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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高雄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探索台灣－政經篇
 否

全英語授課

□是

課程類別

翻轉教室

課程領域

文化素養

修課人數上限

60 人

特殊限制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是
□ 否

學分數
上課起迄日
上課總單元數

3 學分
106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9 日
上課共 6 單元，是否連續每單元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單元不中斷
日期 7/3, 7/10, 7/17, 7/24, 7/31, 8/7 週一 13：00～16：00 每次 3 節、共 6 次；

上課時間

日期 7/4, 7/11, 7/18, 7/25, 8/1, 8/8 週二 13：00～16：00 每次 3 節、共 6 次；

及節數

日期 7/5, 7/12, 7/19, 7/26, 8/2, 8/9 週三 13：00～16：00 每次 3 節、共 6 次
上課時數共計 54 節

上課地點



是否提供住宿

 否

課程目標

國立高雄

大學

為了幫助學生藉由觀察在地環境而熟悉公共事務，進一步培養其公共參與之責任感
等，特別要藉由「翻轉課堂」概念的引進，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除強調公共性與在地性，
探討高雄在地案例外，還將側重分析國際政經趨勢如何影響國內政經變遷，國內政經變遷
又如何衝擊在地發展。
本課程「探索台灣－政經篇」是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核心課程之一，與相關
課程「探索台灣－歷史篇」和「探索台灣－文化篇」都是本校為了培育學「文化素養」而
開設的課程，原始的設計就是要養成學子的「社會力」
，亦即要使他們「學會參與公共事務
的能力」
，此誠為實踐公民素養的核心。於此課程內涵的設定中，本課程希望能達成以下幾
點具體目標：
1. 引導學子理解資源分配的問題意識，其內涵與外延，及研究方法。
2. 引導學子掌握現代化、後現代化、全球化等基本問題之探討成果。
3. 養成修課學生藉由「翻轉課程」的設計，發展出自主學習的態度與習慣，與接收學
問應有的反思能力。
4. 結合在地觀察，讓學生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學子面對問題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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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態度，進而發展解決問題之策略。
回應本計劃所指公民核心能力之內涵，述要如下：
1. 民主素養：本課程旨在培養學子參與公共事務。為了培養學生具備參與民主審議、
面對合理爭議所需之知識、技巧與美德，並將訓練學生辯論在地公共議題，並思辯
中央與本地政府、國會與市議會對於本地政經問題的政策與執行之妥善性，以及可
能的改進之道。第 9 單元辯論高雄政治議題，第 16 單元辯論經濟議題。並指導學生
透過書信，實際將這些意見反應給民意代表、政府官員、媒體、國內外組織。
2. 媒體素養：本課程一方面讓學生親自參與媒體的運作：訓練學生將其訪談與觀察所
得到的第一手資料，轉化為深度報導，並教導學生基礎的編採概念，使這些深度報
導能以影片的方式呈現，鼓勵他們將作品投遞到公共電視等媒體。另一方面，本課
程 亦 將 帶 領 學 生 檢 討 相 關 議 題 的 媒 體 報 導 ， 強 化 學 生 的 媒 體 識 讀 能 力 (media
literacy)。此外，學生的書信作業包含投書媒體公共論壇版，去爭辯或反覆答辯其對
媒體公共事務的報導或評論之不同意見，這正是在行使「媒體接近權」
。而期末製作
則被鼓勵投稿給媒體的公用頻道，行使「媒體使用權」(指民眾有權跳過廣播電視專
業工作者的專業工作程序，自行製作節目，或直接在電子媒體上發言而無被剪裁、
壓縮、扣押之虞)。
3. 美學素養：本課程將透過課前上傳給學生討論的影像檔，訓練學生思考城市美學與
政經發展的辯證，並引導他們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臺灣公共事務中的現代化、後
現代化、全球化現象，幫助學生體會公共事務中的平衡美感，加深其對多元文化價
值的體認，以豐富美感之領受力。學生也將在本課群的其他課程，特別是「臺灣之
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以及「視覺文化藝術」所主辦的 Café Philo 講座中，汲取更多
美學概念。
4. 倫理素養：本課程將帶領學生思考追求發展 vs.環境永續與人性尊嚴等倫理難題。在
第 9 單元辯論高雄政治議題與第 16 單元辯論經濟議題時，學生將面臨一些日常生活
與專業情境中所常遇到的倫理議題外，獲得運用道德推理及理性判斷來面對倫理議
題的機會。

