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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服務學習：中小學課業輔導(0401)

(Eng.) Service Learning: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utor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楊琇玲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62

課程簡述

1.本課程將與臺中市國中、國小或有辦理國中小校外課後輔導之社福團體合作，使修
課學生參與本課後輔導課程的志工服務。

 2.透過本課程，可以接觸弱勢家庭或學習落後的學生，修課學生在課業輔導中學習付
出，練習與人互動，進而了解如何幫助弱勢學生學習。

 3.106學年度第2學期本課程將與鄰近之「臺中市南區信義國小」合作，前四週在校內
進行基礎理論課程，第五週起除了返校檢討外，修課學生於每週課堂時間皆須至信義
國小進行弱勢學童課業輔導，藉由實地服務，讓學生體認服務學習的意義與價值。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1. 培養學生的溝通能
力與助人技巧

 2. 拓展學生關懷社會
弱勢族群的視野

 3. 樂於學習，並能勇
於付出服務社會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0
0

70

討論

實習

講授

其他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作業

實作

口頭報告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第 一 週（2/27） ●課程簡介：服務學習的理論與實務、認識服務學校
 第 二 週（3/06） ●認識服務對象--了解學生特質、師生關係與互動關係

 第 三 週（3/13） ●教學與課輔知能---發展可行課輔策略 
 第 四 週（3/20） ●教學與課輔知能(勿缺課，將到信義國小做課輔準備)

 第 五 週（3/27）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
 第 六 週（4/03）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2) (自主學習週)

 第 七 週（4/10）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3) (繳交學習成長札記1)
 第 八 週 (4/17）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4) 

 第 九 週（4/24）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5)【期中考週，照常課輔】
 第 十 週（5/01）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6) 

 第十一週（5/08） ●課輔檢討回饋(課輔暫停，返回學校進行分組討論) (繳交期中反思紀錄表)
 第十二週（5/15）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7)

 第十三週（5/22）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8)
 第十四週（5/29）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9) (繳交學習成長札記2)

 第十五週（6/05）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0)
 第十六週（6/12）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1)
 第十七週（6/19）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2)
 第十八週（6/26） ●服務學習心得分享(繳交期末心得報告及參考書目閱讀心得) 【期末考週】

 備註：
 1. 有標註●之上課地點：綜合大樓3樓312教室，其餘都在信義國小上課。

 2. 期中考、期末考週，本課程將不進行紙筆測驗，仍依照課表到信義國小服務學習。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暨服務狀況(含課輔狀況討論)30% 
學習成長札記20% (2份成長札記各10%)

 期中反思紀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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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學習心得20%
 參考書目閱讀心得10%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1.林勝義(2006)。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做快樂的志工及管理者。台北：五南。
 2.黃玉等(2009)。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

 3.徐明等(2008)。從服務中學習。台北:洪葉。
 4.陳淑麗(2009)。弱勢學童讀寫希望工程-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台北：心理。

 5.嚴長壽(2008)。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新北：寶瓶文化。
 6.游雅婷(譯)(2007)。樂在學習的腦 (原作者：J-S Blakemore & U. Frith)。台北：遠流。

 7.吳英長(2007)。深入教學現場。台東：全民書局。 
 8.福智文教基金會(2007)。師愛。台北：福智之聲。

 9.陳淑麗、宣崇慧(2014)。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台北：心理。 
 10.劉如菁(譯)(2014)。好老師會做的20件事(原作者：Dr. Hal Urban)。高雄：格子外面。

 11.林金源(譯)(2014)。優秀老師這樣做：輕鬆應付課堂挑戰50招。新北：木馬文化。
 12.李崇建(2015)。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新北：寶瓶文化。

 13.李崇建(2016)。心念：25堂從情緒引導學習的內在課程。新北：寶瓶文化。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請上e-campus系統下載每次課程教材簡報

課程輔導時間

每週二17:00-18:00(課輔結束後可跟老師討論、請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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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區營造與創意方案規劃(0410)

(E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Creativity Program Plann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張淑君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62

課程簡述

本課程之設計為漸進式之教學。
 以三大主軸為主:

