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主學習方案實施細則  
 

 

108年3月11日自主學習管理及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4月1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5月16日教務會議備查 

110年02月03日自主學習管理及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02月26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引導式自

主學習方案，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狀態及需求，支持並深化個別化的

學習，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主學習方案實施細則」

（以下簡稱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一、「微型課程工作坊」係指以培訓思維或能力為主的短期密集課程，讓

學生能在短時間內學習所需之能力或概念。 

二、「引導式自主學習」係指學生以本校開設之大學部課程為基礎，同時

選修課程對應之工作坊，以及完成教師規劃課程深化探索方向之主題

觀察探索作業。 

三、「完全自主學習」由學生以個人或小組自主規劃學習方案，並進行自

我規約的學習。 

第三條 執行方式 

一、申請及審核 

(一)、微型課程工作坊 

1. 本中心於每學期公告工作坊徵件，教師設計能夠以培訓思維或

能力為主的短期密集課程，讓學生能在短時間內學習所需之能

力或概念的工作坊。 

2. 凡本校教師均可提出申請，提交「自主學習管理及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依本校「開設課程處理要

點辦理」。 

 (二)、引導式自主學習方案 

1. 本中心於每學期公告工作坊徵件，基礎課程指導教師設計能夠

課程對應之工作坊規劃之內容須含基礎課程、主題觀察探索作

業主題及相關規劃。 

2. 引導式自主學習由課程教師擔任指導老師，負責輔導、追蹤、

審核方案的執行與完成。 

3. 凡本校教師均可提出申請，提交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依本校

「開設課程處理要點辦理」。 

 (三)、完全自主學習 

1. 完全自主學習方案採申請審核制，隨到隨審，學習方案包括：

執行人文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專案學習、撰寫跨領域學術論

文、移地或移校跨領域學習等，或其他經本委員會」同意之學

習方案。 

2.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可以個人或小組方式向本中心提出「完全自

主學習」申請，經諮詢輔導後， 完成「完全自主學習方案申請

書」（如附件 1）。 

3. 「完全自主學習方案申請書」須經本委員會審核，審查標準為

跨領域、可執行性、完整性、創造性、反思性、知識縱深度、

人文思考及預期成效等面向，得視需要舉行第二階段之面試；

經審查通過後，即可依計畫書實施。 

二、選課及學分認列 

(一)、微型課程工作坊每一工作坊可認列通識自由選修一學分，不

超過四學分為限 

(二)、引導式自主學習 

1. 引導式自主學習於每學期依本校選課時程向基礎課程教師報名，



 

 

 

於選課確認階段查詢當學期自主學習選課狀況。每一引導式自

主學習可認列通識自由選修二學分，以不超過四學分為限。 

 (三)、完全自主學習方案 

1. 依申請書執行，需定時與指導老師溝通檢討，並提交「反思日誌」，

由指導老師在通識自學課程系統上進行簽核認證。 

2. 計畫執行完畢後兩個月內，應完成完全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展示。

完畢後於當學期向本委員會提出「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學分審核

申請表」(附件2)、「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學分審核申請同意書」(附

件3)及「學生學習檔案」，經「專家審查會議」及本委員會審核

依自主學習專案執行成效後，核予學分，每一方案最高以八學

分為限，於次一學期認列通識選修學分。 

第四條 指導老師學分認列 

一、依「臺北醫學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實施細則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北醫學大學 

完全自主學習方案申請書 
 

計畫名稱  

申請人  聯絡電話 
(O) 

(M) 

申請狀態 
□首次申請 

□續申請：（原計畫名稱：           ） 

系級  學號  

E-mail  

本案聯絡人 

姓名  電話  

E-mail  手機  

計畫期程 □半年期    □一年期 

學分數 預計申請學分數:□ 2  □ 4  □ 6  □ 8    學分 

參與學生 

(如本表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行列) 

姓名 系級 學號 E-Mail 電話 

     

