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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紮實課綱？



張浩

在北京清華就是平常的時候
去圖書館，要找半天才能找
到一個座位。
現在政大我都要佔一張大桌
子。

何陳勇 怎麼樣看待
台灣和
兩岸青年
的競爭力？

林明超

趙雪

楊濤

毛怡玫
應該是大陸學生會比較用功
一點。

大陸學生基礎很紮實，可能
思維不夠開拓。台灣學生非
常有創意非常有創新的思想，
但基礎方面可能會弱一點點。

我覺得這兩個地區可以互補，
台灣學生活潑，大陸學生嚴
謹。

陸生更墨守成規，但更踏實
一點。比如說老師布置一個
作業，我們就乖乖地完成了。
然後第二天去了之後，喔，
原來他們可以不交的喔。
原來可以不交作業的。

台灣學生都在忙夜唱，也不
完全啦。

台灣學生比較有創造力，但他
們更多時候在台灣生活學習，
沒有出去看一看外面的更多的
地方發生的事情。

〈八萬陸生大軍如何改變台灣？〉
作者：天下編輯部

201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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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
對於
陸生
的看法

陸生求學狠如狼
台籍生看傻眼
2015.08.20
聯合報
記者郭玫君

上英文課時陸生拚命往前坐，跟老師對答如流，台灣學生
則拚命往後坐，總要低頭討論後才敢回應老師。許多台生
到大陸讀書，老愛抱怨霧霾、抱怨交通、抱怨大陸人官腔
官調，但到北京是沒有時間抱怨的！時間要花在突破自己。
台灣人面對這些「怪物」要謙虛，但也不能自卑，要想盡
辦法提升自己能力，這些人會逼著你進步。

徐偉軒 北京清華美術學院

為當上學霸（指很會念書），陸生早上７點到圖書館報到，
深夜才回宿舍，時有耳聞，讓丁于珍訝異的是，即便是很
小的作業，陸生都去」。台灣不少學生像井底之蛙。」台
灣的大學生上臉書，常是發文分享吃喝玩樂，但看看她的
大陸同學，網路社交圈上雖也有生活分享，但更多是分析
看法，例如以自己所學專業分析政府政策，或發表對天津大爆
炸的看法。

丁于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來自不同省份的大陸同學，生活環境、思維等都截然不同，
差一個省份，給人感覺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邱姓學生 北京清華大學

〈八萬陸生大軍如何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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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教授蘇建州
「一班如果八十人，其中有二十個陸生。
班上前二十名，就是這二十個陸生。
這當然是誇張說法，不
過，就類似這情形。」

學業表現
思維和價值觀

渴望表現、為拿好成績拚死拚活的決心，
也改變校園內的師生關係。

慢慢體認到，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就好。

蔡博藝：
雖然兩邊都講中文，語言都通，可是其
實兩岸的思維和價值觀是差非常多的。

曾雨亭 世新境外學生會長 廣東廣州人：
如果要我比較兩岸學生，我覺得台灣學
生會打扮，大陸學生總坐著念書，但大
陸學生比較有競爭力，台灣學生的理想
比較普通一些。

〈八萬陸生大軍如何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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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數據不變：高成就，低興趣，低信心

8th Grader’s PATM in TIMSS-2007

2017/6/12

Taiwan

Achievement↑ PATM↓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Math

Extract from TIMSS 2007 mathematics report (Mulli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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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人文學
領域

97-1

大學入門 3 吳思華

大學入門 3 詹志禹

大學入門 3 陳良弼

97-2 大學入門 3 鍾蔚文

98-1 大學入門 3 詹志禹、馮朝霖、陳幼慧

98-2

大學入門 3 吳思華、陳幼慧

大學入門 3 陳木金

大學入門 3 陳良弼

99-1 大學入門 3 鍾蔚文、錢致榕、陳幼慧

99-2 大學入門 3 周祝瑛、陳幼慧

書院通識 100-1 大學入門 3 李淑菁（教育系、書院通識）

一般通識 100-1 大學之道 2 鍾蔚文、錢致榕
博雅書院專班課程

書院通識 104-1 新生專題：自學
力 2 陳幼慧

書院通識 104-2 新生專題：自學
力 2 陳幼慧

為新生開設大學入門/新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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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正義》作者、哈佛大學教授
桑德爾（Michael Sa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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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教學創新教師成長社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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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教學創新
教師成長社群(2/2)

• 建置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個案教
學、行動導向、團隊合作學習
(Team-based Learning、評量
指標(Rubric)…等。

