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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內部評鑑總結意見 
 

時間：104年 4月 24日    地點：覺生綜合大樓 I601會議室 

 

一、理念、目標與特色 

(一)訪評意見 

１、貴校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達成學校教學目標

的主要政策，以此培養八大基本素養並凸顯辦學特色。但

是細察所發展出來的十七學門所開課程的具體內容，似乎

形式重於實質。例如「國際化」一項，對當今劇烈變動的

國際局勢、對於往年以歐美主流建構的國際視野、對於台

灣身處的東亞在近二、三十年來的快速崛起等等方面似乎

還有加強的空間。 

２、新生宜有機制給學生了解通識教育的意義等。 

 

(二)改善建議 

無。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訪評意見 

１、服務與活動課程宜加強服務的學習面向，從服務過程中學

生認識到社會的實況，例如存在弱勢者，等轉化為學習的

動力，學習到深入認識社會，分析社會的能力。 

２、講座課程似可更加強些，以補充學生修課時數不足，而無

機會涉略更廣的知識領域。 

３、課程外審似可改採口頭報告，由校外聘請委員評論方式。

此工程較浩大，可逐年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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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通識教育目前設有 17 學門，各學門皆設有課程委員會，致

使課程整合的工作難以進行。 

 

(二)改善建議 

１、精簡學門的數量。 

２、將學門的課程教育委員會撤除，全數整併以納入通核中心 

課程委員會。 

３、「學習與發展」與「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兩門課進行有機 

整併。「學習與發展」、「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是否可 

以思考合併。減少必修課程，有些教育想法不一定要透過 

正規課程執行，教育想法透過創意活動，創新教學一樣可 

以執行。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一)訪評意見 

１、教師成長社群宜加強，配以適當的獎勵誘因。 

２、宜鼓勵通識教員多參加校外通識的研討或教學觀摩會。 

３、現況及診斷 

Ａ.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專責單位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通

核中心隸屬於教育學院下的二級單位，同時，通核中心之

上設有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通核中心下設有 17 個學門，其中 3 個學門由通核中心直

接負責，其他 14個學門由相關系所負責。淡大通識教育以

上的組織結構具有以下問題： 

(1) 通識專責單位屬二級單位，而淡大規模龐大，通識為全校

性教育，亟需跨院跨單位的溝通協調整合，一個二級單位

不足以協調各個一級學術單位，一級行政單位，而「自我

評鑑報告」p80-P81頁也指出同樣問題。 

(2) 通核中心的上級單位(或組織)有教育學院及通識教育委

員會等兩個一級單位。一級單位自然比二級單位具有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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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高度進行跨單位的全校性協調統整單位。然而這兩

個單位各具有問題，使得上述協調統整功能下降不少。教

育學院是專業學院，而專業學院的考量主要為專業教育，

這與通識考量彼此之間不盡相同，至於通識委員會，如同

「自我評鑑報告」p80-p81 頁所陳的通委「成員不一定長

期從事通識教學，也不一定對通識教育有所瞭解，因此難

免對實際執行層面問題掌握不足。」 

(3) 二級中心主任與 17 學門的學門召集人幾乎位階相同，中

心主任難以進行實質整合。 

Ｂ.教師各種表現的評量過度注重量化的層面，量化指標明顯過

於繁瑣。 

Ｃ.學門的數量及功能都須重新思考，現有 17個學門數量過多，

難以整合。而學門具有課程委員會，具課程規劃與審查的功

能，使整合更加困難。 

  

(二)改善建議 

１、提升通核中心為一級單位。 

２、精簡教師各種評量之量化指標數。 

３、精簡學門數，課程規劃與審查的功能全數整併收納入通核     

    中心的中心課程委員會。 

４、教師認真教學，學院支援通識教學的教師，對於教學將專 

    業教學翻轉到通識教學，需有持續且深入的探討，宜成立 

    通識教學成長社群，以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 

５、未來在三大領域之下，宜分別成立領域課程委員會，以領 

    域為基礎，研發課程，深化教學。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一)訪評意見 

１、學校環境優美，藝文活動質優量足，有鑑於現代學生習慣

影音資料，遠勝於書面資訊，因此建議可將修習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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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可從同學的現身說法，校友在職場上的觀察與心

得）加上校園優美景象，教師的談話等製成 DVD，在學校

網路上經常撥放，不只是製成光碟送給學生自己觀看。 

２、引發學生間對通識意義的有效討論，使學生真正認識、體

認通識課程意義。 

 

(二)改善建議 

無。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訪評意見 

通識教育中心針對上一次自評委員所做的建議，立即著手

課程改革，減少必修課程，落實 PDCA，相當難得。 

 

(二)改善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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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內部評鑑結果回應表 
 

評鑑認可結果：通過。 

 

項目 評鑑委員建議 
本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

及因應方案 

項目一 

1. 貴校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

化」為達成學校教學目標的主

要政策，以此培養八大基本素

養並凸顯辦學特色。但是細察

所發展出來的十七學門所開課

程的具體內容，似乎形式重於

實質。例如「國際化」一項，對

當今劇烈變動的國際局勢、對

於往年以歐美主流建構的國際

視野、對於台灣身處的東亞在

近二、三十年來的快速崛起等

等方面似乎還有加強的空間。 

2. 新生宜有機制給學生了解通識

教育的意義等。 

1. 將組課程研究小組，針對課程

做進一步的檢討。 

2. 錄製通識宣傳短片，預計七月

底完成並上線放在通識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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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鑑委員建議 
本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

及因應方案 

項目二 

1. 服務與活動課程宜加強服務的

學習面向，從服務過程中學生

認識到社會的實況，例如存在

弱勢者，等轉化為學習的動力，

學習到深入認識社會，分析社

會的能力。 

2. 講座課程似可更加強些，以補

充學生修課時數不足，而無機

會涉略更廣的知識領域。 

3. 課程外審似可改採口頭報告，

由校外聘請委員評論方式。此

工程較浩大，可逐年實施之。 

4. 通識教育目前設有 17 學門，各

學門皆設有課程委員會，致使

課程整合的工作難以進行。 

(1)精簡學門的數量。 

(2)將學門的課程教育委員會撤除，

全數整併以納入通核中心課程委

員會。 

5.  將「學習與發展」與「課外活動

與團隊發展」兩門課進行有機

整併。 

6 「學習與發展」、「課外活動與團

隊發展」學門是否可以思考合

併。減少必修課程，有些教育想

法不一定要透過正規課程執

行，教育想法透過創意活動，創

新教學一樣可以執行。 

1. 該課程由學務處掌理，彙轉學

務處處理。 

2. 現有學門已有 16 門講座課程，

將進一步開放給全校師生旁

聽。 

3. 計畫組成課程研究團隊，每學

期針對兩學門加以檢討。 

4. 此非通識二級單位能決行，請

學校高層討論。 

5. 請學副裁決或通識教育委員

會。 

6. 請學副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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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鑑委員建議 
本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

及因應方案 

項目三 

1. 教師成長社群宜加強，配以適

當的獎勵誘因。 

2. 宜鼓勵通識教員多參加校外通

識的研討或教學觀摩會。 

3.現況及診斷 

A.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專責單位為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通核

中心隸屬於教育學院下的二級

單位，同時，通核中心之上設有

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由學術副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通核中心下

設有 17 個學門，其中 3 個學門

由通核中心直接負責，其他14個

學門由相關系所負責。淡大通識

教育以上的組織結構具有以下

問題： 

(1)通識專責單位屬二級單位，而

淡大規模龐大，通識為全校性

教育，亟需跨院跨單位的溝通

協調整合，一個二級單位不足

以協調各個一級學術單位，一

級行政單位，而「自我評鑑報

告」p80-P81 頁也指出同樣問

題。 

(2)通核中心的上級單位(或組織)

有教育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等兩個一級單位。一級單位自

然比二級單位具有更佳的組織

高度進行跨單位的全校性協調

統整單位。然而這兩個單位各

具有問題，使得上述協調統整

功能下降不少。教育學院是專

業學院，而專業學院的考量主

要為專業教育，這與通識考量

彼此之間不盡相同，至於通識

委員會，如同「自我評鑑報告」

p80-p81頁所陳的通委「成員不

一定長期從事通識教學，也不

一定對通識教育有所瞭解，因

此難免對實際執行層面問題掌

握不足。」 

1. 此項業務由學教中心主掌，將

進一步與學教中心共同研商。 

 

2. 宜由學副或教務長直接指派人

參與。 

3. 已於 6 月 16 日召開校務臨時會

議，將通識中心改隸教務處。 

4. 學門整合勢在必行，將提下次

通教委員會檢討。 

5. 已於 6 月 16 日召開校務臨時會

議，將通識中心改隸教務處。 

6. 感謝委員的肯定。此項業務由

學教中心主掌，將進一步與學

教中心共同研商。將組課程研

究小組，針對課程做進一步的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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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鑑委員建議 
本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

及因應方案 

項目三 

(3)二級中心主任與 17學門的學門

召集人幾乎位階相同，中心主

任難以進行實質整合。 

B.教師各種表現的評量過度注重

量化的層面，量化指標明顯過於

繁瑣。 

C.學門的數量及功能都須重新思

考，現有 17個學門數量過多，難

以整合。而學門具有課程委員

會，具課程規劃與審查的功能，

使整合更加困難。 

 

項目四 

學校環境優美，藝文活動質優量

足，有鑑於現代學生習慣影音資

料，遠勝於書面資訊，因此建議可

將修習通識課程的意義（可從同學

的現身說法，校友在職場上的觀察

與心得）加上校園優美景象，教師

的談話等製成 DVD，在學校網路上

經常撥放，不只是製成光碟送給學

生自己觀看。 

引發學生間對通識意義的有效討

論，使學生真正認識、體認通識課

程意義。 

已錄製通識宣傳短片，將於七月底

放置於通識中心網頁。 

項目五 

通識教育中心針對上一次自評委

員所做的建議，立即著手課程改

革，減少必修課程，落實 PDCA，

相當難得。 

謝謝委員肯定，會再更努力執行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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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淡江大學創校一甲子以來，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將國

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三化政策，融入全校八大基本素養之中，設

計出涵蓋專業、通識核心與課外活動三環的課程，培養兼具「全球視

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理、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

作、美學涵養」八大素養的性靈卓越人才。 

本中心為確實掌握全校通識教育實施品質與成效，提供師生優質

的教學與學習環境，達成通識既定的教育目標，乃遵照本校「全面品

質管理」之精神，依據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的規則和指標，著手蒐

集行政、課程、教學、學習等方面相關資料，進行自我檢視，藉以發

現並改善問題。茲將本中心自我評鑑結果摘要簡述如下: 

 

一、理念、目標與特色 

本校將三化政策融入校定八大基本素養而發展出專業、通識與   

課外活動三環課程，以達成培育心靈卓越人才的使命。通識課程旨在

促進學生的博雅涵養與全人發展，符合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

化」三化與「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辦學理念。 

通識課程分為基本知能、通識核心及服務與活動課程三大類。基

本知能課程培養中英文等基礎能力，通識核心課程則形塑學生具備三

化的淡江特質與五育兼備的博雅涵養氣質，並輔以「做中學」的服務

與活動課程，使學生於專業之外，亦能符合現代社會「全人」發展的

需求。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除必修 4 個學門 13 學分的基本知能課程之外，本校通識核心課

程又將其餘 11 個學門區分為人文、社會與科學三大領域，每一領域

至少必選兩學門 4學分，確保學生具備跨領域知識，再加上 6學分的

自由選修，增強學生深入而進階的學習。 

所有通識課程的規畫除必須符合通識教育委員會的決策與通核

中心主任的規劃外，亦尊重各學門之自行規劃，依其學門宗旨自行設

計開課科目與課程內容，但所有課程皆必須通過校外審查及校內三級

三審的嚴謹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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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所有專兼任教師，皆依其學術專長開課，每學

年約 400位左右通識教師投入，其中專任教師占 50％以上。所有開設

通識課程教師必須提出學術研究佐證資料，證明其具備開設通識學門

課程之專長和能力。 

所有課程於每學期末進行教學評量問卷調查，由學生匿名上網填

寫。評鑑統計之結果除回饋開課教師以便改善其課程與教學外，評鑑

不佳之專任老師另需接受學教中心之專業輔導，兼任教師則不予續聘，

因此歷年來大部份通識學門教師的評量結果都超過全校平均值之上。 

本校極重視通識授課教師的專業發展，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與各

學門辦理通識授課教師的教學研習或經驗分享、教師成長社群、教學

助教的講習活動等。「學習與教學中心」亦提供新聘教師研習與座談、

良師益友傳承、教師成長團體、專題演講或工作坊等，積極協助教師

專業成長與創新教學。學校對於教學特優及優良之教師，提供優厚的

獎金以資鼓勵。 

104 學年起通識課程全面使用新式計分簿，依各學門選擇之校基

本素養予以評分，期末由教務處及資訊處統計學生及各學門學習結果，

繪製成雷達圖，供學生及學門召集人檢視基本素養成效。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本校提供多元的通識教育設備設施，包括多媒體教室、音樂教室、

美術教室、書法教室，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體育館、學生活

動中心與社團辦公室等，滿足各類通識課程之教學與學習活動所需。

每年除編列固定通識相關預算外，並獲得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的補助，持續推動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品質的改善和提升。 

通識教育的實施，除了因應課程需求而舉行校外考察活動外，也

舉辦多場藝文表演與競賽、駐校藝術家展演或大師講座、做中學的志

工服務等多采多姿的活動，涵化學生的人文氣質與公民素養。本校之

藝文活動不但量多質優，而且非常多元化，全年從頭到尾都可看到各

個不同單位的藝術活動繽紛登場，璀璨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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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本校通識教育決策單位，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擔

任副主任委員、通核中心主任擔任執行秘書，與教育學院院長、工學

院院長、學務長、體育長、軍訓室主任及其他校內各學院十五位教師，

共同組成「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全校通識教育課程理念及決策。 

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為隸屬教務處的二級單位，設置主任一

人、專任助理二人。通核中心主任除擔任通識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之

外，亦主持學門行政會議，討論各學門課程之規畫、教材之編撰與其

它決策執行之相關事宜。 

本校每學年都進行校務自我評鑑與校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將通識

教育列為重要項目之一，蒐集教師、應屆與非應屆學生、校友等對通

識教育課程與教學的意見與建議。 

104 學年新式計分簿實施之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將根據統計

之結果，檢核分析各學門課程達成校定基本素養之成效，並提出具體

改善之措施，提供通識教育委員會討論後，交與各學門執行課程之改

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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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導論 

  「通識教育」是全校性的教育，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其目的在彌

補大學教育的漸趨專業化與技術化的缺失，更著重在培養大學生的恢

弘器識、博雅涵養與人文精神，以達到「全人」教育與跨領域學習的

理想。本校自 80 學年即展開通識教育共同科的改革，歷任校長持續

秉持「三化」、「三環五育」的辦學理念，以「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

為教育目的，規劃系統性、融貫性、統整性的通識課程結構，推動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能力導向之教學，培養學生知識反思能力、跨領域知

識整合能力、與知識創新能力。以下簡述本校通識教育的歷史沿革與

自我評鑑過程。  

 

一、通識教育之歷史沿革 

本校創立於民國 39 年，前身為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臺灣第一

所私立高等學府。47年改制為文理學院，69年升格為淡江大學。在創

辦人張建邦博士、歷任與現任張家宜校長的精心擘畫與經營下，迄今

已發展成淡水、台北、蘭陽、網路等 4 個校園的綜合型大學，共有 8

個學院、28,000 餘名學生、2,100 餘位專兼任教職員工及 24 萬多名

校友，是國內頗具規模的優質綜合型大學之一。本校畢業生備受社會

各界肯定與推崇，在《Cheers》雜誌「三千大企業最愛大學生」的歷

年調查中，連續 18次蟬聯私立大學第一名的殊榮。究其主要原因，歷

任與現任校長持續將「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辦學理

念融入「三環」（專業課程、通識課程、課外活動）課程，來形塑「五

育」（德、智、體、群、美）兼備的教育內涵，以「樸、實、剛、毅」

校訓來薰陶淡江人文化，皆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其中「通識教育」提

供學生跨領域的博雅學習與全人發展，居於關鍵的地位。 

本校通識教育的前身為「共同科」，於 80學年展開通識化共同科

的改革，由學術副校長主持全校核心課程方案的規劃。81學年通過核

心課程方案，並設置「核心課程協調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總召集人，

下設 10小組負責各學門的課程規劃與籌備，並於 82學年正式實施核

心課程。 

84學年成立「教育發展中心」，下設「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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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哈佛大學改革理念，融合前述核心課程方案，並納入原隸屬於教

務處的共同科，以核心課程模式將全校的通識教育課程統合為：文學

與藝術欣賞、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外國語文、歷史研究、中華民國憲

法與立國精神、資訊教育、自然科學、各國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未

來學、社會分析、道德推理等 11個學門，整合全校教師專長，逐年開

設多元多樣的跨科系或科際整合的課程。 

92 學年設立「通識教育委員會」，成為規劃和推動通識教育發展

之最高決策單位，仍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由校長遴聘十二

至十五位未擔任行政職務的教師擔任委員。原有的核心課程協調會轉

型為通識學門召集人會議，協助本校通識教育的課程開設和教學。 

93 學年因應本校組織再造政策，「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改制

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隸屬教育學院的二級單位。 

97學年起，本校進行另一波通識教育課程之整體課程架構之檢討

與調整，期能整合學校教育理念與通識教育核心課程理念，有效引領

學生達成通識教育的目標。隨後於 98 學年確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

構與核心能力指標，亦即：將通識教育課程整合為「基礎課程」、「特

色核心課程」和「學院核心課程」三類，計有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外

國語文、資訊教育、全球科技革命、全球視野、未來學、學習與發展、

文學經典、歷史與文化、公民社會及參與、社會分析、哲學與宗教、

藝術欣賞與創作、自然科學等 14 學門；此外，另設「校共通課程」，

提供問題解決和行動導向的課程，供學生自由選修。透過此通識教育

課程，期能培養學生具備的核心能力為以下八項:(1) 全球化的意識；

(2) 社會與道德的反省；(3) 豐富的文化涵養；(4) 創意與批判的思

考；(5) 人際與溝通的能力；(6) 美學與詮釋的能力；(7) 邏輯與分

析的能力；(8) 終身學習與組織的能力。 

100 學年回應第二週期系所與通識教育評鑑，強調「以學習成果

為導向」的大學教育趨勢，本校委由教育學院進行「淡江大學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學習成果評量規劃」專案研究，並根據其研究建議，將

本校「三化」與「五育」辦學理念轉化為校級基本素養：全球視野、

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理、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

美學涵養等八項。自 101學年開始，廢除原有通識八大核心能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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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此校級八大基本素養，作為通識課程核心能力檢核之依據。在課程

結構上則維持「基礎課程」、「特色核心課程」、「學院核心課程」和「校

共通課程」的分類，另於 100學年新增「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學門，

凸顯本校注重課外活動特色，並呼應校級八大基本素養。 

103 學年再度根據教育學院專業團隊長達一年的重點研究，重新

組織架構新的通識教育課程，將通識教育分為「基本知能」、「通識核

心」、「服務與活動」課程三層，並將「通識核心」課程所屬 11個學門

區分為人文、社會、科學三大領域，只規定每一領域必修與選修之學

分，全面開放學生自由選課，俾使學生在跨領域學習之外，亦能依其

個人興趣有所加強。 

104 學年，校務臨時會議根據通識評鑑委員的意見，將通識與核

新課程中心改隸教務處，俾使行政效能更得進一步提升。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校於民國 81年即引進「全面品質管理」，無論教學或行政皆實

施 PDCA（Plan, Do, Check, Action）持續循環改善的機制。本校通

識教育亦秉持此精神，除了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實施的平時或定期自

我檢核與改善外，亦遵照學校教學單位評鑑的規劃，實施此次的自我

評鑑。 

（一）前置作業階段（103年 10月） 

１、成立校內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103.10.21由學術副校長主持，召開「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

會」。 

103.10.24由教育學院院長召集通核中心所有教師，分配各工

作小組項目。 

（二）校內自評階段（103年 10月～104年 10月） 

１、103.10.25~104.01.31 由通核中心各工作小組蒐集與彙整各

通識學門之目標、課程、教學、學習、專業表現等事實資料

與各類調查意見。 

２、104.02.01~104.02.15 由通核中心現任主任幫忙蒐集資料並

參與討論。 



 

 19 

３、104.02.15~104.03.10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匯整修訂完

成報告書。 

４、104.03.12 自我評鑑報告書呈校內「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

會」委員審閱，根據委員意見再作修訂定稿，印製成冊送校

外評鑑委員審閱。 

５、104.04.24校外評鑑委員實地訪評：由校外評鑑委員對本校通

識教育進行 1天的實地訪評，並提出評鑑結果與建議。 

６、104.05.20 品保處要求針對內部評鑑委員各項意見提出改善

計畫。 

７、104.05.30 召開通識教育委員會討論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 

８、104.06.16 根據評鑑委員建議，召開臨時校務會議，將通核

中心改隸教務處。 

９、104.6 月～7 月根據評鑑委員建議拍攝通識宣傳短片：「融入

三化政策的通識教育」與「通識課程與教學」，並放置於通核

中心網頁。 

１０、104.10.07召開通識教育行政會議，討論增補評鑑報告書各

項資料。 

１１、104.10.30 通核中心主任根據品保處追蹤之半年改進結果

與各學門彙整之資料，修改評鑑報告書，並分送學術副校

長、教務長與校內委員審閱。 
 



 

 20 

参、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理念、目標與特色 

 

(一)現況描述 

1-1 辦理通識教育之理念及內涵為何？與現階段學校辦學之教育目標

如何呼應？ 

  本校以「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

為使命。以「弘揚私人興學的教育理念，創造精緻卓越的學術王國」

為願景。追求「樸實剛毅」、「五育兼備」、「學術自由」及「學校自治」

為價值。策略上利用波段建設，營造淡水、台北、蘭陽以及網路四個

校園；實踐專業、通識與課外活動三環相扣的教育，培養五育並重八

大素養兼備的人才；落實「國

際化」、「資訊化」與「未來

化」三化教育，創造學術王

國；建立 S 形曲線，在組織

發展由高峰進入衰退前，及

時推出「第二曲線」，活化組

織永續經營。爭取並善用社

會資源，擴大國內外校際結

盟創造競爭優勢。 

上述整體的使命、願景、價

值、策略與治理等 5 項辦學

理念，可藉由淡江大學著名

的歷史建築宮燈教室建構屬

於淡江的品質屋，圖示如右: 

 

  淡江大學創校一甲子以來，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將國

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三化政策，融入全校八大基本素養之中，設

計出涵蓋專業、通識核心與課外活動三環的課程，培養兼具「全球視

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理、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

作、美學涵養」八大素養的具心靈卓越(Excellence with a soul)的人才。  

圖 1-1-1 淡江品質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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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三環與八大素養之關係圖如下: 

 

 

 

 

 

 

 

 

 

 

 

 

 

 

 

 

 

  其中通識核心課程除呼應本校最具特色的三化政策之外，在培養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八大素養兼備的心靈卓越人才使命上，更是

肩負著最重要的責任。 

  為避免專業課程過於聚焦專業知能的培養，淡江大學於二十年前

就率先參考哈佛大學的「博雅教育」理念，著手將傳統共同必修科目

改造為「通識與核心課程」，兼顧基礎科學的「博」與人文素養的「雅」，

再配合本校特有的三化政策，歷經二十年的改革，發展出現有涵蓋語

文訓練、心理輔導與社團活動的(一)「基本知能課程」，與橫跨人文、

社會與科學三大領域的(二)「通識核心課程」，及(三)服務與活動課

程。通識這三層架構與 17個學門之間的關係如下表： 

 

 

圖 1-1-2 三化三環與八大素養之關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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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通識三架構與 17學門 

 

 

 

 

 



 

 23 

  此一架構適用於 104學年起入學之新生，以取代原來必修過多而

選課較不自由的 103學年舊制(下圖)。 

 

 

圖 1-1-3淡江大學 103學年度通識教育架構圖 

 

  不論新舊制，整體通識 17 個學門的共同目標在於落實學校的三

化政策與八大基本素養，體現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培

育「具心靈卓越 (Excellence with a soul)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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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通識教育配合學校既定政策，落實培養的八大基本素養具體

內涵說明如下表: 

 

表 1-1-2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培養的八大基本素養具體涵養 

通識教育目標（校基本素

養） 

內涵 

全球視野 

(Global perspectives) 

培養認識國際社會變遷的能力，以更

寬廣的視野了解全球化的發展。 

資訊運用 

(Information literacy) 

熟悉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使用，善用資

訊之收集與分析。 

洞悉未來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瞭解未來發展的趨勢，剖析種種可能

的未來，建構希望中的未來，確保永

續的經營。 

品德倫理 

(Ethical and moral 

principles) 

了解為人處事之道，實踐同理心恪遵

法律規範，幫助弱勢與關懷萬物。 

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主動觀察和發掘問題，並培養邏輯推

理與批判的思考能力。 

樂活健康 

(An awareness of healthy 

living) 

注重身心靈和環境的和諧，建立正向

健康的生活型態。 

團隊合作 

(Effective teamwork) 

體察人我差異和增進溝通方法，培養

資源整合與互相合作共同學習解決問

題的能力。 

美學涵養 

(An appreciation of the 

arts) 

培養美感能力，提升鑑賞品味，促進

表達及創作的藝術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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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識教育辦學特色之規劃與落實情形為何？ 

  本校通識教育的辦學特色沿襲「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

(簡稱三化)的永續經營策略，將其融入八大校級基本素養之全人教育

理想，規劃出 17個學門。其中，「全球視野」學門主要任務即在拓展

學生的國際化視野，課程規劃與師資皆由本校國際學院各研究所教師

擔任。「未來學」學門則聚焦於「洞悉未來」，適應未來進而創造未來，

除了設有國內獨一無二的「未來學研究所」外，亦要求全校師生皆能

培養具有前瞻性的未來觀。資訊教育更是早在二十年前資訊工業發展

起飛的階段就規定為全校必修課程，隨著時代進步，國內中小學皆已

引進資訊教育，本校乃更進一步由資工系提供多種適合的資訊進階課

程；此外上自校務下至各種課程平台，皆建構有完整的資訊系統；近

來更積極配合教育部政策引進「磨課師」課程；通識課程於 104學年

起全面實施「新式記分簿系統」，充分善用資訊的搜集與分析，來檢核

各學門教學達成素養目標的成效，並進一步檢討及改善課程規劃與教

學內容。其它如擅長「獨立思考」的「哲學與宗教」學門，提升學生

「美學涵養」的「藝術欣賞與創作」、「文學經典」學門，培養「品德

倫理」的「公民社會及參與」與「社會分析」學門，訓練「團隊合作」

精神的「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及注重身心靈「樂活健康」的

「體育」、「學習與發展」學門等等之外，亦設有其它專司語文訓練、

介紹各國歷史文化及當代科技發展與基礎自然科學的學門。 

每一學門皆設有學門召集人，或由專門負責的系所單位主管，或由校

長遴選具有相關專長的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負責規劃課程編撰教

材。並設有全校性的「通識教育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教務長擔任副主任委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擔任執行祕書，與

校長從全校遴選出來的十五位教師委員，每學期定期開會，共同協商

整體通識課程理念目標的制定與學門架構的檢討調整。 

  通識 17 個學門在規劃課程與教學內容時，皆需兼顧自身專長之

外的其他校定八大基本素養，共同合作完成全人教育的理想。104 學

年起通識所有學門與校級八大基本素養的對應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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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淡江大學 104學年通識所有學門與校級八大基本素養對應表 

        素養 

學門 
全球

視野 

洞悉

未來 

資訊

運用 

品德

倫理 

獨立

思考 

樂活

健康 

團隊

合作 

美學

涵養 

1.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 ◎  ◎ ◎ 

2.外國語文 ◎  ◎  ◎   ◎ 

3.學習與發展  ◎   ◎ ◎   

4.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 ◎ ◎ ◎  

5.文學經典 ◎   ◎ ◎   ◎ 

6.歷史與文化 ◎ ◎  ◎ ◎   ◎ 

7.哲學與宗教 ◎ ◎  ◎ ◎    

8.藝術欣賞與創作     ◎ ◎ ◎ ◎ 

9.全球視野 ◎ ◎ ◎  ◎    

10.未來學 ◎ ◎   ◎    

11.社會分析  ◎  ◎ ◎ ◎ ◎  

12.公民社會及參與 ◎ ◎  ◎ ◎  ◎  

13.資訊教育   ◎ ◎ ◎  ◎  

14.全球科技革命 ◎ ◎ ◎ ◎ ◎    

15.自然科學 ◎ ◎ ◎ ◎ ◎    

16.體育    ◎ ◎ ◎ ◎ ◎ 

17.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 
◎ ◎  ◎ ◎  ◎  

  上述對應表在考核學生學習成效方面，配合 104學年的全面正式

實施新式記分簿，將來每學期都會根據學生學習成效的統計數據，交

由各學門及通識核心課程中心做出檢討，具體擬定課程的規劃與教學

內容的改善，確保理想目標具體而有成效地落實。 

 

1-3通識教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情形為何？ 

1-3-1專業系所教師投入通識課程教學 

  本校為系所完整之綜合大學，大學部設有文、理、工、商管、外

語、國際、教、全發等八個學院。本校通識核心課程，除「哲學與宗

教」與「藝術欣賞與創作」二學門由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負責之外，

其餘學門幾乎皆由專門的系所負責，因此各系所投入通識的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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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也高，例如：歷史、社會、自然、全球視野、未來學及全球科技

革命等學門，高達 90%以上課程皆由專任師資擔任。除非是相關系所

專任教師自身的負擔過重，例如：語表、外文與資訊等，基於學校政

策不希望專任教師超鐘點過多的原則，才會聘請兼任教師。  

 

1-3-2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環境 

  與此同時，為引導學生具備跨領域的學習能力，102 學年以前，

除規定涵蓋政治、法律、社會與資訊、科技等之「全球視野」、「未來

學」、「資訊教育」、「全球科技革命」學門為必修，103學年更增列「藝

術欣賞與創作」學門為必修，除此之外還規定各學院必須選修各院相

關領域之外涵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院選核心課程」。104學年

則全面廢除通識核心課程 11 學門的必修學門規定，將其分為人文、

社會與科學三大領域，所有學生於各領域中均需任選二學門為必修，

外加 6學分的自由選修，務使學生跨越專業科系領域，藉由通識課程

的修習接觸跨領域知識。 

  此外，某些特殊學門如：全球科技革命，其授課內容與教材之編

撰，就集合了教授科學各領域的專業師資，共同合作完成跨領域的學

門教材。先後有民國 91年 9月之《三大科技革命和時空宇宙》，以及

民國 94 年 9 月增編之《21 世紀全球化科技革命之衝擊》。由於學生

反應該書之內容過於艱深，因此民國 101年 7月新編完成《全球科技

革命》一書，於 101學年使用。新編教科書由本校理學院及工學院多

位教師以及教育學院教師聯合編輯撰寫，涵蓋「地球生態環境」、「生

物科技與未來」、「能源與材料科技」及「電子與電腦科技」四大主

題。各章之議題、撰寫教師及聘任單位如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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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全球科技革命》各章之議題、撰寫教師及聘任單位 

章 標題 撰寫教師 聘任單位 

 開啟「全球科技革命」的魔

法大門 

朱惠芳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1 宇宙的誕生 曹凊堂 物理學系 

2 環境與生態 李柏青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3 全球氣候變遷 江旭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4 氣象與生活 宛  同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5 永續水資源 康世芳 

張麗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6 地球資源與環境 黃瑞茂 建築學系 

7 生物科技 陳曜鴻 化學學系 

8 農業生物科技 王三郎 化學學系 

9 生物醫學工程 盧博堅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10 生物科技與社會倫理 施增廉 化學學系 

11 能源科技 杜昭宏 物理學系 

12 奈米科技 徐秀福 化學學系 

13 智慧材料 林正嵐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4 電腦與網路 張志勇 資訊工程學系 

15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學 翁慶昌 電機工程學系 

16 IT產業科技 江正雄 電機工程學系 

  近年來，文學院更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整合中

國文學學系、歷史學系、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大眾傳播學系、資訊傳

播學系、及漢學研究中心之專兼任師資，結合傳統漢學及現代創意產

業，帶領學生從理論到實踐的跨領域學習與應用。本學程之若干課程，

亦開設在「文學經典」學門及「歷史與文化」學門之通識課程。 

文創學程於 97 學年第 2 學期開設，101 學年學程修習人數為 84 人，

102學年修習人數為 199人，至 103年度截至 11月修習人數增至 358

人。學生涵蓋 6個學院，超過一半以上為非文學院的學生，可見跨領

域學習之成效顯著。102 學年取得學分學程證書者，總計 26 人。至

103年 11月 20日止，取得學程證書者，共 31人。 

    未來通識課程亦將持續整合相關課程，形成各種多元的跨領域通

識特色學分學程，例如目前規劃中的表演藝術學程，將以「表演藝術」

為主軸，旁及音樂、美術、歷史、文學經典、資訊、法律、各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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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管理等等。而「認識台灣」學程，則將以淡水文化史及台灣歷

