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開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開課時間 修課人數 場域課程內容

1 吳秋賢 普通物理實驗 校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110

本課程將Arduino開發板融入普通物理實驗課程中(109學年度實施於物理系和機械系普通物理實驗課程)，利用開發版加
上各種感測器元件；例如：溫度感測、濕度感測器、紅外線等等，學生利用板子量測一些實驗數據，例如電壓、溫度、
濕度和距離等等。這些融入課程讓學生學習更容易、更精確地取得實驗數據。
學生將之應用於電力線實驗、電容充放電實驗、剛性係數量測和彈性碰撞等等實驗。
最後訓練學生應用開發版發揮創意製作出各種不同的專題。目前一件作品通過獲得資策會的開發。
此融入課程培養USR計畫所需之STEAM教育基礎教育人員，使人員得以提供教育經驗與相關知識之諮詢，解決場域學生
提問與助教教學過程之困難。同時也為之後協助清流部落與阿卡迪亞團隊的夥伴更多可支援的人力。

2 陳洵一 家禽學 院系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55

1. 動物遺傳與育種知識
2. 動物生殖與生理知識
3. 動物營養、飼料與經營管理知識
4. 動物產品加工利用與安全知識
5. 關懷、尊重生命與動物保育

3 林荀龍 動物福利學 院系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0
本課程從「關懷生命」角度來探討動物福利，引導學生從人類對動物剝削的現象進行反思，再深化反省人類自己的生命
價值。本課程之教材雖較偏重生命知識，但精神仍以詮釋「人」為主，將正反兩面的思想同時提出，啟蒙學生建立自己

4 林荀龍 動物福利學 院系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3
本課程從「關懷生命」角度來探討動物福利，引導學生從人類對動物剝削的現象進行反思，再深化反省人類自己的生命
價值。本課程之教材雖較偏重生命知識，但精神仍以詮釋「人」為主，將正反兩面的思想同時提出，啟蒙學生建立自己

5 林怡君 動物福祉 院系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60

近年來，動物保護議題越來越受大眾重視，動物福利、動物權的觀念不斷有動保人士或是國內學者提出，保護動物儼然
成為普世的價值，和社會文明的指標。然而就如同一般的倫理道德觀，各人見解不一；因此希望能透過本課程，從客觀
的科學角度作為切入，介紹目前先進國家在動物福利上之科學研究，探討人類與非人類之互動，如何改善其動物福利現
況，並探討各類動物的福利狀態，包含最受關注的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同時也包括同伴動物及娛樂性動物。

6 宋慧筠
文化創意產業

英文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16 透過課程安排，讓學生學習語言轉譯。

7 朱惠足
文學研究方法

與論文寫作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22 以霧社事件為例，熟習文學與歷史史料跨領域研究方法。

8 陳慧先
田野調查理論

與實務課程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1
透過課程安排與實地田野調查，讓學生了解霧社事件與清流部落的歷史文化，並藉由口述訪談，紀錄部落耆老的在地觀
點與生命經驗。

9 王世澤 行銷管理專題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8
著重行創業管理的基本概念以及應用，以系統化的方式及步驟結合理論與實務，帶領管理或非管理背景學生進入實務瞭
解創業規劃及組織概念。

10 張淑君
社區營造與創

意方案規劃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1

課程特色為行動導向，依各科系特色發揮學生創意，協助部落提出創意方案並藉由i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之設計，採翻
轉教學的設計模式有課前、課中、課後的教學活動安排。

11 朱惠足
社會記憶與數

位人文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2 以霧社事件為例，討論在地文史資料與數位人文的結合。

12 吳振發 健康園藝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1. 具備園藝治療基礎概念2. 實際操作健康園藝活動3. 增加園藝活動應用能力
以園藝療法為基礎，透過園藝栽種及活動參與，增進人與自然環境、植物間的互動，進而提升生、心理、社交互動、邏
輯認知。另外，使用園藝療育園區內各式植物作為素材，提供學生觀摩學習及實際操作。除前述項目，本課程亦廣邀各
方園藝治療、健康園藝活動、跨領域療育活動等專家學者與學生分享園藝活動之實務案例與經驗，並帶領學生們一同親

13 陳洵一 專題討論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6

1.動物科學專業知識與學術倫理
2.動物生物技術研究能力
3.關懷、尊重生命與動物保育
4.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
5.現地場域問題解決能力

