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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 2006 年成立後，為積極吸收國外教學發展中心之運作經驗，以作為規劃
業務之參考，組成考察團赴歐美進行實地考察，分別於 2006 年、2007 年、2009 年參訪美國東部、
美國中部以及歐洲英法等國頂尖大學及高教評鑑機構。數次考察行程皆帶回歐美提昇教學品質之具
體作法，考察成果亦落實於教學發展中心初期之業務擬定與推動，例如教師傳習制度之建立，教學
助理制度之建立，學習開放空間之設置等等，使本校多項提昇教學品質之制度與辦法，得以在短短
數年內迅速建立與施行。
近兩年教學發展中心各項制度漸趨成熟，是故考察主題由國外教學發展中心之制度與業務，轉
而配合本校現階段計畫推動之教務改革目標，如 2012 年 2 月因應教育部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推動
「學生學習成果」導向評鑑之政策方針，赴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學會及美西數所大學，考察相關
具體措施與執行成效，2012 年 6 月配合本校規劃興建第二教學大樓，赴香港考察大學之教學設施。
隨著亞洲經濟崛起與高等教育環境全球化，亞洲各國一流大學之競爭愈趨白熱化，如何吸引亞
洲乃至世界各國優秀學子，加速本校教學與課程國際化，發展線上課程平台與國際接軌等，已成為
本校教務工作重點，日本大學之世界排名向為亞洲各國之首，日本如何因應國內社會結構與國際高
教趨勢變化，實施高等教育改革與國際化，運用網路科技發展開放式課程，設置先進教學設施等作
為，皆足以作為本校教務工作之借鏡。
今年四月由莊教務長帶領，教學發展中心代表六人，組成考察團，赴日實地參訪東京大學
(University of Tokyo)、關西大學 (Kansai University)、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及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等知名學府，以汲取日本頂尖大學提升教學品質
及高教發展之經驗。
本次考察團獲得日方各校盛情接待並安排深入詳實之參訪行程，所蒐集之各項資訊，對於推動
教務改革及教學發展中心擬定新的業務方針，極具參考價值，亦有助於推動本校與受訪學校未來進
一步之實質交流合作，有關考察對象與考察心得之詳細報告，請參閱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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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報告
一、日本東京大學 (University of Tokyo)