 (一)社區營造類包括1.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分論與操作技術;3 .公部
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及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二)永續社區包含 1.永續社區的定義2. 永續社區的組成因素
 (三)社區營造之實踐及創意方案之提案.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藉由講授社區、社區
發展與總體營造之相
關理論，幫助學生習
得其理論與實務，進
而運用於社區發展規
劃之中。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30
0

4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一）社區與社區發展概論：
 1、社區與社區發展定義

 2、社區經濟。
 3、社區文化。
 （二）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

 1、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概論與操作技術。

 3、公部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
 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三）文化資產類：
 1、產業文化之意涵與操作 

 2、文化產業意涵與操作
 3、社區文化資產理念與概況、 社區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四）社區營造之實踐：
 1、社群、認同與空間

 2、文化與公共領域
 3、文化資產經營管理課程

 4、全球化、本土化與社群發展
 （五）社區創意方案規劃：

 1.提案技巧
 2.經費編列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及課堂參與度:30%
 期中考試:30%

 社區創意方案提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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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參考書目
  

1、飛揚的新故鄉/臺灣社區營造總動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編，2003。 
 2、關懷社區營造.看見臺灣生命力，李國盛, Chery Robbins 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3、閱讀社區/台灣24個社區營造故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青年社區成長委員會 編著，1998。
 4、社區自主營造的理念與機制 ，黃世輝。

 5、張淑君編著，2006。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6、張淑君，2004。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高雄：巨山圖書。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週一:8:00-16:00
 週三:8:00-16:00
 週四:9:00-12: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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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區營造與創意方案規劃(0411)

(E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Creativity Program Plann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張淑君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62

課程簡述

本課程之設計為漸進式之教學。
 以三大主軸為主:

 (一)社區營造類包括1.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分論與操作技術;3 .公部
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及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二)永續社區包含 1.永續社區的定義2. 永續社區的組成因素
 (三)社區營造之實踐及創意方案之提案.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藉由講授社區、社區
發展與總體營造之相
關理論，幫助學生習
得其理論與實務，進
而運用於社區發展規
劃之中。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30
0

4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一）社區與社區發展概論：
 1、社區與社區發展定義

 2、社區經濟。
 3、社區文化。
 （二）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

 1、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概論與操作技術。

 3、公部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
 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三）文化資產類：
 1、產業文化之意涵與操作 

 2、文化產業意涵與操作
 3、社區文化資產理念與概況、 社區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四）社區營造之實踐：
 1、社群、認同與空間

 2、文化與公共領域
 3、文化資產經營管理課程

 4、全球化、本土化與社群發展
 （五）社區創意方案規劃：

 1.提案技巧
 2.經費編列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及課堂參與度:30%
 期中考試:30%

 社區創意方案提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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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參考書目
  

1、飛揚的新故鄉/臺灣社區營造總動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編，2003。 
 2、關懷社區營造.看見臺灣生命力，李國盛, Chery Robbins 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3、閱讀社區/台灣24個社區營造故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青年社區成長委員會 編著，1998。
 4、社區自主營造的理念與機制 ，黃世輝。

 5、張淑君編著，2006。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6、張淑君，2004。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高雄：巨山圖書。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週一:8:00-16:00
 週三:8:00-16:00
 週四:9:00-12: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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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動物福祉(0409)

(Eng.) Animal Welfare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林荀龍 等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62

課程簡述
本課程提供本校非獸醫系同學以實際行動面對與接觸目前台灣社會流浪動物問題，提
供與培養同學以尊重生命的態度及運用個人專業知識連結社會其他保護動物團體與人
士間的溝通與合作協助流浪動物。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1. 認識台灣流浪動物
收容與現行政策

 2. 實際接觸體會拯救
流浪動物行動

 3. 運用個人專業協助
流浪動物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20
0
0

30
50

參訪

習作

講授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作業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課程分為兩部分
 I. 課堂授課:

