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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全人基礎課程-大學入門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進修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3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大學入門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必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簡秀雯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講師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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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間接相關]
  2.英文[無關聯性]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9.學習策略[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14.協調[直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2.管理時間資源[直接相關]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39.壓力調適[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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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直接相關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無關聯性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一、瞭解大學教育的目的與意義，體認大學生應有的修養及使命。
二、認識天主教學校的特色與全人教育的理念，幫助同學發展全方位的人生。
三、瞭解本系的課程與出路，幫助同學適應生活並有效利用校園資源，善度大學生活。
四、建立正確完整的價值體系、培養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發展大我與服務精神。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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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9/17
課程介紹
1.1「大學入門」課程源起與目的
1.2課程內容說明

2 09/24
自主學習 
2.1大學教育的異同
2.2自主學習的內涵與意義

3 10/01

做「輔大人」真好 
3.1大學教育的起源與發展
3.2 大學生應有的修養與使命
3.3分組 
3.4團隊建立

4 10/08 E-portfolio
(在電腦教室上課)

5 10/15
生活大師
(在淨心堂上課) 
5.1認識輔大的使命特色與精神
5.2聖堂體驗

6 10/22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6.1情緒智商（EQ）是什麼6.2認
識自己的情緒6.3情緒的調適與管
理（評估、調整、運用）
6.4認識自我壓力：壓力指數
6.5壓力反應與影響
6.6壓力的調適與因應

7 10/29 校園巡禮 7.1認識校園景觀(特色
)與故事7.2參觀校史室(19:35~)

8 11/05

分組報告(主題僅供參考) 
(1)輔大校史與行政單位 (2)健康
鐵三角:輔大診所、學輔中心與衛
保組、宗輔中心(3) 輔大美食(4) 
輔大建築之美(5) 輔大玩透透(6)
歡樂系隊

9 11/12

分組報告(主題僅供參考)
(7) 建國一路的生活機能(8)輔大
教授訪談(9)輔大修會(創辦單位)
訪談
(10)輔大型男女研究(11)流行in
輔大(12)讀書會(13)系友訪談

10 11/19
溝通與人際關係 
10.1群己關係10.2溝通的技巧
10.3學習稱讚別人10.4團隊動力
 

11 11/26 職涯探索 CVHS施測與解說
(在電腦教室上課)

12 12/03

 薪傳-學長姐分享 
12.1社團：學會幹部、社長(
人際) 12.2工作：系友分享（
就業）
12.3課業：求學經驗、讀書觀念與
方法（升學）
12.4問與答

13 12/10

愛情學分 
13.1魅力排行榜13.2男女大不
同13.3交往的階段與發展任務
15.4愛情三元素(何謂成熟完滿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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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17
聖誕節的意義 
14.1耶穌的故事14.2 社會關懷與
正義14.3實例分享(愛與服務)

15 12/24 參與子夜彌撒(停課)

16 12/31 愛情學分 影片欣賞與討論

17 01/07

生涯規劃與人生藍圖 
17.1如何撰寫計畫書及規劃的注意
事項17.2訂立具體目標與行動計
畫17.2.1短程：大學四年如何
過17.2.2遠程：未來目標（人生
藍圖）17.3全方位的人生（知人、
知物、知天）

18 01/14 期末回饋與分享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20 影片欣賞 0 討論 2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1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1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2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10

對話教學法 1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單元講義
活水
分組評分表

教科書
＊大學人門，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主編，輔大出版社，2002
＊邁向成熟-青年的自我成長與生涯規劃，黃惠惠著，張老師文化，1998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別為小事抓狂-快活人生100招，時報出版，1998
2.認識九型人格-重現古老的靈魂智慧，凱倫。魏著，世茂出版社，1997
3.尋找靈魂伴侶-從九型人格解析人際關係，蘭妮巴倫。伊利莎白華蓋利著，世茂出
版社，1997
4.善用你的性格型態，DonRichard Riso著，彭淑美譯，遠流出版公司，1998
5.情緒與壓力管理，黃惠惠著，張老師文化，2002
6.愛，上了癮，伊東明著，廣梅芳譯，心靈工坊文化事業，2003
7.虛擬前戲-網路交友美夢成真，伊芙雷根著，陳方智譯，性林文化出版，2003
8.走過女性一生，張小鳳等著，遠流出版公司，(大眾心理學全集)1990
9.青年的四個大夢，吳靜吉著，遠流出版公司，(大眾心理學全集)1990
10.割斷臍帶做大人，DrH．M．lJ訕pe血著，廖立文譯，(大眾心理學全集)
11.柏拉圖靈丹，馬瑞諾夫博士著，吳四明譯，方智出版社，2001
12.人生幸福與信仰，呂漁亭著，輔大出版社，1999
13.一粒麥子-輔仁傳奇傅良敬修士紀念集，輔大出版社，2006
14.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Mitch Albom著
15.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Mitch Albom著，栗筱雯譯，大塊文化，2006
16.大學之理念，金耀基著，時報出版，2003修訂版
17.搶救大學-都是行銷惹的禍?!，大衛克普著，賴慈云譯，天下雜誌，2004
18.為什麼小女孩的火柴賣不掉?寫給經理人的27個管理童話，葛羅莉亞悔耶、湯瑪
斯梅那著，陳系貞譯，究竟出版，2005
19.慢慢走，拔得頭籌!，羅塔爾賽維持 著，吳信如譯，知識流，2006
20.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李靜宜譯，本馬文化，2005，
21.大腦的主張，洪蘭著，天下雜誌，2006
22.一公升的眼淚一亞也的日記，木藤亞也著，明珠譯，高寶，2006
23.EQ-十週年紀念版，丹尼爾高曼著，張美惠譯，時報出版，2006
24.先別急著吃棉花糖，，喬辛．迪．波沙達及愛倫．辛格著，張國儀譯，方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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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戴爾卡內基著，詹麗茹譯，龍齡，2004
26.OFF學-會玩，才會成功，大前研一著，陳柏誠譯，天下雜誌，2006
27.世界是平的-把握這個趨勢，在21世紀才有競爭力 ，佛里曼著，雅言交化，2005
28.走過傷痛．輔大出版社，2004
29.管你的壓力，輔大出版社
30.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修女會，輔大出版社，2006

教學平台網址



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1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1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2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3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10

口頭報告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事假需前一周完成請假手續(最晚當周上課請假完成)
2.病假可於隔(下次)週上課時補請假(需出示就醫證明)
3.遲到扣該次出席(平時)分數之1/2
4.任何作業(含期中分組報告PPT及Word檔)皆須上傳ican
5.須完成epofolio及CVHS
評分方式:1.平時(含出席率、上課表現、討論單..)50% 
         2.期中分組報告(含口頭書面)20% :Word需附上組員每人500字心得。(同組僅需繳
交一份)
         3.期末個人生涯計劃書(含CVHS生涯作業)20%:至少1500字以上。
         4.[學長姐分享]心得一篇10% : 至少600字以上。
以上皆需繳交書面及電子檔(Word及PPT檔須上傳ican檔名範例如右:1031-宗-期中-組長姓名-
主題。
個人繳交Word檔如右:1031-宗-期末-學號-姓名。1031-宗-學長姐心得-學號-姓名)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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