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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本體的定義與精神 從故事開始作文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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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創一個虛擬「學習」學院-光大創創學院。

 將「教育(Education)」轉知由「學習(Learning)」的

角度來操作，綜整學校各方資源及行政單位來為學生開立一個創新且友善
的學習生態系統(LIFE) 。

 嘗試巔覆傳統教師授課及評量的方式，找到學生學習的痛點；借鏡校友成
功學習的模式，帶領校園重返過去學習的環境及氛圍。

106-4-24-PPT-昭瑾-MRT動畫.pptx


一、計畫本體的定義與精神 童子賢模式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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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本體的定義與精神 師生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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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架構 結合校園資源學習解決社會問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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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本體的定義與精神 學校經營與城市發展共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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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架構 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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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生態系統圖 Learning Innovation Friendly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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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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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長程校務發展 無邊界大學化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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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風險衝擊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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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四、效益風險衝擊 無邊界大學化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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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可以
延長修業年限

行政單位開課
微學分課程
三維融合

專業、行銷

場域是學習
的大教室

工廠實習、
商務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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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機制外部機制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五、團隊成員及分工 無邊界大學化



五、團隊成員及分工 (擴散) 無邊界大學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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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創創學院加入成員



六、大事記 時間表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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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Feb    Mar    Apr    May    June     July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光大創創
學院成立 場域開發大

光華商圈

設置光大學
院第二專長

場域開
發大稻
埕商圈

與各學院
討論學程
開設事宜

AgilePoint

研習

3Ｃ和文創
兩大學程
成立

修業法規
討論（持
續進行中）

場域商家（大
光華商圈）宣
導，推廣

開設第二
專長課程

團隊成員
溝通討論
擬定執行
方針

他校宣
達理念

邀請專
家學者
分享

AgilePoin

t種子教師
培訓營

2016
2017

校內理
念宣達

光大學院
專案教師
正式開課

AgilePoint合
作相關事宜洽
談

光大學院開課
法規突破，第
一場工作坊研
習營舉辦

與政府共同
擬定方向

2015

場域擴充，
增加豐原
木創中心

沃課SHOP

平台建置啟
動

微學分補
助辦法公
告徵件

農推中
心洽談
合作

10th QS

World宣傳
光大理念

15



二、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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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自評2



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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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一、執行內容與計畫相符性-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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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推動重點 時程 查核點 達成率 備註 

跨 界

學 習

方 法

建 置 

開設兩大學程

不同領域課程 

105.08 105 學年度兩個學程開設現況 100%  

105.09 105 學年度學程選修名單統計 100%  

光大創創學院

諮詢委員會 

105.08 105 學年度諮詢委員會正式聘任 100%  

105.08 105 學年度第一次諮詢委員會議 100%  

融合學校與城

市的學習樣態 

106.04 光大創創學院學員校外參訪 100%  

106.05 光大創創學院與商家之媒合 100%  

修業創新制度

的建置 

105.11 通過彈性修課方式辦法之制定 100% 
彈 性 修 課

相關辦法 

106.07 光大創創學院休學年限規章辦法 100% (草案) 

校 園

知 識

資 源

延 伸

應 用 

解決顧客問題

的能力 

105.11 至少採集 5 項實場問題 60% 已完成 3項 

105.12 至少 2 項成為專題研究課題 100%  

開發文藝商品

的執行 

106.05 至少採集 5 項文藝商品設計產出 120% 超標 

106.05 至少 1 項文藝商品被打樣 120% 超標 

開 新

課 程 

開設學程中，新

的領域課程 
每年 

至少開設 1-2 門與學程領域結合的

特色課程 
100%  

跨 校

跨 系

合 作 

向他校跨系尋

求互補性專業

之支援 
每 2 年 

至少完成 1-2 家的校、系合作擬定

課程及法規 
60%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一、執行內容與計畫相符性-2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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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推動重點 時程 查核點 達成率 備註 

