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求真樓 K403 會議室
主
席：楊思偉校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 吳芷寧

壹、上次會議決議情形：
編號

會議

案由

1

102.5.7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通識教育委員
會會議

針對 102 學年度起適用之「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選修課程
實施辦法」關修正草案，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科目
之規劃及審查原則」之廢止，
提請 討論。

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照案通過。

業已簽請校
長核准並公
告之。

解除列管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及核心能力之修正，提請 討論。
說由明：
一、 因應本中心將於本年底及明（103）年上半年度需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追蹤評鑑之業務，據此，本中心擬修正本校通識教育理念、
目標及核心能力。
二、 本案經「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行政會議」
、
「102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及「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討論在案，先予陳明。
三、 檢附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及核心能力修正對照表乙份（附件一）。
決

議：俟修正後於下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討論。

案由二：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拓展本校學生通識教育視野、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本中心自 93
學年度起推動通識教育護照認證活動。此外，為推廣學生使用通識護

照之頻率，並提高學生參與校內外活動之意願，本中心擬修正「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
二、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部份條文修正
對照表（附件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附件三）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現行條文（附件四）
，提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

附件一
本校通識教育理念、目標及核心能力修正對照表
現行內容

修正後內容

通識教育理念

培育「新師範精神之博雅專業人才」

培養具備道德品格、理性思
辨、人文素養、社會關懷與
國際視野之現代公民。

通識教育目標

1.培養溝通及終身學習基本能力
2.陶冶並奠定廣博的知識基礎
3.培養知識統整、批判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4.增進身心健全、知性與感性之和諧發展
5.促進對當代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關懷與責
任感，並體驗力行實踐價值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同校九大核心能力：
1.專業與統整能力
2.邏輯思辨能力
3.資訊與科學素養
4.藝文精神與素養
5.語文與人際溝通能力
6.了解、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能力
7.國際視野能力
8.內省與職涯規劃能力
9.公民責任與人文關懷

1.培養語文表達的溝通能力
2.奠定廣博通達的知識基礎
3.增進邏輯思考及科學素養
4.提升藝術精神及文化省思
5.加強社會參與及國際關懷

1.表達溝通力
2.知識統整力
3.邏輯思考力
4.科技運用力
5.藝術賞析力
6.文化省思力
7.社會參與力
8.國際關懷力

附件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拓展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 一、為拓展學生通識教育視野，增進 文句修改。
簡稱本校）學生通識教育視野，
身心健全、知性與感性之和諧發
增進身心健全、知性與感性之和
展，推動通識教育護照認證，特
諧發展，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
訂定本要點。
下簡稱本中心）推動通識教育護
照認證活動，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護照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日 二、本護照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日 依 據 現 行 作 法 修 改
間大學部學生，並以九十三學
間大學部學生，並以九十三學 條文內容。

年度以後（含）入學學生為主
要適用對象，其餘各年級學生
採自願登記領取使用。

年度以後（含）入學學生為主
要適用對象，其餘各年級學生
採自願登記領取使用。

文字修改。
三、實施方式：
三、實施方式：
(一)通識護照之領取
(一)通識護照之領取
本校大一新生於入學後由班
本校大一新生於入學後由班
代向本中心領取通識教育護
代向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領取
照每人一冊使用。護照認證
通識教育護照每人一冊使
頁使用完畢者，得檢附舊護
用。護照認證頁使用完畢
照向本中心申請增發。
者，得檢附舊護照向通識教
(二)通識護照之運用
育中心申請增發。
1.教學運用：本校大學部學生
(二)通識護照之運用
修習通識課程者，根據任課
1.教學運用：本校大學部學生
教師規定完成參與課程相
修習通識課程者，根據任課
關活動之認證，原則上每科
教師規定完成參與課程相
目至少完成兩項以上通識
關活動之認證，原則上每科
教育活動之認證。認證成果
目至少完成兩項以上通識
納入該課程學期成績之評
教育活動之認證。認證成果
量。
納入該課程學期成績之評
2.個人學習紀錄：個人主動參
量。
加本護照所涵蓋之通識教
2.個人學習紀錄：個人主動參
育活動，並在護照上完成認
加本護照所涵蓋之通識教
證紀錄。
育活動，並在護照上完成認
(三）通識教育活動類別與認證
證紀錄。
1.藝文活動：
(三）通識教育活動類別與認證
(1) 參加國內外公私立社會
1.藝文活動：
(1) 參加國內外公私立社會
教育文化機構（如博物
教育文化機構（如博物
館、美術館、文化局等）、
館、美術館、文化局等）、
學校（大學校院為限，含

修正條文

校內）、團體（如學會、
文教基金會）等所舉辦之
各項藝術、文化、教育活
動（如演講、展覽、表演
活動，生態考察等）。
(2) 參加每項藝文活動，須在
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
（如蓋活動單位章、蓋紀
念戳章、黏貼門票等方
式）或撰述活動內容與心
得。
2.志願服務：
(1)根據修習課程規定或自動
到相關公私立機構從事
無酬志願性服務工作，超
過四小時以上。
(2)參加志願服務後，由服務
機構在通識護照內頁留
下記錄，登記服務內容與
時數，並蓋認證單位章。
3.其它經由本校導師、任課教
師、輔導教官指導或推薦
參加之認證活動。
四、評量與獎勵：

(一)配合通識教育課程實施之護
照認證，依照任課教師規定期
限內完成繳交，經任課教師評
閱後，納入該科學期成績評量
的一部份。
(二)參加通識教育活動認證達八
次且經本校教師、教官簽章評
閱者，得持通識護照洽本中心
領取獎勵品。
五 、 本要點經本中心行政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現行條文

