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吾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記錄

裝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2：3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席暨主持人：周燦德校長
出席：簽名如附件
記錄：張惠萍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案

訂
1

議案

執行情形

案由：修訂通識教育白皮書，請討論。
決議：
1. 六項素養改為五項素養，職場外語併入國際移動力。
2. 白皮書依此進行修訂執行

於 107 學年
第 1 學期通
識教育委員
會提案修
訂。

參、 工作報告（林建發執行秘書報告）：
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對通識教育的衝擊
線

一、數位時代當所有的知識都在雲端，競爭力的關鍵在於是否具備自主學習的能
力，以及如何設計鼓勵學生自學的機制成為關鍵因素。
二、質疑與思辨：通識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應用、思考與批判，一
般通識教育常在教室上課，教師與學生在課堂現場進行閱讀、討論、分享、批判、評論。
若通識教育應用開放教育模式，藉由網路與平臺上課是否合適？通識教育為何要開設磨
課師？有何挑戰？為何有人反對？通識教育要在教室，或不限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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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未來學習趨勢對通識教育的挑戰
通識在線第 80 期（2019 年 01 月）

在知識分享的年代，全世界各國的一流大學也紛紛致力於發展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簡稱 OCW）與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 MOOC），
前者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 MIT）於 2002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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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 Open Course Ware 計畫為代表，後者以美國史丹佛大學的 Andrew Ng 和 Daphne Koller
教授於 2012 年成立的 Coursera，MIT 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創建的 edX，以及
Udacity 最為知名。全球磨課師風潮影響力無遠弗屆，臺灣也在 2014 年開始由教育部領
頭推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透過四年為一期的計畫，帶動臺灣大專院校投入磨課
師課程的製作。在過去四年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實施下，超過 470 位教師已發展上架開
課的課程已有 233 門，有超過 16 萬人次註冊，並有 380 萬人次以上使用課程。
數位科技雖然帶來大學教學的威脅，但也帶來不少機會，因此歐盟建議會員國及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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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促進「開放教育生態系統」，內容包含：一、提高對開放教育的認識；二、制訂
相關法規與資金挹助；三、建立夥伴關係；四、開放教育分享和獲益之教師專業發展；
五、學分承認與認可；六、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OER）；七、支持
建置基礎設施；八、研究和評估之支持系統。
因此，如何從學習生態系統的視角看未來學習趨勢，對通識教育的挑戰有以下議題：
微學分、數位學習認證與自主學習
數位時代當所有的知識都在雲端，競爭力的關鍵在於是否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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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鼓勵學生自學的機制成為關鍵因素，給予自學能力強的同學自修完成線上的共
同科目與核心通識磨課師課程，或者承認的國內外磨課師課程，於課程修畢後進行課程
能力檢核考試，通過考試則授予學生畢業學分。以微積分為例，學生選修校內微積分（自
學）課程，修課方式為自行在家透過網路課程學習，不須至實體課堂上課，並於學期中
與學期末時至學校參加實體課堂檢核考試，通過考試後取得微積分課程學分。此彈性的
修課形式讓學生能夠跳脫傳統學習方式，以學生學習為導向，將學習自主權還給學生選
擇適合自身的學習方式，彈性運用時間達到學習目標，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推動教學典範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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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教師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知識傳遞的橋梁，但我們永遠不知道學習在哪裡發生，我們在哪裡
影響了學生，尤其數位時代，知識不再是教師的專利，大量的雲端知識更讓學習成為一個謎。面對數位
科技的衝擊，也許現階段還不清楚「自主學習」人才養成教育的軌跡。以往的教學觀念中，學習重點在
於記憶與理解教師傳授的資訊，
「教師→學生」的單向知識傳遞便成為教學的既定印象。但隨著時代與科
技的推進，所有知識都能輕易的找到，因此學生缺乏在教室中主動學習的誘因，導致學習意願逐漸下滑，
教師必須調整他的教學與評量策略，運用更多的教學創新的方法，課程也需要密集的互動與參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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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數位化的原生代」目光。