城 市
場 域

的 教
育 加
值 與
應 用 

服務實習課程
規畫與落實 

106.10 與 6 間商家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書 40% 洽談中 

106.11 與 5 間商家共規畫服務實習內容 80% 規畫中 

建立場域加值
追蹤機制 

105.08 
建立量化成效評估方法(含評估週

期) 
100%  

特色化據點之
設立 

(不定

期) 
學習據點的持續開發設立及維運 100% 

新 增 三 創
學習據點 

辦理學術場域
商家跨界交流 

105.09 辦理 3-5 項規畫中跨界交流活動 100%  

辦理光大創創
學院成果發表
暨競賽 

106.07 選定 105 學年度成果舉行競賽 100%  

無 邊
化 教
育 理
念 的

推 廣
與 國
際 化 

無邊界人才培

育推動 

106.06 暑期專題服務實習學生行前訓練 0% 6 月始規畫 

106.08 暑期專題服務實習期中訪視 0％ 7-8 月實習 

無邊界人才培
育國際化推動 

106.02 
完成本校無邊界人才培育方法推動

英文版文宣 
100%  

106.07 
至少 5 家國外(或境外)姊妹學校推

廣本校無邊界人才培育方法 
20% 

國 際 會 議

宣導 

校內師生職員
對無邊教育理
念共識與支持 

106.04 至少辦理 2 場校內說明會 100%  

動態展演活動 106.05 辦理 2 場靜態展演活動 100%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1      規畫兩大學程不同領域課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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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1      規畫兩大學程不同領域課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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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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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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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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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培養具3C產品組裝、維修、判別核心問題及動手解決能力的專業人才。

2. 培養具3C產品網實整合及熟悉物聯網金融技術應用在行銷策略的專業人才。

3. 建立3C科技的社會實作平台與交流網絡。

創創核

心課程

創意潛能激發、創業管理、創意思解、創新思維執行力實務應用、物聯網創新

應用、創新講座-創意人、創新策略與企畫、創意與創新管理事業化、創意與發

明、3C商品講座、物聯網創新創業講座、趨勢分析講座、通路策略與管理、金

融科技(FinTech)

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概論 學分 開設學院

專業領域一、全方位3C產品的組裝、維修及軟體設計

專業

課程

電子電路設計 分離元，線性IC，以及數位IC 1 電資學院

電子電路實習
SPICE介紹使用，電晶體高頻參數量測，電路頻

率響應，回授電路影響，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1 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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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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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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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課程

高頻電路實習
阻抗匹配器、濾波電路、小訊號放大器、弦波訊

號產生器、晶體振盪器、混波器
1 電資學院

電路設計、測試、

與除錯*
這是一門設計為"軟硬體合成的電子實習" 課程 0.5-3 電資學院

感測器的智慧型

應用

手機、感測器及互聯網串聯在一起，研發出具有

智慧型的感測器於生活上
3 電資學院

數位邏輯設計實

習

瞭解各種數位邏輯閘，基本數位電路之特性及設

計和應用
1 電資學院

數位系統設計實

習

邏輯閘特性與功能測試，積體電路基礎邏輯電路

組裝設計，電子儀器進行量測、檢修
1 電資學院

微算機原理及應

用實習
瞭解微算機之基本組織架構及應用 2 電資學院

創意潛能激發*
創意理論建立創造思考策略與方法實例演練，強

化學生創意思考能力，激發創意潛能
0.5-3 通識中心

消費者行為*
整合心理學、社會學、決策行為學理論，介紹消

費者的產品購買思維，產品消費行為
0.5-3 管理學院

24



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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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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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課程

電子系統可靠度*
可靠性工程基本理論與數學並結合電子系統可靠
性設計方法

0.5-3 電資學院

物聯網智慧應用
教授學生機器學習、大數據等人工智慧技術，並
使用在物聯網的創新與應用上

3
電資學院
管理學院

電子產品設計實務
*

電子產品設計概要與商品價值觀、電子零件之深
層特性及選用、電子產品之穩定性等

0.5-3 電資學院

軟硬體共同設計
設計一個嵌入式系統時，如何同時考慮選擇與設
計系統軟體及硬體之方法

3 電資學院

高頻量測技術
傅立葉分析、微波網路、向量網路分析、頻譜分
析、時域反射、向量信號分析儀、天線量測

3 電資學院

電腦通訊網路
電腦通訊網路、階層結構、路由與交換技術、流
量與壅塞控制、介質接取控制機制等

3 電資學院

電腦整合設計與製
造

參數式3D 電腦軟體與自動化製造整合應用技能提
昇工業設計與製造者間溝通效率

3 設計學院

Smart Home創意概
念

建立Smart Home的基本概念、資訊及發展趨勢 3
電資學院
設計學院

計算機組織 定點系統、浮點系統、運算工作、指令控制 3 電資學院

通訊工程導論*
電信網路之基本概念、各種設備、及技術標準，
及從事電信相關行業之基礎知識

0.5-3 電資學院

業務工程*
科技產業中，市場行銷部門，透過業務工程之架
構，有效率在全球市場銷售科技產品

0.5-2 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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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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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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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二、互聯網與3C產品的網路行銷方法與策略