 1. 犬貓疾病及醫療基本認識
 2. 認識台灣流浪動物現況

 3. 協助台灣流浪動物
  

II. 校外實習:
 課程由老師帶領同學分批於每周一與週五下午分別至台中市大肚山上台中市動物之家或其他私人收容所進

行收容所內動物之關懷與照護與環境改善，期望提高使收容所內動物與人的互動；或於其他假日期間可能
的協助動物義診工作。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狀況、學習狀況、作業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相關書籍、文章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另行公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2018/12/3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2037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2037 1/2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服務學習：中小學課業輔導(0401)

(Eng.) Service Learning: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utor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楊琇玲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1.本課程將與臺中市國中、國小或有辦理國中小校外課後輔導之社福團體合作，使修
課學生參與本課後輔導課程的志工服務。

 2.透過本課程，可以接觸弱勢家庭或學習落後的學生，修課學生在課業輔導中學習付
出，練習與人互動，進而了解如何幫助弱勢學生學習。

 3.107學年度第1學期本課程將與鄰近之「臺中市南區信義國小」合作，前四週在校內
進行基礎理論課程，第五週起修課學生於每週課堂時間，皆須至信義國小進行弱勢學
童課業輔導，藉由實地服務，讓學生體認服務學習的意義與價值。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1.了解多元社會與尊重
不同文化 2. 培養溝通
技巧與解決

 3.培養自我反省能力問
題之能力 4. 建立自我
價值感與自信 

 5.建立公民責任感 6.
建立服務利他的價值
觀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0
0

70

討論

實習

講授

其他

其他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作業

實作

口頭報告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第 一 週（09/11） ●課程簡介與基礎理論
 第 二 週（09/18） ●服務學習理論與實踐、服務學校內涵與概況

 第 三 週（09/25） ●教學與課輔知能--認識服務對象、課業輔導理論與策略
 第 四 週（10/02） ●教學與課輔知能--發展課輔策略與學生輔導(第二節將到信義國小作課輔準備)

 第 五 週（10/09）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
 第 六 週（10/16）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2)
 第 七 週（10/23）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3)(繳交學習成長札記1)

 第 八 週（10/30）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4)
 第 九 週（11/06）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5)【期中考週，照常到信義國小課輔】

 第 十 週（11/13）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6)
 第十一週（11/20） ●課輔檢討回饋(課輔暫停，返回中興大學進行分組討論) (繳交期中反思紀錄表)

 第十二週（11/27）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7)
 第十三週（12/04）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8) 
 第十四週（12/11）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9) (繳交學習成長札記2)

 第十五週（12/18）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0)
 第十六週（12/25） 服務學習體驗單元：信義國小弱勢學童課業輔導(11)
 第十七週（01/01） 元旦(國定假日放假)

 第十八週（01/08） ●服務學習心得分享(返校上課，並繳交期末心得報告及參考書目閱讀心得) 【期末考
週】

  
備註：

 1.●上課地點：綜合大樓3樓312教室，其餘都在信義國小上課。
 2.中興大學期中考、期末考週，本課程將不進行紙筆測驗，期中考週仍依照課表到信義國小服務學習。



2018/12/3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2037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2037 2/2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暨服務狀況(含課輔狀況討論)30% 
學習成長札記20% (2份成長札記各10%)

 期中反思紀錄20% 
 期末學習心得20%
 參考書目閱讀心得10%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1.吳英長(2007)。深入教學現場。台東：全民書局。
 2.福智文教基金會(2007)。師愛。台北：福智之聲。
 3.徐明等(2008)。從服務中學習。台北:洪葉。

 4.嚴長壽(2008)。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新北：寶瓶文化。
 5.黃玉等(2009)。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

 6.陳淑麗(2009)。弱勢學童讀寫希望工程-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台北：心理。
 7.陳淑麗、宣崇慧(2014)。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台北：心理。 

 8.劉如菁(譯)(2014)。好老師會做的20件事(原作者：Dr. Hal Urban)。高雄：格子外面。
 9.林金源(譯)(2014)。優秀老師這樣做：輕鬆應付課堂挑戰50招。新北：木馬文化。

 10.李崇建(2015)。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新北：寶瓶文化。
 11.李崇建(2016)。心念：25堂從情緒引導學習的內在課程。新北：寶瓶文化。