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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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時間
7/3 13:00-16:00

課程內容
 本次進度主題：【導論】何謂政治？何謂經濟？公民與公共
事務的關係。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主題一：本次進度旨在介紹本課程全學期上課之內容、指
定閱讀、作業規定與評分標準等，並介紹本課程之教學助
理，其扮演之角色與功能。
 主題二：從古希臘哲人對於城邦公共生活的理解談起，介

教學內容

紹「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內涵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並

及進度
簡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到兩個學門分家，再到晚近政治
經濟學重新整合的過程。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授課活動：
 第一節課：老師介紹課程內涵與指定閱讀在前，TA 自我
介紹與說明課程規定在後，並由 TA 演示教學平台上歷屆
學長/姊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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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節課：
(1) 學習者分組討論他們眼中的政治與經濟。
(2) 教師介紹主題二。
(3) 交代學生於下一講上課前至教學平台觀看下一講進
度影片，並留言提問、撰寫心得。
 進行課程錄影，適當編輯後並上傳教學平台。
 課程反饋：
 討論區互動：學生至教學平台觀看下一講進度影片，對照
教師本次進度對政治與經濟內涵的介紹，反思自己對於資
源分配中的權力現象與效率問題的印象、對本課程學習的
自我期許，及對教師授課的期待，並回應兩位同學的貼文。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所有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教學檢討：
 教師與 TA 討論本次進度上課情況，教師講授狀況、學
生參與狀況、個別問題等。
 教師與 TA 討論下次進度課程準備課程內容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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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探索政治與經濟議題的方法】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主題一：提供學生探索政治與經濟問題的方法論依據。教
導學生實踐公共參與所必須知道的事實先於理論之基本
概念。
 主題二：介紹口述歷史及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教導學生
實際探索政治經濟現象、建立第一手資料的方法。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上傳的講義
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作為本
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7SE104 探索台灣－政經篇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社會科學研究有可能客觀嗎？
 質化與量化研究有哪些可能的優缺點？
 課程反饋：
 討論區互動：TA 於討論區中分享以口述歷史及田野調查
等方法探索高雄的案例；同學則提出自己感到興趣，準備
進行探索的主題。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
著手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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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現代化的省思】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本次進度進度旨在透過幾個歷史上對於東亞國家在面對
西風東漸、冷戰、全球化的壓力下，所應採取的發展路徑
之討論，引導學子以國際視野來觀察台灣的政治與經濟，
從中引導其能掌握問題的核心、演繹問題的內涵，同時約
定在課堂上所有討論過程應有之程序、規則與禮節。
 透過相關問題的演練，引導學子適當理解概念的內涵，並
學習面對政治與經濟應有之感度與態度。
 為學習社群分組。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自行上傳的講
義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
為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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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東亞國家的發展應該以西方為藍圖嗎？
 什麼是進步？
 什麼是現代？
 追求現代化的過程有哪些副作用？
 課程反饋：
 討論區互動：TA 於討論區中分享相關文章（位址）
，並帶
動討論：東西方文明對臺灣現代化影響的主題，提出自己
的看法。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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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台灣民主化】
（一）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
的對抗及對策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課程從日本帝國追求現代化的角度檢討台灣作為日本殖
民地的角色、殖民當局的統治政策。日本帝國在高雄的作
為。
 台灣人民的對抗與對策。特別探討高雄人物個案。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上傳之講義
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
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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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為何 1920 年代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各種組織會在 1930
年代失去動力？
 戰後的台灣有那些政治現象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遺緒？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撰寫經典閱讀（一）之讀書報告。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同上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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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台灣民主化】
（二）戒嚴時期的政治體制與
黨外運動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後的體制改變，以及政府遷台
後的政府改造。
 介紹早期組黨運動以及黨外運動。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所上傳的講義
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
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學界通常稱戒嚴時代的台灣是「威權主義」，你認為這
個說法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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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新竹某中學校慶時有學生以納粹行軍入
場，引起國內外媒體側目，您認為其中的問題出在哪
裡？台灣是否有類似軍國主義的遺緒？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經典閱讀心得報告（二）。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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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進度主題：
【台灣民主化】
（三）解嚴與臺灣的政黨政治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解嚴的原因與過程。
 介紹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臺灣民主聯盟、時代力量
等政黨的興起過程與政黨政治的運作。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所上傳的講義
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
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台灣民主化過程最大的問題為何？
 目前台灣某些政黨式微，您認為台灣的政黨政治未來的
走向為何？
 宣佈第九單元將辯論之高雄政治議題，要求分組進行準
備。
 課程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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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經典閱讀（三）讀後心得。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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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臺灣政治問題】
（一）代議政治與民粹主義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民粹主義的本質、民粹主義與代議制及專家決策的關
係、民粹主義與政治認同的關係。
 介紹臺灣政壇的民粹主義淵源。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教師所上傳的影帶
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
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自從英國脫歐、川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後，「民粹
主義」似乎在全世界許多角落盛行。您認為是否真的
如此？為何會有這種現象？
 提醒第九單元將辯論之高雄政治議題，要求分組進行準
備。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撰寫心得。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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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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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臺灣政治問題】
（二）金權政治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台灣政治生活中，特別是民主化過程中，權力與金錢
之間的關係。
 介紹派系、黑道、財團與政治生活的關係。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欣賞教觀看教師預錄課程影片及講義後，於教
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度
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台灣政壇的黑金問題應如何解決？
 提醒第九單元將辯論之高雄政治議題，要求分組進行準
備。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上單元與本次進度教材的讀後
心得。
 討論區互動：TA 於討論區中綜述本次進度上課內容，並
帶領討論。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9

