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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規劃與實務應用
—以嘉南藥理大學為例
李巧雯  
摘要
回顧大專院校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方案，並以個人任教經驗
與探索見聞，簡單介紹嘉南藥理大學臺灣史的通識教學概況，個人在臺灣史的通
識課程規劃設計與教材應用及教學現場回饋，期望藉此拋磚引玉就教於學界老師
們，並精益求精令教學方法更趨近於現實所需。
關鍵詞：歷史教學、通識教育、臺灣史




嘉南藥理大學休閒保健管理系助理教授
本文原篇名〈台灣史教學規劃與實務應用之探討〉，2017年11月17日發表於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主辦之「近代歷史的人事物」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老師與同學的指教，及學報
匿名評審老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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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推動有其困難之處，即在教育部指揮與管理下運
作，如各校組織、課程類型、學分架構、教學內容、教師薪資及學生學費等。臺
灣的大專院校課程過度專業分化，在「零碎化」的課程學分結構下，學生每學期
修習的系所科目數量過多，導致非以專業性知識培養為目的的通識教育課程，很
難不被邊緣化與視為營養學分。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更受制於學生一入學就分
屬於專業系、班的制度，致使學生的課堂交流也傾向以班級為單位，學生以修習
本系課程為主，通識教育被視為次要科目，學生也很難跨領域自主學習。
各大專院校常將校訓與辦學宗旨納入教學活動當中，臺灣通識教育作為大學
生接受專業科系知識外的統合性課程，則被賦予整合社會脈絡的各種知識或技能
性課程，豐富學生的生活內涵，加強學生的人文素養，增進學生跨領域的知識與
技能。1958年，教育部頒佈「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規定，將國文、外文、本國
歷史、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通識課程等科目訂定為各大學院校必修課程，
隨後在1964年、1973年、1977年做局部修訂；並在1984年頒布「大學通識教育選
修科目實施要點」
，通知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辦理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共
4~6學分之課程，此乃國內各大學全面辦理通識教育教學之開始。1993年，修正
為國文、外文、歷史、憲法與立國精神、通識課程5大領域；1996年起，國文、外
文、歷史、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通識教育、軍訓及體育等共同必修科目，
改由各校決定必選修。此後，透過多元整合的課程設計，將同儕討論、實地參訪、
社團活動融於教學中，使通識教育成為融入專業、統整社會資源、與社會互動的
一種知識學習活動。 1
1993年，教育部將原訂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中國現代史（6學分）
，改為「本
國歷史」（4學分），而原屬於大學共同必修的歷史課程也受到很大的衝擊；1995
年起，大法官會議釋憲解釋教育部統一規定大學共同必修課程違憲，所以各大學
院校開始規劃校定共同科目及通識課程；此後通識選修課程提升至10學分也更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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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校定必修轉變為歷史、憲法、資訊等課程，並無很大的變化。接著，教
育部顧問室從2007年開始推動「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劃」
，補助大
專院校的執行年度目標，如開設核心通識課程、全校課程地圖、行動導向/問題解
決導向通識課程、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
識課程及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2
根據梁家祺2009年對44所台灣公私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畫現況的分析，大
多數學校仍以共同必修和通識課程分類選修為主，大致上分為三類:「 分類選修」、
「核心通識+分類選修」、只有「核心通識」的一般通識課程規劃。核心課程中所
劃分的核心領域略有不同，有些學校依照較傳統的知識領域分類（如人文與藝術、
社會探究、自然與應用科學等）
，有些學校則依照思維方式及對知識的理解做分類
（如生命探索、藝術與美感、社會與文化、科技與社會、文化經典、歷史分析等），
也有學校根據辦學特色鎖定應用的方式做分類（如健康保健、歷史宗教與哲學、
法律與生活、藝術與創意、資訊與科技等）
。比較多的規劃是涵蓋中文、外文、歷
史、憲法與資訊素養等基礎課程，或針對辦學特色及對學生素質的不同要求，在
共同必修中安排了宗教哲學、藝術美學、倫理、媒體識讀、方法學與經典等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必修中的歷史與憲法，已有許多公私立大學將其逐步轉化為
一般通識中的分類領域課程讓學生自行選修，例如：歷史轉化為文史領域的課程，
憲法轉化為社會科學領域的課程，顯示兩課程已在課程鬆綁的趨勢下逐漸在共同
必修課程中弱化。 3
以逢甲大學為例，對全校通識教育課程的重新規劃設計，將歷史改為文明史、
憲法改為公民素養，課程內容以跨領域整合的方式呈現，並將較為制式的課堂講
述與專題演講、參訪活動等結合來活化課程，為早期共同科聘任的歷史與憲法師
資找尋另一條出路。從歷史通識課程來看，逢甲大學修訂「本國歷史」課程為「歷
史領域」課程，開設「史學概論」
、
「歷史研究與應用」
（傳統與現代、臺灣近代歷
程、歷史與人物、應用歷史）等課程；其他學校如：南臺科技大學的基礎通識課
程，開設「台灣與世界」
，另於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兩領域裡，設置藝術美學類、

2

3

梁家棋，〈台灣公私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現況分析〉，《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7期
（2009年12月），頁80；教育部顧問室，〈教育部補助及輔導大學校院推動以通識教育為核
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劃要點〉，台顧字第1010018353G號令，民國96年4月2日至民國101年3
月 1 日 ， 教 育 部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
id=FL042758，2018年2月9日。
梁家棋，〈台灣公私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現況分析〉，頁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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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類、法政與社會類，開設「百年臺灣歌謠」、「台南文化與生活」、「臺灣
原住民文化」、「臺灣民俗與風物」、「臺灣自然地景」等課程；嘉南藥理大學的核
心通識課程下設「認識台灣」類別，開設「民主法治與生活」
、
「台灣歷史與文化」，
另於人文社會領域的發展通識課程中，開設與臺灣人文歷史相關選修課程。 4
無論是臺灣史的專業教學或通識教學，針對不同入學管道的大學生的課堂教
學，皆因應上述大專院校的課程規劃與設計方案，與時俱進且轉變歷史教學理論
與教學方法，像是影視史學、虛擬歷史、檔案應用、批判思考、古蹟導覽、口述
訪談、田野調查等；讓歷史成為動態且生活化的實用課程，激發學生對臺灣史各
項歷史議題的興趣，培養學生認識鄉土、愛護家園的情操；進而學習多元文化思
考與創新技能，以更寬闊的視野，勇於面對外界的問題與挑戰。本文內容先簡單
介紹嘉南藥理大學的臺灣史教學概況，論述個人多年來在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
規劃設計與教材應用，及現場教學回饋及檢討，期待與學界老師們進行歷史教學
規劃與實務應用之討論。

