國通史、台灣史、世界文明

史 

音樂欣賞、哲學與人生、博物館導論、藝術

概論 

歷史研究 

人文藝術 

科學知覺 

社會實踐 

人文涵育 

學習護照潛在通識 專題演講語文檢定與相關證照 校園情境體驗

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學門 

自

由

選

修

10

學

分

體育 

日文、進階日文、泰語會話、越語會話、基礎英語字彙與文法、基礎英語發

音與拼字、多益英文、英語實用寫作、旅遊英文、英文語文檢定、時事英文

閱讀 

中國名著選讀、應用華語、易經與現代人生、初級電腦華語、中級電腦華語、

實用應用文、論語與現代人生、兒童少年文學、台灣幽默諧趣文學、世界智

慧文學 

網頁設計概論、電腦簡報、資訊科技與倫理、投資理財與電腦應用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氣候變遷與調適、自然與保育、環境安全衛生、環境

污染與防治、環境工程概論、科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科技與生活、航空科

技概論、工程與生活、能源科技概論、運輸科技與生活 

生死學、營養與保健、生物技術概論、生物科技與醫學倫理、情感與性別教

育、食安面面觀、災害防救與管理、人與醫學、環境生態與永續發展、台灣

的醫療與衛生發展導論、桃竹苗生態教育 

生活與交通法規、性別平等與法律、環境保護與環境法、智慧財產權概論、

基督教與人權 

人際關係、生涯規劃、性別平等教育、社會福利導論、高齡化社會導論、金

融與生活、城市與觀光、環境教育概論、國際關係導論、情緒管理、理財概

論、經濟與生活、領導與管理、租稅與生活、當代教育思潮、倫理與道德、

產業與經濟發展 

歷史名著選讀、亞洲歷史與文化、西洋哲學史、台灣客家族群史、自然科學

史概論 

文化資產導論、人文教育、電影欣賞、客家文化資產導論、客家飲食與文化、

歌劇藝術賞析 

核心課程：低年級優先代入 衍生課程：高年級自由選修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領域 
(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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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計畫開設課程資料

學年期 開課單位課程編號 班次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姓名上課時間教室 通識學門 選上總人數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902 01 桃竹苗生態教育 2 劉良力 每週四10B513,每週四9B513 生命科學學門 114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785 01 客家文化資產導論 2 李汾陽 每週三1B519,每週三2B519 人文藝術學門 108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320 01 客家飲食與文化 2 林慧貞 每週三1B218,每週三2B218 人文藝術學門 116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783 01 客家產業行銷 2 許家謙 每週三1A209,每週三2A209 社會科學學門 35

1041 大日通識BTT10000902 01 桃竹苗生態教育 2 劉良力 每週四3B409,每週四4B409 生命科學學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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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及品格教育相關課程開課資料

學年期開課單位名稱課程編號 班次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姓名上課時間教室 通識學門 選上總人數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309 01 哲學與人生 2 黃品堯 每週四7B310,每週四8B310 人文藝術學門 11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309 02 哲學與人生 2 黃品堯 每週四10B310,每週四9B310 人文藝術學門 109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145 01 哲學與人生 2 黃品堯 每週四13A505,每週四14A505人文藝術學門 7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750 01 人倫大愛導論 2 鄭育書 每週一1B510,每週一2B510 生命科學學門 117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750 02 人倫大愛導論 2 鄭育書 每週四10B510,每週四9B510 生命科學學門 11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660 01 倫理與道德 2 李丁文 每週一3B221,每週一4B221 社會科學學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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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 
大日通識 教學計畫表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數 課程名稱(英文)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2 Language Literacy and Masterpieces 
Cultivation

課程編號  BTT10000483 

 必修 
授課老師： 徐秀菁(主授)    老師 
老師e-mail：
hsiuching@mail.knu.edu.tw   

班次  02 
開課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年級班別  1年級 
   

教學輔導時間   

基本素養/級分
(0-5)

1.工作價值(Work Values) 
2.專業倫理(Professional Ethics) 
3.團隊合作(Team Work) 
4.人文關懷(Humanistic Concern) 
 

4
4
5
5
 

核心能力/級分
(0-5)

1.語文表達(Linguistic Literacy) 
2.科學知覺(Scientific Literacy) 
3.社會實踐(Social Literacy) 
4.人文涵育(Humanistic Literacy) 
 

5
4
4
4

教學目標 
與內容

 1.了解「語文素養」的定義與重要 2.透過中西名著導讀，了解創作背景、方法與主
題內容 3.透過單篇文章或名著導讀，增進語文素養 4.透過文學專題研究，解析人
性，了解人生，洞徹生命  

實施方法  講解法  討論法   

評量方式 期中測驗30 %期末測驗30 %平時成績30 % 
其他成績10 %

課程連結  

教學型態  課堂教學+小組討論

證照輔導   

授課使用及 
 參考書籍

(請按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商、發行地、出版年份、起訖頁數順序填寫)。

 1. 大衛　洛吉/小說的五十堂課/木馬文化出版社/台北/95年 2. 方洲主編/世界文
學名著導讀/崇文館/台北/90年 3. 海明威/老人與海/雅書堂文化/台北/101年 4. 簡
媜/天涯海角/聯合文學/台北/91年 5. 陳列/躊躇之歌/印刻出版社/台北/103年 6. 
余秋雨/新文化苦旅/爾雅出版社/台北/97年 7. 聖修伯里/小王子/漫遊者文化事業/
台北/104年 8. 張愛玲/紅玫瑰與白玫瑰/皇冠文化出版/台北/103年/頁130-179 9. 
張愛玲/傾城之戀/皇冠文化出版/台北/103年/頁177-221 10. 簡媜/誰在銀閃閃的地
方，等你/印刻出版社/台北/102年 11. 傅道彬、于茀/文學是甚麼/揚智文化事業/台
北/91年 12. 曹雪芹/紅樓夢 13. 威廉　高汀/蒼蠅王/高保書版/台北/100年 14. 鄭
愁予/鄭愁予詩集/洪範/台北/9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 Please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all not be illegal photocopying ．本校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與書城
均有設置二手書平台供學生使用 We have set the platform of used books for 
students who can check both in facult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ookstore in 
school)

課程大綱及教學進度：

第 79 頁，共 330 頁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附錄2-5-1：語文素養教學計畫表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1 上課計畫說明、語文素養的定義與重要性  
2 文學與人生(上)  
3 文學與人生(下)  
4 《小王子》導讀  
5 《老人與海》導讀  
6 《傾城之戀》導讀  
7 《紅玫瑰與白玫瑰》導讀  
8 《躊躇之歌》導讀  
9 期中考  
10 《天涯海角》導讀、《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導讀  
11 《新文化苦旅》導讀  
12 《蒼蠅王》導讀  
13 《鄭愁予詩集》導讀  
14 《紅樓夢》導讀  
15 《紅樓夢》導讀  
16 分組報告 書目另行公布 
17 分組報告  
18 期末考  
  

    列印日期：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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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 
大日通識 教學計畫表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數 課程名稱(英文)

語文素養 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ltivation

課程編號  BTT10000527 

 必修  授課老師： 林彥宏(主授)    老師 
老師e-mail：lyhung@mail.knu.edu.tw   

班次  02 
開課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年級班別  2年級 
   

教學輔導時間   

基本素養/級分
(0-5)

1.工作價值(Work Values) 
2.專業倫理(Professional Ethics) 
3.團隊合作(Team Work) 
4.人文關懷(Humanistic Concern) 
 

3
3
4
5
 

核心能力/級分
(0-5)

1.語文表達(Linguistic Literacy) 
2.科學知覺(Scientific Literacy) 
3.社會實踐(Social Literacy) 
4.人文涵育(Humanistic Literacy) 
 

4
2
3
5
 

教學目標 
與內容

 1培養同學中文實用技能。 2培養撰寫讀書報告的能力。 3培養學生的詞彙能力，使
用正確的字詞標點，利用書寫完整流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4能夠欣賞文學作品，從
中培養對文學的美感。 

實施方法  講解法  討論法  問答法 

評量方式 期中測驗25 %期末測驗25 %平時成績25 % 
其他學習態度成績25 %

課程連結  http://

教學型態  課堂教學

證照輔導   

授課使用及 
 參考書籍

(請按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商、發行地、出版年份、起訖頁數順序填寫)。

 教師自編講義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 Please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all not be illegal photocopying ．本校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與書城
均有設置二手書平台供學生使用 We have set the platform of used books for 
students who can check both in facult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ookstore in 
school)

課程大綱及教學進度：

課程介紹 
中國文字特性 
成長的印記（一） 
成長的印記（二） 
生命的情愫（一） 
停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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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情愫（二） 
文學影展（一） 
期中考週 
影評書寫 
味覺的記憶（一） 
味覺的記憶（二） 
旅行的意義（一） 
旅行的意義（二） 
文化的抒寫 
文學影展（二） 
進行期末考 
期末考週 
  

    列印日期：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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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 
大日通識 教學計畫表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數 課程名稱(英文)

語文素養 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ltivation

課程編號  BTT10000527 

 必修 
授課老師： 徐秀菁(主授)    老師 
老師e-mail：
hsiuching@mail.knu.edu.tw   

班次  01 
開課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年級班別  2年級 
   

教學輔導時間   

基本素養/級分
(0-5)

1.工作價值(Work Values) 
2.專業倫理(Professional Ethics) 
3.團隊合作(Team Work) 
4.人文關懷(Humanistic Concern) 
 

4
4
5
5
 

核心能力/級分
(0-5)

1.語文表達(Linguistic Literacy) 
2.科學知覺(Scientific Literacy) 
3.社會實踐(Social Literacy) 
4.人文涵育(Humanistic Literacy) 
 

5
4
4
5
 

教學目標 
與內容

 1.培養學生對中國語文的撰述與表達能力，並透過經典文學的閱讀與討論，進而省
思自己的年輕生命，應有如何之成長與提昇。 2.採主題式教學，由教師講授課程主
要內容，並透過引導與討論，進行實際練習與創作，加強語文表達能力，並增進文學
素養。 

實施方法  講解法 實作法 討論法   

評量方式 期中測驗30 %期末測驗30 %平時成績20 % 
其他作業成績20 %

課程連結  http://elearning.knu.edu.tw/teach/index.php

教學型態  課堂教學

證照輔導   

授課使用及 
 參考書籍

(請按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商、發行地、出版年份、起訖頁數順序填寫)。

 1.自編講義。 2.大學國文教材編輯室：《大學國文魔法書》，臺北：聯經出版公
司，2012年1月三版。 3.王夢鷗：《唐人小說校釋》，臺北：正中書局，1985年出
版。 4.徐志平：《中國古典短篇小說選注》，臺北：洪葉文化公司，2003年3月二
版。 5.張愛玲：《張愛玲短篇小說集》，臺北：皇冠文化，1968年7月一版。 6.張
火慶：《古典小說的人物形象》，臺北：里仁書局，2006年9月初版。 7.康來新：
《發跡變態──宋人小說學論稿》，臺北：大安出版社，2010年4月二版。 8.黃春
明：《青番公的故事》，臺北：皇冠文化，1987年四版。 9.劉承慧、王萬儀：《大
學中文教程》，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年9月初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 Please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all not be illegal photocopying ．本校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與書城
均有設置二手書平台供學生使用 We have set the platform of used books for 
students who can check both in facult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ookstore in 
school)

課程大綱及教學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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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中國語文表達的技巧．造句藝術 
第二週    中國語文表達的技巧．語意和語氣 
第三週    標題擬定 
第四週    新聞稿寫作與訪談紀錄 
第五週    學院報告寫作．問題意識與題目訂定原則 
第六週    學院報告寫作．綱要擬定與推論過程 
第七週    六朝志怪小說＜宗定伯＞、＜談生＞閱讀與討論 
第八週    六朝志怪小說＜袁相根碩＞、＜劉晨阮肇＞閱讀與討論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唐傳奇＜霍小玉傳＞閱讀與討論 
第十一週  唐傳奇＜霍小玉傳＞閱讀與討論 
第十二週  唐傳奇＜杜子春＞閱讀與討論 
第十三週  經典導讀：《張愛玲短篇小說集·紅玫瑰與白玫瑰》閱讀與討論 
第十四週  經典導讀：《張愛玲短篇小說集·紅玫瑰與白玫瑰》閱讀與討論 
第十五週  經典導讀：《張愛玲短篇小說集·傾城之戀》閱讀與討論 
第十六週  經典導讀：《張愛玲短篇小說集·傾城之戀》閱讀與討論 
第十七週  經典導讀：鄉土小說黃春明＜溺死一隻老貓＞閱讀與討論 
第十八週  期末考  
  

    列印日期：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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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 
進修通識 教學計畫表

課程名稱(中文) 學分數 課程名稱(英文)

語文素養 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ltivation

課程編號  CTT10000125 

 必修  授課老師： 林政華(主授)    老師 
老師e-mail：jhlin3@mail.knu.edu.tw   

班次  01 
開課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年級班別  1年級 
   

教學輔導時間   

基本素養/級分
(0-5)

1.工作價值(Work Values) 
2.專業倫理(Professional Ethics) 
3.團隊合作(Team Work) 
4.人文關懷(Humanistic Concern) 
 

5
5
4
5
 

核心能力/級分
(0-5)

1.語文表達(Linguistic Literacy) 
2.科學知覺(Scientific Literacy) 
3.社會實踐(Social Literacy) 
4.人文涵育(Humanistic Literacy) 
 

5
4
5
5
 

教學目標 
與內容

  由於中學升學教育之偏差及學子低頭沉迷於手機電腦等影響 學子對漢語文了解與
寫作應用之素養每下愈況 亟需導正與加強 加強之道 在選擇適當的讀物經典 多讀多
看 詳細講解 並訓練其表達寫作能力 增進其語文素養教學目標為 1.了解「語文素
養」的定義與重要 2.透過經典讀物之導讀，了解作者寫作背景、方法等與其主題內
容增進其語文素養 3.透過專題探討，了解人生，變化氣質落實生活日用 

實施方法  講解法  討論法  問答法 

評量方式 期中測驗35 %期末測驗40 %平時成績15 % 
其他成績10 %

課程連結  http://

教學型態  課堂教學+小組討論

證照輔導   

授課使用及 
 參考書籍

(請按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商、發行地、出版年份、起訖頁數順序填寫)。

 田園之秋/陳冠學/前衛出版社八角塔下/鍾肇政 亞細亞的孤兒/吳濁流笠山農場/鍾
理和荒地/呂則之國民美學/李欽賢牛肚港的故事/王拓 耕情啟思在地心/林政華/秀威 
赤手空拳/陳碧奎 福爾摩沙頌歌/宋澤萊勁風之旅/邱新德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 Please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all not be illegal photocopying ．本校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與書城
均有設置二手書平台供學生使用 We have set the platform of used books for 
students who can check both in facult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ookstore in 
school)

課程大綱及教學進度：

1 上課計畫說明 語文素養的定義與重要性  
2 文學文化與人生群體(上)  
3 文學文化與人生群體(下)  
4 田園之秋導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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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八角塔下導讀  
6 亞細亞的孤兒導讀  
7 笠山農場導讀  
8 荒地導讀  
9 期中考試 
10 國民美學導讀 
11 牛肚港的故事導讀  
12 耕情啟思在地心導讀  
13 勁風之旅導讀  
14 赤手空拳導讀  
15 福爾摩沙頌歌導讀  
16 分組報告 書目另行公佈 
17 分組報告  
18 期末考試 
  

    列印日期：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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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大學部入學新生之通識教育課程規劃表 
103.5.2 102 學年度第 4次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5.2 102 學年度第 3次共教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05/20 102 學年度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通
識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
28
學
分
︶ 

領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 學分) 

本國語文學門 2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大一英文課程)4 學分 

註： 

1.應英系及特殊學生只能修「大一英文」專業以外之第二外國語

文，如：日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 

2.其餘系所學生外語學門課程皆修「大一英文」課程 4學分。

科學知覺 

(學門任選 6學分) 
資訊教育學門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學分) 
歷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軍訓 軍訓：選修 0學分，可折抵役期 

體育 

日間部體育：大一、大二必修 0 學分(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

體育四)，大三至大四自由選修至多 2學分。 

進修部體育：大一必修 0學分(體育一、體育二)。 

通識自由選修 8學分 (限修通識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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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通識教育課程規劃表 
104/03/30 103 學年度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4/01 103 學年度第 2 次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4/01 103 學年度第 3 次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04/04/21 103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通
識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
28
學
分
︶ 

領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 學分) 

本國語文學門 2 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大一英文課程)4 學分 
註： 
1.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學生僅能修「大一英文」專業以外之

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

程。 
2.其餘系所學生外語學門課程皆修「大一英文」課程 4 學分。 

科學知覺 
(學門任選 4 學分) 

資訊教育學門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 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 學分) 

歷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軍訓 軍訓：選修 0 學分，可折抵役期 

體育 

日間部體育：體育課程為 4 個學期必修 0 學分(不分體育一、體

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進修部體育：體育課程為 2 個學期必修 0 學分(不分體育一、體

育二)。 

通識自由選修 10 學分 (限修通識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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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大一英文開課資料

