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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把書讀好，改變觀念，積習之外，
更要有有效的讀書方法。
1.
改變學習觀念:
學習的主體是學生而非教師。大學生如何學習，如何成長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教師只能提供好的訓練方式並要求配合。
2.
改變學習積習
中小學以升學考試為目的所造成的被動學習轉化成大學開拓人生的主動學習;從為書為人學習轉變成為自己學習。
3.
要改變、理性認知外，學習須有好方法，勤奮是美德，但很多學習上的困難和失敗、是
由不良的學習方法造成。它所構成的問題，未必單靠努便能排除;如深山迷路，左奔右
跑，費盡全力，未必能適時脫困。

二。學習怎樣發生一智識的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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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反覆思考
感官吸收───> 短期記憶	──────>長期記憶
組織，理解　(學問智識)  



有效的讀書，主要關鍵繫於學到如何記住眼睛從教材上攝取的學問和如何記住耳
朵自講課和課堂討論中吸收來的智識。
1.
感官吸收
我們毎天看到聽到萬千事物，卻未于留意。這既不會有記憶，也不產生學習。如走在人群洶湧的人行道上，看到成千成百的面孔，沒有記住，也沒有意義(其他例子類推)。這情形很像超級市場收款員經收的錢鈔，雖經他數過，但卻從不屬於他的。如果把這種漫不經心的習慣帶到讀書(含閱讀與上課)上來，學習效果自然無法彰顯，因為我們沒有『留意』也沒想『記住』。因此，問題首先在如何對感官吸收能有效的反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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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記憶
要把事情記住一段短時間並不難，只要用心，我們能將一些事情，諸如事實，概念，印象自感官行列提出來，放進我們的短期記憶中，使它成為我們的一部份。但這是『硬塞』的學習方式，效果很差，一則能塞進短期記憶庫的數目相當小，再則即使記住，很短時間內就會忘記。如考試臨陣磨槍硬塞硬記，但大半的東西在走出考場後就忘記了，這有點像拿了薪水，在皮包內放了幾小時就花光，或在電話簿中找號碼，把號碼記住到撥完為止，然後立刻就忘了，要長期記住大堆事實和概念，必須要另尋有效的方法來應付。
3.
長期記憶
長期記憶不只是強化的短期記憶，實際上是一種不同的學習方式。它將許多 短期組織成一套有意義的智識體系，並慎思明辨，理解其意義，重要性和關係。它是能夠隨時記得或者憶起的資料，有如銀行，隨時可以提領所須的錢。人類的長期記憶庫(智識銀行)容量無限， 要保存多久就多久;但沒有將感官吸收，短期記憶變長期記憶，等於把錢放在口袋而沒有開銀行戶頭。口袋中有限的錢很快花光以後就沒有資源了。對學習者來說，如何將需要記住的事納入長期記憶的財存庫，又如何在需要時取出，是要下點功夫理解，實行的。

三。研請指定課業的步驟，方法。
1
預 預覽
即預先瀏覽，先看看大致內容。做得好，可知道教材中要說的大致輪廓，明白主要的概念， 甚至看到主題的組織。既可幫助閱讀時找尋或辨認題。材中最重要的論點，又有助了解每一論題怎樣與其他相關論題配合。而研讀題材的結構獲得清晰的輪廓，可能是將所讀題材轉變成長期記憶的最重要關鍵。預覽可能碰到的狀況及做法是:
A.
有些題材將內容分成幾個論題或章節，有些在論題的開頭還附上簡略說明。若是這樣，看看這些標題，即可得知有關主題的一般觀念。同時還要注意各標題之間的關餘，以便將內容清楚的在心中組織起來。

B.
題材若沒有使用章節標題，可從首段或末段找出表達該段概念的主要句子。假如作者如此做，則那些主句也可達成章節標題所要達成目的。

C.
若 A.B 都沒有，也許章節的結尾處會有個摘要，把陳述過的重點羅列進去。如此請章節後摘要即可知大致紛廓。

D.
若 A.B.C 都找不到，就必須靠最困難，卻最有價值，最有幫助的方法~速讀，就是用眼睛迅速的掃描書頁，隨處挑揀一些片語，籍以得知作者究竟寫些什麼和他所採用的編寫方法。


2.
發問
研習時心中知道確實要找尋的東西十分有益，而發問使我們一開始閱讀 就直接去找尋要找的東西。它促使我們更加留意所讀的內容，留意細節;因而也有助於專心閱讀，甚至學會擬設問題，也有助於準備考試。發間的具體做法是:
A.
預覽時，甚至讀到章節目錄時，不妨稍停片刻反問自已，這種題目包含什麼內容? 儘量提出一些可藉精讀來解答的問題。

B.
儘量利用作者在章節後附列的一些問題，也是改進學習的途徑。


3.
閱讀
閱請要有效果，關鍵在於反應，也就是要好好思考正在閱讀的內容，而不是一字字看完而已。究竟能從所讀的內容中學得多少，完全要看心智機警到什麼程度，要看是否考慮到其中每一要點，是否考慮到每個單獨概念如何與其他概念產生關條而建立成一個全盤結構和組織。閱讀時有標題要注意標題;沒標題不妨邊讀邊在重點處劃線;比劃線史有效的是一邊閱讀，一邊將要點或幾個主要概念的關鍵語言主在頁邊。
4.　　
重述
將積過的內容用自己的話說一遍，而且要用口頭表達。當概念能變成實實在在的言詞，便確證內心已經清楚明白了。這是項重要的心智活動，有助於功課的理解和組織。而理解和組織同是將所學的東西放在長期記 庫中不可缺乏的要素。至於何時重述，則從一段，一節，甚至整章請完之後再進行皆可。大體越熟練越會在完登幸節段落之後再重述。
5.
考測
考測則是一種溫習的形式，也就是『重述』的縮略。其方法與重述相同，差異只在使用的時機是首次研習完畢之後。考測最有效的方法是注視在閱讀階段中所做的頁邊註釋，並藉此將內容重新組合起來。另外將教師所說的與課本所說的在腦中連貫起來，把事實和概念變成一個經過組織的整體也是考測必須做的。

小結:
預 ， 預，問，讀，述，考在學習的鏈鎖系統中，每一步驟都是要緊的一環。但整體來說，可分閱讀與反省二部份，而反省至少得用上一半以上的時間，因為思考比閱讀難些。預覽，閱讀是設法得知題材的大致輪廓，發問，重述卻需要下功夫去思考，去運用記憶，去理解和組織各種概念和智識。


四。上課增加學習效率的步驟，方法
1.
預習課業
上課前把自己準備好，是創造良好學習效果的前提。預習過教材，聽起課來就會一帆風順，而且以更強的理解力來聽。
A.
閱讀指定的教材。儘量用上章介紹的辦法。一旦對教材有暸解，上課就能很快明白且理解教師所講的

B.
對教材有清晰的理解，教師論及教材沒有但相關的題材，就可推測讓題材在整個科目中所佔的位置，同時也可得到一個組織和理解事實與概念的象統。不然，學生會認為教師離題，這對雙方都是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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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聽課
有效聽課層次很高的技巧，需要切實培養。
A 。
A.
考所思考所講內容
聽講是包括理解，判斷和分析所講的心智反應，必須用心智來處理耳朵聽來的資料;舒服輕鬆的坐在課室，張開耳朵，讓講詞來到耳中，不會有好效果。

B.
注視教師
這是幫助自己用心的一種方法，雖然盯住教師並不能保證心思也專注在教師所說的內容，但東張西望，絕對不是關心聽講。(記筆記時注視紙張是必要的)

C.
找找尋講課的藍圖和重心
課程有如房子，蓋房子有藍圖，教課也有類似的藍圖，上課聽講的每一部份都有助於整個課程的完成，所以得注意正在進行的工作，同時也要檢視這項工作在整個課程結構中的位置或關條。

D.
注重概念，含義和重要性
把閱讀時從段中找尋意見和含義的方法，經驗用到聽課上來，形成以剖析的方法聽課的能力。不要只聽話語和事實，而要不斷反問自己:教師所講的指什麼?同時還得將這些事實在腦中打轉並重作安排而形成一門科目中有意義的概念。

E
聽取特別強調的重點
教師講到特別重要的地方，通常都會用各種信號顯示出來，如提高嗓子，重說一遍，稍停，樹枝，列舉點數，... 方法繁多，得靠自己的警覺與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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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好筆記