報告人：石美倫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組副組長)
本次日本參訪的第一所學校是東京大學，創校悠久 (1877 年) 的東京大學是日本大學中國際排
名(約第 30 名) 領先之學校，目前約有學生共 28,200 人，其中研究生約 14,100 人 (2012 年 5 月統
計數字)，在大學和研究生的比例上，和臺灣大學極為接近，但因為教員共 3,731 人，在師生比方
面比臺大較小。
此次參訪的主要單位為東京大學的「大學總合教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由中心執行長，也是東京大學副校長吉
田俊哉教授親自接待參訪團。
成立於 1996 年的「大學總合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為東京大學中負責教育改革的部門，其下分為三組：大學改革基
礎調查部門 (Basic Research Division)、全學教育推進部門 (Division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Reform)、和教育課程／方法開發部門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Division)。大學改革
基礎調查部門主要負責各種教育調查統計和分析，研究結果提供東京大學做為教學改進之參考。全
學教育推進部門則是東京大學負責推動博雅教育的單位，自四年前開始，由學校主導推出 8 堂課／
12 學分的課程。最後，教育課程／方法開發部門是東京大學負責教學方法研究推廣，以及學習環
境建立的主要部門。進年來一方面積極推動主動學習 (Active Learning)，建置以 ICT 支援的學習環
境，加入 OpenCourseWare 和 Coursera (2013 年 3 月開始，目前有兩門英語課程)。另一方面也為了
因應由日本文教省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也就是著重「教師發展」 (Faculty Development, FD)
的政策，規劃各種針對教師設計和執行的教學專業發展計畫。比較特別的是，東京大學的 FD 計畫
除了包含現有教員之外，也將博士班學生和博士後視為未來教職人員，自 2012 年開始以其為對象，
推出教學技巧相關之選修學分課程，內容包括教學科技和教學方法等訓練等等。目前為止有 178
位同學申請，共 26-30 位同學完成課程。
吉田教授並和參訪團分享東京大學因應全球化高教環境時，目前所面對的主要危機有二：
第一，90 年代日本大學教育改革後的反效果。像是國立大學的經營半私營化，造成大多數學
校經費見絀。另外是研究所的增加和就業市場所需呈負成長。由於目前在日本，80-90% 的自然科
學學生在大學畢業後選擇進入研究所就讀，但是過多的研究生畢業後卻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
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與虛耗。雖然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生人數較少，較無此方面的問題，但日本社
會長期以來的求職就業文化，卻也在大學期間引起另一個問題。比方說，學生大多從大三開始準備
求職，許多學生在大四上學期就已找到工作，所以大三學生因為忙著準備企業徵才而無法專心上
課，到了大四又因為已找到工作，以至於對學習無熱忱僅求準時畢業。與臺灣學生多在大四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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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畢業後才開始找工作的狀況相比，日本大學生的大學學習似乎未達完整的四年，而多偏重在前兩
年的通識／共教課程上。
第二，日本人口減少，但大學數量卻持續增加。這個問題一方面造成補教業的興盛，讓學生們
儘量進入較好的大學就讀以確保就業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迫使日本大學不得不積極進入全球高教市
場，好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前來就讀。然而，過去十年來東京大學的世界排名逐漸下滑，對此，吉田
教授將之歸因於語言為最大障礙。不但東京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或在學期間進行國際交換學生的比
例偏低(2%)，校內英語教學的師資也少，進行國際化的競爭力低。另外，日本獨特的 4 月開學的學
制，也讓東京大學的國際化倍加困難。目前進行修改學制的反對聲浪多來自校內教師，而且此改變
也將向下影響到日本各級學校的入學日的修改，因此需審慎計畫逐步進行。
為因應上述困境，東京大學接下來的計畫包括：提昇課程品質、設計跨學科課程、推出適合全
球化的博雅教育、促進國際化教學。在課程品質方面，具體方案有將現行以學年設計的課程，改為
以學分數為主的課程設計，並以 Cap System 控制學生的最高修課時數，以確保學習品質。跨學科
課程則是改變現行的梳子 (Comb) 設計，讓學生提早開始培養專業知識和素養。新博雅教育則以
全球化市場和環境為導向，培養學生因應新環境所需的能力和態度。最後，積極與其他國內外大學
合作，推出可以跨國跨校選修的課程和學位、並努力發展日本做為亞洲和美洲之間橋樑的定位，鼓
勵學生提高英文能力的同時，也培養以中文為主的第二外國語能力，好增加國際競爭力。
總而言之，從此次參訪經驗中發現，臺灣大學和東京大學其實都面臨著許多相似困境，例如學
生人數減少，但大學數目增加，以及研究所畢業生缺乏就業市場，尤其是博士班學生等問題。在
FD 方面，臺大的起步時間較早，因此在教師教學技能發展、或 TA 訓練等都有比較豐富的經驗。
此外，東京大學因為各院系獨立發展的傾向更為明顯，很多政策的決定權都取決於各院系，比方說
像課程或教師評鑑，或是傑出教師的選拔，學校中心單位都只能從鼓勵的角度，協助有意願的院系
進行，無法制定全校性標準或方式，這在激勵教師投入教學熱忱上不免有所影響。然而，身為頂尖
學府卻能正視自身困境，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的東京大學，努力改善教學品質、培養教學能力、因
應國際挑戰的經驗，仍值得臺大學習效法。尤其如吉田教授所言，臺大學生已具備中文的語言優勢，
若再加上英文能力，很快就能接軌東亞和歐美高教環境，臺大和臺大學生應該都要更加把握優勢，
增加自身的價值和競爭力。

考察團與東京大學會議

考察團致贈東京大學吉見俊哉副校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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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關西大學 (Kansai University)

