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106 學年教學發展暨校務策略會議
執行情形回復表
單位：教務處
策略會議推動事項

執行情形

106 學年教學發展暨校務策略會議所揭櫫之高教深耕
計畫的課務設計(見附件一高教深耕計畫方案 3-1)，
是以「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為主軸，搭配並延
中的課務設計及課
伸 8 項規劃：
1. 即時預警
程翻轉
2. 微鐘點
3. 微學分
4. 微學程
5. 增加外系選修承認學分
6. 畢業以主修為概念
7. 國文、英文、資訊能力與素養
8. 教師社群
一、高教深耕計畫

106 學年度之執行情形如下：
「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
：106 學年度起，各院開
設「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
，於大一基礎課
程中加入一定份量的討論、實作、演練的教學課
程設計，擺脫過往單向授課的模式，以教學與輔
導合一方式進行，藉此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跨域學習基礎核心課程」
：以各學院開設的「院共
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為本，再加上訓練學生邏
輯運算思維的「應用程式設計」
、
「資料科學與程
式應用」
，做為外院學生進行跨域學習的入門基
礎核心課程，提升學生跨領域能力。
統計 106 學年度本院及外院學生選課人數如下：
本院
外院
學院
課程名稱
學生
學生
電資
計算機概論
446
55
理工
產業科技導論與體驗
277
210
管理
管理學
468
104
傳設
傳播與設計概論
249
116
國際
管理學與管理實務
181
--

觀餐
語文
醫學
電資
財數系

1.

2.

3.

4.

5.

觀光休閒管理
跨文化溝通與實作(一/
二)
基礎醫學概論

343

202

369

122

742

110

應用程式設計
資料科學與程式應用
合計

--3,075

506
-1,425

即時預警：
於應用資訊系統建置，設計以紅、黃、綠燈提醒
學生課程目前學習情況，將學生出勤狀況、上課
態度、作業或報告缺繳次數、平時考及期中考成
績、其他表現等因素納入警示，教師可隨時登錄
並檢視學生學習情況，給予學生紅、黃、綠預警
燈號，學生亦即可於應用資訊系統查詢課程預警
燈號及預警原因。
微鐘點：
依「義守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核計辦法」
核算微鐘點。
微學分：
通識中心於 106 學年度上下學期分別開設 41、57
場微學分課程活動。
微學程：
鼓勵學生修習跨院系學分學程，為降低學生修課
負擔，已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改本校「跨院
系學分學程作業準則」規定，原學分學程應修課
程規劃以 18 至 30 學分為原則，降低應修課程學
分數，調整為 16 至 30 學分，並新增跨領域微學
程規劃以 9 至 15 學分為原則，鼓勵學生踴躍參
與並協助順利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增加學生跨領
域能力。
同時鼓勵教學單位合作開設跨領域微學程，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學院成立 11 個跨領域微學程，
藉由教學資源整合及跨領域課程之設計，增加學
生跨領域能力。
增加外系選修承認學分：
各系(國考學系除外)開放承認外系至少 9 學分，
使學生可依其興趣探索發展，自由選修學分數，

6.

7.

8.

二、其他

無

協助學生建立跨領域及適性的學習能力。
畢業以主修為概念：
畢業以主修為概念主要有幾個目的：
 強化各教學單位對專業主修的必、選修課程
設計：
明定必須修畢多少必修課程(學分)數及選修
課程(學分)數才獲得某專業主修的資格。
 鼓勵各教學單位設計多元化的專業主修學
位：
提供學生依性向、興趣選擇主修學位，賦于
學生主動學習的機會。
 當學生開始跨域學習，他/她的學習就不只侷
限在單一學系中，主修與輔系、跨域、實習、
出國交換等概念會同時產生，提供學生享有
全校的教學與課程資源，賦于學生更彈性的
學習空間。
為達到此一主修概念的目的，有多項配套措施已
經或正在執行，包括：承認外系至少 9 學分、成
立跨領域微學程等 。
國文、英文、資訊能力與素養：
國文、英文分別由通識教育中心及外語文中心執
行。資訊能力與素養目前仍由各教學單位負責，
教務處針對程式運算與邏輯思維推動程式設計
與資料科學相關課程。
教師社群：
 106 學年度成立 10 組院共同核心課程教師社
群，3 組創新教學教師社群，3 組數位教學教
師社群，及 2 組全英授課教師社群。