記好筆記是專心聽課並將教師所論及的概念牢記在心的惟一住策，同時還可提供簡單而有效的溫習工具。課堂筆記是要點的紀錄，它很像閱讀時的項邊註釋，唯一不同的是課堂筆記必須記得很快，也快到不經思索就將所聽到的內容節略成幾個字寫下來。下面是可供學習，磨練並改進記好筆記的原則。
A.
用自己的詞語記講者的概念
能用自己的話來陳述教師所說的，大概已明白該課題;因為將教師的話換個方式來說需要高度的心智活動和注意力，這本身就能從聽課中學到，記到最大份量。又:預習極有助於理解，如事先對課程沒有粗略概念，將很難趕上教師的講課，也不易立刻將講詞變成自己話。

B.
簡潔
將教師的話提煉，濃縮。挑選其精華記下來。應當挑選關鍵性的字詞，甚至用一些符號，清楚紀錄。拋棄修飾性的字眼，也不要設法將教師的話全部記下來

C.
記概念，不要只記標題
小節標題是可以組成大綱，但標題並不代表解釋，也不代表全部概念。


D.
f 盡量多記
大多數科目中，絕大部份的智識是由許多重要資料逐漸累積而成，而不是得自一件偶發大事，或一項極重要的概念。所以應儘量把筆記寫得扼要，記下教師說到的許許多多的事項。也許當時沒有看清重點所在，但寫完一節課的筆記以後，通常可以看到整課中的要點

E
儘　儘快分門分類
記筆記時除儘量用行首縮進(或突出)，劃線，號碼，文字及其他自己喜歡用的方法來表示要點，還應考慮用活頁紙，各內容有其部位，遇有補充，可隨時插頁。記時也要寫得鬆散些，留點空隙好言表課後溫習時補充一些概念或加入一些可幫助瞭解的字眼。聽講時記筆記和閱請教材時重述效用是相同的。我們用自己的話來表達別人的觀念，不只是聽聽而已;閱讀時用心思考，不只是看看而已。



4.
溫習課業
	溫習筆記和上節筆記分門別類可當做一件事來做。先將整份筆記看一遍，看看組織恰不恰當，大網次序如不完整，可用數字，字母等重新標明順序，要不然，也該把要點澄清。這項工作的主要功能在於思考到每節文字的重要性，而非編號編得好或按時閱績而已
	二十四小時之內溫習筆記，會大有助於記憶和理解講課所提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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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進學習效能的要素(影響學習的心理因素)
學習是循一定的規則和原理產生的，但還需要其他因素配合，才能事半功倍。
1.
有　有志學習(具備動機)
具備動機是要有做某件事情的慾望，也就是確實知道要獲得的東西，並且一心一意要得到。有了準備功課的意願，才能把功課做得更好更快，這需做到兩點:
A.
認清究意要從這項(或這節)功課中得到什麼，也就是認清功課的r目的』

B.
反問自己並答覆這樣的問題:『這教材對我將來有什麼用處?』時時將所學的教材與未來工作會遇上的事情或需要聯貫起來，並注意其效用。如文學課程並非用來填塞空間， 白佔時間，而是可以幫助我們透視性，擴展視野。
如果什麼辦法都不能使我們提起勁來，只好請注意:還要應付考試。


2.
全　全神貫注(專心)
學習須要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才可暸解，記住教材的內容。前面百分之五十的注意力可設事實與觀念自耳目中給入腦子，但不能使腦子運用教材，也不會記得教材。停留在腦袋邊緣的智識與觀念，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提升到短期記憶庫已很困難，更不用談長期記憶庫了。如何集中注意力?

	一次做一件事，讀書的時候就讀書。
	安排不致分心的研習環境~固定的時問到固定的不太受干擾的地方做功課。!

3.
思考　思考所讀(反應) 
學習　學習是動態的過程，像棒球場上的中外野手，得使用奔跑，轉身，跳躍等動作才能把球按住。教育完全要靠自己積極參與學校課堂所安排的學習情況。面對新的觀念，原理，事實時就處在學習情況中，有了反應，即因反應之故而學到東西。學習的效果與所付出的反應，心思，幹勁成正比參與的;但除非腦子思考耳目吸收來的智識，否則我們不會學到東 西。促進反應的方法是什麼?
A.
閱讀 上課或閱讀做筆記:做筆記是使心智保持機警並專心處理耳目引進來智識之最佳途徑，因為要將內容真正思考過才行，而思考正是心智的反應。

B.
一節課開始時自問:『要從討論中得到什麼?』既有欲求與期待，便可迫使腦，眼，耳在學習過程中積桂工作。                             !!


4.
知　知道研習題材的全貌(組織)
玩拼圖遊戲，如事先看過整塊圖片再來拼湊，要容易得多。聽課與閱讀亦然，如能事先獲得文中大致概念，又能理解作者或教師要表達的重點。就比較容易領會個別概念，並能將每一部份智識配合起來，確定它在全體中的地位，這種程序叫r自整體至部份』方法。教師講課之前，心中自有一套智識與概念，且希望傳授給學習者，除非學習者能看出全盤畫面，否則很可能失之於文文節節。單靠記憶文節的事實或概念，並不足以學好一門功課。
要明瞭一門科目的大致給廓，最好的辦法是課程開始時查看課目大綱 或教材中的內容目錄。
5.
暸解所讀內容的意義(理解)
理解就是明白有關原理，懂得主要概念，將資料與觀念組織起來，變成智識，而不是一堆亂七八糟的事實。理解表示瞭解一個論題或一門科目的型態和組織..也明白它的重要性， 意義和影響。這是將所學的教材變成有意義和長期記憶最後的步驟。它可以使教材更堅回地安置在記憶中，並且提供更多的線索，在需要時隨時可以找到，想起，尋回。
理解基本觀念和原理，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話再說一遍。但要讓它在生活，工作上充份發揮作用，卻必須把教材主要部份規劃成自已心智能理解的型態。這須不斷下功夫，點滴累積，領會，直到發現要點及其中的基本觀念，有r頓悟』白色成覺為止。
理解是動機，專心，反應，組織所要邁向的目標。反應之有必要，是理解來自對事實，概念的分析和綜會;組織之有需要，是由於在理解主要原理和小節智識的意義，重要性之前， 必須領悟它們之間的關條。具備動機，專心，反應，組織，有如桌子的四隻腳。理解有如桌面;桌腳之有需要，是因它支撐桌面，然而因桌面所發生的功能，我們才花錢買，用桌子。
6.
溫　溫習已研習的內容(背誦)
背誦是學習的要素，但只靠背誦並不能保證學習成功。我們可以把題材看很多遍或勉強記住，卻仍然學不到。這裡所謂背誦，不是重讀教材，也不是填鴨或強記，是應用具備動機， 專心，反應，組織，理解等原理溫習功課的過程，這耍了解『遺忘曲線』和運用『分次作業原理』。             


A.
遺忘曲線:記憶消失最厲害的時間是在研習後數小時之內;以後速率會緩和下來。可能的話，不妨把溫習時間安排在讀後十二到二十四小時之間，第二次排在一星期之後， 最後一次則排在三星期後。


B.

分次作業原理:同樣的時間，一次練習一小時而不再複習，比一次花十五分鐘分成四次來做的效果差。



六。課堂討論。
研習和聽課是學習過程的『銷入』部份;提出問題，參與討論，發表意見則是學習過程中證明對某個教材已有智識和了解的『輸出』部份。提出，答覆問題需要回憶事實，更需要推理，有志學習，該當把握課堂討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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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問』，『重述』的方法，模擬問題，訓練自己將教材中的概念用自己的話來表達;同　同時運用想像力和主動性來培養思考與敘述問題的能力。
2.
課堂討論的參與程度，以自己能有機會表達，又能考慮別人也能發表較合適;既不是一言不發，也不是太多話叫人吃不消。在課堂裡說些什麼要比說多少或發言多少次更重要。

七、考試

1.
準備考試
用『溫習』而非『填鴨』的方式準備功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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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鴨的方式是儘量將事實與概念在短期間內塞入腦袋裡的忙亂行為。典型的做法是想將劃了線的要點和印象中認為重要的事實，概念都一知半解，生吞活剝的強記下來， 以補償理解上的欠缺，也似乎要在一夜之間學到一學期才能學到的東西。溫習的方式是教材曾用預，問，讀，述，考的方法研習過，準備考試時1.將筆記或教材上的題綱或劃了線的重點過目一下，就停下來思索，一定要硬逼自己細節從記憶中重新重組合起來，並將要點用自己的話再說一遍。2.如確定沒問題，再看看標題或筆記，查看有沒有漏掉重要的內容。3.如忽略一些重要東西，當即記牢，以後再思考峙，不要忘記補列進去。4.如一切均已周全，不妨想想『本小節與整個大題的關係怎樣?』經過這幾個層次，教材己系統思考過，也加強了不夠充實的地方，對該門科目的組織當有嶄新的認識。