史為主軸，旁及台灣的「政治發展」、「公民運動」、「產業經濟」、

「資訊科技」、「藝術大師」、「自然生態」、「宗教社會」、「族

群互動」等等，形成一個完整的系列通識學程，提供學生有別於專業

系所卻又符合市場需求及個人興趣的教育管道。 

 

1-4學校促使全校師生認識通識教育理念、目標（含校、院基本素養）

與特色之方式為何？ 

  本校透過各種方式的宣達，包括學校首頁影音區的「三化政策」

MV短片、通識中心網頁的「三化政策與通識教育」及「通識課程與教

學」宣傳片、《通識小冊》摺頁、校刊《淡江時報》、新進教師研習營、

新生入學講習、教學工作坊、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座談會、行政會議

及網路平台，促進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的理念、目標與特色的認識。

參見表 1-4-1。 

表 1-4-1淡江大學促使師生認識通識教育理念、目標與特色之方式 

對學生的宣達及作法 對教師的宣達及作法 

新生入學講習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通識小冊》 

新進教師研習營 

大學學習課程 

三化政策與通識宣傳短片 

新進教師教學手冊 

系學會宣傳、導師約談。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 

（Mentor and Mentee） 

週會及校務會議 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識課程會議、

行政革新會議。 

校園標語 校園標語 

文宣及出版品： 

(1)《淡江時報》 

(2)廁所小文宣 

文宣及出版品： 

(1)《淡江時報》 

(2)廁所小文宣 

網路資源： 

(1)課程查詢系統—課程大網 

(2)通識與核心課程網頁 

網路資源： 

(1)課程查詢系統—課程計劃表 

   須對應「教育目標，通識核心能     

   力指標，校級基本素養」等項目。 

(2)通識與核心課程網頁 

社團負責人研習營 教學工作坊 

教學平台的互動及課程資訊。 教學平台的互動及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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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經常透過校刊《淡江時報》，報導通識相關活動，讓全校師生

有機會親身參與或了解。或是以專題訪問的形式，說明校級基本素養

和通識教育之間的連結關係，促進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的理念、目標

與特色、以及校基本素養之認識。 

 

(二)特色：將三化政策融入八大校級基本素養的通識核心課程 

  本校通識教育致力於達成本校的「八大校級基本素養」。而此八項

素養則是直接對應本校三化和五育並重的教育理念。通識課程的規畫

也在彰顯本校辦學「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之「三化」特

色。 

 

1.國際化，目標在於打造淡江世界村，開拓學生全球視野，從淡江看

見世界，也讓世界看見淡江。 

  本校不遺餘力推動國際化，包括積極拓展國際交流與合作、陸續

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如雙聯學位合作計畫、加強與姊妹

校師生交換交流等，目前本校已與全球 182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本校「大三出國留學計畫」始於民國 82年，係全國首創，旨在深化國

際化教育理念，藉此增進學生外語能力、提升專業學習成效、培養宏

觀國際視野及厚植國際移動力。國際企業學系英文專班及蘭陽校園資

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國際觀光管理學系、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球政

治經濟學系所有大三學生均須出國留學 1年，外國語文學院 6系與其

他學院大三學生亦可經甄選加入出國留學計畫，本計畫且已擴展至碩

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本計畫自民國 82年實施迄今已 20年，已有 5,892

名學生受惠。101 至 103 學年度本校學生赴海外姊妹校研修的大學共

計 80所，鼓勵學生親自體會其他國家的風土民情。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外語能力，以期開拓國際視野，「外國語文」學

門為必修 8學分。外國語文學門雖以英語為主，同時也提供日語、西

語、法語、德語課程供學生修習。94學年淡水校園開始針對國貿系英

語專班學生開設英語通識課程；從 98 學年開始，有 10 個通識學門，

每學年至少開設一班英語授課。至 102學年開設英語通識課程共計 16

班。因為本地生和外籍生一起修課，也增加彼此交流的機會。蘭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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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以英語教學為發展方向，期建置為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特色學校。

為著眼於提升國際競爭力，教學設計包括大三學生赴海外姐妹校修課

一年，90%以上的課程採英語授課，以住宿學院為核心的國際發展博雅

教育等。 

  自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各學院陸續成立院級國際化策進委員

會，以增強各系所國際化的業務推動，未來更希望增加境外生人數。

本校將在既有的基礎上，以 5項計畫持續推動。 

‧校園環境地球村化 

  除持續營造國際友善校園，並建立行政體系、校園資訊和學生諮

詢輔導全面雙語化機制，建置語言無障礙的生活學習環境等。例如國

際處就在驚聲 10樓大廳設有「外語聊天室 Chat Corner」，提供英、

德、法、韓、日、俄、西等七種語言練習。 

‧國外資源加倍增值 

  有效利用海外姊妹校研究與教學資源、深化跨國學術合作；強化

國際師資結構、增加優質英語授課課程，以及持續增加國際認證領域

及積極參與國際教育組織等。 

‧在地學英語頂呱呱 

  持續增設全英語授課多元學分學程，推出外語網路學習站和雲端

開放課程，並在暑假繼續開設外語暑期班，吸引本地生與境外生參加。 

‧突破千人海外學習 

  打造跨國多元學習共同體，經由長短期出國留學、研習、海外志

工、海外企業實習、國際專業服務學習等，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 

‧境外生競來淡江行 

  在海外招生方面，將積極與當地學校策略聯盟、參與海外教育展、

歐洲交換生增質計畫等，以重視國際招生新市場。 

 

2.資訊化，目標在於善用網路資源，建構全方位的資訊化學習環境，

強化學生資訊素養。 

  本校在民國 58 年成立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是國內最早創立之

資訊相關科系。民國 68年，「電子計算機概論」課程列為校必修。民

國 82年，原「電子計算機概論」之課程改名為「資訊概論」，仍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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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必修課。民國 84年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後，「資訊概論」列為全校必

修通識課程，98學年起，「資訊教育」學門（4學分）為全校必修的通

識「基礎課程」之一。 

  本校於民國 57年即創設「資訊中心」，其後改名為「資訊處」，除

了提昇學校的行政功能以外，亦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上的行政支

援。教師可以透過「教學支援平台」，將教材與教學內容呈現在網站上，

並與學生互動。此外，資訊處每學期都會舉辦多場多媒體教學工作坊，

幫助教師提昇教學知能。學生可以透過網路填答的方式，對老師所授

課程進行「教學評量」，並回饋意見提供老師參考。 

  本校是國內第一個通過 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稽核規範認證的

學術研究單位；師生組成之企業 e化服務團隊為國內第一所通過經濟

部工業局電子化技術服務機構審查合格之私立大學。近年除持續發展

便捷的校園網路、功能強大的校務資訊系統、多重綿密的資訊安全防

護網及別具特色的教學支援平台外，亦發展輕巧便利的行動服務，建

置廣受學生喜愛的「淡江生活」行動 App。2014 年 12 月起本校更是

全台灣首創在 7-11超商使用自然人憑證就可申購成績單的大學。 

  根據國際知名網路計量研究機構 Webometrics 在 2015 年 1 月份

所公布的研究評比「網路世界大學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淡江大學在全球排名第 426 名，亞洲排名為第

77 名，而台灣地區大專院校排名第 10 名，除了榮登私校第一，也是

臺灣唯一進入前 500大的私校。總之，本校在推動「資訊化」是不遺

餘力，打造淡江大學成為一所網路無邊界、全新行動生活的最吸引人

e 化校園。未來還會持續推動雲端課程雲學習資源，預錄各通識學門

非同步的遠距與磨課師課程，並建構隨時可以登錄學習的第二外語頻

道。 

 

3.未來化，目標在於預估未來趨勢，研究種種可能的未來，進而建構

理想中的未來。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非常重視未來學，民國 85 年起，本校先

後成立未來研究組、未來學研究中心、並且開設未來學研究學程。由

於對於未來學研究長期的投入和推展，本校於民國 88 年榮獲「世界



 

 33 

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評選為年度「最

佳未來研究機構」。自 98學年起，「未來學」學門之課程列為「特色核

心課程」之通識必修課程，2學分。 

  依此傳統，通識課程的設計即相當關心永續發展的議題。從 98學

年開始分別在未來學門、哲學與宗教學門以及校共通課程開設永續發

展之議題課程，課程包括：環境未來、環境變遷與永續未來、環境倫

理、安全衛生教育、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生態社區建構，102 學年

上述 6 種科目的開設總班級數分別為 23 班。又因課程精心規劃，本

校於 102學年獲得教育部「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調識通識課程」計

畫補助。104 學年起雖然不再將「未來學」學門列為全校必修課程，

但在校定八大基本素養中設有「洞悉未來」為全校所有課程共同努力

的目標之一，期使所有三環課程皆能具有發現未來趨勢，想像種種未

來可能，進而建構理想未來情境的特性。 

  104年 9月成立「策略遠見中心」，並將通識未來學學門課程分為

「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政治未來」

五大未來小組，未來將打造淡江大學成為國內唯一「未來視野」認證

機構與最具未來前瞻性的大學。 

  

(三)問題與困難 

本校自 82學年開始推動核心課程改革以來，歷經多次變革。20年

來學門逐步擴充，至 98學年確定目前實施的三層架構，103學年更進

一步廢除所有通識核心課程必修科目，全面將「全球視野」、「未來學」、

「資訊教育」與「全球科技革命」及「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等與其

它原來的六門「院選核心課程」列為學生自由選修。在求新求變的過

程當中，本校亦時刻注意問題，並謀求改善。於 101學年由教育學院

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進行重點計畫：「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教學與學

習改進方案之研究」，經過一年的研究結果發現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

構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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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門與校級八大基本素養雖然有所對應，但各別學門內部課程未必

皆能對應 

由於本校通識發展沿革已有二十多年，學門之發展在先，繼之以

學門內各種課程之規劃，晚近 102年才有學校統一之校基本素養的制

定，是以銜接上必定會遭遇一些困難，其中先前既有之課程如何與後

續制定之素養綰合無間，乃各學門都必須面臨之難題。 

 

2.學生選課自由度的問題 

必修比重偏高。103 學年以前入學學生，基礎和特色核心課程為

必修，共 23學分（103學年增至 25學分），占通識學分 74％（102學

年約 80％），並且大部份必修學門只提供單一課程，學生無選擇空間。

此外，學院核心課程由各院根據整體需求，從七個學門中選出四個學

門（102 學年為六選三）之通識課程供學生選修，雖然預先幫助學生

畫出課程地圖，但也可能會讓學生感覺選課不夠自由。 

 

3.通識網路平台統整的問題 

由於通識各學門所開課程，常由不同科系專業師資支援，但這些

師資的教學支援平台卻仍掛載於聘任之專業系所，導致選修通識課程

的學生，往往找不到任課教師所屬的教學支援平台。 

 

(四)改善策略 

1.以檢核機制逐年淘汰與素養能力不對應之課程 

本校於 103 學年下學期開始試辦新式記分簿，104 學年全面實施

於所有通識課程。將來每學期都會由教務處與資訊處從所有學生修習

通識課程的學期成績中，彙整各學門所選定培養素養的統計資料交給

各學門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參考，據此檢核課程與素養之對應，交

由各學門重新檢討課程內容，並由通識中心調整所有學門開課比重。 

 

2.組成研究團隊改進課程架構 

101學年由教育學院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進行重點計畫：「淡江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教學與學習改進方案之研究」，研究結果也提出一個



 

 35 

新的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為了慎重其事，102 學年，校方又委請另二

位教育學院的教師，再針對新的通識課程架構做審慎評估。又歷經一

些會議的討論，2014年 11月校務會議正式通過全新的課程架構，104

學年正式實施，足見本校積極改革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困難的決心。 

    新的通識課程架構，把原有的通識學門依照其課程屬性，歸為人

文、社會、科學三大類，學生在每一大類中必修兩個學門。如此一來，

學生在人文、社會、科學三大類的知識皆有均衡的發展。此外，規劃

設計 6個學分讓學生在三大類的學門中自由選修，大幅提升學生自由

選修的空間。 

 
3.於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網頁建置連結 

目前暫時於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網頁各學門師資介紹中，直接連

結到授課教師的教學支援平台。若學生使用上仍覺得不便，將與資訊

處再討論研究如何改善。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校通識教育的理念，來自於吸收與轉化哈佛大學的博雅教育，

以培養「具心靈卓越(Excellence with a soul)的人才」為使命，將

本校特有的「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三化政策，融入校級

八大素養，開拓出包含人文、社會與科學三大領域 11 個學門的通識

核心課程。再配合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理念，以基本知能課程中的語

言訓練，強化學生的溝通能力，以心理輔導、社團活動及體育軍訓增

進學生身心靈方面的諧和，補足大學專業知識教育的偏失，共創三環

三贏的局面。通識實施二十年來，從淡江培育出無數企業最愛第一名

的私立大學生。 

淡江大學本著「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理念為獨特的辦

學策略，開拓出最具全球視野，最佳資訊環境，與最能前瞻未來的通

識教育特色。教學上，不但有大量專業系所教師的支援授課，而且還

有跨領域的學習與教材，充分展現通識教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

之融合。透過各種活動與管道，有效促進師生對通識教育之認識。 

儘管歷經多次問題，本校總是不斷謀求自我改善與革新，期待在社會

變遷與教育理念的更迭下，焠煉出更為璀璨的通識教育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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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通識教育理念與目標、校（院）基本素養進行通識課程（含

全校共同必修課程，體育與軍訓除外）規劃之機制運作情形為何？ 

  為落實三化政策與八大基本素養，體現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本

校通識教育目前設有 17個學門(軍訓與體育除外 15個學門)，各學門

皆設有課程委員會，並設置學門召集人。學門課程委員會負責學門內

的課程規劃、新開課程以及促進學門內授課教師們教學交流，學門委

員都由教師、學生、校友、校外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擔任。除了「哲

學與宗教」、「藝術欣賞與創作」這 2個學門的通識課程是由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心負責外，其餘學門的通識課程均委由其他系所負責。各學

門負責單位、召集人與課程委員會成員表列如下: 

表 2-1-1 淡江大學通識學門的統籌單位和各學門課程委員會成員 

學門名稱 統籌單位 學門課程委員會教師成員 

中國語文能力

表達學門 

中國文學

學系 

中文系主任為召集人，課程規劃小組成員由中

文系的老師及校外委員組成。 

外國語文學門 英文學系 
英文系主任為召集人，外語學院六系老師及校

外委員擔任課程規劃委員。 

資訊教育學門 
資訊工程

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為召集人，授課教師代表及

校外委員為課程規劃委員。 

全球科技革命

學門 

機械與電

機工程系 

機械與電機工程學系主任為召集人，理工學院

老師代表及校外委員為課程規劃委員。 

全球視野學門 
歐洲研究

所 

歐洲研究所所長為召集人，國際學院五研究所

所長及校外委員為課程規劃委員。 

未來學學門 
未來學 

研究所 

未來學研究所所長為召集人，未來學門任課教

師代表及校外委員為課程委員。  

學習與發展 

學門 

教育心理

與諮商研

究所 

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所長為召集人，該所教

師代表及校外委員為課程委員。 

課外活動與團

隊發展學門 

課外活動

輔導組 

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為召集人，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及校外委員負責規劃課程。 

文學經典學門 
西班牙語

文學系 

西班牙文學系主任為召集人，課程委員為中文 

、日文、英文、德文等系老師及校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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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名稱 統籌單位 學門課程委員會教師成員 

自然科學學門 物理學系 
物理學系主任為召集人，課程委員由化學、物

理與數學三系的老師及校外委員組成。 

歷史與文化 

學門 
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主任為召集人，以該系專、兼任教師

代表及校外委員為課程委員。 

公民社會及 

參與學門 

公共行政

學系 

公共行政系主任為召集人，由公行系及通識與

核心課程相關專長的教師及校外委員擔任課程

委員。 

藝術欣賞與 

創作學門 

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

心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相關專長的教師擔任召集

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具有藝術、音樂專長

的專、兼任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擔任課程委員。 

社會分析學門 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主任為召集人，由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心心理、社會、經濟、政治與教育學科相關專長

的教師相關專長的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擔任學

門課程委員。 

哲學與宗教 

學門 

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

心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相關專長的教師擔任召集

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具有哲學與宗教專長

專、兼任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擔任課程委員。 

  為加強各學門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本校設置通識學門召集人行政

會議，由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擔任主席，定期召開會議，協助各

項通識教育事宜的推動。92學年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並由校長遴選各學院資深副教授以上、且有任教通識

課程經驗之教師為委員，掌理通識教育理念及目標之訂定、課程之規

劃與審查、成效評估、以及其他和通識教育相關之業務。各學門課程

規劃除了尊重各學門的自主性之外，亦由通核中心主任依據校務發展

之需要做總體之規劃。所有課程皆需符合通識教育精神，且通過三級

三審及外審的嚴格把關過程。截至目前為止，這三年來的各學門開課

科目與班級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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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淡江大學 101至 103學年通識課程開課科目數及班級數一覽表 

編

號 
學門名稱 負責單位 

101學年 

上下學期合計 

102學年 

上下學期合計 

103學年 

上下學期合計 

1 
中國語文能力表

達學門 
中文系 1科 68班192組 1科 66班170組 1科 49班 119組 

2 外國語文學門 英文系 10科354班 10科354班 11科 378班 

3 資訊教育學門 資工系 1科104班 1科139班 1科 93班 

4 
全球科技革命學

門 

理學院 

1科 93班 1科 92班 1科 73班 102學年度起

為機電系 

5 全球視野學門 

國際學院 

16科 106班 16科 110班 14科 80班 102:大陸所 

103:戰略所 

6 未來學學門 未來所 12科 91班 12科 90班 11科 90班 

7 學習與發展學門 教心所 2科 78班 2科 78班 3科 82班 

8 
課外活動與 

團隊發展學門 

學務處 

3科63班 1科61班 3科 91班 102學年度起

為課外組 

9 文學經典學門 

外語學院 

7科 54班 7科 41班 12科 37班 102學年度起

為西語系 

10 自然科學學門 

理學院 

14科 43班 14科 50班 14科 44班 102學年度起

為物理系 

11 歷史與文化學門 歷史系 8科 55班 7科 53班 7科 47班 

12 
公民社會及參與

學門 
公行系 

 

11科 38班 

 

11科 41班 9科 38班 

13 
藝術欣賞與創作

學門 
通核中心 

16科 77班 16科 78班 16科 75班 

14 社會分析學門 15科 51班 14科 54班 16科 46班 

15 哲學與宗教學門 11科 48班 8科 48班 9科 51班 

16 
體育學門 

(102學年設) 
體育教學組  16科145班 16科 144班 

17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學門 

(102學年設) 

軍訓教學組  3科 10班 3科 9班 

 通識課程---總計 128科1323班 140科1510班 147科1427班 

◎ 校共通課程 通核中心 10科14班 8科11班 5科 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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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識課程科目設計依據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之情形為何？ 

    101 學年時，本校通識課程之「基礎課程」包括「中國語文能力

表達學門」、「外國語文學門」、「資訊教育學門」及「全球科技革命學

門」等 4學門，共 17學分，均為必修。自 102學年起，基礎課程新增

「體育學門」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學門」，亦為必修，為 0 學

分。 

101學年時，「特色核心課程」包括「全球視野學門」、「未來學 

學門」、「學習與發展學門」及「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學門」等 4學門，

共 6學分，亦均為必修。自 102學年起，「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由原

來歸屬於「學院核心課程」，改列為「特色核心課程」，2 學分。因此

之故，自 102學年起，「特色核心課程」共 5學門，8學分。 

    101學年時，「學院核心課程」由各學院根據學生需求，從「文學

經典學門」、「自然科學學門」、「歷史與文化學門」、「公民社會及參與

學門」、「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社會分析學門」及「哲學與宗教學

門」等 7 學門中，選擇 4 學門課程供學生選修，每學門 2 學分，共 8

學分。自 102學年起，「學院核心課程」不含「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

共 6學門，6學分。 

103學年年底通過課程架構改革，將本校所有通識 17個學門，分為三

層：(一)基本知能課程，(二)通識核心課程，(三) 服務與活動課程。

其中第二層「通識核心課程」11個學門又分為人文、社會與科學三大

領域。 

  現行的通識課程仍依照過去傳統，由各學門依照自己學門宗旨進

行規劃。屬於通識選修博雅課程，11學門總計開設 117種課程: 
領  域 學  門 課 程 名 稱 

人文領域 文學經典 

1.文學經典的當代闡釋。2.德語文學名著選讀
(一)(二) 。3.西班牙語文學經典賞析。4.俄國文
學經典入門。5.聖經文學入門。6.法國文學。7.
生活與文化。8.法國經典文學導讀。9.日本文學
中譯賞析。10.日本現代小說與電影。11.希臘羅
馬神話。12.西班牙語國家文學名著賞析。13.村
上春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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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學  門 課 程 名 稱 

人文領域 

歷史與文化 

1.台灣歷史采風與踏查。2.近代史事叢談。3.歐
洲文化史。4.日本社會文化史。5.中國歷史與人
物。6.西洋歷史與人物。7.中國歷史文物賞析。
8.現代台灣出版與欣賞。 

哲學與宗教 
1.哲學概論。2.宗教概論。3.倫理學。4.哲學經
典導讀。5.生死學。6.性愛的文學與哲學。7.醫
學倫理。8.環境倫理。9.職業倫理 

藝術欣賞與 

創作 

1.數位藝術概論。2.數位藝術內容發展。3.音樂
與藝術的對話。4.音樂概論。5.鋼琴藝術與生活。
6.表演藝術。7.西洋藝術欣賞。8.造型藝術中的
基礎素描技法。9.藝術與人生。10.西洋歌劇欣賞
入門。11.視覺藝術概論。12.中國玉器考古美術。
13.世界名曲賞析與詮釋。14.探索歌唱世界的奧
秘。 

社會領域 

全球視野 

1.全球化發展。2.國際現勢。3.歐洲與世界。4.
世界環境保護。5.歐洲聯盟與歐洲統合。6.文化
全球化。7.東亞與世界。8.全球體系與兩岸關係。
9.經濟全球化。10.美洲現勢。11.國際非政府組
織。12.國際規範與禮儀。13.世界人權問題。 

未來學 
1.社會未來。2.科技未來。3.經濟未來。4.環境
未來。5.政治未來。 

社會分析 

1.社會學導論。2.文化與心理健康。3.發展心理
學概論。4.社會心理學。5.心理學導論。6.戰爭
與人性。7.政治學概論。8.人權與社會正義。9.
性別角色與性屬關係。10.工作世界與生涯管理。
11.經濟學概論。12.幸福經濟學。13.心理健康諮
詢與管理。14.台灣社會與文化。 

公民社會及 

參與 

1.憲法與人權。2.民主政治。3.公民文化。4.公
民社會。5.非營利組織。6.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7.資訊生活與法律。8.性別與生活法律。9.企業
與法律。10.生活與法律。11.公民參與。 

科學領域 

資訊教育 
1.電腦入門與應用。2.網路與資訊科技。3.網頁
程式設計。4. OFFICE 證照實務。5.網路與雲端
應用。6.多媒體實務與應用。 

全球科技革命 

1.地球生態環境。2.生物科技與未。3.能源與材
料科技。4.電子與電腦科技。5.海洋能源。6.科
技永續。7.智慧綠生活。8.科技進化。9.智慧機
器人。 

自然科學 

1.科學之旅。2.數學漫遊。3.光、攝影和視覺。
4.科技的原理。5.生活中的化學。6.生命科學：
人體的奧秘。7.科技的原理。8.半導體與生活。
9.化學與生活：化學、醫藥與社會。10.化學與生
活：化學、環境與社會。11.化學與生活：化學、
食品與社會。12.生命科學：DNA科技時代。13.生
命科學：基因科技與健康。14. 生活邏輯。15.宇
宙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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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通識核心選修課程科目容或有遺珠之憾，但以課程科目

的總體數量以及完整性來看，在國內綜合大學之中大概也是名列前茅。

尤其在經費受限的私立大學之中，能夠傾全校之力開發這麼多通識課

程，誠屬少見。 

 

2-3 通識課程與校、院訂定之基本素養或社會關注倫理議題（如：品

德教育）呼應程度為何？ 

本校在 102年 1月廢除原來通識八大核心能力，並於 102年 6月

重新訂出八項校定基本素養：「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

倫理、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自此開始，所有

全校課程，不管專業或通識課程皆需呼應此校定八大基本素養，以培

育五育健全的人才為目標。而通識所屬管轄的所有 17 個學門，不論

是「基礎知能」、「通識核心」或「服務與活動」課程，皆需按照其學

門屬性，擇定適合的素養目標，列出對應的課程，並詳列操作型定義

以供未來之檢核。例如「全球視野」學門在 103 學年就開設有 13 門

不同課程。按照該學門所選相應的校定基本素養比例「全球視野」50%、

「洞悉未來」20%與「獨立思考」30%，任課教師在 103(下)已經試辦

而 104學年將會全面實施的新式計分簿上，皆需依此三種比例來評定

學生學習成績。104 學年以後，每學期資訊處將會根據新式計分簿所

取得資料加以統計分析，繪製整個學門達成校定基本素養的成效，供

學門召集人與通識中心主任參考，以利整個學門課程重新檢討與調整。

底下為全球視野學門所選擇基本素養與操作型定義及課程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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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淡江大學全球視野學門課程與校級基本素養之對應及操作型定義 

校級 
基本 
素養 

在課
程中
所佔 
比例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學習評量 
方式 

對應課程 

(A) 

全球視野 
50% 

1.了解全球社   

會發展的能力 

2.分析全球社

會變化的能力 

3.反思全球社

會發展因果的

能力 

1.能夠了解全

球各種發展趨

勢 

2.能夠理解全

球各項變化的

多元關係 

3.能夠批判全

球各種變化因

果關係 

1.分組討論 

2.團體作業

或報告 

3.期中與期

末測驗 

1.全球化發展 

2.國際現勢 

3.歐洲與世界 

4.世界環境保 

5.歐洲聯盟與歐洲

統合 

6.文化全球化 

7.東亞與世界 

8.全球體系與兩岸

關係 

9.經濟全球化 

10.美洲現勢 

11.國際非政府組

織 

12.國際規範與禮

儀 

13.世界人權問題 

 

(C) 

洞悉未來 
20% 

1.認識全球未

來發展趨勢的

能力 

2.適應全球未

來變遷的能力 

3.建構未來全

球發展的能力 

1.辨識影響全

球變遷的各項

情勢 

2.運用跨學科

觀點分析未來

的全球議題 

3.前瞻全球社

會永續發展要

素與願景 

(E) 

獨立思考 
30% 

1.發現全球問

題的能力 

2.分析全球問

題的能力 

3.表達個人全

球觀點的能力 

1.能夠了解不

同國際社會行

動者的行為動

機與立場 

2.能夠發現與

提出爭議性話

題來討論 

3.能夠針對一

則國際事件表

達出自己的立

場 

而落實「品德倫理」這一素養的，則有「哲學與宗教」、「公民社

會及參與」及「社會分析」等學門 30種課程共同負責。其相應的操作

型定義與對應課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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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3-2淡江大學哲學與宗教、公民社會及參與、社會分析對應的操作型定義 
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品德倫理 尊重智慧財產。 

認知基本法律、道德

及社會責任。 

鍛鍊抉擇、審思與

實踐的能力。 

培養良好品德與人

際互動。 

學習正直與自我約

束。 

 

保護個人隱私、不使用

非法軟體。 

對資訊倫理相關議題

進行討論。 

具備生活相關的基礎

法律知識。 

熟悉社會生活的運作

與規範。 

思考道德規範成立的

理據。 

面臨道德兩難時做出

合宜的抉擇。 

對於樣本道德情境的

判斷。 

 

 

1.資訊概論、2.智

慧財產權與法律、

3.資訊生活與法

律、4.性別與生活

法律、5.企業與法

律、6.生活與法律、

7.公民文化、8.公

民參與、9.哲學概

論、10.宗教概論、

11.倫理學、12.哲

學經典導讀、13.生

死學、14.性愛的文

學與哲學、15.醫學

倫理、16.環境倫

理、17.職業倫理、

18.社會學導論、

19.文化與心理健

康、20.發展心理學

概論、21.社會心理

學、22.心理學導

論、23.戰爭與人

性、24.政治學概

論、25.人權與社會

正義、26.性別角色

與性屬關係、27.工

作世界與生涯管

理、28. 幸福經濟

學、 29. 心理健康

諮詢與管理、 30. 