 12.李崇建(2017)。對話的力量：以一致性的溝通，化解內在冰山。新北：寶瓶文化。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至e-campus下載

課程輔導時間

每週二17:00-18:00(可跟老師討論、請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2018/12/3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1192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1192 1/2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區營造與創意方案規劃(0412)

(E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Creativity Program Plann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張淑君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本課程之設計為漸進式之教學。
 以三大主軸為主:

 (一)社區營造類包括1.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分論與操作技術;3 .公部
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及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二)永續社區包含 1.永續社區的定義2. 永續社區的組成因素
 (三)社區營造之實踐及創意方案之提案.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藉由講授社區、社區
發展與總體營造之相
關理論，幫助學生習
得其理論與實務，進
而運用於社區發展規
劃之中。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30
0

4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一）社區與社區發展概論：
 1、社區與社區發展定義

 2、社區經濟。
 3、社區文化。
 （二）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

 1、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概論與操作技術。

 3、公部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
 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三）文化資產類：
 1、產業文化之意涵與操作 

 2、文化產業意涵與操作
 3、社區文化資產理念與概況、 社區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四）社區營造之實踐：
 1、社群、認同與空間

 2、文化與公共領域
 3、文化資產經營管理課程

 4、全球化、本土化與社群發展
 （五）社區創意方案規劃：

 1.提案技巧
 2.經費編列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及課堂參與度:30%
 期中考試:30%

 社區創意方案提案:40%



2018/12/3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1192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1192 2/2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參考書目
  

1、飛揚的新故鄉/臺灣社區營造總動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編，2003。 
 2、關懷社區營造.看見臺灣生命力，李國盛, Chery Robbins 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3、閱讀社區/台灣24個社區營造故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青年社區成長委員會 編著，1998。
 4、社區自主營造的理念與機制 ，黃世輝。

 5、張淑君編著，2006。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6、張淑君，2004。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高雄：巨山圖書。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週一:8:00-16:00
 週三:8:00-16:00
 週四:9:00-12: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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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區營造與創意方案規劃(0413)

(E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Creativity Program Planning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張淑君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本課程之設計為漸進式之教學。
 以三大主軸為主:

 (一)社區營造類包括1.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分論與操作技術;3 .公部
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及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二)永續社區包含 1.永續社區的定義2. 永續社區的組成因素
 (三)社區營造之實踐及創意方案之提案.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藉由講授社區、社區
發展與總體營造之相
關理論，幫助學生習
得其理論與實務，進
而運用於社區發展規
劃之中。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0

30
30
0

4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一）社區與社區發展概論：
 1、社區與社區發展定義

 2、社區經濟。
 3、社區文化。
 （二）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

 1、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概論。
 2、社區營造概論與操作技術。

 3、公部門社區營造政策推動與計劃說明。
 4、社區營造實務與案例分析。

 （三）文化資產類：
 1、產業文化之意涵與操作 

 2、文化產業意涵與操作
 3、社區文化資產理念與概況、 社區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四）社區營造之實踐：
 1、社群、認同與空間

 2、文化與公共領域
 3、文化資產經營管理課程

 4、全球化、本土化與社群發展
 （五）社區創意方案規劃：

 1.提案技巧
 2.經費編列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及課堂參與度:30%
 期中考試:30%

 社區創意方案提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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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參考書目
  

1、飛揚的新故鄉/臺灣社區營造總動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編，2003。 
 2、關懷社區營造.看見臺灣生命力，李國盛, Chery Robbins 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3、閱讀社區/台灣24個社區營造故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青年社區成長委員會 編著，1998。
 4、社區自主營造的理念與機制 ，黃世輝。

 5、張淑君編著，2006。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6、張淑君，2004。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高雄：巨山圖書。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週一:8:00-16:00
 週三:8:00-16:00
 週四:9:00-12: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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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會關懷(0406)

(Eng.) Social Care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賴淑蘭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中)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已步入高齡化社會，老、殘問題日益嚴重。影響所

及，各類身心障礙人口中，成年人的比例普遍高達80%以上，且其中有為數不少之後
天致殘者，他們亟需社會大眾的關懷、了解與接納，使其能早日渡過心理社會適應上
的障礙，達到獨立性、統合性、可就業性及社會參與。