2.
測  測驗題考試
指選擇題，是非題，或類似考題，處理步驟是:
A 。聚精會神速讀考題，據先入為主印象回答。
B 。再讀一遍考題，自問該題真意何在，並用自己的話將題目意思表達出來。
C 。經仔細分析，再看原答案是否仍然正確。勿因小疑使更改答案。
D 。考題旨在衡量學習者對該科目的智識，勿因猜疑而忽略題中明顯的意思。
3.
申論題考試
指用自己的話回答問題，原則是:
A 。
細心閱讀題目，至少請二遍，並用自己的話表達題目的意思，斟酌每一個字，看看
自己的解釋有沒有漏掉重要事項。

B。
先回答會答的題目:以免時間消耗在猜測不知如何回答的題目土耽誤了回答有把握的題目。

C 。
寫答案前，先在草稿紙上做大綱，可清理思維，檢豈是否遺漏重點。

D 。
用好筆。

E 。
留意字跡，標點符號。不要因形式潦草影響閱卷的人。

F 。
答完後重讀答案，並檢查內容，形式是否都對。

G 。
數數考題和答案數目，檢奎是否滿答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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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了解教學效果，或行政上需了解教育目標執行的狀況，常有教學評鑑，其目的與意義是使學生，教師，學校都能透過反省，把學習做得更好。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不能流於情緒。教師既不可因此自失教育立場去討好學生;學生更不能有忽視評鑑意義，唯我獨尊甚至操控教師的心理，行為，行政系統則需謹慎處理。大學該是用理性對話追尋理想的地方。
















N.B.
資料由吳靜倩老師提供。
設計由陳輝立老師與秦光敏同學提供。

參考書目的寫法

說明：1. 不論所參考的「期刊 J 頁數是多少頁，在參考書目中，務必寫出所參考期刊文章在期刊中的所有起
         訖頁數。
      2. 所參考的是「專書」中的某章節或某頁文獻時，在參考書目中不必寫出頁數。

一、	書籍

範例 1： 整本書
     1.中文參考書目
        張慶勳 ( 民 88) 。 領導小語 ─ 行政人‧行政情。 高雄：復文。
     2.英文參考書目
        Sergiovanni, T. J. (2000) . The lifeworld of leadership - Creating culture,
           community, and personal meaning in our school.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範例 2：再版書
     1.中文參考書目 ─ 再版且再印刷
       秦夢群 ( 民 88a)。教育行政 ─ 理論部分  ( 二版二刷 ) 。台北 : 五南。
       秦夢群 ( 民 88b)。教育行政 ─ 實務部分  ( 二版二刷 ) 。台北 : 五南。

     2.中文參考書目 ─ 初版再印刷
       張慶勳 ( 民 88) 。學校組織轉化領導研究 ( 初版二刷 )。高雄 : 復文。
     3.英文參考書目
      Schein, E. H. (1992).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2nd ed.). 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範例 3：修訂版或增訂版的書
     陳慶瑞 (民 84)。費德勒權變領導理論研究 ( 修訂版 ) 。台北：五南。

範例 4：編譯的書
           趙碧華、朱美珍編譯 ( 民 89)。Allen Rubbin 與 Earl Babbie (1992) 原著。
               研究方法 : 社會工作暨人文科學領域的運用 ( 修訂版 ) (Research method for
           social work, 2nd ed.) 。台北 : 學富 。
           玉明傑、陳玉玲編譯 ( 民 8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出版 。
               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 ( 中譯二版 )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th ed.) 。 台北 : 雙葉。

範例 5：翻譯的書
     林和譯 ( 民 80)。葛雷易克 (James Gleick) (1989) 原著。混沌 ─不測風雲的背後 
         (Chaos : Making a new science) 。台北 : 天下文化。

範例 6：整本書中的文章
     1.中文參考書目
      張慶勳 ( 民 87)。泰北清萊區中國難民華文學校教育開克思 一 以滿堂村建華中學
          為例。收於作者。 學校教育與行政 ( 頁 215 - 224)。高雄：復文。
     2.英文參考書目
     Sergiovanni, T. J.(2000). School character school effectiveness - In Author.
         The lifeworld of leadership – Creating culture, community, and personal meaning in our school (pp.17-34).San Francisco : Josse – Hall.
     說明 : 作者的專著或非編輯的書籍，其書內的某一章節或文章，用此寫法。

範例 7：作者為團體或組織的書
     1.中文參考書目
     淡江大學教育科學研究室編印 ( 民 72 )。 研究報告之寫作方法與格式 ( 再版 )。
          台北 : 作者 。
     2.英文參考書目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4).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th ed.).Washington , DC: Author.

範例 8：期刊文章
   1.中文參考書目
    曾榮祥 ( 民 89a) 。有效推動學校行政革新 ─ 「轉化領導」在學校行政中應用之
        歷程與策略。學校行政，6，59-7O。
   2.英文參考書目
    DiRocco,M.D.(1999). How an alternating - day schedule empowers teachers.
   	    Education Leadership. 56(4),82-84.

範例 9：學報或刊物
       張慶勳、陳世聰 ( 民 89)。小班教學精神與統整課程的理念與融合。刊載於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編印。教育研究 ，8，111-124。

範例 10： 整期的期刊
     1.中文參考書目
        財團法人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現代化研究社 ( 民 89 ) 	現代化研究，
            24 。 ( 89 年 10 月出版 )
     2.英文參考書目
        Pressley, M., Harris, Karen R., & LunIdeberg, Mary A. (Eds.). (2000, Sep.).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92 (3).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二、學位論文
範例 ：未出版的博碩士論文紙本版
       玉保進 ( 民 82 )。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之研究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未出版 )。

三、	研討會報告

範例 1：發表於學術研討會的報告
          曾榮祥 ( 民 89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整合模式」內涵與實施歷程之探討。發表 於
              教師專業發展與師資培育 一 九年一貫課程革新的回應與挑戰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主辦。89.5.18。台北：淡江大學。

範例 2：發表於學術研討會且又收於論文集的報告
          張慶勳 ( 民 81) 。美國學校行政互易領導與轉化領導理念之探討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發表於「美國教育現狀及其趨勢」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81.3.21 。又收於郭實渝主編 ( 民 82 )。中西教育專題研究 ( 頁 197 – 229 )。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四、	專題研究

範例 1. 國科會專題研究
          陳慶瑞 ( 民 90 )。 師資培育行政運作之省思與重建 ─ 企業管理觀點 (I)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89 – 2420 – H –153 – 004 - Fl9 )。

範例 2： 組織團體委託的專題研究
     陳枝烈 ( 民 87 )。 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現況之調查研究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
         研究 。

五、	電子媒體

範例 1：有標示頁數的網路文獻資料
          吳耀明 ( 民 89 )。因小教師班級經營與兒童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8 (03),
              114-144。23頁。檢索日期：90.02.03。取自World wide Web : http://websrv.nioerar.edu.tw

範例 2：期刊文章
          陳世聰 (民 89 )。從態度改變理論談學校實施統整課程的因應策略。屏縣教育，2，21-25。
              檢索日期：90.10.10。 取自 World  Wide  Web：
屏縣教育/index-htm" http://163.24.165.2/屏縣教育/index-htm

範例 3：摘要
          張慶勳 (民 85 )。國小校長轉化、互易領導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性與組織效能之研究
             〔摘要〕。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檢索日期 ： 89.12.l0。取自 World Wide Web： http://datas.ncl.edu.tw/theabs/00/

六、	評論

範例 1： 書評
           歐宗智 ( 民89 )。靈魂在傑作中尋幽訪勝 ─ 評介沈謙《林語堂與蕭伯納》〔書評：
               林語堂與蕭柏納〕 。書評，44 。撿索日期：90.02.08。取自 World wide web：
	http://public1.pt1.edu.tw/publish/bookevlu/49/conten.html 
     詹悟 (民 89 )。心靈的行跡〔書評：絲路上的梵歌〕。書評，48，19 – 23。
 

七、	其他

 範例 1：報紙文章
      1.中文參考書目
        落實教育基本法：期望教改工作無負後代子孫 (民 89.6.2 )。聯合報 ( 社論 )。 第
            2 版。
      2.英文參考書目
        Preschools may be OK'd to hire foreign teacher (2000.12.12). China Post.
            p.19.