學年期 開課單位名稱課程編號 班次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姓名上課時間教室 通識學門 選上總人數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1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呂鳳琴 每週二1A301,每週二2A301 外國語文學門 44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2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林純如 每週二1A308,每週二2A308 外國語文學門 4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3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許家謙 每週二1A309,每週二2A309 外國語文學門 54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4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孫莉恩 每週四7A501,每週四8A501 外國語文學門 54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5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許浚嘉 每週四7A417,每週四8A417 外國語文學門 42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8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孫莉恩 每週四10A401,每週四9A401 外國語文學門 37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9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呂鳳琴 每週四10A317,每週四9A317 外國語文學門 38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1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徐曉雯 每週四7A308,每週四8A308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2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尤儷蒨 每週四7A317,每週四8A317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3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王清祿 每週四7A309,每週四8A309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4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黃國宬 每週四7A117,每週四8A117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5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徐曉雯 每週四10A308,每週四9A308 外國語文學門 4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6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尤儷蒨 每週四10A309,每週四9A309 外國語文學門 43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7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王清祿 每週四10A310,每週四9A310 外國語文學門 44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8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張進興 每週四10A315,每週四9A315 外國語文學門 48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9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施尚瑩 每週四7A310,每週四8A310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0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顏世緯 每週四7A209,每週四8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1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楊茹茵 每週四7A315,每週四8A315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2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楊茹茵 每週四10A316,每週四9A316 外國語文學門 47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1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劉雪蕊 每週二1A117,每週二2A117 外國語文學門 64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2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盧玲妙 每週二1A201,每週二2A201 外國語文學門 62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3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張進興 每週四7B211,每週四8B211 外國語文學門 6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4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劉雪蕊 每週四7A505,每週四8A505 外國語文學門 69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5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謝吉燿 每週四7B306,每週四8B306 外國語文學門 6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6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謝吉燿 每週四10A301,每週四9A301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1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周茂林 每週四10A117,每週四9A117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2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孫效孔 每週四10A506,每週四9A506 外國語文學門 6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3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劉佩勳 每週四10B211,每週四9B211 外國語文學門 62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4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顏世緯 每週四10A209,每週四9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5 01 高級職場英語(上) 2 張進興 每週二1A115,每週二2A115 外國語文學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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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大一英文開課資料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1 基礎生活美語 2 周茂林 每週四13A310,每週四14A310 外國語文學門 36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2 基礎生活美語 2 尤儷蒨 每週四13A517,每週四14A517 外國語文學門 39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3 基礎生活美語 2 謝吉燿 每週四13A115,每週四14A115 外國語文學門 35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4 基礎生活美語 2 王清祿 每週四13A116,每週四14A116 外國語文學門 36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5 基礎生活美語 2 林芫蔒 每週四13A309,每週四14A309 外國語文學門 36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6 基礎生活美語 2 黃惠如 每週四13A216,每週四14A216 外國語文學門 36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7 基礎生活美語 2 黃惠如 每週二1A315,每週二2A315 外國語文學門 35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8 基礎生活美語 2 周茂林 每週二1A401,每週二2A401 外國語文學門 3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1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呂鳳琴 每週二1A215,每週二2A215 外國語文學門 43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2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林純如 每週二1A301,每週二2A301 外國語文學門 46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3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許家謙 每週二1A209,每週二2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4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孫莉恩 每週四7A415,每週四8A415 外國語文學門 46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5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許浚嘉 每週四7A515,每週四8A515 外國語文學門 4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6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孫莉恩 每週四10A415,每週四9A415 外國語文學門 39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7 07 基礎生活美語(下) 2 呂鳳琴 每週四10A416,每週四9A416 外國語文學門 38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1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徐曉雯 每週四7A209,每週四8A209 外國語文學門 49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2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尤儷蒨 每週四7A409,每週四8A409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3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王清祿 每週四7A317,每週四8A317 外國語文學門 54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4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黃國宬 每週四7A410,每週四8A410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5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施尚瑩 每週四7B305,每週四8B305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6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顏世緯 每週四7A116,每週四8A116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7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楊茹茵 每週四7A310,每週四8A310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8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徐曉雯 每週四10A209,每週四9A209 外國語文學門 43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09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尤儷蒨 每週四10A409,每週四9A409 外國語文學門 41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10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王清祿 每週四10A317,每週四9A317 外國語文學門 41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11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楊茹茵 每週四10A310,每週四9A310 外國語文學門 47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8 12 進階生活美語(下) 2 華紫伶 每週四10A315,每週四9A315 外國語文學門 46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1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劉雪蕊 每週二1A117,每週二2A117 外國語文學門 63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2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盧玲妙 每週二1A201,每週二2A201 外國語文學門 6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3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張進興 每週四7A301,每週四8A301 外國語文學門 60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4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劉雪蕊 每週四7A117,每週四8A117 外國語文學門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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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5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謝吉燿 每週四7A217,每週四8A217 外國語文學門 62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49 06 初級職場英語(下) 2 謝吉燿 每週四10A217,每週四9A217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50 01 中級職場英語(下) 2 周茂林 每週四10A301,每週四9A301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50 02 中級職場英語(下) 2 孫效孔 每週四10A201,每週四9A201 外國語文學門 57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50 03 中級職場英語(下) 2 劉佩勳 每週四10A215,每週四9A215 外國語文學門 60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50 04 中級職場英語(下) 2 顏世緯 每週四10A116,每週四9A116 外國語文學門 57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20451 01 高級職場英語(下) 2 張進興 每週二1A308,每週二2A308 外國語文學門 31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1 初級職場英語 2 周茂林 每週四13A116,每週四14A116 外國語文學門 35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2 初級職場英語 2 尤儷蒨 每週四13A215,每週四14A215 外國語文學門 34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3 初級職場英語 2 謝吉燿 每週四11A217,每週四12A217 外國語文學門 31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4 初級職場英語 2 王清祿 每週四13A301,每週四14A301 外國語文學門 31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5 初級職場英語 2 林芫蔒 每週四13A315,每週四14A315 外國語文學門 32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6 初級職場英語 2 黃惠如 每週四13A117,每週四14A117 外國語文學門 35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7 初級職場英語 2 黃惠如 每週二1A216,每週二2A216 外國語文學門 33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425 08 初級職場英語 2 周茂林 每週二1A415,每週二2A415 外國語文學門 3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1 01 基礎生活美語(上) 2 孫家禾 每週二10A315,每週二9A315 外國語文學門 34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1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孫莉恩 每週四1A316,每週四2A316 外國語文學門 47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2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徐曉雯 每週四1A309,每週四2A309 外國語文學門 47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3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黃惠如 每週四1A310,每週四2A310 外國語文學門 47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4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孫家禾 每週四1A216,每週四2A216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5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林芫蔒 每週四1A301,每週四2A301 外國語文學門 49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6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黃國宬 每週四1A217,每週四2A217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7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潘惠瑜 每週四1A315,每週四2A315 外國語文學門 48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8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孫莉恩 每週四3A209,每週四4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09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徐曉雯 每週四3A408,每週四4A408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0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黃惠如 每週四3A215,每週四4A215 外國語文學門 5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1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孫家禾 每週四3A409,每週四4A409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2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劉佩勳 每週四3A216,每週四4A216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3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呂鳳琴 每週四3A309,每週四4A309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4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呂鳳琴 每週二10A316,每週二9A316 外國語文學門 58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5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徐曉雯 每週二10A415,每週二9A415 外國語文學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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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2 16 進階生活美語(上) 2 王清祿 每週四3A310,每週四4A310 外國語文學門 49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1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華紫伶 每週四1A209,每週四2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2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盧玲妙 每週四1A215,每週四2A215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3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王清祿 每週四1A116,每週四2A116 外國語文學門 54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4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華紫伶 每週四3A315,每週四4A315 外國語文學門 5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5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王清祿 每週二10A201,每週二9A201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6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施尚瑩 每週二10A117,每週二9A117 外國語文學門 44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7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劉雪蕊 每週二10A209,每週二9A209 外國語文學門 46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8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華紫伶 每週二10A116,每週二9A116 外國語文學門 45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3 09 初級職場英語(上) 2 盧玲妙 每週二10A217,每週二9A217 外國語文學門 5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1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謝吉燿 每週四3A316,每週四4A316 外國語文學門 57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2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周茂林 每週四3A217,每週四4A217 外國語文學門 53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3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尤儷蒨 每週四3A301,每週四4A301 外國語文學門 45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4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周茂林 每週二10A309,每週二9A309 外國語文學門 4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5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尤儷蒨 每週二10A310,每週二9A310 外國語文學門 43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6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謝吉燿 每週二10A216,每週二9A216 外國語文學門 4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4 07 中級職場英語(上) 2 謝吉燿 每週四1A308,每週四2A308 外國語文學門 53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10445 01 高級職場英語(上) 2 孫效孔 每週四3A417,每週四4A417 外國語文學門 50

104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1 基礎生活美語 2 呂鳳琴 每週二11A216,每週二12A216 外國語文學門 36

104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2 基礎生活美語 2 謝吉燿 每週二11A302,每週二12A302 外國語文學門 57

104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3 基礎生活美語 2 王清祿 每週二11A202,每週二12A202 外國語文學門 76

1041 進修通識 CTT10000424 04 基礎生活美語 2 呂鳳琴 每週二13A202,每週二14A202 外國語文學門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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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 

103.05.15 102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103.05.20 102學年度第8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與依據：為提升本校學生生活英語溝通能力、提高學生升學及就業之

競爭力，並因應地球村及國際化趨勢之殷切需求，訂定「開南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範圍：本校學籍歸屬年103 學年起(含)之學士班學生 (含日間部及進

修部學生，但不含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身分學生)。 

三、實施方式： 

1. 日間部方式: 大一每學期分別開設「生活英語」及「職場英語」兩必修

課群，於共同時段依學生程度，採分級分班方式授課。 

2. 進修部方式: 大一上下學期分別開設「基礎生活英語」及「初級職場英

語」兩必修課，於共同時段，採常態分班不分級方式授課。 

3. 跨部選課方式: 學生跨部選修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僅限同級課程時為之。 

四、教學目標：通識大一英文必修課程的教學目標著重在提高學生英語實際運

用的能力。課程規劃及教學實施均以此目標導向與能力指標模式擬定。本

課程之分段能力指標分「生活英語」及「職場英語」兩階段加以規劃，各

分段能力指標敘述如下： 

1. 「生活英語」目標: 培養學生英文基礎能力，加強學生基礎英語的字彙

和文法，增進學生運用基礎英語字彙及生活英語的溝通能力，並將課堂

教學實際運用到生活中，在教學中創造英語環境以達到英文生活化的目

標。 

2. 「職場英語」目標: 加強學生英語聽、說、讀、寫之紮實基礎，並訓練

學生於進入職場前及在職期間所須具備的重要相關英語能力，及培養其

於職場領域必備之實用英語技能。 

五、課程規劃及教學實施：大一英文具體課程內容、使用教材與教學成效評量，

由應用英語學系老師組成之「大一英文專案小組」配合上述教學目標負責

規劃實施。 

六、修課規定： 

1. 大一英文必修課程，每學期為必修2 學分，一學年4 學分的課程。本校

所有日間部及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特殊身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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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皆須修足大一英文課程最低4學分且及格，任一學期修讀不及格

者，均須補修至及格方能畢業。 

2. 針對日間部大一新生，「大一英文專案小組」將依據大一日間部新生

進入本校的學測、指考英文科（原始）成績，將學生分為五個等級，

分置於「基礎生活英語」、「進階生活英語」、「初級職場英語」、

「中級職場英語」、「高級職場英語」上課，統稱「大一英文課程」。

此課程均為一學年之連續課程，各分為上下學期授課，按照級數安排，

課程內容由英語基礎能力培養到進階強化訓練。其他無上述英文成績

者，需參加「大一英文專案小組」自辦的分級測驗，以評定個人英文

級數；需參加分級考試者，未於公佈之日期及時間參加考試，致影響

自身權益者，後果自行負責。 

3. 針對進修部大一新生，採常態分班不分級方式。大一上學期，由「大

一英文專案小組」分班帶入「基礎生活英語」；大一下學期，則帶入

「初級職場英語」上課。 

七、編班策略(日間部大一新生)： 

1. 分級分班實施方法：大一日間部新生以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或學科能力

測驗英文(原始)成績分為五個等級分班教學。依該年大一新生入本校

的學測、指考英文科成績，作為各級班數、各班人數的調整依據，每

班人數原則上控制在60 人以下、40 人以上。 

2. 大一上學期升降級安置：修課大一日間部新生若認為被分發級數不符

合個人英文能力，在課程加退選期間，可填寫「大一英文課程特殊加

退選選課申請表」，並交給「大一英文專案小組」，由「大一英文專

案小組」評估後再做適當的安排。 

3. 大一下學期升降級安置：大一下學期與大一上學期基本上保持同級同

班繼續修課。但大一上學期英文不及格者仍須於畢業前補修完畢。補

修生不需重新進行能力分級，直接於原分發級數重補修課程。 

八、特殊身分學生(免修生)： 

1. 英語系國家，含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紐西蘭、愛爾蘭、南非等

國之外籍生。 

2. 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僑生等，但可證明其正式教育係以英文為主要

語言者。 

3. 曾在上述七國受國中以上正式教育三年以上。 

4. (1)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以上； (2) TOEFL IBT 71分

或CBT 電腦托福197 分以上(舊制托福527 分)； (3) IELTS 國際英語測

試5.5 以上； (4) TOEIC 多益測驗750分以上。 

九、校外轉學生大一英文學分抵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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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在他校修過英文相關課程之轉學生，並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資格者，須填妥「大一英文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並將申請表送至「大

一英文專案小組」，經由「大一英文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認可，即可抵

免。受理抵免申請期限依照教務處公告為準。 

2. 申請抵免時間、程序及可抵免學分數，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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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開南大學 教學增能計畫 

「提昇開南大學學生國際化移動力強

度及就業競爭力計畫」 

 

子計畫一: 培育產業人才生活化及國際化的英語力 

語言文化交流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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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壹、經費支用明細表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經費支出明細表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核銷請款金額： $3,396元 
(與 11月 18第一場活動同一筆請款， 

無增加其他費用) 活動日期：2015 年 12月 27 日至 2016年 01月 15 

憑證

編號 
經費項目 核銷請款  金額(元) 備    註 

 業務費 2,600 賀卡 2600 

 雜支費 796 麻繩 480，3M掛鉤 316 

    

    

    

    

 合計 $3,396  

 

子計畫主持人：                             總計畫主持人： 

 

 

填表說明：一、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發票抬頭為各學校名稱。 

          二、經費核銷時，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請款金額 

              (核銷請款項目才需檢附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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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紀錄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果統計表 

 

活動名稱 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目標 
一、配合如跨年節慶，進行英語文情境布置，以及舉行英語文交流活動。 

二、呈現校園多元文化風貌，促進國際交流氣氛的國際學習活動，推展

語言環境教育。 

三、營造友善的英語文學習環境，令學生可以透過所學之運用，提升學

生學習英文興趣，並激發英文學習意願。 

 

辦理時間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辦理地點 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參加人數 超過 200 人 (含台灣本地學生及開南國際學生) 

活動執行概況 

 本項英語文文化交流活動是以學生自由參與及授課教師班上鼓勵為

主，配合新年節慶一英文書寫中式賀卡的方式辦理。 

 鼓勵此活動教師，於課堂上，運用此機會帶入主題式教學，教授英

文賀卡書寫方式及 “I wish”、 “I hope”等英語用法語句型。 

 參加學生約２００位，本地學生 70%，外籍學生３0。受限提供賀卡

總數，少部分學生，以共用卡片方式一起書寫新年願望。 

 在短短一星期以內，此活動於 12月３１日順利收齊所有完成賀卡，

且於１０４年最後一天完成展示布置，搭配“新年快樂”多國語言

呈現，所有卡片已分別展示在行政大樓的時間走廊及通識中心外的

走廊，場景如下頁活動照片所示。如預期活動目標，完美呈現校園

多元文化風貌，營造校園友善的英語文學習環境，推展英語文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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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效益自評 

 世界一直在改變，英語的學習本來就該是真實的，此活動旨在活化英

語文學習，透過此活動，讓學生確實將所學英文運用在節慶賀卡的書

寫上，學生普遍接受以此方式運用英文，且因是靜態活動，較害羞學

生亦可在無壓力的情境下無後顧之憂的參與，達到營造校園友善的英

語文學習環境，提升本校學生學習英語文的興趣。 

 參與此活動的外籍學生（如，日籍、越南、印尼、泰國等），發現這個

活動不只可以練習英文，還可學習中國文化，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

卡片全是紅色及金色（與日本不同），賀卡上特殊中文字體最吸引他們

注意，學生表示，感覺“很中國”。 

 台灣學生表示，之前從未知道卡片的英文特殊用語，透過教師所提供

範本，卡片交流活動有效增加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 

 有學生表示，當她欣喜若狂找到自己以英文書寫的卡片高掛學校長廊

時，當下的感動與驚訝難以言喻，也促使她思考如何真正運用英語於

日常生活中。 

 此活動確實讓學生了解英文的實用性，激發英文學習意願，若學生學

習持續力能提升，就能一直保持動力學習英語文，進而提升英語文能

力。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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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照片簡述:此次活動準備賀卡共 200份，全數發放完畢。有些學生採多人共寫一張方式。 

 

照片簡述:活動宣傳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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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照片簡述:活動宣傳海報張貼。 

 

照片簡述:活動網路宣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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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照片簡述:學生英文賀卡書寫內容。 

 

照片簡述:學生英文賀卡書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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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照片簡述:學生英文賀卡高掛，展示在行政大樓的長廊，增添年節氣氛。 

 

照片簡述:多國語言布置，賀卡高掛的行政大樓長廊充滿多元文化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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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中國賀卡英文字文化交流無國界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行政大樓長廊 

活動日期：2015年 12月 27日至 2016年 01月 15             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照片簡述:部份學生英文賀卡展示在通識中心外的長廊，讓英文環繞校園。 

 

照片簡述:經過長廊學生正新奇地閱讀賀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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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開南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年1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資(六)字第1040010482F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 貴校申請103學年度第2學期「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

理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調適通識課程及學分學程」，核定通

識課程補助及經費，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調適通識

課程及學分學程作業要點」辦理。

二、本案於103年11月24日專案審查會議，審查意見如下：

(一)具有授課經驗，但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背景較為缺乏。

(二)氣候變遷課程設計太過艱深，不容易引導學生討論以及進

入課程內容。

(三)內容充實，講師陣容強。

三、本案核定內容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孫國勛副教授

(二)開課名稱：氣候變遷調適

(三)計畫執行期間：104年2月1日至104年7月31日

(四)核定金額：全額補助新臺幣7萬元

(五)所核定經費如未獲立法院104年度預算審議通過或經部分

刪減，本部得重新核定補助額度並依預算法54條規定辦理。

四、請 貴校於本(104)年2月28日前提送相關資料，以憑辦理補

助事宜。

.
..............

...............
..............

..............
...............

..............
..............

......

裝

........
..............

..............
...............

............

訂

.
..............

...............
..............

..............
...........

線

...
..............

..............
...............

..............
..............

...............
......

檔 號：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聯絡人：洪智能
電話：(02)7712-9132
傳真：(02)2738-6460
Email：chihneng@mail.moe.gov.tw

* 1 0 4 0 0 0 0 5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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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審查意見回復(回復對照表格式自行設計)。

(二)依核定經費，填寫經費申請表(須用印)報部核定。

(三)提供計畫申請書電子檔(光碟片)。

(四)請款領據。

(五)未提供者將不辦理撥款，並取消補助資格。

五、經費執行請依本學分學程補助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審核編列。

日後經費執行若經查有不符規定者，即依規定辦理繳回。

六、本案執行結束(104年7月31日)前繳交期末成果報告1式3份(

含電子檔)，並請 貴校於計畫結束2個月(104年9月30日)內，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理核銷結案。

七、本計畫相關表單可至「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課程教材與學習平

臺」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climate-edu.tw/。

正本：開南大學
副本：開南大學孫國勛副教授、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邱教授祈榮、本部資

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第2頁 共2頁 * 1 0 4 0 0 0 0 5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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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卓教學增能計畫子計畫預算表

單價

1

凡辦理研習會、座談會或訓練進修，其實際擔任授

課人員發給之鐘點費屬之。

1.外聘－專家學者1,600 元

2.內聘－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人員800 元

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其連續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1 每小時120元、單位負擔勞健保

1

一、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

力避豪華精美，並儘量先採光碟版或網路版方式辦理。

二、印刷費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辦理招標或比議價，檢

附承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1

1

凡 辦 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及其他活動所需之平安保險費屬

之。

一、「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施行後，各

機關學校不得再為其公教人員投保額外險，爰不能重複編列保險費，僅得為非

上開與會人員辦理保險。

二、每人保額應參照行政院規定「奉派至九二一震災災區實

際從事救災及災後重建工作之公教人員投保意外險」，最高以300 萬元為限。

1

1 語文競賽活動獎金、競賽校外評審費

1 因應課程創意及學習活動規劃，擬採購英語小書讀本等教材

1

1
1.依衍生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項目，乘以補充保費費率為編列上限。

2.因執行本部補助或委辦計畫，所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屬之。

1 臨時人員之勞工退休金或保險費屬之。

1

凡前項費用未列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錄音帶、資訊耗

材、資料夾、郵資、誤餐費等屬之。

一、屬補助計畫者，按業務費之6％編列。

二、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目，除特別需求外，不得重複編列。

資本門 1 編列購置耐用年限二年以上且單價金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

教育部補助教學增能計畫：子計畫一「培育產業人才生活化及國際化的英語力」104年8月至105年12月經費需求明細表（單位：元）

計畫經費明細

總價 102區域計畫範例說明數量/單位
經費項目

人事費小計 92,640

92,640

保險費 式 2,000

語文活動競賽獎

金補助費

講座鐘點費

120,000

教師與學生至校外參訪或語文競賽相關活動

保險費

式 150,000

備註

式 38,400
1.外聘學者1,600元*18(h)=28,800(元)

2.外聘學者800元*12(h)=9,600(元)

式 20,000
補助校內教師與學生出國參與國際研討會或

語文競賽相關活動無其它補助來源時之相關

費用、校外競賽評審交通費用

1.配合計畫辦理各項活動相關事宜

2.資料收集、彙整造冊之臨時工讀生

    800(h)*120(元)=96000(元)

各類活動手冊、海報、教材、筆記本、成果

報告書...等
式

活動競賽費10(場)*15,000

網站建置費

工作費、工讀費 時 96,000

印刷費

國內旅費、短程

車資、運費

課程教材費

2,688

計畫專屬網頁架設、建置、設計、維護費用

40,000 以每名學生每學期一百元概估(2000人*20元)式

10(人)*790(元)=7900(元)

耳機、麥克風、硬碟、記憶卡電腦週邊、雷

射光筆、隨身碟、推動業務所需物品...等

式 20,000

式 7,900

物品費 式 200,000

單位負擔補充健

保費
式 (講座鐘點費+工讀費)*2%

696,988業務費小計

臨時人員勞、健

保及勞工退休金

雜支
雜支 式 50,372

式 管理e化課程決策模擬實驗室建置

碳粉匣、光碟、紙張、郵資、文具用品、耗

材、資料夾、清潔用品...等

雜支小計 50,372

3,000 元至5,000 元

2.單位負單勞健保：790*16月*1名=12,640

式

兼任助理學士級1名

合計（經常門） 840,000

資訊設備費

  5,000*16月*1名=80,000
兼任行政助理

1.薪資：104/9-105/12
1

教育部補助款總計（經常+資本） 1,000,000

合計（資本門）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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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卓教學增能計畫子計畫預算表

配合款 單價

1

資本門 1 編列購置耐用年限二年以上且單價金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
多功能事務機、單槍投影機、攝影機、數位

相機設備、海報輸出機...等

經費項目 數量/單位 總價 說明

碳粉匣、光碟、紙張、郵資、文具用品、耗

材、資料夾、清潔用品、誤餐費、致贈與會

人員精美禮物、網頁建置費用...等

0

合計（配合款資本門） 160,000

配合款總計（經常+資本） 0

雜支
雜支 式

小計

經費總計（教育部款+配合款） 1,000,000

合計（配合款經常門） 0

160,000資訊設備費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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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4 次  討論   35   104/10/07   (第 74 次通過)
  