台灣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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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師開設通識課程之審查機制與運作情形為何？ 

本校自 98 年起即設有敎師開設通識課程的審查機制，其法源為

淡江大學通識敎育課程施行規則。此法在 98 年 5 月 8 日敎務會議首

次通過立法，並於 98 年 11 月 2 日公布實施，之後又歷經 5 次修法。

本校於 98學年開始，各學門皆設學門課程委員會，委員會的組成，包

括學門召集人、該學門教師、學生、校外學者專家、校友及業界代表。 

   舉例來說，首先是教師撰寫教學計畫大綱並附相關資料，提交學

門課程委員會討論議決。通過後，提案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再送回

學門課程委員會審議修訂通過。然後再經過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以及教務會議審議。新課程規劃可由教師自主，也可以

由召集人或學門課程委員會邀請校內外合格教師為之。教師欲跨學 

科專長開課者，需提供適任專長證明，如相關著作、展演紀錄等。 

至於新開課程的規定，自 98年起增加「校外審查」的機制。根據「淡

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參見附錄 2-4-1)，在初審通過後，

必須送外審，俟外審通過後，經過三級三審整個審查程序始能定案。

擔任初審的各學門課程審查委員會議成員，包括該學門召集人、該學

門敎師代表、學生、校外學者専家與校友代表。通識教育課程審查機

制及標準流程如圖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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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之審查機制與標準流程圖 

【附錄 2-4-1】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 

 

2-5通識教育授課教師與選課學生對通識教育目標之認同程度為何？ 

2-5-1教師的認同度 

為了協助授課教師將通識教育目標與課程結合，以培養選課學生

的八大基本素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及學習與教學中心經常為通識

教育授課教師，舉辦提升教學技巧的各種增能研習活動。透過每次研

習活動的參與，不僅提升授課教師的教學技巧，從滿意度調查結果也

顯示出教師們對於通識課程的認同。從 101、102 與 103 三個學年 67

場次共 2,662 位教師出席的研習活動中，教師滿意度調查平均高達

5.58(6分量表)，不難看出本校教師對學校通識教育目標的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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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學生的認同度 

依據「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參見附錄 2-5-1)，在學期

中與期末，學生針對教師教學之專業態度、教學方法、教學內容與學

習效果及其他與教學相關之項目等進行相關之教學評量。在 6分量表

中，絕大多數學門的教學評量分數都在 5以上。由此可見，學生對通

識課程大多抱持肯定的評價，許多學門評價甚至超越全校平均總分，

許多學生也常在評量意見上反應通識課程是他們在大學四年中學到

最多、受益最大的課程。近三年教學評量參見表 2-5-1。 

 

表 2-5-1  101～103學年(學期)通識課程各學門教學評量分數表 

學門名稱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5.11 4.99 5.33 5.28 5.40 5.13 

外國語文學門 5.26 5.37 5.35 5.40 5.35 5.45 

資訊教育學門 5.11 5.17 5.03 5.15 5.12 5.19 

全球科技革命學門 4.92 5.06 4.96 5.19 5.16 5.22 

全球視野學門 5.44 5.51 5.40 5.47 5.52 5.62 

未來學學門 5.48 5.42 5.49 5.53 5.57 5.61 

學習與發展學門(註

1) 

5.71 5.54 5.81 － 5.38 5.52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學門(註 2) 

－ － － － － － 

文學經典學門 5.42 5.44 5.42 5.49 5.45 5.28 

自然科學學門 5.30 5.46 5.31 5.50 5.45 5.52 

歷史與文化學門 5.30 5.38 5.37 5.24 5.46 5.41 

公民杜會及參與學門 5.25 5.14 5.52 5.67 5.47 5.61 

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 5.35 5.50 5.47 5.59 5.57 5.58 

社會分析學門 5.19 5.36 5.32 5.57 5.48 5.62 

哲學與宗教學門 5.71 5.68 5.57 5.55 5.71 5.51 

全學門平均 5.24 5.32 5.29 5.36 5.37 5.40 

全校平均總分 5.30 5.38 5.36 5.42 5.44 5.47 

註 1：學習與發展學門之教學評量分數係根據選修科目計算。 

註 2：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學門課程由業師授課，未實施教學評量。 

【附錄 2-5-1】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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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淡江大學首開國內通識教育改革之風，於民國 84 年起採用哈佛

大學課程改革理念，以核心課程模式規劃通識教育，由最早的五個學

門必修與五學門選修課程，歷經多年的改革，逐漸演變為現今 17 個

學門的「基本知能」「通識核心」及「服務與活動」三層課程架構。不

僅將「三化」政策融入校定八大基本素養之中，更注重學生整體人格

心理健康的教導與人際互動關係的學習。茲歸納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規

劃與設計之特色如下： 

1.學門自主性與通識教育委員會的統整性並行不悖 

本校的通識教育委員會主要由主任委員學術副校長與副主任委

員教務長、執行秘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及校長遴選之各院教師

代表組成，負責規劃整體通識教育理念與目標。而課程之規劃則交由

各學門課程委員會自行負責，這種雙管齊下的運作模式，好處是可以

避免學門各自為政而又能兼顧到學校的整體發展，但難處即在於雙邊

運作如何協調而不會淪於雙頭馬車的緊張拉扯，這其中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主任一職就扮演了最重要的居間協調角色。 

2.關注學生學習成效與發展 

「大學學習」為大一必修課，由系主任、導師、高年級學長姊與

系友，在整學期的持續分享與對話過程，逐步傳承大一學生對就讀科

系的專業態度、專業精神、專業發展。另外，依據本校諮商輔導組統

計，本校學生在學期間面臨的四大議題分別為壓力、學習、感情、生

涯。針對此四大問題，「學習與發展」學門已開設「動機與壓力管理」、

「學習適應與管理」兩門選修課程，提供學生選讀。 

3.落實三環五育教育之理念 

淡江大學在「專業、通識教育、課外活動」(三環)以及「德、智、

體、群、美」(五育)的辦學理念下，致力於培育心靈卓越之人才。有

鑑於社團活動能夠培養團隊精神，有助於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抗壓

性、解決問題及創新等能力，本校因而全國首創「課外活動與團隊發

展」學門之特色核心課程。其主要目標是涵養學生具備「團隊合作與

領導」、「企劃構思與實踐」、「創新思維與激發」、「溝通表達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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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與思辨」等各項能力。透過「社團學習與實作」初階課程

帶領，並藉由活動落實與實踐，建立社團運作的基本認知與體驗，並

進一步開設「社團經營管理」、「社團服務學習」等進階課程，使學生

從課堂內外之組織領導與服務活動參與，做中學，學中做，成為具備

人文素養之終身學習者。 

4.完整的課程規劃與審核過程及後續的檢核機制 

淡江大學不僅是全國第二所通過國家品質獎認證的大學，更是唯

一一所設有直屬校長室一級單位「品質保證稽核處」的大學。由各學

門依照學門宗旨所規劃的通識課程，除嚴格遵守既定的三級三審及校

外審查之外，絕無師資專長不符或浮濫開課的情形。通識中心還必須

按照校務計畫中預先提出的各項計畫，達成各項預期目標。例如 103

學年度校務計畫中「精心琢磨通識教育」工作計畫即預列有「檢核確

保基本素養」量化指標數目為 2，實際執行完成的就有「體育學門」

的「樂活健康」素養檢核與「課外活動與團對隊發展學門」的「團隊

合作」素養檢核。104 學年度校務計畫的學門檢核指標預定值更增列

為 6門，依目前進度看來，由於通識所有課程已正式全面實施新式計

分簿，實際完成的學門基本素養檢核數值可能還會大大超出預期目標。 

另外通核中心亦配合 102與 103年度的教學卓越計畫案，分別將

各學門課程數目整合在 16 科以下，並分別將各學門全部課程送請校

外委員審核，經委員評審結果顯示課程統整性的平均分數高達

8.95(滿分為 10)。 

101 年 7 月起更由兩位老師進行重點研究計畫「淡江大學通識教

育課程架構與審查機制改進方案之研究」，考察分析國內外幾所大學

實施通識教育的課程案例，提供三種不同方案，直接促成了 103年底

的三層最新通識課程架構改革。 

 

(三)問題與困難 

本校通識教育改革理念早於國內各大學，曾一度引領通識課程改

革之潮流，亦為多校學習模仿之主要對象。但因近年來全球科技、社

會、政經趨勢之衝擊，以及數位世代學生的多元特質和價值觀轉變等

因素，通識教育在知識和學習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亦需隨之調整和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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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綜合改革之主要問題與困難：  

 

1.整體學門的規畫仍有遺珠，部分課程亦嫌過於單一化 

雖然現有通識核心課程 11 個學門涵蓋人文、社會與科學三大領

域，但卻未見佔掉淡江學生總人數超過三分之一的商管學院教師投入

通識教育，殊為可惜。另一方面某些學門，如資訊教育與全球科技革

命兩學門 103學年以前都只有單一課程，多元選項實有所不足。 

 

2.未回應通識教育課程對於畢業生的助益度 

依據 100年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報告（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結果顯示，校友對於通識教育之核心課程助益度最滿意的為

「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平均 3.42 分（採開放式題型，填入最滿

意、次滿意、最不滿意、次不滿意的項目，平均值高於 3分者可解釋

畢業校友對該項看法平均感受在「傾向滿意」）。但該學門歸屬於學院

選修核心課程，其助益度尚未普及於每一位學生。 

 

3.尚未全面推廣菁英培育計畫 

本校針對學習成效較弱同學，一向有預警制度加以協助及輔導，

尤其本校畢業生倍受社會各界肯定與推崇，在 Cheers 雜誌「三千大

企業最愛大學生」的歷年調查中，連續 18 年蟬聯私立大學第一名的

殊榮，今年更超越多所國立大學，全國排名第 8 緊追台灣科大之後。

但是對於本校成績與表現較為優秀學生卻未能相對應的設計一套完

整培育計畫，以協助這些學生在課業、生活與生涯發展上更加精進。 

 

(四)改善策略 

1.持續研究增加「財經與管理」學門的可能性 

由於增加新學門，勢必會造成其它學門課程的排擠效應，因此通

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研擬幾個方案，提案經由全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充分討論後決定 104學年起在社會分析學門增開「生活與財經」課程。 

至於資訊教育與全球科技革命兩個學門課程過於單一化問題，在

104學年新制中亦將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資訊教育將推出 6門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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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革命亦將推出 9門新課，皆已送外審，並通過學校三級三審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已於 104學年開設新課程。未來還會請兩學門持

續規劃增開新課。 

 

2.回應畢業校友對於通識教育之助益度期待 

自 102學年起，「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改為全校必修之特色核

心課程，特色核心課程增加為五個學門。104 學年以後因應新的課程

架構，「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雖降為選修，但因尚有 6學分可自由

選修，預期藝術課程選修人數還會再增加，除將增聘師資增開班數之

外，目前已著手開設網路數位化課程，103(下)錄製 2門開放式課程，

104 增開 2 門遠距非同步課程，將來還會再增加「磨課師」課程。另

一方面，「表演藝術學程」也正在規劃中，將以「表演藝術」一課程

為主軸，旁及音樂、美術、文學經典、歷史、資訊、法律及財務管理

與社團活動等課程，形成一個跨領域而又有所深研的通識學程。 

 

3.結合通識教育之菁英人才培育 

本校自 101學年起開設「榮譽學程」，結合專業、通識教育、課外

活動「三環」課程，並成立「榮譽學程」通識教育課程推動小組，由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開設以培養學生具全球視野、

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通識教育課程，培育本校大學優秀學

生，使成為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知性人才及具創

意思考與領導統御能力的領袖人才，以增強學生畢業競爭力。通識教

育榮譽課程採小班上課為原則，每班人數以 30 人為限，每學期開六

門課，每門課各開一班，每週每天至少須有一班。所有課程均須送外

審，打造榮譽學程之優越性，並建議採用 PBL教學方法或實作，增加

師生互動。淡江大學榮譽學程實施要點參見附錄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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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目二之總結 

本校為了提升教學品質，讓教學與現代社會結構相結合，並與社

會未來脈動相呼應，於民國 81 年起即進行全面性的課程改革，推動

通識核心課程方案。二十年來，通識課程配合學校的三化政策與五育

均衡發展的教育理念，歷經不斷的改革，從通識整體理念與目標的制

定、通識學門的設置、通識課程架構的建立、通識課程新科目的開發

與嚴格的專業審查，到後續通識課程檢核機制的全面實施，無一不經

過審慎的研商與討論，與難以估計的人力物力的投入。正因如此，通

識課程才能在淡江師生之間建立不錯的口碑與高出全校平均值的教

學滿意度。或許現今整體通識的課程架構與科目內容仍有未臻盡善盡

美之處，但以淡江大學組織發展所擅長的第二曲線策略，透過不間斷

的檢討改進與調整，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淡江大學的通識課程必有機

會再創另一個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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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一)現況描述 

3-1 授課教師之遴聘（含主動邀請授課）符合通識課程開設需求之情

形為何？ 

本校通識課程共分為 17 個學門加上全校共通課程，部分學門與

全校共通課程，由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之專兼任教師授課，其他 14個

學門則由本校各院系相關單位負責規劃開課。師資之遴聘不但對通識

教育宗旨之達成至關重要，更影響學生的基本權益。故在師資遴聘上，

除考量各通識課程所需具備之學經歷條件外，亦皆本於學術專業倫理

及程序正義，依據本校之教師聘審作業方式公開進行，以滿足課程設

計之專業需求。茲就本校教師遴聘的作業程序、學術專業需求以及近

三年授課的教師現況，簡要說明如下： 

 

3-1-1教師遴聘之規定與程序 

在師資徵聘上，依據校務發展計畫以及各院系之專業發展需求，

公開遴選徵聘。學校每年彙整各院系及中心的師資需求，統一在各相

關媒體或網路平台公開徵求。 

在聘審程序上，不論專兼任教師，皆必須依「淡江大學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參見附錄 3-1-1），採取三級三審制，包括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及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得聘用。每學年度系、院級教評會依發布之教師評審預

定工作進度召開，並將記錄送人力資源處統一彙整與作業。 

 

3-1-2通識課程師資概況 

本校於 98 學年所開設的通識課程的開班數為 1,522 班，至 102

學年為 1,255班。其中，「學習與發展」學門「大學學習」的課程，由

各班級導師及學校各單位聯合授課。「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則由

課外活動輔導組統籌規劃，由於著重社團經營的經驗傳承，故大多聘

請校外具社團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協助教學。101學年通識課程的授課

教師合計398人、102學年405人、103學年366人。參見表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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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師資結構表 

學門 

學 

年 

度 

專任 兼任 合計 

教授 
副 

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教授 

副 

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專任 兼任 

中國語文

能力表達

學門 

101 2 3 3 0 0 0 5 12 8 17 

102 2 2 1 0 0 0 5 13 5 18 

103 4 2 1 0 0 0 5 13 7 18 

外國語文

學門 

101 2 11 6 3 0 4 8 60 22 72 

102 0 12 6 4 0 2 8 62 22 72 

103 2 16 10 4 0 1 9 52 32 62 

資訊教育

學門 

101 6 12 7 0 0 0 5 19 25 24 

102 6 15 6 0 0 0 6 16 27 22 

103 7 17 6 0 0 0 5 13 30 18 

全球科技

革命學門 

101 11 17 4 1 1 1 5 4 33 11 

102 12 20 9 0 1 0 5 2 41 8 

103 9 18 9 1 1 1 5 2 37 9 

全球視野

學門 

101 7 17 5 0 1 1 2 1 29 5 

102 7 16 5 0 1 0 2 0 28 3 

103 6 17 5 0 0 0 3 1 28 4 

未來學 

學門 

101 4 8 6 1 0 0 3 3 19 6 

102 4 8 6 1 0 0 3 3 19 6 

103 5 9 4 1 0 0 4 0 19 4 

學習與發

展學門

(註) 

101 0 1 2 0 0 0 0 0 3 0 

102 0 1 3 0 0 0 0 0 4 0 

103 0 1 2 1 0 0 0 0 4 0 

課外活動

與團隊發

展學門 

101 0 0 0 1 0 0 0 1 1 1 

102 0 0 0 1 0 0 0 1 1 1 

103 0 0 0 1 0 0 0 1 1 1 

文學經典

學門 

101 0 1 4 1 0 1 1 13 6 15 

102 0 3 5 1 0 0 0 12 9 12 

103 1 4 9 1 0 0 4 11 15 15 

自然科學

學門 

101 7 8 3 0 2 0 1 0 18 3 

102 10 7 3 0 2 0 1 0 20 3 

103 6 9 4 0 1 0 1 0 19 2 

歷史與 

文化學門 

101 2 5 2 1 2 1 1 1 10 5 

102 2 5 3 0 2 1 0 4 10 7 

103 3 6 4 0 2 1 1 4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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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學 

年 

度 

專任 兼任 合計 

教授 
副 

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教授 

副 

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專任 兼任 

公民社會

及參與學

門 

101 0 4 3 1 0 1 2 9 8 12 

102 1 3 5 1 0 1 4 9 10 14 

103 0 1 1 1 0 1 8 7 3 16 

藝術欣賞

與創作 

學門 

101 0 3 2 0 1 1 1 9 5 12 

102 0 3 3 0 1 0 1 8 6 10 

103 1 2 3 0 0 0 1 8 6 9 

社會分析

學門 

101 2 2 0 5 0 0 0 0 9 0 

102 1 2 1 5 0 0 0 0 9 0 

103 2 1 1 5 0 0 1 0 9 1 

哲學與宗

教學門 

101 0 3 2 0 0 0 5 1 5 6 

102 1 3 2 0 0 0 5 0 6 5 

103 1 3 2 0 0 0 4 0 6 4 

校共通 

課程 

101 1 2 0 0 0 0 2 3 3 5 

102 1 2 0 0 0 0 2 2 3 4 

103 1 2 0 0 0 0 2 3 3 5 

合計 

101 44 97 49 14 7 10 41 136 204 194 

102 47 102 58 13 7 4 42 132 220 185 

103 48 108 61 15 4 4 53 115 232 176 

 

表 3-1-2-2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之師資結構人數統計表 

學年 101 102 103 

師總人數 398 405 408 

專任 204 220 232 

兼任 194 185 176 

博士 167 179 278 

碩士 231 226 129 

教授 51 54 52 

副教授 107 106 112 

助理教授 90 100 114 

講師 150 14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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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統計結果顯示，各學年在通識課程開課的教師約 400位左

右。由於通識課程除了要顧及多元性及需求性，尚需考量課程的專業

性，因此，除了由本校專任教師負責開課外，各學門也依據課程內容

的專業領域，遴聘校外專家學者到校兼任協助開課。根據圖 3-1-2-1

的專任教師統計表顯示，各學期仍以專任教師為主，所佔比例皆超過

50%。再從各學門課程的師資專兼任結構背景來分析，「全球視野」學

門、「自然科學」學門、「歷史與文化」學門以及「社會分析」學門等

學門的專任教師比例，皆在七成五以上，甚至高達九成；至於「外國

語文」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以及「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

的專任教師比例則相對偏低。 

部分學門的專任教師比例偏低之原因，除了這些學門所屬院系專

任教師因專業系所教學工作超過負荷，從而必需尋求校外學者到校兼

任協助通識開課外之外；也因這些學門的部分課程，更適合借重社會

上專業人士的實務經驗。然而兼任教師的遴聘作業依舊必須經過三級

三審嚴格的把關，開課內容也必須與其學術專業相關，開課方式與要

求皆與專任教師相同，包括上傳教學計畫表、進行期中及期末教學評

量、進行期中考與期末考，依規定時程上傳期中考及學期總成績，以

維護教學品質達到課程教學的目標。 

此外，在近三年通識教育課程授課教師的職級上，從圖 3-1-2-2

的分析結果顯示，各學期的開課教師中，以講師所佔約 33.6~37.6%最

多，其次是副教授與助理教授約各佔 22~28%，再者則是教授佔約 13%

左右，貼近金字塔型的師資結構。若進一步以各學門來分析師資職級

顯示（參見表 3-1-2-1），「自然科學」學門的開課教師中，具教授職

級的比例最高，各學期幾乎皆佔 50%以上；「全球科技革命」學門、「全

球視野」學門以及「歷史與文化」學門等學門的授課教師，平均亦有

25~30%的比例是教授級職。反觀，在「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外國語

文」、「文學經典」、「公民社會及參與」、以及「社會分析」等學門的開

課教師中，講師職級的比例仍相對偏高，約佔 50%左右，但大部份講

師若非具有特殊背景專業或職務，基本的要求仍必需是具有博士班修

完課而正在撰寫論文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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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關於通識教育課程各項師資結構之分析結果顯示，本校

除了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與各院系專任教師協同開課外，也遴聘校外

學者及社會專業人士協助開課。惟在師資結構上，由於本校專任教師

的教學負荷頗重，再加上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涵蓋實務應用與文學藝術，

故兼任教師的比例偏高。儘管如此，上述各級教師皆需具有該課程之

專業背景，且必須依據學校規定要求進行課程與接受教學評量，兼任

教師一旦低於學校所設評鑑門檻就不再續聘。因此各學門兼任教師教

學評鑑表現都相當優異，足見可以確保課程教學宗旨之達成。 
【附錄 3-1-1】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3-2授課教師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為何？ 

本校通識課程之師資皆依本校遴選教師規則辦理，因此所聘之授

課教師對於所授課程，符合其專門課程需求本無疑問，但是本校通識

課程之授課師資來源不同，而學校對專、兼任老師學術研究的要求不

盡相同，而且通識課程之性質在於強調博雅與跨領域之通才教育，不

若系、所專門課程要求教師應在其專業領域有最先進和傑出的研究表

現，因此此處的分析，是以本校通識課程之授課專任教師所從事之學

術研究，與其所授課程之學門是否相關來看。 

3-2-1通識教育課程授課教師(專任)的研究表現 

教師的學術專業研究能力，是決定通識教學品質的重要因素。本

校設有「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附錄 3-2-1)、「淡江大學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附錄 3-2-2)、以及「淡江大學重點研

究補助規則」(附錄 3-2-3)，獎助教師從事研究工作。 

表 3-2-1通識教育課程專任授課教師研究表現一覽表 

 學年 

國科會
(包括特
殊 優 秀
人 才 獎
勵)等重
要獎項 

國科
會專
題計
畫案 

其 他 部 門
專 題 計 畫
案 ( 教 育
部 、 經 濟
部、文化局
等) 

專書
( 含
教科
書) 

SCI/SSCI
/TSSCI/E
I/THCI 
core/A&H
CL/CSSCI
論文 

一 般
期 刊
論 文
或 專
書 內
論文 

展
演 

本 校
重 點
研 究
補 助
案 

會 議
論文 

件

數 

101 5 93 29 27 78 116 16 8 217 

102 2 84 27 25 74 133 21 6 186 

103 1 115 19 35 100 87 34 4 170 

總計 8 292 75 87 252 336 71 18 573 

如上表 3-2-1所呈顯，本校通識教師致力於提升其研究能力，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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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3學年本校通識任課教師共獲得國科會重要獎項 8座，國科會計

畫案 292件，政府其他部門計畫案 75件，出版專書(含教科書)87本，

發表重要期刊論文 252篇，一般期刊論文和專書論文 336篇，會議論

文 573篇，獲得本校重點研究補助案 18件，展演活動 71場。不論質

與量皆具一定之水準。 

3-2-2通識教育課程授課教師專任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 

以下將通識課程專任教師研究表現與其所授科目（之學門）的相關性，

整理於表 3-2-2。 

表 3-2-2通識各學門專任教師研究表現與授課科目之符合程度 

學門名稱 
專任教師 

人數 
研究與授課學門相關人數 

比例(相關人 

數/師資人數)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101 學年: 8 8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5 3 102 學年: 60.0% 

103 學年: 7 6 103 學年: 85.7%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8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8 人 (100%) 

外國語文 

101 學年: 22 18 101 學年: 81.8% 

102 學年: 22 19 102 學年: 86.4% 

103 學年: 32 16 103 學年: 50.0%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32人；有相關學術研究：19人 (59.4%) 

資訊教育 

101 學年: 25 20 101 學年: 80.0% 

102 學年: 27 20 102 學年: 74.1% 

103 學年: 30 21 103 學年: 70.0%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30人；有相關學術研究：21人 (70.0%) 

全球科技革命 

101 學年: 33 31 101 學年: 93.9% 

102 學年: 41 32 102 學年: 78.0% 

103 學年: 37 33 103 學年: 89.2%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41人；有相關學術研究：33人 (80.5%) 

全球視野 

101 學年: 29 21 101 學年: 72.4% 

102 學年: 28 20 102 學年: 71.4% 

103 學年: 28 18 103 學年: 64.3%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29人；有相關學術研究：21人 (72.4%) 

未來學 

101 學年: 8 7 101 學年: 87.5% 

102 學年: 8 6 102 學年: 75.0% 

103 學年: 19 5 103 學年: 26.3%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19人；有相關學術研究：7人 (36.8%) 

學習與發展 

101 學年: 3 3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4 4 102 學年: 100% 

103 學年: 4 4 103 學年: 100% 

合計 101~103(1)專任老師：4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4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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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名稱 
專任教師 

人數 
研究與授課學門相關人數 

比例(相關人 

數/師資人數) 

文學經典 

101 學年: 6 6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9 8 102 學年: 88.9% 

103(1): 15 7 103 學年: 46.7%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15人；有相關學術研究：8人 (53.3%) 

自然科學 

101 學年: 19 11 101 學年: 57.9% 

102 學年: 20 11 102 學年: 55.0% 

103 學年: 19 16 103 學年: 84.2%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20人；有相關學術研究：16人 (80.0%) 

歷史與文化 

101 學年: 10 7 101 學年: 70.0% 

102 學年: 10 7 102 學年: 70.0% 

103 學年: 13 9 103 學年: 69.2% 

合計101~103學年專任老師：13人；有相關學術研究：9人 (69.2%) 

公民社會及參與 

101 學年: 6 6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6 5 102 學年: 83.3% 

103 學年: 3 3 103 學年: 100%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6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6 人 (100%) 

藝術欣賞與創作 

101 學年: 5 5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6 5 102 學年: 83.3% 

103 學年: 6 4 103 學年: 66.7%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6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5 人 (83.3%) 

社會分析 

101 學年: 9 4 101 學年: 44.4% 

102 學年: 9 5 102 學年: 55.6% 

103 學年: 9 8 103 學年: 88.9%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9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8 人 (88.9%) 

哲學與宗教 

101 學年: 5 2 101 學年: 40.0% 

102 學年: 6 1 102 學年: 16.7% 

103 學年: 6 2 103 學年: 33.3%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6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2 人 (33.3%)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101 學年: 1 0 101 學年: 0% 

102 學年: 1 0 102 學年: 0% 

103 學年: 1 0 103 學年: 0%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1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0 人 (0%) 

校共通課程 

101 學年: 3 3 101 學年: 100% 

102 學年: 3 3 102 學年: 100% 

103 學年: 3 1 103 學年: 33.3% 

合計 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3 人；有相關學術研究：3 人 (100%) 

總計：101~103 學年專任老師 232人；有相關學術研究 149人 (64.2%) 

 

 

 



 

 59 

表 3-2-2 的分析，是依 101、102 和 103 三個學年分別計算專任

授課教師人數，再計算該年度老師有、無發表學術論文的人數，並針

對有發表學術論文的部份，進一步分析此是否與其所授課程（之學門）

有關。由分析的結果可知，除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因自 100學年

起才成立，而且性質上著重活動與實務經驗，因此較無相關研究著作

以外，其他各學門之通識課程專任授課教師幾乎多有發表和從事相關

之學術研究。 

然而，由於同一學門不同的老師發表論文的年度可能有所重疊而

集中在某一年度，形成某一年度的學術發表百分比數值相較高於其它

年度；或者是老師們的確有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但其學術發表無法

平均分配在三個不同的學年度裡，致使有些學門在某些學年裡有較低

的學術發表率。因此，在每一學門的下方將該學門所有授課的專任教

師加以合計，重新計算其在 101~103學年中任一年有發表過相關學術

論文的人數和百分比。由整合各學門結果之資料來看，本校通識課程

各學門授課教師之研究表現與其授課科目（之學門）相吻合的比例平

均達 64.2%。 
【附錄 3-2-1】3-2-1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附錄 3-2-2】3-2-2淡江大學獎勵優秀人才支給辦法 

【附錄 3-2-3】3-2-3淡江大學重點研究補助規則    

 

3-3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進行教學準備

及改進教學設計和教材教法之情形為何？ 

為使教師所授科目之更能培養預期之基本素養，並達到教學目標，

本校多管齊下以活化教材與教學，並加強對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之體

認。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由教師為通識課程自行編寫教材、講義，舉辦

交流研習活動，提供設備資源與教學助理，並獎勵在教材編撰與教學

表現上傑出之教師。 

 

3-3-1多元教材，活化教學 

為符合學門教學目標並呼應校級基本素養，本校通識教育授課教

師無不努力於教材教法之準備，以期更適性適能。教師多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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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著教材；或者由學門召集人廣納任課教師意見，匯聚群力，編寫適

合的共同教材。 

自編講義已出版的部分，如「歷史與文化」學門劉增泉老師的《歐

洲文化史》。共同教材部分，如「文學經典」學門之《文學經典的當代

闡釋》，自 100學年已由中文系教師主編《文學經典精選輯》（學生書

局），預計 101學年改版為《文學經典》（五南出版社）；「中國語文能

力表達」學門亦自 101 學年起，重編共同教材《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五南出版社）；「資訊教育」學門的「資訊概論」，由資訊工程學系編

寫統一教材。該學門於每學年開會檢討教科書內容，並配合科技產業

高度發展以活化課程教材內容。理工學院教師為提升「全球科技」學

門的教學品質，聯合編寫通識教材已行之有年。91年編製《三大科技

革命和時空宇宙》、94年編製《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科技革命之衝擊》、

101年出版《全球科技革命》，在「全球視野」學門方面，為進一步拓

展同學國際視野，於 103年出版《認識變動中的世界》與《當前世界

和平與民主的發展：大學生應有的認識》，撰稿者包括在國際關係學界

表現突出的學者、以及多位曾在政府擔任國際關係方面重要職務者。

「未來學」學門目前則正由未來學研究所編寫五大未來領域的教材，

包括「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政治未

來」；其中「社會未來」這一冊在 104年 7月出版，其他主題則將陸續

完成。在每個議題的內容方面，有 30％的未來學概論、40％的趨勢與

科際整合應用，以及 30％的課程實作，讓同學能將對於未來的創意以

展演和寫作的方式呈現。值得一提的是，本教材將結合電子通訊產品

之應用功能，使學生能夠積極主動預習與反覆練習。「哲學與宗教」學

門目前也在 104年編撰完成「哲學經典選讀」課程使用的教科書（送

印中），內容涵蓋東西方哲學史上具代表性的哲學經典作品片段，配合

對該文本之導讀與問題討論，目的在引導學生認識哲學上重要哲學議

題的意義、以及該議題跨越時代的經典價值。 

此外校方亦提供多媒體資源與教學助理 TA 人力，協助通識教育

教師準備教材與活化教法，如使用 PPT、Youtube影片，或是提供學生

講義、進行分組口頭報告。為了加強學生資料蒐集及學習能力，教師

還可以運用校內教學支援平台或自己的網頁，來建置多媒體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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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舉辦研習，交流教學 

學習與教學中心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都積極舉辦講座活動與

教學研習工作坊，分享教學經驗，以精進教學設計與教材教法知能。

比如「全球科技」學門，為了使授課教師能完全理解新教科書之內容

與宗旨，學習與教學中心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在教科書初稿完成

後，曾舉辦多場「全球科技革命」授課教師教學工作坊(workshop)，

溝通授課經驗，相互教學觀摩和交換心得。為了提升教學品質，各章

節之編輯教師均提供投影片以及多媒體影片等補充教材，供授課教師

使用。授課教師也可根據課程需求與安排，選用補充資料作為教學教

材。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和溝通，以及全校資源的投入，包括圖片智慧

財產權授權、校稿、美編等，在 100學年結束時完成送印工作。 

101 學年舉辦「問題導向學習的方法與策略」研討會與工作坊，透過

理論與實務經驗分享，協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

培養學生除了單向學習之外，也培養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

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此活動也期望引導教師調整學生學習型態，由

個別學習、教師導向學習轉為合作學習、自我導向學習。外語學院英

文學系也舉辦了「英語教學專題工作坊」，邀請台北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劉慶剛教授分享通識英文教學策略。 

102 學年為提升教師數位學習知識與相關開發技能，並達到經驗

分享與意見交流，舉辦教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系列研習活動，內容包

括自由軟體與雲端整合應用、EDIUS剪輯操作與 PowerCam等，透過提

供軟體操作的研習課程，讓教師可多元學習到不同的軟體應用與實務

經驗。 

103 學年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多元升等辦法，舉辦外語學院精進教

學工作坊，協助外語學院教師精進教學方法，進而提高外語學院整體

教學評量成績，邀請教師教學發展組李麗君組長介紹相關理論、英文

系薛玉政助理教授及西語系林惠瑛副教授分享教學經驗。另舉辦「教

學特優教師展演教學：通識日誌」，邀請鄧玉英老師分享通識課程的美

麗與哀愁，以及通識課程培養跨學科能力與素養，包括經濟學、哲學，

與社會學…等。其它還有「PBL 教師成長社群課程觀摩」等教學交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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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提供獎勵，卓越教學 

本校為鼓勵教師能夠與時俱進，增益教學設計與教材教法，訂有

教師卓越表現獎勵機制，表彰教師在教學的卓越表現，藉以提升教學

品質。本校提供教學優良教材之獎勵，經教學優良獎勵審查委員會審

議，獲獎之教科書可獲為期一年每月 3,000元的獎金；獲獎之教材可

獲為期一年每月 1,000元的獎金，除於院、系公開展示外，另送圖書

館典藏。 

獲獎教材包括 101學年中國語文能力學門趙衛民老師主編之《中

國語文能力表達》、全球視野學門陳鴻瑜老師「東亞與世界」課程之《東

亞與社會》，皆屬於為通識課程而撰寫並獲獎的教學優良教材。 

 

3-3-4切合目標，落實教學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各任課教師皆需配合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以及學門教學目標，從事教學準備與教學設計，務求切合所需，

名實相符。如基礎課程「資訊教育」學門，其教學目標不僅「培養資

訊溝通能力與資料搜尋能力」，還有「維持良好人際互動溝通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意即知識與倫理相輔相成，始為全人教育。因此嚴昱文老

師所開設「資訊概論」，其課程設計除教授多媒體、人工智慧，亦安排

有資訊倫理與法律。又如「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其教學目標在「培

養學生對國家（政府）體制的基本認識」基礎上，更要求「蘊育公共

服務導向的公民人格特質」，因此張人傑老師所開設「非營利組織」，

教學設計除課堂上社會文化性、政治經濟性等知識傳授，更安排志工

實習、個人體驗到多層體制等實務課程，培養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的知能。凡此切合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的教學設計，不勝枚舉，足見

本校通識教育教師之用心。 

 

3-4 授課教師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進行學習評量

之情形為何？ 

由於本校通識教育依屬性之不同共分 17 學門，各學門所授科目

適用之學習評量方法也各有差異。整體而言，各學門通識課程的老師

在擬定教學目標時會先將此教學目標與相關的校基本素養做聯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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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04學年開始全面實施的新式記分簿，就要求依各學門所選素養比

例來評量學生學習成果(參見下圖 3-4-1)，再依各學科的屬性採取或

設計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用以評量學生是否具備各項基本素養並了

解教學目標達成與否。 

在進行學習評量時，如前所述，對於基本素養能力和教學目標可

以直接以標準測驗或會考方式檢驗之學門，例如「中國語文表達能力」、

「外國語文」和「資訊教育」等學門，則由學校統一安排會考時間，

進行學習成果檢驗，而該測驗所佔學期成績比重，則視各學門之規定，

由各學門規劃委員會或授課教師決定。 

對於基本素養能力和教學目標較無法直接以標準測驗或會考方

式檢驗之學門，例如「社會分析」、「全球視野」以及「哲學與宗教」

等學門，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果之評量，評量方式則是以百分比分配至

平時成績、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各學科依其屬性，採取的評量方式

有考試（筆試與口試）、報告、實作、展演、課堂上的問題討論、撰寫

學習評量等方式以進行更詳實的學生學習評量。 

圖 3-4-1新式記分簿截圖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除了由考試或老師對於學生的學生成果作

檢驗之外，亦有學門，例如「學習與發展」學門同時兼採問卷調查法

檢測學生主觀評量在該學門課程之學習成效，以了解學生如何善用校

內學習資源（參見附錄 3-4-1）。 

【附錄 3-4-1】淡江大學學生對於「大學學習」課程之認同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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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授課教師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與運作情形為何？ 

    為提升本校通識課程教師之通識教育素養，學校除訂閱「通識在

線」期刊提供所有通識課程相關之教師參考，以期能幫助教師對目前

國內、外通識教育之現況與研究有清楚的認識之外，學校亦不定時邀

請校外優良通識課程教師來校講演，分享其教學經驗，希望能改善本

校通識課程教師對其課程內容之設計，以及活化其教學方式。 

    有關提升本校教師教學能力之機制方面，本校設有一級單位學習

與教學中心，其中教師教學發展組職司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之

相關研習活動設計，略述於後。 

 