專業

課程

創業管理*
從實務角度，提供產業分析及scan技巧，並提供創

業前應有的SWOT分析
0.5-3 管理學院

電腦概論
主要課程內容包括電腦概論、BASIC 語言以及套裝

軟體之使用
2 機電學院

電腦網路
企業內使用intranet之利益、成本、價值、運作及網

路要求
2 管理學院

網路行銷
傳統行銷與新網路行銷做整合，從概念、理論、實

務、到議題詳細闡述網路行銷各面貌
3 管理學院

科技行銷
科技產業、產品、技術、服務等等商品、巿場作系

統的、科學的、實務的研究與探討
3 電資學院

電腦網路應

用

電腦網路概述、Interne、TANET BBS、Gopher、

Unix介紹、Novell Netware
3 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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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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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https://goo.gl/WTweAi

進階

課程

物聯網應用

技術

瞭解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的基本概念及其所

應用的各種技術
3 機電學院

互聯網與科

技產業結合

與應用

讓學生了解互聯網+科技產業的應用 3
電資學院

管理學院

資料庫管理
介紹資料庫系統之基本概念，熟悉基本指令及操

作方法，使之能輕易建立資料檔案
3 管理學院

互聯網的概

念
讓學生學習互聯網及互聯網+的概念 3

電資學院

管理學院

策略管理
瞭解策略管理的意義及其演進，如何建立公司策

略以增加之競爭力
3 管理學院

網路服務創

新創業*

瞭解網路服務的特性、品質、顧客滿意度以及網

際網路服務的創新和創業策略等
0.5-3 管理學院

*本課程以微課程方式組合，課程設計為獨立單元模組。學生可依自己興趣選擇微課程項目
修課並獲得相對應的學分數。例如：原本為3學分的課程若只修習3週微課程則獲0.5學分。
專題服務實習學分已計算在原校外實習學分中不再重複計算故以0學分表示。

27



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28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https://goo.gl/WTweAi 28



29

二、目標達成現況-1 無邊界大學化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https://goo.gl/WTweAi 29



二、目標達成現況-2           融合學校與城市的學習樣態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0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3               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1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102~105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日間部四技學分統計表
◎各系畢業學分之「跨系所選修學分」情形詳閱如下表。(除建築系與英文系外，大三以上修讀專業職場英文課程，承認為跨系所選修學分)

◎國際觀培養、創新創業培養課程(含最後一哩)是否認列為畢業學分，由各主修系認定之。

102(入學) 103(入學) 104(入學) 105(入學)

系科所組
跨系所選
修

上限學分

跨系所選修
上限學分

跨系所選修
上限學分

跨系所選修
上限學分

機械系【精密機電組】 12 12 12 15

機械系【精密設計組】 12 12 12 15

機械系【電機與控制組】 12 12 12 15

電機系 12 12 12 15

化工系 9 9 9 15

材資系【材料組】 9 9 9 15

材資系【資源組】 9 9 9 15

土木系 18 18 18 18

分子系 15 15 15 15

電子系* *12 *12 *12 15

工管系 15 15 15 15

工設系【產品設計組】 12 12 12 15

工設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12 12 12 15

建築系 4 4 4 4

車輛系 15 15 12 15

能源系 12 12 15 15

英文系 9 9 9 15

經管系 15 15 15 15

資工系 15 15 15 15

光電系 15 15 15 15

機電學士班【車輛工程系】 15 15 15 15

102(入學) 103(入學) 104(入學) 105(入學)