2. 開放教育對資訊素養通識課程的挑戰
通識在線第 80 期（2019 年 01 月）
文／王梅玲

政治大學教授

臺灣各大學都為大學生提供許多通識課程，通識教育是什麼？為何如此重要？許多成
功的企業家談到大學教育，均推崇通識教育的重要。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表示：「到
了大學，通識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在大二之前應該著重在通識教育，包含基礎科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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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歷史、文學和藝術等，大三、大四可以加一點專業，但不要超過一半，碩士則是完
全專業。」他相信，這樣訓練出來的人會是領導人才（邊瑞芬，2015）。我國教育部定
位通識教育是通才教育、全才教育、終身教育，但要如何提供通識課程？
面對科技與社會快速變遷，資訊素養成為個人學習如何學習的關鍵能力，近年資訊素
養課程也成為通識教育的重要部分。二十一世紀以來，數位與網路科技改變了教育與學
習方式，從傳統教室，擴大為網路教學、數位學習、開放教育、磨課師，這些數位教育
打破了教育的藩籬，帶給學習者不受時間與地理限制，可以隨時隨地學習；而開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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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磨課師提供免費公開取用教育的機會。本文旨在探討開放教育對資訊素養通識課程
的挑戰，開放敎育是否適合應用在通識教育？資訊素養通識課程是否可以採取開放課程
模式？有哪些優點與困難？

一、資訊素養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受到全球大學重視，
一般與專業教育相對，通常各大學設置通識中心提供通識教育。各學者有不同定義，教
育部顧問室（2013）界定：「通識教育就是全人格教育；以人為主體的全方位教育。通
識學科遵循人性本通的定律，符合人為萬物之靈的自然法則；以人文、自然、社會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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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科為基礎，循序漸進，一以貫之。通識學科要達到貫通無礙，跨越專業領域的境界；
並能通權達變，解決人生遭遇的矛盾處境的作用。通識教育運用深入淺出、觸類旁通的
活潑教法；訓練融會貫通、分析整合各種切身知識的辨思能力。」通識教育是一種終身
學習，要成就博通古今，貫穿無遺的淵博學問；進而學通天人，徹底發揮人類與生俱來
的潛在能力。所以，我國教育部界定的通識教育是培養大學生的全人教育、通才教育與
終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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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技迅速發展，社會不斷變遷，人類從工業社會邁入資訊社會，又因網際網路與
數位科技發展，轉型為數位網路社會，呈現全球化、網路化、數位化特徵，將人與機構
藉由網路與社群串連。個人與社會及網路資訊環境的關係更加密切，所以通識教育也有
了新的意義。哈佛通識教育不斷檢討改革，其指出：「博雅教育學習不僅是豐富自我存
在的價值，也是人類文明的成就。其在於提升學生對所處的環境之自我意識；全球自我
的信念與選擇能有更多的反省；對既有觀念的預設與行為動機有更多的批判意識；在解
決問題時能展現更多的創造力；增強對周遭環境的知覺與關注；有能力面對生命中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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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關個人、專業上及社會的議題。」（Kosslyn, Liu, Menand, Petersen, Pilbeam, Simmons,
Spector, Waters, & Kenen, 2007）。哈佛通識教育提醒除了全人教育外，通識教育要提升
大學生對於其與環境的覺知，並具備批判思考、問題解決、以及應用創作等重要能力。
全球高等教育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改革，不僅在教育制度改變，並重視培養具
備批判性思考與創造力的大學生，以及推動終身學習。大學生是社會未來菁英，大學教
育以培養優秀具競爭力的大學生為首要任務。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大學生
學習的基礎，適用於所有學科與各種學習環境。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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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1989）提倡資訊素養觀念，其界定資訊素養國民為：「具備瞭解資訊的
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的人。」資訊
素養幫助大學生在學習時，不僅精熟課本知識，還可以延伸探討，掌握自我學習進度。
因此，培養大學生的資訊素養成為高等教育重要課題。
美國大學普遍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美國學院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2000）研訂「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界定有資訊素養的大學生應具備下
列能力：（一）懂得決定需要的資訊範圍。（二）有效地檢索取用需要的資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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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評估資訊及其來源。（四）將資訊整合到個人知識庫。（五）有效地使用資訊
達成特定的目的。（六）瞭解與資訊使用相關的經濟、社會議題，並能符合倫理與法律
地取用使用資訊。該標準列出大學生應具備的資訊覺知、資訊搜尋、資訊評估、資訊組
織應用，與合於倫理地使用資訊等核心能力。其後，鑑於高等教育改革與網路社會資訊
生態演變，ACRL（2015）公布「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框架」（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基於後設素養的核心概念，強調後設認知，批判性自我反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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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在變動的資訊生態系統中成為自我引導者的重要能力，擴大資訊素養定義，強調
動態、彈性、個人成長和團體學習，並提出六要軸概念。新資訊素養教育強調培養大學
生在數位資訊生態中，資訊認知、搜尋、評估與應用創作能力，正是今日數位網路社會
中，個人學習、生活、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在教育部推動下，我國大學通識教育開設資訊素養課程，楊美華與張如瑩（2010）調
查大學校院資訊素養通識課程，164 所大學校院有 41 校開設資訊素養通識課程，約佔四
分之一，開設 78 門課程，名稱不一，或稱圖書館資源利用，資訊素養，資訊，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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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內容多元，採用多種教學活動，教學模式朝向數位學習發展，58%使用數位學習
平臺，21%教師採用混成教學法。許多教師運用數位學習平臺進行課程討論、分享，與
學習互動（張如瑩、楊美華，2010）。
教育部推動通識課圖書資訊應用數位教材製作與分享，協助大學通識課教師設計資訊
素養課程，教材內容涵蓋五主題 18 單元：1.探索主題：圖書資訊應用與研究歷程、選擇
研究主題、建立背景知識；2.探索資訊：資訊資源的類型、認識圖書館；3.查找圖書資
源：查找圖書資源、上網找資料、查找期刊雜誌、查找報紙新聞與媒體、查找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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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4.綜合資訊：資訊評估、如何成為閱讀達人、筆記輕鬆記、資訊倫理；5.呈現成
果：企劃專家、報告輕鬆寫、引經據典增文采、簡報輕鬆做（楊美華、張如瑩，2010）。
我國大學資訊素養通識教育逐漸發展，但仍未普及，因未獲得大學通識教育重視，開課
教師人力有限，且課程設計經驗不足。

