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通識課程實務與創新教學研討會實施計畫書 

壹、研討會宗旨 
通識教育是全人教育的基礎，更是跨領域、跨學門的教育。面對現今快速變遷與多元的

社會環境，通識教育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應如何因應，是通識教師在教學上的重要課題。  

    本研討會旨在全人教育的理念下，為強化各領域教師的教學能量，促進教學經驗的交

流，特舉辦此研討會，希藉由專題演講及論文發表，提升教師教學的創新與創意能量。  

貳、研討會目的 
在網路全面資訊化的時代，為了面對目前教育工作的挑戰，通識教師必須隨時吸取新知，

並藉由教學實務經驗的分享，不斷的精進與改善自己的教學。因此我們期待在這些分享與研

究的討論中，能讓學生擁有可以面對未來多變社會挑戰的能力。 
參、研討會主題 

一、通識課程創新與創意教學設計。 

二、通識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二、通識課程教學與學術之研究。  

肆、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具有創新教學與創意課程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  

二、論文發表：具審查制度的論文發表，由接受稿件中擇優口頭發表。 

（一）配合徵稿，由本會論文審查委員會，負責投稿論文的審查，審查委員會有建議刪

改論文之權利，不接受刪改論文之建議者，報名時請同時告知。 
（二）接受刊登的論文皆以全文收錄於論文專刊，光碟並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

光碟出版。並以光碟公開出版發行。  

三、如有特殊領域論文，另聘專業委員審查。 

伍、報名 
2015年 5 月 20日前成線上報名，請至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網頁 http://staff.hust.edu.tw。 

陸、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英文領域。 

柒、辦理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民國105年5月25日(星期三) 。 
二、地點：修平科技大學樹德樓六樓A0607會議室。 

    台中市大里區工業路11號。電話：24961100轉6908、6909、 6900 
捌、參加對象：全國各技職校院教師、研究生，全國各高中小學教師，以及熱愛通識教育、

創新與創意教學的各界人士約 90 人。 

玖、徵稿重要日程 
一、全文截止日期：2015 年 4 月 29 日 
二、審查結果通知：2015 年 5 月 13 日 

拾、附則 
一、參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 
二、研討會當日中午供應餐點，有關交通路線請上本校研討會專區查詢。 

（http://www.hust.edu.tw） 
三、參與研討會全程者由本會核發證書。 

 
 
 



 

拾壹、聯絡方式 

一、聯絡地址：41280  台中市大里區工業路 11 號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 

二、聯絡人：林哲漢老師 

三、聯絡電話：（04）24961123 轉 6908 

四、傳真電話：（04）24961187 (轉交博雅學院) 

五、E-MAIL：chlin@mail.hust.edu.tw 

  



 

 

2016 通識課程實務與創新教學研討會議程表 

2016 年 5 月 25 日（星期三） 

8:20 
｜ 

8:40 
報到（地點：修平科技大學樹德樓 6 樓 A0607 會議室） 

8:40 
｜ 

8:50 
開幕式－鍾瑞國校長 

8:50 
｜ 

10:20 

主持人 主講人 專題演講 
雲林科技大學 
葉惠菁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 
王雅茵教授 

媒體與創新 (暫定) 

10:20 
｜ 

10:40 
茶敘 

10:40 
｜ 

12:10 

主持人 主講人 專題演講 
台中教育大學 
王雅茵教授 

雲林科技大學 
葉惠菁教授 

英語教學面面談 (暫定) 

12:10 
｜ 

13:10 
午餐 

13:10 
｜ 

14:40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1)(暫定) 
主持人：修平科技大學 

蔣裕祺教授(暫定) 
講評人：雲林科技大學 
        葉惠菁教授 
場地：A0607 

論文發表(2) (暫定) 
主持人：修平科技大學 

陳家幸教授(暫定) 
講評人：台中教育大學 

王雅茵教授(暫定) 
場地：A0507 

14:40 
｜ 

15:00 
茶敘（A0607 會議室前） 

15:00 
｜ 

16:30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3) (暫定) 
主持人：修平科技大學 

劉東遠教授(暫定) 
講評人：雲林科技大學 
        葉惠菁教授 
場地：A0607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4) (暫定) 
主持人：修平科技大學 