14 白慧娟
教師成長與規

劃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2

本課程帶領學生評析自我內外狀況與特質，尋找轉化自我的典範或方法，探究教育現場教師專業成長相關議題，實際參
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進而發展出一個自我能力開展的計劃書，利用本學期時間以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和其他修課同學
及授課教師共學共好，達到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精進，以及專業成長。

109學年第二學期~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USR相關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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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吳志文 產品策略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52

本課程透過對產品策略與創新行銷創新模式的知識傳授與實作，搭配業師協同授課，透過校外學者專家導入，產品策略
議題之激盪思索，並經由實際進行在地社區實作產品企劃，培養學生與合作廠商擬定產品策略與品牌行銷的能力，並為
在地社區創新與永續發展貢獻人力與創意。本課程結合業師，運用「協同教學」之模式來授課。授課方式將視課程內容
需求以「課堂講解與演講」、「小組討論」、「個案研討」、「產品田野調查」與「專題成果發表」多元方式來進行與
呈現，同時輔助ilearning平台進行課程資訊與心得交流分享，提供同學們豐富的課程資源與支持協助，期末並有成果發
表會,將展示同學們實踐在地社區產品策略實務企劃成果。

16 王世澤 創業管理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3
著重帶領學生了解創業管理意涵以及如何進行創業籌劃，配合課堂上之作業練習逐步以加深學習效果。藉由能了解創業
管理的模式，期使學生具備創業規劃及組織的能力。

17 張淑君 資源管理專題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6 藉由講授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理論與實地之社區參訪，幫助學生習得其理論與實務，進而運用於鄉村規劃之中。
18 鄭琨鴻 網頁設計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2 藉由課程進行引導學生，熟悉網頁設計相關技能，帶領學生協助資料庫網站建置。

19 陳慧先
臺灣原住民史

課程 院系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51 課程安排1-2周講述霧社事件始末。

20 朱惠足
中臺灣古道、
部落與人文旅

通識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1
課程首先介紹能高越嶺古道，進而透過薩拉毛事件至霧社事件的歷史記載及文學作品、賽德克族的族群文化、《霧社川
中島》紀錄片，以及清流部落戶外教學，帶領同學了解部落歷史及文化

21 宋慧筠
資訊資源與圖

書館 通識必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28 透過課程安排，讓學生學習文獻史料徵集的方法。

22 林荀龍
專業服務學習:

寵物義診
通識選修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28

配合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浪浪樂活-流浪動物減量與福祉實踐。讓同學至流浪犬收容所及醫療室協助醫療
工作

23 林荀龍
毛小孩的居家

護理
微型課程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11

[相關活動] 5/15 - 課程實作
藉由講師單元式的說明，並讓學員與寵物互動的過程中，逐步了解狗的保健知識與護理技巧。

24 蔣慎思 香料入生活 微型課程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2 了解廚房中的調味聖手-常見香料的應用與保健功能

25 蔣慎思 香料魔法廚房 微型課程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58
以香料植物產品或原料為基底，結合常見之麵包、餅乾及蛋糕等烘焙產品，以單元
主題(薑科及肉桂屬香料)方式介紹香料原料特性與機能應用外，亦利用此單元香料
進行產品製作。

26 賴慶明
家屋文化—賽
德克族傳統技
術共學工作坊

微型課程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0
課程傳授野外採集、狩獵文化、藤編文化知識，將傳統技術以共學方式呈現給參與學生，以了解部落文化並提升對部落
的認識，進而留下知識紀錄。

27 楊文仁
聊聊食材這檔

事
微型課程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8

1. 走入市集，藉由課程引導，讓農友、消費者成為食物與農業這個生活學科的老師。
2. 藉由與參與市集的所有人有所互動，培養溝通與在地關懷的能力。
3. 藉由動手做的過程，更容易理解食物與環境的關係。
4. 觀察身邊當季食材，了解差異。

28 林荀龍
服務學習

(一)：社團服
務學習

校必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82
本課程一直以來著重在生命教育的推廣與實踐，學習了解常見伴侶動物之照護技巧與知識為主，並於服務期間前往收容
所等相關單位提供協助，或者是下鄉絕育的課程，讓修課的學生更能親身體驗服務的機會，也讓一般民眾能夠更加了
解、接觸動保的知識和議題。