• 型塑教師社群討論文化：透過教
師定期社群聚會，促進教師討論
文化。

• 推動教學觀摩文化：透過進班觀
課，傳習有經驗教師的豐富教學
策略。

• 發展創新之教材教法與模組：今
年預定完成7個教學法的磨課師
影片。

• 推廣應用：透過行事曆、教學發
展電子報報導，以收推廣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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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與教學策略的運用

陳幼慧‐政大教發中心

個案教學法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

團隊導向式學習（TBL）

行動實踐與社會參與式教學

翻轉教育

評量尺規（ru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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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設計

學習成效

教學評量

2. 發展學習活動與學習體驗

1. 訂定學習目標 Goals & objectives

3. 設計評量機制

以學習表現為基準，
評量期望的學生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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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工具與策略範例

• 課堂參與(15%)：含出席率、平時表現及課堂討論情形、使
用數位平台互動次數。（3次曠課視為不及格，上課嚴禁滑
手機）

•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25％）：5篇學習歷程檔，每篇500字，
一篇5分，內容包含：

• 平時、期中、期末測驗30%，共4次，以TBL方式進行。

• 完成一個行動方案（25％）

• 同儕互評5％，每位同學有5分的權限給予同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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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的撰寫範例

評量工具與指標

學習目標與成效

評量工具 評量指標

TBL
考試

學習歷
程檔案

小組
活動

行動
方案

同儕
互評

測驗
藍圖

評量
尺規

熟悉國內外公民教育之發
展與內涵

※ ※ ※

熟悉各重大議題的的內容 ※
具備社會參與的行動熱誠 ※ ※ ※ ※
具備社會參與的行動能力 ※ ※ ※
具備團隊合作的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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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會考的測驗藍圖範例

測驗知識認知項目

測驗內容與形式

記憶 理解 應用 獨立思考
（分析、綜合、評

鑑）

佔分

內容一 選擇題 8題 10% 10% 10% 30％ 60%

內容二 問答題 1題 10% 10% 20%

內容三 申論題 1題 20% 20%

內容四 其他

合計 10題 10% 20% 2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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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指標：專題製作書面報告評量尺規(Rubrics)範例

項目
題目設定與執行方案之
規劃 30%

文獻與數據佐證30% 結果討論
20%

簡報呈現
20%

優 A
10～9

議題設定能引起迴響
題目與報告內容契合
行動方案具體可行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佐證案例說明得宜

資料蒐集完整.分
析精確.討論深入
層次分明.

文字圖表顯示精準明
確
大小配置佳
呈現效果佳

佳 B
8～7

議題設定有趣
行動方案規劃得宜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資料蒐集與分析尚
可.討論大致都有
提到

文字圖表顯示正常.大
小配置適中.呈現效果
尚可

普通C
6～5

議題設定引不起興趣
行動方案規劃不夠完整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資料蒐集缺漏.分
析稍有錯誤.討論
深度不足

文字圖表大小顯示效
果差.呈現效果普通

待改進
D
4～3

議題設定無趣行動方案
規劃不可行

沒有提出具體數據
相關支持論述
有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沒有案例說明得宜

資料蒐集缺漏分析
錯誤.幾乎沒有延
伸討論

文意不明
圖表沒重點大小配置
差
造成反效果

•評量尺規對教師的意義：避免主觀成見或既定的印象，以達客觀評量，回應學生對於評分高低的疑問，
並能協助教師檢視並調整課程目標與教學行為。

•評量尺規對學生的意義：能了解成績的評量標準及各準則範圍，能知道自己學習的優缺點，及努力的方向
。

2017/6/12 陳幼慧‐政大教發中心 18



課程精實後發展高要
求課程：Working 
Hours計算

1. 檢視每周閱讀量
與知識承載度

2. 如何克服修課成
為移動的錄音機？

3. 如何克服同學修
課如同便利商店
的集點文化？

課程精實後如何讓一
門課等於過去的三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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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課程進度與作業要求撰寫範例

週次 主題 探討議題 教學活動與作業
投入
時數

1 我為什麼
要念大學？

1. Chicago University (n.d.). Degree 
Program Worksheet. 

2. 陳幼慧、簡睿芝(2013)。核心課程的典
範：芝加哥大學核心課程模式分析。

教學活動1：介紹芝加哥大課程規劃
教學活動2：同學分享自己的課表
個人作業1：
繪製自己的課程地圖 2+3

2 我的課表

1. Harvard University (n.d.). (2009.1). 
Teaching & Learning: Freshman Year.

2. 陳幼慧(2009)。核心課程之改革：哈佛
大學通識教育改革之研究

教學活動1：介紹哈佛大學課程規劃
教學活動2：同學分享自己的課表
個人作業2：繳交指定閱讀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活動3：指定教材zuvio平台第1
次測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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