範例 2：教師上課講義
           張慶勳彙編 ( 民89)。教育基本法研討主題。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
               期。國民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班。「教育法規研究」教學講義 。

範例 3： 百科辭典
     教育百科辭典編審委員會主編 ( 民 83 ) 。教育百科辭典。台北：五南。

範例 4：政府公報
 行政院公報 ( 民 89.11.8) 。第 6 卷 ，第 45 期。

範例 5：專題演講
王如哲 ( 90.11.5) 。學校行政與管理的新途徑 。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教育議題研究專題演講。






大學入門使命特色課程介紹與配合事項
【85分鐘課程程序】
編號
內 容
重點提示
時 間(min)
地 點
音 樂
備 註
第一階段(歡迎、介紹)
1
Welcome/Introduction

8
淨心堂1F

註1
1-1
進入2F聖堂

3
淨心堂2F
背景音樂:奇異恩典
註2
2
宗輔介紹

2



第二階段(正式上課)
3
輔大特色、天主教所辦的大學

全球人口數及基督宗教統計表
2004年各項宗教統計圖
5
淨心堂2F

註3
4
問題1：「天主教」使你聯想到什麼？ 
介紹十字架、天主教堂、教宗、神父、修、女修會、奉獻生活團體、彌撒禮儀、 bible故事等等(Q & A 活動方式)
15
同上

註4
5
教會在社會上的服務
關懷人群、關懷弱勢、醫療服務、社會福利、教育機構等等
5
同上


6
問題2：輔大校園景觀特色有哪些？
早期的輔大、擁抱生命、正氣、無染原罪聖母等等
5
同上


7
問題3：輔大的辦校理念為何？
雙軌的生活體驗教育、【第一、二軌道課程】
5


註5
8
學校為何有使命室、
院宗輔室、宗輔中心呢?

服務說明【獎助學金】學生培育、志工、宿舍培育、服務學習
5



9
輔仁大學
宗教活動和服務
敬天祭祖/為輔大週一祈禱日/彌撒/恭領聖體/聖週禮儀/聖誕節/宗教交談/婚禮殯葬彌撒/服務
10


註6
10
我希望在大學生活中可以學到…
撒種的比喻
8


註7
11
獻上我的祝福與祈求
請同學要大聲唱
7
同上
背景音樂:聖母頌
註8
祝福小卡片
繞到聖母像
12
唱歌

5

歌曲:我願意
註9
13
課程結束:讓我們陪伴你走過每一天

2
同上

可提醒:給書籤卡及”基”不可失(學生自由取閱)
14
總計

85




程序：
準備階段－建議學院宗教輔導老師於本單元進行前一週，主動與大學入門任課老師討論此單元的進行內容與合作方式。
當天在學生進到教堂之前，教堂內需要準備就緒項目有：(校牧室工讀生需準備完成)
	燈光投射在祭台上
	祭台中間放置一本打開的聖經
	準備書籤交給當課宗輔老師
	備妥單槍投影設備螢幕、音響、NB、延長線、喇叭連接線(接到NB喇叭插頭)
	備妥各首歌曲CD、淨心堂各種活動的簡報(備用)
	備齊學生的小卡片（讓學生寫上為自己或彼此祝福的話）、原子筆、放卡片的籃子(備用)
	聖母像前的小蠟燭、祭台前一支大蠟燭(記得要點燃)
	天主教的書面資料(“基”不可失)

註1：
進入教堂之前：（8分鐘）
集合同學在淨心堂一樓大廳或坐在教堂外階梯上，請大學入門老師先點名。
	介紹學院宗教輔導老師。 
	發給同學這兩小時的課程綱要(給投影片)，解說參觀淨心堂的目的及如何規劃本單元。
	教導學生進入教堂時應有的謙恭禮節，教堂是一個祈禱與敬拜天主的場所，所以請同學務必保持肅靜、恭敬心態。
	引導學生進到教堂依序坐好中間靠前的位置。
註2：
二、進到教堂（3分鐘）                                           背景音樂: 奇異恩典
當學生進到教堂時，播放背景音樂(奇異恩典)，透過撥放背景音樂象徵輔大新鮮人進入輔大聖堂時，可讓同學的心安靜下來，引導到聖堂莊嚴的氣氛。

	宗教輔導老師或使命同仁的角色介紹（2分鐘）
請先介紹您自己，姓名、服務單位、地點、最欣賞輔大什麼地方…等等

	介紹辦公室地點，宗教輔導所提供的服務功能及項目
	鼓勵學生看天主教書面資料

註3：
輔大特色與天主教辦的大學（5分鐘）
WELCOME /INTRODUCTION: 輔仁大學 - 直屬教廷的大學
天 主 教 輔 仁 大 學 創 學 精 神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在我國設立之第一所大學，創校迄今近七十年，本著敬天愛人之精神，為全人教育而努力，除了希望為國家培植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之英才，亦願以各種學術活動及社區服務、貢獻社會人群，並以客觀執著之研究，致力於真理之追求及中西文化之交融，俾達增進人類福祇，促進世界大同之目標。　　　　　　　 

    本校在培育人才方面，兼注通才與專才養成教育，尤其致力人文精神的培養，期使學生在就業之餘，能有高尚的情操與豐富的人生。此外，為擴大接觸層面，本校並與多所外國知名大學締結「姐妹校」關係，以增進文化交流，並提昇學校的國際地位。　

註4：聽到天主教你會想到什麼? （15分鐘）
介紹教堂主要功能
祭台、聖經
天主教教堂中最重要的是祭台，它象徵著信友們團聚在一起共餐。每個主日教友們聚在一起參與感恩禮就是所謂的彌撒，在彌撒中信友們聆聽聖道，吃食聖爵中的麵餅和葡萄酒，為紀念耶穌基督受苦、死亡、及復活的過程。耶穌基督奉獻祂自己生命救贖全人類，藉此苦難啟示天主對人類偉大的愛與無限的仁慈。（請參考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比喻）
教堂後方有一個中國式的小聖堂，每天舉行兩次彌撒：中午12：10及下午5：40校內老師、學生、職員們都會參加。（當我們今天課程結束時，同學們可以列隊路過小教堂參觀）

十字架
大型十字架由天花板懸掛下來，象徵天主的愛傾注在耶穌身上，天主由人類中選擇猶太人耶穌，耶穌代表天主的形象，為了天主的至善，耶穌聽命死在十字架上。兩千年前當時的社會、政治領導人無法忍受耶穌光明的生命典範，因為在這光明之下，他們的自私、貪婪、權利無法遁形，所以他們決議要除掉祂。
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了，這復活的奧蹟給予基督信徒永生的希望，有了基督的愛，信友的生命得以重生，十字架象徵耶穌的苦難與復活，也常提醒信友們天主的愛與希望，基督徒以無私的愛關心週遭的人。（表面發亮十字架的設計，表示人類在基督內分享基督的生命）

十字架的苦路
教堂的後方牆壁上設計的十字架苦路，描寫基督耶穌走向十字架苦路的過程，信友們祈禱默想14處苦路合為一的圖像，在2000年前耶穌為我們人類受盡苦楚，直到今天，你們可能看過受難記的電影，十字架苦路過程確實非常痛苦殘忍。
耶穌現今仍然感覺痛苦萬分，因為世人不願意改變其自私心理、繼續破壞天主創造的大自然及全球兄弟姐妹天下一家的合諧。不停地抱怨他人，永遠改變不了現況，只有從改變自己做起，所以信友們祈禱十字架上的耶穌，幫助我們悔改。

聖神降臨圖像（省略）
大部分教堂在祭台的後方會選擇與本教堂最有關連最有意義的聖經故事圖像，本堂用小磁磚設計成的聖神降臨圖像，耶穌母親瑪利亞站在中間，兩旁分別是11位耶穌最親近的門徒。（當時猶達斯因背叛耶穌而自殺，已不在宗徒們當中）他們全都在懇切地祈禱。
在高遠的天空中有一金黃的形體象徵耶穌上升到天堂，從死者中復活後回到天鄉，在其上方有一鴿子象徵聖神，就是三位一體的第三位。（基督信友們相信三位一體，天主的愛不能只單單存在於天主自己，只有在三者的關係中才有真正愛的存在）初期教會在聖神的帶領下由耶穌最親密的宗徒傳下來，他們因耶穌的名協助教會往普天下去宣揚福音。