機電學士班【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12 12 15 15

機電學士班【機械工程系精密機電組】 12 12 12 15

機電學士班【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組】 12 12 12 15

機電學士班【機械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12 12 12 15

電資學士班【電機工程系】 9 9 9 15

電資學士班【電子工程系】* *12 *12 *12 15

電資學士班【資訊工程系】 15 15 15 15

電資學士班【光電工程系】 15 15 15 15

工程科技學士班【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9 9 9 15

工程科技學士班【材料與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9 9 9 15

工程科技學士班【材料與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9 9 9 15

工程科技學士班【土木工程系】 18 18 18 18

工程科技學士班【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5 15 15 15

創意設計學士班【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6 6 12 15

創意設計學士班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
計組】

6 6 12 15

創意設計學士班【建築系】 6 6 4 4

文發系 12 12 12 15

創意設計學士班【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15 15

創意設計學士班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
組】

15 15

資財系 12 12 12 15

互動系【媒體設計組】 15 15 15 15

互動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15 15 15 15

材資系【史瓦濟蘭礦業專班】 0 0 0 0
註：「*」表示該系班於課程科目表備註欄說明「跨系所專業選修，至多承認畢業學分為12學分。惟修習第二專長者最多得承認跨系所專業選修15學分，修習學程者最多得承認18學分。

☉放寬各系所跟系選修學分數，由原9-12學分增加至15學分☉放寬各系所跟系選修學分數，由原9-12學分增加至15學分



二、目標達成現況-3               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2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3 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3https://goo.gl/WTweAi



二、目標達成現況-3              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4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通過「微學分課程補助要點」，鼓勵彈性化及多樣化的課程選課。

 顛覆傳統教學思維，推行以問題導向學習(PBL)的教學模式，激發
學生學習的熱情。

 設立延長學生修業年限條例於光大創創學院辦法中。



二、目標達成現況-3              沃課SHOP(Workshop)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5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4          開發文藝商品的執行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6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文化創藝的精品加值-金工飾品工作坊



二、目標達成現況-5 服務實習課程規畫與落實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7https://goo.gl/WTweAi



二、目標達成現況-5                             無邊界大學化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8https://goo.gl/WTweAi

 「昇華傳統科技的教育思維」，誘導學子的創業激情。

 「用自己的文化做自己的文創」，

激發更多學子的文藝創造能力與商務價值轉譯的能力。



二、目標達成現況-5      辦理光大創創學院成果發表暨競賽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39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辦理Agilepoint系列教育訓練活動，讓參與的學生能以
專題式學習，自行發想、構思所要的主題，並於活動結
束後舉辦成果發表會，以展現同學們的專題研究成果



二、目標達成現況-6      無邊界人才培育推動-校內師生及菁英會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0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菁英會例會介紹無邊
界大學計畫推動成果

各系所主任及行
政同仁代表



二、目標達成現況-6      無邊界人才培育推動-校外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1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2016第十八屆海峽兩岸應用
性高等教育「因應現代化創新、
智能與轉型策略」研討會

銘傳大學進修推廣部
談「大學與城市的治
理合作與價值共創」



二、目標達成現況-7      無邊界人才培育推動-國際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2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8       辦理學術場域商家跨界交流活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3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9                 特色化據點設立-慈心農推中心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4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9                 特色化據點設立-豐原木創中心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5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二、目標達成現況-10 動態展演活動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6https://goo.gl/WTweAi

成果自評



三、經費實際支用 無邊界大學化

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成果自評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7https://goo.gl/WTweAi



四、人力實際進用 Learning Innovation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8https://goo.gl/WTweAi

成果自評

職稱 原規畫工作分工/學歷相關專長 第二期實際人力進用 

主持人 計畫執行方向擬訂及行政協調 本校校長擔任 

共同主持人 計畫督導及行政協調 本校一級主管擔任  

專案教學人員 

(1)計畫內容策略研擬及內容執行(2)微學分課程推

動、制度擬定(3)計畫報告、提案撰寫(4)經費控管督

導(5)博士且具有教學經驗者 

專案教學人員黃雲紹助理教授 

專任助理 
(1)計畫相關行政事務及活動執行(2)經費核報、控管

事宜(3)行政庶務執行(4)碩士、具有行政相關經驗者 
專任助理人員許倩瑋小姐 

專任助理 

(1)原無編列，由典大專任助理支援(2)計畫相關行政

事務及活動執行(3)上級臨時交辦事宜(4)學士、具有

行政相關經驗者 

專任助理人員吳庭慧小姐 

兼任助理 
(1)協助計畫相關資料整理(2)計畫活動執行協助(3)

講座課程支援(4)其他臨時交辦事宜(5)本校學生 
校研究所及四技學生 

兼任教學助理 
(1)協助教師教學(2)教學課程整理(3)記錄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過程(4)講座課程支援(5)本校研究生 
本校研究所學生 