報告人：李紋霞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副組長)
關西大學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設有 13 個學院、12 個研究所研究科、3 個專職研究所，並
在 2012 年 4 月開始設立留學生別科。學校全職教職員 751 人，有包括 700 多名留學生在內的約 30,000
名學生。關西大學於 2001 和本校簽定學術交流合作協定，參訪時正好有二位臺大日文系同學在此
修課一年。承蒙關西大學熱誠接待，安排了一整天的正式接待行程，會面的教授群有副校長兼國際
部部長 Eiji Yoshida (吉田栄司)、教育開發支援中心主任 Toshiya Tanaka (田中俊也)、二位副主任
Toshiyuki Yamamoto (山本敏幸) 和 Chiaki Iwasaki (岩崎千晶)、國際部次長 (川原哲夫)、學術事業
局支援組局長 (平野誠)、留學生別科主任 Yuriko Kite 和其募集担当主任 Kanemura Juran (金村寿
蘭)、教師 Furukawa Tomoki (古川智樹) 等人。重點參訪活動包括：和教育開發支援中心師長們座
談了解其推動的教與學業務經驗；國際交流處簡介其校如何推動國際交流，並安排和二位臺大交換
生同學見面；導覽解說其校的考古學博物館和蘭亭序特展；最後參觀留學生別科的教學校區和聽取
日本語言和文化學習的創新性課程推動。以下摘要記錄關西大學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相關的業務
推展經驗。
關西大學教育開發支援中心是該校於 2008 年成立的新單位，以支援教師教學、改善校園學習
環境及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為宗旨。其中心共有 4 名博士級教師全職隸屬中心 (主任和三名副主任)，
主要推動業務有以下幾項:
(一) 學生教育力活用 (TA、LA、SA)：TA 協助教師教學；LA 在課程中對學生學習進行支援
輔助；SA 類似臺大實施的課輔小老師性質。這三類助教系統是希望研究生在教導或協助其他學生
學習時，教學能力也能同步成長。
(二) 教學科技活用和推廣：發展課程教學網、透過午餐工作坊機會推廣數位媒體教材的設計
和使用。
(三) 學術寫作支援：教學中心雇用三名博士生擔任日文寫作諮詢教師，比較特別的是這類服
務只針對大學部學生，並且會和一些需要繳交報告的課程教師討論如何設計寫作作業，而後再透過
TA 配置來協助學生提升日文寫作能力。
(四) 主動學習 (Active Learning) 計畫：研究發展如何讓校園成為學生可主動學習的環境；例
如利用學習小組模式，讓學生自行提出課程設計計畫申請，由學生和教師共同討論規劃，提出想要
學習的內容計畫，目前有 3 門課程的教學是如此產生的。
(五) 對學生進行期中期末的教師教學評鑑，採用 20 題 5 分量表和一題自由表達意見題以紙本
問卷進行施測，教師可上網查詢自己課程的評鑑值分數和學生文字意見。對於教學評鑑值不理想的
教師，是由系負責輔導，教學中心並未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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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每年召開二次地區性的 CTL 研討會，邀請其他大學一起參與；每年發行一期研究紀要雜
誌，刊載關西大學高等教育研究報告之類的文章；每年 3 期中心電子報，進行校內各種教學、研究、
開發、支援事項的宣導與訊息交流。
在學習支援方面，關西大學在學生活動中心一樓新設立了一個“Collaboration Commons”，整
個空間規劃成 7 個區域：Learning, Collaboration, ICT, Volunteer, Peer, Writing, and Global areas。學
生們可以在此進行多元性的課外活動和讀書學習，例如：在 ICT 區域借用 PCs 和 iPads 進行圖像編
輯和網頁設計等；可以自由使用白板進行討論、小組活動等；也可坐在沙發閱讀雜誌報紙；在
Writing 區域可以獲得日文學術寫作上的指導。當然，國際學生也可以在 Global 區域讀書、放鬆休
息、進行夥伴會話練習、和其他國家的學生交流、或是尋求在日本生活的一般資訊。山本教授帶著
我們參觀時，當時有非常多的學生正在使用這個空間，或許是一整層樓的開放空間，所以，雖然人
數眾多，但感覺學生們並不覺得擁擠和相互干擾。
最後參訪的是位於南千里國際校區的留學生別科，這是關西大學新的國際化構想中一環，此別
科的目的在於針對希望就讀關西大學或是日本其他大學的大學部和研究所，並且在入學時已經具備
相當 N4 級以上日語能力的外國人，講授日語、日本時事和文化等科目；另外在培養國際學生日語
能力同時，還提供運用 ICT (資訊通信技術) 與 e 化課堂內外學習，以積極培養他們日後大學和研
究所的學術活動所需之電腦與資訊應用能力。別科以博士學位的 3 名講師為中心，再加上豐富教學
研究經驗的講師群，每學期開授 38 種科目的日語課程，目前有 100 名國際學生，來自臺灣的約有
20 名。此別科最大特點在於建置了一套 e-Portfolio 學習管理系統，功能包括教學工具、溝通工具、
教師歷程檔 (Teacher Portfolio)、學生進程報告 (Daily Progress Report) 和學生檔案 (Student’s
Profile)。學生在入學前可透過線上先修科目來增進日語能力、打字能力和習慣此套資訊系統。在
入學後，可建立學生的學習過程記錄檔案 (授業科目、修過的主題等)；在各課程內的教學資料 (會
話聽力) 上傳、練習問題、作業繳交批改、小考問題等支援線上學習的教學工具。同時，不同教師
之間可在這套系統中看到別的科目教學內容，以及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和結果，如此，教學團隊可
整合的了解學生們的學習特質和發展情況，進而可進行學業和職業面向的輔導諮詢。當然，所有別
科的學生們也可在此系統中同儕交流生活資訊、建立社群網相互協助解決一般生活問題。在學期結
束時，也可根據所有系統中記錄的資料，進行個人的學習努力、歷程和成就的反思評量。根據別科
負責此系統運作的古川教授之學生訪談結果顯示，學生們對使用這樣的系統來輔助日語學習覺得是
有幫助的。
總之，整天參訪活動由各單位相關教授輪流親自帶領講解，從早上 10 點半一直進行到下午 6
點結束，熱誠交流過程中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關西大學高層行政團隊在國際化和跨校交流合作上的重
視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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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關西大學會議