二、嘉南藥理大學的臺灣史教學概況
嘉南藥理大學由專科、學院及科大等升格改制後，學校的通識教育課程亦隨
之變革，歷經通識教育中心的實質設立及單位虛級化，持續主導全校性的通識課
程教學與行政業務。
在專科時期（1966~1995）原稱共同科，負責教授教育部訂定共同必修之基
礎課程，如國文、英文、公民、中國地理、中國歷史、國父思想、中國近代史、
軍訓、體育等。 5 學院時期（1996~1999），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課程開設
事宜，並將通識課程區分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休閒保健等四類；2000年改名
科大後，將原有共同科之國文學群、英文學群、社會學群及體育學群合併，成立
4

5

胡志佳，〈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歷史課程設計與實施分析〉，《通識教育季刊》，第8卷第3期
（2001年9月）
，頁77~81；梁家棋，
〈台灣公私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現況分析〉
，頁86；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 101至 104學 年 度 入 學 者 適 用 之 通 識 課 程 架 構 圖 〉， 網 址 :
http://genedu.stust.edu.tw/tc/node/CArchi，2017年11月1日; 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7
至105學年度四技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2017年11月1日。
共同科必修之基礎課程，如國文、英文、公民、數學、化學、音樂、日文、中國地理、中
國歷史、中國文化概論、法學概論、國父思想、中國近代史、軍訓、體育等，參考自嘉南
藥理大學教務處，
〈私立嘉南藥學專科學校日間部畢業學生歷年成績表（五年制藥學科民國
六十四年入學）〉，201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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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教育中心，隸屬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負責通識課程之規劃、審查、排
課等相關事宜，仍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之督導與管理。
91學年度（2002~2003年）起，通識教育委員會提升層級，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以推動全校的通識教育事務，人文社會教育中心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執
行通識教育委員會之決議，規劃安排全校各系的通識課程，並與專業課程相呼應。
為落實通識教育理念，將通識課程劃分為核心通識課程與發展通識課程兩類，前
者以培養學生之基礎能力為目標，後者則以拓展學生知識視野、涵養博雅胸襟為
目標。 6

圖2-1 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2002年)
6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成立宗旨，配合本校辦學理念，以博雅的全人教育與各系所堅實的專業
教育相結合，共同培育崇真務實之健康產業優秀人才。透過通識課程的規劃與安排，落實
教育部訂定全國通識教育「八大核心能力」指標，並呼應本校依辦學特色所設之「九大核
心就業力」指標，期許本校學生經由通識教育課程的陶冶，能成為「博雅的專業人」
，符合
國家社會對新時代優質人力的要求。而「九大核心就業力」指標，分屬於「基礎能力」
（語
文能力、資訊能力、溝通能力）
、
「專業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實務理論與創新、判斷分
析與解決）與「工作態度」
（倫理與人文、關懷與敬業、熱誠與合作）三大面向，而歸依於
崇真務實之「真實」校訓。在基礎能力之養成上，通識教育中心規劃依「八大核心能力」
之「中文表達能力」
、
「外語能力」
、
「資訊能力」
、
「人際互動能力」指標所設計之相關課程，
期使本校學生能具備完善的基礎能力;並將「品德倫理素養」、「法治觀念」、「解決問題能
力」、「創新思維能力」融攝入課程之中，期使本校學生能具備良好的工作態度，得以與專
業系所造就之專業能力相得益彰，成為本校校訓所期許之「真」、「實」的全人。嘉南藥理
大學教務處，
〈99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資料表（行政類—教務行政）〉
，2010年11月1日，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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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2006~2007年）起，通識教育中心改制為實際教學行政單位，仍
隸屬於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編制有40位專任教師及2位專任職員，並提供專任教
師個人研究室及相關設備。96學年度（2007~2008年）起，中心提升為學校一級
學術單位，與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藥理學院、民生學院及環境學院平行。如圖
2-1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所示，通識教育中心設置中心主任1人，行政人員2
名，專兼任教師共168位，分別隸屬於文哲組、法政組、外語組及健康與資源暨發
展課程組；其中專任教師35位，包括教授1位、副教授4位、助理教授16位、講師
14位，及兼任教師133位。 7
自92學年度（2003~2004年）起，納入本校校務發展與教育部「推動大學通
識核心課程方案」之八大核心能力建立等二項課程規劃之原則，提出新的通識課
程設計與類群配置 8，並配合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辦理與通識課程相關的各
項活動。核心通識課程新增4門素養課程，包括「健康與生活」
、
「環境永續與生活」
、
「藥物科技應用概論」及「中國哲學導論」
，以符合本校辦學宗旨及提升學生人文
素養；強化學生語文學習而列入的「應用文與習作」
，並增列發展通識課程之「外
語領域」
；為使學生認識臺灣、關懷本土文化，規劃「台灣歷史與文化」及「民主
法治與生活」兩科。
97學年度（2008~2009年）起，因推動本位課程，通識課程再度調整。如圖
2-2 97學年度四技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將通識教育課程區分為兩類：核心通識
課程與發展通識課程，前者為全校各系學生共同必修，合計22學分，課程內容依
據「基本能力」
、
「素養導向」
、
「認識台灣」三個面向進行設計；後者特別新增「外
語」領域，開設外國語言與文化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觀；並將原來的「生命」
領域課程併入「自然」領域，維持發展通識課程五大領域的架構，各系學生可在
7