 



五、計畫執行成果之重大意義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49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實踐智慧基本資料 成果自評

對計畫成

員的意涵

•克服困難、學習面對問題的勇氣、自我能力的成長

•建立絕對的自信心、永不澆熄的熱情動力、無比驕傲的榮譽感

對院系發

展的意涵

•創新式的課程規劃、跨領域課程結合、專業教師的互補性

•落實課程多元化、學生自主彈性選課、激發學生學習動力

對整體校

務的意涵

•優化學生的學習及教師的教學品質、提升組員的行政績效、厚植學生的實務能力

•納入校務發展計畫、永續發展、發展無邊界科技大學城、城市發展的彈性教育體制

對其他學

校的意涵

•前導先驅的執行角色、打破舊式傳統思維、制定績效的教育體制

•指標性的標竿學校、帶領他校執行無邊界大學、創新教育體制改革的前導先驅

對政策建

構的意涵

•創業休學無年限的提倡、落實自主彈性化的修業、專業通識化課程的精神影響

•影響教育體制的政策、改善教育體制的架構、突破制式學習教育的框架



三、實踐智慧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0https://goo.gl/WTweAi

實踐智慧3



一、如何形成創新社群 創新社群彈性體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1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實踐智慧

教師
社群

學生
社群

師生社群

行教社群

行政
社群

教師
社群

學生
社群

行政
社群

企業
社群

社會
社群 校友

社群

師生
社群

實習
社群

城市
社群

校企
社群

校政
社群

行教
社群創新社群彈性體

上圖

下圖

右圖

 社群=>開放的組織、溝通與分享的平台。容易連結、彼此信任、具備彈性。
 創新社群可以有大有小，有功能；可交疊，可對稱也可不對稱，環環相扣。



二、如何促進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2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實踐智慧

自我超越

團隊學習

改善心智模式

建立共同願景

資訊分享

資訊解讀

知識獲得

組織記憶

創新

團隊

分享

熱情

實現

學習
加入生活互動化
元素，將技術、
趨勢、趣味等生
活習習相關的人
事物導入課程。

透過個案研究、
團體合作，解
決開放式問題。
課程彈性化、
互動化，誘發
學生學習動機
與熱情。

 學生要能主動式去學習，進而影響團隊的學習，漸漸形成學習型的小團體(社
群)，團體學習的成效往往大於個人學習的成效。

 組織學習的目標：提升個人能力的同時，也大幅提升組織的創新力及實踐力。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是透過持續性的個人、團隊及整
體的組織學習，有效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提升組織創新與應變能力。



二、如何促進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3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實踐智慧



二、如何促進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4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實踐智慧



三、如何轉化結構限制 表面的限制實質的彈性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5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實踐智慧

「結構」是一種短期內無法改變的限制條件
=>對國家總體來講可以是政治、經濟、社會、科技、交通及教育
=>對個人來講可以是自身的個性、能力、價值觀、格局
=>對一個大學而言就是學校的行政組織：總務、教務、學務、研
發、產學等等及各層面的制度及行政法規

轉化結構限制=「結構轉化」+「結構開放」
(無邊化)

微學分(專業通識化)



四、想法翻新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6https://goo.gl/WTweAi

想法翻新4



一 一、關於「學習」和「大學生」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57https://goo.gl/WTweAi

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1. 製造學習的氣氛，愉悅的環境，競爭的機會。大學生應該有主動
的、冷靜思考的本能。

2. 影響學生學習的外在因素太多了，學生的學習應該要純粹。純粹
只為了滿足自己好奇慾望而學習，不為任何原因；純粹只為了學
習而學習，並且堅持這樣的信念勇往直前。

3. 影響學生學習的條件，因培養學生對事務的好奇心，由於好奇心
的驅使下，學生將養成自我學習的習慣。

4. 單純學習動機引發學生狂烈的學習熱情；此外，大學生除了要保
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也應該注重培養互動、創新的能力並且勇於
表達，藉此創造自我的自信心，並且培養出習慣，才能永續快樂
自主學習。

5. 引發學生的熱忱，設立生活目標，培養生活技能，藉由學習與實
踐來創造自己的生存機會，並且讓生命充滿愛與希望，讓他們在
學習的旅途上有成就感，不孤單。



一、關於「學習」和「大學生」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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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Zimmerman et. al.1998年提出的自主學習研究概念