指導老師  

計畫摘要 
（不超過 300 字） 

 

一、 概念發想/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不超過 500 字） 
1.  請說明你思考的起點、任務動機。 
2.  你執行本計畫的目的是什麼？ 

二、 執行策略（不超過 2500 字） 
1.  請說明具體執行策略，如：研究規劃、行動安排及實地訪察等。 
2.  請說明想要呈現的方式，如：作品呈現、方案設計、發表研究論文等

等。 
3.  請條列式說明 

三、 自我評量方式 

附件 1 



 

 

 

1.  請設計自我評量的方式、指標。 
2.  請提出計畫學分深度，並提出具體說明。 
3.  如何呈現「人文的社會思維」部分。 

四、 學習過程自我紀錄方式（反思日誌或其他） 
請說明將用何種方式自我紀錄（例如:反思日誌、影像紀錄、觀察報

告等）。 
五、 工作期程（投入多少時間，安排以及可獲得的階段性效益） 

請具體說明本計畫的工作時程與安排。 
六、 學分規劃 

(請提出具體安排與規劃，例:申請 4 學分，則可安排:1.資料閱讀：18
小時；2.使用者訪談：6 小時；3.原型製作及修正：48 小時；4.反思

及觀察報告書撰寫：8 小時；5.成品完成及成果發表：6 小時) 
七、 學習時數及自主學習規劃之關聯 
八、 預期成效 

請說明執行本計畫可以獲得哪些具體成果？對於未來有何影響？ 
九、 成果報告或展示方式 

請說明執行結束後，將以何種方式展示成果。 
十、 所需之支援 

執行本計畫希望獲得哪些資源的挹注（例如空間、諮詢老師、校內各

種資源等） 
十一、 資料收集或閱讀規劃 

1.  請說明將如何收集相關資料 
2.  或者說明執行本計畫的讀書計畫，要預擬書單，格式如下：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中文書目） 
作者,書名(請用斜體字),出版地：出版社,年.（英文書目） 

十二、 工作分配比例（計畫內人員分工） 
十三、 附錄（目前已完成了哪些工作） 
十四、 參考資料 
十五、 契約書（如附件） 

指導教師簽名： 申請人簽名： 

2019.03.26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學分審核申請表 

計畫名稱  

執行學生 

姓名 系級 學號 電話 學分欲抵領域別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申請狀態 
□首次申請 

□續申請(原計畫名稱:) 
指導教師  

計畫期程 
執行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半年期    □一年期 

規劃學分數  
已通過 

學分數 
 

本次申請

學分數 
 

成果公開 

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開發表 

形式 
 

學生簽章  
指導教師 

簽章 
 

 

附件 2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學分審核申請同意書(指導老師) 

計畫名稱  

指導教師 

姓名 服務單位  /  系所 職稱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執行學生 

姓名 系所 學號 電話 學分欲抵領域別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申請狀態 
□首次申請 

□續申請(原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半年期 

□一年期 

執行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規劃學分數  
已通過 

學分數 
 

本次申請學

分數 
 

成果公開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開發表形式  

執 行 進 度 

項目 內容 是否符合 

1 方案規劃及執行 
本方案確依規劃之期程確實執行，達成一定成效，符合

自主學習之精神。 
□符合  □不符合 

2 領域範圍 
本計畫可展現自主學習成果。（如：社會創新、跨領域

等） 
□符合  □不符合 

3 自主執行策略 
本計畫符合自主規約執行之要求，有明確工作期程，能

提出自我評量方式。 
□符合  □不符合 

4 學習輔導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能定期與指導教師、跨領域教師或業

師進行討論，優化計畫執行內容。 
□符合  □不符合 

5 指導教師意見  

6 審查結果 

□本計畫已全部完成方案規劃之進度，建議得予申請   學分。 

□本計畫已部分完成方案規劃之進度，建議得予申請   學分。 

□本計畫尚未達到可申請學分之要求，建議暫緩申請學分審核。 

指導教師簽章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