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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教育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環球

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大葉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舉辦日期：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 

■舉辦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第二教學區第三綜 

            合工程館 BGC0101階梯教室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一、議程 

 

08:4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覺文郁校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楊東昇主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沈翠蓮主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 

學 

實 

務 

海 

報 

展 

示 

09:10-10:00 

專題演講 

從青年返鄉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談大學教學創新 

主講人：陳彥錚主任（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持人：沈翠蓮主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00-10:10 茶 敘 

10:10-11:00 

A.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教學示範 

♦主持人：陳彥錚主任（國立暨
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與談人： 

A1.「數學的故事」通識課程教
學經驗分享 

徐惠莉副教授（中國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持人：劉柏宏院長（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與談人： 

A2. 社會學的想像與實踐—與
在地連結的社會參與式課
程 

謝志龍副教授（國立臺東
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
系） 

11:00-12:10 

B.人文藝術領域通識教師教學分享 

♦主持人：李宏展主任（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表人： 

B1. 遊於藝，做中學：戲劇教育在通識國文經典教學的應用 

廖育菁助理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B2. 「讓情愛和自我相遇」—以影像、文字等文本與通識課程 

温毓詩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B3. 「美學與藝術生活」課程成果 

曾裕仁講師（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B4. 在藝術教學中看見生命之美 

陳鳳雀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陳彥錚主任（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10-13:2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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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45 

C.數學與自然領域通識教師教學分享 

教 

學 

實 

務 

海 

報 

展 

示 
♦主持人：劉柏宏院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發表人： 

C1. 「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課程分享 

陳東賢主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C2. 課程設計省思―以微積分為例 

李宏展主任（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C3. 愛上微積分--以「用積分求面積」為例 

丁慕玉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C4. 認識雲林咖啡在地產業 

林顯達助理教授（環球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C5. 「種菜的通識課」裡的實作體驗教學 

趙育隆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陳建宏主任（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4:45-15:00 茶 敘 

15:00-16:10 

D.社會科學領域通識教師教學分享 

♦主持人：陳建宏主任（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表人： 

D1. 美學與文創英文課程之設計與執行成果 

廖婉君助理教授（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D2. 反思『人云亦云』，社會學導論的教學經驗分享 

康世昊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D3. 從「專題製作」課程談通識教育的失衡 

黃士哲副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D4. 融入故事引導學習的通識課程規劃－以「哲學與人生」課

程為探討 

程諾蘭副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李宏展主任（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6:10-16:30 茶 敘 

16:30-16:50 

E.綜合座談 

♦與談人：劉柏宏院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沈翠蓮主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建宏主任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宏展主任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主任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6:50-17:00 
閉幕式 

覺文郁校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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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一) 會議緣起、目的與重要性 

大學通識教育教師是奠基社會新鮮人民素養和博雅器識的重要要推

手，透過通識教育領域課程的實踐，在課堂中形塑讓學生更多探究知識真

理，以及師生間、專業社群間合作激盪表達的學習價值和行為，可以培育

更多創意器識、宏觀積極和正向增能的社會公民。 

本研討會目的即在於觀摩學習有經驗教師，如何備課、公開授課，甚

至被觀課的探索教學歷程，分享教學的精隨與苦樂之後；透過參與研討會

學者專家，從自我教學現場的操作課程對照和比較，反思有經驗教師分享

的經驗價值，演繹如何昇華回到教學現場能更為優質化和可行性應用，採

取和應用共構精華的教與學特色，到自我課程之共學激盪討論，產生更多

通識教育實務和學術的教學效能能量。 

教師實務經驗交流分享教室內教學，或是推展到課堂外的教學活動，

都將在研討會中建構得以實踐於課程情境中的備課、觀課和議課，用以協

助教師在處理學生學習動機、學習瓶頸、特殊學生處理、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策略或教學方法的應用、師生特質的教學對待、評量作業單規劃、甚

至學習遷移的指導等多向度的觀照。具體來說，本研討會期待邀請分享觀

課教師和與會共學教師，能夠有更豐沛的教學思考探究、實踐經驗、問題

解決和分享調整教學的可能，營造更多通識教學的觀課共學願景之實踐。 

 

(二) 參與人數 

參加人數共計 106人（含 82專家學者、24位工作人員），多數為各校

通識教育教師，中區大專院校教師為主，其餘北、南、東區大專院校皆有

專家學者報名參加，並有一位烏克蘭籍的成大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主動報名

參加。本次會議參與者組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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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人員組成 

 大專院校教師 
研究生 

學校行

政人員 學校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人數 7 59 4 2 1 9 

百分比 9% 72% 5% 2% 1% 11% 

 

(三) 參與者活動 

1. 室內研討 

邀請到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彥錚主任發表專題演講，以及

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徐惠莉（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志龍（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做教學示範。議程中分別