學習者向自
己提問，思
考釐清自身
的學習意涵



一、關於「學習」和「大學生」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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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PBL：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利用真實實際的問題來引發學習者的
學習慾望，並且強調小組之間的討論、與團隊默契精神，培育學
習者問題解決的能力，有效的提升學習者的自主學習。

videoplayback (1).mp4


一 一、關於「學習」和「大學生」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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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學術」和「大學老師」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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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是自主的，批判的，非商業導向的。大學教育不能用中小學
的模式來看待。不是用管的，利誘的。

2. 學術是自主、寬廣無侷限，且非商業導向。因此大學教育不能停
留在中小學的模式來對待，對大學生不能用管的或是強迫的，而
是要用啟發的。當前教師的使命，應該支持學生的創新想法，給
予鼓勵與正確的觀念，開起學生自由的心靈。因此大學教育應走
出校園，採用更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藉此創造出新的教育氛圍。

3. 大 學 老 師 的 學 術 必 須 從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走向SCI (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二、關於「學術」和「大學老師」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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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學術」和「大學老師」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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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2010：RedDot best of the best.
2017：開發出第一代功能原型，「一路上篳路藍縷，失敗再站起來，失敗了
再站起來，也驗證了唯有不放棄的精神，才有機會實現夢想的一天」學習者
問題解決的能力，有效的提升學習者的自主學習。



一、關於「學術」和「大學老師」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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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我們完全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的夢想，盡可能的去協助、幫助他
們完成夢想。目前光大創創學院的成員們正全力的協助學生創業，
並給予創業時遇到問題諮詢(邀請專家學者、技術人員)及資源
(資金)。



三、關於「創新」和「大學體制」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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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1. 創新有多種，微型的靠運氣，靠刺激。深沈型的靠實力，靠技術。一窩蜂的，
少有根基，很快掏光。大學體制就是要少干擾，少制式化，少認證，少評鑑。

2. 大學要做的創新不再只有是制度上的創新，而是要做到全面性的創新，包含教
師教學創新、學生學習創新、環境教室突破、制度創新，而大學體制的限制越
少，創新的可能性越大。

3. 創新分三種：(1)發想型的創新靠直覺、靠運氣、靠小聰明，很難對技術或制度
有很大的突破;(2)突破型的創新靠實力，靠技能、靠努力、靠集體的腦力激盪，
能讓技術與制度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然而此種創新仍然站在既有的框架上;(3)
顛覆型的創新能打破既有的思維與制度，從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思考角度切入，
此種創新能力的培養則是要靠長期的教育訓練來培養。現代年輕人的創業都是
一窩蜂的跟著潮流，人云亦云，本身沒有任何思考能力，並且缺發創新的能力，
許多人都少了深厚的基礎能力，本身的小聰明與技能很快被掏光，因此很快就
被社會所淘汰掉。大學要做的創新不再只有是制度上的創新，而是要做到全面
性的創新或是顛覆型的創新，包含教師教學模式的創新、學生學習模式的創新、
教室與教學環境的突破，走出校園的圍籬，讓學生跟整個社區或社會、國家甚
至國際學習，如此培養的學生不再是井底之蛙，而是有兼容並包的廣闊胸襟與
深邃的思考能力，如此就不容易被潮流所淘汰。因此大學教育本身要先進行制
度的創新，少制式化，少認證，少評鑑，多獎勵顛覆型的創新，若是大學體制
的限制越少，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關於「創新」和「大學體制」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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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創新」和「大學體制」有什麼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浮現中？

67

實踐智慧成果自評基本資料 想法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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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之後 制度更新

制度面

環
環
相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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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執行成果 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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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執行成果 制度調整 微學分課程的挑戰 (  1 )

學程再次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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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執行成果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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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執行成果 光大創創學院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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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update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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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執行成果 光大創創學院可以開課

非隸屬任何系所、
院也可以規劃課程、
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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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城市的治理合作與價值共創

0 、大學與城市的治理合作與價值共創

建立城市與大學

跨界合作之雛型

學城跨
界合作

共同培
育人才

實踐接
軌業界

創產業
能見度

共同培育研發人才、開發

城市治理應用領域的基地

學生與業界接軌，學習業

界知識、解決城市問題

創造產業曝光度，提升城市

治理與大學教育的雙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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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下午繼續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