7/19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高雄政治議題】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檢討本學期迄今為止所探討的政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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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最近中央及高雄市政府以及立法院及高雄市議會所
辯論的重要議題。題目已於第六單元宣佈，學生有充足時
間進行準備。
 課堂設計：
 分組辯論。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上單元與本次進度教材的讀後
心得。
 討論區互動：學生將本次進度辯論心得發表在討論區，並
與其他同學繼續互動。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10

7/24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臺灣經濟發展】
（一）經濟發展理論檢討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主要的發展理論對包含亞非拉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的經濟發展所做的解釋，特別強調對台灣的分析。
 介紹「儒家文化」模式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力。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欣賞教師自行製作的影片及上傳的教材後，於
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
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相關問題：
您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因為「儒家文化」模式嗎？為
什麼？
 課程反饋：

7SE104 探索台灣－政經篇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經典閱讀（四）之閱讀心得。
 討論區互動：TA 於討論區中綜述本次進度上課內容，並
帶領討論。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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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臺灣經濟發展】（二）【依賴理論與依賴發
展理論對台灣經濟的解釋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從依賴理論和依賴發展理論出發的相關台灣發展分
析。
 以臺灣在戰後到 1960 年代經濟起飛的歷史事實加以檢
驗。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觀看教師所上傳的影帶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
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
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
您認為「依賴理論」或「依賴發展理論」是否能對台灣
經濟發展提供強而有力的解釋？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經典閱讀（五）之讀後心得。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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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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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臺灣經濟發展】（三）【世界分工與台灣的
經濟發展】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從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
論切入，解釋世界分工，以及台灣在其中的角色。
 本節將討論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的臺灣出口加工業
與外資的全球分工切入檢討。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欣賞教師自行製作的影帶及上傳的講義後，於
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
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
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思考，您認為台灣應該採取何種
政策？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經典閱讀（六）之讀後心得。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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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臺灣經濟發展】（四）【兩岸關係與台灣經
濟發展】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兩岸因素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前瞻評估。
 本節將從台商跟隨國際資本的全球佈局遷徙的策略切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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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欣賞教師自行製作的影帶及上傳的教材後，於
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
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