  

            104年度 【 民主化與創新：跨國實證研究 】經費核定清單                      
  
            執行機構：開南大學                        主  持  人：潘俊男      助理教授(通識教育中心)
            ┌──────┬──────┬──────┬──────────────────────────────┐
            │  補助項目  │  申請金額  │  核定金額  │                   說                  明                   │
            ├──────┼──────┼──────┼──────────────────────────────┤
            │業務費      │     566,000│     458,000│一、研究人力費：408,000元                                   │
            │            │            │            │  1. 助理人員費用288,000元                                  │
            │            │            │            │  2. 本部依規定主動增核研究主持費1名，月支10,000元(12.000月 │
            │            │            │            │     計)                                                    │
            │            │            │            │二、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50,000元                    │
            │            │            │            │三、本計畫彈性支用額度為12,840元                            │
            ├──────┼──────┼──────┼──────────────────────────────┤
            │研究設備費  │     100,000│      90,000│筆記型電腦，LIMDEP計量軟體，Stat/Transfer資料處理軟體       │
            ├──────┼──────┼──────┼──────────────────────────────┤
            │國外差旅費  │      85,000│      60,000│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60,000元                              │
            │            │            │            │二、本項目不核列管理費                                      │
            ├──────┼──────┼──────┼──────────────────────────────┤
            │管理費      │      53,280│      34,000│研究主持費不核列管理費                                      │
            ├──────┼──────┼──────┼──────────────────────────────┤
            │合        計│     804,280│     642,000│執行期限： 104/10/01 ～ 105/09/30                           │
            │            │            │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424-020 -                        │
            └──────┴──────┴──────┴──────────────────────────────┘
            研究類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個別型)                     學門名稱：公共經濟學        流水號： 104WFD1750118
            研究性質：應用研究                                                                 承辦人： 林翠湄
            應繳報告：期末報告                                                                         
            研究成果歸屬：開南大學
            各項費用之支用請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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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4 次  討論   39   104/10/07   (第 74 次通過)
  
  

            104年度 【 台灣離婚率預測模型之建立與應用 】經費核定清單                  
  
            執行機構：開南大學                        主  持  人：紀登元      助理教授(行銷學系)
            ┌──────┬──────┬──────┬──────────────────────────────┐
            │  補助項目  │  申請金額  │  核定金額  │                   說                  明                   │
            ├──────┼──────┼──────┼──────────────────────────────┤
            │業務費      │     335,000│     386,000│一、研究人力費：336,000元                                   │
            │            │            │            │  1. 助理人員費用216,000元                                  │
            │            │            │            │  2. 本部依規定主動增核研究主持費1名，月支10,000元(12.000月 │
            │            │            │            │     計)                                                    │
            │            │            │            │二、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50,000元                    │
            │            │            │            │三、本計畫彈性支用額度為10,640元                            │
            ├──────┼──────┼──────┼──────────────────────────────┤
            │研究設備費  │     193,000│      70,000│筆記型電腦，SCA 時間序列預估軟體                            │
            ├──────┼──────┼──────┼──────────────────────────────┤
            │國外差旅費  │      60,000│      50,000│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50,000元                              │
            │            │            │            │二、本項目不核列管理費                                      │
            ├──────┼──────┼──────┼──────────────────────────────┤
            │管理費      │      42,240│      26,000│研究主持費不核列管理費                                      │
            ├──────┼──────┼──────┼──────────────────────────────┤
            │合        計│     630,240│     532,000│執行期限： 104/10/01 ～ 105/09/30                           │
            │            │            │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424-021 -                        │
            └──────┴──────┴──────┴──────────────────────────────┘
            研究類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個別型)                     學門名稱：人力資源          流水號： 104WFD1750120
            研究性質：基礎研究                                                                 承辦人： 林翠湄
            應繳報告：期末報告                                                                         
            研究成果歸屬：開南大學
            各項費用之支用請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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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sacroiliac joint stress bottom-up after 
convalesce of foot periostit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HENG-CHIANG CHANG1,2,3*, CHIH-HUNG KU4,5*,  
CHUN-SHENG HSU6,7* and SHIN-TSU CHANG1,2,7**

Foot pain may induce defective biomechanics and cause sacroiliac (SI) joint stress. 
To investigate if convalesce of the foot periostitis could restore the abnormality on  
SI joints. Fifty-four patients with foot periostitis and SI joint stress confirmed by nuclear 
scintigraphy were enrolled for the prospective tria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treatment groups, either for laser therapy or fo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laser group underwent 15 laser sessions during a 5-day trial (60 seconds in each, three times 
per day). SI joint-to-sacrum (SI/S) ratio was obtained before and after trial. A model of 
generalized equations estimates was used for statistics. The association among age, body 
weight, and duration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SI/S ratio or lateralization, and the SI/S ratio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left lateralization when compared to the right side.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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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ntigraphic improvement of SI/S ratio, indic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the foot 
periostitis,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001).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iddle part and lower part of SI joint. The  
SI/S ratio for the middle part on both sid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values 
for the lower part by 0.06 units (p = 0.0250). With scintigraphic abnormalities,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I joint stress resulted from bottom-up processing of foot periostitis could 
be restored after convalesce of the foot periostitis by either laser therapy o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foot periostitis could be considered a human model in related study.

Keywords: foot periostitis, sacroiliac joint stress, laser, scintigraphy, kinematic chain

INTRODUCTION
A healthy foot provides trunk/limb stability at midstance and locomotion. 

During gait, the entire plantar surface of the foot contacts the ground flowing from 
heel to forefoot. Many researchers have looked into distal lower limb problems 
such as deviations of the foot and ankle. Early in 1981, Botte has demonstrated that 
unilateral foot pronation produce sacroiliac (SI) joint stress (Botte 1981). Cibulka  
(1999) found that toeing out results in subtalar joint pronation and excessive hip 
lateral rotation, leading to SI joint stress. Individuals with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will spend more time in stabilizing posture and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lower 
back disorder than those without (Marshall et al. 2009).

Abnormal gait pattern will interfere with the crucial spinal segmental 
movements, and can result in serial postural distortions, muscular imbalances, spinal 
joint dysfunction, and low back disorder (Khamis & Yizhar 2007). Asymmetrical 
pronation, not just excessive pronation, could actually be the cause of low back 
disorder resulting from the over-rotation at the pelvis needed to correct for the 
asymmetry in the distal limbs. This over-rotation might induce muscle imbalances, 
as one side of the body could compensate for the abnormality i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diatric deviations and nonspecific low back 
disorder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Cibulka 1999, Marshall et al.  
2009, Bird et al. 2003, Brantingham et al. 2006, Kosashvili at al. 2008). A latest 
review article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podiatrical deviations on nonspecific chronic 
low back pain (LBP), and concluded that ankle and foot deviations act as a potential 
cause for LBP due to the disruption of the kinematic chain from the foot to the back 
(O’Leary et al. 2013). SI joint stress i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for low back 
dysfunction, so clinicians should consider the problems from lower limbs when 
addressing LBP, particularly at the SI joint. 

Most of the bones are lined with a dense layer of connective tissue called 
periosteum, which provides protection and connects muscle fibers to bone. 
Periostitis may develop as the result of when the periosteum being exposur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malignancy, or other rheumatology-related disorders. Direct 
traumatic injury to a bone or overuse injuries of a certain body part are common 
causes of periostitis, even asymptomatic (Williams et al. 1998). Athletes and 
casual runners, either male or female, are usually at risk of developing mechanical 
periosteum disorder in their lower legs after frequent pressure put on the shin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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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ing (Hod et al. 2006). Periostitis can b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physical 
therapy and lower level laser therapy (Chang et al. 2014).

There is a kinematic chai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oot region and the SI joint 
and/or low back. Periostitis occurred in the foot may cause foot pronation (Fournier 
2003, Moen et al. 2009) and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human model for kinematic 
study. We wonder if periostitis was convalesced, the SI joint stress would improve. 
The purpose aimed at the SI joint stress would develop bottom up by foot periostitis 
and then be restored after convalesce,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kinematic 
chain between the foot periostitis and SI stress. 

METHODS
Patients selection.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as a prospective trial. The mal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due 
to injury for 3-18 weeks. Inclusion criteria for the patients with periostitis of the 
foot due to mechanic injury after sports or exercise were as follows: age between 
20 and 40 years and history of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r administration of topical 
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ll of them underwent musculoskeletal 
nuclear scintigraphy for periostitis diagnosis, which sensitivity is high for detecting 
such lesions in the lower extremities and is not costly, and simultaneously for SI 
measurement (Jimenez 1999). The patients with foot periostitis underwent nuclear 
skeletal scintigraphy with triple phase bone scan (Figure 1a, b, c), whole body bone 
scan (Figure 1d), and SPECT/CT (Figure 2). In the presenting case, focal increased 
activity was detected on delayed images in left ankle region (Figure 1c, d). The 
exact site of periostitis area showed no sign of fracture or displacement in the x-ray 
films (data not shown).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periostitis caused by neoplasia, malignancy, 
infectious diseases, or a variety of chronic disease noted on history taking or in the 
medical record, including internal organic diseases, thyroid disease, rheumatology-
related diseases, immunology-related vascular diseases, and hematopathological 
disorders.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surgery on the lower limbs within the 
previous six months or who had any history of epilepsy, or allergic reactions after 
any prior laser therapy were all excluded. Patients with stress fractures in the area 
of periostitis were excluded. Musculoskeletal sonography was performed to exclude 
the presence of local effusion and hematoma. Patients were also excluded if they 
had leg length discrepancy known since childhood.

Patients were assigned randomly to receive either laser therapy o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flow chart for visit schedule is shown in Figure 3. 
Intervention with low-power laser equipment. The equipment was a gallium-
aluminum-arsenide (GaAlAs) diode laser device (Chattanooga Group, Windham, 
New Hampshire, USA), which treatment probe of this device has five 850 nm  
200 mW diode lasers in the center surrounded by 28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and superluminescent diodes (SLDs) with clusters of different wavelengths (twelve  
670-nm [10 mW] LEDs, eight 880-nm [25 mW] SLD, and eight 950-nm [15 mW] 
SLD). The total power is 1440 mW of light energy comprising 1000mW from lasers 
and 440 mW from LEDs. The laser beam irradiated an area of 31.2 cm2 with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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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case 5 (R.-Y.W.) with periostitis in the left foot 
region using nuclear skeletal scintigraphy with three-phase bone scan (a, b, c) and 
whole body bone scan (d). Focal increased activity shown on delayed images in 
left foot region (c). 

per point of 43.2 J and energy density per time of 1.4 J/cm2. Each tender area of 
tendon-bone interface was divided into 4-cm2 squares. During each session, the 
total amount of irradiation time per area was 60 seconds. Each patient in the laser 
group was treated three times per day for a total of 5 days. Thus, each patient 
underwent 15 laser sessions during the 5-day trial.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as to treat foot periostitis by using physical 
modalities (infrared and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SI STRESS PRESENTING BY QUANTITATIVE SACROILIAC 
SCINTIGRAPHY  

Musculoskeletal bone scan and quantitative sacroiliac scintigraphy (QSS) 
were performed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750 MBq Tc-99m methylene 
diphosphonate. Periostitis was confirmed as a “hot spot” in the bone of the injured 
foot in the third phase of triple phase bone scan. 

After 3-4 hr, planar imaging of the SI joints was performed i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projections, with image acquisition around the SI joints then performed 
using a single-head rotating gamma camera (IGE Starcam; G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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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case 12 (I.-S.H.) with periostitis in the right foot 
region using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r tomography (SPECT)/CT. Three-
dimension views of the exact lesion of periostitis can be seen from axial sections 
(a, b, c), coronal sections (d, e, f), and sagittal sections (g, h, i). 

Systems, Milwaukee, WI, USA) through an elliptical course (360º, 64 projections,  
20 sec/projection). Data were acquired in a 128 x 128 matrix. Rectangular regions-
of-interests (ROIs) were drawn from the right and left SI joints as well as the sacrum 
which represented the background activity (Figures 1 & 4). All ROIs were drawn 
and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done by the same nuclear medicine physician. 

Measurement of the ratio between total number of counts from the right and 
left SI joints divided by sacrum (S) for each was calculated as SI/S ratio (Bozkurt et 
al. 2001, Huang et al. 2010). The equation was shown as (the SI/S ratio) = (mean SI 
counts/pixel) / (mean sacral counts/pixel). The ratio for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parts of both joints was measured separately. The enrolled patients underwent QSS 
measurem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QSS is now widely used as a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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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flow chart for enrolling of the two groups of the study. 

Figure 4. Measurements of the SI/S ratio obtained from quantitative sacroiliac 
scintigraphy (QSS) before (a) and after (b)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for the foot 
periostitis.

tool to detect the SI disease and to quantify it (Chang et al. 2007), which shows 
the osteoblastic activity within the joints by way of degree of the activity uptake, 
and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joint stress that may not be apparent radiographically 
(Davis et al. 1984). The SI/S ratio acted as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SI joint stress 
in ou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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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We use Excel (Microsoft Corp, Redmond, WA, 
USA) to record the data, and PROC GENMOD (SAS software, version 9.2, SAS 
Institute, Carry, NC, USA) for analysis. Statistical model of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s)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of interest. We adjusted 
for the correlation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I/S ratio at various direction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SI joint, and adjusted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as well. 
The analysis was also adjusted for age. A p value ≤ 0.05 was deemed to indicat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protocol (TSGHIRB, No. 098-05-153)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The 
study conformed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and all patie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RESULTS
As shown in Figure 2, 54 patients (average age 23 years, range between 18.0 

and 36.4) were recruited and of 29 were sorted into the laser group, but only 19 
patients were available for QSS (one did not complete the QSS before laser therapy 
and 9 did not after the treatment).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25 patients 
were initially enrolled. All of the 25 patients underwent QSS before treatment, but 
only five patients came back to finish QSS 8 weeks later. Of 90% of patients showed 
excessive pronation of the foot. All of the patients had muscle or joint tightness 
across any joint in the foot. 

Table 1.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analysis for SI/S ratio* at different site, 
part and treatment effect.**

Parameter            Estimate SE***    95% CL*** Z Pr > |Z|****

Intercept for SI ratio 1.30 0.03 1.23 1.36 40.01 <0.0001

Part Upper vs. Lower -0.07 0.04 -0.15 0.00 -1.9 0.0569
 Middle vs. Lower -0.06 0.03 -0.11 -0.01 -2.24 0.0250

    *SI/S ratio: the quantitative scintigraphic ratio derived from the counting number of the sacroiliac 
(SI) joint divided by that of sacrum (S).          
**Statistical model was assessed by using GEEs and was adjusted for age, BMI, site (left vs. right), 
part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ime and therapy by using PROC GENMOD (SAS, 9.2v).  
***GEE,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SE, Standard error; CL, Confidence limits.    
****p < 0.05 =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GEE model was adjusted for age, body weight, 
dura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using PROC GENMOD within SAS (version 9.2). 
While building the model for statistic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ing from modifying 
the associations of interests, we considered potential confounders the following:  
(a)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ge, body weight, duration); (b) measured lateralization 
(left, right) and (c) part (upper, middle, lower). After adjustment for potential 

第 118 頁，共 330 頁



144

Chang et al. 2016

Asia Life Sciences 25(1) 2016

confounders, the association among age, body weight and duration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SI/S ratio or lateralization (p >0.05, data not shown). However, the 
scintigraphic improvement of SI/S ratio, indicating the simultaneous therapeutic 
effect on the foot periostitis,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p < 0.0001). As shown in Figure 4, there is a representative image of 
the changes of the SI/S ratio measured by QSS before (Figure 4a) and after (Figure 
4b)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for the pain in foot. However, when compared to the 
right sid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SI/S ratio could be detected for the left 
lateralization (p >0.05, data not shown). The SI/S ratio for the middle part on both 
sid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analogous values for the lower part 
by 0.06 units (p= 0.0250). The results indicate on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iddle part and lower part of SI/S ratio.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we showed that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I joint stress 

resulted from bottom-up processing of foot periostitis could be restored after 
convalesce of the foot periostitis by either laser o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e also 
suggest that the unique manifestation of foot periostitis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human model in the study of foot pronation after injury.

The foot periostitis is similar to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neuromuscular control of the ankle and is manifested by impaired joint 
kinesthesia and altered muscle recruitment patterns, and may predispose individuals 
to developing trunk instability (Marshall et al. 2009). Excessive pronation of the 
foot while standing has also been found to be one of the intrinsic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leg periostitis in view of several prospective studies (Fournier 2003, 
Moen et al. 2003).

The pelvic girdle is connected by a strong fibrous tissue to the lumbar spine 
at the SI joint (Duval et al. 2010). When the SI joint becomes injured or inflamed, 
pain can develop, a condition called SI joint stress. Mechanical changes of the 
pelvic girdle can lead to alterations of the SI joint, so a pelvic tilt may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SI joint stress (Clinton et al. 2011).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kinematic 
chain of the lower extremity and the pelvis compensates for the changes to a certain 
amount (Betsch et al. 2011), so that alterations of the SI joint occurred in this study. 
After convalesce of periostitis by both therapies in our study, all the compensation 
reversed. Therefore, it must be noted that individual SI joint reacts to different foot 
positions. However, further evaluation is needed to identify the amount of pelvic 
tilt at which the spinal posture is affected. Our study corresponded to the existence 
of a kinematic chain (Betsch et al. 2011), where changes of foot position also led to 
significant alterations of the pelvic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mechanism, it must be assumed that the biomechanical 
kinematic chain of the lower extremity can compensate for the hyperpronation of 
the ankle joint at least. The change of the pelvic position is defin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lateral margin of the foot the calcaneus averts, so that the talus is forced to slide 
medially and inferiorly (Tiberio 2000). This movement may develop an internal 
rotation of the shank,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 rotation of the thigh (Muaid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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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9). An internal rotation of the femoral head increases the pressure on the 
posterior portion of the acetabulum, which can eventually lead to a tilt of the pelvis 
(Pinto et al. 2008).

Another mechanism we proposed could contribute this fact. Leg length 
discrepancy (LLD), having one leg shorter than the other, is a condition that may 
result in excessive motion at the SI joint. LLD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xcessive 
pronation. When a foot is excessively pronated, the inner longitudinal arch of the 
foot drops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and creates a shorter leg. Functional LLD is a 
result of muscle weakness or joint tightness across any joint in the lower extremity 
or spine leading to altered length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Blake & Ferguson 1992). 
Functional LLD includes cases in which the pelvis has tilted, creating a functional 
difference in leg length in both posture and gait. Some other common causes can 
be attributed to pronation or supination of one foot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hip 
abduction/adduction tightness/contracture, knee hyperextension due to quadriceps 
femoris weakness, and lumbar scoliosis (Gurney 2002). By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eet, lower limbs, and pelvis, one can begin to treat and 
convalesce LBP based on the physiology of pelvic girdle, an anatomical connection 
between lower limbs and upper quadrants of the body.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LLD is associated with SI malalignment. 
Cummings et al. (1993) found that a posterior coxal bone rotation developed on 
the side of the lengthened limb, instead, an anterior rotation developed on the 
shorter one. They suggested that coxal rotation can restrict movement strategies 
or patterns during activities involving movement of the pelvis, which may result 
in asymmetrical loading of the SI ligaments vulnerable to chronic sprain or stres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propose that a constant asymmetrical loading on the 
SI joint surfaces might lead to mechanic pain or degenerative changes of the joint.

Short-term compensation for LLD in poor standing posture or balance can 
occur in many different ways. Some authors suggested that the lengthened leg 
often compensates for the discrepancy via flexing the homolateral knee and hip or 
pronation of the foot on the shorter leg. If there is no compensatio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iliac spines would become lower on the side of the short leg, which in turn 
may result in a sacral base unleveling (Gurney 2002). In agreement of the above 
points of view, we suggested that the stress in SI joints could be restored bottom-up 
after convalesce of periostitis observed from our results.

Our patients had functional limitations when standing due to the imbalance 

(Chang et al. 2014) and when walking for longer periods.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functional LLD on walking have found that gait asymmetries manifest throughout 
the kinematic chain. Theoretically, an individual with LLD must step down onto 
the short limb and vault over the long limb,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centre of mass and enhanc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addition, an individual may shorten the length of leg by increasing pelvic obliquity, 
circumduction, increasing hip and/or knee flexion (steppage gait), increasing ankle 
dorsiflexion,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se. The person adopts these compensatory 
mechanisms to minimize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body centre of mass during 
walking, thereby decreasing energy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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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of the lower third part of the SI joint in relationship with foot 
periostitis is of interest. The reasons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ower third 
of SI joint need to be elucidated. Early in 1977, Namey et al. (1977) has found that 
in stress of SI joints, the caudal part of the SI joint is often involved first, and the 
disease progresses cranially. Similarly, lower part of SI joint, was found to be the 
increased uptake detected by QSS later in SI joint stress (Kaçar et al. 1998). In an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anatomic structures involved in early- and late-stage SI joint 
stress, Muche et al. (2003) foun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involved more often 
in iliac than sacral stress in early disease (58 versus 48%; p< 0.01). Apart from that, 
they also found that the dorsocaudal parts (lower third) of the synovial joint and 
the bone marrow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inflamed structures in early disease  
(p < 0.001 for ventral versus dorsal joint capsule) (Muche et al. 2003).