8

從共同科時代到通識教育中心設立後，所開設的必修共同科目與必、選修通識科目都依照
教育部規定而開課，所聘任的專兼任教師專長皆符合通識科目專業教學課程所需；文哲組
包含國語文與歷史兩個學群，歷史專任老師並非都是中國近代史與台灣史領域出身的研究
者，歷史兼任老師多半是符合通識歷史課程的研究人員，少數專兼任老師身兼歷史與法政
專長能任教兩領域的課程。參考自通識教育中心的排配課資料與諮詢資深專任歷史老師所
知資訊。
92學年度起，本校通識課程規劃更趨完善，分為「核心通識課程」與「發展通識課程」
，前
者以培養學生的基礎能力為目標，包含「文學」
、
「哲學」
、
「英文」
、
「台灣史」
、
「憲法」
、
「資
訊」、「體育」、「國防教育」、「勞動合作教育」等課程；後者以擴展學生視野、涵養博雅氣
質為目標，分成「人文」、「社會」、「自然」、「生命」、「藝術」五大領域，提供多元的知識
觀點，幫助學生據以建構省思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基礎。田博元，
〈總序〉
，
《台灣歷史與文化
（第三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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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領域中各修習2學分，合計10學分。 9

圖2-2 97學年度四技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2008年)

圖2-3 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2016年)

9

嘉南藥理大學教務處，〈99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資料表（行政類—教務行政）〉，頁104~105；
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97-101學年度中程發展計
畫〉，2010年1月31日；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通識課程修課指
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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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106學年度四技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2017年)
103學年度（2014~2015年）起，通識教育中心組織微調，設有通識教學組、
語文教學組及文化藝術館，參見圖2-3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2016年)，所有專
任的通識教師轉調為各科系專任教師，兼任的通識教師聘任亦交由各科系聘任；
核心通識課程保留基礎能力且精簡化，發展通識課程從六領域改為四領域，如圖
2-4 106學年度四技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所示，102學年度起，人文素養與藝術文
化、自然科技與健康生命等領域時合併或分立，外語領域併入人文素養領域裡，
並且新增了發明三創領域及自選領域。通識教育中心繼續規劃全校的通識教育課
程，配合教育部先導型創新教學計劃與高教深耕計畫，進行課程改革與辦理各項
研習活動。 10
臺灣史及相關領域教學方面，通識教育中心歷年來開設「台灣通史」、「台灣
歷史與文化」、「台灣文學」、「臺灣旅遊英文」、「臺灣文物」、「台灣諺語」、「臺灣
水資源」
、
「台灣傳統建築賞析」
、
「臺灣原住民音樂賞析」等通識必修與選修課程；
文化事業發展系與觀光事業發展系則開設「臺灣史專題」
、
「台灣節慶與禮俗」
、
「臺
10

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介紹，網址：http://www.edu.cnu.edu.tw/?.p=HjEY&.hl=zhtw，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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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原住民族概論」、「臺灣建築專題」、「臺灣地形及地質觀光」、「臺灣建築與聚落
導覽」等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另有專任老師開設相關的發展通識課程，如「原
住民部落導覽」
、
「客家歌謠賞析」
、
「台灣客家文化」
、
「臺灣府城巡禮—樂遊台南」
、
「走讀台南」課群課程。
「台灣通史」
、
「台灣歷史與文化」為全校性必修歷史通識
課程，通識教育中心各組依據課程教學編纂教科書作為共通教材，但仍由授課教
師自由決定課程教學進度及內容評量，如作業、報告、測驗等。
教育部為輔導技專校院改進通識教學品質，促進大學校院推廣優質通識課
程，提供各校申請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並且建置「台灣通識網」
，以開放通識
課程資料庫 11，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亦鼓勵教師多申請有關計畫以補助課程教學。12
此外，為配合教育部98~106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的執行，在課程中安排臺灣歷史專
題講座、文化資產古蹟參訪活動、海報設計比賽暨成果展、歷史專題報告競賽等
活動；並將藝文涵養融入教學課程，人文藝術與社會等發展通識領域課程加入有
關活動，如安排修課同學參與藝文涵養系列與駐校作家講座，並舉辦通識特色課
程海報成果展及藝文研習活動。 13
11

12

13

台灣通識網推廣中心，台灣通識網：開放式通識課程，網址：http://get.aca.ntu.edu.tw/getcdb/，
2017年9月15日。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優質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補助，97學年度通過「生
態工法與永續生活」與「美感與造型」兩課程；並獲得教育部「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強
化創新計畫」補助之「經典文獻史料研讀」教學計畫。98學年度申請通過多件優質通識課
程計畫，如教育部「法學教育研究創新計畫」之「快樂學法律」課程；
「推動新移民之原生
社會文化公民與人權及健康醫療教學發展計畫」之「新移民與在地認同」課程；
「雲嘉南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巡迴課計畫」之「自然科學概論」課程；
「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優質
通識教育課程計畫」之「中國哲學導論」與「英文廣讀策略」兩課程；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
院辦理永續發展通課程」之「綠的永續生活」一課程。嘉南藥理大學教務處，
〈99年度科技
大學評鑑資料表（行政類—教務行政）〉，頁115。
汪中文主編，《2011年台灣歷史與文化系列活動紀要》
（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1
年12月）；楊朝成、汪中文主編，《2012年台灣歷史與文化系列活動紀要》（新北市:新文京
開發出版公司，2012年12月）；楊朝成、汪中文主編，《2012年藝文涵養課程與系列講座紀
要》（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2年12月）；汪中文主編，《2011年嘉南藥理大學通
識教育講座》
（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2年1月）；楊朝成、汪中文主編，《2012年
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講座》（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3年1月）；王雅瑩主編，
《102-2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成果集》
（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3年7月）
；王雅瑩、
楊朝成主編，
《2013年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講座》
（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4年
1月）；楊朝成主編，《通學識遠:103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成果集》（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
公司，2015年7月）
；楊朝成、杜平惪主編，
《通學識遠:10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成果集》
（新
《通學識遠:105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
；杜平惪主編，
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6年7月）
成果集》（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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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規劃設計與教材應用
本人從2009年開始到嘉南藥理大學任教，2009~2013年，編制在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課程以必修歷史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化」為主；在此期間曾申請優質通
識教育課程計畫，而新開設通識社會領域課程「臺灣的族群與社會」
，作為「台灣
歷史與文化」的進階通識課程；隨後響應進修部「網路教學」開課的需求，加入
學校教學卓越計畫的創新教學模式，申請必修歷史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化」的半
網路之線上教學。2014年迄今，轉任休閒保健管理系暨研究所，教授課程改為系
所專業選修課程「遊程暨節慶活動規劃」與「人文生態解說與訓練」為主;並且繼
續教授必修歷史通識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化」
；同樣配合進修部「網路教學」開課
的需求，2016年申請必修歷史通識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化」之完全網路教學。
（一）課程教學規劃與設計
回顧這幾年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通識課程教學規劃設計，根據學校時程
依序安排各單元的教學內容，如導論、臺灣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臺灣原住民及
祭典、大航海時期：荷西與明鄭時期的臺灣、滿清前期：臺灣漢人社會的形成、
滿清後期：臺灣開港及建省、日本時代：近代化與殖民地化、日本時代：武裝抗
日與戰爭時期、戰後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等；隨
著各單元主題播映臺灣史前文化或原住民、大航海時期或滿清時期、日治時期或
戰後迄今的紀錄片與劇情片；並因應新聞報導與流行議題更新網路資訊，提供多
媒體的網路資源給修課同學們參考；另外除了期中考與期末考紙筆測驗外，也依
照各班級專業分野，規劃修課學生進行臺灣的地名、臺灣的歌謠、臺灣的節慶與
民間信仰、臺南意象、臺灣各產業及美食小吃等分組專題報告。 14
關於「台灣歷史與文化」的網路教學規劃設計，線上教學與面授教學仍有所
區別，因應本校網路教學的規定行事，事先預約網路教學組的教學錄影，將臺灣
史教學的視訊錄製完成，並建置於「嘉藥影音網」
，透過「網路大學」教學平台連