  
本門課融合了「特殊教育」及「復健諮商」的概念，設計了以下主要的授課內容：

 1.國內、外相關法規之認識與理解：介紹國內、外相關人權宣言與法規，以了解聯合
國及我國對於身障者人權保障的趨勢。

 2.議題探討：藉由議題討論及教師講述,讓學生更深切認識各類身心障礙者,並思索非
營利組織及政府相關單位可以如何落實法規。

 3.以生命影響生命：藉由授課老師的親身經驗、個案討論、影片欣賞或講座等，讓學
生能同理身障者的狀況並進一步能適時給予關懷與協助。

 4.體驗式學習：讓學生們因離開舒適圈，產生新的經驗與情感，而更能以嶄新的視野
來體會身障者的困境。

 5.行動實踐：讓各小組以「企劃顧問」活動構思如何幫助身障者就業，或是以「愛的
行動」方案來計劃各類活動讓社會大眾可以更了解身障者。

 (Eng.)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aiwan has become an aging

society.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disabled elders will increasingly serious. Up to 80% of
disabled population are disabled adul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m are acquired invalids.
These acquired disabled adults urge strong concern,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from the
public to reach the goal of independence, integration, employabil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is course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and
develop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1.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ions. 
2. Discussion about related topics.

 3. Life to affect life through empathy.
 4. Experiential learning.

 5. Practical action of disability support.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中)
 1、在認知領域的知識

和理解層次，學生能
正確地描述身心障礙
者的鑑定標準，並能
區別社會福利與特殊
教育觀點下鑑定標準
之不同。

 2、在認知的應用上，
學生能活用課堂所
學，除了改變對身心
障礙者的刻版印象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20
0

30
0
0

50

討論

其他

講授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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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能適時對弱勢
者提供正確的幫助。

 3、在認知的分析上，
學生能分辨其於特殊
教育、轉銜服務、心
理社會適應及就業安
置之需求。

 4、在情意的組織上，
學生能主動收集與本
課程有關的相關資
料。

 5、在情意的價值與價
值複合體的特徵上，
學生能在生活中融入
所學，除了能珍惜自
己所擁有的健康、欣
賞他人的特質外，並
能培養主動幫助弱勢
者的熱忱。

  
(Eng.)

 1.Students can correctly
describe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
of disabilities, and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of standard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pecial education.

 2.Students can change
the stereotypes again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and can provide proper
assistance to disabilities
with passion.

 3.Students can
distinguish demands of
disabilities in special
education, from those in
transition services and
job placement.

 4.Students can collec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ctively, and can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s.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週次 授 課 大 綱
 1 課程介紹 備註：1.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與選課動機、2.學生分組

 2 環境及態度障礙
 3 環境及態度障礙
 4 我國法規簡介

 5 聯合國相關宣言、公約
 6 輔助科技（一）

 7 認識肢體障礙者
 8 電影賞析

 9 期中報告
 10 肢體障礙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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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復健諮商
 12 認識視覺障礙者

 13 輔助科技與無障礙環境（二）
 14 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規劃與轉銜
 15 企劃顧問活動

 16 個人期末報告
 17 個人期末報告
 18 個人期末報告

學習評量方式

（一）課堂出席與活動參與55%
 （二）小組期中報告15%

 （三）個人期末報告 30% ，針對以下三個主題 
 1.路見不平大調察（校園內或校園外）

 2. 增廣見聞分享（參與相關活動、聽演講或訪問專業人員)
 3. 設計愛的行動方案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一)參考書目
 1.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主編）（2010）。新特殊教育通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吳明宜、花敬凱、許華慧等譯(2008)。T. F. Riggar與D .R. Maki著。復健諮商手冊。台北：心理。 
 3.課堂講義

  
(二) 建議閱讀書目 

 1. Temple, G. & Margaret, S.（1999）。星星的孩子—一個畜牧科學博士的自閉症告白（應小端，譯）。台
北：天下文化。

 2.力克胡哲（2010）。人生不設限：我那好的不像話的生命體驗（彭蕙仙，譯）。台北市：方智。
 3.Christy, B.（1990）。我的左腳（余國芳，譯）。台北：皇冠。