3-5-1教師成長專責單位提供教師有關教學專業資訊及諮詢服務        

3-5-1-1學習與教學中心成立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並舉辦研習活動 

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以教學方法和策略、教學媒

體、教學引領等主題，辦理多面向教學知能活動，並推動「教師精進

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教師除了獲得專

責單位之資訊與諮詢外，尚可藉由同儕之相互觀摩與傳承，相互分享

教學理念與策略，增加學術研究之深度與廣度，並凝聚教師團隊的向

心力。 

 

3-5-1-2「大學學習」導師研習會 

「學習與發展」學門的必修課程，皆由系上的導師授課。每學年

初，「學習與發展學門」、學習與教學中心、以及學務處都會合辦「大

一導師輔導知能暨大學學習課程研習會」，使擔任授課的大一導師瞭

解課程內容、規劃授課方式，並精進輔導知能與技巧，以幫助學生善

用學校各項資源，與培養大學學生之基本能力。 

 

3-5-1-3針對教學優良的教師給予獎勵 

本校為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與貢獻，設有教學優良教師獎勵，頒

發獎金與獎狀，自 99 學年加設教學特優教師獎勵。獲得全校教學特

優之教師，可獲得為期一年每月 10,000 元的獎金；獲得教學優良之

教師，則可獲得為期一年每月 2,000元的獎金；獲得教學創新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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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則可獲為期一年每月 4,000元的獎金。 

 

3-5-2實施教學評量並落實獎懲制度   

本校訂有「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於期末考前二週舉行

「教學意見調查」。調查表依課程性質有八種版本，定期研修，具備一

定之信度與效度。內容包括：教師之專業態度、教學方法、教學內容

及教學效果四個面向，另輔以開放性題目，徵詢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意

見，提供教師參考。自 96 學年起，教師評量由修課學生上網匿名填

答。評量結果納入教師聘審時之獎懲，凡超過全校平均值之科目者加

分，未達院定標準者扣分，並需填寫報告，參加學教中心安排之專業

輔導課程，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未達標準則不再續聘。 

 

3-6 通識教育依據規劃之通識教育理念內涵及校（院）基本素養，評

估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之機制為何？ 

本校於 98 學年制訂十大校基本素養，99 學年修訂為八大校基本

素養，101 學年再修訂八大校基本素養。103 學年上學期更進一步完

成所有學門之操作型定義，詳細建構各學門課程對應之基本素養與操

作型定義，作為新式記分簿教師評量之依據。所有通識課程將在 104

學年全面正式實施使用新式記分簿。未來教務處與資訊處將根據新式

記分簿所得資料，加以統計分析，提供各學門及通核中心檢核各學門

教師所選定培育之基本素養是否達成既定之標準，以利於將來檢討改

善。 

 

3-6-1通識教育理念內涵及校（院）基本素養之檢核機制 

3-6-1-1校級基本素養評量： 

淡江的通識課程，作為學校三環課程中的重要一環，秉持將淡江

「三化政策」融入校八大基本素養之精神，完成培養心靈卓越之人才

的目標。因此各個學門皆需選定所著重的基本素養，並在課程執行學

生評量時，羅列學生在學門各項基本素養上的表現。茲以促進「國際

化」目標貢獻最為卓著的全球視野學門為例，這一學門在校級八大基

本素養中選了三個，其所佔比例分別為：全球視野 50%、洞悉未來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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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30%。所有學門內開設的 13 種課程皆必須按照此既定比例

來評量學生給出成績。其操作型定義與對應課程及評分方式詳列如下

表 3-6-1-1 

表 3-6-1-1全球視野學門課程與校級基本素養之對應及操作型定義 

校級 

基本

素養 

在課

程中

所佔 

比例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學習評量 

方式 
對應課程 

(A) 

全球

視野 

50% 

1.了解全球社

會發展的能

力 

2.分析全球社

會變化的能

力 

3.反思全球社

會發展因果

的能力 

1.能夠了解全

球各種發展

趨勢 

2.能夠理解全

球各項變化

的多元關係 

3.能夠批判全

球各種變化

因果關係 

1.分組討論 

2.團體作業

或報告 

3.期中與期

末測驗 

1.全球化發展 

2.國際現勢 

3.歐洲與世界 

4.世界環境保護 

5.歐洲聯盟與歐

洲統合 

6.文化全球化 

7.東亞與世界 

8.全球體系與兩

岸關係 

9.經濟全球化 

10.美洲現勢 

11.國際非政府組

織 

12.國際規範與禮

儀 

13.世界人權問題 

 

(C) 

洞悉

未來 

20% 

1.認識全球未

來發展趨勢

的能力 

2.適應全球未

來變遷的能

力 

3.建構未來全

球發展的能

力 

1.辨識影響全

球變遷的各

項情勢 

2.運用跨學科

觀點分析未

來的全球議

題 

3.前瞻全球社

會永續發展

要素與願景 

(E) 

獨立

思考 

30% 

1.發現全球問

題的能力 

2.分析全球問

題的能力 

3.表達個人全

球觀點的能

力 

1.能夠了解不

同國際社會

行動者的行

為動機與立

場 

2.能夠發現與

提出爭議性

話題來討論 

3.能夠針對一

則國際事件

表達出自己

的立場 

【附錄 3-6-1】淡江大學通識各學門與校級八大基本素養的呼應與操作型定義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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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通識課程與校基本素養對應之矩陣表與雷達圖： 

本校為檢核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度，要求各學門之任課教師

在教學進度表上，必須列出課程與校基本素養之關聯性，並據此訂定

各學門之量化矩陣表，參見表 3-6-1淡江大學 103學年通識課程各學

門與校基本素養之矩陣對應表。 

表 3-6-1 淡江大學 103學年通識課程各學門與校基本素養之矩陣對應表 

再經由學生修課之學期成績，換算累計為核心能力達成度，並以

雷達圖方式呈現。圖 3-6-2乃以 103學年「未來學」學門為例，根據

素養矩陣表而繪製出雷達圖。 

 

 

 

           素養 

 

學門 

全
球
視
野 

洞
悉
未
來 

資
訊
應
用 

品
德
倫
理 

獨
立
思
考 

樂
活
健
康 

團
隊
合
作 

美
學
涵
養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50   50 

外國語文學門 50       50 

資訊教育學門   80 10 10    

全球科技革命學門 70 10 20      

全球視野學門 50 20   30    

未來學學門 30 50   20    

學習與發展學門  30   35 35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39 19 42  

文學經典學門     50   50 

自然科學學門 50 20 20  10    

歷史與文化學門     80   20 

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 25   30 30  15  

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 25      25 50 

社會分析學門  15  30 35  20  

哲學與宗教學門 15   2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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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通識課程未來學學門素養矩陣與雷達圖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全球視野

洞悉未來

資訊運用

品德倫理

獨立思考

樂活健康

團隊合作

美學涵養

社會未來

科技未來

經濟未來

環境未來

政治未來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

前瞻知識與經濟社會

環境變遷與永續未來

全球未來

未來學名著選讀

運動文化趨勢

學門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全球視野 洞悉未來 資訊運用 品德倫理 獨立思考 樂活健康 團隊合作 美學涵養

未來學 社會未來 2 25 50 0 0 25 0 0 0

科技未來 2 25 50 0 0 25 0 0 0

經濟未來 2 25 50 0 0 25 0 0 0

環境未來 2 40 40 0 0 20 0 0 0

政治未來 2 25 50 0 0 25 0 0 0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 2 25 50 0 0 25 0 0 0

前瞻知識與經濟社會 2 25 50 0 0 25 0 0 0

環境變遷與永續未來 2 40 40 0 0 20 0 0 0

全球未來 2 25 50 0 0 25 0 0 0

未來學名著選讀 2 25 50 0 0 25 0 0 0

運動文化趨勢 2 25 50 0 0 25 0 0 0

280 480 0 0 240 0 0 0

28.0% 48.0% 0.0% 0.0% 24.0% 0.0% 0.0% 0.0%

學門百分比重 30.0% 50.0% 20.0%

淡江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     未來        學門課程和校基本素養的對應表

各指標權重累計

各指標佔整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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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在教師素質上，本校不論聘任專兼任教師，皆嚴格審查其研究能

力與教學經驗。聘任後，學校透過各種研究與教學之獎勵措施，持續

不斷激勵教師在研究與教學上的精進。 

    從「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淡江大學重點研究補助

規則」、「淡江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到「淡江大學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這些具體的法規當中，可以看出本校十分用心投入大量

的經費，以期不斷激發教師在研究及教學上的能量。 

    在行政支援上，資訊處及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組不但提供完善的

多媒體教室設備，讓授課教師得以充分發揮教材，又架設教學支援平

台，提供教師與學生良好的網路溝通平台。教師在填寫教學計畫表時，

必須仔細思考所授科目與核心能力指標或校基本素養之對應情形，並

協助各通識學門根據矩陣對應表而畫出雷達圖。學習與教學中心不但

每學期舉辦多場教學研習，而且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以及「良

師益友帶領制度」，促進教師之間的教學交流。品質保證稽核處負責教

師教學評量的規劃與施測，並將施測結果提供給授課教師及學門負責

人參考。 

本校不但嚴格要求教師素質，且具體檢核教學品質。本校曾榮獲

2009 年「國家品質獎」，以此專業精神來維持高品質的教學品質和教

師素質，必定能將本校之通識教育，邁向更理想的境界。 

(三)問題與困難 

儘管淡江大學在篩選師資與控管教學品質方面皆有嚴格的規定，

但不可諱言，在這麼一所學生總人數僅次於台大，但能運用的經費卻

遠遠不如國立大學的私立綜合型大學裏，想要達成理想的目標，還是

不免會遭遇一些困難。 

 

1.通識教育授課教師的遴聘問題： 

部分學門兼任教師的比例不低。像外語學門，因為將近一半的專

任師資為助理教授，依學校規定不得超鐘點授課，因此無法協助解決

大量的通識英語課程需求，而必須仰賴聘請大量兼任教師。但在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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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對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皆有嚴格的限制下，本校遂不得不大量聘

用兼任講師，但要求所有兼任講師仍需符合至少修完博士課程的規定。 

 

2.通識教育課程教材的更新問題： 

淡江大學的通識課程設計發展變動甚快，在學術快速的變遷與發

展下，許多舊的通識教材需要重新修訂甚至棄置，新編教材往往又耗

時耗力，因此相對於眾多的學門，適用的自編學門教材，比例上就顯

得不夠完整相稱。 

 

3.通識授課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之研究問題： 

由於本校通識課程的規畫乃由一年一聘的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導，

因此各學門授課教師亦少有主動投入通識教育之研究者。僅有「學習

與發展」學門曾經銜校長之命進行過相關一年期之研究，這對通識教

育的長期發展與延續是比較不利的。 

(四)改善策略 

1.增聘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各學門在新聘專任教師時，除了考慮系所開課需求以外，同時亦

考慮支援通識課程之教學。外語學門也可以考慮增聘數位約聘外籍語

言專任教師。當專任教師足夠支援通識課程之授課時，自然可以降低

兼任教師之比例。 

2.推展通識課程教科書 

自 103學年起，為了強化通識課程，通識中心計劃推展通識課程

教科書。預計先從全球視野學門、未來學學門、藝術欣賞與創作及哲

學與宗教學門著手進行，以符合學生之需求。 

3.由教育學院教師組成經常性研究團隊 

本校曾於 101 學年進行重點計畫：「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與學

習改進方案之研究」。相關計畫若能在制度化底下持續進行，則對本校

通識教育的推動必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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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目三之總結 

由於本校通識教育各學門之屬性不同，因此在執行提升教師素質

與學習評量機制要點亦不盡相同。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在期末的教學

意見調查大致受到肯定，日後將更充分利用新式記分簿進行學生學習

評量，具體呈現教授科目所能培養的素養目標，並定期檢討各學門課

程規劃及師資授課內容與方式能否達成既定理想，以提升通識教學的

品質。 

本校近年成立學習與教學中心，即致力於提供師生最好的教學與

學習資源，協助教師成長與學生學習。 

同時通識教育遵循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念，在品保處的督導之

下，無論是教學方法、跨領域協同教學、問題導向教學、或是學生自

主性學習，各單位都能攜手邁進，協同精進教師的教學品質。在檢測

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因應不同課程類別，採用多元考核方式，或以檢

定、會考之方式，或展示學習作品，如學生實作、創作之影片與設計

成果，以呼應校基本素養，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 

各系所在聘用教師時，除了考量其系所專業教學知能外，若能兼

顧教師之通識素養，認同學校之通識辦學理念，則系所教師將更能融

合其系所專業與通識教育精神，開設多元且符合校基本素養之通識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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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一)現況描述 

4-1 學習資源（含空間、經費、設備、及教學助理等）符合通識教育

課程與教學需求之情形為何？ 

 

4-1-1空間 

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本校非常重視多媒體教室、語練教室、及電

腦實習教室的設置。此外，為了「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課程的特殊

需求，也設置音樂教室、美術教室和書法教室。參見表 4-1-1。 

              表 4-1-1淡江大學教室類別與數量 

教室名稱與類別 間數 

多媒體教室 194 

語練教室 10 

電腦教室(含實習室) 17 

音樂、美術、書法教室 3 

101 至 103 學年通識課程的開班數，參見表 2-1-2。通識課程的

排課若平均分布在週一至週五 8：00至 18：00，而每班 2學分，每天

5個時段，則平均每個時段（2小時）分別需要 27間（101學年）、32

間（102 學年）、30 間（103 學年）。因此，就教室間數而言，是頗為

充足的。 

此外，為營造多元學習的環境，本校於 89年 50週年校慶時，成

立「文錙藝術中心」，其中包括視覺藝術的「展覽廳」、傳統與科技融

合的「書法研究室」、多功能音樂表演藝術的「文錙音樂廳」，以及主

題特色強烈的「海事博物館」，每年各廳館參觀總人數超過 3萬人次，

是國內非藝術類大學中藝術空間較具規模者(詳見 4-2 節：藝術環境

氛圍營造)。另外，為了培養學生團隊發展及支持學生社團活動，本校

開放專區設置學生社團辦公室。(參見附錄 4-1-1) 

在研討會、專題演講、藝術創作與發表、以及各種活動的宣傳展

演等不同的活動方面，本校亦有頗為充足的空間提供多元所需，詳細

空間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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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淡江大學舉辦大型通識相關活動場地 

校園別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相關活動 

淡水校園 文錙藝術中心 200 長期策展 

淡水校園 文錙音樂廳 252 音樂會暨表演活動 

淡水校園 黑天鵝展示廳 100 中型文物、活動展 

淡水校園 鍾靈中正堂 200 演講、研討會 

淡水校園 驚聲國際廰 175 演講、研討會 

淡水校園 V101視聽教室 120 演講、研討會 

淡水校園 覺生國際會議廳 180 演講、研討會 

淡水校園 化學館水牛廳 200 表演、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商館大樓 B712 300 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商館大樓 B713 300 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E787 多媒體教室 167 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E830 多媒體教室 54 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實驗劇場 150 戲劇表演、講座 

淡水校園 覺軒花園教室 300 表演、講座 

淡水校園 美術專用教室 35 演講、講座、研討會 

淡水校園 書法專用教室 30 演講、講座、研討會 

蘭陽校園 強邦國際會議廳 286 演講、研討會 

蘭陽校園 CL501 多功能教室 150 活動、表演 

蘭陽校園 CL439蘭陽講堂 90 演講、研討會 

蘭陽校園 CL328階梯教室 120 演講、研討會 

台北校園 校友聯誼會館 100 演講、研討會 

台北校園 中正紀念堂 211 演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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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經費 

本校通識教育之相關預算，除了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還包括學

習與教學中心、文錙藝術中心、以及教學卓越計畫，參見表 4-1-3。 

表 4-1-3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及相關單位之年度預算 

學年 總  計 

101 9,285,900 

102 8,812,000 

103 13,425,450 

4-1-3設備 

  多媒體教室備有單槍投影機、螢幕、電腦、DVD 播放機、錄放影

機、麥克風，設備齊全。音樂教室及美術教室，都符合專業訓練之需

求。文錙音樂廳及文錙藝術中心，皆符合專業演奏與展覽之需求。 

【附錄 4-1-1】淡江大學社團活動空間一覽表 

 

4-2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營造學習環境（如潛在課程）之情形為何？ 

  通識教育為大學培育全人發展所必須，除正式課程的完整規劃外，

學習環境的營造亦是通識教育重要的一環。有鑑於此，本校在學習環

境的營造上極力打造多元化、資訊化與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藉此讓學

生將課堂所學之知識在優質的學習空間中不斷試驗、創造，藉由做中

學的實務過程達到學習加乘的效果。 

 

4-2-1藝術氛圍營造 

4-2-1-1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展覽廳為二層挑高展示空間，一樓面積 160坪，二樓面積 80坪。

展示廳具備多媒體電腦化教學設備、美術館級之典藏室以及小型圖書

室等，功能、設備極為完善。展覽廳除不定期主題藝術特展外，另定

期展出「傳美輝藝」、「淡江輝藝」等主題及藝術中心典藏中外藝術名

家作品 1,600餘件，並且建立藝術資料庫、設計網站、製作發行藝術

相關出版品。運用多媒體電腦設備，配合教學及藝術欣賞講座，並引

導同學參與藝術展覽之解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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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文錙藝術中心─文錙音樂廳 

  本校為加強音樂教學及提升校園音樂欣賞風氣及水準，乃聘請專

家以高規格之聲學專業設計文錙音樂廳，並於 91 年落成啟用。廳內

面積約 100坪，配置與國家音樂廳同等級的史坦威（Steinway & Sons）

演奏型鋼琴與專業高規格燈光、音響、錄音、錄影設備。每年皆有超

過百場之各類型音樂會與音樂比賽等活動在此舉辦，免費提供校內師

生及社區民眾欣賞。此外，更經常與校外音樂家及機關團體合作，舉

辦音樂講座、研習營、專輯錄製等活動。 

 

4-2-1-3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 

  全國首座「海事博物館」是一棟建地 2,134平方公尺，外觀完全

依照商船外型設計的船型建築，十分具有特色。館內展示古今中外各

類的船艦模型，皆照原船結構比例縮小，以手工製作、打造，細緻而

真實，免費供校內師生與民眾參觀。另 98 年海事博物館中甫開幕的

黑天鵝展示廳約為一百多坪的場地，共有三個展示空間。挑高的設計，

並設置投影機，可讓投影畫面占滿整個牆面，又在天花板設計天窗，

讓自然光可投射進來，提供多元展覽的優質空間。 

 

4-2-1-4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 

  書法研究室成立於 90 年，兼具書法教學及研究功能。最大的特

色是書籍典藏十分豐富，收集了中文、日文及韓文的書法書籍及資料

八千餘冊。在新世代ｅ化書畫工具的技術研發上，和校內中文系、資

訊系、數位語文中心等單位合作，自行研發出獨步全球之「ｅ筆書畫

系統」。產品定名為「神來ｅ筆」，目前已發展至第三代。 

 

4-2-1-5實驗劇場 

  淡江實驗劇場位於淡江大學文學館 L209，平時為淡江實驗劇團

（學生社團）使用空間。是各系所社團戲劇公演時的最佳場地。實驗

劇場最初的創立目標，便是為了讓所有喜歡戲劇的同學擁有一個可以

自我創新、自我突破的一個場所，一起為戲劇做出不同的嚐試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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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蘭陽校園藝術家工作室 

  本工作室為提升校園藝術學風，增進藝術欣賞知能而設置，面積

約 34坪。除為文藝交流的場域外，亦為師生同仁學習書法、繪畫的優

質空間，由駐校藝術家親自指導。 

 

4-2-1-7駐校藝術家   

  本校為營造藝術環境，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李奇茂先生、顧重光

先生駐淡水校園；周澄先生、林妙鏗先生駐蘭陽校園，並不定期舉辦

作品展覽、藝文講座演講等活動，以啟發學生藝術鑑賞及創作的潛能。

本校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先生，亦是國內知名書法大師。 

 

4-2-2通識課相關研究中心及研究室 

  本校通識教育集結各學院系所相關研究中心、研究室、實驗室之

研究資源及成果，如：「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定期舉辦研討會及講座

課程、「奈米科技實驗室」舉辦經常性的討論會和論壇以利於跨領域和

合作研究計劃的推動，其他研究中心如「西藏研究中心」、「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亦投入相關研究成果於通識課程中，期望啟發學生對不同

學科領域探索的興趣。(參見附錄 4-2-1) 

 

4-2-3綜合活動空間 

  本校因應教學及學生活動等各類需求，不定期於各校園中舉行學

生社團、系所球賽等不同活動。如：學生會每年於淡水校園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望春瘋」校園演唱會、吉他社及詞創社每年於文錙音樂廳

舉辦全國性流行音樂創作比賽─金韶獎。不論大小型學生活動，本校

皆有足夠的空間提供活動所需，(參見附錄 4-2-2)。 

 

4-2-4學習環境資訊化 

4-2-4-1網路校園 

  在淡水校園、台北校園和蘭陽校園的基地上，淡江網路校園以寰

宇為家，以電子科技和資訊網絡為路，創造無遠弗屆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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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資訊化 

  本校是全球第一個取得 ISO 20000（資訊服務管理）國際認證之

學術單位，也是國內第一個通過 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稽核規範認

證的學術研究單位；師生組成之企業 e化服務團隊為國內第一所通過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化技術服務機構審查合格之私立大學；《數位周刊》

進行大學校院數位環境評比調查，本校勇奪第一，被譽為數位天堂。

近年除持續發展便捷的校園網路、功能強大的校務資訊系統、多重綿

密的資訊安全防護網及別具特色的教學支援平台外，近年更發展輕巧

便利的行動服務 App「淡江生活」，打造淡江大學成為一所網路無邊界、

全新行動生活的最吸引人 e化校園大學。 

 

4-2-5學習環境國際化 

  本校自 82學年起施行「大三出國留學計畫」，並與姊妹校合作進

行交換學生，合計每年派遣約 450位學生赴海外研修 1年，迄今累計

參與學生已超過 5,000人次。未來將擴大學生出國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藉由強化國際姊妹校學生交換計畫、跨國雙學位計畫、增設「學生海

外修課」計畫、拓展學生海外短期學習方案等，增進學生境外學習機

會。 

  此外本校亦積極招收境外學生，100 學年全國首度招收大陸學位

生，103 學年陸生報到總人數累計已達 403 名。此外目前也有 5 個英

語授課學士學位專班，未來還會活化招生策略並持續深化境外生生活

與課業輔導之友善環境及建置境外生畢業後追蹤與輔導系統，以達成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之目標；同時積極與本校海外校友會合作，以期更

加強化校內國際化氛圍，並提升境外生在校研修之質與量。 

蘭陽校園自 94年開始招生，超過 90%課程以英語授課，並採大三學生

全部至指定姊妹校出國留學的教學設計。蘭陽校區師生同住的住宿學

院，更是一大特色。為了因應未來國際化就業市場的特性，將每週一

訂為「蘭陽日」。此為「Impression Management, IM」研究，是有計

畫地透過衣著、行為、言語、舉止、眼神、儀態、外表，甚至妝容等

等，去影響他人對我們的知覺和感受。期望住宿學院學生能學習如何

正式穿著，其用意深遠。除了課堂與學術外，生活教育即是「住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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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全人教育的一環。「蘭陽日」即是透過有計畫的活動，及早為學員

培養職場競爭力而作規劃與準備。參見圖 4-2-6。 

圖 4-2-6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High Table餐會 

【附錄 4-2-1】淡江大學通識教育相關研究中心及研究室一覽表 

【附錄 4-2-2】淡江大學綜合活動空間一覽表 

 

4-3 通識教育配合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活動（如藝文活動）之情形

為何？ 

  本校為配合通識教育課程需求，舉辦過多場藝文表演與競賽，增

加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多元學習活動的規劃，目的在於營造學習氛

圍，促進學習者能夠主動的進行一般課堂教學外的學習動能，達到人

文與學科並重的健全人格養成。活動可分為三類： 

1.配合課程需求的學習活動 

2.校外專家至課堂進行相關內容的講演 

3.通核中心主辦或協辦的各類藝文活動與競賽 

  在第一類的學習活動中，通識教育教師配合課程需求，規劃許多

種類的課外學習，帶領學生至校外參訪，如「台灣歷史采風與踏查」

課程至歷史現場或博物館實際考察參觀；「宇宙的探索」、「科學之旅」

等課程除了安排實際觀察天文現象外，更定期參觀天文館；蕭文偉老

師的「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課程，每學期都會定期安排蕙蓀林場兩

天一夜的戶外教學單元，帶領學生實地親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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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的活動規劃，則依課程特性，邀請校外相關的專家學者到

課堂上進行演講，並與學生交流溝通業界或是文藝創作上的經驗。例

如:101 年邀請到留俄專業藝術家(俄羅斯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詹

振揚先生主講「北緯六十度下的堅持」(戴佳茹老師主持)。102 年邀

請到印度 Central University of Tibetan Studies 校長 Prof. N.G. 

Samten(阿旺桑旦 教授)主講「印度之西藏學校教育」(蘇南望傑老師

主持)；與謝伊琳(台北當代藝術館教育組組長、紐約古根漢博物館亞

洲部研究員)主講「跨文化藝術策展經驗談」(王志銘老師主持)。103

年邀請梁菲倚(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聯合藝術總監)主講「創作、無限

─莫比斯圓環公社藝術總監梁菲倚與他們的跨文化創作」(陳慧勻老

師主持)等等。 

  第三類藝文活動的舉行，是為培養師生的人文素養，增加對音樂

以及藝術的喜愛，並提供學生表演舞台，聯絡師生情誼；校內經常舉

辦表演來提升通識氛圍，期待學生持續在自由開放的學風下，激發出

內在潛力，除了由表演者本身所渲染出的藝術魅力，來提升學生人文

素養外，這樣的藝文活動更能夠培養學生鑑賞的能力，搭配藝文核心

課程的教學，進而驗證實際操作的美感體驗。參見附錄 4-3-1。 

【附錄 4-3-1】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辦與協辦之藝文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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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通識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之機制為何？ 

4-4-1教學助理 

  為了強化通識課程的教學品質，本校實施通識課程的教學助理制

度。授課教師即可申請教學助教，協助教師課堂教學相關事宜。101學

年至 103學年各通識學門教學助理的情形，參見表 4-4-1。 

 

表 4-4-1 101學年至 103學年通識課程各學門教學助理人次 

學門名稱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12 14 10 

外國語文 12 28 22 

資訊教育 17 14 20 

全球科技革命 12 14 16 

全球視野 14 15 13 

未來學 15 17 17 

學習與發展 11 12 6 

文學經典 12 14 13 

自然科學 12 14 12 

歷史與文化 14 14 11 

公民社會及參與 12 13 3 

藝術欣賞與創作 11 12 11 

社會分析 9 9 11 

哲學與宗教 12 11 8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

展(100 學年成立) 
9 11 3 

校共通課程 14 15 10 

總  計 198 22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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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補救教學 

  為落實本校國際化的教學理念，因應全球化的潮流，近年來，本

校除了積極訂定各項提升全校英語能力的措施，並配合教學卓越計畫，

提供英文學習之補救教學，補強學生上課之不足。「外國語文」學門自

96學年起，針對全校大一英文課程進行英文能力檢測。自 98學年起，

開設課後英語補救教學，並由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委員會之專

任教師，於每學期針對英文補救教學的課程內容，以及實施的方式進

行討論，並謀求改進，以期學生能從補救教學之課程中，改善原來之

英文程度。 

 

4-4-3學生學期成績預警制度 

  「學生學期成績預警」是校方主動提醒期中考成績不及格達總學

分二分之一的學生的制度。寄函給家長，希望藉由這樣的提醒機制，

促進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透過親子討論，督促學生反省自我的學

習態度，著手補救有二一危機的科目，同學收到二一預警首要調整學

習心態，養成自主學習，加強反省能力。參見圖 4-4-1。 
圖 4-4-1淡江大學「學生學期成績預警」流程圖 

 

(二)特色 

1.量多且質優的藝術學習環境 

    本校在藝術學習環境的營造上，雖然不是藝術專科大學，而且並

未設有藝術相關系所，但在一般綜合大學中的表現可說極為優異。文

錙藝術中心包括展覽廳、音樂廳、書法研究室，以及專用之音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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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教室，以及駐校藝術家，提供學生多元的藝術學習環境。 

 

2.量多且質優的藝文活動 

    本校除了文錙藝術中心及通核中心以外，還包括各學術及行政單

位以及社團，全年舉辦無數之藝文活動，可說全校都動起來。這些量

多且質優的藝文活動，提供絕佳之潛在課程供學生學習。 

 

3.蘭陽校園全英語授課的學習環境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全英語授課的學習環境，堪稱國內高等教育之

創舉。再加上「大三出國留學」的課程規劃與輔導，使得國際化的學

習資源與環境更加充沛且完善。 

 

(三)問題與困難 

1.熱門課程選課不易 

 由於熱門課程名額有限，以致於造成網路選課搶課情形。由於

選課不易，可能無法滿足某些學生的學習需求。 

 

2.學習成果分享空間不足 

本校目前尚無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成果的專屬交流觀摩場地，以致

於難以呈現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以後的成果。 

 

3.學生志工服務參與度可再加強 

學生實際參與社區服務以及志工活動，可以跟通識課程作更緊密

的聯結。 

 

(四)改善策略 

1.改善選課機制 

此問題之改善機制，已列入校務發展計畫中。初步的規劃是增開

班級或增加通識各學門遠距課程及無人數限制的 Moocs課程，並調高

熱門課程選課人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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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教學及分享空間 

本校已於 100學年開始著手進行空間擴建計畫，例如增建美術教

室，提升通識課程之教學。淡水校園於民國 105年將增建完成守謙國

際會議廳。此外，計劃增建專屬教室及通識教育展示交流室，讓通識

教育能夠呈現更多元的面貌。 

3.學生志工服務 

與社區結合推動文化藝術活動，建立與週邊良好的關係，可以提

供給學生與社區互動的介面，增加學生與社區居民的關聯，提升學生

對社群的關懷及夥伴關係的建立。100學年成立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

學門，有助於推廣志工服務活動。活動成果參見附錄 4-5-1。此外，

亦可在校共通課程上，增加服務學習的課程與單元。 

【附錄 4-5-1】淡江大學社區志工服務活動一覽表 

 

(五)項目四之總結 

大學經營貴能「永續發展」，故校務工作首須了解學校內部條件

之長短、洞察外部環境之利害，適時「自我定位」，並據以進行宏觀之

規劃，且務實執行，以因應情勢變遷之需求，而能與時俱進，邁向卓

越。為了面對未來的挑戰，除了需要更豐沛的學習資源以外，還需要

營造更優良的學習環境與氛圍。 

多年來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一直秉持著傾全力提供師生最

好的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的想法，協助教師成長與學生學習。尤其重

視提供學生一個安全且多元學習的環境，而為了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本校透過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規劃與評核，除培養學生的就業競爭

力，使學生具備畢業時應有之能力之外，也能在修習通識課程的博雅

教育之後，俱備全方位的能力與知識，成為全球人才競爭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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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 

5-1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定位為何？ 

  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通核中心) 於民國 84年 8月成立，

為通識教育的專責執行單位，隸屬於教務處下的二級單位，同時肩負

教學與行政功能。此外，還負責本校通識教育的運作，以及通識教育

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和通識教育行政會議業務。 

通識教育委員會是本校通識教育最高決策單位，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教務長為副主任委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為執行秘書。

參見圖 5-1-1。 

圖 5-1-1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之組織架構圖 

  在行政業務上，通核中心除了執行通識教育委員會的各項決議以

外，以及召開學門行政會議之外，還協助各學門辦理召開相關之通識

會議。 

    通識教師的聘任，部分學門之通識教師由通核中心負責聘任，其

餘則由相關各學門負責系所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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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學校行政體系支持通識教育之運作情形為何？ 

  本校通核中心與學校各行政體系之配合單位可分為以下幾個處

室及中心的相互協調與運作： 

 

5-2-1教務處 

  統整開課、排課及選課行政事務、並透過教務處電腦系統之「教

學計畫表上傳網站」，讓授課教師上傳各學期之教學計劃表，並透過

每學期的宣導講座，協助各授課教師所規劃之授課科目內容得以呼應

通識核心能力指標及校基本素養。並透過安排期中考、期末考及統一

會考，以及每學期匯整統計之期中與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以檢核學

生之學習成效，並讓各教師獲知教學成效及回饋意見。 

 

5-2-2學務處 

  協助辦理通識潛在課程的課外活動，並負責「課外活動與團隊發

展」學門之課程規劃與教師聘任。 

 

5-2-3總務處 

  營造安全校園與友善校園、提供學生夜間接送服務、推動無菸校

園、促進校園花園化。 

 

5-2-4學習與教學中心 

5-2-4-1教師教學發展組：每學年定期舉辦新聘教師工作坊、教師主  

題專業發展研習、教學觀摩及分享工作坊、支援媒體教材製作、輔導

建置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網站、編印教師專業成長文宣以及教學助理培

訓。 

 