考察團致贈關西大學吉田栄司副校長紀念品

考察團參訪關西大學國際事務處

考察團參訪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校區

三、日本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

報告人：朱士維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組組長)
參訪單位：京都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發推進中心
接待教授：中心長大塚雄作 (Yusaku Otsuka) 教授，松下佳代 (Kayo Matsushita) 教授，飯吉透 (Toru
Iiyoshi) 教授，酒井博之(Hiroyuki Sakai) 准教授，田口真奈 (Mana Taguchi) 准教授，土佐尚子
(Kitaro Nishida) 教授。
翻譯：蔣妍
攜帶資料：第 85 回京都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發推進中心公開研究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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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過程紀要：
在雙方交換名片並互致歡迎詞之後，由莊教務長說明我們來訪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瞭解京都
大學如何針對教學進行改進，尤其是學習成效評量方面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二是
希望瞭解京都大學的教育系統如何培養出這麼多諾貝爾獎得主。接下來由京都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
發推進中心主任大塚教授為我們進行中心簡介。大塚教授利用京都大學在今年一月舉辦的教育研討
會 資 料 為 我 們 介 紹 目 前 京 都 大 學 關 於 教 育 改 進 的 重 點 推 動 項 目 ， 主 要 重 點 為 FD (Faculty
Development)，由文部省提供五年日幣五億元經費支持 (2008–2013)。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多
層次的 FD Network，藉由網路分享軟體以及研討會等方式，讓大學教授們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
以尺度而言，分四個層次：
1.

京都大學內部學院交流：主要是以學習會和工作坊型式推動教師交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有針對博士班學生進行 PFF (Preparing Future Faculty) 的工作坊，對這些將來可能會變成教授的人
選先進行教育理念的交流。另外也有新進教師研習活動，以及針對工學院辦理工學教育論壇，找上
課上得很好的教授來分享。
2.

關西區域大學交流：類似我們教育部推動的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不過在這裡的差別是由京

都大學主動向文部省提出申請，而不是文部省要求。目前有 145 所大學參加，主要活動包括共同新
進教師研習營，工作坊，發行聯盟半年刊，以及共同進行課堂教學方法研究 (上課用手機點名) 等。
3.

全日本大學交流：開放給全日本大學的活動和資源。其中有由京大教育學院長期舉辦的高

等教育研討會，邀集全國對高等教育有興趣的教授參與，對象不只是教育研究者，其他各科目如物
理化學的教授也會參加。此外亦有針對學生舉辦的教育討論會，以及串聯全日本 15 個 FD 網路的
研討會。另外京大的飯吉教授與酒井准教授由卡內基中分享講者經驗的 KEEP 系統，發展出大學教
授專用的 MOST (Mutual Online System for Teaching & Learning) 系統。建議可以邀請來臺大分享
MOST 與區域聯盟的經驗，臺大亦可與京大合作，參與 MOST 系統，跨國分享教學經驗。
4.

國際大學交流：主要以研討會和邀請演講的方式進行，目前尚未有針對教學和國際其他大

學合作，是我們中心可以考慮建立的合作單位。
討論與分享紀要：
京都大學和臺大很像的地方在於各學院自治傳統非常強，所以一個跨院系的中心要推動業務
時常常遇到困難。不過這個現象似乎在日本更加嚴重。而大塚教授則提到或許就是這樣自由的學
風，才造就了諾貝爾獎得主。
FD 活動會有大約 250 名參與教師，算是相當踴躍。不過根據
大塚教授說明，大部分教師都是由系所指定參加，並非個人意願。