SI joi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hirds, but 
distinct histological structure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three parts (Chang 
et al. 2007). We speculate that the lower third part of the SI joint might exert a 
kind of reaction in response to kinematic chain. Mechanical shearing injury due 
to malposture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SI joint stress. The SI joint 
acts as “self-bracing mechanism” because of its corkscrew shape created by the 
different wedge angles in transverse cross-sections at the cranial and caudal ends 
of the joint, which provide resistance to sliding (Snijders et al. 1993a, b). The self-
bracing mechanism might be damaged by abnormal shearing forces resulting from 
malposture. Abnormal shearing force always physically concentrates in the lower 
third part of the SI joint (Huang et al. 2004).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tress occurring 
in the lower third part of the joint was more obvious than in other parts.

STUDY LIMITAT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in our study. First, it may require a 

larger sample size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foot periostitis confirmed by bone 
scintigraphy to ensure a representa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o be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groups of patients. Secon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related facilities, we did not measure the pelvis tilt or list in our patients by 
three-dimensional angular movements taken with a computer-based video analysis 
system. The third, obesity, improper footwear or repetitive pounding on a hard 
surface might weaken the arch leading to over-pronation which is far from neutral 
position of the affected ankle/foot for accurate statistic analysis. The forth, whole 
body kinematic chain dysfunction is still a relatively unstudied field. Further study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n our study,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re merely estimates 
based on SI/S ration obtained from QSS and future work will focus on the potential 
kinematic chain dysfunction-related causes for injuries.

CONCLUSION
SI joint stress remarkably improved based on scintigraphic analysis after the 

treatment of foot periostitis, and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laser 
therapy for foot periostitis could both reverse the SI stress, especially improvement 
in the lower third part of the joint. By examining the kinematic chain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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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 up to the back, and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quantitative SI ratio provide 
valuable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 joints and foot.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d a human model, foot periostitis, to elucidate the bottom-up 
process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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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與健康領域相關開課資料

學年期 開課單位名稱課程編號 班次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姓名上課時間教室 通識學門 選上總人數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383 01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2 辜志弘 每週二1B406,每週二2B406 生命科學學門 115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489 01 台灣的醫療與衛生發展導論 2 辜志弘 每週三1B410,每週三2B410 生命科學學門 110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493 01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二3B519,每週二4B519 生命科學學門 111

1031 大日通識 BTT10000661 01 溫泉保健與生活 2 辜志弘 每週四7B509,每週四8B509 生命科學學門 117

1031 進修通識 CTT10000384 02 災害防救與管理 2 辜志弘 每週四11A202,每週四12A202 生命科學學門 73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00383 01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2 辜志弘 每週二3B410,每週二4B410 生命科學學門 116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00383 0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2 辜志弘 每週四7B512,每週四8B512 生命科學學門 116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00493 01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三1A405,每週三2A405 生命科學學門 111

1032 大日通識 BTT10000801 01 災害防救與管理 2 辜志弘 每週二1B410,每週二2B410 生命科學學門 117

1032 進修通識 CTT10000258 01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四11N401,每週四12N401 生命科學學門 83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383 01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2 辜志弘 每週四1B409,每週四2B409 生命科學學門 108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383 02 生物科技與醫學倫理 2 辜志弘 每週四3B613,每週四4B613 生命科學學門 112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493 01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二10N401,每週二9N401 生命科學學門 111

1041 大日通識 BTT10000493 02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一1N401,每週一2N401 生命科學學門 109

1041 進修通識 CTT10000258 01 健康資料分析 2 辜志弘 每週二11N401,每週二12N401 生命科學學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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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 19(教) 

開南大學學習成效暨教學評量委員會設置辦法 
 

91.10.30 九十一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95.05.02 九十四學年度第 1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2.24  九十七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14  九十九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3 一百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01 一百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改善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特設學

習成效暨教學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分為校、院、系三級，應經各級會

議通過：校級由校務會議通過；院級由院務會議通過；系級由系務

會議通過。 

第 三 條    院系各學術單位及通識教育中心應參考本校願景、特色以及高等教

育及社會職場發展趨勢，訂定符應校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核心

能力，並反應院系特性之教育目標、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審議教學評量問卷。 

二、辦理教學反應學生調查、彙整。 

三、辦理教學優良教師選拔，依「開南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實施。  

四、研擬提昇教學品質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措施。 

            五、其他教學評量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項。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組織成員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各學系(所)及學程主任、終身教育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資訊科技

中心主任、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學生議會議長、

學生會會長、日間學制學士班、進修學制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代表

各 1 名，任期一年。學生委員代表由學生事務處推舉之。必要時得

由教務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若干人。委員會下得設各類推動小

組，推動與規劃相關業務。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主任委員指派兼任，協助推動會務。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議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 

第 八 條    本校各行政、教學單位對本委員會訂定之教學評量及確保學生學習

成效工作有配合執行之義務。 

第 九 條    本委員會作業細則另定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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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13 (教) 

開南大學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辦法 

 

102.9.17 10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09.24 第 15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學生具備應有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並落實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之學習成效依校、院、系（所）級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進行檢

核，其內容校級由「學生學習成效檢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訂

定之，院、系（所）級由各院、系（所）訂定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成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終身教育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資訊科技中心主任、

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任期一年。必要時得遴聘校內

外學者專家若干人。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

長兼任之，協助推動會務。 

第五條 為實施學生學習成效檢核，各系（所）應建立課程地圖；課程大綱應載

明與開課層級相對應之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指標。 

第六條 學習成效之檢核單位依屬性分別由以下單位負責： 

    一、專業課程之學習成效檢核，由其所屬院、系（所）負責，並由其所

屬院負責彙整。 

    二、通識課程之學習成效檢核，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 

    三、英語畢業門檻檢定之學習成效檢核，由教務處負責。 

    四、勞作教育、公益服務及社團活動等學務相關之學習成效檢核，由學

務處負責。 

第七條 前述各檢核單位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將學習成效檢核結果作

成「學生學習成效報告書」送教務處彙整，並送本委員會審議，以作為

實施學習成效管考依據。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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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教師教學問卷實施辦法 

 

102.12.10 102 學年度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9.23 103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5.27 103 學年度第 8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為瞭解教師教學績效、提升教學品質，

特訂定「開南大學教師教學問卷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須依本辦法規定，接受教學問卷評量。 

第 三 條 教學問卷評量每學期須分別於期中、期末定期實施。期中問卷於期中

考前一週實施，所有課程皆須接受評量且問卷格式一致。期末問卷於

期末考前三週實施，問卷依課程性質分為一般課程、實作課程與體育

課程三種類別，其中實作課程係指素描、設計、攝影、剪輯、烹調、

烘焙、品酒及程式設計等實務操作型課程。 

第 四 條 期末教學問卷評量結果由資訊科技中心負責統計分析，期末教學問卷

統計分析結果再由教學資源中心彙整成冊陳請校長核閱。其後將前述

資料複本送學術副校長、教務長、人事室、課務組及教學資源中心存

查，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各開課單位主管其所屬課程授課教師之評量結

果。凡承辦本校教學問卷相關業務之人員，均不可將評量結果外洩。 

第 五 條 教學問卷計分採五分位法，亦即『非常同意』五分、『同意』四分、『普

通』三分、『不同意』二分及『非常不同意』一分。問卷中有關學生

自評之題項，其分數不列入計分。 

第 六 條 教學問卷評量結果採計原則為大學部選課人數達 15 人(含)以上、研

究所選課人數達 5人(含)以上及問卷填答率達 20%(含)以上之課程，

始可計入正式考核紀錄。從未到課及停修學生所填問卷或同一份問卷

中每題答案皆為一分者，則不計入正式考核紀錄。期中評量結果僅作

教師教學改進參考，不計入正式考核紀錄。 

第 七 條 非由教師講授之課程，如專題研討、專題講座、書報討論、畢業論文、

專業實習、就業輔導、就業學程、勞作教育及公益服務等，經教學資

源中心審查教學計畫表後，該課程即不需接受教學問卷評量。 

第 八 條 評量結果未達標準之處理如下： 

一、兼任教師所授之任一課程評量結果連續兩次未達 3.5 者，則於

聘期屆滿後不予續聘。 

二、同一課程教授多個班級以其評量結果平均值認定之。 

三、任一課程評量結果未達 3.5 時，須由教學資源中心與該系(所)

主任對學生面談進一步了解評量未達 3.5 的原因，再由教務長

裁示是否由原授課教師擬定教學改善計畫，經該課程開課系(所)

主任與教學資源中心審核後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存查，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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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學期參加本校教學成長活動一次以上。 

四、上項參加教學成長活動之規定，外籍教師檢具國內大學校院所辦

理之同類型外語研習活動證明，經教學資源中心認可後得替代

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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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活動新聞稿 

活動日期 103 年 12 月 24 日 

活動時間 下午 13:00 至 17:00 

活動地點 慈濟蘆竹環保教育站 (桃園縣蘆竹鄉長榮路 170 號旁) 

活動名稱 人倫大愛導論：環保與科技實務課程 

主辦單位 通識教育中心 

新聞稿 

(300~500 字) 

今天(12/24)開南大學修習「人倫大愛導論」課程之同學，至桃園蘆竹

慈濟環保教育站進行「環保與科技」之體驗課程。環保與科技之課程

目標旨在：(一)藉由實際體驗環保志工服務，加深環保意識，了解並

落實「環保精質化，清淨在源頭」的精神。(二)讓學生能將平日在學

校環保課程所學落實在日常生活中。 

 

◎ 環保十指訣 

下午一點三十五分不到，慈濟師姊(姑、伯)們列隊整齊，熱情地唱著

「歡迎歌」迎接著學生的到來。一點四十分，慈濟環保志工們在台上

針對課程主題進行簡報，同時搭配手勢向學生們陳述如何「用鼓掌的

雙手做環保」，在志工們的解說下，使同學們對「環保十指訣：一、

三、五、七、紙、電、瓶、瓶、罐、罐」有了深刻的認識。簡清巧志

工期許同學要口說好話、手做好事、心想好念，將環保落實在生活中，

希望每個同學都能進一己之力，做好身心靈的環保。其次課程中也播

放影片也教導同學回收物品可再製利用，例如寶特瓶可以再製成毛

毯、圍巾、衣服等，用在各地賑災活動中；而廢玻璃瓶則可再製為建

材、瀝青等。同時展示由回收寶特瓶所製作的救災毛毯，讓同學讚歎

不已。環保志工們特別強調「資源回收是末端工作」，重要的是在前

端的減少浪費。整個簡報，雖然僅有短短的數分鐘觀念宣導，但卻讓

現場同學都收獲滿滿。 

 

◎分站教學，環保小尖兵 

將同學分成「知足」、「感恩」、「善解」、與「包容」四組進行四站環

保體驗。在環保志工們的引領與協助下，同學們們帶上手套協助回收，

一連串的環保課程，讓同學們收穫滿滿，學到身心靈環保、地球環保，

整個體驗過程中大家不約而同的感受到：要心懷感恩，更要惜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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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 張) 

照片說明：介紹環保回收要領及注意事項 

 

照片說明：大愛感恩科技實作區 ( 寶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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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綜合分類實作區 ( 分類) 

照片說明：團康帶動 

 

備註 
1、請於活動結束三天內繳交此份資料 

2、請將此份資料及照片原始檔上傳至 ftp://ftp.knu.edu.tw 

帳號：knu101 

密碼：knu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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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活動新聞稿 

活動日期 104年 4月 15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 上午 8:00-12:30 

活動地點 客家電視台(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巷 100號) 

活動名稱 1032通識客家課程校外教學～「客家電視台參訪」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新聞稿 
(300~500
字) 

【活動過程】 

1. 所有報名參加活動之同學，104.4.15(三)上午 8:10，於開南大學行政大樓前

圓環集合，一起搭車前往《客家電視台》。 

2. 到達後由客家電視台進行 90分鐘之導覽解說，讓同學們瞭解客家文化及參

訪電視台相關作業。 

3. 導覽解說後，11:30集合搭車，中午返回開南大學。 

【活動概況】 

為讓同學更進一步瞭解客家文化，搭配通識「客家飲食與文化」及與「客家

產業行銷」課程，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客家電視台參訪」，由林慧貞老

師及許家謙老師帶領同學前往客家電視台參訪，感受客家文化多元豐富特色。 

客家電視台（Hakka Television Station，縮寫為 Hakka TV），簡稱客家

台、客台、客視，於 2003年開播，是全球第一個專屬客家、全程使用臺灣客家

語發音的電視頻道，以全方位的角度 24小時關注客家文化及語言，透過精心製

作的各類節目：戲劇戲曲、兒童青少年、生活資訊、音樂綜藝、人文紀錄與新聞

雜誌類，讓所有客家及非客家觀眾都能欣賞與了解客家文化。其發展朝本土化及

國際化雙軌發展，以促進多元寬容、族群互相尊重為目標，期望讓台灣看見客家，

更讓世界看見客家。 

客家電視台於 2007年加入台灣公廣集團，身兼族群媒體、少數語言媒體及

公共媒體特性。參訪內容與公視參訪相同，有專人導覽認識電視製播流程及軟硬

體設備，並特別增加客家文化元素，有客家電視導覽，如：「堂號的故事」、「菸

葉文化」、「體驗金鐘獎」等多元有趣內容。 

隨著電視台工作人員導覽解說，幾個場景著實讓人印象深刻，看見了客家之

美，感受到客家之情： 

1. 客家意象：電視台場景布置，規劃客家意象，讓人感受豐富的客家文化。 

2. 客家堂號：「堂號」是祖先遷徙的紀錄，工作人員引導學生找尋自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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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氏所屬的堂號，追本溯源，對自己生命血緣有更進一步瞭解，生命源遠

流常讓人深深感動。 

3. 金鐘饗宴：參訪攝影棚，可以學藝人高舉金鐘獎座，大喊「我得獎了」，

親身體驗影帝、影后的滋味！ 

4. 攝影棚(新聞棚、節目棚)、衛星天線、道具庫房、與主控室等：參觀不

同類型的攝影棚，觀看精彩的節目錄製，也數了電視台有幾個接收天線

與發射天線，探訪有趣的道具庫房，了解道具製作流程，並參觀主控室，

瞭解電視台的心臟位置，工程人員 24小時監看播出影像、訊號。 

感謝客家電視熱心導覽解說，並配合多項有趣的活動於各據點停留，增加學

生與環境之互動，進而更加瞭解客家文化，學生獲益良多，一同前往的教師們也

熱情參與活動，整場導覽充滿感性與知性大家一同樂活的渡過充實而有意義的客

家電視台參訪之旅。 
 

照片 

(2-4 張) 

照片說明： 公共電視-客家電視台前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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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解說客家堂號 

 

照片說明： 參觀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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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 參觀攝影棚布景道具 

 

備註 
1、請於活動結束三天內繳交此份資料 

2、請將此份資料及照片原始檔上傳至 ftp://ftp.knu.edu.tw 

帳號：knu101 

密碼：knu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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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泰語、越語開課資料

學年期 開課單位課程編號 班次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姓名 上課時間教室 通識學門 選上總人數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1 日文 2 陳妍伶 每週二3B613,每週二4B613 外國語文學門 113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2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10B512,每週四9B512 外國語文學門 108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835 01 泰語會話 2 陳瑞珠 每週二1B212,每週二2B212 外國語文學門 97

1031 大日通識BTT10000838 01 越語會話 2 楊玉鶯 每週五1A209,每週五2A209 外國語文學門 55

1031 進修通識CTT10000279 01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11A216,每週四12A216 外國語文學門 45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1 日文 2 陳妍伶 每週二3B510,每週二4B510 外國語文學門 117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2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10B512,每週四9B512 外國語文學門 118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835 01 泰語會話 2 陳瑞珠 每週二3B218,每週二4B218 外國語文學門 90

1032 大日通識BTT10000838 01 越語會話 2 楊玉鶯 每週四7A501,每週四8A501 外國語文學門 43

1032 進修通識CTT10000439 01 進階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11B206,每週四12B206 外國語文學門 37

1041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1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一3B220,每週一4B220 外國語文學門 119

1041 大日通識BTT10000560 02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3B519,每週四4B519 外國語文學門 121

1041 大日通識BTT10000835 01 泰語會話 2 陳瑞珠 每週二10B410,每週二9B410 外國語文學門 114

1041 進修通識CTT10000279 01 日文 2 邱麗秋 每週四11B218,每週四12B218 外國語文學門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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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課餘時間至東京館與日本籍學生進行日本文化交流 

 

應日系學生體驗日本文化穿著傳統日本服飾在校內舉辦交流活動 

 
外籍生與本校新生一起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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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每年舉辦國際美食節，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展現自己家鄉的美食，與

台灣學生彼此交流與分享。 

 

  
開南大學應用華語學系穿著國家傳統服飾與開南學生進行文化體驗與交流。 

第 203 頁，共 330 頁

javascript:void(0)


1 
 

通識中心大一英文專案 103(1)英文競賽活動報告書 

活動名稱：大一英文 Life in KNU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A/B 組決賽) 

活動時間：2014 年 11 月 19 日 & 11 月 26 日 

活動地點：B519 / B110  

活動目的：  

一、提升本校大一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營造本校英語文學習的風氣與氛圍。  

二、以 Life in KNU 為主題，從大一新生的角度來介紹眼中的開南大學，增加學生對學校的認

同感。 

三、配合大一英文課程活動，期許學生在準備的過程中，鼓勵學生結合創意及多媒體之應用，

增進英語寫作、思考邏輯與組織能力，並培養學生口說能力。 

活動流程： 

日期: 11/19 (L1 & L2 初賽)                                 地點: B519 

時      間 內      容 

12:30~13:00 報到及抽籤 

13:00~13:10 比賽規則介紹 

13:10~14:50 正式比賽 

14:50~15:00 成績宣佈 

日期: 11/26 (總決賽)                                地點: B110 

時      間 內      容 

12:30~13:00 報到及抽籤 

13:00~13:10 評審及比賽規則介紹 

13:10~14:50 正式比賽 

14:50~15:00 師長致詞 

15:00~15:20 頒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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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級辦理班內競賽，選出優勝隊伍參加班際競賽。唯 Level 2 班數眾多，故先行於 11

月 19 日舉行初賽，優勝前五名參加 11 月 26 日舉行之決賽。 

活動工作分配： 

在有限的經費與人力之下，專案經理人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身兼數職，預賽與決賽兩場活

動在大一學生踴躍參與之下，皆獲得圓滿的成果(參考附件、活動照片)。以下就活動前置作業、

工讀生名單、工作內容、活動流程與結果說明。 

活動工作人員 

姓    名 活動負責項目與內容 

徐曉雯助理教授 活動策劃與兩場活動主持人、海報設計、邀請卡製作、場控、攝影操作、

優勝榜單張貼、影片後製規劃。 

孫莉恩助理教授 整理參賽組別報名事項與聯絡、活動工讀生招募、流程規劃、統計評分

結果、相關物品購置、工讀時數報帳。 

呂鳳琴助理教授 活動經費規劃與申報、場地、攝影機等硬體設備接洽、海報製作事項、

來賓邀約、場控。 

劉雪蕊助理教授 活動布條製作、擔任預賽評審、海報宣傳。 

黃惠如助理教授 學習護照事宜安排、場地接洽、擔任預賽與決賽評審。 

周茂林助理教授 場佈、摸彩禮品準備、擔任預賽評審。 

工讀生 

學生姓名 學     號 工作內容 

吳宜姍 B10116028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謝  晴 B10116039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賴廷沂 B10116130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任哲鈞 B10016025 協助拍攝海報人物、活動現場攝影、照片後製。 

吳千穎 B10116127 評審表回收、計分與臨時交辦事項。 

徐靖雯 B10116135 電腦控制、協助各組表演順序與流程。 

王湘鈞 B10016084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黃凱望 B10331057 B 組預賽影片剪輯、配樂、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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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林晨 B10013039 A&B 組決賽影片剪輯(含參賽各組表演片段、宣傳短片)、配樂