5-2-4-2 學生學習發展組：負責學生學習的調查與研究，學生學習社

群之輔導與推廣，學習策略與方法之諮詢與輔導，學習潛能之診斷與

開發，及其他有關學生學習發展之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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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3遠距教學發展組：建置與管理教學平台、製作傳送與收播遠

距教學課程、開放式課程、磨課師課程、線上助教培訓、管理與維護

多媒體教室、會議室和展示廳。 

 

5-2-5品質保證稽核處 

  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之品質控管、協助教學單位接受評鑑並追蹤改

善、實施教師教學評量以提供授課教師改善教學之參考。 

 

5-2-6文錙藝術中心 

  包括文錙展覽廳、文錙音樂廳、書法研究室、以及海事博物館在

內，全年舉辦各種藝術展覽與表演活動。提供學生課堂之外的藝文多

元之潛在課程學習管道。 

 

5-3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為何？ 

  本校通識核與心課程中心的編制設置主任一人，專任助理二人，

以及負責教學卓越計畫執行的兼任助理一人。 

  通識課程共分為 17 個學門，每學門各設有一名召集人，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負責其中 2個學門。通核中心因教學需要，得依教師聘

審規則聘請不屬其它系所專業領域之教師若干人，講授通識與核心課

程。 

  其他各學門通識教育之行政，由相關系所支援，並由各負責系所

長主管擔任召集人。 

  

5-4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行政運作為何？ 

 通識教育委員會為本校通識教育的最高決策單位，成員包括： 

 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工學院院長、教育學院院長、

體育長、軍訓室主任、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各學院推薦副教授以上未兼行政職的教師，由校長遴選 12至

15位擔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為副主任委員，通核中

心主任為執行秘書，職掌為本校通識教育課程理念及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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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通識教育之規劃與審查、執行通識教育課程成效之評

估。 

 通識教育行政會議和通識教育課程會議由通核中心主任召開，負

責協調各學門間之課程統整，並執行通識教育委員會之事宜。 

 各學門課程委員會由學門召集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業界代

表、校友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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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通識教育配合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行品質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校於每一學年皆辦理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對通識教育所提出的

建言，本校均會參酌現況與未來發展加以改進。參見表 5-5-1。 

表 5-5-1 103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內部評鑑自我改善情形 

委員意見 改善情形 

    通識教育目前設有 17學門，各學門皆設有課程

委員會，致使課程整合的工作難以進行。 

建議: 

1精簡學門的數量。 

2將學門的課程教育委員會撤除，全數整併以納入通         

  核中心課程委員會。重新組織通識行政各單位間   

  關 係架構。 

    已提案於 104 年 5 月通教委

員會上討論，多數委員認為本校

才剛要實施新的通識架構（104

學年入學新生），應等實際執行

一年以上在做滾動式修正。 

  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專責單位為「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通核中心隸屬於教育學院下的二級單位，

同時，通核中心之上設有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由學

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通核中心下設有 17個學門，

其中 3個學門由通核中心直接負責，其他 14 個學門

由相關系所負責。淡大通識教育以上的組織結構具

有以下問題： 

    通識專責單位屬二級單位，而淡大規模龐大，通

識為全校性教育，亟需跨院跨單位的溝通協調整合，

一個二級單位不足以協調各個一級學術單位，一級

行政單位，而「自我評鑑報告」p80-P81頁也指出同

樣問題。 

(1)通核中心的上級單位(或組織)有教育學院及通               

   識教育委員會等兩個一級單位。一級單位自然比     

   二級單位具有更佳的組織高度進行跨單位的全 

   校性協調統整單位。然而這兩個單位各具有問 

   題，使得上述協調統整功能下降不少。教育學院 

   是專業學院，而專業學院的考量主要為專業教 

   育，這與通識考量彼此之間不盡相同，至於通識 

   委員會，如同「自我評鑑報告」p80-p81 頁所陳 

   的通委「成員不一定長期從事通識教學，也不一 

   定對通識教育有所瞭解，因此難免對實際執行層 

   面問題掌握不足。」 

(2)二級中心主任與 17學門的學門召集人幾乎位階 

   相同，中心主任難以進行實質整合。 

(3)未來在三大領域之下，宜分別成立領域課程委員 

   會，以領域為基礎，研發課程，深化教學。 

(1)校長已於 104/6/16 親自召開           

   校務臨時會議，將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改隸於教務處，並由 

   一級主管教務長兼通識教育 

   委員會副主任，幫助實際協調 

   工作。 

(2)通核中心負責學校將近四分 

   之一課程安排，改隸教務處 

   後，由教務長直接介入協調， 

   不管排課或開課上皆會比較 

   順暢。校長於臨時校務會議上 

   也特別指示各學門行政上應 

   儘量配合通核中心主任。 

(3)教務長指示由通核中心成立 

   課程改革小組，聘起校內外委 

   員，每學年針對一個領域做檢 

   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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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通識教育專責單位平時行政運作進行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之品質改善情形為何？ 

    通核中心每學年皆根據通識教育委員會的決議進行課程之規劃，

例如 103年底通過之新課程架構，部分學門僅有單一課程，不符新架

構之所需，隨即由通核中心主任出席相關學門課程委員會，溝通討論

新增課程科目，之後由通核中心協助將新增課程送請外審，外審通過

後必須再送校內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之後才能在新學年開課。 

而教師教學則由品保處負責每學期教學評量作業，期中做一次教學意

見調查提供老師參考改進，期末再做一次電腦上網匿名填寫教學評鑑。

教學評量結果，分別轉送授課教師與學門召集人及通核中心主任。教

學評鑑成績不佳者，品保處另行通知授課教師與所屬單位一、二級主

管約談及填寫報告單，以便學教中心教師發展組安排相關研習活動。 

    至於學生在修習通識相關課程成績表現不如預期者，學校除了有

預警系統通知學生之外，課堂上亦安排有通識教學助理隨時幫忙學生

解決問題。同時學教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亦專責辦理各種學習輔助活

動，與頒發學習進步獎項，幫助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學習型態，找出

適合的學習方式，學習新的學習策略，排除學習的困擾與障礙，知悉

取得資源的管道，奠定成功學習的基礎。 
 

表 5-6-1 淡江大學 100至 103學年各學門通識課程教學評量排名表 

學門                學年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中國語言能力表達 12 14 10 10 10 14 

外國語文學門 9 9 9 9 12 9 

資訊教育學門 13 11 13 13 14 13 

全球科技革命學門 14 13 14 12 13 12 

體育       

軍訓       

全球視野學門 4 3 7 8 4 1 

未來學學門 3 7 4 5 3 3 

學習與發展學門 1 2 1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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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學年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自然科學學門 8 5 12 6 9 7 

歷史與文化學門 7 8 8 11 7 10 

公民社會及參與 10 12 3 1 6 4 

藝術欣賞與創作 6 4 5 2 2 5 

社會分析學門 11 10 11 3 5 2 

哲學與宗教學門 2 1 2 4 1 8 

文學經典學門 5 6 6 7 8 11 

 

5-7通識教育蒐集畢業校友意見進行品質改善之情形為何？ 

    通核中心藉由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之協助向本校校友

發出問卷並回收統計，期盼能蒐集有助推展未來通識教育之具體意見。 

    於「101年度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的校友問卷調查」，第一次

出現三題有關通識教育的問項。通核中心蒐集並分別就通識核心課程

的助益程度、通識核心課程的學分數暨通識核心課程應改善哪些項目

展開調查與分析。參見附錄 5-7-1 

    校友對前七必修學門共 27 學分表示「恰當」者佔 30.7%, 表示

「太多」者佔 12.3%; 對後五學門共 12學分表示「恰當」者佔 33.0%, 

表示「太多」者佔 7.8%. 可見校友對通識課程之分量大致滿意。 

依問卷結果分析得知畢業校友認為通識核心課程最應加強改善項目

為依序為「選課人數限制」 (26%)、「課程整體規劃」 (17.8%)、及

「授課內容」 (15.1%)，因此針對學生反應選不到課的問題，通核中

心除了聽取校友的意見以外，亦納入學生與家長的意見，並與教務處

協商改善之策後，增設足夠之課程與班級數量，此亦立即反應於「101

年度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的校友問卷調查」的結果裡，校友對於

通識核心課程最應加強改善項目最高為課程整體規劃(12.0%)，其次

為降低班級人數(9.2%)，其後為授課內容(8.7%)。此外在 101年度的

校友調查裡，對於修習通識課程的基礎課程(17學分)、特色核心課程

(6學分)、學院核心課程(8學分)之學分數是否恰當，表示「恰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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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21.1%、20.9%、21.1%，而表示「太多」者僅約 5.9%、3.6%、

4.6%，顯見本校之通識課程整體設計以及規劃對於本校學生而言是適

切且必需的。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5-7-1】淡江大學 101年度畢業校友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一般生問卷 

 

(二)特色 

 本校通識教育自 100學年度起即由直屬校長室一級單位「品質保

證稽核處」協助全面實施 TQM全面品質管理，透過 P-D-C-A流程，持

續自我改善。 

1980 年美國國防部提出“全面品質管理（TQM）”名詞，並定義

為一種理念及一系列的指導原則，主張建立一種持續不斷改善的組織，

而方法便是應用統計的方法和人力資源，促使現在及未來都一直設法

改善，並提供組織的物料和服務及組織內部所有的過程，以達到顧客

的需求。淡江大學是國內最早實行全面品質管理的大學，民國 81 年

即引進「全面品質管理」機制，設置「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多年以

來持續自我提升教學、研究、行政及服務的品質。自民國 95 年起，

首創「淡江品質獎」，以獎勵校內推行 TQM

績優單位，因而締造多項優異的績效，2009

年榮獲「國家品質獎」的殊榮，備受社會各

界的肯定與推崇，連續 18年蟬聯遠見雜誌

調查「2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排名

第一名，多年來全國排名皆在前十名，領先

國內多所國立大學。 

  

 

 

 

 

 

 

圖 5-7-2淡江大學於 2015年繼續蟬

聯「2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

排名第一 

圖 5-7-1國家品質獎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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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教育的運作亦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的 TQM 精神，不

管行政、教學還是學生學習，皆動員全校人力投入參與，按照 PDCA

「規劃->執行->檢核->行動」的流程方式持續改進，並著手調查在校

生、畢業生與社會各界對學校各項辦學措施的滿意程度。並從回饋意

見中思考革新改進之道，確保學校競爭力的維持與永續之經營。 

 

(三)問題與困難 

1.通核中心主任位階過低，組織架構有待調整。 

  本校通識教育涵蓋之內容十分龐雜，必須有完整的組織來執行，

然而本校通識教育組織是扁平的 17 學門，扁平的結構難免有各自為

政的問題。雖然上有凌駕學門之上的通識教育委員會，但並非常設機

構，真正執行各種行政與課程規劃的任務，實際上還是會落在通核中

心主任一職上。然而通核中心主任位階卻與其他學門召集人平行，都

是校內二級主管，是否能夠真正推動落實上層指示之諸多決策，恐有

待觀察。例如本校通識教育甚少參與跨校合作，也少實質參與學會組

織，在全國層次的組織上亦較少參與，可能就與通核中心主任位階不

高有一定的關聯。 

通識教育需要不斷研究發展並作長遠規劃，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圖 5-7-3通識教育 PDCA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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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本校通識教育最高決策機構，但由於成員不一定長期從事通識教

學，也不一定對通識教育有所瞭解，因此難免對實際執行層面問題掌

握不足。 

 

1. 學門不同，屬性不免相近，在課程規劃審查上卻又容易意見相左 

    各學門由相關系所負責，學門課程委員會常於系（所）務會議後

附帶召開，未能落實獨立審查功能。不同學門之間審查標準不一就會

導致課程良莠不齊，甚至互相排擠的現象。 

 

(四)改善策略 

1.組織策略的調整 

本校通識教育組織龎大，缺乏足夠層級之專責機構負責。在通核

中心尚未能提升為一級單位，或由一級主管擔任主任之前，目前暫時

利用本校「同僚、官僚、政治、企業」四種管理模式來做組織橫向與

縱向上的管理聯結。而其中最重要的中心角色，仍屬通核中心主任一

職。 

通核中心主任位階與各學門召集人同屬二級單位主管，在橫向的

溝通上較有利於利用同僚模式充分廣納各方意見，因此通識教育行政

會議仍由通核中心主任主持，甚至必須經常列席各學門之課程會議。 

同時，通核中心主任在最高層級的通識教育委員會中則擔任執行

秘書，又可循官僚模式提供各種建議，交由學術副校長提案在會中討

論並做成決議，上級長官更應重視通核中心主任所提之意見，因而又

位居縱向連結中最重要之樞紐。 

復次，當橫向縱向連結出現一些爭執之時，更有賴通核中心主任

發揮政治模式的妥協精神，調停雙方取得一個各自讓步卻皆大歡喜的

平衡點。 

此外，通核中心主任亦需多費心思斟酌本校通識教育之現況，並

與外界其他學校之通識相互比較，截長補短，利用企業模式與它校做

區隔，發展自有之特色，並利用 TQM做好績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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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之規劃增設通識教育諮詢委員 

未來考量由校長增聘至少人文、社會與科學領域的通識校外諮詢

委員若干名，每學年提供實質之建議，並將建議提供通識教育委員會，

作為後續整體通識課程規劃之參考。通核中心亦應主動與學教中心為

各學門舉辦通識相關之教學觀摩與研習營，以建立學門共識，提升通

識教育品質。 

 

(五)項目五之總結 

  在通識教育之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上，本校表現最為

傑出之處，當屬引進「全面品質管理」機制。在此機制下，本校不但

設置「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首創「淡江品質獎」、並且進而榮獲「國

家品質獎」。 

    獲獎背後代表的意義是─本校在行政組織與運作上，不斷尋求自

我改善與進步的可能性。從本校通識課程架構上的不斷演進以及在通

識會議的召開上不斷推出新的方案，都顯示本校勇於精益求精之企圖。 

    本校為國內最早實行通識教育的大學之一，因此亦累積許多的創

新與嘗試經驗。通識課程內容涵蓋學生需求之人文、社會、自然科學

等所有知識層面，其中包含語言、資訊等基本訓練，也統攝課外活動、

潛在課程和非正式課程，因此全校各教學、行政單位均投入通識教育

的課程規劃，然也因為規模日益宏大，在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機制上勢必也需有一番突破性的重整或革新才能再創新猷。本校在通

識教育上投注大量資源與努力，期望不但能自我提昇，也能提供國內

各大學作為借鏡，將「通識教育」視為建立學生成為不僅擁有專業知

識，亦能成為一個健全人格最基本亦最重要的教育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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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本校通識教育秉持「全面品質管理」持續循環改善的精神，經由

每學期的教學評量及意見調查、每年的校務自我評鑑、通識教育專題

研究，以及本次的自我評鑑程序，系統的蒐集行政、課程、教學、學

習等方面的相關資料進行自我檢視，藉以發現並改善問題，並提出後

續改進方向。 

 

一、持續以本校三化辦學理念與五育兼備教育特色，落實博雅涵養與

全人發展的通識教育目標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為本校始終堅持的辦學理念，

以「通識、專業和課外活動」三環課程落實五育均衡發展為本校的教

育特色。本校通識教育即以「三化」與「五育兼備」為理念，培養具

備博雅涵養與全人發展的心靈卓越人才。雖然本校通識教育在理念與

目標、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學習資源與環境皆有

完整的規劃，然而現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社會與自然環境變遷急遽，

全球一體的互賴互動時代已然到來，高等教育亦面臨轉型中。本校通

識教育除了持續呼應三化的辦學理念與五育兼備的教育特色，亦需掌

握時代變遷，再概念（re-conceptualize）三化、五育的內涵及其與

校級基本素養的關係，革新通識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期能培養學生具

備數位時代所需的博雅涵養與人文素養。 

 

二、調整與重構通識教育課程結構及其知識承載度，強化通識教育與

專業教育的互動和融合 

本校原採核心課程模式，將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為基礎、特色核心、

學院核心三大類 15 學門，提供學生學習人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

領域等核心基礎知識，以及探究公民參與、永續發展、人文關懷、自

主學習等社會重要議題。然而，近年來全球科技、社會、政經趨勢之

衝擊，以及數位世代學生的多元特質和價值觀轉變等因素，本校通識

教育通過課程結構與教學內容的調整，將「以通識教育為輔」的傳統

角色轉化為「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居於互動和融合的關係。參

考 101 學年「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與審查機制改進方案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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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專案研究結果，推動另一波的通識教育革新，於 103年底將通識

教育區分為「基本知能」、「通識核心」及「服務與活動」課程三層架

構，大幅降低必修課程，增加學生選課自由度。 

 

三、打造資源豐富的學習環境，落實多元學習評量，有效呈現通識教

育的真實學習成果 

本校通識教育極力運用厚實的學習資源，打造多元化、安全化、

綠能化、資訊化、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並持續增建通識專用教室及成

果展示交流室，以滿足學生多元學習的需求。通識教育各學門授課教

師採用多元學習評量方式，除定期的期中與期末紙筆測驗，依學科屬

性採報告、實作、展演等評量方式，另以會考方式檢測語文和資訊基

礎知能，並彙整這些評量結果以雷達圖的方式呈現八項基本素養的達

成情形。然而，無論基本素養或通識教育的內涵，不只是知識的成份，

還包涵技能、情意態度、以及行為實踐等面向。因此，通識教育學習

成果的評量，除了正式課程之外，還需納入非正式課程，例如通識講

座、課外活動、藝文展演、社會參與、志工服務等，運用多元的評量

方式與檢測工具，有效呈現真實的學習成果。 

 

四、調整通識教育專責組織與編制，充分發揮其規劃、實施與評鑑通

識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功能 

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為通識教育的專責單位，隸屬於教務處

的二級教學單位，負責全校的通識與核心課程之開課規畫、教材編撰

及研發、教學與服務、通識教育專案研究及學術合作事項與行政事宜。

本校每學期開設 138科通識課程，開班數達 1,395班，是國內大專院

校裡開設通識教育課程類型、數目與修課人數最多的學校。由於大多

數通識學門由各院、系開設，召集人為院級主管或系所主任/所長；

召集人的層級不一，以致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難以發揮其行政功能。

為強化專責單位統籌通識教育的功能，並與院系有效的協調和對話，

開設優質的課程與教學，現行的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需進一步提昇，

充分發揮其規劃、實施與評鑑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功能。 

本校通識教育經過多年的運作與持續改進，無論在課程規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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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學習品質，已有明顯的成效。透過此次自我評鑑過程，更能

瞭解本校通識教育的優勢與後續改進方向，據以落實博雅涵養與全人

發展的通識教育目標，實現本校「培育具心靈卓越人才」的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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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 1-1-1】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施行規則 

 

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施行規則 
 

98.05.08 97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8.11.02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61 號函公布 

99.05.12 9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8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30 號函公布 

100.05.11 9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17室秘法字第 1000000036號函公布 

100.10.19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9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30 號函公布 

101.05.09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1.06.11 處秘法字第1010000049號函公布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1 處秘法字第 1010000109號函公布 

102.05.15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6.24 處秘法字第1020000044號函公布 

103.05.14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3.06.13 處秘法字第1030000017號函公布 

104.05.20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4.06.29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40 號函 

 

第一條   本校為融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理念，並落實「三

環五育」之全人教育辦學目標，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之改革、整合與

創新，培育二十一世紀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以及具本校特色的優秀

人才，以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特訂定本課程施行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旨在培育學生具有以下校級基本素養： 

一、全球視野。 

二、洞悉未來。 

三、資訊運用。 

四、品德倫理。 

五、獨立思考。 

六、樂活健康。 

七、團隊合作。 

八、美學涵養。 

第三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為基礎課程、特色核心課程、學院核心課程及校

共通課程。基礎課程（四種課程）、特色核心課程（五個學門）均為校必

修，學院核心課程（六個學門）為院必修，校共通課程為學生自由選修。 

一、淡水校園各學院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之修讀學分數及實施方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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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課程：採隨班開課方式，於大一或大二開課。 

１、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三學分） 

２、外國語文學門（八學分）：課程須選修同一語文八學分（含

同一種語文實習），不得任意跨選其他語種。 

３、資訊教育學門（四學分） 

４、全球科技革命學門（二學分） 

５、體育學門（零學分）：為大一至大三必修課程。 

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學門（零學分）：於大一採隨班開課

方式實施。 

(二)特色核心課程：全校學生必修課程，因屬校特色課程，不得以

校外學分抵免。 

１、全球視野學門（二學分） 

２、未來學學門（二學分）  

３、學習與發展學門（一學分）：除「大學學習」課程為大一必

修外，為符膺學生發展所需，另開設多門選修課程供選修，

並得承認為系外選修學分。 

４、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一學分）：除「社團學習與實作」

課程為必修外，為符合學生社團經營之發展所需，另開設多

門選修課程供選修，並得承認為系外選修學分。課程安排與

成績評量之規定以另訂「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實施要點」。 

５、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二學分）：自一百零二學年度入學新

生起適用。 

(三)學院核心課程： 

１、各學院由六個學門中選取三個學門課程為院必修，其他學門

則供學生依個人興趣選修，並得承認為系外選修學分。 

２、各學院依訂定之校基本素養，選取與通識課程具互補功能之

學門課程。 

３、各學院不得選取院、系學域屬性相近的學門。 

(１)文學經典學門（二學分） 

(２)自然科學學門（二學分） 

(３)歷史與文化學門（二學分） 

(４)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二學分） 

(５)社會分析學門（二學分） 

(６)哲學與宗教學門（二學分） 

(四)校共通課程：以問題解決與行動導向之課程設計為主軸，或因

應特殊需求而開設之課程；學生選修，得承認為系外選修學分。 

二、蘭陽校園通識教育課程之修讀學分數及實施方式如下： 

(一)基礎課程：採隨班開課方式，於大一或大二開課。 

１、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三學分） 

２、外國語文學門（八學分）：課程須選修同一語文八學分（含

同一種語文實習），不得任意跨選其他語種。 

３、資訊教育學門（四學分） 

４、全球科技革命學門（二學分） 

５、體育學門（零學分）：為大一、大二和大四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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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學門（零學分）：於大一隨班開課方

式。 

(二)特色核心課程：全校學生必修課程，因屬校特色課程，不得以

校外學分抵免。 

１、全球視野學門（四學分）：必修「大三留學實務管理」課程

（一）、（二）各一學分和（三） 、（四）各零學分及「國際

規範與禮儀」二學分。 

２、未來學學門（二學分）  

３、學習與發展學門（一學分）：以「住宿學院輔導」（零學分）

替代學門課程。 

４、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一學分）：自一百零一學年度入

學新生起適用。  

５、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二學分）：自一百零二學年度入學新

生起適用。 

(三)學院核心課程： 

１、學院由六個學門中選取二個學門課程為院必修，其他學門則

供學生依個人興趣選修，並得承認為系外選修學分。 

２、學院依訂定之校基本素養，選取與通識課程具互補功能之學

門課程。 

３、學院不得選取院、系學域屬性相近的學門。 

(１)文學經典學門（二學分） 

(２)自然科學學門（二學分） 

(３)歷史與文化學門（二學分） 

(４)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2學分） 

(５)社會分析學門（二學分） 

(６)哲學與宗教學門（二學分） 

三、二年制在職專班之規定如下： 

(一)「基礎課程」應選「資訊教育」四學分及「全球科技革命」二

學分，為必修學分，共必修二科計六學分。 

(二)「特色核心課程」應選一個學門，共必修一科計二學分。 

(三)「學院核心課程」應選二個不同的學門，每學門必修一科，共

必修二科計四學分。 

第三條之一  自一百零四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分為基本

知能課程、通識核心課程、服務與活動課程。 

一、淡水校園各學院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之修讀學分數及實施方式如

下： 

(一)基本知能課程（十三學分） 

１、語文表達（十一學分） 

(１)中國語文能力表達（三學分） 

(２)外國語文（八學分）：大一英文必修四學分（上、下學期

各二學分）、大二外文必修四學分（上、下學期各二學分） 

２、學習與發展（大學學習一學分） 

３、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社團學習與實作一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十八學分，必修十二學分，選修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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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文領域（必修四學分，四選二學門）：文學經典學門、歷

史與文化學門、哲學與宗教學門、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 

２、社會領域（必修四學分，四選二學門）：全球視野學門、未

來學學門、社會分析學門、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 

３、科學領域（必修四學分，三選二學門）：資訊教育學門、全

球科技革命學門、自然科學學門。 

４、選修六學分可任選學門，但同一科目不得重複，且每學門至

多修習兩科（與必修十二學分合計）。 

(三)服務與活動課程（零學分） 

１、體育（零學分） 

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零學分） 

３、服務學習、團體活動、體育競賽/表演、藝文競賽/展演、其

他相關活動 

二、蘭陽校園通識教育課程之修讀學分數及實施方式如下： 

(一)基本知能課程（十二學分） 

１、語文表達（十一學分） 

(１)中國語文能力表達(三學分) 

(２)外國語文（八學分）：大一英文必修八學分（上、下學期

各四學分） 

２、學習與發展（大學學習一學分，以住宿學院輔導零學分替代） 

３、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社團學習與實作一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十八學分，必修十二學分，選修六學分） 

１、人文領域（必修四學分）：哲學與宗教學門、藝術欣賞與創

作學門。 

２、社會領域（必修四學分）：全球視野學門（必修）「大三留學

實務管理」課程(一)、(二)、(三)及(四)各零學分及「國際

規範與禮儀」二學分；未來學學門、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二

選一學門）。 

３、科學領域（必修四學分）：資訊教育學門、全球科技革命學

門。 

４、選修六學分可任選學門，但同一科目不得重複，且每學門至

多修習兩科（與必修十二學分合計）。 

(三)服務與活動課程（零學分） 

１、體育（零學分） 

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零學分） 

３、服務學習、團體活動、體育競賽/表演、藝文競賽/展演、其

他相關活動 

三、二年制在職專班之規定如下：（一百零四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一)人文領域：哲學與宗教學門二學分及歷史與文化學門二學分，

共計四學分。 

(二)社會領域：全球視野學門二學分及社會分析學門二學分，共計

四學分。 

(三)科學領域：資訊教育學門二學分及全球科技革命學門二學分，

共計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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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規劃本校各類通識課程，應由校長就相關學術領域教師中，聘請學

門召集人，成立各學門課程委員會及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

構應考量學門發展方向、宗旨、願景、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第五條  通識教育之課程審議，依下列流程： 

一、通識教育各學門課程： 

各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委員會

議→教務會議。 

二、校共通課程：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

校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 

第六條  通識教育之「課程結構」及「新設課程」審議，依下列流程： 

一、通識教育各學門課程： 

各學門課程委員會議→校外審查→各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識

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 

二、校共通課程：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課程委員會→校外審查→通識與核心課程

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 

以上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 

第七條  各學門之課程總數以二十科為上限，各學門課程委員會須針對科目內

容作實質之審查，發揮監管功能，並整合學門中內容相類似的科目，避免

重複或浮濫。 

第八條  各學門專任教師授課班級數以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任教比例為原則。 

第九條  為提升通識教育每一層級各學門之間的整合，於基礎課程、特色核心

課程和學院核心課程各層分別設置課程工作小組，得由各層級課程工作

小組之召集人，召集相關學門召集人，召開相關學門會議，負責事項如下： 

一、協調該層級各學門間之課程統整。 

二、執行通識教育委員會之規劃事宜。 

第十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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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1】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97.05.09 96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06.18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23 號函公布 

97.10.22 97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11.17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55 號函公布 

98.10.28 98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1.20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67 號函公布 

99.05.12 9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7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13 號函公布 

99.10.27 99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30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66 號函公布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25 號函公布 

103.05.14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3.06.16 處秘法字第 1030000019 號函 

103.10.29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7 處秘法字第 1030000068 號函公布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英語能力，特訂定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日間學制學生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始得

畢業；以英語為母語之外國學生，得申請經由英文學系或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進行英語能力認證通過後，亦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通過畢業門檻者，應向所屬學系所提出通過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第一

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九月三十日前提出。 

三、已報考但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碩士班、博士

班學生得於畢業前，學士班學生得於大三起，修習「進修英文」二學分之替

代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得畢業，惟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及當學期學業成績二

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不及格計算，且該成績不列入學期學業成績及歷年學業成

績平均計算。  

四、各種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與全民英語檢定（GEPT）檢定標準對照表如下： 

全民英檢 

(GEPT) 

多益測驗 

(TOEIC) 

托福（TOEFL） 
雅 思  

(IELTS) 

歐洲語言能

力參考指標 

(CEF) 

電腦型態 

(CBT) 

網路型態 

(iBT) 

紙筆型態 

(PBT) (ITP) 

中級 初試 450 114 37 424 
3.5 級

以上 
B1 

五、本要點自 97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六、本校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得另訂定較高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並經教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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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1】淡江大學通識「基礎課程」與「特色核心課程」科目設計表 
 

基礎課程(必修，共 17學分) 
編

號 
學門名稱 學門教育理念與目標 開設課程 

1 中國語文能力

表達學門 

 

培育學生透過語文表達的訓

練，提昇中國文字運用的能力，

使表達更為明晰、更具美感；一

則避免表達失誤遭到誤解或損

失，一則具有良好的表達能力，

使吾人敢於溝通、勇於創作，因

而增進了生活的品質與生命的

意義。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2 外國語文學門 培養學生學習外國語言的興

趣，並了解該國的社會生活與

文化，進而提升學生外語溝通

的能力。 

外文(一)、外文(二) 

3 資訊教育學門 培養學生具備與現今社會相關

之資訊素養且具有獨立思考與

自行決問題的能力，透過資訊

教育相關軟體應用技能的提

升，可以銜接後續相關資訊應

用課程，建構一個具啟發性、多

元性、全方位的資訊學習環境。 

資訊概論 

4 全球科技革命

學門 

培養學生了解本世紀三大科技

革命與時空宇宙的發展；並介

紹當前科技四大領域的未來趨

勢，期許能了解當代科技的發

展。 

全球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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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1】淡江大學通識「基礎課程」與「特色核心課程」科目設計表 

 

特色核心課程(必修，共 6學分) 
編

號 
學門名稱 學門教育理念與目標 開設課程 

5 全球視野學門 培養學生具有基本之世界觀，

能建立擁有全球性視野之基

礎，從而在未來的生涯中不斷

加強對世界趨勢之洞察力。 

國際現勢、歐洲與世

界、全球化發展、世界

環境保護、歐洲聯盟與

歐洲統合、開發中國家

政經發展、文化全球

化、世界人權問題、經

濟全球化、美洲現勢、

全球體系與兩岸關係、

東亞與世界、國際非政

府組織 

6 未來學學門 培養學生具備「認識未來、適應

未來、掌握未來、創造未來」的

能力。未來學課程並不是要告

訴學生未來一定會發生什麼?