29 朱惠足
東亞社會與文

化
校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3

本課程探討東亞社會與文化中的性別議題，並在跨文化脈絡下分析性別議題與國族、階級議題的交錯。課程首先綜觀戰
前至戰後東亞性別議題的歷史演進。進而透過台、日、韓、中等國的相關社會與文化現象，讓同學進行跨國與跨文化的

30 白慧娟 親職教育 校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7

第一場(10/13)：邀請共築幸福社區工作者開設大學生培力課程，主題「建構一個與自然風土共好的人文社區」讓同學學
習親職教育的理念為社區帶來的改變與進化。
第二場(10/23)：協同校內兩個單位(「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計畫，及師資培育中心)開設培力課程，主題「機器人動
起來」透過Mbot機器人學習STEAM教育的精神，對同學與中小學校教育工作者的增能培力，並達成社會責任的實踐。
學生透過實際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進行社會責任實地場域工作與學習，課程內容並帶領學生了解社會責任

31 林荀龍 動物福祉 院系必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0

近年來，動物保護議題越來越受大眾重視，動物福利、動物權的觀念不斷有動保人士或是國內學者提出，保護動物儼然
成為普世的價值，和社會文明的指標。然而就如同一般的倫理道德觀，各人見解不一；因此希望能透過本課程，從客觀
的科學角度作為切入，介紹目前先進國家在動物福利上之科學研究，探討人類與非人類之互動，如何改善其動物福利現
況，並探討各類動物的福利狀態，包含最受關注的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同時也包括同伴動物及娛樂性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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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吳志文 企業行銷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4

1.透過對數位行銷與跨境電商的創業創新與大數據分析運作模式的知識傳授與實作，與Google和Amazon跨國企業合作
，搭配多元企業行銷與大數據分析議題之激盪思索。
2.由實際進行在地社區企業行銷企劃，培養同學創業與創新的能力，並為在地社區企業成為教學實踐場域。
3.課程結合Google與Amazon業師，運用「協力教學」之模式來授課。授課方式將以「課堂講解與演講」、「小組討
論」、「個案研討」、「數位行銷與跨境電商實作」與「專題成果發表」多元方式來進行與呈現；同時輔助ilearning平
台進行課程資訊與心得交流分享，提供同學們豐富的課程資源與支持協助。

33 張淑君
社區與社區發

展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3

1.讓學生瞭解社區存在的意義，及其發展的重要性與發展進程跟策略。
2.培養學生具有處理社區發展相關議題的能力。
3.實際進行社區提案企劃，培養同學獨立思考與創新的能力。課程中安排分組實務操作，與信義鄉在地產業梅子夢工廠合
作，讓學生了解CSR後，進行分組闡述，並請廠長在課堂上給予學生支持與方向進行。

34 孫允武 挑戰阿爵諾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0

為PBL課程，同學藉由挑戰困難開放的問題，學習到IoT進階技術與實際問題解決能力。同學可以利用Arduino單晶片微
處理器與電腦或手機結合，完成下面其中之一的專題:
(1)完成一到二項物理實驗自動化專題；
(2)具實用價值的 IoT專題；
(3)利用mBot Arduino機器人完成指定任務。這個課程培養參與USR中STEAM教育的較高階人力，形成種子教官群。培
養USR計畫所需之STEAM教育中高階教育人員，提高對mBOT機器人的操作應用之理解，使人員得以提供教育經驗與相
關知識之諮詢與課程研擬規劃。為之後協助清流部落與阿卡迪亞團隊的夥伴提供堅強的技術合作師資。

35 林荀龍
流浪動物照護

臨床醫學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8 藉由實際臨床病例予以診斷、治療與照護

36 莊銘豐 脊椎動物學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4

1.脊椎動物生物多樣性調查
2.常見脊椎動物之觀察
3.認識食蛇龜外型與保育現況
在10/17由兩位主持人實驗室的助教群帶領脊椎動物學課程24位學生對當地環境和野生動物進行調查與記錄，參與的大
學生可增加野外經驗及物種辨識能力。
在完成野外調查後，規劃各課程的修課學生，對當地生態旅遊、景觀與生態教育提出看法和建議，並鼓勵學生利用此地
作為研究、休閒的地點。

37 陳洵一 專題討論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8

1.動物科學專業知識與學術倫理
2.動物生物技術研究能力
3.關懷、尊重生命與動物保育
4.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
5.現地場域問題解決能力