一年中天主教最大的慶典有：【12月25日聖誕節慶祝耶穌誕生】、【復活節為紀念耶穌死而復活】、【聖神降臨節於耶穌升天後9天】，天主教會由12位宗徒傳下來，第一位教宗就是耶穌的門徒伯多祿，接下來教會歷史歷經了264位教宗，現今教宗本篤十六世是第265位。

教會是甚麼？
簡單的說，教會是一個基督信仰的團體，繼續做耶穌基督在人類歷史中所做的事。因為耶穌命令他的門徒們，要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天主的愛到今世的終結，像耶穌自己所說的就如父派遣我，我同樣派遣你們。

聖母像
全世界的教堂內幾乎都會有聖母像。瑪利亞是誰？她不像耶穌，天主選擇她完全是一個人的形體，就像你我一樣。那她有甚麼特別呢？她完全委順於天主的計畫安排，她把自己當成是天主的婢女，她成為耶穌的母親。
信友們愛聖母不只因為她是耶穌的母親，他們認為她也是所有基督徒在天上的母親，因此教友對這個母親有親密的關係，透過聖母的轉求，人們的禱聲可以直達天庭，所以常會看到聖母像前許多信友點上蠟燭，懇切向聖母祈禱。
有些人誤解天主教特別敬禮聖母，像女神一樣尊敬。其實不然，當瑪利亞懷孕生下耶穌時是一位猶太女子，就像你我一樣的平凡，在人類歷史中她成功地扮演她的角色，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計畫。
因為信友這麼熱愛聖母，所以在人類歷史上藝術家們不斷地創造許多完美的聖母像，本校淨心堂內的聖母像是其中之ㄧ。

每當你打電話到輔大時，就會聽到有名的聖母頌歌聲，因為聖母是本校的主保，她保護著全校師生們，所以輔大的校慶選在聖母慶日12月8日，當天全球基督信友同聲歡慶聖母節日。

本教堂稱為淨心堂，源自聖母如此乾淨的心懷。常會看到輔大校園的師生們，單獨或結伴來到聖母台前，點上蠟燭感謝聖母的護佑。當沒有人了解你時，或得不到任何幫助時，你可以選擇來到聖母台前，藉著虔誠地祈禱得以卸下煩憂的心。

介紹天主教
「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大公教會」
A. GOD：天主；上帝〈基〉；上主；神；天；老天爺〈天公〉：天主是無限美善的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祂是自有的、全能的、仁慈的、永恆的、正義的、神聖的、榮耀的、忠信的、不可見的、智慧的、無所不在的…世人都應信從祂、朝拜祂、依靠祂…
好能與祂合而為一，得享永生。

B.CHRISTIANITY：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文化；基督宗教精神：〈1〉基督教義。〈2〉基督信仰；基督宗教；基督教會；信仰基督團體：泛指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宗教，是普世的、整體的、歷史的、啟示的、有教義的、末世的、整合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耶穌教〉、東正教。〈3〉基督文化世界；基督徒特徵；基督徒精神。

C. POPE：教宗；教皇；教化皇〈舊稱〉：羅馬教會主教享有耶穌特別賜給宗徒之長伯鐸的職位，此職位亦應傳遞於其繼承人，因此教宗為世界主教團的首領、基督的在世代表、天主教的首領、普世教會在現世的牧人、主教團的首領；而經由此職務，教宗在普世教會內享有最、完’全直接的職權，且得經常自由行使之。首位教宗為聖伯鐸，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共計365位。教宗又可稱Papa，簡稱PP. 或Pp。法典未明定教宗的任期。

	BISHOP：主教；司牧：為教會高級聖職人員，簡稱Bp；拉丁文稱作episcopus。教會初期稱之為監督或長老，為宗徒的繼承人。主教一經祝聖、就同時接受聖化、訓導、治理的聖職，而成為教會的牧人，但此類職務就本質言，非與世界主教團元首及其成員保持聖統之共融則不能執行。受委託照顧教區之主教，稱為教區主教，其餘稱為領銜主教。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之主教；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有關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任何特權。


	RELIGIOUS CONGREGATIONS：修會：指男女教友獻身教會，誓發神貧〈貧窮〉、貞潔、服從三願，共度獻身生活的團體。各修會雖在生活方式或服務項目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隸屬於天主教體制內的團體，亦即均與教宗共融，並非教派。


A. PRIEST：神父：司鐸；司祭：是神與人之間的橋樑，負責舉行祭祀、施行聖事、代天主祝福人民並教人認識天主法律、為福音作證，以奉行主旨，也是教宗、主教的助手。在各宗教史中，司祭大都是男生，極才例外。Mass：彌撒；感恩祭：乃天主教最崇高的祭禮，是基督自己和教會的行動；主基督由於司祭的職務，把自己奉獻給天父，作為犠牲；再經由餅和酒的形像，將自己作為信徒的精神食糧。彌撒的規程包括：進堂式、聖道禮儀、聖祭禮儀、感恩祭、領聖體禮和禮成式。

B. RELIGIOUS ORDER修女們：修會：由教會批准，矢發三〈顯示〉聖    願、度共同奉獻生活之教會團體。

4. ALPHA & OMEGA：始和終；原始與終結；阿取法和敖默加；為希臘字母表之首尾兩字母「A」和「Ω」；教會以此兩字母來代表天主，因祂是一切世物的起始與終結〈默一8〉，聖史若望並用此兩字稱基督〈默廿二13〉。
5.  LAMB：羔羊：拉丁文稱作AGNUS，表示：〈1〉基督的象徵。〈2〉教友的象徵。〈3〉無罪之象徵。

6.FISH：魚：基督的象徵，教會初期在教難中，教友彼此間所用的暗號。希臘文魚為ICHTHUS，是「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世主IESOUS CHRISTOS，THEOU UIOS，SOTER〈Jesus Christ，Son of God，Savior〉」，之縮寫。這暗號是在地下墓穴發現的。

7.JHS：〈1〉希臘文-IESUS HAGIATOR SOTER人類救主耶穌的縮寫。亦即拉丁文的J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穌，’人類求主。〈2〉拉丁文-IN HOC  SIGNO VINCES以此標幟你將勝利的縮寫：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於312年10月下旬領軍出征時，見天有十字，四周有此字句；遂製十字旗，在旗上繡此縮寫，終於獲勝。〈3〉拉丁文-JESUM HABEMUS SOCIUM以耶穌為友伴的縮寫。〈4〉拉丁文-IN HOC SALUS藉此〈十字架〉得救之縮寫。IHS與JHS通用。

	CRUCIFIXION：釘死於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釘死：〈1〉將死刑犯釘在十字架上是羅馬適國死刑之一，多用於對付反抗之奴隷。猶太人要求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視基督為奴隷。〈2〉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I.N.R.I：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國王：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在十字架上端所釘的罪狀牌，上書拉丁、希臘及希伯來三種文字。INRI為拉丁文JESUS


	MARY，THE BLESSED VIRGIN：童貞聖母瑪利亞：是雅敬和安納的女兒、達味的後裔、若瑟的淨配、耶穌的母親、充滿聖寵者、無染原罪和本罪者、第一位基督的信徒、贖世者的伴侶、蒙召升天之后。福音曾多次提起她。在她一生中，有三種境遇顯示出她中保MEDIATRIX的角色；聖子降生、耶穌被釘十字架、榮耀的天上母后。教會對她以特殊的敬禮HYPERDULIA禮遇。而瑪利亞〈瑪麗〉在耶穌時代是巴勒斯坦最通俗的名字，也曾多次出現在新舊約內。


	MAIN ALTAR：正祭台；大祭台：昔日教堂中央主要祭台，四週設有若干次要祭台side altar。照教會新規定，教堂中只許有一個〈正〉祭台。


	TABERNACLE：〈1〉聖龕；聖體龕；聖體櫃：指天主教聖堂內存放耶穌聖體的櫃子。〈2〉會幕；帳棚神幕：指舊約可移動的帳棚式神殿，其中存放結約之櫃。〈3〉會堂；教堂；禮拜堂。(參考用)


	BIBLE：聖經：是一部載有天主聖言的著作，是由聖神啟示而寫成，也是天主向全人類發出的救恩訊息，又稱SCRIPTURE。BIBLE取自希臘文之BIBLION，意指經書，拉丁文稱作Biblia；聖基所〈又稱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344-407〉始用此字指新、舊約全部。聖經雖由許多人寫成，卻不失為一體，因為天主自己是作。聖經共計73卷，其中舊約亦稱古經Old Testament共46卷，新約亦稱古經New Testament共27卷。