對岸晚近對台灣採取較限縮的政策，減少了旅客來台數
量並對台進行查稅，台灣應該如何因面對這種挑戰？
 宣佈高雄經濟議題辯論主題，分組進行準備。
 課程反饋：
 討論區互動：同學於討論區中討論台商的未來佈局前景。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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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臺灣經濟問題】（一）【全球化與台灣經濟
發展】
本次進度由本計畫協同主持人楊鈞池教授主講。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全球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從全球在地化的角度，檢討臺灣的經濟發展。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課前觀看教師所預錄的影片及教師上傳的教材後，於
教學平台提出問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
度延續課程之知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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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
面對全球競爭，台灣有那些優勢？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心得。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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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臺灣經濟問題】（二）【生態、環保與台灣
政治經濟發展】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介紹永續經營的理念對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
 探討碳足跡、碳關稅、水資源戰爭、糧食戰爭等問題對
臺灣經濟前景的衝擊。
 對經濟發展的倫理進行檢討。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翻轉課堂設計：
學生於課前欣賞教師所上傳的影帶後，於教學平台提出問
題並發表心得、互相回饋，以作為本次進度延續課程之知
識基礎概念。
 TA 與教師於課前閱讀學生之提問與心得。
 TA 與教師討論本單元課堂活動。
 授課活動：
 暖場活動。
 關於教學影帶的 Q&A。
 概念補充。
 分組討論：
面對全球暖化，各國紛紛祭出碳關稅等政策，台灣應該如
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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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高雄經濟議題辯論主題，分組進行準備。
 課程反饋：
 同學利用本次進度課餘時間進行影片後製作工作。。
 課後檢討：教師與 TA 共同檢討本次進度上課狀況，並著手
下一講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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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進度主題：
【高雄經濟議題】
 課程目標與授課內容：
 檢討本學期迄今為止所探討的政治現象。
 討論最近中央及高雄市政府以及立法院及高雄市議會所
辯論的重要議題。題目已於第 13 講宣佈，學生有充足時
間進行準備。
 教材：教師編撰之講義，並上傳於教學平台。
 授課活動：
 分組辯論。
 將所觀察到的政治或經濟問題寫在一張明信片上，寄給選
區議員、立委、官員、媒體或相關人員，提出問題、建議
並要求改善。
 課程反饋：
 學習檔案撰寫：同學需撰寫上單元與本次進度教材的讀後
心得。
 討論區互動：學生將本次進度辯論心得發表在討論區，並
與其他同學繼續互動。
 教師與 TA 須於下次進度上課前將上述反饋全數審閱完
畢，並給予多數學習檔案正向與積極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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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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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6:00

 本次進度主題：
【專題演講】
講員：張傳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題：新世代選民與台灣政經發展
 本次進度主題：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
學生分組將這個學期以來以口述歷史探索臺灣的發現，以媒
體報導的方式呈現。學生事前需將這篇報導上傳至課群教學
平台。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 C 類一般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2

人

教學助理規劃
請說明運用教學助理之規劃：
本課程規畫導入 TA 輔助教學，特別是邀請博碩士攻讀學位中的研究生，或有意願參與課
程計畫經營之兼任老師來擔任；其目的一方面在協助教師妥善經營課程，更重的是同時能

7SE104 探索台灣－政經篇
培養 TA 教學知能，使成為日後杏壇之優良教師。本課程 TA 主要協助工作如下：
1. 課前：
（1） 協助教師整理、製作相關影像檔，上傳至教學平台，作為「翻轉課堂」材料。
（2） 協助教師整理學生課前影片欣賞後所提出之問題。
2. 課中：
（1） 協助課堂討論的帶領。
（2） 進行課程錄影，並將課堂上之授課內容上傳至教學平台。
3. 課後：
（1） 協助課後學生學習社群的經營，並扮演教師與學生之間意見溝通之平台。
（2） 輔導學生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探索臺灣。
（3） 輔導學生將口述歷史得到的資料轉化為報導。
（4） 整理通識教育平台上本課程之相關電子資訊，包括：
 講義的上傳與管理。
 同學出缺席登記。
 同學上傳之回饋與報告整理統計。
本課程講義印製、相關經費申請與場地借用等行政工作