107 年 7 月 3 手舉辦「106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成果發會」
，共計 16 組教師社群參與，
有 14 位老師進行演說發表分享社群執行現
況及成效，會場中展示 32 張海報、4 部磨課
師影片、以及 7 個院共同核心課程的實品成
果展示。

附件一

方案 3-1：教學革新學習導航
 教學與輔導合一的新創課程
1. 課程設計：依課程性質適當的增加討論、實作、演練、專題或問題導
向等輔助教學，在傳統的課堂講授方式中，融合更為互動式、實作式
的教學方式，以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增進授課成效。
(1) 小班輔導、雙師共授：輔導課程可以小班輔導的方式進行，依課程
屬性以 40 位左右學生編班。小班輔助課程的授課教師與課堂講授
教師或有不同，形成雙師授課，雙師輔導。
(2) 新型態教學方式與設備：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許多搭配數位科技
設備的授課方式應運而生，例如：翻轉教室、磨課師、數位教材、
互動式軟體等，教師可適時、適當的採用以提升教學成效。
2. 課程推動：教學與輔導合一的新創課程，將以下列課程為推動重點：
(1) 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各學院規劃院共同基礎核心課程實行
教學與小班輔導授課模式，並逐步整合學院課程與教學資源，逐步
構築以學院為核心之教學單位。
(2) 跨域學習基礎核心課程：深化輔導的課程特別適合學生的跨領域
探索，協助校內授課教師(社群)，藉由教學與輔導合一的精神，開
發適合跨領域學習的課程，引導學生依興趣、性向探索，作為自主
學習、跨域成長之起點。
(3) 程式設計與資料科學大數據等適合全校/各院共同學習的課程：許
多課程的重要性值得在全校或各院推廣，例如，程式設計邏輯運算
與巨量資料等課程，輔以實作、討論、演練等教學更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
3. 課程配套:
(1) 組織教師社群，開發創新教法與教材：本案推動之課程修課學生
數眾多，教師可組成教學團隊，共備課程、開發教材。
(2) 調整專業主修要求，賦于學生跨域學習自由度：為了提升學生跨
域學習機會，除了開發跨域學習課程外，教學單位應調整專業主
修之要求，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跨域選修之機會。
(3) 改造教學、輔導與學習的空間：完善現有的教學空間與設備，改
造小班輔導的學習空間，加強互動功能的設計，以適應新形態討
論、實作等學習方式的需求。
 強化實作、討論與演練的扎實院共同基礎核心課程之小班輔導

本校提出在具學院特色的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中，除了課堂授課外，
須搭配「實作、演練、討論與習題演算的扎實院共同基礎核心課程之小
班輔導」
，強調各學院需進行教學與輔導融合的創新教學作法，讓實作輔
導融入於正式課堂課程之中。目前各學院提出的課程與相關做法如下表：
學院