常沒有所謂的優良教師獎，對教學評鑑不佳的教師也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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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F 系統，但是並沒有和 TA 制度整合在一起。且京大 TA 薪資非常低，約一學期兩
萬日幣（臺幣六千元左右）。所以根據博士班學生蔣妍的說法，研究生擔任助教的意願並不高。且
日本的助教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最簡單的資料整理和發放，並不會幫忙上課討論或改作業。因此
有些老師為避免麻煩，不出回家作業，而造成學生課後學習成效低落。
經費。目前五年期計劃已經告一個段落，正在積
極向外申請經費。如果臺大有意願以國際教育合作名義共同申請經費，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參訪 OCW (土佐尚子教授)
在中心會談結束後，中心長邀請我們去參觀京都大學的 OCW，由土佐教授為我們介紹。OCW
在 MIT 的起源就是由一位日本教授 Miyagawa 開始，而 2004 年這位教授到日本京都訪問，向當時
的校長建議推動，於是土佐教授便由 MIT 被請回京大負責 OCW 的推動。目前有約 2,000 部影片，
其格式直接套用 MIT 開發的 OpenCourseWare 網頁。但這幾年京都大學自己開發了語音字幕自動
辨識軟體，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圖形索引界面。也在最近開始使用最新的 echo 系統，讓教師上課
影像和投影片同步呈現，值得我們參考。
在京都大學的 OCW 不只是課程而已，連國際會議或邀請演講等也會放在上面，相當於把我們
臺 大 的 演 講 網 也 整 合 在 同 一 個 系 統 中 。 裡 面 有 一 個 項 目 「 最 終 講 義 」
(http://ocw.kyoto-u.ac.jp/f-lecture)，亦即教授要退休前的最後一場演講，特別受到學生的歡迎。這個
部分是我們也可以在臺大推動的內容，讓學生經由這些教授寶貴的人生經驗分享，獲得對自己生命
的想像。
另外土佐教授特別提到他們最近和醫學院教授合作推出的「器官移植」課程，有被 MIT 使用
作為教材。一方面是對於相對封閉的醫學院來說，把開刀的內容放在網路上公諸世界，是一個很大
的突破；另一方面，世界上各個學校本來就各有所長，如果能藉由 OCW 互相分享所長，而不只是
競爭課程觀看人數，這也是對 OCW 概念更理想的應用。
除了 OCW 之外，京都大學也有用 iTunes U (約 80 門) 和 MOOK (目前 1 門) 課程等。在這個
OCW 中心內目前不含土佐教授有兩位專任人員，以及許多學生兼任人員。一學期大約可以製作五
門課程。土佐教授接下來希望推動的方向是 OCW 2.0 的概念，例如針對語言學習類型的課程，在
國外教授日語的課程，可以和日本本國課程連結，產生更好的互動效果。也可使用在退休老人的終
身學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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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京都大學會議