指定用書

參考書籍

指定閱讀教材
1. 本人自行編寫之講義，將於課堂上印製給同學。
2. 許介鱗《台灣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1, 2, 3(臺北：文英堂出版社，
2007 年)
3.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6 年)
1. Buruma, Ian and Avishai Margalit 著，林錚顗譯《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
2. Richie, Donald A.著，王芝芝 譯，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遠流出版社。
3. Nussbaum, Martha C.著、孫善豪譯(2010)。
《培育人文：通識教育改革的經典辯護》
。臺北：
國立編譯館。
4. Rubbens, Paul.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1)。
5. Said, Edward W.著，王志宏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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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作業部份：

作業設計

（1） 每單元課前「翻轉課程」影片閱讀及教材預習之提問與心得，13 份。
（2） 學期初需撰寫自我介紹及對課程的期許，1 份。
（3） 本課程共於課後放映 4 部影片，需撰寫觀賞心得，共 4 份。
（4） 指定閱讀：《台灣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1 部份及《戰後臺灣史記》5 部份，於
每一部看完後需撰寫心得報告，共 6 份。
（5） 將自己觀察到的政治或經濟現象，撰寫明信片，提出問題所在以及具體建議，寄
給選區的民意代表、政府首長、媒體或國內外社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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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作業部份：
（1） 學期初，指定每組各 5 人組成學習社群，每單元點閱彼此的作業，並適為回應彼
此的討論區。
（2） 學期中，以學習小組為單位，進行探索臺灣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口述歷史/田野調查。
（3） 學期末以學習小組為單位將口述歷史/田野調查資料轉換為媒體報導，上傳於教學
平台之電子報。
依課程目標延與定義相關標準，其配分比例如下：
1. 作業：
(1) 課前影片及教材讀後心得及提問，佔總成績 13%。

成績評定方式

(2) 包括閱讀作業、心得等應交 10 份，依每次評等成績加總後除以 10，佔總成績 20%。
(3) 書信撰寫，佔總成績之 17%。
(4) 期末作業—以影片方式呈現，佔總成績之 30%。
2. 討論區互動：佔總成績 20%。

特殊創意規劃

1. 本課程計畫將採用「翻轉課堂」的概念。
2. 本課程教師曾於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承接教育部及校內磨課師計畫，並以磨課
師教材搭配實體課程進行「翻轉教學」，有豐富的「翻轉教學」經驗。
3. 本課程計畫教師曾於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參加「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暨通識教育經
典譯著讀書會」，並領有種子教師證書，將讀書會心得融入教學內容。
4. 本課程教師曾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以此一課程榮獲
「國立高雄大學優良通識課程」
。
5. 本課程將透過教師成長團體的運作，凝聚本課程應有之規格，帶動本校所有「探索
台灣－政經篇」課程之教師與班級，進行教/學精進。
6. 本課程將邀請修讀學位中的兼任教師參與 TA 工作，共同提升彼此的教學理念與課程
經營知能，暨延伸計畫執行的最大綜效。
7. 本課程將突顯教學助理（TA）的角色功能，參與協同教學，負責學期初與與教師共
同整理「翻轉課堂」所需之教材影片，上傳至教學平台，並帶動學生的課前學習與
提問。課程中的活動，他們也將扮演更吃重的角色，課後並參與教學平台回饋，協
助討論的帶領。
8. 本課程將連同課群內所有課程辦理教學成果聯展，型塑課群內所有課程之教/學文化。
9. 本課程將導入「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規劃元素發展教案，並領銜建立「以
學生學習成效為本位的學習成果評估模式」，
10.以為其他有意發展此模式之課程參酌。
11.本課程將全程錄影，並將所有教材與討論區公開(僅保留部分不適合公開之內容)，積
極參與臺灣 iCommons 計畫，推廣「創用 CC」著作權授權概念，使數位教材開發
成果得以藉由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所創造的素材、
使更多人可以投入分享創意的活動。

國立高雄大學設有「e 起來高大教學平台」之規劃，經 96-99 年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
育中程綱要計畫」指導補助，其規劃卓有口碑，進階優化的版本已獲全校使用。位址：

課程網址
http://140.127.232.217/default.php。
外校修課學生於選課後，將取得帳號與密碼，得與國立高雄大學同學享用同等權限。

其他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