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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課群架構 
• 核心素養 
• 課群運作 
• 分工合作 
• 課程規劃 
• 課程特色 
• 學習成果 
•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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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架構 

當代國
際關係
與全球
觀察 

•通識課程 

•郭俊麟老師 

失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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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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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國企系專業課程 

•朱美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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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邏輯思辨 

•問題解決 

•國際移動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邏輯思辨 

•溝通表達 

•創新思維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邏輯思辨 

•問題解決 

•國際移動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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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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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運作 

國際政經脈動
與產業趨勢 

案例 

分析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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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觀察 
理論 

探討 

文獻 

蒐集 

個人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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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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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 強調邏輯思辨、問題解決及國際移動等核心素養
融入課程設計，透過課程規劃、課堂活動及時事
分析，培養學生國際事務觀察與分析問題能力。 

• 深化課程知識涵養，妥適安排授課單元內容，鼓
勵學生課堂發言與討論，透過小組團隊合作討論，
教學助理從旁協助引領，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 結合通識教育教師及專業系所教師學術專業，相
互支援課程單元、分享教學經驗與教材，充分發
揮教學能量，達成課程、教師與學生三贏目標。 

• 建立跨領域課群合作模式，進以推廣通識及專業
課程教師合作經驗，教師參考本課程融入創意教
學，學生因教學之創新與改變，獲得知識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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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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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 

• 學生課後回應： 

我們這次分組討論的議題是
板門店宣言，剛好利用這時
事來讓我們進行分組討論，
我剛好看到新聞說兩韓領導
人簽署了板門店宣言，原本
沒有要繼續深入了解他們雙
方所簽署的宣言，但是老師
透過這次分組討論的活動，
來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了解，
促進兩韓的和平、繁榮、統
一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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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術文化節 

• 學生課後回應： 

參加國際藝術文化節我
這次是第一次參加，我
邊看邊吃，國際學生帶
來的表演及美食，摩洛
哥、日本、捷克、印度、
越南、埃及、印尼等國
都有自己的獨特味道，
當下吃得很不習慣尤其
是越南的那個沾醬。(但
是我有吃完，沒有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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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情報地圖 

• 學生課後回應： 

這堂課讓學生依據數據
資料親手繪製具有探討
意義之地圖，並且展示
報告繪製內容。有的人
是做汽車品牌，水果產
地，空汙，等等…，而
我做的是在臺灣觀看日
出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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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交流 

• 學生課後回應： 

這堂課邀請法國及摩洛哥
外籍生與一同分享他們國
家的文化、政治、經濟現
況及飲食等，但是我對英
文不是很在行，都聽不懂，
還好有一位同學協助翻譯，
外籍生自己做ppt來跟我們
分享，這也是我第一次碰
到，我覺得很新鮮，他們
詳細講解自己的國家之後
也改變我的舊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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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辯論 

• 學生課後回應： 

我這場辯論的主題是朝鮮
半島問題將於川金會後邁
向和平，我這組是正方。
在這場辯論過程中，一開
始兩方很激烈的在捍衛自
己的立場，為了這場辯論
我也去網路查了川金會的
開會內容，我覺得這場辯
論大會對我來說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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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 培養學生以「失敗學」的觀點分析日常生活與
工作職場之個案實例，以具備邏輯思辨基本素
養能力。 

• 理解「失敗學」理論與事例，活用課程所學，
實際運用在社會觀察與問題解決，將理論與實
務相結合。 

• 透過分組討論與作業報告，規劃討論議題與報
告主題，引領學生發揮創意思維與合作精神，
提升學習興趣。 

• 結合通識教育教師及專業系所教師學術專業，
相互支援課程單元、分享教學經驗與教材，充
分發揮教學能量，達成課程、教師與學生三贏
目標。 15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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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口頭報告 

 本課程於學期後半實施分組口頭
報告，採翻轉教學精神，由學習
者構思課程安排，任課教師扮演
輔佐性角色。並指定菅野寛著
（郭欣怡譯）《成功模式的失靈
與復活》（臺北：方言文化，
2015 年）一書為題目擬定與事
例討論的依據。 