等後製項目。 

另外，本活動亦於競賽舉行之同時發放問卷，調查學生對於本次英語競賽的看法。問卷共回收

146 份問卷，問卷內容及結果（以百分比％顯示）如下： 

表 1. 英語競賽活動問卷回饋單各項選項百分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尚
可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這次英語活動競賽的內容符合我的需求。 1.37 5.48 44.52 35.62 13.01 

2. 這次英語活動競賽內容豐富、講授方式合宜。 1.37 1.37 38.35 40.41 18.50 

3. 這次英語活動競賽的舉辦時間、地點及設備合宜。 3.42 8.90 32.19 39.05 16.44 

4. 透過英語活動競賽跟同儕一起學習，讓我的學習興趣提高了。 1.37 5.48 34.92 39.73 18.50 

5. 透過這次英語活動競賽讓我對開南大學有了不同層面的了解。 1.37 2.74 45.20 35.62 15.07 

6. 我認為這次英語活動競賽的過程對我學習英文有所幫助。 1.37 4.11 36.99 40.41 17.12 

7. 透過這次的英語活動競賽，讓我的英語口說能力進步了。 1.37 5.48 36.99 38.35 17.81 

8. 我覺得英語活動競賽有助英語學習，有必要繼續實施。 4.11 5.48 37.67 33.56 19.18 

9. 我認為這次的英語活動能增進我和同學間的互動。 1.37 2.05 30.14 41.78 24.66 

10. 我希望以後大一英語課程裏能加入各項英語文活動。 2.74 6.16 41.10 34.25 15.75 

 

         圖 1. 對於創意簡報競賽活動整體意見百分比 

01. 從表 1 顯示，同學們對於此英語創意簡報競賽和英語的學習持正面評價。在各項關於簡報

17.60% 

38.22% 37.43% 

4.73% 
2.12%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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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語學習、競賽活動和同儕及學校的敘述中，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者皆超過半數。代表

同學們認為此競賽活動對英語學習及增進同儕間互動及學校的認識是有幫助的。 

02. 整體而言（圖 1），過半數同學（同意及非常同意）均對舉辦英語競賽活動表示支持

(55.82%)。 

03. 從競賽活動和英語學習方向而言，學生普遍認為透過競賽，英語口說能力能增進而且也能

提高學習興趣。在眾人面前說英文，學習克服語言及心理壓力。此外，在簡報創作過程中，

因為必須以英文文字呈現，因此英文的寫作能力也有提昇。 

04. 從競賽活動和學校認知而言，藉由此活動，學生表達了他們對開南大學有更深的認識，也

看到學校不同的面相。這些幫助他們更了解本校。 

05. 從競賽活動與情意層面而言，透過活動，學生之間與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情感更為融洽。學

生透過團體間的溝通、討論、彩排，學習到互相合作，彼此妥協以成就團體的重要課題。 

06. 對於日後希望學校能舉辦的英語活動調查，優先順序分別為：①英語歌唱比賽，②英語戲

劇比賽，③英文講座，④英語單字比賽，⑤英語小書朗讀，⑥英語短講比賽及⑦英語短片

比賽。學生意見將納入下學年度大一英文競賽活動安排參考。 

07. 當然，此次活動仍尚有不足與缺失之處。學生反應硬體設備如舉辦場地似乎稍嫌小（初賽

時因礙於學校於星期三的眾多活動，只能利用一般教室）。另外相關器材如麥克風，音效

等必須讓學生熟悉。 

08. 為放鬆同學比賽緊張心情及提高競賽樂趣，於各組競賽間舉行摸彩活動，得到同學們熱烈

迴響。 

總結：103 學年度上學期所舉辦之創意英語海報競賽能幫助學生提昇英語口說，基礎英語

寫作及表達能力。學生對於校園環境及系所之間的互動及了解也能藉此競賽達到交流與熟

悉的目的。學校應符合學生期待和需求舉辦相關英語才藝或競賽活動以幫助學生提昇學習

英文的興趣與拓展除了在課室內學習的寬度與廣度。也藉此促進學生達成習得英文知識與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目標。 

活動成果： 

競賽分為二次。由於有 29 個班級參加，因班級眾多，故按照組別分為 A、B 組按排二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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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初賽為 11/19，共有 B 組 Level 1~Level 2 的 17 個班級參加。選出優勝 6 個班級參加 11/26

決賽。決賽為 B 組先前選出的優勝 6 個班級再加上 A 組 Level 3~Level 5 的 11 個班級，共有

17 個班級。最後 A、B 組各選出第一至第三名；另佳作各二名。 

B 組優勝隊伍 

第一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叁千元 

郭伊珊、黃凱望、蕭毓庭、本多兼梧、林姿伶、吳怡靜 

第二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貳千元 

王邦庭、肖偉杰、游為丞、白秉樺、詹得賢 

第三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壹千元 

范正軒、傅其祥、吳宗霖、葉修宏、游順壹、范宇豐 

佳作三名 各獲頒獎狀乙紙 

1. 吳玉純、范語晴、張雁琳、吳承翰、曾冠蓉、劉軒卉               

2. 徐佳筠、黃馨儀、黃啟增、莫逸云、范芳融、陳昱璇 

3. 陳詩怡、潘怡穎、曾莉庭、陳佳霈 

A 組優勝隊伍 

第一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叁千元 

廖邦佑、王冠筑、邱靜惠、周佳妮、朱育陞 

第二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貳千元 

黃乙軒、蔡嘉恩 

第三名 獲頒獎狀與獎金壹千元 

林孟靜、周昀蓁、陳貞伊、莊紫慧、楊燕茹、王映媛、徐詩婷 

佳作二名 各獲頒獎狀乙紙 

1. 胡敏婕，李璟玫，陳妤亭，吳芷螢，林昱欣，劉亞筑，陳岳聰 

2. 蔡承諭，文哲元，陳志瑋，曾宏益，劉芷吟 

優勝隊伍除現場獲頒獎金外，均在活動結束後，由通識教育中心製作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

勵。並由專案小組製作紅榜張貼於大一英文臉書粉絲專頁祝賀(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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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1 簡報競賽活動照片 

A、B 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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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31 簡報競賽優勝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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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3(1)通識中心大一英文專案小組 Life in KNU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工讀生時數表 

學生姓名 學號 工讀時數 

吳宜姍 B10116028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謝晴 B10116039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賴廷沂 B10116130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任哲鈞 B10016025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照片後製           2 小時 

吳千穎 B10116127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徐靖雯 B10116135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王湘鈞 B10016084 11/19  12:30~3:00  2.5 小時 

11/26  12:30~3:00  2.5 小時 

黃凱望 B10331057 影片剪輯  5 小時 

黃林晨 B10013039 影片剪輯  6 小時 

 

 

第 211 頁，共 330 頁



1 
 

通識中心大一英文專案 103(2)英文競賽活動報告書 

活動名稱：大一英文 iPlay 創意英語短劇競賽(B/A 組決賽) 

活動時間：2015 年 5 月 6 日 & 5 月 20 日 

活動地點：B110 / A105  

活動目的：  

一、提升本校大一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營造本校英語文學習的風氣與氛圍。  

二、配合大一英文課程活動，期許學生在準備劇本及練習角色的過程中，增進英語寫作、 思

考邏輯與組織能力，並培養學生口說能力。 

三、鼓勵學生於英語短劇演出時結合創意及多媒體之應用，培養全方位英語能力。 

活動流程： 

時    間 流    程 

12:00-12:30 工作人員場地佈置，活動布條掛置，張貼活動海報，設置報到櫃台，測試現

場燈光投影及音響設備，架設錄音錄影設備。 

12:30-13:00 參賽隊伍開始報到及抽籤；現場觀眾報到領取參加獎摸彩聯及入場就座。 

13:00-13:10 主持人開場，校長蒞臨致詞、通識中心人文委員會召集人李汾陽教授致詞。 

13:10-13:30 主持人介紹三位評審委員，宣布比賽開始。 

14:40-14:50 宣布比賽結果及頒獎。 

14:50-15:00 活動結束，收拾並恢復場地原貌。 

 

a. B 組決賽共計有十四組隊伍參加，而 A 組決賽則計有十一組隊伍參加(參賽名單見附件)，

每四隊表演完後，穿插活動參加獎摸彩，得獎同學憑參加聯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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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工作分配： 

表一、iPlay 競賽工作人員 

負  責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徐曉雯助理教授 

 

邀請卡製作、場控、攝影操作、優勝榜單公告、影片後製規劃、比賽過

程錄影。 

呂鳳琴助理教授 活動經費規劃與申報、場地、攝影機等硬體設備接洽、海報製作事項、

來賓邀約、場內協調、長官蒞臨接待。 

孫莉恩助理教授 整理參賽組別報名事項與聯絡、活動工讀生招募、流程規劃、統計評分

結果、相關物品購置、工讀時數報帳、分數覆審、場內雜務。 

劉雪蕊助理教授 活動布條製作、分數複審、擔任預賽評審、海報宣傳。 

黃惠如助理教授 場地接洽、分數複審、擔任決賽評審、海報宣傳、摸彩抽獎聯製作、專

案人員及裁判餐點準備。 

周茂林助理教授 擔任主持人、場佈、海報宣傳。 

 

表二、iPlay 競賽工讀生與工作清單 

姓  名 學    號 工    作    內    容 

吳宜姍 B10116028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林詩容 B10116160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賴廷沂 B10116130 報到處簽到、學習護照蓋章、組別抽籤。 

任哲鈞 B10016025 活動現場攝影、照片後製。 

吳千穎 B10116127 評審表回收、計時。 

王  晴 B10016146 計分與臨時交辦事項。 

日欣霓 B10016182 計分與臨時交辦事項。 

許振綸 B10216054 現場佈置、評審表回收、場地整理。 

袁若寧 B10313086 活動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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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  

B 組(5/6 日) 

1. 現場參與師生約有 150 人，包含參賽隊伍、班級啦啦隊、大一英文授課教師以及校內各系

學生。為減低參賽學生緊張感，並提升觀賽參與率，現場於競賽間舉行摸彩活動，參與活

動同學獲得學習護照章戳一枚。 

2. B 組決賽參賽班級共計 19 班，14 隊參加 (見附件二、參賽組別名單 B 組)。 

3. 本次活動共計五組表現優異之隊伍獲獎，並由師長現場頒獎，隨後公告優勝隊伍名單於大

一英文 FB 粉絲專頁(見下圖)。 

 

A 組(5/20 日) 

1. 現場參與師生約有 100 人，包含十一組參賽隊伍、觀賽學生以及大一英文授課教師。其中

亦穿插三次摸彩活動。現場觀賽同學亦可獲得學習護照章戳一枚。 

2. A 組決賽參賽班級有 11 班級之隊伍參加 (見附件二、參賽組別名單 A 組)。 

3. 五組表現優異之隊伍獲獎，由師長現場頒獎，並公告名單於大一英文 FB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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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一英文創意英語短劇競賽得獎名單： 

表三-1、5/6  iPlay B 組決賽得獎名單 

B 組 參  賽  學  生 短  劇  主  題 

第一名 陳詩怡、潘怡穎、曾莉婷、陳佳霈、賴家程、王妤

珊。 
C 資 Crazy Bus 

第二名 郭伊珊、連苡軒、蕭毓庭、本多謙梧、林姿伶，吳

怡靜。 

Traveling around the island 

第三名 王邦庭、肖偉杰、游為丞、白秉樺、詹得賢。 Shopping at a Pet’s Shop 

佳  作 羅方妤、李孟竹、張雁琳、羅珮心、劉軒卉、吳承

翰。 

Traveling to Kaohsiung 

佳  作 莊駿騏、陳昱廷、巫竟銨、楊尚桓、Jose Beler、徐

賓成、鄭義軒。 

Traveling 

 

表三-2、5/20  iPlay A 組決賽得獎名單 

A 組 參  賽  學  生 短  劇  主  題 

第一名 蔡承諭、劉芷吟、林雅諄、張皓珺、周士凱、曾宏益、 

陳志瑋。 

Crazy Love 

第二名 周佳妮、朱育陞、廖邦佑、邱靜惠、王冠筑、黃翊筑、  

陳品興。 

Family 

第三名 張克菲、謝政廷、周子翔、李昱陞、江學威、李信霖。 Bank Robbery 

佳  作 薛皓譯、陳冠霖、楊佶霖、張婕茜、程宣鐘、楊燕茹。 Cinderella 

佳  作 楊文甄、邱宇哲、李宏偉、何文豪、蔡宗樺、Anna 

Shevchenko。 

Fiel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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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隊伍皆可獲贈獎金與獎狀乙紙： 

第 1 名 3000 元、第 2 名 2000 元、 第 3 名 1000 元、佳作 2 名各得 500 元。 

5. 本次活動亦透過「通識大一英文英語短劇競賽回饋單」，來了解大一學生對本次的看法與建

議，兩次活動皆同時發出問卷，共計第一場回收 50 份，有效份數為 45 份；第二場回收 131

份，有效份數 95 份。統計結果如表四之一與之二，各分述如下。 

表四-1、活動回饋單統計表 (5/6 B 組決賽)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尚
可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英語短劇對我而言是很具有挑戰性的。 0% 2% 31% 45% 22% 

2. 英語短劇活動可以鼓勵學生學習，營造學習氣氛。 0% 2% 24% 55% 18% 

3. 英語短劇有助於英語學習。 0% 2% 21% 55% 23% 

4. 在英語短劇活動中，老師有給我們適當指導是很重要的。 0% 2% 14% 48% 36% 

5. 從英語短劇活動中，我了解到自己英語能力的優缺點。 0% 0% 17% 60% 23% 

6. 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加學習英語的動機。 0% 6% 26% 45% 23% 

7.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練習英語口語的機會增加了。 0% 2% 15% 55% 28% 

8. 我覺得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進同學間相互合作的機會。 0% 0% 14% 62% 24% 

9. 我認為此次英語短劇的主題很好掌握及發揮。 0% 0% 26% 60% 14% 

10.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我比以前敢開口說英語了。 2% 2% 40% 42% 14% 

11. 如果以後有機會，我仍會希望參加英語短劇或話劇演出。 4% 4% 38% 38% 15% 

12. 此次英語短劇的場地及硬體設備是適宜的。 4% 0% 20% 53% 23% 

 

a. 從表四顯示，同學們對於本次創意英語短劇競賽與英語學習的關聯持正面評價。在各項

關於英語短劇與英語學習、競賽活動和同儕互動的敘述中，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者皆超

過半數，說明同學們認為此次短劇競賽對英語學習及增進同儕間互動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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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整體而言，同學們對此次舉辦英語短劇競賽活動皆表示支持。其中 53%同學(表四，第

十一題)表示如果以後有機會，仍會希望參加英語話劇演出，足見學生對英語文活動舉

辦的正面肯定。 

c. 從競賽活動和英語學習方向而言，73%認為英語短劇的訓練的確有助於英語的學習(第

三題)，更有超過八成學生肯定透過競賽的準備與練習，提升了自己英語口說能力(83%，

第七題)，56%的學比較敢開口(第十題)，68%也表示提高了學習英語的興趣(第六題)。

事實上，對於英語能力普遍較弱的 B 組學生而言，要在觀眾面前說英文，本來就需要

很大的用氣，加上此次競賽比須融入表演與創意，更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練習，但努力是

值得的，多半的學生皆肯定了透過活動提升其英語學習的動機與成就。 

d. 從競賽活動與情意層面而言，透過活動，學生之間與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情感更為融洽

(84%，第四題)。有了老師的從旁指導，學生更能夠從對團體的溝通、劇情的討論、內

容的撰寫、表演前的演練、到互相合作，以成就自我表現的肯定。 

e. 在開放式填答題目中，同學皆對本次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例如，對於此次話劇競賽印象

最深刻的部分，多數同學對於現場演出時的劇情內容印象深刻，例如有兩組同學以動物

角色演出，達到了喜劇的效果，增加了觀賞的樂趣。而在準備競賽的過程中，透過練習，

組員間的相互了解與默契更加提升了，英文能力也同時獲得了提升。有些參賽同學則認

為：「也許上台難免會緊張，需要克服，還有大家一起為這個團體而努力，所得到的感

動時刻」都是令人難忘的。 

f. 而在活動準備期間所遭遇的困難方面，多半都是因為組員間的時間不好搭配，進而影響

了排練時間，以至於現場容易忘詞、或是表情不夠，甚至臨場表演不夠盡善盡美。但是

透過練習，也相對發現自己的英語口說缺點，可以從而改善問題，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g. 最後同學們也對此次活動的舉辦，提出了看法與建議，可作為下次活動改進參考。 

1. 肯定參賽同學以及主辦單位，例如，有同學回應本活動「很棒，謝謝老師們提供此

活動，希望一直都有此活動，很有創意性、勇於挑戰自我。」更有同學認為可以讓

優勝同學參加校外相關競賽，不僅可以與外校同學比試，更可以增廣見聞，提升自

我競爭力。而舉辦現場摸彩無疑也是可以緩和參賽者緊張心情的調劑之一。 

第 217 頁，共 330 頁



7 
 

2. 場地設備不熟悉：此次 B 組競賽場地為 B110，由於麥克風及音響設備有時反應不

及，或是學生不熟悉設備使用，因而造成演出效果打折扣。 

3. 用餐時間受影響：對於早上滿堂的同學而言，中午十二點半即需報到抽籤，沒有時

間用餐，也影響了臨場演出的表現，如果經費許可，建議可以提供餐盒給參賽學生。 

4. 參加資格方面：少數同學表示希望英語活動競賽可以開放自由參加，而不是由各班

級初賽選出代表隊。有些表現優秀的隊伍可能因為班級內競爭激烈，或是臨時怯場

而表現不優，失去參賽資格，但不表示該隊伍無法與別班級競爭。 

表四-2、活動回饋單統計表 (5/20 A 組決賽)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尚
可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英語短劇對我而言是很具有挑戰性的。 0% 3.2% 36.8% 44% 13% 

2. 英語短劇活動可以鼓勵學生學習，營造學習氣氛。 2.1% 2.1% 23.2% 51.6% 21.1% 

3. 英語短劇有助於英語學習。 0% 1.1% 25.3% 55.8% 17.9% 

4. 在英語短劇活動中，老師有給我們適當指導是很重要的。 0% 2.1% 10.5% 67.4% 20.0% 

5. 從英語短劇活動中，我了解到自己英語能力的優缺點。 0% 0% 24.2% 56.8% 18.9% 

6. 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加學習英語的動機。 0% 1.1% 30.5% 54.7% 13.7% 

7.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練習英語口語的機會增加了。 0% 0% 18.9% 54.7% 26.3% 

8. 我覺得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進同學間相互合作的機會。 1.1% 1.1% 9.5% 57.9% 29.5% 

9. 我認為此次英語短劇的主題很好掌握及發揮。 2.1% 1.1% 36.8% 47.4% 11.6% 

10.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我比以前敢開口說英語了。 0% 2.1% 50.5% 35.8% 11.6% 

11. 如果以後有機會，我仍會希望參加英語短劇或話劇演出。 3.2% 4.2% 52.6% 29.5% 10.5% 

12. 此次英語短劇的場地及硬體設備是適宜的。 2.1% 9.5% 31.6% 36.8% 20.0% 

a. 對 A 組學生而言，本次英語競賽活動亦獲得過半數同學的認同。此次英語短劇的主題

有 57%的同學認為具有挑戰性，並有超過七成的學生認為透過話劇活動可以達到鼓勵學

習並營造學習氣氛，有助於英語學習(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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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語競賽活動與子我學習方面，七成五以上的同學表示從話劇活動中，了解到自己英語

能力的優缺點，68.4%的學生則認同演出英語短劇提升了英語學習的動機。超過八成的

同學認為自己英語口說的機會確實增加了許多。 

c. 教師的從旁協助更是不可或缺，87.4%表示適當的指導的確是需要的。同組同學間的合

作與默契(87.4%)也透過此次的競賽活動而提升了。 

d. 但不若 B 組同學，A 組同學似乎對競賽活動的參與度較低，雖然各班同學皆組隊參加，

但似乎熱忱上不若較低程度的 B 組同學。也許因為 A 組同學已俱備相當程度的英語能

力，想要在競賽活動中奪得好成績，似乎也得相對付出更多精神與時間。 

e. 在開放性問題方面，同學們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議可供日後辦理相關競賽活動的參考: 

1. 在準備話劇競賽中，排練過程應是許多同學最難忘的部份，忘詞、笑場、多次修改

劇本到最後鼓起勇氣站在台上，在在都是珍貴的回憶。同學們感覺像是完成了一次

不可能的任務。敢面對觀眾開口說英語，加上肢體表演，都是此次的最大收穫。更

有同學建議可以每班派出兩組隊伍比賽，而不是只有各班第一名才有資格參賽。 

2. 與 B 組同學相似，不同系的組員間，較難安排時間練習，加上要把英語劇本背熟，

練習時間不足，多少影響最後的呈現效果。 

3. 場地方面，A 組決賽在 A105 舉行，由於場地較小，參加同學眾多，有些觀賽同學

甚至需席地而坐，是此次活動缺憾之一。冷氣無法控制剛好溫度以及麥克風的限制

也是需改進的部份。 

總結： 

    大一英文專案為提升本校大一學生英語文學習動機，特於每學期舉辦不同主題之英語文競

賽，本學期以三分鐘英語創意話劇為主軸，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演出各式狀況劇，期能提升學