考察團致贈京都大學大塚雄作主任紀念品

考察團與京都大學代表合影

考察團參訪京都大學OCW開放式課程

四、日本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報告人：邱于真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副組長)
一、大阪大學簡介
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簡稱阪大，設立於 1931 年，前身為 7 所舊制帝國大學之一。共
有 11 個學部，16 個研究所，5 個附屬研究所。目前學生人數大學部有 15,541 人，研究生有 8,017
人，其中國際生約有 2,000 人，教師人數則約有 3,000 人。在歷年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榜中，阪大
皆名列前茅。2013 年英國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聲望排名，阪大排名 51-60 之間，僅次於東京大學
與京都大學。
此次參訪的單位為全學教育推進機構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ELAS)。該單位之下有兩個部門：實施調整部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Coordination) 以及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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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部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當天與會的學校代表均負責企劃開發部，分別
為江川溫教授 (中心主任)、竹村治雄教授以及漥田高弘教授。早上上半場的簡報交流，副校長東
島教授全程參與，並留下來與參訪團一起用餐，令人印象深刻。
二、教師發展 (Faculty Development, FD)
阪大的教師發展作法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教學助理、教師發展活動、以及課程評鑑。該校教
學助理制度 (Teaching Assistant, TA) 始於 2004 年，一開始只是在行政或課務上協助老師，自從 2012
年之後，他們開始體認到 TA 應該要學習更多的教學技巧，因此目前的 TA 分為兩類，JTA (Junior TA)
還是與傳統 TA 一樣，協助行政或課務；STA (Senior TA) 則不只協助老師，還實際參與課程規劃
與教學，薪水當然也比 JTA 多了一些。阪大對待 STA 的態度和本中心雷同，都認為他們是未來的
大學教師人選，所以都以訓練未來大學教師 (training future faculty) 的方法培訓他們。目前該校共
有 730 名 TA。
教師發展活動分為全校性活動以及教師團體活動。全校性活動指的是一年 1-2 次的大型演講，
約 150 人參與。講者人選可能是榮獲教學獎項的老師，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或是邀請外來講者。
以去年為例，其中一場演講即是邀請東京大學教授針對大學改革進行演講。教師團體活動則以討論
小組的方式運作，一個小組約 25 人左右；今年共有 39 組，一年聚集討論 1-2 次。以物理領域為例，
因為物理與數學密不可分，所以該領域的老師會與數學領域的老師進行對話，討論教學相關議題，
例如「如何教授微分方程 (differential equation)？」、「是否應選用共同的教科書？」、「是否應採取
共同命題？」等。雖然和中心目前所運作的教師成長社群略有不同，不過仍然是相當好的設計。
不同於此次參訪的其他大學，阪大的課程評鑑是全校實施的。問卷題數共有 25 題，包括「這
門課程簡單或困難？」
、
「課程內容是否偏重？」
、
「課程是否有良好的規劃？」等。個別老師收到教
學評鑑結果時，會看到兩個平均值 (以不同顏色長條圖表示)，綠色長條為自己的平均值，藍色長
條為相同課程的平均值。例如如果教授普通物理學，除了自己的平均之外，還會看到全校普通物理
學的平均評鑑值，這樣的作法相當值得參考。
三、大學院橫斷教育部門
大學院橫斷教育部門是企劃開發部之下的 6 個部門之一，從字面上來看，相對於各學科的專精
與縱深，「橫斷」教育著重於知識的廣度。有鑑於各領域知識的高度專業化 (尤其在研究所層次更
是如此)，該部門結合各研究科/學部、學際融合教育研究中心、國際合作中心 (Global Collaboration
Center, GLOCOL) 以及溝通設計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Design, CSCD)，
為培養跨領域、具國際觀的人才而努力。
其中 CSCD 成立於 2005 年，匯集不同領域的教授，進行溝通設計的研究，並聚焦於相關人才
的培養、扮演大學與社會的溝通橋梁、以及推動人文與科技的融合。為達成這些目標，CSCD 以推
動學程 (program) 為具體實踐，從 2006 年開始提供選修課程。小林傳司教授介紹了兩個新推出的
programs，都是研究所的副修 (minor)，分別是 Program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ublic Sphere (STiPS) 以及 Cross-Boundary Innovation Program。STiPS 為阪大與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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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合作的計畫，致力於培養能夠對於相關政策制定有所貢獻的人才，而這些人才在政策制定的過
程中 ， 能 夠 扮 演不同領域 (不管是學術領域之間，或是學術界與社會之間 ) 溝通的橋樑。
Cross-Boundary Innovation Program 則是與政府合作，以培養能夠跳脫框架思考 (think outside the
box) 的未來領導人才為宗旨。課程除了跨領域的訓練之外，也包括海外訓練與實習、語言訓練、
以及生活技能訓練 (life skills training, 例如體能、時間管理、目標設定、溝通能力等)，非常多元與
充實。學程申請有相當的難度，但每位學生都能夠拿到獎學金，不過當然相對的也要付出許多努力
與時間，以 Cross-Boundary Innovation Program 為例，學生需要花 5 年的時間，再另外修習 40 學分，
幾乎相當於另一個研究所學位，因此小林教授一直強調這是很重的副修 (heavy minor)。由於是新
推出的學程，目前尚未有畢業生，所以還不確定確實的成效如何。不過大學與政府合作，一同培養
國家領導人才的立意美善，值得思考。
上述兩個學程培養人才的哲學與上午竹村治雄教授所提的「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 相
互呼應。今年六月份，企劃開發部之下的「教育學習支援部門」
，將獨立成為「教育學習支援中心」，
現任的部門長竹村教授，也將成為中心主任。竹村教授在談及中心未來的發展時，提到了幾個方向，
包括使用智慧型裝置的 clicker、效法麻省理工學院的 Technology Enabled Active Learning (TEAL)，
而在學生學習支援的部分，即強調培養學生的可轉移技能。
四、結語
此行參訪的幾所學校，教學發展的業務都較偏重於教師發展部分 (faculty development)，相較
之下，本校教學中心的服務層面較為廣泛與完整。日本教育部要求大學都要提供教師發展的管道與
機會，以大阪大學的狀況看來，「教育學習支援中心」即將脫離「全學教育推進機構」而獨立，可
見他們正朝我們的方向前進。而該中心未來的方向也與我們目前正在討論的議題互相契合。
在與大阪大學交流的過程中，可以深切體認到人才的重要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
大計，教育為本」
，日本也有類似的諺語。就如同莊教務長總是強調「人才是邁向頂尖的唯一關鍵」
以及「以教育彩繪臺灣的未來」。大學當然是知識的殿堂，然更重要的是，大學肩負培養國家人才
的社會責任。知識的生產固然重要，但更不可忘記大學教育的初心。而未來世界所需要的，跨領域
人才必是首選。打破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藩籬，促進兩方的對話。也因為現今知識爆炸的程度遠超過
我們的想像，永遠都追不上，具備軟技能，或是可轉移的能力因此變得相當關鍵。對於從事教與學
發展的我們，這或許是最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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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大阪大學會議