二、開放教育是什麼？
開放教育概念出現很早，如我國國立空中大學創立於 1986 年，自 1997 年起，跳脫以
考試入學為主的招生模式，轉型為提供國人進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理念的
大學。近年受到網路教學、數位學習的發展，開放教育理念有了轉變，演化成採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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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享框架的資源，工具和教學課程，以提高全球教育的可及性和有效性。開放教育將
傳統的知識共享和新興科技結合，創造大量開放共享的教育資源，同時利用協作精神，
開發滿足學習者需求的教育方法。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旨在利用網際網路的力量
擴大教育機會，提供快速和免費的傳播，並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獲取知識，聯繫和協
作。「開放」（Open）是關鍵，不僅可以取用教育資源，還可以自由修改和利用教材、
資訊和網絡，因此教育可針對個人進行個別化，也可對不同大小受眾以新的方式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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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education Week, 2018）。
開放教育發展的原因為何？主要因為人們想要學習。通過免費和開放的教育和知識，
開放教育創造人們可以實現的世界，包括：學生可以獲得額外的資訊、觀點和教材；上
班族可以學到有助於工作的知識；教師可以利用世界的資源，找到幫助學生學習的新方
法；研究人員可以共享數據並開發新網絡；人們可以與其他人聯繫，分享想法和資訊；
教材可以翻譯、混搭、重組並再次公開共享，增加取用權並產生新方法；任何人都可以
隨時取用教材，學術文章和支持性學習社區。開放教育的特色是可用的、可取得，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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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和免費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為普及高品質教育是建立和平，持續社會和經濟發
展與文化間對話的關鍵，積極推動開放教育資源活動（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以提高教育品質，促進政策對話，知識共享機會。「開放教育資源」是公共領域或與知
識分子發布教育、學習或研究資料，提供免費使用、改編和傳播。開放教育資源是屬於
公共領域或開放授權的各類型教育資料；其特性是任何人都可合法自由地複製、使用、
改編和重新分享。其類型包括開放教科書、課程、教學大綱、講義、作業、測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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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視聽資料和動畫等（UNESCO, 2018）。常由數位學習學程和線上課程提供者提供，
包括磨課師 MOOCs、開放式課程、開放教科書、開放教材等。
世界許多著名大學發展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 OCW）與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前者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於 2002 年創始的 Open Course Ware 計畫為代表，後者以美國史丹佛大
學的 Andrew Ng 和 Daphne Koller 教授於 2012 年成立的 Coursera，MIT 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創建的 edX，以及 Udacity 最為知名（劉怡甫，2013）。全球磨課師風潮影響
無遠弗屆，臺灣在 2014 年至 2018 年，由教育部推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帶動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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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專院校投入磨課師課程製作，超過 470 位教師發展 233 門磨課師，超過 16 萬人次註
冊，並逾 380 萬人次上課。
開放教育由於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推動，發展許多開放課程與開放教育資源，提供學
習者不受時間與空間隨時學習，其有若干優點：其一、擴大傳統教育，提供更多教育取
用機會而突破無法受教障礙。其二、提供教師教學的分享。其三、提供教育資源與課程
分享與再利用。其四、開放教育不只是開放教育資源，並可利用開放科技加速教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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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與開放分享，包括課程評量、認證、與合作學習。其五、開放教育是人的創作、
分享、與建立知識方法，其提供學習者取用高品質教育資源與經驗。其六、開放教育提
供學習者自由學習機會，在教學活動上採取以「學生為中心」方式，配合學生需求，學
生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時間和地點，依照自己的進度學習。