14

本校藥學系班級同學的程度較高，對台灣史的許多議題頗有興趣，會跟任課老師討論紀錄
片與有關議題，相當認真參與專題報告製作；粧品系、幼保系、休閒系、觀光系、餐旅系
等班級同學偏動態實作趨向，在台灣地名導覽、歌謠介紹、節慶與民間信仰介紹等專題報
告上很有創意及多元化；食品系、保營系、醫管系、老服系、社工系等班級同學的專題報
告較為嚴謹分明，且側重於主題內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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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觀賞教學視訊。 15 2014年的上半年，首度申請開設臺灣史課程的網路教學，因
此採行混合式網路教學，即一半面授教學、一半線上教學，含期中考與期末考的
紙筆測驗；安排修課同學每單元的線上作業、線上測驗、議題討論，面授教學時
鼓勵同學遵循線上教學進度、補充課外知識及課程內容的紙筆測驗。2017年的下
半年，再次申請開設臺灣史課程的網路教學，運用先前錄製的臺灣史教學視訊，
採行完全網路教學，即三次面授教學、其餘線上教學；與修課同學商討各單元的
線上作業、線上測驗、議題討論之比重，透過網路社群與線上討論室督促所有教
學進度、補充有關知識及複習紙筆測驗內容。
「臺灣的族群與社會」發展通識社會領域課程之教學規劃設計，原先配合優
質通識計畫『溝通的藝術』課群課程教學而申請開課 16 ，本課程自行訂定各單元
的教學內容，如臺灣族群概論、臺灣開發史中的族群關係、臺灣族群政策的發展、
醫療傳教對臺灣住民的影響（跨文化溝通倫理）
、日治到戰後初期的族群關係、戰
後來臺的新移民:外籍勞工與配偶事例、臺灣新移民女性的探討、海外華人社會的
發展:臺灣移民社群、海外華人文化解讀、海外華人教育的發展；課程中安排學生
分組討論以下議題，如自身族群的認同及對他族的看法、對新住民及海外移民的
認識等 17，因應各單元課題於課堂上播放相關影片，增進學生對該課題的認知；18
15

16

17

18

嘉南藥理大學圖書資訊館，嘉藥影音網/學習館/各系校園學習/通識中心/李巧雯老師，網址:
http://cvod.cnu.edu.tw/channel/show/id/188，2017年10月11日。
因應『溝通的藝術』課群之課程設計，包括本課程『台灣的族群與社會』及『性別平等教
育』、『溝通倫理』、『語言修辭美學』等課程，四門課程相互支援教學，並邀請校內外專家
學者演講，課程內容皆由群組老師與校外專家自訂，故採用自編教材教學，並指定列出相
關參考用書、講義教材教學。
分組討論（一）台灣族群的再思考議題，探討以下問題：何謂族群、我的遷移經驗、台灣
族群的刻板印象、漢人移民開發溯源、外省族群的族群想像、台灣各族群的宗教與文化、
西方醫療傳教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台灣四大族群的過去與現在、台灣的族群與融合；分組
討論（二）對新住民與海外移民族群的認識，探討以下問題：台灣新移民勞工及配偶之討
論，如刻板印象、實際接觸經驗、社福團體與政策、族群分類與在台分佈、社會影響與自
身認同、多元文化與因應；台灣移民群體之探討，如華人移民族群名稱、不同時期的華人
移民與社會、海外華人分佈、移民政策、著名代表、移民機會與遷移體驗、移民文化、兩
岸交流感想。
與台灣族群開發有關的紀錄片，如胡台麗製作《穿越婆家村》
、
《石頭夢》
、
《蘭嶼觀點》
、
《愛
戀排灣笛》，唐湘竹製作《海有多深》、《山有多高》、《路有多長》，潘朝成製作《鳥踏石仔
的噶瑪蘭》
、
《吉貝耍與平埔阿嬤》
、
《代誌大條：番親有來沒》
，陳潔瑤編導《不一樣的月光
-尋找沙韻》，結合原住民歌者、傳統歌謠、當代創作與電影影像的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
了你》；跨文化交流的西方醫療傳教對台灣住民影響之舞台劇如《黑鬚番傳奇：台灣的馬
偕》
；台灣「新住民」勞工與女性在台處境影片，如《望鄉》
、
《紮根在台灣的南洋姐妹》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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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組討論議題，安排期中評量（紙筆測驗）
，讓每位同學挑選有興趣的議
題撰寫申論題； 19 及期末分組專題報告—族群與社會的探索，讓各組學生自訂專
題報告主題，分別上台做口頭簡報。 20
（二）課程教材與史料應用
上述兩門臺灣史的通識課程的教材應用方面，除了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指定的
歷史教科書外，亦參酌坊間出版的其他教科書與專書及研究成果，不斷修訂教學
的網路教材或補充教材。
95學年度（2006~2007年）由本校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田博元院長擔任總編
纂，通識教育中心汪中文主任、文化事業發展系徐正桂主任及資深教授們擔任主
編，敦請各領域學有專精的教師參與編撰，並完成全系列專為科大學生編寫的通
識教科書。 21 「台灣歷史與文化」課程，主要使用《台灣歷史與文化》教科書，
由通識教育中心歷史專任老師所編纂，透過七個章節如歷史、族群、地名、教育、
民間信仰、節慶與祭典及歌謠介紹臺灣歷史梗概。 22 授課時，參考不同的教科書
與專書，編纂上課使用的網路教材，推薦且新增網路參考資料，播放相關影片與
視訊，以供修讀本課程學生之課堂與應試參考。 23 例如，根據臺灣考古新發現與