電
資
學
院

理
工
學
院

管
理
學
院

作法
規劃：在程式應用相關課程每年針對演習主題的選定進行微調，以兼顧學
科內容進度和行動資訊發展的潮流。並規劃每年相關專業性課程進
行教學革新，使課程主題和授課內容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執行：在程式應用相關課程為兼顧操作的便利及普及化，以及激發學生學
習的興趣，實作演習將以熱門的手機 APP 開發為主軸，透過類似拼
圖概念的模塊組合方式完成程式的開發，降低程式設計的學習門
檻，提升學生動手做的信心。此外，相關專業性課程透過教學平台
的運用與成果的線上觀摩，逐年深化課程執行時所強調的學習成效
展現，讓學生從即時完成演練和驗證中感受到樂趣和成就感，進而
增加學習的熱情。
檢核：透過會考、作業觀摩、專題展演等不同型態的檢核機制，確保學生
的學習成效。蒐集每年度成果資料與問卷回饋建議，分析相關優缺
點和執行困難或未臻完美之處。
改善：依據檢核結果，調整課程教學形式與規劃，以期教學模式可提升學
生的學習深化度與完整性。
規劃：整合學院各系核心課程，依照課程屬性進行創新，同時針對必修課
堂學習及實驗課程進行拆解及
重組，降低學習障礙，深化基礎學科學習，著重課程實務演練，以達基礎
扎根、實務應用之教學目標。
執行：逐年推動必修課程進行課程拆解及重組，落實教學創新，並成立創
新教學教師社群，討論課綱、教材、課程評量檢核方式及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同時強調深化學習，重視演練教學模式，增進學生參與
機會，強化基礎能力之養成。
檢核：藉由學生學期成績、課程品保檢核、教師自評和教學意見調查回饋
等資料評估課程成效，並透過教師社群探討創新教學成果。
改善：依據檢核結果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進行課程革新及翻轉創新教學
模式，並擬訂相應之改善策略，回饋教師教學。
規劃：課程的規劃主要以培養學生的管理知識與技能、發展知識研究與探
索的能力、具備基礎資訊知能，以及激發團隊成員的合作協調能力。
執行：為落實上述規劃，透過實例與個案進行小組討論與課堂報告，配合
主軸理論之遊戲與活動及主動學習提升學習效果。此外，運用網路
學習平台或線上軟體進行討論與互動，利用學生人手一機，進行課
堂互動或點名，將學生上課玩手機轉化成上課用以手機進行活動或
查詢資料。

傳
設
學
院

國
際
學
院

觀
餐
學
院

語
文
學
院

檢核：藉由每學期學習品保之課程檢核、學生在課堂的回饙、成果驗收以
及教學意見調查評估成效，並為下次課程規劃的調整依據。
改善：依據檢核結果，回饋調整課程教學形式與規劃，並擬訂改善策略。
規劃：課程講授主要是以學系課程設計、發展，以及專業基礎概念為主，
協助學生瞭解學系專業領域的內涵，並配合實務操作演練。
執行：重點在於各項專業技術的實務操作，利用電腦教室或各系專業教學
空間實施，有助於建構跨域學習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深度。
檢核：經由實作過程驗收成果，以及學生在課堂的回饙，作為下次課程規
劃的調整依據。
改善：持續檢討課程規劃與具體的改善措施。
規劃：課程設計的規劃首先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透過管理理論扎根管
理知識及實務操作、邏輯思辨之小班實作方式，旨在培養學生關鍵
基礎管理能力及就業能力。
執行：課程執行上除了課程設計的創新外，輔以透過創新教材、內容與教
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落實教學創新。教材中融入國際企業、創
業案例做為個案實例，針對不同管理經營議題做探討，增加修課學
生對產業及企業的認知與瞭解，亦達到大學教育善盡社會責任的目
標。
檢核：藉由大班教學、小班實作的課程設計，於每個學期中的共識測驗及
實作表現，分析學生的學習效果是否提升，作為學習成效檢核的主
要方式；並同時藉由教學評量，了解學生學習興趣是否提升。
改善：每個開課學期針對學生學習表現、教師共備共授經驗分享、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等回饋及評量機制，調整下次授課的方式及教材，以確
保修課學生及授課教師皆能透過此教學革新方式，獲得教學資源充
分共享、同儕互助與學習的目標，並以此目標作為改善的方向。
規劃：依據教育理念與目標、校(院)基本素養進行課程規劃機制。以呈現
扎實的學習內容，圍繞強而有力的重要觀念組織，以及相關聯的知
識網絡。
執行：開始實施大班小班對應教學，大班傳授觀光休閒相關理論鞏固學生
專業知識基礎，小班以強化實作、討論與演練應用的院共同基礎核
心課程之學習輔導
檢核：蒐集每年實施成果並分析優缺點與執行困難之處，適時調整並修正
課程內容與實際操作成果之目標與評量尺規。
改善：根據檢核結果調整並強化教學方法與策略，使學生學習更臻完善。
規劃：訓練學生具備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能力、技巧、活用外語能力、增
進國際觀、全球議題及各國文化相關知識，藉由讓學生接觸各種文
化或多媒體素材及提供學生進行面對面或網際為主的互動機會，來
練習跨文化溝通。