生英語口說能力以及表達能力。本學期為第二學期舉辦類似活動，獲得學生與授課教師的熱烈

支持，活動得以圓滿成功。建議學校應多支持舉辦此類符合學生期待和需求的相關英語活動或

競賽，除提升學生英文學習的興趣、增加課堂外學習的機會外，更能拓展英語學習的寬度與廣

度，進而促進學生達成習得英語知識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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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通識大一英文英語短劇競賽回饋單 

一、基本資料 

院別: 商學院 觀光運輸學院 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科系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一英文班級:  基礎生活美語(L1)   進階生活美語(L2)    初級職場英語(L3) 

  中級職場英語(L4)   高級職場英語(L5) 

性別:  男   女 

二、 問卷題目(請在您所認為的項目空格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尚
可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英語短劇對我而言是很具有挑戰性的。      

2. 英語短劇活動可以鼓勵學生學習，營造學習氣氛。      

3. 英語短劇有助於英語學習。      

4. 在英語短劇活動中，老師有給我們適當指導是很重要的。      

5. 從英語短劇活動中，我了解到自己英語能力的優缺點。      

6. 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加學習英語的動機。      

7.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練習英語口語的機會增加了。      

8. 我覺得演出英語短劇可以增進同學間相互合作的機會。      

9. 我認為此次英語短劇的主題很好掌握及發揮。      

10. 透過演出英語短劇，我比以前敢開口說英語了。      

11. 如果以後有機會，我仍會希望參加英語短劇或話劇演出。      

12. 此次英語短劇的場地及硬體設備是適宜的。      

三、 在準備此次英語短劇的過程中，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的部份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在準備英語短劇及比賽過程中，我覺得最大的收穫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在準備英語短劇及比賽過程中，我遇到的困難是… 

                                                               

六、 對於這次比賽，我的建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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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賽組別名單  

B 組名單 

號  次 指導老師 組   員   名   單 

 呂鳳琴 L1-1 許馨云、何姿儀、蕭穎暄、蔡欣芸、關婷云、張竣硯。 

 林純如 L1-2 蘇吉泰、周建呈、閰居聖、高程暄、張琳、彭昱翔。 

 孫莉恩 L1-4 吳思萱、王翊函、張瑀璇、呂珮瑜、彭冠璋。 

 孫莉恩 L1-6 林筠庭、賴玟予、丁彥伃、呂采軒、蔡亞儒、王薇婷。   

 呂鳳琴 L1-7 王邦庭、肖偉杰、游為丞、白秉樺、詹得賢、蔡偉煜、余文茵。 

 徐曉雯 L2-1 郭伊珊、連苡軒、蕭毓庭、本多謙梧、林姿伶、吳怡靜。 

 尤儷蒨 L2-2 仲育萱、魏彣靜、梁譯勻、黃采宣、李建璋、官語凡、黎頌康 

 王清祿 L2-3 劉興陽、莊承翰、陳昱璇、黃馨儀、歐陽菲、江政穎 

 黃國宬 L2-4 陳宇竣、高采芹、蔡沂晅、邱詩涵、蔡文欽。 

 施尚瑩 L2-5 趙藍、賴亭吟、吳旻芳、王宸宇、顏世涵、陳翰強、簡子閎。 

 顏世緯 L2-6 陳詩怡、潘怡穎、曾莉庭、陳佳霈、賴家程、王妤珊。 

 徐曉雯 L2-8 羅方妤、李孟竹、張雁琳、羅珮心、劉軒卉、吳承翰。 

 尤儷蒨 L2-9 李家緯、戴有霖、鍾正烜、鞠浩平、曾沛英、黃冠穎、陳瑩穎。 

 王清祿 L2-10 胡仲彥、劉嘉莉、陳怡臻、邱柏維、林潔茹、邱訓益。 

 張進興 L2-12 莊駿騏、陳昱廷、巫竟銨、楊尚桓、Jose Beler、徐賓成、鄭義軒。 

 

A 組名單 

號  次 指導老師 組  員  名  單 

 劉雪蕊 L3-1 薛皓譯、陳冠霖、楊佶霖、張婕茜、程宣鐘、楊燕茹。 

 盧玲妙 L3-2 張克菲、謝政廷、周子翔、李昱陞、江學威、李信霖。 

 華紫玲 L3-3 胡敏婕、李璟玟、陳妤亭、吳芷螢、林煜欣、劉亞筑、彭婕妤。 

 劉雪蕊 L3-4 李宜靜、陳冠禎、張吉評、余宛樺、Amgalan Myagmardash。 

 謝吉燿 L3-5 徐偉哲、高政賢、李明津、李世偉、張怡亭、范姜仲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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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吉燿 L3-6 賴奕中、臧熙年、江衍翰、劉思昀、吳承哲、蕭承恩。 

 周茂林 L4-1 李宜馨、黃芮綺、郭玲妤、洪家翔、蔡羽涵。 

 孫效孔 L4-2 周佳妮、朱育陞、廖邦佑、邱靜惠、王冠筑、黃翊筑、陳品興。 

 劉佩勳 L4-3 蔡承諭、劉芷吟、林雅諄、張皓珺、周士凱、曾宏益、陳志瑋。 

 顏世緯 L4-4 黃尊合、張芷晴、蘇文萱、趙芸翎、許若彤、余詩涵、簡宏樺。 

 張進興 L5-1 楊文甄、邱宇哲、李宏偉、何文豪、蔡宗樺、Anna Shev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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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B 組決賽活動照片 (5/6) 

 

 

 

 

 

 

 

開始報到。 

 

 

 

 

 

 

 

 

 

活動開始。 

 

 

 

 

 

 

 

 

 

 

校長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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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演出花絮之一。 

 

 

 

 

 

 

 

 

 

精采演出花絮之二。 

 

 

 

 

 

 

 

 

 

 

精采演出花絮之三。 

 

第 224 頁，共 330 頁



14 
 

 

 

 

 

 

 

 

 

 

 

 

佳作隊伍之一。 

 

 

 

 

 

 

 

 

 

第二名隊伍。 

 

 

 

 

 

 

 

 

 

 

第一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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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決賽活動照片 (5/20) 

 

 

 

 

 

 

 

報到現場。 

 

 

 

 

 

 

 

 

 

 

 

 

 

副校長致詞。 

 

 

 

 

 

 

 

 

 

 

同學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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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演出花絮之一。 

 

 

 

 

 

 

 

 

 

精采演出花絮之二。 

 

 

 

 

 

 

 

 

 

 

第一名獲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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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開南大學 教學增能計畫 

「提昇開南大學學生國際化移動力強

度及就業競爭力計畫」 

 

子計畫一: 培育產業人才生活化及國際化的英語力 

英語競賽活動執行成果報告(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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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支用明細表 

 

通識教育中心 

經費支出明細表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核銷請款金額：$10,562元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憑證

編號 
經費項目 核銷請款  金額(元) 備    註 

 業務費 8,260 活動關東旗 1260、競賽獎金 7000*2 

 雜支費 2,302 
便當 1360、文具獎品 900 

膠帶 42 

    

    

    

    

 合計 10,562  

 

子計畫主持人：                             總計畫主持人： 

 

 

填表說明：一、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發票抬頭為各學校名稱。 

          二、經費核銷時，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請款金額 

              (核銷請款項目才需檢附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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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紀錄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果統計表 

 

活動名稱 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目標 
一、提升本校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營造本校英語文學習的

風氣與氛圍。 

二、增進學生於英語簡報時的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發展學生職涯競

爭力。 

三、鼓勵學生於英語簡報時結合創意及多媒體之應用，培養全方位英

語能力。 

辦理時間 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辦理地點 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參加人數 教師 13人，工讀生 10人，學生約 120人 

活動執行概況 

 參賽者為大一英文級數 1、2 各班級表現最優秀組別，非參賽者

不可參與協助比賽過程。 

 參賽學生以 Fun Kainan為主題，大一英文級數 1、2學生配合其

基礎生活英文能力，自由選擇與本校相關之次主題，如科系特

色、校園美食、社團活動、校園美景等，以 6-7 人小組為單位，

配合製作 PPT檔來呈現所認識的開南大學。 

 簡報方式須包含旁白敘述與對話演出。一位組員擔任旁白敘述，

其餘組員則擔任角色扮演，每位組員均需上台報告，以英文對話

配合演出。可使用道具來增強觀眾對簡報內容的理解度。 

 當日競賽結束立即公布評選前 3名隊伍，並取佳作獎 2隊。分別

頒贈獎狀乙紙及獎金，第 1 名 3000 元、第 2 名 2000 元、第 3

名 1000元，佳作獎 2名頒贈獎狀乙紙與獎金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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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效益自評 

 從競賽活動和英語學習方向而言，依據學生競賽學饋單顯示，學

生普遍認為透過競賽，英語口說能力能增進而且也能提高學習興

趣。在眾人面前說英文，學習克服語言及心理壓力。此外，在簡

報創作過程中，因為必須以英文文字呈現，因此英文的寫作能力

也有提昇。 

 從競賽活動和學校認知而言，藉由此活動，學生表達了他們對開

南大學有更深的認識，也看到學校不同的面相。這些幫助他們更

了解本校，亦提升本校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 

 從競賽活動與情意層面而言，透過活動，學生之間與學生和老師

之間的情感更為融洽。學生透過團體間的溝通、討論、彩排，學

習到互相合作，彼此妥協以成就團體的重要課題，培養學生職涯

競爭力。 

備    註 
本創意英語簡報競賽活動將於 2015 年 11 月 25日，再次舉辦另一場

英文程度較高學生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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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參加人員簽到表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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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學生參加人數眾多，參加學生以蓋學習護照護照方式留下出席紀錄，並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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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開南大學藍教務長孝勤蒞會嘉勉致詞，歡樂開場。 

 

照片簡述:通識中心陳主任桓敦蒞臨致詞鼓勵學生增強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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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場外候賽學生。 

 

照片簡述:觀賽學生入場及參賽學生開始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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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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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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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中場摸彩活動。 

 

照片簡述:觀賽外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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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B組冠軍)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B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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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B組季軍) 

 

照片簡述:摸彩活動。等候競賽結果與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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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B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13:00-15:00   參加人數：120人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B組佳作)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B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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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教學增能計畫 

「提昇開南大學學生國際化移動力強

度及就業競爭力計畫」 

 

子計畫一: 培育產業人才生活化及國際化的英語力 

英語競賽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第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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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支用明細表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經費支出明細表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A組) 核銷請款金額： $9,180元 
(與 11月 18第一場活動同一筆請款， 

無增加其他費用)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憑證

編號 
經費項目 核銷請款  金額(元) 備    註 

 業務費 7,000 競賽獎金 7000 

 雜支費 2,180 便當 1280、文具獎品 900 

    

    

    

    

 合計 9,180  

 

子計畫主持人：                             總計畫主持人： 

 

 

填表說明：一、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發票抬頭為各學校名稱。 

          二、經費核銷時，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請款金額 

              (核銷請款項目才需檢附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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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紀錄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果統計表 

 

活動名稱 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第二場: A組) 

活動目標 
一、提升本校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營造本校英語文學習的風

氣與氛圍。 

二、增進學生於英語簡報時的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發展學生職涯競爭

力。 

三、鼓勵學生於英語簡報時結合創意及多媒體之應用，培養全方位英語

能力。 

辦理時間 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辦理地點 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參加人數 教師 13人，工讀生 10人，學生約 250人 

活動執行概況 

 第二場(B組競賽)，參賽者為大一英文級數 3、4、5各班級表現最優

秀組別，非參賽者不可參與協助比賽過程。 

 參賽學生以 Fun Kainan為主題，大一英文級數 3、4、5各班級學生

運用其進階英文口語敘述能力，同場次一 B 組競賽，自由選擇與本

校相關之次主題，如科系特色、校園美食、社團活動、校園美景等，

以 6-7人小組為單位，配合製作 PPT檔來呈現所認識的開南大學。 

 簡報方式須包含旁白敘述與對話演出。一位組員擔任旁白敘述，其

餘組員則擔任角色扮演，每位組員均需上台報告，以英文對話配合

演出。可使用道具來增強觀眾對簡報內容的理解度。 

 分別於各場結束當日競賽結束立即公布評選前 3 名隊伍，並取佳作

獎 2 隊。分別頒贈獎狀乙紙及獎金，第 1 名 3000 元、第 2 名 2000

元、第 3名 1000元，佳作獎 2名頒贈獎狀乙紙與獎金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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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效益自評 

 本學期競賽 11 月 18 日在藍教務長及通識主任與主持人別開生面的開

場下，兩場，由共計 29 組班級代表隊伍一一上台呈現，期間觀賽嘉賓

絡繹如潮，會場座無虛席，最後競賽於眾人的歡笑及掌聲間於 11 月

25日完美落幕。 

 本學期參賽者在所有教授「大一英文」課程的教師們悉心引領指導下，

無不展現出精彩的成果及特色，有同學身著筆挺正裝，從容不迫，展

現學術風範；也有同學活潑大方，以靈巧的肢體動作輔以燈光音效，

吸引觀眾目光。部分組別中也有外國學生，但其與組員間流暢的言談

互動，正體現了本校跨足國際，交流無礙的精神；更有學生為社會人

士，卻絲毫不以自身年齡為限，反而巧妙利用這點，詮釋所飾演的角

色身分，種種新穎巧思及純熟的臺上表現，在在令人讚賞。 

 而雖然各組名次有別，但所有同學及教師們的辛勤努力與付出，卻是

無分軒輊。在賽後的意見回饋中，同學們皆認為受益良多，不僅增進

了口說能力，敢於上臺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在構思內容、討論意見

時，更體認到團隊精神、攜手合作的重要。相信本次競賽帶給所有參

賽同學的不僅有語文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銘刻難忘，受益無窮的珍

貴回憶與經驗。 

 從競賽活動和英語學習方向而言，依據兩場學生競賽學饋單顯示(如下

表所示)，最多學生認為此次活動內容豐富(問卷項次 2)。學生普遍認

為透過競賽，英語口說能力能增進而且也能提高學習興趣(問卷項次

6，7)。在眾人面前說英文，學習克服語言及心理壓力。此外，在簡報

創作過程中，因為必須以英文文字呈現，因此英文的寫作能力也有提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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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競賽活動和學校認知而言，藉由此活動，學生表達了他們對開南大

學有更深的認識，也看到學校不同的面相(問卷項次 5)。這些幫助他

們更了解本校，亦提升本校學生學習英語文的動機與興趣(問卷項次

4)。 

 亦有多位學生表示，透過團體間的溝通、討論、彩排，學習到互相合

作，彼此妥協以成就團體的重要課題，能培養職涯競爭力。 

 但，學生建議麥克風等設備應加強，活動場地應更寬廣，活動時間不

要與其他校際活動同時。 

 學生最期待之其他語文活動，按喜好度排序如: 英文歌唱比賽、英文

戲比賽、英語短片比賽、英語學習講座、英語小書朗讀比賽、英語單

字比賽。  

 

共回收 144份問卷: 

A和 B組回饋單結果 

項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 0% 0% 48% 43% 9% 

2 0% 1% 29% 54% 16% 

3 0% 4% 36% 43% 18% 

4 1% 1% 29% 50% 20% 

5 0% 3% 30% 52% 15% 

6 0% 3% 26% 48% 23% 

7 0% 2% 39% 42% 16% 

8 0% 1% 45% 40% 14% 

9 0% 1% 28% 46% 26% 

10 0% 1% 43% 4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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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組回饋單結果 

項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 0% 0% 55% 38% 8% 

2 0% 2% 34% 45% 19% 

3 0% 3% 50% 33% 14% 

4 2% 2% 31% 47% 19% 

5 0% 6% 33% 48% 13% 

6 0% 6% 20% 50% 23% 

7 0% 3% 39% 38% 20% 

8 0% 3% 50% 36% 11% 

9 0% 0% 33% 44% 23% 

10 0% 3% 45% 42% 9% 

 

 

 

 A 組學生與 B 組學生對本學期之英語競賽活動成果，無明顯差異性，

唯 B 組學生似乎比 A 組學生在活動內容上，更期待有更多類似英語文

相關活動。這反映出級數較低學生，需要更活潑多元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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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組回饋單結果 

項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 0% 0% 42% 47% 11% 

2 0% 0% 25% 61% 14% 

3 0% 4% 24% 51% 21% 

4 0% 0% 26% 53% 21% 

5 0% 0% 28% 55% 17% 

6 0% 0% 32% 46% 22% 

7 0% 1% 39% 46% 13% 

8 0% 0% 41% 43% 16% 

9 0% 1% 24% 47% 29% 

10 0% 0% 41% 46% 13% 

 

 
 

備    註 

本創意英語簡報競賽活動將於於 2015年 11月 18日舉辦第一場，2015年

11月 25日舉辦第二場，兩場語文比賽於本學期重點英文競賽順利成功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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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參加人員簽到表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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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參加學生人數更多，座無虛席，參加學生以蓋學習護照護照方式留下出席紀錄，

並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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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場外布置。 

 

照片簡述:學生報到入場。 

第 253 頁，共 330 頁



 12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座無虛席。 

 

照片簡述: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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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 

 

 

照片簡述:中場摸彩活動。 

 

照片簡述:中場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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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不同年齡層學生一起合作學習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校園美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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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外籍學生亦熱情參與競賽。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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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服裝道具樣樣俱到。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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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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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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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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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 

 

照片簡述:學生精彩表演。冠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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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季軍組。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冠軍組。 

第 263 頁，共 330 頁



 22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佳作。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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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 動 照 片 

活動名稱：Fun Kainan 創意英語簡報競賽 (A組)   活動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活動日期：2015年 11月 25日，星期三，13:00-15:30   參加人數：250人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冠亞軍揭曉時刻。 

 

照片簡述:賽後頒獎儀式。亞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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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教學助理設置辦法 

 

98.02.24 97 學年度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98.06.09 97 學年度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22 98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9.03 102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09.02 104 學年度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教學與學習風氣，特設置教學助

理（Teaching Assistant,TA）制度，協助授課教師之教學與輔導工作，

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訂定本校教學助理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教學助理分為： 

一、課輔教學助理： 

依「開南大學教學輔導實施辦法」之規定，針對學習成效欠佳學生

進行課業輔導。 

二、一般教學助理： 

於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分擔老師之教學負擔。其具體工作內容包

括：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料、隨堂參與聆聽上課內容、協助批改作

業或報告、設計並維護數位教材、上網與學生互動、每週定時提供

課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大學部學生擔任教學助理，不得執行成績判給、試卷命題、試卷送

印，及單獨監考工作。 

第三條 教學助理之配置原則如下： 

一、課輔教學助理：每門課程配置一名。每門課程每週課輔時數以 2小

時為限，且須於固定時段實施。 

二、一般教學助理：整合課程修課人數達 60 人(含)以上或一般課程(含

通識課程)修課人數達 80 人(含)以上者，可配置一名。每門課程每

週工作時數以該課程學分數計。 

三、申請教學助理之課程與教學助理本身所修讀之課程不得衝堂。如部

份節次衝堂，則得以其未衝堂之節次申請並計算工作時數。 

第四條 本校教學助理之資格審查、訓練及考評方式如下： 

一、資格審查： 

  (一)課輔教學助理：依「開南大學教學輔導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二)一般教學助理： 

    1.研究所或大學部三年級以上在學學生，外國籍學生(含港、

澳、僑生)需具工作證。 

    2.前學期平均成績經四捨五入達 80 分以上。 

    3.無擔任教學助理考評不合格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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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學部學生須曾修習其擔任教學助理之課程，且成績達 85