19

20

21

22

23

的強納威》
、
《中國新娘在台灣》
；海外華人移民相關劇情片，如《喜福會》
、
《囍宴》
、
《推手》、
《少女小漁》、《非法移民》、《新宿事件》等。
諸如台灣族群的刻板印象、台灣族群開發溯源、台灣族群與姓氏分佈、台灣族群與政治認
同、台灣外省族群的想像。
每學期的期末專題報告主題不同，100學年度為台灣各族群之探討，101學年度修訂為台灣
多元族群產業與尋找台灣族群的文化產業之探討。
田博元，〈總序〉，《台灣歷史與文化（第三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5
年5月10日）。
劉燕儷主編，王淑端、李巧雯、吳遐功、王耀德、邱重銘、王俊傑編著，
《台灣歷史與文化
（第三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5年5月10日）。
「台灣歷史與文化」自行編纂的上課教材，主要參考本校指定的《台灣歷史與文化》教科
書，另外也取材自周婉窈著《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與《台灣歷史圖書（增
訂本）》，薛化元著《台灣開發史》，高明士主編《台灣史》，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
戴寶村著《台灣開發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台灣史》，駱芬美著《被誤解的
台灣史：1553-1860之史實未必是事實》、《被混淆的台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
實》、《被扭曲的台灣史：1684～1972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等。「台灣歷史與文化」
課程提供給學生參考的網路資料，有導論、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南島語族發源、原住民
民族誌、平埔族族裔認同及文化追尋故事、族群發展、姓氏源流、台灣人在滿州國、中國
疆域演變、戰後白色恐怖、時代回甘系列書目等。本課程課堂播映視訊及影片如下:台灣吧
的「故事・台北」、「客客客棧系列」
、
「台灣世界史系列」
、
「台灣史系列」
，中視六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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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已知左鎮人並非臺灣本島年代最早的遠古人類，新增史前人類研究成
果，像是臺南科學園區的大坌坑文化遺址、馬祖亮島人與澎湖原人，臺灣東部舊
石器時代長濱文化遺址及南島語族啟航調查等。臺灣原住民族自2001年起有邵族
等5族陸續正名成功，2014年中時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族2族成為台灣原住民第
15、16族，目前仍有許多平埔族的正名運動。
「臺灣的族群與社會」課程，則是參考許多臺灣族群研究專書、論文及網路
資源，自行編纂網路教材以教學；並不斷蒐集新聞時事、網路視訊、紀錄片或劇
情片，修訂更新現有課堂的臺灣族群議題，引導選修該課程的學生做各單元的議
題討論。24 由臺灣史教學延伸出對臺灣各族群的議題探討，諸如臺灣原住民影像
誌的部落寫真、臺灣族群語言政策的影響、臺灣各族群的姓氏分布與宗教信仰、
對各族群的刻板印象與實際接觸看法、跨國遷移群體與旅外體驗、臺灣的族群想
像圖、尋找臺灣各族群產業等。

四、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教學現場回饋及檢討
2009~2017年的8年間，每學期皆開設「台灣歷史與文化」必修通識課程，另

