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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長河中航行， 
這長河不能創造與控制
，只能憑自己的技術與
經驗駕駛船隻前進。 
 

俾斯麥 



我們都為日常的瑣事 
而分心過多，從來沒有機會對 
整個局勢做一個全面性探討， 
並苦心想出一個對策，但是 
我們又不得不生活 
在一個接一個的焦慮中。 
           英國首相 James MacDonald 1931 滿州國事件評論 



德國人口中的英國病:  
過於激進的工會、劣質的管理、 
時冷時熱的經費政策， 
以及好逸惡勞不求進取的工作態度。 
 
蘇聯式忠誠:凡事徵求上司同意， 
不顧實際情況機械式地服從上級命令。 
阻礙了技術革新、科學實驗、 
公開討論和建設性批評。 
 

                                  Paul Kennedy 霸權興衰史 

 



目的與手段的 
區分與結合 
 

                                               克勞維茲戰爭論 



創新知識 
培育人才 

From Curiosity to Innovation 
Self taught + Ac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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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研究 
服務 評鑑 
教學與研究不是對立面， 
沒好的研究不會有好與新的教學 

We are in the  
learning business! 



與時俱進 

在錯誤時間點投入資源的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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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時代： 

         數位資訊科技  

    全球化與文化衝突 

        亞洲崛起 

        環境變遷 



學校/ 
排名 

五大領
域進入
前50 

前10領
域數 

前20領
域數 

前50領
域數 

前100
領域數 

學生數 教師數 經費 

台大 5 0 2 20 33 31,359 2,808 1 

北京 
清大 4 4 8 20 28 35,459 5,314 5 

北大 4 2 10 29 37 39,712 4,872 5 

2017 各領域QS排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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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4—17 

前50 

大領域 

交大8 復旦5同濟3武漢大學2北京師範2， 

其他24所大學1 (共44領域前50)(台灣6) 
 

 



經濟 
 
生產力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Engineer students increased in MIT and  Berkeley. 



13 

Motivation 
強烈動機  主動  

Maturity 
遇敗不餒 善處逆境 

Creativity 
創意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with 
培養學生 
 

(台灣學生欠缺的) 



Creating 

Evaluating 

Analyzing 

Applying 

Understanding 

Remembering 

Bloom’s Taxonomy 

知識 

理解 

應用 
分析 

創新 
評估 

Liberal Education 



共通教育變革理路 
 
維持原有架構 

- 8 核心領域 

新元素 (design elements) 
- 基本能力課程 
 writing/communication skills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學生修習更具彈性 (flexibility) 
- 與國文相互充抵 
- 可採計為通識學分之專業基礎科目 

強調整合 (integration) 
- Design thinking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cross disciplines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通識與基本能力課程 
 
 
語文 + 電腦語言  思維  thinking 
 
文學、藝術、歷史與設計課程 
 
跨文化知能 
 
跨領域基本知識 
 
Moral and ethical reasoning 



讀 
算 
寫 
 

 

 
                                                   



語文 
 

Languages 



文化 歷史 
Storytelling 

李
廣
不
侯 



敘事詳要 
論理分析 

寫作是最高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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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篇佈勢立論 



~450人 

2017 



資訊的想 
= 邏輯＋流程＋系統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康仕仲老師 



史丹佛大學 
Majors 

災害管理 

 科系可以與學位脫鉤 

 科系≠專長 

•科系是學術和行政的單位 

•專長是各方面教學累積結果 

•專長應依據時代、產業、學生需求 

•以不斷變化組合的教學課程組合來培養 



課程新圖像 
Level 1：共同、基礎課程 

Level 2：可互通中階課程 

Level 3：專業進階課程(跨域) 

 

 



課程革新 
鼓勵教師將尖端研究
帶入教學，精進課程
規劃或開發新課程 



學習創新 
國際成分 

研究實作成分 數位學習成分 

專業加深與重組成分 

通識與基本能力 

Engineer students increased in MIT and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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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國際移動力台灣人才 

文化理解力 

解析思考力 

問題解決能力(STEM) 

多元彈性的態度 



數位學習中心 (Digital Learning Center) 

• 宗旨：結合校內資源，透過創新數位科技，提升臺灣大
學和全球的教學和學習成效 

• 任務面相：教學、學習、平台、研考、認證、推廣 

• 工作內容：線上課程、數位教學、數位學習、數位諮詢
、數位出版、課程客製化 (遊戲或競賽方式課程設計等) 
、認證核發、平台開發等 

教學 

認證 

研考 

學習 

平台 

推廣 
DLC 

FinTech 

Deep Learning 

AI 

 

以修課人數 
和學習效果 
為檢驗標準 



  東南亞教育中心  
1. 招募及培育東南亞優秀國際學生 

2. 促進東南亞重點大學與本校之學術交流 

    與合作 (工研院合作與獎學金) 

3. 培訓我國產業界所需之東南亞人才 

國際防災學位學程(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結合氣象、水文與防災 

2.防災與社會與產業 

 國際材料學院 



前次教務會議紀錄追蹤事項報告 

發送簡訊，授課教師於最後一堂課預留
15分鐘給學生手機上網填答。 

106學年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將取消填答率
，課務組配合修改辦法。 

以班級修課人數、學生出席、課外修習
時間等進行加權，將教學評鑑值標準
化。統計中心協助。 

105-1  36%填答率 



• 97 學年度起，學生亦可修習外文系或日文系開設之其它
外語課程 6 學分作為外文領域學分，但必須為同一語言。
各系若有其它規定，則從其規定。 

• 目前計有 13 個學系規定外文領域限修習英文；41 個學系
規定外文領域不限定修習英文。 

• 以 104 學年度為例： 

 畢業人數 只修英文 只修外文 英外文皆修 修英文人數 修外文人數 

3602 1584 512 1500 3084 2012 

 *限修英文之 13 個學系，計 789 名畢業生，其中 422 人
英外文皆有修習 

共同必修-外、英文領域(6學分) 



進階英語一、二 
• 進階英語課程總計施行二個學期，凡修習學士學位者，於二年級起修習進階
英語 (一) 及 (二)，每星期各二小時  

• 本校學生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課程：  
一、 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二、 托福網路測驗 (TOEFL iBT) 79 分 (含) 以上 
三、 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ACADEMIC 級 6.5 級 (含) 以上 
四、 外語能力測驗 (FLPT) 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七十分 (含) 以上  
五、 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 (FCE) B2 級 (含) 以上 
六、 獲得列入教育部參考名冊之英語系國家大學 (含) 以上之學位 
七、 符合「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大一英文免修施行要點」，並具有免修大一
英文資格者  
八、 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認可，並經共同教育中心核備之英語能
力測驗  

• 以104學年度學士畢業生為例，3602人畢業，3159人免修進階英語，免修
比例約87.7% 

• 近 3 學年度進階英語平均評鑑值皆高於 4.0， 9 成學生文字意見給予正面評價 
 



        謝謝聆聽! 
教務處  

is at your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