	CHALICE〈1〉聖爵：行祭使用的聖爵，裡面的葡萄酒經祝聖後成為基督的血。〈2〉苦爵：象徵耶穌的苦難。(參考用)


	BLESSED OBJECT：聖物：經聖職人員祝福過的物品。


	CONFESSIONAL：告解室；告解亭；懺悔亭；神功架：舉行〈辦〉告解的地方。


	ICON：聖相〈像〉；畫像；版畫；圖像；尤其指東方教會拜占庭禮天主教所供奉基督或聖人的平面畫像、版畫、聖像。禮儀用的聖像所描繪的是降生成人的基督，經由圖像，讓我們瞻仰主的榮耀；而聖母和其他聖人的聖像也表示基督在聖人身上受到光榮：使人轉化成天主的模樣、肖像。Icon又稱ikon，源自希臘文。


	COMMUNION：〈1〉領聖體；領主：通常Holy Communion兩字連用。〈2〉領主詠：彌撒中的領主詠。〈3〉共融；契合；相通；溝通；分享：與天主教會圓滿共融的成員為：受過洗禮後，在基督有形的結構內，以信德宣言、聖事和教會的治理而團結一起的人。〈4〉教派；宗教團體；團契。


18.LAY CHRISTIAN FAITHFUL:平信徒；在俗教友：棄俗修道之聖職人員不易深入俗世社會環境，因而造成福傳的死角，而生活在世俗的教友，正好可以彌補此一漏洞，他們更能在其俗世職務中，為基督作見證。此外，具有適當才能和品德之平信徒可以擔任教會職務及使徒工作，或以專業身份協助教會牧者。平信徒又可稱lay persons。(參考用)

  19. IMMACULATE CONCEPTION CHAPEL – ACTIVITY CENTER
PENTECOST：五旬節；聖神降臨日；聖神降臨瞻禮：紀念耶穌復活後第五十日派遣聖神降臨；是教會的大慶節，因為是日教會正式向全人類傳佈福音的任務。稱五旬節，源自希臘文PENTECOSTE五十日節，原指猶太人逾越節五十天後所舉行的感恩慶典─五旬節，亦即收成〈豐年〉節。早期基督宗教〈借〉用五旬節慶祝復活節後第五十天的聖神降臨。
註5：輔大的辦校理念為何？（5分鐘）
第一軌道：課程系所專業
課程
全人教育課程
         例如：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服務學習等 …之外，還有三領域(自然、社會、人文與藝
術)
	身心靈的體驗、陪伴與引導(導師、教官、使命室、學輔中心、宗教輔導中心、學院宗輔室)

註6： FUJEN ACTIVITIES: 輔仁大學教會活動和服務（10分鐘）
  1.LENTEN SEASON : LENT：四旬期：〈舊稱〉嚴齋期；封齋期：自聖灰禮儀日起，至復活節前的四十天之齋戒期，為紀念耶穌受難，並準備耶穌復活節，也為望教友作領洗前的準備。HOLY WEEK：聖週：聖主日；大主日：復活前的一個星期，從週一到復活主日，紀念耶穌在世最後一週的事蹟，主要包括主建立聖體、主受難、耶穌復活等。

	CHRISTMAS：聖誔節；耶穌聖誔節；耶誕節：耶穌誕生之切日期聖經並未  詳細記載，公元354年教會始規定每年12月25日為耶穌聖誕節。


b. WAY OF THE CROSS: 十字苦路；十字架的道路；十四處苦路；苦路經：紀念耶穌受難途中所歷經之十四項事蹟。拜苦路經為天主教〈隆重〉祈禱之一，源於第十五世紀，由方濟會大力推廣。跪下；雙膝跪下：最高敬意的表示，可向聖體、聖經、十字架跪拜。拉丁禮彌撒禮規要求成聖體時向聖體跪拜以示尊敬。

	PROCESSION：遊行；出巡：宗教性之遊行。


	INTER- RELIGIOUS DIALOGUE：宗教合作 鼓勵師生瞭解基督信仰，推動宗教交談共融合作。 


	RESPECT FOR ANCESTORS 


	PRAYER MEETINGS


	SOCIAL SERVICES服務人群  秉持正義，發揮仁愛精神，關懷 社會，邁向世界大同。 


註7:我希望在大學生活中可以學到…（8分鐘）
聖經－撒種的比喻（配合淨心堂壁雕藝術品）
引導（2分鐘）
同學轉過身在右邊牆上，可以看到一位農夫撒種的圖像。這件藝術品表達聖經中有名的故事【撒種的比喻】。耶穌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與講故事者，祂常用比喻解說祂來到世上的使命，農夫代表耶穌，種子就是天主要對我們說的話，不同的土壤代表人們不同的心態，心態的差異性造成人們接受及吸收天主的話會有不同程度。現在讓我們一起專心聆聽這段聖經。（路8：4-15）
讀經（5分鐘）
	宗教輔導老師到祭台拿聖經，透過麥克風以緩慢速度、清楚地唸這段聖經。
	唸完請學生靜默一分鐘，並送回聖經。

學生回應
	問答：藉由老師、學生簡短的互動，進一步說明聖經的意涵
	學習唱『我願意』這首歌，作為對這段聖經的回應
	祈禱意向：請學生在小卡上寫上自己的祈禱意向、祝福的話


1. PARABLE OF THE SOWERS天國的比喻(瑪13:3-9,19-23) 
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地裏，那裏沒有多少土壤，因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發了芽；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裏，就結了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撒種比喻的解釋　
「那麼，你們聽這撒種的比喻吧! 凡聽天國的話，而不了解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裏的奪去；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頭地裏的，即是指人聽了話，立刻高興接受；但在心裏沒有根，不能持久，一旦為這話發生了艱難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荊棘中的，即是指人聽了話，卻有世俗的焦慮和財富的迷惑，把話蒙往了，結不出果實。 那撒在好地裏的，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他當然結實，有結一百倍的，有結六十倍的，有結三十倍的。」

  2. PARABLE OF THE LOST SHEEP   仁慈的國迷途的羔羊比喻(路加15:4-7)
 「你們中間有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其中的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著呢﹖待找著了，就喜歡的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請他的友好及鄰人來，給他們說：你們與我同樂罷! 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訴你們：同樣，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註8
祝福（7分鐘）                                                     背景音樂: 聖母頌
	學生帶著祝福卡將手上的祝福卡依序放在祭台上，此時播放聖母頌歌曲
	之後學生於祭台周圍圍成一個圓圈，當學生圍成圈後，宗輔老師向全體學生唸簡短祝福禱文
	請同學到祭台拿一張他人的卡片後，學生排隊繞到後面中國式的小聖堂，之後回到座位
	最後請學生，帶著書籤及小卡回到座位（期望順利畢業、遇到關心的老師、交到好的同學、建立好的人際關係、與家人保持良好關係等等）

註9
歌曲:我願意（5分鐘）
課程結束:讓我們陪伴你走過每一天（2分鐘）
（建議大學入門老師將今日上課資料內容，設計一些題目，作為期中或期末考試的部份考題，以確保學生研讀該項資料。）

九十二學年度全人教育中心「大學入門」課程





教師資源手冊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目　　錄
壹、課程召集人敬致全體授課教師的一封信．．．．．．．．．．03
貳、課程單元及目標概要．．．．．．．．．．．．．．．．．．04
參、教學方法舉例及建議．．．．．．．．．．．．．．．．．05-06
肆、教學資源應用
	課程委員會．．．．．．．．．．．．．．．．．．．．．07
	宗輔中心．．．．．．．．．．．．．．．．．．．．．08-09
	學輔中心．．．．．．．．．．．．．．．．．．．．．．10
	課外活動組．．．．．．．．．．．．．．．．．．．．11-12
	圖書館．．．．．．．．．．．．．．．．．．．．．．．13
	校史室．．．．．．．．．．．．．．．．．．．．．．．14