 4. Daphne, G. （1998）。教天鵝跳舞（汪仲、尹鴻智，譯）。台北：智庫文化。
 5.乙武洋匡（1999）。五體不滿足（劉子倩，譯）。圓神出版社。

 6. 許超彥, 黃述忱, 萬年生（2013）。鋼鐵人醫生：癱了下半身，我才真正站起來。台北：商業周刊。
 7. 丹尼爾戈特里布（2010）。山姆告訴我的事：一個心理治療師從自閉症孫子身上看到的生命智慧（陳筱

宛譯）。台北：商周出版。
 8.木藤亞也（2006）。一公升的眼淚─亞也的日記。台北：高寶。

 9. 尚‧多明尼克（2006）。潛水鐘與蝴蝶。台北：大塊文化。
 10.田中綏子（1985）。少年天使-肯尼（李佳純，譯），台北市：文經社。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Thu.12:00-13: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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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社會關懷(0407)

(Eng.) Social Care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賴淑蘭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中)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已步入高齡化社會，老、殘問題日益嚴重。影響所

及，各類身心障礙人口中，成年人的比例普遍高達80%以上，且其中有為數不少之後
天致殘者，他們亟需社會大眾的關懷、了解與接納，使其能早日渡過心理社會適應上
的障礙，達到獨立性、統合性、可就業性及社會參與。

  
本門課融合了「特殊教育」及「復健諮商」的概念，設計了以下主要的授課內容：

 1.國內、外相關法規之認識與理解：介紹國內、外相關人權宣言與法規，以了解聯合
國及我國對於身障者人權保障的趨勢。

 2.議題探討：藉由議題討論及教師講述,讓學生更深切認識各類身心障礙者,並思索非
營利組織及政府相關單位可以如何落實法規。

 3.以生命影響生命：藉由授課老師的親身經驗、個案討論、影片欣賞或講座等，讓學
生能同理身障者的狀況並進一步能適時給予關懷與協助。

 4.體驗式學習：讓學生們因離開舒適圈，產生新的經驗與情感，而更能以嶄新的視野
來體會身障者的困境。

 5.行動實踐：讓各小組以「企劃顧問」活動構思如何幫助身障者就業，或是以「愛的
行動」方案來計劃各類活動讓社會大眾可以更了解身障者。

 (Eng.)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aiwan has become an aging

society.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disabled elders will increasingly serious. Up to 80% of
disabled population are disabled adul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m are acquired invalids.
These acquired disabled adults urge strong concern,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from the
public to reach the goal of independence, integration, employabil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is course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and
develop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1.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ions. 
2. Discussion about related topics.

 3. Life to affect life through empathy.
 4. Experiential learning.

 5. Practical action of disability support.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中)
 1、在認知領域的知識

和理解層次，學生能
正確地描述身心障礙
者的鑑定標準，並能
區別社會福利與特殊
教育觀點下鑑定標準
之不同。

 2、在認知的應用上，
學生能活用課堂所
學，除了改變對身心
障礙者的刻版印象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20
0

30
0
0

50

討論

其他

講授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口頭報告



2018/12/3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5387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Syllabus_main_q?v_strm=1071&v_class_nbr=5387 2/3

外，並能適時對弱勢
者提供正確的幫助。

 3、在認知的分析上，
學生能分辨其於特殊
教育、轉銜服務、心
理社會適應及就業安
置之需求。

 4、在情意的組織上，
學生能主動收集與本
課程有關的相關資
料。

 5、在情意的價值與價
值複合體的特徵上，
學生能在生活中融入
所學，除了能珍惜自
己所擁有的健康、欣
賞他人的特質外，並
能培養主動幫助弱勢
者的熱忱。

  
(Eng.)

 1.Students can correctly
describe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
of disabilities, and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of standard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pecial education.

 2.Students can change
the stereotypes again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and can provide proper
assistance to disabilities
with passion.

 3.Students can
distinguish demands of
disabilities in special
education, from those in
transition services and
job placement.