而是透通過未來導向思考，對

於加速變遷的社會做出前瞻性

的探討，探索未來新興議題，以

臻創造永續發展的人類社會。 

社會未來、科技未來、

經濟未來、環境未來、

政治未來、全球未來、

運動文化趨勢、未來學

名著選讀、環境變遷與

永續未來、健康與休閒

未來、前瞻知識與經濟

社會、多元文化與全球

社會 

7 學習與發展 

學門 

培養學生在大學學業、心理、社

會、生涯四面向的學習與發展

之能力，包括幫助學生建立對

大學學習應具備的基本能力與

認識、了解自我學習狀況、有效

運用各類學習策略及技巧、面

對課業壓力時能有效進行情緒

管理及壓力調適，及善用各項

資源幫助自我學習等。 

大學學習、動機與壓力

管理、學習適應與管理 

8 課外活動與團

隊發展學門 

培養學生能有「多元的社會競

爭能力」，包括「團隊合作與領

導」、「企劃構思與實踐」、「創

新思維與活潑激發」、「溝通協

調」與「問題解決」等各項能

力。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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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淡江大學通識「學院核心課程」科目設計表 

 

學院核心課程(選修，共 8學分) 
編

號 
學門名稱 學門教育理念與目標 開設課程 

9 文學經典學門 培養學生具備賞析中外文學

經典的能力。文學經典所蘊

涵人文美感聖賢智慧，足以

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豐富

其人文藝術與生活美學的涵

養，培養其文字美感和跨文

化深度的國際觀。 

中國古典文學賞析、中國現代文學

賞析、希臘羅馬神話、聖經文學入

門、日本文學中譯賞析、日本現代

小說與電影、歌德入門、席勒入門 

10 自然科學學門 讓非理工科的學生有機會接

觸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培養

學生們能學到自然科學領域

的知識、方法和精神。 

生活邏輯、數學漫遊、認識數據、

科學的本質、物理與生活、宇宙的

探索、光、攝影和視覺、科技的原

理、半導體與生活、科學之旅、生

活中的化學、化學與生活、生命科

學 

11 歷史與文化 

學門 

培養學生對台灣社會文化內

涵所應備的知識。在全球化

趨勢的基礎上，透過比較文

化的角度，培育學生針對單

一區域的歷史發展試作深度

理解。 

台灣開發史、台灣歷史與古蹟探索、

台灣歷史采風與踏查、台灣科技發

展史、中國科技與文化、中國歷史

文物賞析、歐洲文化史、日本社會

文化史、中國歷史與人物、近代史

事叢談、西洋歷史與人物 

12 公民社會及 

參與學門 

培育學生對全球議題、國家

與公民社會之認識，進而發

展出關懷社會發展的全球公

民。 

憲法與人權、科技與法律、資訊生

活與法律、性別與生活法律、企業

與法律、生活與法律、民主政治、

法學概論、公民文化、公民參與、

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永續發展

與民主參與 

13 藝術欣賞與 

創作學門 

培育學生具備藝術欣賞與創

作的能力，學生可依照興趣

或專長選擇綜合藝術、音樂

藝術、視覺藝術及多媒體藝

術等四種課程。 

數位藝術概論、視覺藝術概論、音

樂概論、世界名曲賞析與詮釋、鋼

琴藝術與生活、音樂與藝術的對話、

音樂與戲劇的對話、中國書畫的傳

統與鑑賞、藝術的創作與表現、探

索歌唱世界的奧秘、雕塑藝術技法

與欣賞、中國玉器考古美術、西洋

歌劇欣賞入門、書法藝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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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淡江大學通識「學院核心課程」科目設計表(續) 

 

編

號 
學門名稱 學門教育理念與目標 開設課程 

14 社會分析學門 培育學生能將社會科學領域

的知識概念應用於其社會生

活中，進而提升其經營健全

生活的能力。課程包括:心

理、社會、教育、政治與經

濟等社會科學，探討個人對

自我、個人與他人、個人與

社會不同層次的議題。 

性別角色與性屬關係、人際關係與

溝通、工作世界與生涯管理、社會

心理學、心理學導論、發展心理學

概論、文化與心理健康、社會學導

論、傳統社會與社會變遷、社會變

遷與社會教育、政治學概論、經濟

學概論、媒體與傳播文化、人權與

社會正義、戰爭與人性、幸福經濟

學 

15 哲學與宗教 

學門 

培養學生對哲學宗教之基本

理解能力。基礎課程的學習，

可以幫助學習者對哲學與宗

教有基本的理解與思辨；延

伸課程的學習，以促進學習

者之學習興趣。 

倫理學、環境倫理、醫學倫理、性

愛的文學與哲學、哲學概論、哲學

經典導讀、宗教概論、職業倫理、

生死學、邏輯、宗教經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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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1】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 

 

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 
 

97.10.22 97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17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53 號函公布 

98.05.08 97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6.17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21 號函公布 

99.05.12 98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4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11號函公布 

100.05.11 9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20 室秘法字第 1000000038 號函公布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1 處秘法字第 1010000107 號函公布 

 

一、為落實本校大學部課程改革，特訂定「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大學部課程分為「通識教育」課程、院共同課程及學系「專業」課程三

大類；「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院共同課程由院課程

委員會負責規劃、學系「專業」課程由各學系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 

三、校共通課程之相關規定由通識教育委員會另訂之；院共同課程相關規定由院

課程委員會另訂之。 

四、各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之課程結構分別由各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

門課程委員會規劃，並應考量國家社會需求、產業發展趨勢、學校發展方向

（使命及願景）、學系或「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之教育目標、校級基本素

養、學系核心能力、三化教育理念、跨領域學分學程等要項，並定期每四年

進行全面性檢討，以符合學生需求。 

五、課程結構規劃後應由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之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推薦校

外學者專家五名，分別經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意後陳送校長，

校長得由推薦之五名學者專家及其他校外學者專家中，遴選二人擔任課程結

構外審委員，就所規劃之課程結構是否符合本要點第四條所列各要項之精神

，進行外審程序後，方可依序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六、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課程結構相關規定如下： 

(一)各學門課程應定期每四年送外審一次。 

(二)各學門課程應逐一檢討是否符合學門教育目標、校級基本素養及其他要項。 

(三)新進教師之聘任應依課程結構所需之師資而聘任。 

(四)課程結構外審後，須經各學系或各學門課程委員會審議後，繳交會議紀錄

（含外審後之回覆意見）至教務處備查。 

七、各學系課程結構相關規定如下： 

(一)各學系課程結構應定期每四年送外審一次，但各學年度新生入學之課程結

構如有異動（不含調整開課年級、開課學期別），仍應辦理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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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學系所有專業必、選修課程應逐一檢討是否符合學系教育目標、核心能

力及其他要項（學系發展特色、三化教育理念等）。 

(三)各學院學士班新生之必修科目學分數（含核心必修科目及專業科目）占畢

業學分數比重，除外語學院各學系以百分之七十五為上限外，其他學院各

學系均以百分之七十為上限；最低應修本系選修科目學分數以百分之十五

為上限。 

(四)學士班新生入學各學系適用之必、選修科目、最低應修本系選修科目學分

數及畢業學分數，至遲應於新生入學前一學年，依序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

會議審議；但如與前一學年入學新生相同，免再提會審議。 

(五)前述之必修科目、最低應修本系選修科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於新生入學

四年內不得異動；選修科目於新生入學二年內不得異動；若因故需調整課

程之開課年級、開課學期別時，不需外審，但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

處備查。新生入學後第三至四年，需新設選修科目時，應依本要點之第七、

八點辦理後，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六)新進教師之聘任應依課程結構所需之師資而聘任。 

(七)課程結構外審後須經各學系或各學門課程委員會審議後，繳交會議紀錄

（含外審後之回覆意見）至教務處備查。 

八、各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之課程委員會應落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納

入在校學生、畢業校友及產業界代表之意見，持續檢討、調整專業課程，並

依據學生學習評量結果，改善課程設計與教學；若擬開課程為未曾開設之課

程或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以下統稱「新設課程」）時，應由

各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之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推薦校外學者專家五名，

分別經院長及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意後陳送校長，校長得由推薦之五

名學者專家及其他校外學者專家中，遴選二人擔任新設課程外審委員，就擬

新設之課程與課程結構是否一致、課程內容是否適宜、教師專長是否符合需

求等，進行外審程序後，方可依序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九、各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新設課程相關規定如下： 

(一)新設課程每學年以五科為限，於提送外審前，各學系及通識教育各學門課

程委員會須針對課程內容作實質之審查，發揮監管功能，並協調、整合內

容相類似的課程，避免重複或浮濫。 

(二)新設課程外審後須經各學系或各學門課程委員會審議後，繳交會議紀錄

（含外審後之回覆意見）至教務處備查。 

十、各學院課程委員會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至遲應於每學期舉行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前四週召開會議，俾便如有課程異動時能即時提送院務會議、校課程委

員會會議審議。 

十一、課程結構及新設課程外審所需各項表件由教務處統一訂定之。 

十二、課程審查所需經費由教務處於每學年統一編列預算，並依本校會計規章，

辦理傳票請款、核銷作業。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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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1】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 

 

96.12.26 96學年度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97.01.11 室秘法字第0970000002號函公布 

98.06.08 97 學年度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 

98.06.22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22 號函公布 

98.12.02 98 學年度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98.12.21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76 號函公布 

100.03.02 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199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03.09 室秘法字第 1000000012 號函公布 

100.06.01 第119次行政會議決議修正 

100.08.11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8號函公布 

102.04.22 101 學年度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05.17 處秘法字第 1020000015號函公布 

103.02.19 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 102學年度第 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3.08.01 處秘法字第 1030000047 號函公布 

103.10.22 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 103學年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4 處秘法字第 1030000058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提供教師教學回饋、提升學習與教學品質，訂定「淡江大學教學評

量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應接受教學評量之對象，包括所有授予課程之專、兼任教師。 

第三條  教學評量之實施原則上於每學期期末考前實施，為期一至二週，評量

時間由「品質保證稽核處」（以下簡稱品保處）規劃公告。 

第四條  教學評量之內容，原則上包含教師教學之專業態度、教學方法、教學

內容與學習效果及其他與教學相關之項目等。 

第五條  教學評量之實施方式，係由學生針對教師課堂教學表現，以網路填寫

教學意見表方式辦理，惟必要時得採課堂上紙本填答方式；網路填答時並

得請資訊處協助安排各班學生至電腦教室集體上網填答。 

第六條  教學評量進行之程序如下： 

一、各類課程教學意見表之設計由品保處組成「問卷研修小組」負責

研擬，並提「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討論通過定案後，由資訊處

將教學意見表建置上網。 

二、教務處在規定期間內轉建教學評量檔並刪除不評量科目。 

三、資訊處在規定期間內轉選課資料檔與學籍檔至網路評量檔，由教

務處進行查核。 

四、品保處於教學評量期間傳送各系上網率供各院系參考。 

五、教學評量之結果，由品保處彙整統計後，資訊處輸出電子檔，經

品保處查核後寄送交任課教師，並送交任課教師所屬院系所、中

心、開課單位及相關單位主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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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教學評量之結果係做為教師評鑑、聘任考核、升等及獎勵之參考；相

關辦法另定之。針對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分低於四點二、且回收率為百

分之五十以上之教師，須依本校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辦理；單一科目評

量之教學總分及教學方法構面平均數兩者皆低於三點五、且回收率為百分

之五十以上之教師，須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辦理之教學知能研習活動。 

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育品質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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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1】淡江大學榮譽學程實施要點 

 

淡江大學榮譽學程實施要點 
 

101.05.09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1.06.04 處秘法字第1010000024號函公布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07 處秘法字第 1010000104 號函公布 

102.05.15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6.13 處秘法字第 1020000027 號函公布 

102.10.25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7 處秘法字第1020000076號

函公布 

103.10.29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7 處秘法字第 1030000072 號函公布 

 

一、目的 

開設「淡江大學榮譽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結合專業、通識教育、課外

活動「三環」課程，培育本校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使成為具專業創新與獨

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具全球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知性

人才及具創意思考與領導統御能力的領袖人才，以增強學生畢業競爭力。 

二、申請對象及規定 

(一)個人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績位於該系（組）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二)考試入學新生入學成績（指考成績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前百分之十

以內者。 

(三)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建築系大四上學期）學生前學期修課學分數達

十五學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位於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四)轉學生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其轉學考試成績在該系（組）該年級正取生

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五)符合規定者，得於每學期開學第二週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教務處

審核通過後，取得修讀本學程之資格。 

(六)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該系（組）該年級該班前百

分之十五以內，未達標準者，由教務處註銷其修讀資格；達到標準但無意

願繼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得以書面方式申請放棄修讀資格，日後符合規

定者，始得再次申請修讀本學程。 

三、課程設計及師資安排 

(一)各學院、學系 

1.每學院成立「榮譽學程」進階專業課程推動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共

須開設含下列三項之進階專業課程，每學期三科，每科兩班，星期一至星

期五每天安排至少一班供本學程學生修讀。 

(1)學院共同討論專題課程。 

(2)學院統籌之進階專業課程。 

(3)由各學系原開設課程客製化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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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階專業課程應盡量開設研討式或探究式課程。  

3.學系須安排一對一的學術指導教師，每位指導教師至多指導五名，提供學

生學術諮詢，導引其學術興趣及適合的專業研究領域，以協助發揮本學程

學生在學習研究活動中的主動性與創新性。 

4.學系應提供本學程學生課業、生活、升學及就業等各方面之輔導。 

(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成立「榮譽學程」通識教育課程推動小組，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

任召集人，開設以培養學生具全球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

通識教育課程，每科二學分。每學期開設六學門，每學門開設一科，星期

一至星期五每天安排至少一班供本學程學生修讀。 

(三)課外活動輔導組 

成立「榮譽學程」課外活動課程推動小組，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每學期

開設二科能培養具創意與溝通、具領導與服務能力的課外活動講座課程，

每科一學分，每學期上課至少十六小時。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各類課程，為避免與其他課程衝堂，得安排在夜間或假日

上課。 

四、修讀本學程學生應修課程 

(一)自二年級開始共須修習四科進階專業課程，每學期至多修習一科，須修足

至少八學分且包含下列三項課程：  

1.一科原就讀學院共同討論專題課程。 

2.二科原就讀學院統籌之進階專業課程。 

3.一科由原就讀學系原開設課程客製化之課程。 

(二)自一年級開始共須修習三科通識教育課程，每科二學分，每學期至多修習

一科。 

(三)自一年級開始共須修習二科課外活動課程，每科一學分，每學期至多修習

一科。 

五、選課規定 

(一)選課資格：本學程之課程，限經教務處審核通過之學生選修。 

(二)超修學分：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之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選課學分數內，

且不受本校「學生選課規則」第六條「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第七

條「超修學分之規定」、第八條「互選學分之規定」之選課限制。 

(三)修業限制：學生不得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 

六、成績考評、學分認定及抵免規定 

(一)成績計算：本學程各科成績列入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但學分數不列入當學

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不及格計算。 

(二)成績考評： 

1.進階專業課程之學院共同討論專題課程及院統籌之進階專業課程、通識教

育課程及課外活動課程之成績考評均依一般標準以分數呈現。 

2.進階專業課程之學系原開設課程客製化之課程成績考評分成兩部分：一部

分為原課程成績，成績考評與一般標準一致以分數呈現，以六十分為及格

；一部分為額外課業要求，成績考評採「通過」或「不通過」方式。兩部

分成績必須同時「及格」及「通過」，始能取得該科榮譽學程課程學分，

任一部分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則須重修，重複修習所取得之學分

不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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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分認定：凡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其於本學程內已修習且成績及格之科目

，均可計入畢業學分。進階專業課程之學院共同討論專題課程及學院統籌

之進階專業課程可申請承認為就讀學系之系選修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可申

請承認為該學門之必修學分。學生須於四年級下學期（建築系五年級下學

期）畢業考試週前，向教務處提出學分認定申請。 

(四)學分抵免：凡修畢本學程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在學期間修習碩士

班課程及進階專業課程且不列入畢業學分者，至多可抵免二十學分。 

七、結業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須於主修學系修業年限內修畢所有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

並符合畢業資格者，始可申請本學程之學程證書，其修習通過之科目，除於

歷年成績單上註明，亦將於學位證書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八、獎勵 

(一)修讀本學程之應屆畢業生或持有本學程證書者，於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時，

可檢附相關證明以為有利審查之資料，酌予加分。 

(二)持有本學程證書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第一學年每一學期發給三萬

元獎學金。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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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1】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定名稱) 
 

教育部台(70)高字28018號函核備 

89.11.3 第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2.4 教育部 台(89)審字第89155450號函備查 

89.12.8 (89)校秘法字第012號函公布 

90.11.2 第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11.22 教育部 台(90)審字第90167314號函備查 

90.11.28 (90)校秘法字第032號函公布 

93.10.29 第5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93.12.8 台學審字第0930161027號函備查 

93.12.13 (93)校秘法字第028號函公布 

94.2.18   93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94.3.24 台學審字第0940029062號函核定 

94.3.30 室秘法字第0940000009號函公布 

94.06.03 第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4.07.07 台申字第0940090445號函核定 

94.07.28 室秘法字第0940000022號函公布 

95.03.29 94.2 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4.11校秘字第0950000783號函公布 

95.11.03 第5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13 校秘字第0950003079號函公布 

97.06.06 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18 校秘字第 0970001452 號函公布 

100.06.08 第6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8.04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6號函公布 

101.06.08 第6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18 校秘字第1010005078號函公布 

101.11.02 淡江大學第 6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6 校秘字第1010010560號函公布 

102.11.08 淡江大學7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5 校秘字第1020011126號函公布 
 

第一條  本校為聘審教師，依照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分為校、院、系(所)三級，其職掌如

下： 

一、教師服務資歷及學術著作之審查事項。 

二、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

長服務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之審議事項。 

三、教學優良教師敘獎之審查事項。 

四、教師研究進修之規劃及輔導事項。 

五、教師休假資格之審查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評）議之事項。 

第三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研發長及體育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分別推選教授代表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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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事務處推選教授代表一人組織之，選任委員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人數二

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任一性別委員不足者，

由校長遴選教授代表補足之。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同時兼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四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由學術副校

長兼任之。 

第五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人資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

命處理會務。 

第六條  各學院及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設置標準及組成方式如下： 

一、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所長）為當然

委員，各學院院長為召集人，並由各系（所）分別推選教授二人

為委員組織之。 

二、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分別由各系主任(所

長) 及各系(所)推選教授組織之，各系主任(所長)為召集人。 

三、各同性質之研究所、系，且為同一主管時，得合組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合組之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其委員人數得酌增二

人。 

四、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除依規定為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召

集人外，不得提名為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五、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均須依照規定層報主任委員核聘。 

六、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輔導所屬各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從事本辦法第二條所列職掌之初審，並擔任複審事宜。 

七、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教師應分別造冊送各主管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複審。體育事務處比照學院辦理。 

第七條  各系(所)如無足額教授時，得提聘副教授或相關系(所)教授擔任院級

或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除當然委員外，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任

期均為一年，期滿連選得連任之。 

第八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院、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均得召開臨時會議。各院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應列席所屬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第九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時除審議升等案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外，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除第二條第二款之審議，以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外，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為通過，但教師升等案之研究評審項目，另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

辦理之。 

有關教師長期聘任之審議及決議，另依相關法律規定辦理。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依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十四之一條、第十四之二條、第十四之三條規定

辦理。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應於知悉之日起通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一個月內直接審議通

過停聘。 

第十條  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升等案，涉及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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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判斷時，職級低於被審查職級（升等審查以升等後之職級為準）之委

員不得參與審議；且參與審議之委員人數，至少需具審查資格者五人。 

第十一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理。除公假

外未出席三次者，得取消其當學年之委員資格，除當然委員外，並由原

提聘單位另提聘委員遞補。當然委員被取消資格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

人數。 

第十二條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院教師評審委會有類

此情形者亦同。 

第十三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事不

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之。本會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不得

委託他人代理；遇有關其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親屬提會評審事項應行

迴避，且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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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1】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97.05.30 第 107次行政會議通過 

97.06.18 校秘字第 0970001444 號函公布 

97.12.26 第 109次行政會議通過 

98.01.13 校秘字第 0980000097 號函公布 

98.10.09 第11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0.21 校秘字第0980002742號函公布 

99.05.28 第11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6.17 校秘字第0990001566號函公布 

99.12.24 第11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1.06 校秘字第1000000057號函公布 

100.06.01 第11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8.04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5號函公布 

101.05.23 第12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4 校秘字第1010004610號函公布 

102.05.24 第13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2.06.05 校秘字第1020005079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及產學合作、創作及展

演，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申請本辦法所訂各項獎助時，須提出以淡江大學專任教師身

分（註明任教機構為淡江大學）發表之論著、研發成果、創作及展演。 

第三條  獎助項目規定如下： 

一、以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 收錄之期刊

論文或創作及展演。 

二、本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 

三、學術性專書。 

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展演之印刷費。 

五、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 

第四條  以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

或創作及展演之獎勵依下列規定： 

一、獎勵類別及方式： 

第一類：以 A&HCI、SSCI、SCI、EI 四種國際索引收錄，或

以台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台

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收錄之學術性

期刊論文或創作及展演提出申請，並經審議通過，

屬 A&HCI、SSCI、SCI、國家級公開表演場所展演創

作發表及展演者每篇（案）每月發給七千元，屬 EI、

THCI Core、TSSCI、縣市政府級公開表演場所展演

者每篇(案)每月發給五千元。 

發表論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給該篇論文全

額獎勵金；為第二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

分之七十；為第三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

分之五十；其他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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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十。 

創作及展演為個人或二人者，發給全額獎勵金；為

三人者，發給獎勵金之百分之七十；為四人者，發

給獎勵金之百分之五十；其他人數者，發給獎勵金

之百分之四十。 

第二類：已獲獎勵第一類者，得再以其他 A＆HCI、SSCI、

SCI、EI、THCI Core、TSSCI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

文或創作及展演提出申請，經審議通過，屬 A＆HCI、

SSCI、SCI或於國家級公開表演場所展演者每篇（案）

每月發給三千五百元，屬 EI、THCI Core、TSSCI 或

於縣市政府級公開表演場所展演者每篇（案）每月

發給二千元。獎勵篇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多寡決定之。 

發表論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給該篇論文全

額獎勵金；為第二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

分之七十；為第三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

分之五十；其他作者，發給該篇論文獎勵金之百分

之四十。 

創作及展演為個人或二人者，發給全額獎勵金；為

三人者，發給獎勵金之百分之七十；為四人者，發

給獎勵金之百分之五十；其他人數者，發給獎勵金

之百分之四十。 

第三類：已獲獎勵第一類或第二類 SSCI、SCI之期刊論文，

每篇皆可依下列條件擇一另提出額外獎勵申請： 

１、發表於 Science 或 Nature 之學術論文，每篇

每月加發獎勵金五萬元。 

２、依所發表期刊之影響係數在該學門之排名，於

該學年度加發獎勵金如下： 

(１)排名為前百分之十者，加發該篇獎勵金之百

分之五十。 

(２)排名為超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者，加發

該篇獎勵金之百分之三十。 

影響係數排名以申請當年度查得之五年的影

響係數為準。 

二、申請條件： 

(一)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１、已提出當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者。 

２、當學年度具有透過本校研究發展處，以淡江大學名義

執行研究計畫案者。 

３、當學年度已申請或獲得國際、兩岸、我國國家級或縣

市政府級之創作展演補助案者，或榮獲前述主辦單

位邀請參展者。 

(二)同一研究計畫案之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均可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本項獎勵申請，惟協同主持人不得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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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第一類獎勵應以申請年度及其前三年內發表並已

出版之論文一篇或創作及展演之發表一場為限；申請第

二類獎勵應以申請年度及其前二年內發表並已出版之

論文五篇或創作及展演之發表五場為限。 

(四)應檢附學術性期刊論文（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

利用之電子期刊，不含研討會論文），以及圖書館期刊

論文被索引情況查證結果各一式二份。所附資料若未載

明期刊名稱、卷期或出版時間者，申請人需另附期刊封

面或目錄等資料以供佐證之用。申請第三類者，應自行

檢附影響係數排名之佐證資料。創作及展演應檢附足以

證明之相關佐證資料。 

(五)聯合展演需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１、音樂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指揮者)演出時間應在

十分鐘以上。  

２、美術類：申請者個人作品件數應占所有聯展作品三分

之ㄧ以上。  

３、動畫類：申請者動畫作品呈現時間應在二分鐘以上。  

４、廣告類：申請者廣告作品呈現時間應在三十秒以上。  

５、舞蹈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編舞者）演出時間應

在五分鐘以上。  

６、戲劇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編劇者）演出時間應

在五分鐘以上。 

７、體育類﹕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

際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重要國際運動賽會範圍、

成就證明採計基準，依教育部規定。 

８、建築設計類：申請個人作品貢獻應占所有聯展作品數

量或設計作品參與度之三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本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之獎勵依下列規定： 

一、獎勵類別及方式： 

第一類：以發表於本校「人文社會學刊」期刊之論文提出申

請，並經審議通過，每篇發給一萬元。 

第二類：以發表於本校「淡江數學」、「淡江國際研究」、「未

來研究」期刊之學術研究論文提出申請，並經審議

通過，每篇發給五千元。 

二、申請條件： 

(一)申請年度及其前二年發表並已出版之研究論文，兩類合

計以三篇為限。 

(二)應檢附期刊論文一式二份。所附資料若未載明期刊名稱、

卷期或出版時間者，需另附期刊封面或目錄等資料以供

佐證之用。 

第六條  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之獎勵依下列規定： 

一、獎勵方式： 

以完整論著提出申請，經審議通過，每件發給五萬元。 

二、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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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年度及其前二年完成並已出版公開發行且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完整論著，以一件為限。 

(二)如純為翻譯之學術性專書，不得提出申請。 

(三)應檢附學術性專書一式二份。 

第七條  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展演之印刷費依下列規定： 

一、補助方式： 

學術期刊論文或創作及展演，每篇（案）補助以一萬元為上

限。 

二、申請條件：  

(一)當年度依本法第四條、第五條申請研究成果獎勵中之二

篇（案）為限。 

(二)如有其他機構可予補助者，應先向該機構申請。 

(三)應檢附印刷費付款單據正本。 

第八條  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之獎勵依下列規定：  

一、獎勵方式： 

本校教師執行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案，比照撥繳校庫之百分之

二十為獎勵金，分月支領。 

二、申請條件： 

(一)已完成合約簽訂並於上一年度收取權益收入（含衍生利益

金）者。 

(二)同一研發成果之授權或移轉，如研發者一人以上時，則由

代表簽約之教師提出申請，並由符合本獎助辦法之其他研

發者共同簽章，獎勵金平分之。 

第九條  各項獎助申請期間：每年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 

第十條  研究論文或著作或創作及展演如屬數人共同完成者，僅能由其中

一人提出申請，且該篇論文、著作（含修訂本在內）或創作及展演成

果只得申請一次。 

第十一條  申請者須填具申請表並檢齊資料送人力資源處轉學術審議委

員會審議，俟審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發給經費。 

第十二條  第四條、第八條獎助費按月發給，年發十二個月，每月支領金

額低於一千元時，全部獎勵一次發給，其餘各類獎助費一次發給。 

第十三條  除申請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展演印刷費補助、研發成果

授權或移轉獎勵外，申請人不得以曾獲校內外獎金獎助之論著重複

申請本辦法所訂各項獎助，如有違背，取消本校獎助，申請人應依

規定退回該論著之獎助費。 

第十四條  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提出申請。申請後離職者（不含退休

教師），除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展演印刷費補助外，其餘各

類獎勵於當學年度所獲得之獎勵金，須全數退回。獲獎勵教師學年

中退休者，未領之獎勵金提前一次發給。 

第十五條  申請人於校長核定研究獎助名單後一個月內，如對其申請案之

審議結果有重大異議者，應述明具體理由並檢附原申請資料及申復

書，經人力資源處向學術審議委員會提出申復。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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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2】淡江大學獎勵優秀人才支給辦法 

 

淡江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 
 

 

100.06.01 第119次行政會議通過 

100.06.16 校秘字第1000001534號函公布 

100.06.01 第11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8.04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5號函公布 

102.04.19 第130次行政會議通過 

102.05.03 校秘字第1020003881號函公布 

103.04.18 第 13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05.07 校秘字第1030004184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以提升本校學術績效，並引進國際高等教

育人才及培育優質人才，依據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徵求公告」，特訂定本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補助專款。 

第三條  獎勵對象為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但其聘任不滿一

年，非屬國內第一次聘任者除外。  

前項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指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

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行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軍公

教退休人員。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如為依相關規定被借調人員，由借調

機構提出申請。 

第四條  優秀人才進用標準依「淡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規則」、「淡江大學講座

教授設置規則」、「淡江大學研究教授設置規則」、「淡江大學特約講座設置

規則」、「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及「淡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申請及推薦由研究發展處每年依科技部之規定，公告受理申請及推薦。

申請者須填具申請表並檢齊資料經所屬學院推薦後，送研究發展處轉請審

查委員會審查。 

第六條  申請資格須最近三年內有以本校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名義主持之科技

部研究計畫者。 

第七條  申請獎勵名額以不超過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總人數百分之

十五為上限；各學院獎勵名額依其占本校上年度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不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業務費總額之比例計算為原則，各學院

至少獎勵一名。 

第八條  核給比例及每月奬勵金如下： 

第一級：傑出人才，獎勵名額比例百分之五，每月獎勵金一萬二千元

至二萬元。 

第二級：特優人才，獎勵名額比例百分之二十五，每月獎勵金七千元。 

第三級：優秀人才，獎勵名額比例百分之七十，每月獎勵金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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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奬勵金得依每年度本校向科技部申請補助額度調整。 

第九條  獎勵金核給評量方式，依下列規定： 

一、依「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第四條獲獎助者，依最近

三年獲獎助篇數核給奬勵；本款權重為百分之二十五。分數計算

原則為以申請人每年平均篇數除以每年平均篇數最大值後，再乘

以本款權重，即為分數。 

二、依最近三年內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不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

部分）及科技部產學研究計畫件數核給奬勵；本款權重為百分之

二十五。 

(一)分數計算原則為以申請人每年平均件數除以每年平均件數

最大值後，再乘以本款權重，即為分數。 

(二)研究計畫件數僅採計任職本校期間，且以本校專任教學研究

人員名義主持之計畫。 

三、依各學院自訂之評估方式核給奬勵；本款權重為百分之五十。分

數計算原則由各學院依自訂評估方式之原始分數進行標準化，合

併各院所提供的標準化分數，並進行全校分數之標準化，取百分

比等級後乘上一百，再乘以本款權重，即為分數。 

第十條  由校長指定召集人成立審查委員會，負責特殊優秀人才之審查作業。

審查委員會以各學院院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並得由召集人遴選教師代

表若干人經校長核定後組成之。審查委員會之委員如為申請獎勵人員，則

應廻避。審查委員會通過之名單報請校長核定後推薦至科技部申請補助。 

第十一條  評估標準及績效要求，依下列規定： 

一、獲獎勵者於補助期間應提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或具

有透過研究發展處，以淡江大學名義主持之產學研究計畫。 

二、獲獎勵者於補助期間應以本校教師名義投稿至具審查制度之學

術期刊、出版品或學術會議或提出專利申請。 

三、獲獎勵者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前繳交個人具體研究績效報告。 

未達前項績效要求者，本校下一年度不予推薦本獎勵。 

第十二條  對優秀人才提供之教學、研究及行政支援，依下列規定： 

一、學習與教學中心提供數位及多媒體科技教學環境及設備、數位

學習研究發展資源及教學工作坊等一系列教學支援。 

二、圖書館及資訊處提供電腦軟硬體設備資源、圖書資源及數位化

資訊服務等支援服務。 

三、研究發展處提供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等相關事項支援，如研究

計畫之申請、簽約、核銷、研發成果的推廣、智慧財產權的申

請及技術移轉等行政支援服務。 

四、各教學單位提供所聘任教師研究室空間及研究設備支援。 

五、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奬助相關辦法，提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印刷

費之獎助、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經費補助等費用支援。 

第十三條  獲獎勵者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留職停薪、借調至他單位任職、不

予聘任或遭科技部停權等情況，該項補助即按其未在職期間或停權期間

比例繳回。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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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3】淡江大學重點研究補助規則 

 

淡江大學重點研究補助規則 
 

92.5.28 (92)校秘法字第008號函公布 

93.09.29 (93)校秘法字第○一六號函修正公布 

94.12.19 室秘法字第0940000044號函修正公布 
 

第一條  為激勵本校學術研究發展，強化研發能力，整合本校研究人力及資源，

補助各學院、系、所、中心從事重點研究，以提昇學術聲望，特訂定淡江

大學重點研究補助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之重點研究補助項目包括本校策略重點研究計畫、整合型研

究計畫、校外大型研究計畫案配合款、與國際知名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研

究等，實際補助項目得視預算而定之。 

第三條  為審查之需特成立重點研究補助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由學

術副校長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為當然委員，

另由各學院各推選教授一人共同組成，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審查

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人員兼任之，負責辦理相關業務。 

第四條  重點研究補助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提出申請，經所屬學院彙整後，於

十一月三十日前送達審查小組，經該小組審查並評定優先順序，陳報校長

核定後，於次學年度八月一日起實施。 

第五條   獲得補助之單位，於學年度結束前，應向審查小組提出執行情形報告。

如為多年期之補助，經審查小組審查認定執行情形欠佳者，該小組得陳報

校長核定後，終止其所餘學年度之補助。 

第六條   本規則經重點研究補助審查小組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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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1】淡江大學學生對於「大學學習」課程之認同度問卷 

 

 

 

序

號 
題  目 平均數 

1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認識如何做一個「大學生」 4.56 

2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特色、課程，

及相關修讀規定 
4.62 

3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瞭解自己的學習風格與策略 4.57 

4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瞭解自己的心理狀態  4.55 

5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懂得如何善用本校以下的各項資源： 

(1)諮商輔導組（心理狀況檢測、心理健康活動） 4.61 

(2)圖書館（圖書館利用素養、悠遊知識海酷玩集點樂、 滿懷

寶藏歸）  
4.79 

(3)文錙藝術中心（音樂會、參觀展覽廳、參觀海博館）  4.67 

(4)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習風格檢測、線上學習課程：「全能記

憶王」等四門） 
4.40 

6 本課程能幫助我更清楚地懂得如何規劃自我大學學習生涯及

未來出路  
4.40 

7 我認為我對於自己在大學的學習已做好準備  4.46 

8 整體平均數（1-7題的總平均數）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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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6-1】淡江大學通識各學門與校級八大基本素養的呼應與操作型定義總表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與校定八大基本素養檢核操作對應表 