 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從旁對實施
的方式、內容的整理鋪陳等提供
建議，並參與事前準備階段的討
論，惟主導者仍為各組同學。 

學生細心講解報告內容給同學聽 

學生認真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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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議題討論 

• 本課程系統地向學生
講授失敗學的知識內
涵，並配合課程單元
設計議題， 
在教師及教學助理的
引領下實施分組議題， 
刺激學習者的問題意
識與培養分析問題的
能力。 

 

帶動討論氣氛 

學生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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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回饋 

• 課堂授課、分組討論、
專家演講等實施後， 
皆要求學習者撰寫心
得回饋單，並繳交給
教學助理，收齊完並
經教學助理整理後交
至授課老師閱覽，以
利掌握學習者的學習
情形與成效。 

 
學生針對討論議題給予回饋 19 



學生自評互評 

• 分組口頭報告的表
現良莠即反映於期
末成績。而成績的
評定除任課教師的
主觀評分以外，學
習者的互評、自評
以及教學助理的評
分建議皆為重要的
依據。 

 

學生給予台上報告的同學一些想法及講評 

台下的學生詢問對報告的疑問 20 



教師共時教學 
• 本課程課堂單元講授，由

三位教師其中一人負責主
講，其他夥伴教師則擔任
與談對話，依據個人專業，
三位教師進行授課分工，
彼此相互支援協助，共同
規劃課程內容與議題設計，
於課堂中適時提出補充內
容，以對話、討論、問答
方式貫穿課程，促使跨領
域合作更加完備。此一講
授模式，一方面活絡課堂
討論氛圍，另一方面讓團
隊彼此激發教學能量。 

郭老師給予報告講評 

朱老師說明「如何歸納會使報告更加分?」 21 



業師專業演講 

• 中華飲食基金會特約記者
的曾齡儀博士以「國際政
經脈動下的日本飲食文化」
為題發表演講，從歷史、
社會、文化、文學的角度，
介紹常見各類日式料理，
進而深入探索日本飲食文
化今昔演變的歷史。帶領
學習者認識近150年以來的
東亞國際政經脈動，以利
理解並思考「個人-組織-
環境」的成功/失敗相互作
用。 

 
 

講師藉由與同學聊天的方式帶入主題 

講師專心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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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諮商講座 

• 本課程與本校學務處諮
商輔導組合作舉辦情緒
諮商講座，由謝佩玲心
理師以「禪繞藝術與情
緒抒壓」為題，帶領學
習者嘗試繪製禪繞畫，
開展與自身的對話，以
作為探索成功與失敗時
的心理建設。 

 

講師講解禪繞畫的由來 

學生實作禪繞畫 23 



經濟學 

• 本課程為經濟學基礎入門課程，旨在奠定同學
的經濟學基礎，並讓其體認經濟學是一門非常
實用的學問。課程分為「個體經濟學」與「總
體經濟學」兩個部份，分上下學期教授。學生
在修習本課程後，應具備下列能力： 

一.瞭解經濟基本概念，並學習經濟學相關理論，
藉以分析和解決經濟相關問題。 

二.熟悉個人選擇，以及社會和商業基本運行邏輯。 
三.發現與批判日常生活、社會及商業之運作問題。 
四.提出有效解決個人生活、社會及商業問題之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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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本學期探討經濟體的總體表現，分四部分： 

1. 總體經濟指標，包括國內生產毛額(GDP)、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及失業率； 

2. 長期經濟發展，探討提升生產力的方法； 

3. 貨幣體系，介紹貨幣的功能、創造過程、

及貨幣政策； 

4. 分析短期的經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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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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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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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共時、專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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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經濟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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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經濟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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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 

感謝計畫補助支持，未來將
持續在下列事項具體實踐：
（1）教學方式變化創新；
（2）課程內容完整規劃；
（3）作業設計符合課程；
（4）多元評量學習成效；
（5）議題設計內容深度；
（6）教學助理工作規劃；
（7）教學網站規劃建置；
（8）建立課群合作模式；
（9）課群資源共同分享；
（10）課群課程示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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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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