38 孫允武 探索阿爵諾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1

為PBL課程，同學藉由挑戰四個小型問題，學習到IoT基本技術與問題解決能力。
探索阿爵諾是要讓學生由具趣味性的Arduino開發板使用方法與簡單問題專題開始，這個年度也將基礎3D列印、3D雕刻
及雷射切割工具，適當的嵌入課程中，讓最後同學不僅學到Arduino相關的技術，也將工具多元化，讓在他們問題解決的
方案中，更多創客的設計思維。
培養USR計畫所需之STEAM教育基礎教育人員，使人員得以提供教育經驗與相關知識之諮詢，解決場域學生提問與助教
教學過程之困難。同時也為之後協助清流部落與阿卡迪亞團隊的夥伴更多可支援的人力。

39 王世澤 創業管理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8
1.本課程著重於帶領學生了解創業管理意涵以及如何進行創業籌劃，使學生了解創業管理的模式。配合課堂上之作業練習
，以逐步加深學生學習效果，期使學生具備創業規劃及組織的能力。最後，藉由學生期末創業計劃專案報告以呈現學習
效果。2.鼓勵學生以在地資源為創新與創業的實踐場域。

40 白慧娟
華德福教育研

究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7

本課程因應全球疫情以及從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角度一方面探討華德福教育在21世紀的時代意義，內涵與其實踐。另一
方面結合社區永續文化工作者與高中端教師團隊，第一場(9/30)：透過社區培力課程「生態廚房」，本校師生從社區場域
中以人文與歷史角度挖掘社區食物記憶，進而培養重視社區生態的教育理念。
第二場(10/1)：與大明高中教師團隊交流研討，以108新課綱合作設計課程，為高中生及大學生SDGS的培力課程進行研
發。藉此課程鼓勵教育工作者對自我社會責任意識進行提升，在教師專業上做精進，並且致力發揮個人生命的任務。

41 朱惠足 臺灣人文學導 院系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0 以清流部落歷史人文為實作目標，培養學生對在地歷史與文化資產進行深度思考，發展創意再造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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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開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開課時間 修課人數 場域課程內容
109學年第二學期~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USR相關創新課程

42 賴慶明 清流部落共學 通識選修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2
以霧社事件、莫那魯道抗日歷史為主軸，並以賽德克餘生－清流部落為場域，嘗試從生態博物館與地方創生觀點來促進
學生對於台灣原住民文化之認知。本課程內容不僅融入當地的人文歷史和自然景觀，嘗試從族人的在地視點，推動清流
部落與賽德克族文化復振與技藝傳承，同時也以創新科技、數位治理、產業經濟、行銷推廣等多面向導入大學社會責任

43 楊文仁
走入農夫市集

共學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9

1. 走入市集，藉由課程引導，讓農友、消費者成為食物與農業這個生活學科的老 師。
2. 藉由課程的訪談與互動，增進跨文化的溝通能力與在地關懷。 3. 藉由與農民較深層的互動與了解，發展未來提供協助
的可能性。

44 蔣慎思 香料入生活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了解廚房中的調味聖手-常見香料的應用與保健功能

45 蔣慎思 香料魔法廚房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48
以香料植物產品或原料為基底，結合常見之麵包、餅乾及蛋糕等烘焙產品，以單元
主題(薑科及肉桂屬香料)方式介紹香料原料特性與機能應用外，亦利用此單元香料
進行產品製作。

46 賴慶明
家屋文化—賽
德克族傳統技
術共學工作坊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0
因前次課程開設反應熱烈，故再次開設，課程中傳授野外採集、狩獵文化、藤編文化知識，將傳統技術以共學方式呈現
給參與學生，以了解部落文化並提升對部落的認識，進而留下知識紀錄。

47 楊文仁
聊聊食材這檔

事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30

1. 走入市集，藉由課程引導，讓農友、消費者成為食物與農業這個生活學科的老
師。
2. 藉由與參與市集的所有人有所互動，培養溝通與在地關懷的能力。
3. 藉由動手做的過程，更容易理解食物與環境的關係。
4. 觀察身邊當季食材，了解差異。

48 涂宏明
園藝活動企劃
－植物編織好

好玩
微型課程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26

1.培養辦理活動企劃之能力
2.培養對於園藝生活之應用與技術
3.培養人際溝通與創新活動能力

1558總修習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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