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全球視野 1.運用外語與國際
交流互動。 

2.瞭解世界各國歷
史文化變遷與最
新脈動及未來發
展。 

3.比較與欣賞各國
道德風俗與藝術
文化之異同，尊
重多元發展與創
造。 

4.具備全球公民國
際視野。 

5.熟悉區域安全與
國際戰略。 

1.運用外語自我介紹、
對話與閱讀，並提出
問題或說出感想。 

2.認識各國文化核心
特色，理解全球多元
文化關聯，分析全球
變遷議題的成因，並
批判發展造成的後
果。 

3.欣賞不同民族的藝
術展演，分析各國藝
術作品特色並撰寫
各國藝術展演報告。 

4.瞭解各國哲學與宗
教的主要內涵，洞悉
跨越文化藩籬的普
遍思想議題。 

5.瞭解國際公民社會
議題及國際組織的
運作並對各項議題
內容的基本學理有
所認知。 

6.了解各種全球戰略
情勢發展趨勢及變
化的多元互動關係，
進而檢討批判全球
戰略布局 

1.英文(一)(二) 
2.西班牙文(一)(二) 
3.法文(一) (二) 
4.德文(一) (二) 
5.日文(一) (二) 
6.俄文(一)(二) 
7.全球化發展、8.歐
洲與世界、9.世界環
境保護、10.文化全球
化、11.東亞與世界、
12.經濟全球化、13.
國際規範與禮儀、14.
全球科技革命、15.社
會未來、16.科技未
來、17.經濟未來、18.
環境未來。19.數位藝
術內容發展、20.音樂
與藝術的對話、21.音
樂概論、22.表演藝
術、23.西洋藝術欣
賞、24.造型藝術中的
基礎素描技法、25.藝
術與人生、26.西洋歌
劇欣賞入門、27.視覺
藝術概論、28.數位藝
術概論。29.宗教概
論、30.哲學概論、31.
哲學經典導讀、32.生
死學。33.憲法與人
權、34.民主政治、35.
公民文化、36.公民社
會、37.非營利組織、
38.世界人權問題、
39.國際非政府組織。
40.國際現勢、41.歐
洲聯盟與歐洲統合、
42.全球體系與兩岸
關係、43.政治未來、
44.國防科技、45.國
際情勢、46.美洲現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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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洞悉未來 1.了解自我、社會與
全球之未來走向 

2.學習適應自我、社
會與全球之未來
變遷 

3.創造自我、社會與
全球之未來 

4.了解全球科技之
發展趨勢，想像未
來科技發展的可
能。 

5.認識能源環保與
永續發展議題。 

6.掌握全球健康與
生命科學的發展
趨勢。 

1.針對個人的學習歷
程進行整理與規劃。 

2.了解成功學習的條
件，鍛鍊個人身心健
康。 

3.了解重要社會議題
之成因，以及社會變
遷後所存在的可能
問題，並針對情境樣
本問題進行深度思
考。 

4.針對社會未來有關
的議題進行規劃，擬
訂相關議題報告。 

5.掌握永續發展的概
念並創造願景，運用
跨學科觀點因應多
樣的未來。 

6.分析國防政策對國
家未來發展之影響。 

7.辨識影響全球變遷
的各項情勢。 

8.前瞻全球永續發展
之要素與願景。 

9.推測未來科技之優、
缺點與問題因應之
道。 

1.大學學習 
2.學習適應與管理 
3.動機與壓力管理 
4.社會學導論 
5.文化與心理健康 
6.發展心理學概論 
7.政治學概論 
8.人權與社會正義 
9.性別角色與性屬關係 
10.工作世界與生涯管理 
11.經濟學概論 
12.幸福經濟學 
13.心理健康諮詢與管理 
14.台灣社會與文化 
15.社會未來 
16.科技未來 
17.經濟未來 
18.環境未來 
19.政治未來 
20.國防政策 
21.全球化發展 
22.國際現勢 
23.歐洲與世界 
24.世界環境保護 
25.歐洲聯盟與歐洲統
合 
26.文化全球化 
27.東亞與世界 
28.全球體系與兩岸關
係 
29.經濟全球化 
30.美洲現勢 
31.國際非政府組織 
32.國際規範與禮儀 
33.世界人權問題 
34.全球科技革命 
35.科技的原理 
36.半導體與生活 
37.化學與生活：化學、
醫藥與社會 
38.化學與生活：化學、
環境與社會 
39.化學與生活：化學、
食品與社會 
40.生命科學：DNA科技
時代 
41.生命科學：基因科技
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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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資訊運用 1.學習資訊科技發
展新知。 

2.熟悉資訊運作原
理與觀念。 

3.熟練資訊的收集、
分析和應用。 

 

1.正確回答資訊科技相

關的問題，說明資訊

科技之重要發展。 

2.適切地使用並設定網

路，並應用網路應用

軟體。 

3.能操作常見的資訊設

備。 

4.資訊安全與資訊倫理

訓練。 

5.能使用電腦解決日常

生活的問題。 

6.瞭解 WWW 網路基本架

構與概念，學會使用

基本 html 語法與套

裝軟體建立網頁與互

動式網頁。 

7. 學 會 操 作 各 種

office 系列軟體，並

具備 office 證照考

照能力 

8.了解多媒體技術的特

點，學會使用各種常

見的文字、聲音、影

像、動畫、視訊等多

媒體相關硬體與編輯

工具的操作與發佈。

更進一步地能發揮創

作與想像能力將數位

內容應用於專業領域

中；如特定專業領域

的數位資訊處理、解

決問題與傳播知識。 
9.了解雲端，善用雲端
工具在個人學習、生
活與未來職場以提升
便利性與效率 

1.資訊概論 

2.電腦入門與應用 

3、網路與資訊科技 

4、網頁程式設計 

5、OFFICE 證照實務 

6、多媒體概論 

7、網路與雲端應用 
8、全球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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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品德倫理 1.尊重智慧財產。 
2.認知基本法律、道
德及社會責任。 

3.鍛鍊抉擇、審思與
實踐的能力。 

4.培養良好品德與
人際互動。 

5.學習正直與自我
約束。 

6.實踐運動精神與
遵守運動規範。 

7.善用科學改善人
類生活。 

8.信守職業道德。 

1.保護個人隱私、不使
用非法軟體。 

2.對資訊倫理相關議
題進行討論。 

3.具備生活相關的基
礎法律知識。 

4.熟悉社會生活的運
作與規範。 

5.思考道德規範成立
的理據。 

6.面臨道德兩難時做
出合宜的抉擇。 

7.對於樣本道德情境
的判斷。 

8.瞭解並展現運動禮
儀。 

9.理解及依循運動規
則。 

 
 

1.資訊概論 
2.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3.資訊生活與法律 
4.性別與生活法律 
5.企業與法律 
6.生活與法律 
7.公民文化 
8.公民參與 
9.哲學概論 
10.宗教概論 
11.倫理學 
12.哲學經典導讀 
13.生死學 
14.性愛的文學與哲學 
15.醫學倫理 
16.環境倫理 
17.職業倫理 
18.社會學導論 
19.文化與心理健康 
20.發展心理學概論 
21.社會心理學 
22.心理學導論 
23.戰爭與人性 
24.政治學概論 
25.人權與社會正義 
26.性別角色與性屬關係 
27.工作世界與生涯管理 
28.經濟學概論 
29.幸福經濟學 
30心理健康諮詢與管理 
31.台灣社會與文化 
32.生活邏輯 
33.數學漫遊 
34.宇宙的探索 
35.科學之旅 
36.大一體育 
37.大二、三體育興趣班 
38.運動休閒與競技實務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 
*社區志工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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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獨立思考 1.仔細觀察、準
確分析與明
確判斷的能
力 

2.發現問題、分
析問題與反
問。 

3.獨立判斷、明
辨是非。 

4.發現謬誤。 
5.挑戰權威。 
6.運用知識、思
考問題與決
擇。 

 

1. 針對一篇文章，分
析、判斷他人的見
解，不斷章取義或盲
從。並提出自己的看
法。 

2.針對別人提出的觀點
提出問題並互相反覆
討論。 

3.自我反思內省剎那浮
現的的念頭、想法、
感受、情緒、動機、
生理反應與需求等
等。 

4.瞭解社會爭議性議題
的各種不同觀點。 

5.瞭解民主政治的運作
與現有法律的不足與
限制。 

6.了解不同國際社會行
動者的行為動機與立
場。 

7.針對國際事件，正確
蒐集資料，提出批判，
並表達自己的看法。 

8.對具爭議性之歷史事
件能清楚表達自己的
見解 

9.了解電腦軟硬體問題
形成的原因。自行思
索解決之道。善用網
路資訊收集相關問
題，並與他人共同討
論，嘗試解決問題。 

 

1.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2.資訊
概論 3.全球化發展 4.國際現
勢 5.歐洲與世界 6.世界環境
保護 7.歐洲聯盟與歐洲統合
8.文化全球化 9.東亞與世界
10.全球體系與兩岸關係 11.經
濟全球化 12.美洲現勢 13.國
際非政府組織 14.國際規範與
禮儀 15.世界人權問題 16.社
會未來 17.科技未來 18.經濟
未來 19.環境未來 20.政治未
來 21.大學學習 22.學習適應
與管理 23.動機與壓力管理
24.社團學習與實作 25.社團經
營與管理 26.社團服務學習
27.文學經典的當代闡釋 28.德
語文學名著選讀(一)(二)29.
西班牙語文學經典賞析 30.俄
國文學經典入門 31.聖經文學
入門 32.法國文學、生活與文化
33.法國經典文學導讀 34.日本
文學中譯賞析 35.日本現代小
說與電影 36.希臘羅馬神話
37.西班牙語國家文學名著賞
析 38.村上春樹講座 39.台灣
歷史采風與踏查 40.近代史事
叢談 41.歐洲文化史 42.日本
社會文化史 43.中國歷史與人
物 44.西洋歷史與人物 45.憲
法與人權 46.智慧財產權與法
律 47.資訊生活與法律 48.性
別與生活法律 49.企業與法律
50.生活與法律 51.民主政治
52.哲學概論 53.宗教概論 54.
倫理學 55.哲學經典導讀 56.
生死學 57.性愛的文學與哲學
58.醫學倫理 59.環境倫理 60.
職業倫理 61.社會學導論 62.
文化與心理健康 63.發展心理
學概論 64.人際關係與溝通
65.社會心理學 66.心理學導論
67.戰爭與人性 68.政治學概論
69.人權與社會正義 70.性別角
色與性屬關係 71.工作世界與
生涯管理 72.經濟學概論 73.
幸福經濟學 74.心理健康諮詢
與管理 75.台灣社會與文化
76.國防政策 77.國防科技 78.
防衛動員 79.全民國防 80.國
際情勢 81.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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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樂活健康 1.身心靈健康與和諧。 
2.壓力的管理與因應。 
3.社會適應。 
4.急救之知識技能。 
5.性教育的認知。  
6.游泳能力。 
 

1.了解學習適應與壓
力的關係。 

2.針對壓力學習管理
的技巧與策略。 

3.練習活在當下。 
4.練習專注。 
5.型塑正念減壓的七
個基本態度。 

6.導引「同在模式」
(being model)。 

7.建立運動、飲食、睡
眠、情緒調適、學習
與工作、生活習慣等
等正向態度。 

8.穩定個人情緒，積極
適應環境變化，進而
與團隊保持良好人
際互動關係。 

9.均衡飲食與疾病預
防。 

10.了解事故傷害發生
原因；熟悉緊急事
故處理步驟。 

11.具備性別關係正確
觀念；具備優生保
健觀念。 

12.能完成 25 公尺自
由式。 

13.改善身體肌肉適
能、心肺適能、柔軟
度等。 

14.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 

1.大學學習 
2.學習適應與管理 
3.動機與壓力管理 
4.社團學習與實作 
5.社團經營與管理 
6.社團服務學習 
7.生命科學：人體的
奧秘 

8.生命科學：基因科
技與健康 

9.護理 
10.大一體育 
11.二、三體育興趣班 
12.運動休閒與競技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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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團隊合作 1.與他人合作共同
完成任務。 

2.協調與解決團隊
中的衝突。 

3.公民社會的積極參
與。 

4.具備團隊合作之
熱忱。 

5.人際的良性互動
與溝通。 

 

1.小組團隊分工合作與
排練。 

2.積極參與小組討論，
合作完成分組報告。 

3.參與社群共同研究討
論。 

4.激發團體動力，建立
共同目標，協同合作
與解決衝突。 

5.實際參與公民社會活
動。 

 

1.數位藝術概論 
2.數位藝術內容發展 
3.音樂與藝術的對話 
4.音樂概論 
5.鋼琴藝術與生活 
6.表演藝術 
7.造型藝術中的基礎素描
技法 
8.藝術與人生 
9.西洋歌劇欣賞入門 
10.社團學習與實作 
11.社團經營與管理 
12.社團服務學習 
13.公民參與 
14.公民社會 
15.非營利組織 
16.社會學導論 
17.人際關係與溝通 
18.戰爭與人性 
19.政治學概論 
20.人權與社會正義 
21.性別角色與性屬關係 
22.工作世界與生涯管理 
23.經濟學概論 
24.幸福經濟學 
25.心理健康諮詢與管理 
26.台灣社會與文化 
27.防衛動員 
28.全民國防 
29.大一體育 
30.大二、三體育興趣班 
31.運動休閒與競技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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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 

素養 
素養能力 操作型定義 對應課程 

美學涵養 1.掌握語言文字之
美。 

2.準確運用文字表
達。 

3.美感的直觀能
力。 

4.瞭解各類藝術品
的風格形式與藝
術特徵。 

5.藝術創作的能
力。 

6.各種音樂構成要
素的理解與曲式
的分辨  

7.文學經典的欣賞
與評價。  

8.大自然之美與數
學之美的欣賞。 

 

1.指出一篇文章修辭
的優劣。 

2.書寫流利的應用文
書。 

3.針對一篇文獻分析
其構成形式，指出其
特色，並說明其對後
代產生之影響 

4.瞭解美學理論。 
5.掌握藝術品的形式
與義涵。 

6.參加音樂會及其他
展演活動 

7.對一個藝術作品或
展演進行分析與評
論。 

8.熟悉各種藝術創作
相關軟體。 

9.戲劇實際排練與操
作分工。 

 

1.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2.英文(一)(二) 
3.西班牙文(一)(二) 
4.法文(一) (二) 
5.德文(一) (二) 
6.日文(一) (二) 
7.俄文(一)(二) 
8.數位藝術概論 
9.數位藝術內容發展 
10.音樂與藝術的對話 
11.音樂概論 
12.鋼琴藝術與生活 
13.表演藝術 
14.西洋藝術欣賞 
15.造型藝術中的基礎
素描技法 
16.藝術與人生 
17.西洋歌劇欣賞入門 
18.視覺藝術概論 
19.文學經典的當代闡
釋 
20.德語文學名著選讀
(一)(二) 
21.西班牙語文學經典
賞析 
22.俄國文學經典入門 
23.聖經文學入門 
24.法國文學、生活與文
化 
25.法國經典文學導讀 
26.日本文學中譯賞析 
27.日本現代小說與電
影 
28.希臘羅馬神話 
29.西班牙語國家文學
名著賞析 
30.村上春樹講座 
31.中國歷史文物賞析 
32.現代台灣出版與欣
賞 
33.光、攝影和視覺 
34.科技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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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1】淡江大學社團活動空間一覽表 

一、社團辦公室  

1. 體育大樓社辦區域.1F (7~14坪)  

 

2. 體育大樓社辦區域.2F (3.5~9.3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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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中心.B1 

4. 游泳館.B1 

二、目前社團可申請使用之活動空間為： 

1. 學生活動中心 

2. 覺軒花園教室 

3. 體育館社辦廣場(1F, 130坪)  

4. 體育館社辦廣場(B1) 

5. 驚聲廣場(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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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1】淡江大學通識教育相關研究中心及研究室一覽表 

 

 

 

 

  

研究中心及研究室 相關學門 

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 文學經典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 文學經典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圖像漫畫研究室 文學經典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田野調查研究室 歷史與文化學門 

楹聯研究室 文學經典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台灣史研究室 歷史與文化學門 

奈米科技實驗室 自然科學 

資訊科技使用行為研究中心 資訊教育學門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文學經典學門、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學門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文學經典學門 

西藏研究中心 宗教與哲學學門 

日本研究中心 歷史與文化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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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2】淡江大學綜合活動空間一覽表 

 

校園別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 7 樓多功能

球場(集會場所) 
2800 

淡水校園 運動場 800 

淡水校園 文錙音樂廳 252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游泳館游泳池 200 

淡水校園 室外溜冰場 150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 4樓排球場 150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 4樓羽球場 130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 3樓桌球室 130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 2樓舞蹈室 100 

淡水校園 
紹謨紀念體育館地下 1 樓柔

道/武術室 
100 

淡水校園 室外籃球場 100 

淡水校園 室外排球場 100 

蘭陽校園 多功能教室 100 

蘭陽校園 室外網球場、排球場 100 

蘭陽校園 室外籃球場 100 

蘭陽校園 強邦教學大樓 1樓餐廳 100 

蘭陽校園 強邦教學大樓 2樓餐廳 100 

淡水校園 黑天鵝展示廰 80 

淡水校園 室外網球場 80 

台北校園 校友聯誼會館交誼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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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3-1】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辦與協辦之藝文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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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核中心主辦 

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1.04.27 余道昌小提琴

獨奏會 

小提琴/鋼琴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系專任老師余道

昌小提琴獨奏、嘉義大學音樂系專任老師

丁心茹伴奏 

2 

101.05.21 美聲悠揚在淡

江 

男高音/女高音/

鋼琴 
聲樂與鋼琴合奏 

3 

101.05.24 長笛.雙簧管與

鋼琴的對話 

長笛/雙簧管/鋼

琴 
長笛家甘宜正與通核中心兩位老師合奏 

3 

101.09.05 數位e筆書畫藝

術展 

書畫展 由淡江大學研發的數位 e 筆書寫系統，經

由產學合作已製成第三代「e筆神功」。運

用這項工具不僅能夠順利將中國傳統的

書法表現出來，而且能夠應用於水墨畫、

西畫的學習、教學和創作。本展以電腦工

具呈現傳統書畫及西畫的創作作品，作品

以紙本及筆跡數位播出，並可在現場由觀

眾自由運筆體驗。為國內外難得一見的科

技與藝術的結合。 

37 

101.10.11 開一送百．藝群

玩家美展 

畫展 由文錙藝術中心、台中市淡江大學校友

會、與臺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聯合舉辦，

台中市校友會常務理事洪義濱校友規劃

策展，邀集中部地區 23 位優秀藝術家參

展。展覽內容包含書法、水墨、油畫，及

首次在本校展出的漆畫、木箔畫等藝術創

作作品。 

23 

101.10.12 鄭筌小提琴之

夜 

小提琴/鋼琴 
小提琴與鋼琴合奏 

2 

101.10.18 愛情的靈藥 聲樂/鋼琴 聲樂家廖聰文、孔孝誠、王淑堯與鋼琴合

唱 

4 

101.12.13 文錙藝術中心

典藏名家書畫

展 

畫展 文錙藝術中心於西元 2000 年成立，期間

數百位藝術名家陸續賜贈作品由本校典

藏。本次展出內容為典藏之書法與國畫作

品 90餘件。 

90 

101.12.20 干詠穎雙簧管

獨奏會 

雙簧管/鋼琴 
干詠穎老師雙簧管獨奏、李珮瑜老師伴奏 

2 

101.03.22 傳美輝藝—淡

江大學文錙藝

術中心諮詢委

員創作作品展 

畫展 邀請文錙藝術中心歷任諮詢委員包括李

奇茂、何肇衢等共 17 人，作品內容包括

書法、國畫、西畫、版畫、雕塑品等計 89

件作品，非常難得彙集一堂盛大展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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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1.06.26 漢字美藝傳承

展 

書法展 漢字之美傳承已久，為展現當代書法家們

的作品風貌，進而展示漢字演進的歷代書

體，領略漢字的博大精深與美的形象。展

出作品共計 106件。 

52 

102.05.16 春之聲干詠穎

雙簧管之夜 

雙簧管/鋼琴 
干詠穎老師雙簧管獨奏、李珮瑜老師伴奏 

2 

102.05.30 中西樂韻之夜 二胡/雙簧管/鋼

琴 

數學系吳孟年老師與通核中心兩位老師

合奏 

3 

102.06.06 琴 笛 合 鳴 . 長

笛.雙簧管與鋼

琴之夜 

長笛/雙簧管/鋼

琴 長笛家鐘可欣與通核中心兩位老師合奏 

3 

102.09.01 「齊於墨  漢

字傳承、書法藝

術」展(於臺北

書院展出) 

書法展 
首創室外書法展覽及室內進行文房四寶、

傳統書齋、數位書法暨書法專題和揮毫等

活動。 

 

102.09.10 數位e筆書畫展

(於國父紀念館

展出) 

畫展 運用數位 e 筆科技使得傳統書畫與科技

結合，並帶來新的生命，是一項劃時代的

展示方式。 

 

102.09.18 記憶‧創造－－

台灣留學西班

牙藝術家聯展 

畫展 為慶祝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創系 50 週

年，由文錙藝術中心與西語系聯合主辦，

台北當代藝術館及阿波羅畫廊共同協辦。

本檔期展出 32 位台灣留學西班牙藝術家

的水墨畫、油畫、版畫、裝置藝術及複合

媒材等藝術創作內容，不僅具傳統的儒雅

人文氣質，也感染到西班牙洋溢的生命熱

力，共計 89件作品。 

32 

102.11.08 台灣現代繪畫

14名家邀請展 

畫展 邀請畫壇重量級的現代繪畫藝術家，包括

朱為白、李錫奇等人，展覽作品以西畫為

主，表現方式有具象、抽象、新寫實、新

表現等，相當具代表性的台灣現代繪畫作

品 

，共 60件。 

14 

102.11.09 「字游字載」動

畫展 

動畫展 與世界宗教博物館合作，以動畫創作為展

覽內容。 

 

102.12.06 蔡佳芬長笛獨

奏會 

長笛/鋼琴 
長笛家蔡佳芬獨奏、鋼琴家李珮瑜伴奏 

2 

102.12.13 鋼琴與雙簧管

的二重唱 

雙簧管/鋼琴 
干詠穎老師雙簧管獨奏、丁心茹老師伴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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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2.12.17 古典.經典鋼

琴五重奏 

木管/鋼琴 
木管與鋼琴合奏 

5 

102.12.26 活佛父子鏡頭

下的西藏今昔 

- 十世德木．

丹增加措與旺

久多吉父子西

藏攝影展 

攝影展 文錙藝術中心與台北市文化藝術促進協

會共同主辦。十世德木仁布欽(仁布欽為

活佛尊稱)及旺久多吉父子為西藏重要攝

影家，兩代以貫穿百年的紀實攝影，從

1925年至 2012年期間紀錄了活佛家族的

歷史淵源及西藏在二十世紀的變遷。透過

父子兩代的作品，不單只是呈現西藏攝影

藝術豐富的面向，同時探索藏族宗教與文

化的內涵。 

2 

102.02.20 當代版畫收藏

展 

畫展 展出內容為文錙藝術中心與駐校藝術家

顧重光老師精選收藏之台灣、旅外華人及

大陸等 41位藝術家之版畫作品共 83件。 

41 

102.04.08 裳裳我華，詩

經文化-兩岸

女國畫家邀請

展 

畫展 由文錙藝術中心、浙江省美術家協會、浙

江省中國畫家協會、浙江省女花鳥畫畫家

協會、杭州吳山書畫院、台中市華藝女子

畫會主辦，北京大學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研

究所協辦，邀請 39 位兩岸女畫家參展，

共計 120 幅作品，以中華傳統文化經典-

《詩經》的思想精神為主要內容，並以藝

術之精髓--中國畫做為表現方式。 

39 

102.05.20 北國風光畫展 畫展 北國指的是位於中國東北地區，以遼寧為

主的瀋陽、鐵嶺、大連及黑龍江地區 76位

畫家 95 件作品，其內容有山水、花鳥及

人物等等，許多畫面是當地特有的景色和

民俗人文。不論寫生、工筆，甚至難得見

到的手指畫，都在作品中呈現，各具特色。 

76 

103.05.08 大提琴與鋼琴

的對話 

大提琴/鋼琴 文化大學音樂系專任老師孫小媚大提琴

獨奏、李珮瑜老師伴奏 

2 

103.05.26 美國馬里蘭大

學與淡江大學

交流音樂會 

雙簧管/中提琴/

鋼琴 
美國馬里蘭大學音樂系兩位教授與淡江

大學通核中心兩位老師合奏 

5 

103.07.16 翰墨傳薪-書

法的傳統與新

技展 

書法展 為當代傳統書法作品及本校所研發最新

科技「e筆書畫系統」所書寫的 e筆書法，

呈現出傳統與電腦科技相輔相成的創意

成果。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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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3.07.26 動態數位 e 筆

書畫展(於國

父紀念館) 

書畫展 
為推廣本校研發之 e筆書畫系統，邀請書

畫名家以 e筆工具進行書畫創作。 

 

103.09.09 2014臺灣水彩

畫展 

畫展 邀請成立於 1970年的臺灣水彩畫協會 79

位會員參與展出，以各自的生活經驗、創

作背景與獨特技法，透過敏銳的觀察與嫻

熟的筆觸，顯現會員的高度智慧與活潑、

新穎的藝術創造力。 

79 

103.10.27 歌劇之夜-女

高音王淑堯獨

唱會 

女高音/鋼琴 
通核中心兼任老師王淑堯女高音獨唱、李

珮瑜老師伴奏 

2 

103.11.04 「于右任書法

傳承暨名家書

法展」 

書法展 為紀念「一代草聖-于右任」逝世 50週年

所舉辦的活動。邀請中華民國書學會、中

國標準草書學會、陝西省于右任書法學會

及基隆市書道會協辦，共計 99 位書法家

作品參與展出，希望有志傳承于先生書法

的兩岸名家及作品 

，能夠受到重視，從而看到于派書法的影

響。 

99 

103.11.06 于 右 任 大 展

(於國父紀念

館中山國家畫

廊) 

書法展 於于右任先生辭世五十周年紀念日，特舉

辦一系列展覽活動，讓民眾欣賞于右任先

生不同時期的書法之美，及其對書法藝術

與文化的貢獻。 

 

103.12.10 2014新浪潮繪

畫展 

畫展 共計 19位畫家 74件作品參出，是一個包

含不同年齡、形式、流派及畫種的混合型

畫展，展現不同發展因素而形成的繪畫表

現，希望帶來較清新的繪畫傾向。以這次

畫展中多數的藝術家作為探討方向並解

釋這一代繪畫藝術的走向，提升青年學子

對現代藝術的認識與愛好。 

19 

103.12.19 林昭成小號獨

奏會—法蘭西

之夜 

小號/鋼琴 
真理大學音樂系專任老師林昭成小號獨

奏、李珮瑜老師伴奏 

2 

103.12.26 詩情樂意-中

提琴、雙簧管

與鋼琴之對話 

雙簧管/中提琴/

鋼琴 
長榮樂團首席蕭雨沛與通核中心兩位老

師合奏 

3 

102.12.17 古典.經典鋼

琴五重奏 

木管/鋼琴 
木管與鋼琴合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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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3.13.19 林昭成小號獨

奏會—法蘭西

之夜 

小號/鋼琴 
真理大學音樂系專任老師林昭成小號獨

奏、李珮瑜老師伴奏 

2 

103.12.26 詩情樂意-中

提琴、雙簧管

與鋼琴之對話 

雙簧管/中提琴/

鋼琴 

長榮樂團首席蕭雨沛與通核中心兩位老

師合奏 

3 

104.05.28 長笛、雙簧管

與鋼琴的對話 

雙簧管/長笛/鋼

琴 
長笛家鐘可欣與通核中心兩位老師合奏 

3 

104.06.03 雙簧管與鋼琴

之夜 
雙簧管/鋼琴 東吳大學翁重華與本校干詠穎老師合奏 

3 

 

 

通核中心協辦 

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地點 

101.03.04 淡水青少年弦樂團音樂會 弦樂團 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101.05.11 李珮瑜鋼琴獨奏會 鋼琴獨奏 台北國家演奏廳 

101.05.12 少數民族電聲歌曲音樂會  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102.05.03 李珮瑜鋼琴獨奏會 鋼琴獨奏 台北國家演奏廳 

102.12.19 音雄聯盟 淡江管樂社 淡水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03.11.25 女高音王淑堯獨唱會 聲樂 台北國家演奏廳 

103.11.27 干詠穎雙簧管獨奏會 雙簧管獨奏 台北國家演奏廳 

 

文錙藝術中心主辦 

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1.03.15 「遞送和平之音的駱

駝商隊」Aashti汎絲

路樂團音樂會 

中亞/中東

民族融合 

演出人員：莊嘉維/低音提琴；安立

倫/民謠演唱；亞歷山大/彈卜拉；

鄭雅心/伊朗手鼓、中東鼓；馬儁人

/中東鼓、烏茲別克手鼓；張宜蓁/

小提琴、薩塔琴、鍵盤 

6 

101.03.28 「Gua e gita我的靜

謐時光」培育吉他概

念創作發表會 

吉他創作 黃培育為本校傑出校友，畢業後全

心投入音樂詞曲創作，曾獲得新聞

局母語原創流行大賽等多項大獎。

演出編制包含吉他演奏及演唱，伴

奏包含琵琶、大提琴、木吉他、手

風琴及打擊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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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1.05.15 韓國檀國大學 Amare 

ensemble 室內樂團音樂

會 

古典/室內

樂 

第一小提琴/李鈴(Lee young) 第

二 小 提 琴 / 柳 延 炅 (Luy yun 

Kyung) 

中提琴/張銀根(Chang eun sik) 

大提琴/吳娃恩(Oh joo eun) 鋼

琴 / 陳 庸 宰 (Jin yong jae) 

Baritone/黃眾哲 (Hwang joong 

chul) 

6 

101.05.30 「前衛爵士即興之夜」

音符漫遊者爵士樂團 

爵士 薩克斯風/ Louis Goldford 郭復

思；鋼琴/ Martijn Vanbuel 吳馬

丁；爵士鼓/林偉中；低音大提琴

/莊嘉維 

4 

101.10.24 「十六絃間的嬉戲」－

中提琴四重奏之夜 

古典/ 

室內樂 

台灣中提琴室內樂團（楊瑞瑟、呂

昭瑩、張佳馨、蔡秉璋） 

4 

101.11.26 「淡江民歌傳承」－生

祥樂隊音樂講座 

民歌/民謠 林生祥/主唱、吉他、大竹研/吉他、

早川徹/貝斯 

3 

101.11.28 「淡江民歌傳承」－生

祥樂隊演唱會 

民歌/民謠 林生祥/主唱、吉他、大竹研/吉他、

早川徹/貝斯 

3 

101.12.06 「 弦 絲 綺 舞

Chordophones」－世界

軌跡樂團 Orbit Folks

流浪巡迴音樂會 

爵士 
吳馬丁/低音提琴、黃偉駿/小提

琴、曾增譯/鋼琴、若池敏弘/Tabla

鼓 

4 

101.12.19 范姜毅「因為．愛」淡江

大學鋼琴獨奏會 

古典 范姜毅、陳婉倩 

范姜毅演奏史克里亞賓〈寫給左手

演奏的前奏曲與夜曲〉、李斯特〈佩

脫拉克十四行詩 104 號〉、蓋西文

和懷爾德的改編練習曲，與陳婉倩

雙鋼琴演奏蓋西文〈藍色狂想曲〉、

蕭邦／巴拉基列夫〈羅曼史〉改編

獨奏版和蕭邦第 3號奏鳴曲、2首

蕭邦夜曲等。 

2 

102.03.27 茱蒂口琴樂團音樂會 口琴樂團 莊筑迪、盧怡臻、李讓、楊志暉、

李孝明 

5 

102.05.21 「樂。瞬 L'instantan」

--曾增譯爵士鋼琴三重

奏 

爵士 鋼琴/曾增譯、低音大提琴/比利時

Martijn Vanbuel、爵士鼓/荷蘭

Sebastiaan Kaptein 

3 

102.06.04 陳明章的音樂．王俊傑

的鋼琴音樂會 

民謠/新世

紀 
陳明章、王俊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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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2.10.24 「cepo’混濁了」－阿

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原民/流行

樂團 

作曲、木吉他、演唱/阿努．卡力

亭．沙力朋安；爵士鼓/喒荖加麓；

大提琴/孔仁欣；電吉他/葉忠明；

貝斯/高潮；鋼琴/王俊傑；製作人

/查勞．巴西瓦里、鍾成達；迎賓

/淡江大學源社 

25 

102.11.05 「弦舞在淡江」經典 4+5

音樂會 

古典/室內

樂 

小提琴/歐陽慧剛；小提琴/王晟

耘；中提琴/巫明俐；大提琴/陳俐

亨；鋼琴/蔡世豪 

5 

102.12.04 「聽．見」Tommy余昶賢

的長笛、鋼琴 with弦樂

團音樂會 

新世紀/民

謠 

作曲、鋼琴、長笛/余昶賢；鋼琴

/張家倫；弦樂四重奏/孔仁欣、王

俊皓、周立婷；弦樂團/淡江大學

弦樂社 

13 

103.03.25 「回憶巴黎」古典吉他

二重奏 

吉他/古典、

流行、拉丁 
蔡世鴻、邱懷萱 

2 

103.03.27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一：

「古典音樂任遨遊」 

講座/古典 
主講人：歐陽慧剛 

1 

103.04.09 「漾木笛」陳孟亨 vs.奧

地 利 Tuesday 

Microgrooves 跨界爵士

三重奏音樂會 

現代/爵士 
陳孟亨/木笛、謝薇/鋼琴、葉俊麟

/ 大 提 琴 、 奧 地 利  Tuesday 

Microgrooves 爵士三重奏 

6 

103.05.01 「圍繞舒曼：音樂詩人&

詩人音樂家」德國艾哈

特鋼琴三重奏音樂會 

古典/室內

樂 
Reinhold Heise（小提琴）、Ulf 

Schade（大提琴）與曾一菲(鋼琴) 