24

「穿 越 台 灣 五 千 年 考 古 揭 密 」專輯;公共電視紀錄片《打拼—台灣人民的歷史》、《發
現十三行》、《台灣、荷蘭、鄭家軍》、《台灣百年人物誌系列》、《傷痕二二八》、《紀
錄觀點:奇蹟背後》，國史館紀錄片《異人的足跡系列》、《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民
主路上的中華民國》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紀錄片《榮耀與寂寥—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
台灣歷史博物館修復日治影像《片格轉動間的台灣顯影》， 郭亮吟導演紀錄片《台灣少年
工的故事--綠的海平線》、《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黃銘正導演紀錄片《灣
生回家》，長天廣播紀錄片《台灣人在滿州國》、《最後島嶼—台灣防衛戰（1950-55）》、
《驚濤太平輪--1949東方鐵達尼號沉船之謎》，台灣大學出版中心之紀錄片《美援台灣與
狄寶賽先生》、《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聲影》，柯妧青導演紀錄片《她
們的故事》等。
「臺灣的族群與社會」自行編纂的上課教材，參考了許多學者的專書及研究論文，如王甫
昌著《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施正峰著《台灣族群政策》
、張茂桂編著《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李恩涵著《東南亞華人史》
、夏曉鵑著《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周敏著
《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
；網路資源方面，可參考原民會、客委會、僑委會、內政部移民署、
各市政府等政府機關建構之官方網站；因應各單元議題新增網路補充資訊，如台灣多元族
群的語言政策、族群與姓氏分布、族群與宗教關係、客委會的微電影廣告、台灣外省人的
生命記憶與敘事、台灣政治上的族群議題、林莉菁戒嚴時期漫畫中的族群認同、台灣新住
民時事報導及社會福利政策、林書豪現象的省思、海外移民的鄉愁探討、學生澳洲打工度
假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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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2011~2013年間的4個學期開設「臺灣的族群與社會」發展通識社會領域課程。
上述的臺灣史的通識教學課程都是面授教學，包括各學院的不同科系大二班級授
課及跨院系不同年級學生選課，
「台灣歷史與文化」課程從一個班級（60人）增加
到大班教學（80~120人）任教，通識教學的課程規畫設計與現場教學勢必得做微
調; 「臺灣的族群與社會」課程以一個班級為單位，視全校各院系學生選課人數
而定（20~60人不等），亦曾支援進修部開設班級課程（60人為基準）。
（一）面授教學現場回饋及檢討
「台灣歷史與文化」課程歷年來的學生對教師評鑑分數，隨著課程資料的累
積及教學現場的熟悉逐步提升，評量成績大致上落在77分至90分之間。修課學生
期中評量時多半回應無意見與很好之簡短詞彙，其他則是感謝任課老師的認真教
學、課程內容豐富、報告評論詳實、用心指導令其受益良多等意見，亦有對課堂
秩序、設備故障、試題艱難、評分標準之抱怨。
「臺灣的族群與社會」課程的期中
評量成績都在85分上下，選修學生網路回饋的反應不一，表達無意見者較多，有
反應簡報檔很漂亮、聽演講收穫良多、老師教學認真、輔助教材豐富、感謝老師
指導、增進其學習動力，也有對拆散科系的團體討論效果不彰、分組討論作業太
多、上台報告增加負擔的抱怨。
在「台灣歷史與文化」課程的期中與期末評量的學生答覆依照題意則比較制
式化，如對課堂播放影片的心得感想、課堂教學上的收穫、平時各組簡報準備及
聆聽他組報告的看法；批閱紙筆測驗時發現，近幾年的修課學生國語文程度普遍
下降，辭不達意或錯漏字越來越多。期中考後會安排教課班級的各組上臺簡報，
指定教科書的單元主題，讓修課學生自選主題製作專題報告，諸如臺南意象、臺
灣各地美食小吃、臺灣的地名、臺灣的休閒與食品產業、臺灣的歌謠、臺灣的節
慶與民間信仰。歷屆各科系班級學生的專題報告主題不乏創意與多元化，有些報
告主題令人頗為印象深刻，諸如臺南意象之古蹟、鐵道旅行、老屋新力、劍獅文
化、採蚵人生、菱角、七股鹽山、夜市、美食小吃；臺灣的節慶與民間信仰之各
地傳統節慶（新年、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中元普渡）
、廟宇慶典（王
爺建醮、媽祖進香、西港刈香、東港迎王）
、陣頭表演（八家將、官將首、宋江陣）
等；臺灣的歌謠之各族群的傳統歌謠、日治臺語流行歌曲、日治到近代的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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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國台語歌曲、地名與類別歌曲等。 25
在「臺灣的族群與社會」課程的議題討論與期中評量的學生答覆相當多元化，
像是因應個人的族群身分與親友經驗，提供對臺灣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實際接
觸體驗及族群溯源資訊（東部阿美族、苗栗客家、嘉義閩南人、閩南外省或原民
外省通婚）
；對臺灣的族群與宗教文化方面，肯定建立包容與尊重的文化交流，彼
此尊重與相互理解以促進族群和諧，舉例說明佛教與天主教兩團體之間的宗教文
化交流；並認為臺灣人的生活早已跟宗教密不可分，臺灣宗教繁多形成許多有趣
的文化景象，不同信仰的人們會一同參與各自的慶典活動。自選主題的期末專題
報告，各組同學的上臺簡報更是呈現多元化的特徵，包括原住民族文化與工藝、
閩南人王爺與媽祖信仰（建醮、進香）、客家文化（美濃紙傘）、臺灣新年與元宵
活動、臺灣族群鬥爭、越南新娘與新移民女性婚姻、臺灣傳統與現代產業（布袋
戲、歌仔戲、製香、流水席、餐飲服務、化工、汽車）。
（二）網路教學現場教學回饋及檢討
2014年的上半年與2017年的下半年，兩次開設「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混合式
與完全網路教學課程，上課對象為進修部與進修學院的二技畢業班學生，及進修
部四技的二年級學生。兩屆四個班級皆規劃線上教學、面授教學及紙筆測驗，大
部分學生依據教學進度表及老師公告內容，配合每次單元講課，觀賞影片與閱覽
講義後，以線上測驗來複習各單元內容，並上傳該單元的議題討論及課程作業。
網路課程規劃內容2013年曾與學校數位教學組同仁研議後，精簡往日面授教
學的舊有教材及錄製講課影片，面授教學時不斷向修課學生說明與解答疑惑，讓
學生逐步熟悉線上教學進度；並特別播映相關紀錄片與講解補充教材，及做各個
單元的教學內容總整理。線上教學時，透過網路大學傳訊系統或電子郵件發出通
知，督促學生的線上閱覽及作業繳交；面授教學時，學生習慣在課堂上踴躍提問，
課後請教相關問題；甚至期待日後繼續使用網路教材與教學視訊，作為親友的學
25

