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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 
107 年度「好學樂教週」計畫書 

壹、辦理緣由 

早在 2002 年，本校張創辦人建邦博士便已於「淡江大學 2002 遠距教學發

展現況及未來展望」會議中揭櫫「網路校園」為淡江大學的第四校園，將以電

子科技及資訊網絡為路，鋪設無遠弗屆的學習環境。現進入二十一世紀，更是

「大加速時代」(the era of acceleration)，數位科技益發緊密地與我們的生活嵌

合，如何使其便利而有效率的長處為己所用，值得這個世代所有的人重新加以

審視，而高等教育工作者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過去因為實體教學空間與時間的

框限，影響了學生學習的自由度與開放度。而今隨著連線及串流技術的突破，

數位網路猶如教師教學創新的東風，讓新的學習海洋航程得以更順利地啟動。  

基於上述的背景與執行理念，學習與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今（2018）
年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的中程發展願景，以「2018
智慧淡水．攀越巔峰：網路校園」為主題，於 107 年 6 月 12 日至 15 日假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為期 4 天的「好學樂教週」，進行主題展覽與研習。 

「好學樂教週」之主題展覽，涵蓋三大部分：（一）網路校園展示：以實整

虛課程、遠距教學課程、認證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開放式課程、數位教

學實務手冊和數位課程製作體驗等；（二）智慧教室：VR(虛擬實境技術)模擬虛

擬教學場景；（三）「2018 獲頂石課程補助系所聯合成果展」：展出本校頂石課

程學生成果。 

此外，本中心針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數位課程」等面向各舉

辦相關之研習與經驗分享活動。首先，在「教師教學」面，本中心鼓勵教師成立

專業成長社群，提升教學知能。為促進同儕經驗傳承與跨領域合作的機會，本次

特別擴大辦理「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活動，邀請 26 組社群全體成員共同

參與，會中並邀請有豐富跨領域教學經驗的黃瑞茂老師分享「設計思考與跨域教

學」。藉由展示社群經營的成果與觀摩，凝聚教師社群向心力，激發多元創意思

維。 

在「學生學習」面，本中心鼓勵學生或教學助理籌組學習社群，營造自主精

進氛圍，因此舉辦「學生社群成果分享」與「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活動。藉

由分享學習成果，進行跨團隊相互觀摩與知識交流，培養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能

力，並提供教學助理經驗交流與建立教學支援系統，促進同儕經驗傳承與學習機

會。 

在「數位課程」面，為增進本校教師運用數位教學之範疇，本中心舉辦「推

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介紹運用數位教學方式發展多元課程模式，促進

本校教師更有效應用數位教學，活化課程。 

本中心希冀透過此次「好學樂教週」之主題展覽與成果研習，帶動本校新一

波的學教翻轉；讓教師的教學滲入數位科技的善用，以擴展學生更大的學習空間，

師生攜手，再攀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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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題/時間/地點 

一、網路校園及頂石課程學生成果展 

(一)展區主題： 
1. 網路校園 

(1)以實整虛課程 
(2)遠距教學課程 
(3)認證遠距教學課程 
(4)磨課師課程 
(5)開放式課程 
(6)數位教學實務手冊展示 
(7)數位課程製作體驗 
(8)線上學習資源 

2. 智慧教室 
3. 2018 獲頂石課程補助系所聯合成果展：資傳系、大傳系、機電系、

土木系、化材系、資工系、電機系、水環系、日文系、教科系等 
(二)展示地點：黑天鵝展示廳 
(三)展示時間：6 月 12 日(二)12：00-6 月 15 日(五)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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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與成果分享場次 

 

場次 主題 時間 地點 

好學樂教週 
開幕式/頒獎 

107 年 6 月 12(二) 
12：10-13：00 

黑天鵝展示廳 

1 學生社群成果分享 
107 年 6 月 13 日(三) 
09：30-13：30 

覺生綜合大樓 I501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2 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1) 
107 年 6 月 13 日(三) 
12：00-13：10 

守謙 HC305,306,307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3 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107 年 6 月 13 日(三) 
14：00 - 15：00 

覺生綜合大樓 I304 

4 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 
107 年 6 月 14 日(四) 
12：00-16：00 

覺生國際會議廳 

5 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2) 
107 年 6 月 20 日(三) 
12：00-13：10 

守謙 HC305,306,307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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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幕暨頒獎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2 日(二) 

二、地點：淡水校園黑天鵝展示廳 

 

時 間 活動內容 

11:50-12:10 20’ 報到 
 

12:10-13:00 50’ 好學樂教週開幕式 
致詞：張家宜 

淡江大學校長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頒獎 
恭請淡江大學張校長家宜頒發 
(一) 優良遠距課程獎  

 韓釗 
 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二)教學創新獎：3 名 
姚忠達  
建築學系教授 

萬哲鈺 
經濟系教授 

林彥伶 
經濟系副教授 

(三)106(1)特優教學助理任課指導老師感謝狀：5 名 
106(1)特優教學助理獎狀及獎勵金 5,000 元：5 名 
 

13:00-16:40  會場導覽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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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討/成果分享場次 

一、學生社群成果分享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3 日(三) 
（二）地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501、蘭陽校園 CL506 
 

時 間 活動內容 

09:30-10:10 40’ 報到(社群小組成果報告書暨海報展) 
10:10-10:20 10’ 開幕致詞：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校內評審 陳劍涵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主任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校外評審 張循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學生學習促進