分以上或名列該班成績前百分之五以內。 

二、訓練：教學助理須參加每學期期初之教學助理工作說明會並完成規

定之認證課程方取得任用資格。 

三、考評： 

  (一)課輔教學助理之考評，由接受課輔學生於每次課後填寫教學輔

導問卷調查表，該表經授課教師簽章後交至教學資源中心備

查。 

  (二)一般教學助理之考評，由授課教師於每學期結束前填寫教學助

理考核表後交至教學資源中心備查。前述考評資料列入次學期

教學助理資格審查之重要依據。 

  (三)學生因執行教學助理職務不當而受校規懲戒者，應於懲戒生效

之同時取消該生當學期及爾後擔任教學助理之資格。 

第五條 課輔教學助理須針對由授課教師指定須接受補救教學之學生進行輔

導，每次課輔內容須記錄於教學輔導日誌並須於每次課程結束後一週內

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列入管考，以作為申報薪資及考評之依據。課輔教

學助理時薪視本校當年度預算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次教務會議宣布，每

人每週支薪時數依「開南大學教學輔導實施辦法」之規定。 

第六條 一般教學助理時薪視本校當年度預算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次教務會議

宣布，每人每週支薪時數以 8小時為限，並須於每月 22 日前繳交教學

助理工作內容報告書至教學資源中心列入管考，以作為申報薪資及考評

之依據。工作報告書須詳列各別工作日之起始及終止工作時間，如工作

報告書記載之工作時數高於教務處核定之時數，為顧及學生權益，其超

時工作之薪資及衍生費用由該課程申請教師支付之。 

第七條 逢本校放假日、勞動基準法規範之例假日、經人事行政局公告之停止上

班上課日，教學助理均停止工作，該時段之課程亦不列入當週可核報之

工作時數。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公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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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班次 開課系所 開課時段 學分數 授課老師 專兼任 職稱 任教系所 修課人數 TA序號 TA學號 TA姓名 TA學系 TA年級 課程類型 每週工作時起始工作日終止工作日學期總週數 學期總時數

1022 BTT10000464 中國通史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6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464 中國通史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325 台灣史 04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327 歷史名著選讀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327 歷史名著選讀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473 奈米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9 6 M10108003 張昀珊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3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20 6 M10108003 張昀珊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05 8 M10108009 李彥騏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6週103/ 16 32
1022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19 9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3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黃志方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18 9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32 性別平等與法律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7,8 2 林大鈞 專任 副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 135 10 M10111003 謝伯佶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8週103/0第18週103/ 11 22
1022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五/10,9 2 衛民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36 10 M10111003 謝伯佶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8週103/0第18週103/ 11 22
1022 BTT10000560 日文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劉懿禛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日語學系 109 11 M10111024 王思涵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566 西洋哲學史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7,8 2 張正修 專任 副教授 法律學系 118 11 M10111024 王思涵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6週103/0第18週103/ 13 26
1022 BTT10000830 法律與美食文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王思原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148 13 M10211005 法隆．星降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李麒 專任 副教授 法律學系 114 14 M10211006 鄭禮齊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34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王思原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122 15 M10211009 林怡志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CTT10000388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01 進修通識2年級 五/13,14 2 王思原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137 15 M10211009 林怡志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20 客家飲食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一/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5 16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27 健康與社會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李志平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20 16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557 人文心理名著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余伯泉 專任 副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17 M10211019 賈儒佳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86 中醫的科學觀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0,9 2 童裕民 專任 副教授 物流與航運管 147 19 M10104002 李睿緁 物流航運系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24 兩岸海關制度概要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1,2 2 童裕民 專任 副教授 物流與航運管 91 19 M10104002 李睿緁 物流航運系2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684 性別工作平等法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1,2 2 黃鼎佑 專任 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108 27 M10105001 劉衍伸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1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17
1022 BTT10000755 工作倫理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林大鈞 專任 副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 116 30 M10205002 吳柏蒼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5週103/0第18週103/ 14 28
1022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50 33 M10205008 王威善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284 實用中文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6 34 M10102001 陳冠蓉 國企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01 災害防救與管理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7,8 2 孫國勛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117 38 M10124004 許柏村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284 實用中文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48 40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527 語文素養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余伯泉 專任 副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40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737 生死學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0,9 2 施尚瑩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9 40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750 人倫大愛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鄭育書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95 43 M10103012 劉家辰 會計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12 網頁設計認證輔導 03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05 44 M10107003 高嘉男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3 44 M10107003 高嘉男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7,8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112 44 M10107003 高嘉男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12 網頁設計認證輔導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郭展盛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3 45 M10107008 莊舜捷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7,8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47 M10207004 邱亭惟 資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3/0第18週103/ 15 30
1022 BTT10000650 電腦軟體應用認證輔導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3 48 M10207006 賈勝文 資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3/0第18週103/ 15 30
1022 CTT10000238 歷史名著選讀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1,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08 48 M10207006 賈勝文 資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3/0第18週103/ 15 30
1022 BTT10000828 社會保險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賴秋伶 專任 約聘助理教健康產業管理 117 49 M10215001 陳柏彰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282 名著選讀 03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2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50 49 M10215001 陳柏彰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43 英文語文檢定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0,9 2 吳淑卿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英語學系 96 50 M10215002 林宛薌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3/0第18週103/ 16 32
1022 BTT10000483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2 2 余伯泉 專任 副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50 M10215002 林宛薌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3/0第18週103/ 17 34
1022 BTT10000800 環境與生態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魏映雪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8 52 M10106007 鄭文駿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79 人與醫學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2 2 裴晉國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20 53 M10106008 張瑜玲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483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余伯泉 專任 副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53 M10106008 張瑜玲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767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蘇文宏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122 53 M10106008 張瑜玲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CTT10000368 環境與生態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3,14 2 魏映雪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5 54 M10106010 廖御翔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475 性別平等教育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07 54 M10106010 廖御翔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25 台灣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48 56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325 台灣史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50 56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22 BTT10000839 文化與觀光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文祖湘 專任 副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93 57 E10236030 許素英 觀光運輸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3/ 18 36
1031 BTT10000327 歷史名著選讀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1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464 中國通史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1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3,4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20 1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516 材料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7,8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4 1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09 2 M10201002 張淑媚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二/3,4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20 2 M10201002 張淑媚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CTT10000429 資訊與生活 01 進修通識3年級 五/11,12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9 3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4 大日通識2年級 五/1,2 2 黃志方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10 3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各學年期通識課程教學助理申請明細表

第 268 頁，共 330 頁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附錄4-3-2：各學年期通識課程教學助理申請明細表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knuuser
打字機文字



各學年期通識課程教學助理申請明細表
1031 BTT10000790 資訊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5 3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95 環境教育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郭惠珠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20 4 M10211002 簡依庭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CTT10000302 航空科技概論 01 進修通識2年級 五/13,14 2 尹相隆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103 8 M10109002 黃仲毅 空運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78 理財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蔡州益 專任 助理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101 9 M10105001 劉衍伸 財金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32 個人理財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鄭素姻 專任 副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113 9 M10105001 劉衍伸 財金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69 性別關係與電影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三/1,2 2 趙哲聖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20 12 M10213003 藍加名 資傳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1 13 M10207006 賈勝文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二/3,4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05 13 M10207006 賈勝文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02 情感與性別教育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李志平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25 14 M10206012 何鈺婷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3/1第18週104/ 15 30
1031 BTT10000785 客家文化資產導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9 15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24 中國現代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7 15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24 中國現代史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41 15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79 人與醫學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裴晉國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17 16 M10106007 鄭文駿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901 營養與保健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許珊菁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7 16 M10106007 鄭文駿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41 憲法與公民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黃適卓 兼任 助理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14 18 M10112002 賴昱良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92 民主憲政與科技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陳啟清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92 18 M10112002 賴昱良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92 生活與民法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三/3,4 2 王思原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94 19 M10211009 林怡志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06 智慧財產權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王思原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128 19 M10211009 林怡志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50 20 M10205008 王威善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5 23 M10205002 吳柏蒼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一/6,7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4 23 M10205002 吳柏蒼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CTT10000126 中國名著選讀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1,12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6 23 M10205002 吳柏蒼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37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許浚嘉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14 25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37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許浚嘉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99 25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67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蘇文宏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114 26 M10346009 古若涵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96 電腦科技概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7,8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13 26 M10346009 古若涵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51 機器人的世界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0,9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84 26 M10346009 古若涵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68 解說教育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8 27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91 自然與保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9 27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902 桃竹苗生態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5 27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92 生活與民法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楊秋敏 專任 約聘助理教法律學系 116 30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15 節慶活動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張蓓琪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9 30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71 投資理財與電腦應用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五/1,2 2 葉怡德 專任 助理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19 30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95 生活與交通法規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王銘亨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20 31 M10201005 蔡孟諺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3/0第18週104/ 16 32
1031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胡曙光 專任 助理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5 34 M10305001 蔡佳霖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5 35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1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18
1031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2 35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22 網頁設計概論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侯士東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5 36 M10346002 汪仕傑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26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23 3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07 人文教育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五/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19 3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98 自然科學史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徐堯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7 3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6 3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1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18
1031 CTT10000345 人文教育 01 進修通識2年級 五/11,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97 3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3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0 38 M10346005 黃禮星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22 網頁設計概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1,2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07 38 M10346005 黃禮星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3/0第18週104/ 16 32
1031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7,8 2 許玉敏 兼任 講師級專業應用華語學系 110 39 M10346007 謝勝龍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0,9 2 許玉敏 兼任 講師級專業應用華語學系 96 39 M10346007 謝勝龍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51 法律與現代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五/1,2 2 李有容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17 40 M10212002 薛盈瑩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CTT10000426 電腦簡報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1,12 2 侯士東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99 41 M10346016 謝致榮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33 氣候變遷與調適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一/6,7 2 孫國勛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110 43 M10305002 徐偉城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429 資訊科技與倫理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14 44 M10211019 賈儒佳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32 性別平等與法律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林大鈞 專任 副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 119 44 M10211019 賈儒佳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陳偉杰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112 45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01 災害防救與管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孫國勛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95 45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陳偉杰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115 45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50 46 M10305004 李汪晟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97 資料應用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紀登元 兼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9 49 M10345019 許芷瑄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750 人倫大愛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鄭育書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100 49 M10345019 許芷瑄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7週103/1第18週104/ 12 24
1031 BTT10000331 自然科學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胡曙光 專任 助理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20 49 M10345019 許芷瑄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4 大日通識3年級 四/7,8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110 50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11 電影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張培俊 專任 約聘助理教創意產業與數 114 51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第 269 頁，共 330 頁



各學年期通識課程教學助理申請明細表
103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5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114 51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483 語文素養與名著欣賞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三/1,2 2 余伯泉 專任 副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52 M10340006 李雅嵐 應華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352 教育學概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三/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6 5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1 第7週103/1第18週104/ 12 12
1031 BTT10000475 性別平等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20 5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683 城市與觀光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黃晉偉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8 55 M10301003 魏啟軒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3/0第18週104/ 18 36
1031 BTT10000849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何思源 專任 約聘教師 應用英語學系 107 56 M10109012 吳悅菲 空運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3/0第18週104/ 16 32
1031 BTT10000858 時事英文閱讀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何思源 專任 約聘教師 應用英語學系 111 56 M10109012 吳悅菲 空運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3/0第18週104/ 16 32
1032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4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衛民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81 1 M10212002 薛盈瑩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3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張惠堂 專任 助理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10 1 M10212002 薛盈瑩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25 台灣史 03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8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27 歷史名著選讀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464 中國通史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1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464 中國通史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1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516 材料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95 2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92 民主憲政與科技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陳啟清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18 3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37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許浚嘉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12 3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49 基礎英語發音與拼字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何思源 專任 約聘教師 應用英語學系 103 4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4/0第18週104/ 16 32
1032 BTT10000857 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五/1,2 2 何思源 專任 約聘教師 應用英語學系 109 4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4/0第18週104/ 16 32
1032 BTT10000379 人與醫學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裴晉國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13 4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2週104/0第18週104/ 17 34
1032 BTT10000308 藝術概論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黃品堯 專任 約聘助理教創意產業與數 119 4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5週104/0第18週104/ 14 28
1032 BTT10000743 生物學與性別平等關係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宮輔辰 專任 副教授 養生與健康行 107 5 M10201002 張淑媚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51 法律與現代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葉佳文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9 5 M10201002 張淑媚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5週104/0第18週104/ 14 28
1032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3 6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08 6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90 6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52 教育學概論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91 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26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24 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175 教育學概論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1,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95 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349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3,14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01 7 M10301009 康煌易 企創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90 資訊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5 8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429 資訊與生活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1,12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92 8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20 8 M10208005 楊文豪 多媒體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429 資訊科技與倫理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06 10 M10211019 賈儒佳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06 智慧財產權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王思原 專任 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118 11 M10211009 林怡志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5 19 M10205008 王威善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胡曙光 專任 助理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1 21 M10305001 蔡佳霖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32 個人理財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鄭素姻 專任 副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113 21 M10305001 蔡佳霖 財金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32 性別平等與法律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林大鈞 專任 副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 102 22 M10302005 遲閔 國企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37 生死學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施尚瑩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9 24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7 24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7 24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426 電腦簡報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1,12 2 侯士東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98 26 M10346005 黃禮星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234 資料處理 01 進修通識1年級 四/13,14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85 26 M10346005 黃禮星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許玉敏 兼任 講師級專業應用華語學系 107 27 M10346007 謝勝龍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88 電腦簡報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6,7 2 謝瑞史 專任 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04 27 M10346007 謝勝龍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7,8 2 許玉敏 兼任 講師級專業應用華語學系 101 27 M10346007 謝勝龍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11 電影欣賞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邱察 專任 約聘助理教資訊傳播學系 127 28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0第18週104/ 15 30
1032 BTT10000811 電影欣賞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張培俊 專任 約聘助理教創意產業與數 120 28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516 材料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張培俊 專任 約聘助理教創意產業與數 106 28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14 記錄片欣賞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邱察 專任 約聘助理教資訊傳播學系 117 28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0第18週104/ 15 30
1032 BTT10000796 電腦科技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08 29 M10346009 古若涵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裴晉國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87 31 M10213003 藍加名 資傳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669 性別關係與電影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3,4 2 趙哲聖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25 31 M10213003 藍加名 資傳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0 32 M10207004 邱亭惟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5週104/0第18週104/ 14 28
1032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8 32 M10207004 邱亭惟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22 網頁設計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5 32 M10207004 邱亭惟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05 亞洲歷史與文化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32 M10207004 邱亭惟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90 電子試算表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戴于婷 專任 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99 33 M10207006 賈勝文 資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67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蘇文宏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116 34 M10315010 吳佳寧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CTT10000374 智慧財產權概論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1,12 2 葉佳文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80 34 M10315010 吳佳寧 應日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0第18週104/ 15 30
1032 BTT10000766 工業安全與衛生管理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五/1,2 2 李志平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13 36 M10206012 何鈺婷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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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BTT10000324 中國現代史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1,2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7 37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24 中國現代史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21 37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20 客家飲食與文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6 37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36 經濟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紀登元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114 38 M10345019 許芷瑄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693 永續生態旅遊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8 41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68 解說教育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5 41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683 城市與觀光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黃晉偉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8 43 M10205005 邱柏翔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898 中國經濟的奇蹟與危機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6,7 2 潘俊男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108 4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475 性別平等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5 4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696 文化資產導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3,4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04 4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二/1,2 2 陳偉杰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89 45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3,4 2 陳偉杰 專任 約聘助理教通識教育中心 116 45 M10224009 黃鑏 專管所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32 BTT10000331 自然科學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7,8 2 胡曙光 專任 助理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4 48 M10201005 蔡孟諺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4/ 18 36
1041 BTT10000836 經濟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3,4 2 紀登元 專任 助理教授 行銷學系 114 1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1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18
1041 BTT10000337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許浚嘉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18 1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37 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許浚嘉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20 1 M10312008 簡珮臻 公管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92 民主憲政與科技 02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李有容 專任 副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14 2 M10212002 薛盈瑩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三/1,2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27 4 M10411014 林佳怡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4/0第18週105/ 16 32
1041 BTT10000854 英文歌詞賞析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三/1,2 2 呂鳳琴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7 11 B10116153 林怡蓉 應英系 4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CTT10000424 基礎生活美語 04 進修通識1年級 二/13,14 2 呂鳳琴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82 11 B10116153 林怡蓉 應英系 4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31 自然科學概論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胡曙光 專任 助理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01 13 M10305001 蔡佳霖 財金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52 教育學概論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3,4 2 葉佳文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5 16 M10302005 遲閔 國企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22 網頁設計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3 17 M10446002 許睿中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1,2 2 李國嘉 兼任 講師級專業資訊管理學系 114 17 M10446002 許睿中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01 災害防救與管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孫國勛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99 18 M10446003 王俊諺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1041 BTT10000833 氣候變遷與調適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3,4 2 孫國勛 專任 副教授 空運管理學系 110 18 M10446003 王俊諺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104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洪國銘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03 19 M10446009 王湘蓉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429 資訊科技與倫理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劉季綸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9 19 M10446009 王湘蓉 資訊學院碩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429 資訊科技與倫理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何瑁鎧 專任 副教授 創意產業與數 115 21 M10346009 古若涵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95 生活與交通法規 02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王銘亨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110 25 M10345003 卓鈺潔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7週104/1第18週105/ 12 24
1041 BTT10000795 生活與交通法規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王銘亨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98 27 M10345016 陳韋廷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00 環境與生態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魏映雪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06 29 M10345022 洪啟帆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90 資訊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9 30 M10206012 何鈺婷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90 資訊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劉瑞榮 專任 副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1 30 M10206012 何鈺婷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02 情感與性別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李志平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20 30 M10206012 何鈺婷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85 客家文化資產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李汾陽 專任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8 31 M10206014 郭遠堃 觀光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5 33 B10301061 簡佑嘉 企創系 4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528 文學欣賞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一/3,4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5 33 B10301061 簡佑嘉 企創系 4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11 電影欣賞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2 2 邱察 專任 約聘助理教資訊傳播學系 125 35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14 記錄片欣賞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二/10,9 2 邱察 專任 約聘助理教資訊傳播學系 126 35 M10346014 左宏昌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119 36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272 資料處理 04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黃金塗 兼任 助理教授級資訊管理學系 108 36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37 生死學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施尚瑩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20 36 M10346011 蕭健佑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900 運輸科技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張嘉麟 專任 助理教授 運輸科技與管 98 37 B10203023 許勝宏 會計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692 生活與民法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楊秋敏 專任 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114 38 M10311002 余修智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22 網頁設計概論 02 大日通識3年級 三/1,2 2 劉鎮豪 專任 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114 42 B10107098 呂蕙如 資管系 4B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79 人與醫學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3,4 2 裴晉國 專任 助理教授 健康產業管理 119 43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475 性別平等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林慧貞 專任 助理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 113 43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08 藝術概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10,9 2 黃品堯 專任 約聘助理教創意產業與數 115 43 M10301002 游郁雯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35 工程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7 44 M10447010 游慧婷 商學院碩士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32 性別平等與法律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10,9 2 林大鈞 專任 副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 120 44 M10447010 游慧婷 商學院碩士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3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19 46 M10346006 黃尚群 資訊學院碩2A 一般課程 2 第10週104/第18週105/ 9 18
1041 BTT10000767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2 2 蘇文宏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114 48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CTT10000434 個人投資理財概論 01 進修通識1年級 二/13,14 2 蘇文宏 專任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88 48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902 桃竹苗生態教育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3,4 2 劉良力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00 48 M10345008 李宜芳 觀光運輸學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279 中國名著選讀 05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張娣明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7 49 M10447004 郭毓麒 商學院碩士1A 一般課程 2 第7週104/1第18週105/ 12 24
1041 BTT10000307 音樂欣賞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3,4 2 陳應龍 專任 助理教授 資訊傳播學系 117 50 M10411005 劉美玲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3週104/0第18週105/ 16 32
1041 BTT10000484 論語與現代人生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一/3,4 2 黃俐玲 專任 講師 應用華語學系 118 53 M10445006 陳穎立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5週104/1第18週105/ 14 28
1041 BTT10000837 租稅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2 2 潘俊男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08 5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98 中國經濟的奇蹟與危機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潘俊男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02 54 M10211012 陳嶸賦 法律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695 環境教育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0,9 2 郭惠珠 專任 助理教授 觀光與餐飲旅 113 55 M10311009 田聖璽 法律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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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BTT10000829 憲法與政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2 2 李麒 專任 副教授 法律學系 85 56 M10411011 陳碧鳳 法律系 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1041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09 57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36 科技與生活 02 大日通識3年級 四/1,2 2 王定三 專任 副教授 企業與創業管 114 57 M10301007 葉佳安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52 教育學概論 04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04 62 M10301005 趙祥富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CTT10000349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3,14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09 62 M10301005 趙祥富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52 教育學概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17 62 M10301005 趙祥富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826 永續環境與綠概念 01 大日通識3年級 二/10,9 2 林吉銘 專任 講師 財務金融學系 121 62 M10301005 趙祥富 企創系 2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1,2 2 陳偉杰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2 64 M10445011 羅仕潔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692 生活與民法 01 大日通識2年級 四/1,2 2 葉佳文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14 64 M10445011 羅仕潔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1041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1 大日通識2年級 一/3,4 2 陳偉杰 專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109 64 M10445011 羅仕潔 觀光運輸學1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CTT10000238 歷史名著選讀 01 進修通識2年級 四/1,2 2 徐永輝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學系 122 65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4週104/1第18週105/ 15 30
1041 BTT10000770 憲法導論 02 大日通識1年級 三/1,2 2 張惠堂 專任 助理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06 65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391 民主憲政發展 02 大日通識1年級 四/10,9 2 黃國宬 專任 助理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 106 65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1041 BTT10000516 材料與生活 01 大日通識3年級 四/3,4 2 官大諒 專任 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行動 118 65 M10212004 陳冠羽 公管系 3A 一般課程 2 第1週104/0第18週105/ 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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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說明 金額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1-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1
辦公費 主管辦公費 學校