伍、附件
	學生活動護照
	認識輔大學習單






【課程召集人敬致全體授課教師的一封信】
大學入門課程自84學年度實施迄今已邁入第九年，其課程目的主要是為了幫助大一新生及早適應大學生活，融入輔大這個大家庭。本課程為全國首創也是唯一，並為本校全人教育基礎課程之一，其重要性自是不可言諭。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為了提升教學品質，積極整合校內相關單位提供教學資源，在本手冊內均有詳細之說明，歡迎各位老師多加利用。而自92學年度起，課程委員會另有以下新增之措施，請授課老師特別留意：
1.試行「大學入門」課程活動護照：(如附件一)
92學年度起全面試行，護照將於開學前一週送達各系辦公室，請由大學入門授課教師轉發每位大一新生，其功能主要是配合教師教學，鼓勵同學多參與校內各單位提供之各課程相關活動，並透過活動護照建立認證制度，亦請各位老師考慮將認證結果列入成績考核之項目。
2.認識輔大學習單：(附件二)
      繼去年校史室編製的「校史介紹--虹霓的記號」頗受好評之後，課委會又委託校史室編製「認識輔大學習單」，於92學年度實施，範本請參閱附件二，將由本課程委員會統一印製提供，並於開學前一週送達各系辦公室。
3.更新大學入門網頁，提升教學功能：
新網頁的功能除了有訊息公告、演講活動預約功能外，尚包括「學生與
學生」、「老師與學生」及「老師與老師」的互動功能。請各位授課老師利用暑假期間進入新網頁瀏覽相關功能。網頁網址：http://140.136.170.3
老師欲使用或申請網路教學，則需在網頁中填寫個人基本資料申請使用密碼，若有相關問題請與網站設計人劉富容老師聯繫。             
(劉富容老師的E-mail:lmcc1003@mails.fju.edu.tw)。
4.課程設計活潑化及多元化：
      「大學入門」課程內容主要有七個單元，請各位老師利用暑假期間多參考新網頁中「教師專區」裏其他老師的課程大綱及善用校內相關資源，並將您的課程大綱於92年8月15日前將電子檔案寄到fjdp2107@mails.fju.edu.tw全人教育中心承辦人李纘德助教(分機3121)，我們會將老師們的課程大綱置放於網頁上，提供大家相互觀摩參考，若您有任何需要，我們將竭盡所能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務。

敬祝  身心愉快 假期愉快
                        大學入門課程召集人

                              聯絡分機：2121
E-mail:chaoming@psy.fju.edu.tw

【教學單元及目標概要】
單元順序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科書章節
第一單元
大學教育
	大學的基本理念
	為何要唸大學
	國內外大學發展的情形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單元
輔仁大學及各
學院的介紹
	瞭解輔大的歷史
	瞭解校內相關行政單位及其資源與服務
	瞭解所屬學院的歷史及系所發展概況


第三單元
介紹本系
	系史
	課程與師資

2.  系上的相關規定與重要活動
3.  專業生涯路徑與傑出系友介紹

第四單元
大學生的發展任務
	讀書觀念與方法
	圖書館利用

3  如何撰寫讀書報告
第三章
第五單元
課外延伸教育
	社團(人際關係)
	戀愛(兩性關係)
	服務與打工(價值觀)
	社群意識(對社會的貢獻)

第五章
第六章
第六單元
學習與自我管理
	溝通與表達
	時間管理
	生活管理

第四章
第八章
第七單元
創造成功的大學生涯
1.規劃四年大學生涯(含選課、輔系、雙學位及學程)
2.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第七章
第九章


【教學方法舉例及建議】
      單元順序
單元名稱
教學方法舉例與建議
第一單元
大學教育
	參考大學入門教科書

2.  播放國外大學院校的投影片
第二單元
輔仁大學及各學院的介紹
輔大部分：
播放輔大簡介光碟。
	上網連覽輔大網站。
	參觀校史文物館。
	使用校園導覽單。
學院部分：
1.參考各學院印製的簡介。
2.邀請所屬院長與同學認識。
3.邀請所屬學院的學生代表會協助介紹特色。
第三單元
介紹本系
	邀請系主任深入介紹本系理念與發展概況。
	邀請系秘書與助教說明系上的相關規定。
	邀請系學會幹部協助介紹。
	邀請系上高年級的學長姐經驗分享。
	邀請系友返系演講。
	舉辦「系友回娘家」等活動。

第四單元
大學生的發展任務
讀書觀念與方法：
以老師自身的學習經驗與同學分享。
	邀請系上優秀的同學經驗分享。
圖書館利用：
參觀校內圖書館並向館方人員預約導覽。
	老師指定一些書要求學生將書借出來，並在閱讀後撰寫讀書報告，目的藉由實際操作讓同學瞭解借書規則與流程。
	播放圖書館提供之光碟。
	要求同學上網瀏覽圖書館之相關規定。
如何寫一份讀書報告：
提供一份範例樣本供學生參考。
2.  出一份報告作業讓學生實際寫一次。
第五單元
課外延伸教育
社團(人際關係)：
要求學生參觀開學後課外活動組所舉辦的社團博覽會，瞭解社團運作情形，並要求做分析比較。
	要求學生選擇參加一個社團，體驗社團生活並在期末做心得分享。
	播放課外延伸教育錄影帶，並帶領討論。
戀愛(兩性關係)：
請學生自行籌辦一場非常男女活動(模仿電視節目)，老師指定討論題目，讓學生進行討論。
2.  鼓勵同學參與學輔中心或學務處舉辦之相關演講。
打工(價值觀)：
請同學經驗分享，並討論金錢與簡樸生活等價值觀。
	提醒學生打工或應徵工作需注意之事項。(學務處就輔組有相關資料)
第六單元
學習與自我管理
溝通與表達：
注意相關演講資訊，鼓勵同學參與。
	以小型辯論會方式進行。
時間管理：
擬出個人每日、週、月的時間表。
	回頭檢視個人的時間表是否安排恰當。
第七單元
創造成功的大學生涯
規劃四年大學生涯：
要求學生擬出大學四年的修課計畫(如輔系或雙學位)，希望達成的具體目標(如英語檢定級數或相關證照考試)及其實施步驟。











【課程委員會】
影音教材
課程委員會已於91學年度開學前將下列影音光碟(1套)送至各系辦公室，進修部全人教育中心有五套，若老師在教學上有需要，請向各系辦公室或進修部全人教育中心洽詢。若有遺失，請向全人教育中心申請補發。
序號
名稱
內容
數量
01
輔大校歌
身為輔大人應該要會唱校歌，因此已有部分老師將唱校歌列為課程活動。
1
02
課外延伸教育
主要是介紹學生在課外活動學習過程中,會遭遇到困難及學務處有哪些資源可供服務。
1
03
輔大簡介
介紹輔大的現況，新舊版本各有特色，可用於「認識輔大」單元。
2
04
成長的喜悅
介紹輔大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展望，可用於「認識輔大」單元。
2
05
輔大建築之美
介紹輔大的建築物，可用於「認識輔大」單元。
1
06
過盡千帆話新莊之傳統形色
主旨在介紹新莊地區的人文及風土民情，因輔仁大學位於新莊市，對於外縣市的學生來說，或許可加速適應大學生活，並藉以建立對所在社區之認同。
1
07
曠野之聲—
于斌傳
于斌書機主教是輔大在台復校後的第一任校長，奠定輔大發展之基礎，可用於「認識輔大」單元。
2
合計
10
大學入門教科書
課委會之前委託遠流出版社印製之第一刷8,000本已經全部售完，現已委託本校輔大出版社印製第二刷1,000本，若老師需指定學生購買教科書，可向焯炤館一樓輔大出版社訂購。(承辦人：楊英珠小姐  分機：2227)
三、大學入門課程網站
        課委會已委託劉富容老師協助設計新網站，請各位老師務必上網瀏覽，申請帳號並加入教師討論彼此交流。
網頁網址：http://140.136.170.3
【校內各單位的資源介紹】
宗輔中心配合「大學入門」課程單元
<提供宗教輔導中心導覽>
目標：
藉著導覽課程解除學生的刻板印象，認識宗教輔導中心不是一個強迫學生接受信仰，而是一個願意分享，陪伴輔大人，並給予祝福的地方。
　
	方法：

以歌曲、音樂、故事營造輕鬆的氣氛，使學生願意開放，並融入活動課程之中。再輔以主題介紹，使學生不只由理智上知道，也能實際由心靈層面體會到宗教輔導中心是什麼。
	歌曲引言：

藉著一首學生熟悉的流行歌曲引導出主題分享。例如九十一學年是以流行歌手周華健的「有沒有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為引導，請學生分享「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會選擇什麼樣的旋律？」
	小組分享

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組約十人，請小組中的每一位同學分享自己對分享主題的經驗與看法。
	大組分享