考察團與大阪大學代表合影

考察團參觀大阪大學Learning Commons

考察團參觀大阪大學Global Commons

五、日本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報告人：周瑞仁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今天參訪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北海道大學位於札幌市的北區。今天一早 9 點 30
分不到，該校「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部門」(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的 部 門 長 細川 敏 幸教授 (Dr. Toshiyuki Hosokawa) 即 抵 達 我 們 住宿 的 旅 館 (Hotel Route-Inn
Sapporo Ekimae)，親自迎接我們到校參訪。
北海道大學的主校區—札幌校區 (另有一校區位於北海道南部的函館校區)，其正門與所住旅
館大約只有 5 分鐘的步行距離。進了校園後沿途經過「百年紀念會館」
、最古老的建築「古河講堂」
、
「總合博物館」、「理學部」、「工學部」、「齒學部」、「醫學部」，最後抵達交流的會場—「高等教育
推進機構館」，該校主要建築分列於白楊林蔭大道兩旁，途中看到少數雪堆散布校園。北海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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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位於高緯度地區，校園景觀非常獨特，在這春分時節絕大部分的樹木仍然光禿禿，校園建築融
合濃濃的歐洲風格。
北海道大學的前身原為札幌農學校，第一任校長為美國人克拉克博士 (Dr. William S. Clark)，
他期勉同學要胸懷大志 (Boys, be ambitious)，很棒的校訓。1907 年改制為「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
學」，1918 年成為日本第五個帝國大學。至今已發展成一個綜合性的大學，計有 12 個學部，17 個
研究科，教師 2,093 人，學部學生 11,721 人，大學院學生數 6,468 人。
北海道大學負責高等教育推動工作的單位甚多，均歸屬於「高等教育推進機構」，機構長由該
校副學長 (即副校長) 擔任，下設五個單位：全學教育部、大學院教育部、總合教育部、高等教育
研究部、教育支援部。各單位的權責互有重疊。除此之外在總長 (校長) 下設有一個教育改革室。
可見北海道大學對於高等教育的推動與改革之重視程度與積極作為。
我們首先拜會副校長兼高等教育推進機構長新田孝彥博士 (Dr. Takahiko Nitta)，做了短暫的交
談後，即開始今天的交流活動。這次北海道大學負責接待與交流的單位主要是高等教育研究部轄下
的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部門。座談會分別由部門長細川敏幸教授 (Dr. Toshiyuki Hosokawa) 簡報該校
教師發展與教學助理培訓情形；宮本淳教授 (Dr. Atsushi Miyamoto) 介紹教育發展相關研究；以及
佐多正至教授 (Dr. Masashi Sata) 簡報北海道大學推動的開放式課程 (OpenCourseWare, OCW)。當
中穿插提問與討論。
北海道大學教師發展研習營歷年來都選在知名溫泉旅館舉行，兩天的研討內容包括：教育的元
素、課程綱要與主題、互動式課程、策略的評估與修正、教學示範觀摩、專業倫理、討論與分享等
議題。過去分為新進教師與現職教師兩個研習營，目前兩者合而為一，未來打算再分開舉辦。至於
教學助理培訓研討會內容則包括：大學教育的基礎、現況與理想、分組研習與案例研究 (按大一專
題演講、課堂講演、寫作、資訊科技、實驗、外語、醫學與牙醫課程等不同性質課程分組進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近舉辦的三項活動：針對研究生的訓練有「為未來成為教授做準備
(Preparing Future Faculty, PFF)」研習，針對教師發展方面則有「全球化」研習、以及「管理知能」
研習兩種。
「為未來成為教授做準備 (Preparing Future Faculty, PFF)」的研習會，除了培育研究生研
究能力之外也期望學生具有教學的素養，為未來踏入學術界做好準備。主要對象為研究生，特別是
博士班研究生，研習內容包括教學基礎、課綱與學習目標設計、評量設計、大班教學、專業倫理、
學術寫作、專題研究計畫的撰寫、會議與期刊論文的撰寫、摘要撰寫、論文編修等議題。有關教師
「全球化」發展研習方面目前該校做的重點主要是培養教師以英文授課的能力，內容包括：英文發
音矯正、常用課堂用語、數學內容的表達、微型教學；而「管理方面」的教師發展研習，內容包括
專題計畫的研究動機、規劃、執行與管理。推動教師全球化措施與增強教授的管理知能措施目前剛
起步。北海道大學的 PFF 研習會與教師全球化的部份讓我聯想到去年度教育部匆匆上路在各教學
資源中心推動的「暑期英語密集訓練班」，對象是一般學生，培訓目標為增強英文能力，應用於商
管、學術、或科技上，這個計畫執行一年後，看來此一目標的需求不夠即時、應用場合也不夠明確，
功能上與補習班或既有課程多有重疊。如能針對「專業課程或通識課程全英文授課種子教師」與「全
英語授課課程教學助理」培訓，或「校園國際化師生志工」培訓，且關鍵重點不完全在於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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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而能強調英語授課教學技巧、文化差異、國際視野等方面，則不但目標較為明確，而且也
符合各校推動國際化的即時需求，可以馬上派上用場，與補習班及現有課程亦有區隔，可紓解目前
全英語授課課程少與品質良莠不齊的部分問題。
北海道大學為了確保教學品質採行兩項措施：1.公布每班學生的成績分布；2.設定修課上限
(Upper limit the number of courses, CAP)，除了設定修課的上限，亦要求一學分的課程必須有 15 小
時的上課與 30 個小時的課後自修時間。希望每堂課能有更深入的學習，這與我們教務處目前推動
的易淺碟為深碗的學習精神是一致的。
北海道大學目前正進行日本政府資助的「促進跨校合作大學教育計畫」
，計畫從 2012 起至 2016
年止，共有 8 所大學參予。主要以問卷方式進行，每年調查一次，根據這些客觀的數據與分析比較，
作為往後大學教育改進的參考，調查內容包括：通識教育、大一課程、授課品質、與教授互動、學
習支援、與其他同學交談互動、整體大學生活等面向。整體調查結果顯示學生普遍認為藉由校園的
各種經驗在知識與能力方面確有進展，但英語能力則沒有甚麼進步，師生溝通少關係薄弱，女學生
校園生活的適應能力較強等。
該校的開放式課程 (OpenCourseWare) 從 2006 年啟動，目前已超過 350 門課程上線。推動開
放式課程的目的主要有三：負起社會責任、增加該校能見度與提升教學品質。北海道大學同時與其
他 27 所大學組成聯盟 (Liaison) 結合分享教學資源。
隨後參觀該校圖書館、新生電腦教室、學術支援教室、新生的化學與物理基礎教學實驗室。該
校對於化學與物理基礎教學實驗室的資源投入與管理相當用心，大一物理實驗室每組就有光譜儀
Jasco V-630 Spectrophotometer 這種貴重儀器。
中午與該校多位相關主管與教授一起於クラーク會館用餐聯誼與討論，相談甚歡。整體而言，
該校努力使教授與助教重視教與學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考察團與北海道大學會議

