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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 
Course Syllabus,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制別（System）： □日間部（Day School） �進修部（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 

（Fall） 
□

第二學期 

（Spring） 
□

全學年 

(Entire Year） 

(中)楊仕裕 □專任（Full-time） �兼任（Part-tim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英)Shyh-Yuh YANG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職級（Rank）：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Phone)2905-2964 

(E-mail)paulyang@mail.fju.edu.tw 

辦公室 
Office 

(Room)YP313 

(Hours)週一至週五 8:00-16:30 

 

中文 
（Chinese） 

比較公民教育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英文 

(English) 
Comparative Civic Education 

學分數 
Credit Units 

2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社會科學通識    □人文藝術通識    □自然科技通識 

□國文  □歷史與文化  □外國語文-英文  □外國語文-非英文  

□大學入門  □人生哲學  □專業論理  □體育  □軍訓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中英文 □英文 

�其他少部分英文       

課程網站 
Course 

Website 

http://www.elearn.fju.edu.tw/ican

xp/iCANPortal/index.html 
教材上傳本校 iCAN：�是 □否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英文    □中英文   �其他少部分英文 

 

�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1. 瞭解各國公民教育的意義、目標及內涵。 

2. 明瞭各國的公民教育主張。 

3. 瞭解比較教育學的概念。 

4. 明瞭各國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及影響因素。 

5. 瞭解各國公民教育的發展、內涵及規劃方法。 

6. 明瞭各國公民教育學科的性質及地位。 

7. 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公民教育之異同，具比較公民教育的基本表述能力。 

 

�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1. 教育部(2005)。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社會學習領域」。台北：教育部。 

2. 教育部(200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臺北：教育部。 

3. 洪晟晏(2006)。普通高中暫綱公民與社會 Q&A 手冊。台北：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中心。 

4. 張秀雄(1999)。各國公民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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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光輝、詹棟樑(1998)。各國公民教育。台北：水牛圖書。 

6. 張秀雄(1998)。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施。台北：師大書苑。 

7. 課堂講義 

※學校規定提醒：「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並不得非法影印」。 

 

� 參考書目（Reference）： 

1. Carole L. Hahn 著，黃美筠、董秀蘭譯(2001)。美國的公民教育：現況與未來

挑戰。 

2. Monica J. Taylor 著，黃玉譯(2001)。英格蘭的道德與公民教育。 

3. 翁志宗(2005)。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公民與社會」教材綱要適切性

之研究。台中：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 

4. 蕭揚基(2004)。形塑現代公民：高中學生公民意識發展與培育之研究。台北：

韋伯。 

5. 黃玉、徐明、楊仕裕等(2008)。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

台北：洪葉文化。 

6. Murray Print 著，林佳範譯(2001)。澳洲的公民教育。 

7. David Butler, Austin Ranney (1994).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8. Annette Kuhn (2001). Social stud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ry.  

9. Murray Print , Kerry Kennedy , John Hughes (2001). Reconstructing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ustralia. 

10. Alan M. Sears, Gerald M. Clarke,Andrew.s. Hughes (2001). Candai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11. Franzosa, S. D. (1988). Civic Education : Its Limits and Condi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 Prakken Publications. 

12. Butls, Freeman. (1989). The Rivial of Civic Learning.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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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期中考 (a)+(b) 期末考 40 隨堂考（小考） (c) 

書面報告（含小組

或個人） 
(a)15 課堂參與 30(c) 心得或作業撰寫 (c) 

口頭報告（含小組

或個人） 
(b)15 面試或口試 (c) 自評與小組互評 (c) 

      

備註：若使用其他評量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 0。 

 

�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請說明各教學方法占總授課時數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講述 40 影片欣賞 5 討論 25 

個案研討 5 服務學習 5 問題導向學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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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遊戲 5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10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 0。 

 

� 核心行為（Core Behaviors）：請說明課程學習預期協助學生獲得下列行為的程度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4 整合與運用資源行為 2 

人際溝通行為 4 應變行為 1 

團隊合作行為 5 規劃行為 1 

創新行為 3 洞察環境（國際化）行為 5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沒有協助此行為，5 分代表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 課程學習與本校宗旨與辦學目標的符合程度（Degree of Conforming with School 

Mission and School Objectives）： 

宗旨 

（Mission）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真 3 人性尊嚴 5 宗教合作 1 

善 3 人生意義 4 服務人群 5 

美 3 團體意識 4 學術研究 2 

聖 3 文化交流 5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 分代表非常符合，請自行依序給分。 

 

�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的程度（Degree of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性別平等 4 品德教育 3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4 

環境保護 4 環境安全 3 智慧財產權 2 法治教育 2 

備註：請填寫 0-5 分，0 分代表完全未融入，5 分代表融入程度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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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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17 課程介紹及說明 
如何快樂學習比較公民教育、交分組名單、推

選小組長及自選報告領域 

2 9/24 
各國公民教育的基本概

念及實施 
介紹各國公民教育的基本概念及實施 

3 10/1 美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美國的公民教育 

(Carole L. Hahn 著，黃美筠、董秀蘭譯(2001)。美國的公

民教育：現況與未來挑戰。) 

4 10/8 英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英國的公民教育 

(Monica J. Taylor 著，黃玉譯(2001)。英格蘭的道德與公

民教育。) 

5 10/15 法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法國的公民教育 

6 10/22 影片欣賞 各國公民議題之探討－片名待定 

7 10/29 
影片欣賞分組報告與討

論 
各國公民議題之探討 

8 11/5 
各國公民與多元行動導

向之探索 
進行個人多元探索行動 

9 11/12 期中考 分組專題報告 

10 11/19 德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德國的公民教育 

(Annette Kuhn (2001). Social stud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ry.) 

11 11/26 瑞士的公民教育 介紹瑞士的公民教育 

12 12/3 加拿大的公民教育 介紹加拿大的公民教育 

13 12/10 日本、韓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日本、韓國的公民教育 

14 12/17 新加坡的公民教育 介紹新加坡的公民教育 

15 12/24 （聖誕夜校訂停課）  

16 12/31 中國大陸的公民教育 介紹中國大陸的公民教育 

17 1/7 中華民國的公民教育 介紹中華民國的公民教育 

18 1/14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依據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以下課程請務必於 98 學年度起於課程授課進度中納入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 

1. 大學入門：4 小時（兩性交往、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介紹）。 

2. 人生哲學：一學年需含 6-8 小時（社會中的性別關係、角色互動等）。 

3. 專業倫理：4 小時（職場中的性別關係與互動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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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每學期 2 小時（運動中的性別身體接觸、互動關係）。 

為避免課程間討論之性別議題重複，各課程相關參考議題與內容，將於開學前提供，

但請教師於課程規劃時先納入於課程進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