待小組中每一位學生都分享之後，每一小組推派一位代表，將該小組全員的分享彙整，向全體同學報告。
	宗教輔導中心簡介

簡短地介紹宗教輔導中心的宗旨、年度主題。
	祝福

藉著祈禱讓同學領受來自天上，以及相互之間的祝福，帶著這樣的祝福攜手走過大學生涯。
	環境介紹

簡單地介紹中心相關設施。

	效果：

由於學生剛踏入輔大，普遍懷著一顆孤單不安的心，在整個導覽過程中，不時會見到學生感動落淚。因此，本課程不只能稍稍撫慰學生的心靈，也能拉近同學間與師生間的距離，使學生在個人與團體幅度上，安心地發展全新的大學生涯。

	九十一學年度已參加本中心導覽之師生的反應

九十一學年度上學期，共有六個班級的老師主動與宗教輔導中心聯絡參訪，並於淨心堂各安排兩小時課程，總計307名學生。課程結束前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本課程之平均滿意度為83%。
	歡迎大學入門課程老師與本中心聯絡，為學生安排一個不一樣的大學初體驗。

宗教輔導中心
聯絡人：王文芳　分機：2260

以下節錄部份學生的感想：
	可以敞開心胸，互相訴說自己想要的人生
	可以更了解自己和週遭的朋友
	可以了解宗教輔導中心的功用
	知道以前不知道的資源
	給我一種全新的感受
	很久未找尋到片刻短暫的心靈寧靜
	可以享受到寧靜的自我而不感到孤單
	可以說出我平常不會說的話
	故事讓我很感動，音樂讓我很有感觸
	很溫馨，像一個大家庭


以下節錄部份學生的建議：
	分享多一點
	請繼續保，好還要更好
	可能是整體氣氛吧！如果大家都很熟更好
	可以講深一點
	時間不夠，感覺上，還未深入內心
	實地走訪宗教輔導中心各地，介紹裡面的東西
	可常辦，不要只是前開學
	維持現狀也可以啦
	希望能有多一點和大家互動的機會







學生輔導中心配合「大學入門」課程單元
一、提供學輔中心導覽介紹
  導覽期間：開學後之上班時間9：00~16：30
  導覽地點：淨心堂一樓學生輔導中心
  導覽方式：1.請先向承辦人員鄭光育助教或周佩君助教聯繫(分機3003)，預約及確認參訪時間。
            2.由授課老師帶隊至淨心堂一樓學輔中心，並協助現場秩序維護。
  導覽內容：1.30分鐘方案：僅介紹本中心的服務項目及相關場地與設施。
            2.1小時方案：除上述30分鐘方案外，另加播放Power point簡介。
           ＜老師可視課程設計之時間長短需要來選擇＞
二、提供系列演講
因目前SARS肆虐，尚未確定下學期是否舉辦，如果有舉辦，則相關演講訊息將會公告在學校首頁、學輔中心及大學入門的網頁中。
  演講主題與演講者：目前尚未確定，如果各位老師有相關主題或課程需要之主題，在7月15日以前可將相關題目或主題建議mail至fjdp2100@mails.fju.edu.tw鄭光育助教收，我們將儘量安排相關演講。
  演講時間與地點：公佈於學校首頁學輔中心及大學入門的網頁中。
  聽演講方式：1.全班—請授課老師於舉辦演講日期前一週向承辦人員鄭光育助教或周佩君助教預約(分機3003)。
              2.個人—將保留部份名額給非團體參與同學參加，參加同學需在大學入門網頁上網預約，名額有限先搶先贏。
 
 (請授課老師於課堂上多鼓勵同學來聽演講，甚至可要求同學一學期
至少需聽兩場演講，並配合大學入門活動護照認證實施。)

課外活動組配合「大學入門」課程單元
<課外延伸教育單元>
一、提供學生活動護照。
二、提供社團博覽會導覽單。(如附件)
～要求學生至社團蓋社戳時可詢問的相關內容～
社團成立的宗旨為何？
	社團的特色有哪些？
	社團活動的情形？
	參加社團可以得到哪些收穫？
	社團有安排哪些訓練課程？
(以上所列五項僅供各位老師參考，老師可自行設計問題！)
～建議各位老師可搭配的課程內容方案有～
1.如果你要選擇加入一個社團，你會選擇哪一個社團？為什麼？
目的：訓練學生的分析及評估能力並藉此瞭解學生的興趣或想法。
實施時間：下指令要在第二週。
評量方式：個人報告、小組報告、討論、辯論……等。
【本方案應搭配社團導覽單】
2.要求學生要參加一個社團。(視同課程的一部分)
目的：藉由體驗社團生活，可搭配大學入門課程中的學習服務、人際關係、時間管理、兩性關係等實務課題。
實施方式：可依照第一題學生的評估結果要求學生參加該社團，並下指令說明學生參加社團應學習的重點，於期末時進行評量。
評量方式：繳交心得報告或上台報告分享。

三、提供資源人物
姓名：林銘雄(35歲)
單位：課外活動組(組員)
本校服務年資：10年
學歷：師大社會教育研究所(進修中)
專長：社團經營、活動企劃、議事規則等
聯絡電話：分機3004
【如果老師有興趣想瞭解或問題歡迎洽詢資源人物】
姓名：               學號：              系別：            
大學入門課外延伸教育—社團博覽會導覽單
體育性
學術性
服務性
康樂性
藝術性
聯誼性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社團博覽會期間請持本導覽單至六個不同屬性社團攤位聽取介紹並須取得該社團之「社戳」，蓋滿18個「社戳」後，請持本單及活動護照至全人教育中心(耕莘樓一樓)進行活動護照之認證。
圖書館搭配「大學入門」課程
圖書館參考資訊組製作     2003/6/9提供

圖書館資源與支援項目
內容介紹
使用方式
輔仁大學圖書館DM
書面介紹校內各圖書館
可向圖書館參考館員索取，電話2675曾小姐
圖書館之旅VCD
輔仁大學圖書館導覽、服務與典藏資源內容之簡介影片。
可於課堂上播放，對圖書館可有基本之圖像概念。
開學後發放各大學入門授課老師。
1. 以電腦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
2. 以VCD、DVD 播放機播放
圖書館導覽教學網
圖書館各種資源與服務介紹，可為教師介紹圖書館時之講義教材使用。
亦可為同學自我學習之教學工具
由「輔仁大學圖書館」圖書館網址進入使用。
http://www.lib.fju.edu.tw/
新生利用圖書館講習
由圖書館帶領參觀圖書館、認識資源與服務並做館藏檢索、資料庫檢索、讀者借還書、續借、預約基本資料查詢等上網功能介紹
參與圖書館排定之講習課程，或由教師與圖書館「參考服務館員」預約講習時段。
資料庫利用講習
針對各學系大學部新生、研究生做該學系相關資料庫應用與檢索方法之講習
參與圖書館排定之講習課程，或由教師與圖書館「參考服務館員」預約講習時段。
其他方式
教師有特別教學需求之內容設計時，與館員討論。
由教師與參考服務館員直接洽談，提出特別需求後，由館員支援圖書館服務與資源相關之講習課程
聯絡人：文圖  林麗秋(分機2314)       理圖  陳素捐(分機2522)
        社圖  曾玲莉(分機2675)       醫圖  吳敏萱(分機3421)        
校史室搭配「大學入門」課程
＜認識輔大單元＞
920609
製作「學習單」：
配合＜認識輔大單元＞，製作「學習單」以為授課教材使用。
	發送時間及地點：開學前一週於系辦公室

參觀計畫：
安排2-3梯次為各授課教師來館參觀導覽，以利交換心得。
預約參觀時間（承辦人：賴玟忻小姐，分機：3046），由任課教師配合課程自行帶領解說。

資料之提供：
（一）相關網站－
1.輔仁大學－「關於輔仁」(www.fju.edu.tw)
2.校史室網站--（暫定於暑假建構）
3.綠野社--(www.fju.edu.tw/homepage2/gfc)
（二）參考書目－
1.于斌樞機畫傳編輯委員會，《于斌樞機畫傳》，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
2.輔仁大學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輔緣—輔仁大學7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3.邵台新著，《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初版。
4.于斌著，輔仁大學校史室，《野聲詩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
5.于斌著，輔仁大學校史室，《于斌樞機言論續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
6.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初版。
7.輔仁大學校史室，《校史論壇》，「21世紀大學追求卓越策略研討會」，2001年12月。
8.Jerome Oetgen著，張琰譯，輔仁大學校史室，《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年初版。
9.輔仁大學《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 虹霓的記號—輔仁大學校史》，2002年。
10.學務處，《學生手冊》。
11.公關室，《輔仁大學簡介》。

聯絡人：賴玟忻小姐，分機：3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