3 

103.05.22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二：

「淺談爵士：以樂手觀

點」 

講座/爵士 

主講人：曾增譯 

1 

103.05.29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三：

「音樂無國界：跨界藝

術的創想」 

講座/現代 

主講人：林文琪 

1 

 

103.06.03 

「因為蕭邦」Veronica

奇幻音樂會：獨奏、創作

與玩具鋼琴改編 

古典 

Veronica Yen (顏慈瑩) 

1 

103.10.22 「穿越時空環遊世界」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音樂

會 

古典/室內

樂 
鋼琴/陳玲玉、小提琴/林文川、 大

提琴/婭力木 

3 

103.10.23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一：

「古典音樂任遨遊」 

講座/古典 
主講人：歐陽慧剛 

1 

  

http://www.finearts.tku.edu.tw/arts/music/20140603.html
http://www.finearts.tku.edu.tw/arts/music/20140603.html
http://www.finearts.tku.edu.tw/arts/music/20140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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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音樂會名稱 性質 音樂家及內容簡述 
演出 

人數 

103.11.06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二：

「爵士只是音樂風格的

其中一種而已嗎？」 

講座/爵士 

主講人：謝啟彬 

1 

103.11.08 「牧羊民歌」慶祝 64週

年校慶演唱會 

校園民歌 靜謐時光樂團、柴郡貓、徐小花樂

團、淡江大學吉他社 

17 

103.12.04 音樂大師講座系列三：

「我的心靈風景：土地、

母語、生活與創作」 

講座/詞曲

創作 主講人：王俊傑 

1 

103.12.18 「帶著鋼琴去旅行」盧

易之獨奏會 

古典/鋼琴 
盧易之 

1 

104.03.26 『自由的旅程』－蘇瓦

那與 CMO 樂團正式啟程

演唱會 

創作/室內

樂 

歌手：蘇瓦那、松田杏子、陳頤欣 

小提琴：曾劭涵、戴榮恩 ;大提琴：

林靖 ;吉他：蘇瓦那、戴榮恩; 

鋼琴：淑奈·達卡爾、蘇瓦那 ;木

箱鼓、bango鼓：曾劭涵、張大全 

和聲：成至中、張大全 

14 

104.04.07 日本音樂家牧山純子與

午後之樹樂團爵士音樂

會 

室內樂 牧山 純子(Junko Makiyama)：日

本知名爵士小提琴家、影視配樂製

作人、演員等。  

三琴士樂團(3 Harp Project)：  

1.藤井俊充(Toshi Fujii)：團長、

口琴和 Bass。2.陳芷翎：柳琴、中

阮。3.許聰義：鋼琴。 

4 

104.04.09 古典音樂任遨遊 講座 主講人：歐陽慧剛  1 

104.05.14 音樂產業的分工與現狀 講座 主講人：楊敏奇（雅砌音樂知名製

作人/錄音師、傳藝金曲獎評審） 

1 

104.05.26 <流浪台北>音樂劇場 -

- 波希米亞狂想曲 

室內樂 小提琴/劉冠齊 ;大提琴/江瑜庭  

鋼琴/王尹倩   ;吉他/ 李世鈞  

貝斯/盧欣民   ;爵士鼓/林宥廷  

影像設計/林子荃、莊家郁、盧永

騰、施威任  

10 

104.06.10 舞蹈。漂浮。以色列 講座 劉航煜（雲門舞集流浪者分享講

座） 

1 

104.06.18 國界的消弭 講座 黃偉駿（爵士小提琴家、爵士台中

創辦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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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5-1】淡江大學社區志工服務活動一覽表 

101學年第 1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色淡水
環境保護 

新北市政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理
處 

環境維護 淡水漁人碼頭 

化材一 A 62 
資圖一 B 56 
國企一 A 80 
機電精密一 62 
管科一 60 

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渡自然公園管
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園 企管一 B 
70 

荒野保護協會 
繪製綠色生活地圖 淡水地區 

公行一 A 69 
法文一 B 72 
產經一 A 59 
大傳一 58 

沙崙海岸維護、海廢監
測 

沙崙海岸 
資管一 B 64 
國企一 B 78 

綠色公民行動聯
盟 

貝殼海岸維護、整理海
棄 

淡水羊稠子海岸 
資工一 A 66 
經濟一 B 63 

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保回
收站 

化材一 C 60 
保險一 A 65 
統計一 C 64 
經濟一 A 64 

金色淡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經建
課 

協助運動公園環境維
護與清潔 

運動公園 

日文一 A 74 
資傳一 58 
資工一 B 66 
中文一 C 66 
西語一 B 67 

淡水區公所人文
社會課 

支援與協助 2012 新北
市淡水國際環境藝術
節活動 

淡水老街-金色
水岸 

歷史一 A 57 
物理光電 48 
理學士 60 
會計一 A 70 

淡江大學 
協助淡水校園鄰近社
區環境清潔 

淡水地區 
電機電資 60 
德文一 66 

品格運動會活動支援 淡水捷運站 運管一 B 62 

多元學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進行交通安全與校園
安全之宣導教育 

天生國小 
化學生化一 49 
數學資統一 55 

育英國小 進行交通安全之宣導教育 育英國小 英文一 C 62 

有愛無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
協會 

進行剝皮寮、賞蝶之旅
等無障礙旅遊及協助
店家問卷調查 

新莊、淡水地區 財金一 B 
66 

財團法人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 

東區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東區商圈 水環環工 
62 

華山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到宅訪視長輩 淡水地區 統計一 A 63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土木工設一 A 60 

總計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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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第 2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 色 淡 水
環境保護 

新北市政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理
處 

環境維護 
淡水漁人碼
頭 

統計一 B 61 
運管一 A 62 
土木營企一 64 
法文一 A 69 
西語一 A 68 

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渡自然公園管
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
園 

日文一 C 
76 

荒野保護協會 
繪製綠色生活地圖 淡水地區 俄文一 70 
沙崙海岸維護、海廢
監測 

沙崙海岸 
機電光機一 64 
中文一 A 65 

綠色公民行動聯
盟 

貝殼海岸維護、整理
海棄 

淡水羊稠子
海岸 

經濟一 C 64 
公行一 B 62 

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
保回收站 

會計一 B 63 
資工一 C 69 
化材一 B 58 
航太一 B 63 

金 色 淡 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經建
課 

協助運動公園環境
維護與清潔 

運動公園 

英文一 A 69 
資管一 C 61 
航太一 A 67 
電機電通一 58 
日文一 B 75 

協助文中八公園環
境維護與清潔 

文中八公園 

資圖一 A 74 
建築一 73 
保險一 B 59 
化學材化一 48 

淡江大學 
協助淡水校園鄰近
社區環境清潔 

淡水地區 
教科一 59 
物理應物一 47 

無極天元宮 
支援無極天元宮櫻
花季 

無極天元宮 
資管一 A 66 
產經一 B 62 
企管一 A 65 

多 元 學 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進行性別平等、交通
安全與水域安全之
宣導教育 

天生國小 
中文一 B 63 

歷史一 B 
56 

育英國小 
進行交通安全之宣
導教育 

育英國小 電機電機一 
59 

有 愛 無 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
協會 

進行芝山岩賞蝶之
旅等無障礙旅遊 

新莊、淡水地
區 

財金一 A 
67 

財團法人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 

東區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東區
商圈 

水環水資組 60 
英文一 B 60 

華山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到宅訪視長輩 淡水地區 土木工設一 B 66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
票 

台北市西門
町 

數學數學 
51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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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第 1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 色 淡 水
環境保護 

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
事業管理處 

環境維護 淡水漁人碼頭 
電機電資一 56 
運管一 A 63 
經濟一 C 69 

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
然公園管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園 公行一 B 
67 

荒野保護協會 
沙崙海岸維護、
海廢監測 

沙崙海岸 
統計一 A 60 
日文一 C 74 

綠色公民行動聯盟 
貝殼海岸維護、
整理海棄 

淡水羊稠子海
岸 

資工一 A 63 
建築一 66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保
回收站 

保險一 A 66 
資圖一 A 64 
物理光電一 59 
理學士 55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清除蝴蝶棲息
地外來種植物 

劍南路捷運站 
教科一 A 62 
機電光機一 61 

金 色 淡 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經建課 

協助運動公園
環境維護與清
潔 

運動公園 
日文一 A 83 
化材一 A 60 
管科一 67 

協助文中八公
園環境維護與
清潔 

文中八公園 
經濟一 A 65 

會計一 B 
70 

2013 新北市國
際環境藝術節 

滬尾砲台公園 

資管一 B 63 
國企一 B 78 
中文一 A 70 
西語一 B 70 

石門區公所 國際風箏節 石門白沙灣 財金一 B 73 

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清掃淡水老街 淡水老街 
土木一 B 65 
企管一 B 73 

多 元 學 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反毒、反霸凌、
交通安全、國防
教育 

天生國小 
化學生化一 45 

歷史一 B 
64 

育英國小 
進行性別平等
之宣導教育 

育英國小 電機電機一 
59 

有 愛 無 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進行芝山岩賞
蝶之旅等無障
礙旅遊 

淡水地區 產經一 A 
67 

友善校園地圖 淡水校園 
數學數學一 57 
法文一 A 67 
大傳一 61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
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
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英文一 B 74 
水環水資原 59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 

西門町商圈募
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航太一 A 64 
資工一 C 60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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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第 2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 色 淡 水
環境保護 

新北市政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理
處 

環境維護 
淡水漁人碼
頭 

資圖一 B 76 
資管一 C 58 
統計一 C 65 

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渡自然公園管
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
園 

資工一 B 
62 

荒野保護協會 
沙崙海岸維護、
海廢監測 

沙崙海岸 
土木工設一 A 75 
企管一 A 78 

綠色公民行動聯
盟 

貝殼海岸維護、
整理海棄 

淡水羊稠子
海岸 

公行一 A 64 
機電機密一 67 

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
保回收站 

統計一 B 61 
土木營企一 75 
法文一 B 73 
會計一 A 68 

台灣蝴蝶保育學
會 

清除蝴蝶棲息地
外來種植物。 

劍南路捷運
站 

教科一 B 57 
中文一 B 69 
德文一 69 
物理應物一 48 

金 色 淡 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經建
課 

協助運動公園環
境維護與清潔 

運動公園 

電機電通一 58 
資傳一 63 
國企一 A 82 
航太一 B 72 

協助文中八公園
環境維護與清潔 

文中八公園 
資管一 A 70 
西語一 A 69 
經濟一 B 65 

無極天元宮 天元宮櫻花季 無極天元宮 
運管一 B 66 
化材一 C 62 

多 元 學 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反詐騙、反霸凌、
水域安全與防溺
需導 

天生國小 
保險一 B 59 

化學材化一 
47 

育英國小 法治教育 育英國小 英文一 C 68 

有 愛 無 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
協會 

友善校園地圖 淡水校園 
歷史一 A 65 
化材一 B 60 
俄文 64 

財團法人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
發票 

台北市西門
町 

水環環工 69 
數學資統 56 
財金一 A 81 

淡江教會 
校園定向越野、
海事博物館導覽 

淡江大學淡
水校區 

產經一 B 
61 

華山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
發票 

台北市西門
町 

英文一 A 64 
日文一 B 75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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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第 1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色淡水
環境保護 

台北市野鳥學會關
渡自然公園管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園 統計一 C 
61 

荒野保護協會 
沙崙海岸維護、海廢
監測 

沙崙海岸 

會計一 B 62 
資管一 A 58 
機電機密 67 
公行一 B 65 

綠色公民行動聯盟 
貝殼海岸維護、整理
海棄 

淡水羊稠子海
岸 

俄文一 70 
日文一 C 67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保
回收站 

資圖一 B 63 
理學士 58 
企管一 A 64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清除蝴蝶棲息地外來
種植物。 

劍南路捷運站 
教科一 B 66 
統計一 B 62 
國企一 A 80 

金色淡水
社區支援 

淡水區公所 

協助運動公園環境維
護與清潔 

運動公園 

日文一 A 81 
財金一 A 84 
經濟一 C 66 
資工一 C 64 

協助文中八公園環境
維護與清潔 

文中八公園 

法文一 B 71 
電機電通 58 
資管一 C 72 
航太一 A 68 
西語一 A 72 

2014環境藝術節 滬尾砲台公園 
化材一 A 59 
保險一 A 78 

石門區公所 國際風箏節 石門白沙灣 產經一 A 62 
淡江大學學生事務
處、總務處 

校園植物地圖 淡水校園 
運管一 A 67 
大傳一 66 

多元學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反菸害、反檳榔、反霸
凌、校園安全、交通安
全 

天生國小 
物理光電 46 

歷史一 B 
57 

育英國小 反霸凌 育英國小 英文一 C 65 
水源國小 

春暉 
水源國小 

化學生化 
53 

坪頂國小 坪頂國小 

有愛無礙
弱勢關懷 

台北市行無礙資源
推廣協會 

募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統計一 A 
65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
福利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中文一 A 70 
水環環工 63 
土木工設一 A 69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數學純數 53 
建築一 86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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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第 2 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內容一覽表 

 服務機構(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執行地點 開課班級 人數 

綠色淡水 

環境保護 

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 

自然公園管理處 

 

生態養護 
 

關渡自然公園 
 

企管一 B 
 

69 

荒野保護協會 沙崙海岸維護 海

廢監測 

沙崙海岸 化材一 B 65 

土木工設一 B 69 

西語一 B 73 

電機電機 62 
 

綠色公民行動聯盟 
貝殼海岸維護海

廢監測 

 

淡水羊稠子海岸 
日文一 B 71 

資工一 B 61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資源回收 
正德國中環保

回收站 

資工一 A 66 

土木營企一 60 

經濟一 A 69 

德文一 82 

化學材化 56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清除蝴蝶棲息地外來 

種植物 

南路捷運站 教科一 A 70 

物理應物一 46 

金色淡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經建課 協助運動公園環境維 

護與清潔 

運動公園 資圖一 A 69 

資管一 B 64 

航太一 B 59 

管科一 64 

協助文中八公園環境 

維護與清潔 

文中八公園 公行一 A 66 

機電光機 62 

電機電資 59 

運管一 B 68 

水環水資 61 

無極天元宮 天元宮櫻花季 無極天元宮 化材一 C 60 

會計一 A 61 

大學學務處、總務處 校園植物地圖 淡水校園 經濟一 B 66 

資傳一 58 
 

多元學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反詐騙、反霸凌、水 

域安全與防溺需導 

天生國小 歷史一 A 59 

數學資統 55 

育英國小 法治教育 育英國小 保險一 B 59 

有愛無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募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英文一 B 62 

財金一 B 65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 

利基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英文一 A 77 

產經一 B 62 

淡江教會 校園定向越野 淡水校區 中文一 B 65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 

西門町商圈募集發票 台北市西門町 法文一 A 65 

國企一 B 81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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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至 103 學年度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服務機構一覽表  

四大面向 服務機構 服務內容 
服務學期別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綠色淡水
環境保護 

荒野保護協會 繪製淡水綠活圖：學生透
過巷弄走訪繪製綠色生活
地圖，發掘自己週遭環境
的人事物，對環境產生更
多關心與維護的意願。 

＊   ＊ ＊ 

沙崙海廢監測：沙崙海岸
維護、海岸廢棄物監測。 

＊ ＊ ＊ ＊ ＊ 

新北市政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理
處 

漁人碼頭淨灘：每週至漁
人碼頭協助淨灘及資收分
類，維護在地重要觀光景
點。 

＊ ＊ ＊   

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 

至慈濟設於正德國中內的
環保回收站進行資源回
收。 

＊ ＊ ＊ ＊ ＊ 

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 

能源監測，推廣節能減碳
生活概念。 

     

綠色公民行動聯
盟 

貝殼海岸維護、海岸廢棄
物監測。 

＊ ＊ ＊ ＊ ＊ 

社團法人台北市
野鳥學會關渡自
然公園管理處 

水田維管、綠地養護等。 ＊ ＊ ＊ ＊ ＊ 

台灣蝴蝶保育學
會 

劍南路捷運站附近蝴蝶棲
息地：清除外來種植物。 

 ＊ ＊ ＊ ＊ 

金色淡水
社區文化 

淡水區公所 綠地認養：由帶隊教官協
助清掃運動公園。 

＊ ＊ ＊ ＊ ＊ 

綠地認養：由帶隊教官協
助清掃文中八公園。 

＊ ＊ ＊ ＊ ＊ 

國際環境藝術節協助支援
活動。 

 ＊    

滬尾蘿蔔祭：協助支援活
動。 

     

石門區公所 國際風箏節：協助支援活
動 

 ＊  ＊  

新北市淡水 
無極天元宮 

天元宮櫻花季：協助支援
活動。 

＊  ＊  ＊ 

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淡水清潔
隊 

清除校園周邊社區違規張
貼小廣告。 

     

財團法人統一超
商好鄰居文教基
金會 

淡水社區環境清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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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 服務機構 服務內容 
服務學期別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金色淡水
社區文化 

淡水文化基金會 協助殼牌倉庫園區養護、
整潔維護與展場展出。 

     

覺生紀念圖書館 協助書庫清潔、整理上架。      
淡江大學 協助品格教育-品格運動

會活動支援。 
     

淡江大學鄰近地區清掃。 ＊     
多元學習
教育輔導 

天生國小 對國小學生進行交通安
全、校園安全、性別平等等
主題宣教服務、反菸害、反
檳榔、春暉專案。 

＊ ＊ ＊ ＊ ＊ 
育英國小 ＊ ＊ ＊ ＊ ＊ 
竹圍國小      
水源國小    ＊  
坪頂國小    ＊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
社區服務協會 

課業輔導、遊戲帶領。     ＊ 

台灣基督徒見證協
會 

課業輔導、遊戲帶領。     ＊ 

有愛無礙
弱勢關懷 

行無礙資源推廣協
會 

建立友善地圖：配合無障
礙勘察淡江大學及淡水鎮
週邊無障礙設施，透過友
善地圖資訊建構無障礙大
學，並近一步推動淡水鎮
無障礙觀光，更可帶動國
內其他大學的無障礙化與
經驗學習。 

 ＊ ＊   

無障礙之旅：協助身障者
進行一日遊活動。  

＊ ＊ ＊ ＊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 

協助住民體適能活動、外
出服務、環境維護和互動
遊戲帶領。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
技發展協會 

友善地圖後製作業與身障
體驗活動帶領。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
會 

協助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進行發票勸募的活動。 

＊ ＊ ＊ ＊ ＊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到宅訪視長輩（關懷訪視、
華山物資送至長輩家、陪
同就醫、庶務協助、簡易打
掃環境等依照不同長輩需
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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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7-1】淡江大學 102 年畢業校友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問卷 

您好！ 

本校正進行有關畢業校友滿意度情形之研究計畫(此項計畫係屬教育部自 93 學年度起

要求各校進行之年度調查項目)，旨在瞭解畢業校友對母校之設備、教學、就業輔導等

校務概況的滿意度情形，以作為學校就業輔導與規劃更優質的學習環境之參考。 

因您的意見與看法十分重要，如沒有您的回卷，本研究將無法如期完成，故請您鼎力

支持與協助。對於您所提供之個別資料，本研究將依據相關法律規定，絕對嚴守秘密，

保證不供其他目的使用。 

敬請惠予撥冗詳實填答【在答項之□改以貼上”■”方式填答】，因未填答完整之問卷，

仍屬無效問卷，並儘速於收調查表後２週內將問卷回傳 (e-mail)至本中心

(tmxx@www2.tku.edu.tw)。對於您的協助，謹此申謝！若填答上有問題,請電詢調查研

究中心電話：02-23414678。 

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行長 彭春陽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 」主  任 溫博仕 敬上 

民國 102年 7月 

壹、【基本資料】 

1、敬請填上您的母校學號、電話及 e-mail 等資料，謝謝！ 

在校學號：                       連絡電話：                 

常用之 e-mail：                                     (若不只一個帳號請

以分號隔開)  

貳、【畢業後目前狀況】 

2、請問您目前狀況？ 

□(01)已經就業(自行創業、合夥經營或協助家庭經營事業)【請續答第參大題】 

□(02)已經就業(在公.民營機構全天上班) 

□(03)已經就業(在公.民營機構部份時間上班) 

□(04)已找到工作，還在試用期或即將就職 

□(05)已經就業,其他情形,請說明：              

□(06)未就業,正在求職【請跳答第肆大題】 

□(07)未就業,服役/待役中 

□(08)未就業,攻讀國內外碩博士 

□(09)未就業,準備研究所考試或出國進修深造 

□(10)未就業,準備高普考或其他就業.證照..等考試 

□(11)未就業,國外打工遊學、就讀語文學校 

□(12)未就業,其他情形,請說明：              

參、【目前已就業、已找到工作還在試用期或即將就職者回答】   

3、您在本校畢業(或退伍)後，花了多少時間才找到第一份工作？ 

□(01)畢業(或退伍)後，立即就業(包括自營事業)   

□(02)畢業(或退伍)後 1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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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畢業(或退伍)後 2個月內   □(04)畢業(或退伍)後 3個月內 

□(05)畢業(或退伍)後 4個月內   □(06)畢業(或退伍)後 5個月內 

□(07)畢業(或退伍)後 6個月及以上   

□(08)畢業前已有專職工作(如屬在職進修者)   

□(97)其他,請說明           

4、請問目前這個工作是您畢業(或退伍)後從事的第幾個工作？ 

□(01)第 1個  □(02)第 2個    □(03)第 3個 

 □(04)第 4個 

□(05)第 5個  □(06)第 6個及以上  □(08)畢業前已有專職工作

(如屬在職進修者)   

5、請問您選擇目前這個工作的主要原因？（可複選，至多選三項） 

□(01)工作地點適合 □(02)工作內容符合所學   □(03)工作內容符合志趣

□(04)待遇福利佳     □(05)公司知名度佳     □(06)有升遷的機會  

□(07)有進修機會  □(08)工作環境(軟硬體)佳 □(09)工作時間合適  

□(10)國家考試分發   □(11)找不到其他工作機會 □(12)工作穩定性佳  

□(13)有學習經驗的機會 □(14)錄取就做  □(15)兼職轉專職  

□(16)親友或師長介紹 □(17)自行創業      □(18)自家經營事業或

家族事業    □(97)其他,請說明       

6、請問您覺得目前的工作與在校所學(本系主科)能相互配合嗎？ 

□(01)學用完全配合   □(02)學用大部份配合   □(03)學用小部份配合    

□(04)學用完全不配合 

7、工作行業別： 

□(01)農林漁牧業 □(02)礦業及土石採取  □(03)製造業   

□(04)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6)營造業

  

□(07)批發及零售業 □(08)運輸.倉儲業       □(09)住宿及餐飲業  

□(10)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金融及保險業     □(12)不動產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支援服務業    

□(15)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教育服務業  

□(1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8)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其他服務業,請說明：          

8、工作服務公司(或單位)屬性： 

□(01)公營企業  □(02)民營企業  □(03)自行創業     □(04)公立學校   

□(05)私立學校  □(06)政府機關  □(07)軍事單位  □(08)非營利法人團體  

□(97)其他,請說明:           

9、您目前平均一個月的工作收入大約多少？ 

□(01)20,000元以下  □(02)20,000～24,999 元 □(03)25,000～29,999 元 

□(04)30,000～34,999 元□(05)35,000～39,999 元 □ (06)40,000～ 4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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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7)45,000～49,999 元□(08)50,000～54,999 元 □ (09)55,000～ 59,999

元 

□(10)60,000元及以上 

10、目前服務單位名稱：                         工作部門：                 

單位連絡電話：（    ）               分機       

服務單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肆、【對母校學習環境滿意度的看法】以下想瞭解您對母校之師資、課程、輔導

與服務、整體教育品質等學習環境的滿意度情形，以作為學校就業輔導與規劃更

優質的學習環境之參考依據。 

一、請針對您在就學期間感受到的學習環境，回答以下問題： 

11、您對教學之「師資」方面的看法如何？ 

(01)師資的專業性    (02)教師對學生意見的尊重程度 (03)

教師評分的合理性 

(04)對學生興趣與需求的瞭解度 (05)與學生溝通了解程度  (06) 教 師

教學內容的豐富性 

(07)與學生的互動    (95)沒有滿意的    (96) 沒 有

不滿意的 

(9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關於下面滿意或不滿意項目的問題中請於空格___中各填入 1個項目號碼) 

對上述「師資」方面的看法中： 

您認為滿 意 項 目中：「最 滿 意」為_____、「次 滿 意」為_____  

您認為不滿意項目中：「最不滿意」為_____、「次不滿意」為______ 

12、您對母校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方面的看法如何？ 

(01)系(所)上開設專業課程的多樣性        (02)系(所)上課程理論與實務的

結合程度 

(03)系(所)上課程與工作需求符合度        (04)系(所)對學生課業品質要求

的嚴謹度 

(05)系(所)上舉辦演講與實務結合程度      (06)系(所)必修課程之規劃合宜 

(95)沒有滿意的   (96)沒有不滿意的    (97)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 

(關於下面滿意或不滿意項目的問題中請於空格___中各填入 1個項目號碼) 

對上述「專業課程」方面的看法中： 

您認為滿 意 項 目中：「最 滿 意」為_____、「次 滿 意」為_____ 

您認為不滿意項目中：「最不滿意」為_____、「次不滿意」為_____ 

13、您覺得母校開設之「通識課程」對您的助益程度如何？_______分 

【助益程度以 1至 6分標示；1為助益度最少、6為助益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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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研究所與蘭陽校區系所未修習此課程，無法回答者請填”0”分，並請跳答

第 16題】 

14、您在大學中修習的「通識課程」如下，請問您覺得各課程學分數，是否恰當？ 

基礎課程：包括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外國語文、資訊教育、全球科技革命； 

特色核心課程：包括全球視野、未來學、學習與發展； 

學院核心課程：包括文學經典、自然科學、歷史與文化、公民社會及參與、 

藝術欣賞與創作、社會分析、哲學與宗教。 

其中：基礎課程共計 17學分……….. □(01)太少  □(02)恰當  □(03)太

多  □(04)無意見 

特色核心課程共計 6學分….. □(01)太少  □(02)恰當  □(03)太多  □(04)

無意見 

學院核心課程共計 8學分….. □(01)太少  □(02)恰當  □(03)太多  □(04)

無意見 

15、您覺得母校的「通識課程」應加強改善那些部分？（可複選） 

□(01)師資  □(02)授課內容  □(03)授課方式  □(04)降低班級人數 

□(05)課程整體規劃 □(97)其他，請說明＿＿＿＿＿＿□(98)無需加強改善的   

16、您對學校提供之「輔導與服務」方面的看法如何？ 

(01)行政人員服務態度  (02)行政人員服務效率  (03)課業諮詢

與輔導  

(04)生活諮詢與輔導  (05)就業諮詢與輔導       (06)轉系與雙學位

政策 

(07)語言證照開設(如多益測驗) (08)職涯技能開設(如 MOS、TQC) (09)

雙導師制  

(10)自我學習成長的教育環境 (11)學生活動或社團活動  

(12)老師與學生相處氣氛與互動 (13)校友返校升學與就業座談  

(14)就業輔導系列講座  (15)校園徵才與企業展    (16)教學設備  

(17)圖書資源   

(95)沒有滿意的   (96)沒有不滿意的    (97)其他,請說

明_____________ 

(關於下面滿意或不滿意項目的問題中請於空格___中各填入 1個項目號碼) 

對上述「輔導與服務」方面的看法中： 

您認為滿 意 項 目中：「最 滿 意」為_____、「次 滿 意」為_____ 

您認為不滿意項目中：「最不滿意」為_____、「次不滿意」為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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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您對學校整體教育品質的看法如何？ 

(滿意程度以 1至 6分標示；1為最不滿意、6為最滿意) 

(請於右邊所選答項之□內以”v”註記) 

最
滿
意 

       

最
不
滿
意 

1 2 3 4 5 6 

17-1.在接受本校教育之後，您對行政人員的整體感覺       

17-2.在接受本校教育之後，您對教師的整體感覺       

17-3.在接受本校教育之後，您對您系(所)的整體感覺       

17-4.在接受本校教育之後，您對學校的整體感覺       

17-5.相較於未入本校之前，在接受本校教育之後，您對

自己成長(或學習成就)的感覺 

      

三、您與母校的互動及各種看法如何？ 

(同意程度以 1至 6分標示；1為最不同意、6為最同意) 

(請於右邊所選答項之□內以”v”註記) 

最
同
意 

       

最
不
同
意 

1 2 3 4 5 6 

18-1.您會常常向親朋好友分享在本校學習的經驗       

18-2.您會與母校師長經常聯繫       

18-3.您會參加系友會或學校相關的校友會       

18-4.您會關心母校的各項訊息       

18-5.您願意回母校再進修，以增進工作上的專業知識及

專業表現 

      

18-6.您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就讀本校       

18-7.您以在母校就讀為榮       

18-8.未來事業有成就時，您願意回饋母校       

19、您希望學校提供哪些證照、檢定或證書的課程或諮詢服務？（可複選） 

□(01)留學測驗（TOEFL,GRE,GMAT,LSAT 等） 

□(02)國家考試(高普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等)   

□(03)技能證照         

□(97)其他，                  

      請說明          人文類：□(01)外語檢定(全民英檢、日語…檢定等) 

□(98)都不需要     □(02)師資班/教師甄試/師資檢定考 

 □(03)華語教師 

□(04)領隊導遊  □(05)攝影  □(06)其他,請說明      

金融類：□(07)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08)證券投資類(含股務、債券、投信投顧、業務員、證券分析師..) 

□(09)期貨投資類(含期貨商業務員..) 

□(10)保險類(含人身保險、產險、投資型保單、精算師..)    

□(11)銀行類(含外匯、授信、信託、理財規劃人員、內控和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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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動產類(含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    

□(13)會計類(含記帳士、會計師、..) 

□(14)其他,請說明             

管理類：□(15)行銷企畫類 □(16)專案管理類  □(17)品管類 

□(18)人力資源類 □(19)國貿類   □(20)其他,請說明      

電腦類：□(21)電腦軟體設計.開發  □(22)電腦硬體裝修 

□(23)網路相關    □(24)office 相關(如 MOS、TQC)  

□(25)多媒體設計(如 ps、maya、3dmax、flash)   

□(26)系統分析類     □(27)資訊安全類 

□(28)專案管理類   □(29)資料庫開發類   

□(30)APP設計開發   □(31)其他,請說明         

航空類：□(32)空服員  □(33)地勤   □(34)飛機維修員    

□(35)航空駕駛  □(36)其他,請說明             

工程類：□(37)電機工程  □(38)電子工程  □(39)機械工程 

□(40)工業工程  □(41)建築工程  □(42)營建技術  

□(43)環保工程(含空氣污染、廢水處理、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廢棄物清理..) 

□(44)安全衛生工程  □(45)交通工程 

□(46)化學/材料工程  □(47)其他,請說明     

20、針對未來工作需求，您認為系(所)應再加強那方面的課程或訓練，以有助於

職場發展？(可複選) 

□(01)專業技能的訓練         □(02)理論與實務相結合   □(03)實務操作

與訓練         

□(04)安排實務講座           □(05)安排企業實地參訪   □(06)與企業建

教合作(或實習) 

□(07)電腦應用軟體相關課程   □(08)外語能力之訓練  

□(09)安排職場溝通協調、人際關係與情緒管理等相關課程   

□(97)其他,請說明                                     □(98)無意見 

21、請問您是否意願收到校友會寄送的相關訊息？ 

□(01)願意       

□(02)不願意            

□(03)校友會相關活動訊息通知 □(9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22、請問您的畢業所屬學院？ 

□(01)文學院       □(02)理學院 

□(03)工學院→請跳答第 23題   □(04)商或管理學院 

□(05)外語學院→請跳答第 24題   □(06)國際學院→請跳答第 25題 

□(07)教育學院→請跳答第 26題   □(08)全球化創業發展學院→請

跳答第 27題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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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個淡江教育學院的畢業生來說，您對下列看法的

同意度如何？ 

(同意程度以 1至 6分標示；1為最不同意、6為最同意) 

(請於右邊所選答項之□內以”v”註記) 

最
同
意 

       

最
不
同
意 

1 2 3 4 5 6 

26-1.整體而言，您認為從母校系(所)學到的各種知識

與能力，對現在工作的幫助很大 

      

26-2.整體而言，若您目前工作遇到困難或需求時，您

願意向母校系(所)的老師同學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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