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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授課目標（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大學教育的意義與使命(單元一～大學教育)
2. 認同輔仁大學的辦學精神及宗旨(單元二～輔仁大學)
3. 了解所屬學院的使命與特質及本系的定位及特色(單元三～所屬學院及本系介紹)
4. 了解及實踐所處的人生階段、發展挑戰及所應完成的發展任務(單元四～大學生的發展任務)
5. 掌握大學生活的各種資訊，了解課外延伸教育對全人發展的重要性(單元五～課外延伸教育)
6. 掌握圖書資訊，培養良好讀書方法及其他自我管理的習慣(單元六～學習與自我管理)
7. 協助學生了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為個人的近程與遠程生涯規劃(單元七～生涯規劃)

二、 基要理論（Foundamental philosophy）：

1. 全人教育
2. 通識教育
3. 專業教育
4. 真善美聖
5. 士林哲學
6. 輔大學派
7. 天主救贖

三、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講述 Lecture 25 影片欣賞 Film learning 15 討論Discussion 15
個案研討 Case study 15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15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 based 
learning 15

四、 授課方式（Presentation of the course）

1、 前一節按預定進度概要說明。
2、 由學生就所聽概要以文字、表格、及圖象陳述其見解。
3、 二節之間由教學助理將學生作品製成影像檔。
4、 下一節前段播放學生作品,由老師及學生詮釋並討論。
5、 下一節後段概要說明下一進度的討論主題。
6、 按照此一循環完成計劃課程。

五、 各週授課進度（Weekly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備註
Note
1  認識同伴  
   任課老師介紹 
   攝影
   分組
   課程簡介 
    
2  溝通與表達 
   自我介紹及行銷 
        自己的長處 
        別人的長處 
   遊說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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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學的基本理念 
   為何要唸大學
   國內外大學發展的情形
   系的教學目標：專業課程規劃與全人教育的落實
   系所活動 
   課程結構分析
   學長作業成果欣賞
   
4  校園環境認知 
    
   大學校園 
   輔大校園 
   他校校園的比較
   輿圖及地圖解讀
 
4  校園體驗
   中軸線
   圓環
   各使命單位
   紀念性建築
   公園
   學院
   生活設施
  
5  瞭解輔大的歷史、特色與使命(一)
  
   淨心堂 
    
6  瞭解輔大的歷史、特色與使命(一) 
   校史館 
  
7  瞭解校內相關行政單位及其資源與服務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使命單位 
    
8  系的定位、歷史、現況與發展方向
   瞭解所屬學門的起源與發展、學院的歷史、特色與使命
   介紹系上的相關規定與重要活動
   畢業生出路(優秀系友的訪問)
    
9  期中報告 
   校園佈置構想作業 
    
10  服務學習 
   聖誕校園佈置
   歷年作品介紹
   本屆作品發表 
   
11  優點轟炸 
   宿營的心得經驗分享 
   化粧遊行的心得經驗分享 
    
   
12  兩性關係與兩性平等  
   法令解說 
   舉例說明 
         世界咖啡館討論 
    
13  情緒管理  
   學校安排演講 
    
14  時間管理 學習地圖 e-portfolio 及CVHS系統 
   規劃四年大學生涯(含選修、輔系、雙學位及學程的選擇) 
   配合本系教學目標及未來出路 
    
15  課外延伸教育自治性組織(課外組) 
   社團(課外組)
   生活資源單位(生輔組、衛保祖、軍訓室)
   打工(就輔組)
   專業倫理淺談
    
16  性向選擇與專業倫理 
   電腦動畫 
   視覺傳達 
   金屬工藝 
   室內設計 
    
17  讀書觀念與方法 
   使用圖書館 
   如何撰寫讀書報告、準備口頭報告 
    
18  期末報告  
   畢業學長的訪問報告 



六、 授課預期成果（Expected fulfillment）

1, 使學生認識同伴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
2, 使學生善用表達的技巧和人作無障礙的溝通。
3, 使學生大學的基本理念。
4, 促進學生對校園環境的認知。
4, 使學生實際體驗校園，認識生活環境。
5, 使學生瞭解輔大的歷史、特色。
6, 使學生瞭解輔大的使命及實施的情形。
7, 使學生瞭解校內相關行政單位及其資源與服務。
8, 使學生瞭解系的定位、歷史、現況與發展方向
9, 藉聖誕校園規劃使學生經歷服務學習
10, 使學生體會服務學習的精神、意義享服務學習的成果
11, 使學生瞭解人際關係的重要且能欣賞同伴。
12, 使學生瞭解兩性關係與兩性平等的重要 。
13, 使學生瞭解並善於情緒管理。
14, 使學生瞭解時間管理 善用學習地圖 e-portfolio 及CVHS系統。
15, 使學生瞭解課外延伸教育自治性組織而熱心參與活動。
16, 使學生瞭解性向作選擇並能尊重專業倫理。
17, 加強學生的讀書觀念瞭解並善用方法。
18, 藉由期末報告對於學長的訪問而能從中吸取經驗以利傳承。

七、 參考書目授課預期成果（Reference）

1、 《大學入門》
2、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3、 《輔大建築景觀散步》
4、 《哈佛經驗》
5、 《大學教了沒》
6、 輔大建築之美(DVD

八、 學習評量（Learning Evaluation）：請說明各評量方法占總成績比率

(1). 各評量方法占學習成績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期中考Mid term examination 20 期末考 Term examination 20 隨堂考（小考）Quiz. 10
書面報告（含小組或個人）Report 10 課堂參與 Class participation 10 心得或作業撰寫 
Assignment 10
口頭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Oral presentation 10 面試或口試 Preview 10 自評與小組互評 Interview 0

(2). 學習成績，佔70%
(3). 出席率，佔30%。
(4). 缺席五次者不予計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