陳愛華教授(暫定) 
講評人：台中教育大學 

王雅茵教授 (暫定) 
場地：A0507 

16:35 
｜ 

16:55 
閉幕式－博雅學院院長(A0607) 

備註 
1.論文發表每場主持人 5 分鐘，論文宣讀 20 分鐘，講評 5 分鐘。時間截止前按鈴

一聲，時間截止時按鈴二聲。 
2.全程參與研討會者，主辦單位發給 8 小時研習證書。 

 

 

   



 

投稿須知 
 

一、請依據上列徵稿主題範圍，自訂論文題目名稱。 
二、請以中文撰寫（英語教學除外），論文全文不超過一萬五千字為原則（附上中英文題目，

中文摘要 300 字左右）。 
三、請依照格式撰寫，文稿需以 A4 紙張單面列印三份，並附原稿 Word 電腦光碟片。 
四、投稿稿件，請製作封面(內容包括：論文題目、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電子信箱及電話)置

放於稿件第一頁連同全文電子稿（請以 Word 的格式檔編排，全文不超過 2 萬字），逕寄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林哲漢老師收，或 E-MAIL：chlin@mail.hust.edu.tw 
五、徵稿重要日程： 

（一）全文截止日期：2015 年 4 月 29 日 
（二）審查結果通知：2015 年 5 月 13 日。並將審查結果通知作者，審查結果同時公告於

本學院網站。 
六、論文格式： 

（一）A4 規格之白紙由左至右橫打，邊界設定： 
上：4cm；下 4cm；左、右均為 3cm，內文採 12 號新細明體(中文)，Times New Roman  
12 號(英文)，每頁 32 行，行距 21.75 pt，頁碼置中。 

（二）關鍵詞以 5 個以內為原則，與摘要本文行空一行。 
（三）論文題目（加粗細明體 18）與服務單位職稱（細明體 14）作者（標楷體 14）資料

位置請置中。各章節標題（加粗細明體 14）採靠左對齊，其順序為：壹、一、(一)、
1、(1)、甲、(甲)。 

（四）採用「插入」註腳方式，所有註解置於該頁下方。例如：「經濟自由本身是達 成政

治自由所不可或缺的。」1 
（五）註腳與參考書目格式： 

1.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西元年份，頁碼。 
2.期刊：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卷期，西元年份，頁碼。 
3.論文集：作者，〈篇名〉，論文集編者，《論文集名稱》，出版地：出版單位，

西元年份，頁碼。 
範例：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北：樂天，1972 年，頁 1。 
Pulleyblank, E. G.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60-463.  

 4.網路資料：作者姓名（年份），篇名，引用日期，網址。 
（六）其它因領域之不同，上述論文格式不適合論文編排時，請以「美國心理協會」(APA) 

2009 年所頒佈第六版為標準。 
七、本次研討會經審查後被接受之論文，將集結成冊，申請 ISBN 公開發行。 
 

 
  



 

修平科技大學 博雅學院 

2016 通識課程實務與創新教學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料表 

姓    名  投稿日期 年  月  日 

投稿題目  

共同撰稿者 
請依作者之排行順序列出共同作者，如為單一作者免填 
1.             2.           3.            

現職單位與職稱 1. 

通訊住址  

電    話 
（O）： 
（H）： 
行動電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1.茲保證以上所填資料無誤，且本文未同時一稿多投、違反學術倫理、或侵犯他

人著作權，且為原創性作品，如有違反，責任由作者自負。 
2.茲同意本人論文收錄於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申請 ISBN 書碼後所出版

「2015 通識教育的創意發想暨創意課程研討會論文集」之紙本印刷版及電子

版。 
 
 
 
 
 
作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105 年   月   日 

備註：1.論文（全文）截稿日期：民國 105 年 4 月 29 日（五）。 

2.論文審查結果通知：民國 105 年 5 月 13 日（五）。 

3.研討會日期：民國 105 年 5 月 25 日（三）。 

4.投稿者基本資料表及論文全文請寄 E-mail 至 chlin@h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