醫
學
院

執行：以「任務型導向學習法」執行，包括動手做：學生藉由資料搜尋，
將文化與語言結合，以提高對文化議題及語言的敏感度，並於課堂
上發表文化創意成果。教材生活化：學生可閱讀與生活文化相關的
讀本與實例，並且分享自身經驗，以強化外語溝通技能。
檢核：大會考通過率、前後測結果是否呈現顯著提升(p< .05)、每學年至少
40 個主題之文化創意發表。
改善：根據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若呈現不佳的情形，則會再次評估課程
改進之方向，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與興趣。
規劃：制定醫學院各系需具備之基礎核心能力課程以及跨域學習課程。規
劃建置實行時所需的相關軟硬體設施，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內
容，讓學生親身參與學習過程，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執行：以多師共授、小班引導的方式進行，藉由實作、討論與演練等方式，
培養學生基礎能力及專業技能，以小組合作討論的教學法，改善傳
統課程單向講授的缺點，協助學生了解各學系專業領域內容，並建
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核心能力。
檢核：逐年收集相關的執行成果、啟動檢核階段。
修正：成立教師社群，由教師共同檢核執行時所遭遇的困難，分析相關的
優點及缺點，逐年調整修正實行的細節，並依學生需求修正教案設
計，強化學習效果。

 建置學習即時預警機制—紅綠燈學習預警系統
1. 為使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能「早期發現，及早改善」，設計以紅、
黃、綠燈提醒學生課程目前學習情況，將學生出勤狀況、上課態
度、作業或報告缺繳次數、平時考及期中考成績、其他表現等因素
納入警示，自第一週起，教師可隨時登錄並檢視學生學習情況，給
予學生紅、黃、綠預警燈號，學生亦即可於應用資訊系統查詢課程
預警燈號及預警原因。
2. 學期中授課教師參考學生即時學習狀況資料，並將期中考成績納入
預警理由，對於學期中學習成就偏低的學生實施預警制度，對於學
習成就偏低的學生給予建議提醒。透過學校網頁查詢功能，讓學生
能夠即時了解被教師預警的原因後，得以修正其學習態度及方法，
以達到實施預警之成效。
3. 請各授課教師針對學習狀況不佳的預警學生加強輔導，並由系所主
管、導師共同關心學生學習狀況，各學系可視學生預警狀況通知學
生家長。
 「做中學」與「教中學」的新創學習

1. 透過成績優異之高年級學生學習經歷，以擔任修習過該課程之教學助
理，並配合辦理課程教學助理輔助機制，協助授課教師推動教學事
務，提供修課學生課堂後諮詢輔導之資源，藉以強化受輔導學生學習
成效，並從中獲得個人教學經驗能力。
2. 為協助班級學習能力較不佳之學生，並強化課程教學的成效，教學助
理實施規劃列為以下三項：
(1) 協助教師教學：在大班教學課程或實作(驗)類課程，教師面臨的最
大問題是無法兼顧到各個同學的學習狀況，若教學助理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將可減輕大班教學課程及實作類課程教師之負擔。
(2) 帶領小組討論，提高學習成效：透過課後小組討論的進行，教學助
理可以帶領學生持續學習，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提高學習的成效。
(3) 進行補救教學：為協助學習能力較差、有學習困難之學生，針對期
中考不及格者，由任課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或教學助理進行課後諮詢
輔導。
3. 透過每學期辦理學生讀書會，學生同儕間相互督促學習，提高校園內學
生自主學習之風氣。每個由學生自主成立之讀書會，將由一位老師負責
指導，協助同學規劃自主學習時程及內容，並藉由老師的各種方式的輔
導，或是同儕之間讀書技巧分享，協助課堂吸收較慢的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