台灣歷史與文化的同學們對於各自上課所做的分組口頭報告主題內容最為深刻，藉由簡報
的分工製作學習團隊合作，對於上課聆聽或上台報告的自選主題有所印象，且深入了解台
灣的各地歷史發展、知名產業、宗教節慶、流行歌謠；甚至透過任課老師在課堂間播映的
影片或網路視訊及詢問家中長輩後，對台灣史的各個歷史階段有所理解及深刻見解，如台
灣原住民的弱勢困境及族群運動、滿清後期到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建設、皇民化運動下的台
灣人民處境、戰後台灣經濟奇蹟與民主化改革人物看法。參考自每個學期「台灣歷史與文
化」班級同學的期中考與期末考之申論答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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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顯見學生很認真、積極地自主學習。
修課學生的線上作業回應內容，有的遵守作業規定，查找資料撰寫而成，亦
有查詢許多資料彙整而成；特別是在家族尋根、戰後人物與產業、教育改革優缺
點及歌謠分析方面，很多同學透過這些作業反映個人真摯的心得、感想，讓批閱
作業的老師頗有教學相長、增長見識之感受。課程所規劃的非同步議題討論，藉
由面授教學與網路公告宣導，認真回應議題討論，於平時成績加分，並附加於期
中考與畢業考申論題當中，回應內容優異者標註星等，作為其他學生考試前申論
題的參考範本；大部分學生有空大上課的經驗，配合度相當高，在各次議題討論
回應上表現得不錯！少部分學生為了取得學歷才就學，對於上課毫無興趣，曠課
率高或不到校上課，從不觀看課程公告，也不注意電子郵件通知，他們的網路教
學的學習成效就不好。 26
首次執行網路教學時，最困擾的是學校網路大學系統跟3C設備不相容，因此
建議學校提供3C設備的奧援，讓學生可以不間斷地線上學習，或開放數位教學教
室，以供學生在線上教學時或課餘時間使用，更可搭配時下流行的社群軟體輔助

26

根據網路大學的〈102-2學期數位學習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其中兩份調查結果，醫管系、粧
品系、營養系二技畢業班38%同學與生活系四技11%同學有作答，兩班同學當中，有56%與
80%在家使用網路大學，其餘則是在公司或行動上網裝置使用網路大學，74%與100%的同
學每周使用頻率在1-2小時內，即便是混合式網路教學，同學們的線上教學表現還算不錯。
有94%與100%認可課程清楚說明科目宗旨、學分數及教學單元目標、提供適當的單元架構
及學習進度表，皆認同課程具體說明科目成績的考評標準、學生參與學習進度表中各種教
學活動的方法，教師適當使用多媒體等項目融入教材內容中。兩班同學皆認為本課程所選
用的教材呈現有清楚的重點提示說明，94%與80%的同學以為能提供實例或個案協助其理解
內容，100%與80%的同學認為提供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80%與100%的同學認為選
用教材能供充分的科目補充教材與外界網路資源，皆覺得課程的學習評量方式能夠配合教
學目標與教材內容、作業題目能夠協助學習者彙整教材重點並激發深層的思考及應用，教
師能依不同的教學單元提供適當的教學方式。100%與40%的同學以為非同步教學時，及94%
與100%的同學認為同步教學時，教師能及時回應學習者的問題且提供良好的回饋、有引起
學習動機的活動，由此可發現有一班對面授教學接受度高於線上教學。94%與80%的同學認
可教師會提供線上互動時間、100%與80%的同學以為能緊扣科目內容的學習、皆以為同儕
間的線上互動亦能扣緊科目內容的學習，而教師也會提供適量輔助的面授教學活動、詢問
學生的學習狀況以修正與改善教材及教學方式。100%與60%的同學覺得本課程適合使用數
位學習方式進行教學，100%與80%的同學以為課程安排較傳統教學方式更為生動活潑，94%
與100%的同學對本課程採用的網路教學方式皆感到滿意，認為網路教學能有效提升本身的
學習成效，整體而言有100%與80%的同學滿意本門課程，首次進行網路教學能有不錯的課
堂回饋，已是難得了。嘉南藥理大學圖資數位教學組，
〈1022學期數位學習課程教學評量問
卷〉，20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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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此外，考量到學生之間有城鄉數位落差與3C設備等級差異問題，也建
議學校改進網路大學與影音平台，加強學校網路系統的穩定性，讓學生藉由3C通
訊設備流暢地觀賞講課影片。礙於網路教學的標準規定，進修部學生也回饋，希
望降低線上作業、議題及測驗份量，配合其家庭照顧與日間工作之需求，彈性開
放讓學生得以達成自主學習的目標。 27
從混合式過渡到完全網路教學，第二次的網路教學課程，僅有三次面授教學，
其中兩次為紙筆測驗，基本上全部都是線上教學。因此與教學助理透過課程公告、
Line群組、電子郵件及網路大學同步討論室，跟所有班級學生公布每週次的教學
進度，並隨時隨地回覆學生的課堂提問。為鼓勵學生的線上討論室參與次數，將
學生登錄網路大學討論室與Line群組傳訊，視為紙筆測驗的加分項目。線上作業
與議題討論，與學生第一次面授教學時商議減量，同樣鼓勵非同步議題討論回應
與各單元的自我評量，作為紙筆測驗前的課程複習，也是平常成績給分的依據。
就網路教學的經營成果而論，無論是平常晚上班級或是週休假日班級的學
生，在教學進度達成率及同步、非同步討論次數不分軒輊。主因是任教時與教學
助理相當用心於公告事項、即時回覆提問、設計多種加分項目，讓學生的配合度
很高；除了少部分學生未能配合外，泰半學生肯自主學習，遵循每週次教學進度
完成各項功課，讓網路教學的成效大抵良好。學生們在同步討論室或Line群組的
提問，多半與各單元作業、議題討論、模擬測驗及紙筆測驗有關，偶爾會有私下
聊天與資訊分享及非課程訊息；一些學生相當配合課程的各單元主旨，加入課程
內容探討或延伸至時事討論，並分享個人的生涯規劃、業界現況、教育改革、新
聞媒體等看法，師生之間的線上教學互動良好，頗有教學相長之感。 28
27