學校（大學校院為限，含
校內）、團體（如學會、
文教基金會）等所舉辦之
各項藝術、文化、教育活
動（如演講、展覽、表演
活動，生態考察等）。
(2) 參加每項藝文活動，須在
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
（如蓋活動單位章、蓋紀
念戳章、黏貼門票等方
式）或撰述活動內容與心
得。
2.自願服務
(1)根據修習課程規定或自動
到相關公私立機構從事
無酬自願性服務工作，超
過四小時以上。
(2)參加自願服務後，由服務
機構在通識護照內頁留
下記錄，登記服務內容與
時數，並蓋認證單位章。
3.其它經由本校導師、任課教
師、輔導教官指導或推薦
參加之認證活動。
四、評量與獎勵：
(一)配合通識教育課程實施之護
照認證，依照任課教師規定期
限內完成繳交，經任課教師評
閱後，納入該科學期成績評量
的一部份。
(二)參加通識教育活動認證達十
二次且經本校教師、教官簽章
評閱者，得持通識護照洽通識
教育中心領取獎勵品。
五 、 本要 點 經 通 識 教 育委 員 會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說明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
極參與通識教育護
照認證活動，並符應
本中心新修訂之通
識八大核心能力，擬
修改認證次數為八
次。

為便利本中心推動
全校通識教育相關
業務，擬經由本中心
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後，簽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以提高行政效
率。

附件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草案)
93.10.22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95.12.17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月○日 102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拓展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通識教育視野，增進身心健
全、知性與感性之和諧發展，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推動通
識教育護照認證活動，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護照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
三、實施方式：
(一)通識護照之領取
本校大一新生於入學後由班代向本中心領取通識教育護照每人一冊使用。護
照認證頁使用完畢者，得檢附舊護照向本中心申請增發。
(二)通識護照之運用
1.教學運用：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者，根據任課教師規定完成參與
課程相關活動之認證，原則上每科目至少完成兩項以上通識教育活動之認
證。認證成果納入該課程學期成績之評量。
2.個人學習紀錄：個人主動參加本護照所涵蓋之通識教育活動，並在護照上
完成認證紀錄。
(三)通識教育活動類別與認證
1.藝文活動：
(1)參加國內外公私立社會教育文化機構（如博物館、美術館、文化局等）、
學校（大學校院為限，含校內）
、團體（如學會、文教基金會）等所舉辦
之各項藝術、文化、教育活動（如演講、展覽、表演活動，生態考察等）。
(2)參加每項藝文活動，須在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如蓋活動單位章、蓋
紀念戳章、黏貼門票等方式）或撰述活動內容與心得。
2.志願服務：
(1)根據修習課程規定或自動到相關公私立機構從事無酬志願性服務工
作，超過四小時以上。
(2)參加志願服務後，由服務機構在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登記服務內容
與時數，並蓋認證單位章。
3.其它經由本校導師、任課教師、輔導教官指導或推薦參加之認證活動。
四、評量與獎勵：
(一)配合通識教育課程實施之護照認證，依照任課教師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
經任課教師評閱後，納入該科學期成績評量的一部份。
(二)參加通識教育活動認證達八次且經本校教師、教官簽章評閱者，得持通識
護照洽本中心領取獎勵品。
五、本要點經本中心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通識教育中心，
於 102年○月○日102學年度第○學期第○次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由 102 年○月○日校長核准，102 年○月○日公告施行。

附件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93.10.22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95.12.17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拓展學生通識教育視野，增進身心健全、知性與感性之和諧發展，推動通
識教育護照認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護照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大學部學生，並以九十三學年度以後（含）
入學學生為主要適用對象，其餘各年級學生採自願登記領取使用。
三、實施方式：
(一)通識護照之領取
本校大一新生於入學後由班代向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領取通識教育護照每人
一冊使用。護照認證頁使用完畢者，得檢附舊護照向通識教育中心申請增發。
(二)通識護照之運用
1.教學運用：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者，根據任課教師規定完成參與
課程相關活動之認證，原則上每科目至少完成兩項以上通識教育活動之認
證。認證成果納入該課程學期成績之評量。
2.個人學習紀錄：個人主動參加本護照所涵蓋之通識教育活動，並在護照上
完成認證紀錄。
(三）通識教育活動類別與認證
1.藝文活動：
(1) 參加國內外公私立社會教育文化機構（如博物館、美術館、文化局等）、
學校（大學校院為限，含校內）
、團體（如學會、文教基金會）等所舉辦
之各項藝術、文化、教育活動（如演講、展覽、表演活動，生態考察等）。
(2) 參加每項藝文活動，須在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如蓋活動單位章、蓋
紀念戳章、黏貼門票等方式）或撰述活動內容與心得。
2.自願服務
(1)根據修習課程規定或自動到相關公私立機構從事無酬自願性服務工作，
超過四小時以上。
(2)參加自願服務後，由服務機構在通識護照內頁留下記錄，登記服務內容
與時數，並蓋認證單位章。
3.其它經由本校導師、任課教師、輔導教官指導或推薦參加之認證活動。
四、評量與獎勵：
(一)配合通識教育課程實施之護照認證，依照任課教師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經
任課教師評閱後，納入該科學期成績評量的一部份。
(二)參加通識教育活動認證達十二次且經本校教師、教官簽章評閱者，得持通識
護照洽通識教育中心領取獎勵品。
五、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