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彈性學習、深化跨域 

盧鴻興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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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可以開拓不一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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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Be the change  成為更好的自己 “ 

專業能力 
Ｘ 

跨域整合能力 

推動第二專長加乘培育計畫（跨域學程） 

40個 
專業模組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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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大學 
第一專長 

碩博 / 職場 
第二專長 

跨域學程 
= 

大學期間同時培養 
第一專長+第二專長 

大部分的人在大學培養第一專長，在碩博或

職場發展第二專長，而交大提供「跨域學程」

的管道，讓學生能在大學期間便同時培養第

一及第二專長，並透過跨域專題或實作課程，

深化跨域整合能力。 



NCTU 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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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學程學分規劃與設計 



特色課程 
跨領域創新科技設計學程 
建築所｜應藝所｜傳播所 

創業與創新管理 
跨學院｜跨產學｜跨國界整合性
創業創新平台 

三一學程 
電子物理｜光電｜材料工程 

創造跨領域特色課程 

精進各項跨域學程的課程設計 
打破院系藩籬，培育綜合型人才，跳脫舊有思維模式，

藉由跨領域學程，強化全方面思考能力，打造專業整

合能力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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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資工系｜資財系 



NCTU NCTU 跨域彈學導師制度 

為避免學生因跨域修課所產生的歸
屬感缺乏，各系教師組成「彈學導
師」輔導團隊，深入了解學生興趣、
學習狀態與能力，引導學生選擇適
合自己的學程及學科學習方向。  



NCTU NCTU 推動總整課程，深化學生跨域整合能力 

反   思 

目   標 

檢   

視 

方   式 

發   展 

邀請校內外專家交流總整課程推動經驗 

 為使學生能實際應用所學專長，深化跨域整合能力，乃

協同系所設計能夠展現學生能力的「總整課程」，除能

透過課程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和核心能力達成程度，也將

進一步建立起課程設計及教學回饋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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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107學年度共成立22個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由傳科、資工、科

管、電物、電機、運管、外文、應數、機械、電工、生科、設

計、應化、材料、土木、工工、管科、人社、資財、教育、百

川等學生跨域組成，專業領域相當多元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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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定期辦理各式學生學習講座及工作坊，邀請各領域專業
人士與優秀學長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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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資源 
 



NCTU NCTU 

社會議題的互動平台 
為推動校園間的互動交流，交通
大學遂成立跨領域議題平台，提
供學校師生們一個能討論時事議
題的地方，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交
流方式能促進知識發展，達到共
同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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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議題平台 



NCTU NCTU 

面對巨變的未來，專業與實作並重，交大 

首創NCTU-ICT全校資源分享及交流平台 
 
本校實作課程的心臟： 
以實作為課程主軸，提供學生在進行專業學
習，結合理論與實作，作為切入產業前的充
電課程，並藉以深化在地連結國際 
結合跨領域彈性課程設計： 
打破科系必修選修的既有藩籬，以領域小組
及工作坊為基礎，首創彈性學分（學習坊、
微學分、專業實作課程）之設計，將學習主
權回歸學生 
校級綜合大型實驗室建置： 
整合校級新興前瞻技術能量，規劃專業實驗
課程與空間，以有效資源做最大利用，成為
本校高端科技發源的重要基地 

NCTU-ICT 創創工坊 

Innovative Creative Technology 

 校級綜合 
大型實驗室 

建置 
結合 
跨領域 
彈性課程 
設計 

本校 
實作課程 
的心臟 

NCTU-ICT 創創工坊 
開創全校教學資源分享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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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9大領域小組 

5大工作坊 

HCI 物聯網 

嵌入式系統 Drone 

精密加工 VR/AR 

虛擬創作 

機器人 

3D列印 

佼佼者 
工作坊 

TDIS 

說故事 
工作坊 

AI Driving 
 國際競賽 

iGem 

跨域整合 • 共學共創 

入門實作 
體驗課程 

零學分 

學習坊 

基礎實作 
課程 

彈性學分 

微學分 

以學期為主
的深入實作
課程 

專業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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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ICT工坊 關懷在地 接軌國際 成績斐然 

強調專題展演與引導實作，透過新型態
的人才培育方式，深化跨域與整合學習，
讓來自不同背景領域的學生透過課程，
以實際行動往社區、乃至於國際發展， 
以下為ICT歷年曾展演之部分活動： 
 
延伸實驗課程場域，應用所學，在建築、
科技、人文各方面，與大新竹地區結合，
關懷在地，包含：峨眉義築、新竹東門
市場說故事工坊、夜月東門VIBE里拉琴
製作與表演等等 
 
而本校大型工作坊TDIS、iGEM、AI 
Driving Olympics，在國際上的表現更
是亮眼 

校級共同 
實驗室 

全校專業 
實驗室 

Entry-Level  

實驗室 
跨領域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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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2014年歐洲盃十項全能能源屋競賽
(Solar Decathlon Europe 2014)「蘭
花屋」(Orchid House)獲得都市設計
第一名、創新第二名、能源效率第
三名以及公眾票選第三名 

第15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台灣
館 

台積電交大能源教育館 
中興新村36智慧驛站 
研華智能溫室 
2018年11月份前往杜拜參加 
  「中東太陽能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 
    獲得太陽能綠建築創新大獎 
    http://tdis.nctu.edu.tw/  15 