28

李巧雯，〈嘉南藥理大學【台灣歷史與文化】二技畢業班網路教學課程成果報告書〉，2014
年6月13日；李巧雯，
〈嘉南藥理大學【台灣歷史與文化】生活101甲網路教學課程成果報告
書〉，2014年6月20日。
根據網路大學的〈105-2學期數位學習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其中三份調查結果，分別為粧品
系、營養系、餐旅系二技畢業班54%同學、職安系二技畢業班32%同學及醫管系、老服系二
技畢業班32%同學有作答；三個班級當中，有64%、63%、83%的同學會在家中使用網路大
學，其餘則是在公司或行動上網裝置使用網路大學，67%、25%、82%的同學每周使用頻率
在1-2小時內，有兩班同學在線上教學時較為認真。三個班級的同學皆認可課程教材符合自
學性質且份量合宜，選用教材呈現有清楚的重點提示說明、能提供實例或個案協助其理解
內容、提供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提供充分的科目補充教材與外界網路資源，課程
的學習評量方式能夠配合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課程的作業題目能夠協助學習者彙整教
材重點並激發深層的思考及應用。教師能依不同的教學單元提供適當的教學方式、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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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在職學生因工作繁忙，除了退休有心學習、認真向學者，實際上很難
達成網路教學的各項檢核數據，多賴首次上課商議後彈性微調課業分量，才有辦
法順利執行網路教學。在線上教學時，屢次遇上網路系統的故障問題，如同步討
論室、影音網視訊，只能向數位教學組反應以排除障礙，以利全職學生的行動學
習；有些學生年齡較年長，不擅長電腦系統操作，對網路教學平台各項功能不甚
熟悉，首次上課在電腦教室實地操作教導，及藉由網路討論的即時示範教導，才
有辦法讓年長學生流暢地線上操作。 29
不過，就實際教學經驗及學生回饋意見來看，網路教學所耗費的準備與輔導
時間比面授教學還要多，前者可彈性公告事項與回覆學生的提問，後者是在課堂
時間內處理教學事項與輔導學生；網路教學與面授教學的課程現場狀況不同，前
者更需要學生自主學習及老師的不斷輔導，後者僅在課堂時間或課後時間處理教
學事務，端看老師在課堂上的經營及學生個人對課程的興趣學習。

五、結論
由上可知，臺灣通識教育面臨課程結構的零碎化、缺乏整體化設計、教學僵
化少有互動、知識的零碎化與專業化等困境；之後在教育部對通識教育的重視與
跨校性的通識教育計畫推廣，如今各大專院校通識教育中心皆透過通識課程的改
革，如不分科系年級修課、跨院系整合課程、跨校同步與非同步課程、磨課師教
學、微學分學程、服務學習及自主學習等。令各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設計更加豐
富與多元化，提升修課學生對通識課程的興趣，進而學習到專業課程以外的不同
新知識與技能。 30

29
30

教學時能及時回應學習者的問題且提供良好的回饋、有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教師會提供
線上互動時間、能緊扣科目內容的學習，及同儕間的線上互動亦能扣緊科目內容的學習；
教師也會提供適量輔助的面授教學活動、詢問學生的學習狀況以修正與改善教材及教學方
式，同學們覺得本課程適合使用數位學習方式進行教學、課程安排較傳統教學方式更為生
動活潑。上述課程內容與教師教學的項目回饋比例，顯示線上教學的目標達成率極高，因
此同學們基本上對本課程採用的網路教學方式感到100%滿意，82%、100%、83%的同學認
為網路教學能有效提升本身的學習成效，92%、100%、89%的同學願意再透過網路大學修
習數位課程。嘉南藥理大學圖資數位教學組，〈105-2學期 數位學習課程教學評量問卷〉，
2018年1月15日。
李巧雯，〈嘉南藥理大學網路教學課程成果報告書（二技畢業班）〉，2017年5月31日。
林思伶、蔡進雄主持，〈全國技專校院通識教育現況調查分析計畫研究成果報告〉（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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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的歷史通識課程當中，從核心必修課程到領域選修的課程類別變化，由
中國化轉為在地化、國際化及多元化的趨向；臺灣史的教學現場更是與時俱進，
像是將「把歷史帶入生活」、「從做中學歷史」、「影視史學」、「虛擬歷史」、「媒體
與圖像素養」、「心智圖分析」等教育理念及方法納入課程規劃設計中，更是開啟
了歷史教學的實務應用的一個新方向。31 嘉南藥理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的創立及
發展，主要受到教育部主導的各項通識教育計畫的影響，從專科時期的共同科必
修基礎課程逐步演進為科技大學的核心與領域通識課程，單位組織也從附屬人文
社科學院過渡到院級的通識教育中心，中心內部編制與通識課程架構也幾經變
革，適應本校的整體課程規劃與配合各項教學計畫申請而訂立。個人任教的兩門
臺灣史通識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化」與「臺灣的族群與社會」
，分屬必修歷史通識
課程及選修發展通識的社會領域課程；在基本的「面授教學」與創新的「網路教
學」兩種教學模式當中，配合學校通識教育中心的教學活動，隨時隨地更新修訂
教學資訊，並且彈性微調現場教學方式，期盼加強非文史專業科系學生對家鄉-臺灣的認識，以增進他們對人文社會學科的興趣。

31

10 月 1 日 ~2007 年 3 月 31 日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相 關 領 域 中 綱 計 畫 成 果 資 訊 網 ， 網
址:http://hssda.moe.edu.tw/wSite/ct?ctNode=316&mp=1&xItem=16556，2017年11月6日；林從
一、柯華葳、苑舉正主持，〈人文相關領域中綱計畫:通識教育〉（2007年1月1日~2010年12
月 31 日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相 關 領 域 中 綱 計 畫 成 果 資 訊 網 ， 網 址 :
http://hssda.moe.edu.tw/wSite/plan.action?mp=1&type=M&dataType=0&planId=0300，2017年
11月6日。
鄭志敏，〈把歷史帶入生活、從做中學歷史--「台灣史」通識課程的教學理念與設計〉，《正
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1期（2004年6月）
，頁3~10；王文景，
〈影視與虛擬歷史在通識歷史教
學應用之探討〉，《通識教育學報》，第11期（2007年6月），頁3~14；羅志平，〈影視史學用
於歷史通識教育之思考〉，《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第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7~18；
王文景，
〈媒體與圖像素養融入教學之通識歷史課程—以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核心課程「歷史
懸案與神話解析」為例〉
，
《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
，第2卷第2期（2008年6月）
，頁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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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plann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Taiwan
history: an example on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 Science
Lee, Chiao-wen

Abstract
The study first reviews on the course planning and design programs in the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of Taiwan history. Secondly, the author briefly introduces her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explore knowledge of Taiwan history in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And then, the author introduces her course planning and
design programs, teaching material application, live teaching feedback. The author in
the end looks forward to take this course illustration to ask the academic teachers, let
her teaching method closer to the actual needs.
Keywords: Historical teaching, General education, Taiw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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