三、開放教育對資訊素養課程的機遇與障礙
通識教育是博雅教育與全人教育，需要人文、社會、自然各領域學科基礎，以達貫通
無礙，跨越專業領域。通識教育教學法要訓練學生融會貫通，分析整合各種知識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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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通識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應用、思考與批判，一般通識教育常在
教室上課，教師與學生在課堂現場進行閱讀、討論、分享、批判、評論。若通識教育應
用開放教育模式，藉由網路與平臺上課是否合適？通識教育為何要開設磨課師？有何挑
戰？為何有人反對？通識教育要在教室，或不限在教室？這些開放教育的爭議逐漸浮
現。
Spiro 與 Alexander（2012）調查美國開放教育在通識教育應用，並進行五個個案研究
包括：Openness as Academic Mission: Empire State College 的開放學術任務；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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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Washington 的開放教育與 MOO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and DePauw University 教師製作開放教科書；Vassar College and Kenyon College
學生創作開放資源；CLAMP 個案的開放課程與跨校園協作。他們調查結果發現美國通
識學院和大學正積極參與開放教育，學校鼓勵藉由教科書、社交媒體或課程製作以開放
內容。這些大學通識教育應用開放教育目的，有的為了使用開放軟體降低財務成本，使
用靈活性；也有為了開放獲取教學；接觸更廣泛受眾，促進公益，提高個人或機構的形
象。但開放教育的最重要理由是通過分享教育資源來改善學習的機會，可以建立教育資
源，創新教學方法，提高學生資訊流暢性，開發新的學習模式，並擴大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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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識教育應用開放教育仍遭遇許多問題，Spiro 與 Alexander（2012）調查發現，教
師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障礙：（一）缺乏意識；（二）教師習慣性；（三）教師對品質
的要求；（四）通識教育教學較少使用課本；（五）使用開放教科書有風險；（六）難
以找到合適的開放教育資源；（七）教師對實體的偏好；（八）數位鴻溝；（九）開放
式教材缺乏商業出版商提供。研究者提出通識教育面對開放教育未來挑戰的建議，包括
建立教師認知，找到和創造更多適合通識課程，解決品質的問題以及開發適當的經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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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支持開放教育。
我國交通大學推動通識教育應用開放教育，2015 年進行跨校「通識教育磨課師」計畫，
目標是建立通識課程共享制度，利用現有的磨課師平臺方便各大學校院相互提供及利用
彼此的通識課程，讓精彩的通識教育可以透過磨課師擴散及深化。推動理由為：大學校
院每年修習通識教育課程的學生需求量龐大，但受限傳統實體授課要求及教師來源不
足，導致許多學校的通識課程發生問題。通識教育磨課師除了維持既有的線上磨課師經
營模式外，尚有以下特點：1.邀請各校採計為該校通識教育學分。選修學分的學生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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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完成教師指定的教學活動，課程期中考或期末考將配合定期舉辦的全國磨課師實
體認證考試，學生通過本課程修課標準始可獲得其選課學校的通識教育學分。2.舉行實
體面授。3.舉行實體認證考試，透過空中大學全國同步實體認證考試機制。通識教育磨
課師課程應如何採計學分數？交通大學計畫建議：課程影音時數 10 小時的磨課師計為 1
個學分的課程，影音時數為 20 小時的磨課師計為 2 學分的課程。有關本計畫實施成效，
尚未見到研究成果。