考察團致贈北海道大學新田孝彥副校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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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今臺灣大學和日本大學面臨相似困境與挑戰，國內教育改革和社會經濟變遷導致大學數目增
加，學生人數減少，畢業生缺乏就業市場，全球化與亞洲經濟崛起，更加速亞洲各國的高教競爭，
為因應上述大環境變遷，本校近年來已積極推動國際化與教學課程及學習評量制度之改革，如何持
續提昇各項教學評鑑國際排名，使本校在亞洲一流大學中脫穎而出，則為當前教務工作的重點。
本次日本考察團透過與日本各校專責「教學發展」單位的會議交流，深入瞭解日本優秀大學如
何正視當前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主要收穫有三方面：
一．學習日本大學如何進行課程改革以因應國際化環境變遷，包括規劃國際化市場導向的跨領
域課程，例如東京大學推出適合全球化的新博雅教育，培養學生因應新環境所需的能力和態度；結
合國內外大學合作推出跨國跨校選修的課程和學位，例如大阪大學大學院橫斷教育部門；鼓勵學生
提高英文能力，同時培養第二外國語能力，例如關西大學的南千里國際校區。
二．學習日本大學如何進行區域資源分享，例如京都大學的區域、全日本及國際合作模式。
三．學習日本大學如何開發推廣線上課程以及最新的教學設備，例如京都大學 OCW 課程發展
運用技術，以及關西大學的“Collaboration Commons”空間規劃。
考察團返國後已彙整考察心得與意見，分析日本各校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藉以反思本校目
前政策有待改進之處，著手擬訂相關策略，以落實考察成果，此次考察並與受訪各校建立良好關係，
未來將持續與各校密切合作，以加速達成邁向世界前五十名大學之下一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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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 Visiting Schedule

日期

行程

4 月 20 日

台北 － 東京

4 月 21 日

會見旅日師生

4 月 22 日

參訪東京大學 (University of Tokyo)

4 月 23 日

參訪關西大學 (Kansai University)

4 月 24 日

參訪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

4 月 25 日

參訪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4 月 26 日

參訪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4 月 27 日

會見旅日師生

4 月 28 日

北海道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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