TDIS (Transdisciplinary Design Innovation Shop) 

http://tdis.nctu.edu.tw/


NCTU NCTU 

每年由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大學
(MIT)舉辦的國際生物合成學競賽 

交 通 大 學 NCTU_Formosa 團 隊 從
2009年開始至今 ,為台灣摘下許多
面金牌，成果獲得國際的注目與肯
定 

創業 
http://2018.igem.org/Team:NCTU_F
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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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M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s competition) 

http://2018.igem.org/Team:NCTU_Formosa
http://2018.igem.org/Team:NCTU_Formosa


NCTU NCTU The AI Driving Olympic 

交大在2018年與 4 所國外頂尖學校(蘇黎世
聯邦理工學院、喬治亞理工學院、蒙特婁大
學 、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 2 家 合 作 贊 助 廠 商
(Amazon、nuTonomy) 舉辦國際性的 AI 
Driving 競賽 
 
參與此項競賽及相關系列課程人數相當踴躍，
教學之質與量兼具，並於2018年12月在 
NIPS 進行live轉播實體環境的競賽 
 
            The AI Driving Olympic 成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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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Wz0BbLEhrCSlvDxlnvZFNBDnXPdYQp/view


NCTU NCTU 

 

資料來源：交通大學開放教育推動中心開放式課程網站統計資料 

 開放式課程(OCW)共建置271門課程(246門全影音課程) 
交通大學校內每月有約2,450位學習者透過OCW進行自我學習 
全球每月有13萬學習者(臺灣83%；中國11%；其他國家6%) 
OCW的銜接與衍生性應用 

高中AP課程 (霹靂優暨新生學院) 
翻轉教學 
自主學習 
網路課程 
跨領域資源運用 

 

數位學習好夥伴-開放式課程(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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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門課程 
829萬瀏覽量/年 



NCTU NCTU 

 由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招收具備跨域學習、批判、
創新、領導統御、自主學習等能力或特殊專長
學生 

 以不分系、跨域學習為特色、跳脫傳統學系框架
的全新學習體制，並由導師輔助學生自主設計學習
計畫，培養知識創新與卓越創業人才 

 規劃專業必修課程74-78學分(含共同課程、專業核
心課程、百川共同課程、大一與大二專題、畢業專
題)與選修課程50-54學分 

 畢業時依修習之專業核心課程領域授予適當的學士
學位證書，並加註專業核心課程名稱 

 百川學生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Zr3iBPtE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大人的 
實驗教育 

打破 
科系藩籬 

非典型 
人才 

全台首創大學實驗教育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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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Zr3iBPtE


教務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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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固定進行教學問卷調查、畢業生學生

核心能力問卷、期中教學問卷。三年

進行課程外審結構，及五年一次教學

單位自我評鑑機制。另外，更持續教

師問卷評量 3.0 得點以下追蹤輔導機

制等措施確保課程品質。 

課務全方位管理系統 

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追蹤機制 



NCTU NCTU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第十二條明定暑期開課教師可列計次學年之教學
負荷，讓教師擁有更彈性的教學及研究時間 

 105學年開始，於暑期推出跨校跨域「智慧生醫」學程，結合本校資訊及管理學院
師資，更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輔大醫學系、陽明醫學系與關渡醫院合作，共同
推出電機資訊、醫學、管理等領域的多門課程 

 106及107學年暑期與陽明大學合開三門「智慧生醫」系列課程，提供跨醫學、工
程領域的入門課程，介紹前瞻技術及臨床應用、講解產品開發中的醫工核心知識 

未來將持續推動類似課程，並將此類課程繼續延伸為特色學程 

鼓勵各院系於暑期第三學期開設基礎學科、專業學科及實作課程，。105學年度共
開設63門課程(修課1725人次)；106學年度共開設70門課程(修課1670人次) 

暑期第三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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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整合QC3系統提供雲端教室功能 
支援4K影像線上教學及錄影 
小組聊天室討論筆記分享 

從教材發佈、課程討論、作業繳交到成績查詢，
滿足教學與學習的需求 

數位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數位教學好夥伴-New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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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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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持續新進教
師教學與研
究多方獎勵 

推動小班補
充教學計畫 

持續精進教
師授課評量

系統 

鼓勵互動激
勵型教學 

系統化教師
專業發展培
訓活動 

推動教學與
研究並重的
課程獎勵補

助 

教師專業發展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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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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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授卓越教學計畫 

特 邀 美 國 物 理 教 師 協 會 設 立 之 奧 斯 特 獎 章
（Oersted Medal）得獎者Prof. Jan Tobochnik
蒞臨開設大一基礎物理課程，讓學生可以在校內
接受國際級頂尖教育，紮根學生物理基礎及相關
學科知能 

從基礎躍上國際 



NCTU NCTU 
國際高等教育認證培訓 

國際高教認證培訓 
為提升博士級人才的教學實力，打
造世界級的本土博士，替我國教師
人才開拓全球藍圖，國立交通大學
首次與英國Advance HE合作開辦
「國際高教認證培訓」。 

培訓 
第一梯培訓已於2019年1月完成； 
16位教師、 8位博士生及1位博後受惠。 
第二梯培訓將於2019年9月開始。 

認證 
第一梯學員預計於2019年7
月前完成申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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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ant to go fast ,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African Proverb) 

     ACT together, we go far! 
 

 同行致遠  邁向 偉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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