由人文藝術（4位）、數學與自然（5位）、社會科學（4位）三大領域

共 13位本校與各校通識教師發表課程教學之成果與心得，參與者與各

發表人、與談人提問與分享意見等互動。會議全程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劉柏宏院長、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建宏主任、建

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宏展主任擔任主持與評論人。 

綜合座談時請各參與者逐一分享簡短感言，多數教師皆對本研討會

表達正面評價，包括：能有機會看到很精彩的國文教師說唱俱佳的教

學、發現數學與國文能夠這樣完美與有趣的結合、很高興認識了有教師

有同樣帶學生在課程中做堆肥、種有機蔬菜。另較為特別的是有一位烏

克蘭籍的成大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主動報名參加本研討會，她特別對語言

教學的部分很感興趣，在本研討會中與優秀的通識教師互動中獲得很多

的學習。 

2. 室外海報展示交流 

展示各校投稿教師共 20幅教學實務分享海報，茶敘與午餐時間各

海報作者與其他與會者交流，各校教師參觀海報情形相當熱絡，不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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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拍攝海報作品照片，顯示出教師們對同儕教學成果的觀摩學習興趣。

過程中同時由與會者票選出優秀海報進行頒獎，優秀海報獲獎人為： 

(1) 吳樹屏助理教授，環球科技大學，「科學與生活」課程融入三創教

育之教學實務研究。 

(2) 劉秀珍助理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微型課程-重症之心電圖與復甦。 

(3) 蘇何誠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虎虎生風:虎科大生活圈

人文影像紀錄。 

(4) 黃忠勛講師，環球科技大學，生態與環境體驗式教學與融入。 

(5) 陳峻誌助理教授，亞洲大學，PBL教學法在大學國文的嘗試——以

〈親愛的瑪麗亞〉為例。 

3.  海報發表者資訊： 

(1) 陳淑婷兼任講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戲劇教學於「表演藝術賞析」

課程中之實踐。 

(2) 陳靜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幸福學-幸福的那門課－正

向心理方案與實踐。 

(3) 易正明教授，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透過動畫互動應用於活化數

學概念的教與學。 

(4) 林文華副教授，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四技新生中文閱讀書

寫課程精進計畫-以歷代文學選讀課程為例。 

(5) 劉秀珍助理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微型課程-重症之心電圖與復甦。 

(6) 陳淑惠講師，國立臺北大學，實戰華語教學。 

(7) 王韻如助理教授，萬能科技大學，在「大眾」與「小眾」間逡游—

以「閱讀海洋台灣」課程為例。 

(8) 鄧秀梅副教授，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圖像教學法。 

(9) 吳樹屏助理教授，環球科技大學，「科學與生活」課程融入三創教

育之教學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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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賴錦全助理教授，環球科技大學，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on General English Learning。 

(11) 劉文勇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生態與環境保護課程

教學實務。 

(12) 許坤明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科技與生活應用教學分享。 

(13) 蘇何誠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虎虎生風:虎科大生活

圈人文影像紀錄。  

(14) 張清良兼任講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倫理與人生教學實務。 

(15) 陳峻誌助理教授，亞洲大學，PBL教學法在大學國文的嘗試——

以〈親愛的瑪麗亞〉為例。  

(16) 翁耀臨教授，長榮大學，提升私校數理課程教學成效之探討—以

生物統計學為例。  

(17) 王英宏兼任講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能源與環境~環保創意 DIY

與花卉藝術結合。  

(18) 林怡君助理教授，亞洲大學，小組討論、自我學習——以〈如歌

的行板〉為例。 

(19) 黃忠勛講師，環球科技大學，生態與環境體驗式教學與融入。 

(20) 蕭淑瑾兼任講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實作中體驗創作，體現生

活美學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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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會場室內全貌 

  
本校覺文郁校長致詞 本校通識中心主任沈翠蓮致詞 

  
專題演講：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彥

錚主任 
參與者與專題演講者提問交流 

  
傑出通識教師教學示範：中國科技大學

徐惠莉副教授 

傑出通識教師教學示範：臺東大學謝志

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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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勤益科技

大學廖育菁老師) 
人文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虎尾科技

大學陳鳳雀老師) 

  

人文藝術領域教師提問交流 
數學與自然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勤益科

技大學陳東賢主任) 

  
數學與自然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虎尾科

技大學趙育隆老師) 
數學與自然領域教師提問交流 

  
社會科學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環球科技

大學廖婉君老師) 

社會科學領域教師教學分享 (虎尾科技

大學程諾蘭老師) 

8



  

社會科學領域教師提問交流 會場內來賓 

  

會場室外教學實務分享海報展示 報到處 

  

教學實務分享海報票選 教學實務分享海報展示區教師交流 

  

優秀教學實務海報頒獎 (得獎教師之一

虎尾科技大學蘇何誠老師) 

綜合座談：左起李宏展主任、劉柏宏院

長、沈翠蓮主任、陳建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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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主任與參與者合影 本中心主任與參與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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