王梅玲（2012）根據資訊素養線上教學法與教學策略進行個案研究，針對資訊素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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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挑選二個案：英國 Future Learn 的 Learning Online: Searching and Researching MOOCs、
與政大及交大 ewant 提供的資訊力與資訊搜尋磨課師。這二門課採用影片、講義與非同
步課程，期長從二周到六周不等，內容包括資訊認知、資訊搜尋、資訊評估、資訊應用，
但因影片與講義較少，未涵蓋完整的資訊素養教學。另一方面，大陸武漢大學信息管理
學院開授信息檢索慕課 MOOCs，為 12 周課程。這些磨課師未涵蓋完整的資訊素養課程，
也未與大學通識教育結合應用。
資訊素養磨課師已在臺灣、中國大陸、英國、美國的大學開授，但如何應用在通識教
育？資訊素養能力是現代國民的重要競爭力，所以大學通識教育應廣設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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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大學生在資訊生態環境中具備資訊認知、資訊搜尋、資訊評估、資訊解釋、組織
與創作，與資訊倫理等資訊力。大學生修習資訊素養課程，不僅培養資訊素養能力，而
且具備如何學習的終身學習能力。但目前大學通識教育普遍有學生需求大而教師不足的
困難。資訊素養數位課程或磨課師將提供學生接受資訊素養教育機會，依時間地理方便
修習課程。
但是資訊素養課程要培養學生資訊的認知、搜尋、評估、解讀、組織、應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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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倫理，教師常在課堂使用多種教學法，包括：閱讀、實作、討論、評論、簡報、創作，
這些是教室上課的優點，運用多元教學法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也可能是開放課程的限
制。資訊素養課程採用數位課程或磨課師遭遇若干困難，其一，我國開放教育與磨課師
仍未普及，許多教師抗拒不願開授。其二，數位課程與開放課程不限時空而取用方便，
但師生不易互動，不是全部資訊素養課程適合採用數位或開放課程模式。其三，數位與
開放教育需要加入同步、非同步、混成課程教學模式，以提升資訊素養課程成效。其四，
我國大學尚未建立通識課程磨課師學分認證制度。其五，資訊素養磨課師或開放課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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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保證或認可尚未建立。
現代人面臨科技快速發展與社會不斷變遷，需要終身學習，學習如何學習。通識教育
培養大學生成為通才與全人，但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觀念。開放教育打破傳
統教育限制，當人們有需求可利用開放課程或磨課師進行學習。開放教育帶給資訊素養
課程新機遇，但仍有許多障礙，未來發展建議如下，其一，教育部與通識中心推動開放
教育、磨課師與開放教育資源發展，並推廣以提升教師認知。其二，大學通識教育研訂
通識課程磨課師品質標竿並建立認證與學分採計機制。其三，鼓勵學生修習通識教育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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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師以培養終身學習能力。其四，大學通識教育重視資訊素養課程，幫助學生獲得資訊
力以適應未來社會。

肆、 提案討論
案 由：修訂通識教育白皮書(如附件)，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上次會議決議。
2. 落實高教深耕計畫。
決 議：
1.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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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如有補充意見，請於一週內提出交由通識中心彚
整。
3. 結合高教深耕計畫，本校依據通識教育白皮書，培育學
生六項基本素養。分別為：
智慧科技
時尚美感
設計思考與問題解決
現代公民素養
國際視野
博雅教育與中文涵養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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