30,000 1 30,000 30,000 100,000

本中心為一級教學單位，下設人文委員會及科學委員會，因業務所需，其開會、

公關等事務皆需使用辦公費，申請比照學院辦公費之預算。 100,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2-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2
文具費 辦公文具用品 學校

2,000 1 2,000 2,000 2,000
依規定編列每人$200的文具費

2,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15-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3
視廳教材費

教材及各項活動之

DV錄影帶、空白

CD/DVD片、磁

片、電池、底片及

相片沖洗等。

學校

9,000 1 9,000 9,000 9,000

1.空白DVD-200片=$1,500

2.電池$1,500

3沖洗相片$6,000

9,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3-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4
材料印刷費

印製通識教育手

冊、購買'碳粉匣、

墨水匣、影印紙、

傳真紙及其他影印

費

學校

80,000 1 80,000 0 80,000

1.新聘教師印表機HP M127FN用碳粉匣$1,900元*每學年4支=$7,600元

2.印表機HP LJ-P2035用碳粉匣$1,900元*每學年1支=$1,900元

3.印表機EPSON EPL-6200用碳粉匣$2,068元*每學年1支=$2,068元

4.印表機HP P-1505用碳粉匣$1,817元*每學年1支=$1,817元

5.印表機HP LJ1022用碳粉匣$1,851元*每學年1支=$1,851元

6.印表機HP OJ Pro K8600用墨水匣$(519+393+393+393)元*每學年3組=$5,094元

7.印表機HP CLJ-CM1415fn用碳粉匣$(1946+1811+1811+1811)元*每學年3組=$22,137

元

8.印表機HP P-1102W用碳粉匣$1,853元*每學年1支=$1,853元

9.影印紙 A4(白)每學年150包*$62.9=$9,435

10.影印紙A4(色紙)每學年5包*$110=$550

11.印製「通識教育手冊」3000本*$7=$21,000

12.其他影印或印製費$4,695 80,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19-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5
雜支 雜項支出 學校

19,800 1 19,800 19,800 14,800

1.原核定預算移撥$5,000至學會年費預算

2.購置本中心行政運作所需耗材
14,8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8-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6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諮議

委員-車馬費暨出

席指導費

學校

27,000 1 27,000 27,000 27,000

每學年召開1次諮議委員會議：6位委員*$4,500=$27,000 27,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3-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7
車馬費

校外課程委員交通

費
學校

10,800 1 10,800 10,800 10,800
每學年召開6次課程會議：1位委員*$1,800=$10,800 10,8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3-03-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8
辦公器具養護費

辦公器具維修、養

護
學校

9,000 1 9,000 9,000 9,000
每學年初估辦公器具維修、養護費用 9,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34-01-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09

非消耗品-教學

單位

置物櫃、簡報筆、

裁紙器、護貝機…

等非消耗品

學校

9,000 1 9,000 9,000 9,000

1.錄音筆 9,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21-00-00 一般業務計畫
103-21100-01

21100-01-10
學會年費 通識教育學會年費 學校

5,000 1 5,000 0 5,000
每學年參加通識教育學會年會，會費$,5000 5,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0-01-00

推展通識教育課

程校外交流教學

計畫

103-21100-02

21100-02-01
教學參訪費 學生校外教學參訪 學校

45,000 1 45,000 45,000 45,000

每學年舉辦5場校外教學參訪(車資、保費)：$9,000*5=$45,000 45,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1-08-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03-21100-03

21100-03-01
研究獎勵費

提升教學品質-獎

勵通識教師申請通

過各部會補助通識

課程

學校

60,000 1 60,000 60,000 60,000

通識教師申請通過各部會補助通識課程，擇優補助。

每人$10,000*6人=$60,000
60,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7-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03-21100-03

21100-03-02
差旅費

鼓勵教師成長-鼓

勵授課教師參加校

內外通識教育學術

活動

學校

18,000 1 18,000 18,000 18,000

依本校教職員工差旅費報支規則辦理核銷 18,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19-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03-21100-03

21100-03-03
雜支

鼓勵教師成長-鼓

勵授課教師參加校

內外通識教育學術

活動

學校

18,000 1 18,000 18,000 8,000

1.原核定預算移撥$10,000至辦公費預算

2.補助教師參加校內外通識教育學術活動報名費、雜項支出等
8,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7-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03-21100-03

21100-03-04
演講費

鼓勵教師成長-邀

請專家學者舉辦講
學校

54,900 1 54,900 54,900 54,900
依本校學術演講暨交通費支付標準核銷 54,9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8-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03-21100-03

21100-03-06
車馬費

鼓勵教師成長-邀

請專家學者舉辦講
學校

16,200 1 16,200 16,200 16,200
依本校學術演講暨交通費支付標準核銷 16,2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7-00-00
全國通識教育學

術研討會計畫

103-21100-04

21100-04-01
演講費 研討會演講費 學校

135,000 1 135,000 135,000 105,000

1.依本校學術演講暨交通費支付標準核銷

2.原核定預算移撥$30,000至辦公費預算
105,000

編列單位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編號 品名描述計畫名稱預算科目
調整預

算金額

明細補充說明核定預

算金額

預算

金額

數

量
單價

預算

來源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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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48-00-00
全國通識教育學

術研討會計畫

103-21100-04

21100-04-02
車馬費

研討會主講人、評

論人、引言人等車

馬費

學校

18,000 1 18,000 18,000 18,000

依本校學術演講暨交通費支付標準核銷 18,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03-00-00
全國通識教育學

術研討會計畫

103-21100-04

21100-04-03
材料印刷費

印製研討會報告、

海報、邀請函
學校

72,000 1 72,000 72,000 52,000

1.原核定預算移撥$20,000至一般業務計畫-材料印刷費預算

2.海報、邀請函印製$20,000

3.研討會論文印製$32,000

52,000

103 通識教育中心 5132-19-00-00
全國通識教育學

術研討會計畫

103-21100-04

21100-04-04
雜支

工讀金、場佈、茶

敘、便當
學校

225,000 1 225,000 225,000 135,000

1.原核定預算移撥$60,000至一般業務計畫-材料印刷費預算

2.原核定預算移撥$30,000至辦公費預算

3.工讀金20人*115元*20小時=$46,000

4.茶敘2場*8,000=$16,000

5.便當200人*100元=$20,000

6.點心盒200人*80元$16,000

7.貴賓胸花10人*200元=$2,000

8.花籃一對$4,000

9.紅布條及旗幟$27,000

10.礦泉水、飲料、茶包、咖啡包$4,000

135,000

總計 778,700

備註：

(一)  1. 各單位的主管辦公費   2. 處室內依規定編列每人$1,000元的雜支   3. 處室內依規定編列每人$200的文具費，上述項目無須填寫明細。

(二)  各系單位主管由系主任簽章即可。

填表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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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預算編號 會計科目 科目名稱 單位名稱 內容 預算金額
經費來
源

104-21101-01 21101-01-01 5132-01-00-00 辦公費 通識教育中心 主管辦公費 100,0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2 5132-02-00-00 文具費 通識教育中心 辦公文具用品 1,98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3 5132-03-00-00 材料印刷費 通識教育中心 印製通識教育手冊、購買碳粉匣、墨水匣、影印紙、傳真紙及其他影印費 72,0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4 5132-15-00-00 視廳教材費 通識教育中心
教材及各項活動之DV錄影帶、空白CD/DVD片、磁片、電池、底片及相
片沖洗等

4,05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5 5132-21-00-00 學會年費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學會年費 5,0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6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雜項支出 9,9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7 5132-48-00-00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諮議委員-交通費暨出席指導費 24,3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8 5132-48-00-00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 校外課程委員-交通費暨出席指導費 4,86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09 5133-03-00-00 辦公器具養護費 通識教育中心 辦公器具維修、養護 4,500 學校

104-21101-01 21101-01-10 5132-34-01-00
非消耗品-教學單
位

通識教育中心 掃描棒、硬碟、沖茶器、白板…等非消耗品 9,000 學校

104-21101-08 21101-08-03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邀請卡、紅布條、便當、雜項及獎金支出(英語文競賽活動) 43,200 學校

104-21101-08 21101-08-05 5132-26-00-00 審查費 通識教育中心 評審費(校外)-(英語文競賽活動) 28,800 學校

104-21101-08 21101-08-06 5132-48-00-00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 評審教師交通費(校外)-(英語文競賽活動) 16,000 學校

104-21101-14 21101-14-01 5132-40-00-00 教學參訪費 通識教育中心 學生校外教學參訪 40,500 學校

104-21101-51 21101-51-01 5132-47-00-00 演講費 通識教育中心 研討會演講費 94,500 學校

104-21101-51 21101-51-02 5132-48-00-00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 研討會主講人、評論人、引言人等交通費 16,200 學校

104-21101-51 21101-51-03 5132-03-00-00 材料印刷費 通識教育中心 印製研討會報告、海報、邀請函 46,800 學校

104-21101-51 21101-51-04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工讀金、場佈、茶敘、便當 158,400 學校

104-21101-52 21101-52-01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自我評鑑相關作業支出 45,0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1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測驗卷及題庫 135,0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2 5132-47-00-00 演講費 通識教育中心 演講費 16,2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3 5132-48-00-00 車馬費 通識教育中心 演講者交通費 3,6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4 5132-15-00-00 視廳教材費 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教材 45,0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5 5132-08-00-00 軟體費 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口說與聽力訓練軟體 180,0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6 5132-03-00-00 材料印刷費 通識教育中心 碳粉匣、影印紙 10,800 學校

104-21101-53 21101-53-07 5132-19-00-00 雜支 通識教育中心 雜項支出 18,000 學校

1133590

10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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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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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簽日期：中華民國104年9月3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一：開南大學通識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二：通識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批

示

主旨：關於推薦104學年度通識教育委員會校外委員名單及製發委

員聘書，陳請核示。

說明：

一、依據本校通識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辦理(附件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由校長、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及通識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代表二人

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學者

專家三人至五人，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為一年，得

連聘之。

二、本中心主任推薦校外學者3名擔任通識教育委員會委員，名

單如下：

(一)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陳登武教授

(二)元智大學通識教學部主任 劉阿榮教授

(三)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李新霖教授

開南大學 簽呈
請承辦人
先行標示
決行權責

電子公文
紙本是否
並 行

單位收文
註 記

一級
主管

是

校長

否

○

○

中華民國104年9月3日

* 1 0 4 5 2 6 0 0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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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蒙鈞長應允，敬請人事室協助製發委員聘書，檢附通識教

育委員會委員名單(附件二)。

擬辦：依鈞長裁示辦理。

承 辦 人

秘 書 室

系所(組)
主管

副 校 長

一 級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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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及流程
文號：開南通字第1045260093號

主旨：關於推薦104學年度通識教育委員會校外委員名單及製發委

員聘書，陳請核示。

承辦 通識教育中心專員-邱麗花(2015.09.09 08:45)

決行 校長室校長-林俊彥(2015.09.08 16:44)
意見：如擬。

林俊彥0908

批核 副校長室學術副校長-林基煌(2015.09.08 10:38)
意見：林基煌。9/8

批核 秘書室主任秘書-葉文健(2015.09.07 18:18)
意見：葉文健 0907

批核 人事室主任-陳萬榮(2015.09.07 08:40)
意見：陳萬榮/0907

會辦 人事室-李沛思(2015.09.04 16:58)
意見：1.依人事公告，自104年9月7日教務長改為藍孝勤教授兼任，當然委員配

合修正。
2.奉核後，配合製作委員聘書。

批核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陳桓敦(2015.09.03 11:37)
意見：擬如擬。

承辦 通識教育中心專員-邱麗花(2015.09.03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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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5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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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南大學師生參與通識教育中心舉辦 

歷次座談會與研討會以及畢業生之回饋問卷分析

（104.1.1~104.12.31） 

    本中心於104.1.1起陸續舉辦各項座談會與研討會，亦透過教師與

學生填寫回饋單進行問卷調查，瞭解教師與學生對於通識教育課程

的需求。相關活動時間與名稱如下表所示，以下將針對教師與學生

回饋問卷進行分析。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104.4.8 元智大學通識教育的理念與規劃 

104.5.15 通識教育的理念與課程架構 

104.5.19 智慧財產權實務 

104.5.19 大學生生涯規畫與自主學習 

104.6.12 103學年度通識教育論壇 

一、教師問卷部分 

   總共有94人次參與本中心所舉辦之活動，以下針對問項進行說

明：  

（一）請問您從何處得知今日的活動訊息？ 

    活動訊息的來源管道方面，有12.8%是來自於宣傳海報、54.3%

來自於學校網站，8.5%來自於師長，其餘來自於Email或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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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請問您是否參加過通識教育中心舉辦之活動或研習？ 

    是否參加過通識教育中心舉辦之活動或研習，有89.4%回答曾經

參加過，其餘回答未曾參加過或未回答。 

 

（三）請問您認為此次活動最需要加強哪一部分？ 

    有21.43%回答需要加強生活例證（案例），24.5%回答需要加強

講授內容之實用性，其餘則回答其他或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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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您本次活動對您業務上或生活上有無幫助？ 

    有91.5%回答有幫助，2.1%回答沒有幫助，其餘則未回答。 

 

（五）請問您日後若有相關活動是否願意參與？ 

    有94.7%回答願意參加，其餘則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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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問卷部分 

   總共有247人次參與本中心所舉辦之活動，以下針對問項進行說

明：  

（一）請問您從何處得知今日的活動訊息？ 

    活動訊息的來源管道方面，有9.7%是來自於宣傳海報、3.6%來

自於學校網站，8.9%來自於同學告知，72.9%來自於師長，其餘來自

於Email或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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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是否參加過通識教育中心舉辦之活動或研習？ 

    是否參加過通識教育中心舉辦之活動或研習，有32.0%回答曾經

參加過，回答沒有參加過為55.1%，其餘未回答。 

 

（三）請問您認為此次活動最需要加強哪一部分？ 

    有40.1%回答需要加強生活例證（案例），24.7%回答需要加強講

授內容之實用性，其餘則回答其他或未回答。 

 

（四）請問您本次活動對您業務上或生活上有無幫助？ 

    有85.4%回答有幫助，9.7%回答沒有幫助，其餘則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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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日後若有相關活動是否願意參與？ 

    有84.2%回答願意參加，9.7%回答不願參加，其餘則未回答。 

 

（六）參與本活動後，我對通識教育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的學習成

效： 

   以下針對學生回答對基本素養的四項指標（工作價值、專業倫理 

團隊合作、人文關懷）以及核心能力的四項指標（語文表達、科學知

覺、社會實踐、人文涵育），進行學習滿意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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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

實踐 

%非常同意

沒有意見

涵育 

%非常同意

，5.3%不同

 

意以及58

，1.2%不同

意以及57

10 

同意以及

.7%同意對

不同意對於

.5%同意對

0.4%非常

 

對於社會

於社會實踐

 

對於人文

常不同意對

實踐的學

踐的學習成

涵育的學

對於科學知

學習成效有

成效有幫助

學習成效有

知覺

有幫

助。 

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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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三

   

截至

（一

1. 畢

2. 學

3. 性

（二

為普

，11.7%沒

、畢業生問

 本中心也

至104年9月

一）基本人

畢業年度

99~101學

學院別：

占46.5%

性別：男

二）對本校

有47.9%

普通，1.2

沒有意見

問卷部分

也針對開

月底總共

人口統計

度：103學年

學年度分別

商學院占

、資訊學

男性占51.6

校通識教

%非常瞭解

2%不瞭解

，0.8%不同

分 

開南大學畢

共回收461份

計  

年度畢業占

別為2.4%

占21.7%，

學院占16.7

6%，女性

教育的理念

解以及36.

解以及1.3
11 

同意對於

畢業生，進

份有效問卷

占75.3%

、2.0%及

人文社會

7%，健康

性占48.4%

念  

.4%瞭解本

3%非常不

於人文涵育

 

進行通識教

卷，以下

，102學年

及2.4%。 

會學院占24

康照護管理

。  

本校通識教

不瞭解本校

育的學習成

教育課程之

下針對問卷

年度畢業占

4.9%，觀

理學院占20

教育的理念

校通識教

成效有幫助

之問卷調查

卷進行分析

占18%，其

觀光運輸學

0.2%。  

念，12.6%

教育中心的

助。 

查。

析。  

其餘

學院

%認

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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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三

是豐

數的

。 

三）本校多

有38.2%

豐富的，2

的通識教育

多數的通

%非常瞭解

21.5%認為

育課程內

通識教育課

解以及37

為普通，2

內容是豐富

12 

課程內容是

.7%瞭解本

2.0%不瞭解

富的。  

是豐富的

本校多數

解以及0.7

 

 

 

的通識教

7%非常不

教育課程內

不瞭解本校

內容

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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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好的

校通

（五

的提

課程

四）本校通

有42.1%

的教學技巧

通識課程老

五）本校通

有41.4%

提升，21.

程有助於公

通識課程

%非常瞭解

巧，23.9%

老師多數

通識課程

%非常瞭解

.7%認為普

公民素養

程老師多數

解以及32

%認為普通

數具備良好

程有助於公

解以及34

普通，2.0

養的提升。

13 

數具備良好

.3%瞭解本

通，1.5%不

好的教學技

公民素養的

.3%瞭解本

%不瞭解以

  

好的教學技

本校通識

不瞭解以

技巧。 

  

的提升  

本校通識

以及0.7%

技巧  

課程老師

以及0.2%非

課程有助

%非常不瞭

師多數具備

非常不瞭解

助於公民素

瞭解本校通

備良

解本

素養

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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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教材

有助

（七

法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六）對於通

對於通識

材豐富（

助於問題解

七）認為本

有63.1%

修到自己想

.0%

.0%

.0%

.0%

.0%

.0%

.0%

.0%

通識課程

識課程印

57.7%）、

解決（35

本校的通

%認為沒有

想修的課

程印象最深

印象最深的

教學生動

.3%）以及

通識課程可

有問題、1

課程（包含

對於通識課

14 

深的原因 

的原因之複

動（48.2%

及增加國際

可能有下列

14.8%認為

含修課時間

課程印象最

 

複選題分析

%）、增進

際觀（32

列問題  

為課程內容

間衝突或開

最深的原因

析，排名前

自我成長

2.7%）。 

容輕鬆、1

開課班數不

前五名依序

長（40.4%

11.7%認為

不足）、5

序是

）、

  

為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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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為給

四

   

站得

管道

多希

問卷

課程

意與

改進

   

識教

為內容死

給分過高

、結論 

 目前通識

得知，而學

道，鼓勵全

希望強調課

卷中師生大

程內容對於

與肯定。未

進。 

 另外，透

教育課程理

板無趣、

。  

識中心所

學生大多由

全校師生參

課程內容

大多肯定

於學生基

未來通識教

透過畢業生

理念，也瞭

4.0%認為

所舉辦的各

由師長告

參與。另

容的實用性

定通識教育

基本素養與

教育中心

生問卷調

瞭解通識
15 

為所修課成

各項活動、

告知參加，

另外，對於

性，而學生則

育中心所舉

與核心能力

心會針對師

調查分析，

識教育課程

成為系上

活動訊息

因此未來

於課程內容

則希望多

舉辦之活動

力的培養，

師生回饋單

可得知多

程內容豐富

或院方指

 

息來源教師

來將思考其

容的安排方

多點生活案

動，也願意

學生大多

單所表達的

多數學生皆

富、多數老

指定、1.3%

師多由學校

其他更有效

方面，教師

案例（實例

意再次參與

多表示非常

的意見，持

皆瞭解本校

老師具備良

%認

校網

效的

師大

例）。

與。

常同

持續

校通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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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學技巧，並且認同課程提升公民素養。對於通識課程內容最深的原

因主要為教材豐富、教學生動、增進自我成長、有助於問題解決以及

增加國際觀。對於課程建議方面，多數學生認為沒有問題，但仍有少

數學生認為課程內容輕鬆、無法修到自己想修的課程（包含修課時間

衝突或開課班數不足）、內容死板無趣、認為所修課成為系上或院方

指定，以及給分過高。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畢業生不但認同與肯定本

校通識教育課程，也提供未來繼續改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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