組組長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校外評審 郭彥谷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副主任 
觀光事業學系副教授 

10:20-11:00 40’ 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I 
社群分享：通過第一階段評選之學習社群小組，共 5 組，

每組簡報時間 8 分鐘。 
11:00-11:10 10’ 中場休息 (蘭陽校園連線) 
11:10-11:50 40’ 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II 

社群分享：通過第一階段評選之學習社群小組，共 5 組，

每組簡報時間 8 分鐘。 
11:50-12:10 20’ 評審綜合講評 / 計算成績 
12:10-12:25 15’ 優秀社群表揚，邀請評審老師頒獎。 

第 1 名，獎金 12,000 元 
第 2 名，獎金 10,000 元 
第 3 名，獎金 8,000 元 
佳作 3 組，獎金 6,000 元 
入選獎 4 組，獎金 5,000 元 
成果發表獎 12 組，獎金 3,000 元 

12:25-12:30 5’ 活動留影 
12:30-13:30 60’ 社群成果報告書暨海報導覽/各社群交流與討論 
13: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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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1)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3 日(三) 
（二）地點：淡水校園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5，306，307 會議室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時 間 活動內容 

12:00-12:10 10’ 報到 

12:10-12:15  5’ 開幕致詞：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12:15-12:55 40’ 主  題：「數位教學多元模式」 

主講人：王英宏 

        淡江大學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12:55-13:10 15’ Q＆A 

13:10-  賦歸 

 
 
三、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3 日(三) 
（二）地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304 
 

時 間 活動內容 

14:00-14:15 15’ 報到 
14:15-14:20 5’ 致詞：何俐安 

淡江大學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 
教育科技學系教授 

14:20-14:55 35’ 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每組分享時間 5 分鐘) 
工學院電機系  繽學奇員-基電源 
工學院電機系  助教課程討論社群 
工學院電機系  專題實驗討論 
工學院機電系  機電系教學助理社群 
工學院資工系  Multimedia 教學社群 
工學院資工系  助教來互助 
商管學院資管系 必須資道生活應用社群 

14:55-15:00 5’ 交流與討論 
15:00- - 活動留影/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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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4 日(四) 
（二）地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 
 

時 間 活動內容 

12:00-12:10 10’ 報到  

12:10-12:15 5’ 致詞：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12:15-12:25 10’ 主持人：李麗君 

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教授 
分享人：黃瑞茂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分享主題：設計思考與跨域教學 

12:25-13:30 65’ 餐敘 

13:30-16:00 150’ 成果展示與交流  

 
 
 
五、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2) 

（一）日期：107 年 6 月 20 日(三) 
（二）地點：淡水校園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5，306，307 會議室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時 間 活動內容 

12:00-12:10 10’ 報到 

12:10-12:15  5’ 開幕致詞：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12:15-12:55 40’ 主  題：「數位教學多元模式」 

主講人：王英宏 

        淡江大學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12:55-13:10 15’ Q＆A 

13: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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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討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學生社群成果分享 

1.本學年所有通過審核之學生學習社群及其成員。 
2.校內外對學生社群有興趣之教師和學生。  
3.預估參加人數計 60 人。 
 

二、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1) (2) 
1.本校對「數位教學多元模式」議題有興趣之教師、業務主管和承辦人

員。 
2.預估參加人數計 160 人。 
 

三、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1.本學期所有通過審核之教學助理專業成長社群及其成員。 
2.對教學助理專業成長社群有興趣之教師和學生。 
3.預估參加人數計 20 人。 
 

四、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 
1.本學年度社群教師。 
2.預估參加人數計 60 人。 
 

陸、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額滿為止，各場次報名網址如下： 

一、學生社群成果分享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20180613a 
 

二、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1)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deds20180613 
 

三、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20180613b 
 

四、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社群教師)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aitx20180614 
 

五、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2)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deds20180620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20180613a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deds20180613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20180613b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aitx20180614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deds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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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成效 
一、學生社群成果分享 

藉由學習成果分享，導引學生進行組間或組內知識交流，並培養學生展

現學習成果的能力。 

 

二、推動數位教學多元模式研習會(1) (2) 

透過校內多場次推動說明會，希冀增進教師對於「以實整虛課程」、「遠距

教學課程」、「開放式課程」、「磨課師課程」等數位教學四類課程之認識，

激化教師投入數位教學應用之專業知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課程學習之靈

活度，增進學習成效與滿意度。 

 

三、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藉由教學助理分享成果，提供教學經驗交流與建立教學支援系統，促進

同儕經驗傳承與觀摩學習之機會。 

 

四、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 

  透過社群成果展示，提供教師觀摩的機會並促進互動與交流，更藉由跨

域合作經驗豐富教師的經驗分享，啟發社群經營的新思維，促成跨域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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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 

台北往淡水方向，經竹圍、紅樹林、淡水市區右轉學府路，沿學府路直走

即可至淡江大學；亦可由淡金路左轉接水源街直達淡江大學。 

 
二、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捷運淡水站，於 2 號出口右轉至 7-11 前公車站，轉乘

紅 27 或紅 28（淡江大學－捷運淡水站）公車，在終點站淡江大學站下

車，車程約 15 分鐘。 
三、淡水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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