 4.Students can collec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ctively, and can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s.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週次 授 課 大 綱
 1 課程介紹 備註：1.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與選課動機、2.學生分組

 2 環境及態度障礙
 3 環境及態度障礙
 4 我國法規簡介

 5 聯合國相關宣言、公約
 6 輔助科技（一）

 7 認識肢體障礙者
 8 電影賞析

 9 期中報告
 10 肢體障礙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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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復健諮商
 12 認識視覺障礙者

 13 輔助科技與無障礙環境（二）
 14 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規劃與轉銜
 15 企劃顧問活動

 16 個人期末報告
 17 個人期末報告
 18 個人期末報告

學習評量方式

（一）課堂出席與活動參與55%
 （二）小組期中報告15%

 （三）個人期末報告 30% ，針對以下三個主題 
 1.路見不平大調察（校園內或校園外）

 2. 增廣見聞分享（參與相關活動、聽演講或訪問專業人員)
 3. 設計愛的行動方案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一)參考書目
 1.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主編）（2010）。新特殊教育通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吳明宜、花敬凱、許華慧等譯(2008)。T. F. Riggar與D .R. Maki著。復健諮商手冊。台北：心理。 
 3.課堂講義

  
(二) 建議閱讀書目 

 1. Temple, G. & Margaret, S.（1999）。星星的孩子—一個畜牧科學博士的自閉症告白（應小端，譯）。台
北：天下文化。

 2.力克胡哲（2010）。人生不設限：我那好的不像話的生命體驗（彭蕙仙，譯）。台北市：方智。
 3.Christy, B.（1990）。我的左腳（余國芳，譯）。台北：皇冠。

 4. Daphne, G. （1998）。教天鵝跳舞（汪仲、尹鴻智，譯）。台北：智庫文化。
 5.乙武洋匡（1999）。五體不滿足（劉子倩，譯）。圓神出版社。

 6. 許超彥, 黃述忱, 萬年生（2013）。鋼鐵人醫生：癱了下半身，我才真正站起來。台北：商業周刊。
 7. 丹尼爾戈特里布（2010）。山姆告訴我的事：一個心理治療師從自閉症孫子身上看到的生命智慧（陳筱

宛譯）。台北：商周出版。
 8.木藤亞也（2006）。一公升的眼淚─亞也的日記。台北：高寶。

 9. 尚‧多明尼克（2006）。潛水鐘與蝴蝶。台北：大塊文化。
 10.田中綏子（1985）。少年天使-肯尼（李佳純，譯），台北市：文經社。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Thu.12:00-13:00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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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English

課程名稱
(中) 動物福祉(0411)

(Eng.) Animal Welfare
開課單位 通識中心

課程類別 必修 學分 2 授課教師 林荀龍 等

選課單位 全校共同 授課語言 中文 開課學期 1071

課程簡述
本課程提供本校非獸醫系同學以實際行動面對與接觸目前台灣社會流浪動物問題，提
供與培養同學以尊重生命的態度及運用個人專業知識連結社會其他保護動物團體與人
士間的溝通與合作協助流浪動物。

先修課程名稱  

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1. 認識台灣流浪動物
收容與現行政策

 2. 實際接觸體會拯救
流浪動物行動

 3. 運用個人專業協助
流浪動物

 

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

3.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國際視野

6.社會關懷

0
20
0
0

30
50

參訪

習作

講授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作業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考試進度-共18週)

課程分為兩部分
 I. 課堂授課:

 1. 犬貓疾病及醫療基本認識
 2. 認識台灣流浪動物現況

 3. 協助台灣流浪動物
  

II. 校外實習:
 課程由老師帶領同學分批於每周一與週五下午分別至台中市大肚山上台中市動物之家或其他私人收容所進

行收容所內動物之關懷與照護與環境改善，期望提高使收容所內動物與人的互動；或於其他假日期間可能
的協助動物義診工作。

 
學習評量方式

出席狀況、學習狀況、作業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相關書籍、文章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課程輔導時間

另行公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列印日期 西元年/月/日：2018 /
12 / 03

二手書平台網址：http://www.myub.com.tw/

http://www.my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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