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微學習．課程設計新思維工作坊 

一、 活動說明： 

身處大量資訊不斷湧入的時代，「學習」被切割成越來越小的片段，並以各種方式融入時

間的縫隙中，正式及非正式學習的界線正快速消失中，隨著微學習(Micro Learning)成為個人

及組織得以持續精進的有效方法。顯然，如何因應這一波新型態的學習革命時代，課程設計顯

得格外重要，教學模式也必須有別於以往傳統的邏輯。究竟身為教師的我們該如何著手擬定課

程走向？設計好一門課是大家心中所期待的課程呢？本工作坊即提供新進教師、想更精進教的

教師一個好的選項，深入淺出，從鉅觀的數位學習的定位與未來發展、從指標看數位課程設計，

到微觀的課程設計邏輯、課程設計小撇步等，為有興趣投入數位課程的老師開拓課程設計新視

野。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精湛計畫 

三、協辦單位：國立宜蘭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大葉大學 

四、活動時間：108 年 2 月 13 日至 14 日（星期三、星期四） 

五、活動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 樓 203 室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六、活動資訊：http://news.taiwanmooc.org/workshop-3/ 

七、聯絡方式：邱于庭小姐，信箱：ytchiu@niu.edu.tw，電話：03-9317311 

八、研習時數：公教人員終身研習時數 12 小時（2 天全程參加者提供研習證明） 

九、備註： 

1. 場地關係限制人數 40 人，不開放現場報名，若取消報名請來電或 mail 通知。 

2. 敬請自行攜帶欲轉換成數位課程之授課大綱等相關素材。 

3. 敬請自行攜帶筆電。 

 

  

http://news.taiwanmooc.org/workshop-3/


十、 活動議程 

10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場與致詞 

黃朝曦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

質精湛計畫主持人 

09:30-09:40 

在開始之前：DIGITAL 

IMMORTALITY & 數位課程 

活動說明： 

引導教師重新思考數位學習的定位與未來可

能的發展，進而定位本工作坊的學習目標。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09:40-11:10 

數位學習理論與數位教學多元應用 

活動說明： 

以學習理論為基礎，介紹在各式數位教學之

運用(EX:遠距教學、翻轉、MOOCs、SPOCs、

微學習等)，以及新趨勢分享。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陳姿伶教授 

主持人：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1:10-12:10 

從指標看數位課程設計與啟發 

活動說明： 

引導教師從課程認證指標角度省思數位課程

設計的重點及注意事項。 

國立空中大學 林高永教授 

主持人：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2:10-13:10 午餐 

13:10-15:00 

數位課程設計與實務 

活動說明： 

以多元數位教學類型之數位課程設計，介

紹”同”與”異”，以及實務上如何交互應

用(EX:MOOCs vs 遠距)，教導課程設計結合

不同之數位學習環境、平台、運用情境之各

種重要內涵之設計重點，至少包含目標、策

略、教學計畫表、評量等。 

致理科技大學 張淑萍教授 

主持人：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5:00-15:20 茶敘 



10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15:20-15:50 

數位課程設計加分項 

活動說明： 

綜整前述數位課程設計要素，引導教師進入

實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后儀教授 

15:50-16:40 

數位課程設計與分組實作 

活動說明： 

 含講述與分組研習 

 各人（組）選擇要從哪類型的數位課程

展開(不限 MOOCS) 

 設定數位學習環境 

 引導學習者從課程名稱、學習目標撰

寫、架構、評量與教學活動設計 

國立空中大學 林高永教授 

分組指導： 

致理科技大學 張淑萍教授 

大葉大學 鄭孟玉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后儀教授 

16:40-17:30 

課程設計分享 

活動說明： 

 各組發表(或抽組) 

 預告第二天請學員帶自己設計腳本所需

要的教學內容（素材）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7:30 團體照/賦歸 

 

 

 

  



108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場與致詞 

黃朝曦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

質精湛計畫主持人 

09:30-10:30 

數位教材類型、觀摩與特色 

活動說明： 

 先引導數位教材的類型，透過觀摩，再

談現今趨勢，依不同類型的數位教材，

選用不同的設計策略。 

 用引導討論方式，最後總結腳本的必要

性（啟發／趣味） 

大葉大學 鄭孟玉教授 

主持人：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0:30-12:30 

數位教材的腳本寫作 

活動說明： 

依不同類型的數位教材，選用不同的腳本設

計策略，包含簡報式、影音式、互動式、分

鏡式。 

致理科技大學 張淑萍教授 

主持人：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2:30-13:30 午餐 

13:30-15:00 

教材設計與腳本實務研習 

活動說明： 

延續第一天的課程設計，請學員個人（組）

選擇兩個單元進行腳本撰寫與設計，一個影

音腳本，另一個任選。 

國立空中大學 林高永教授 

分組指導： 

致理科技大學 張淑萍教授 

大葉大學鄭孟玉老師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后儀教授 

15:00-15:20 茶敘 

15:20-17:00 
課程設計沙龍：發表與交流 

活動說明：學員作品分享與交流 
國立空中大學 劉嘉年教授 

17:00 團體照/賦歸 

 

  



十一、 交通資訊 

【捷運】 

自捷運台電大樓站 2 號出口，出站左轉沿辛亥路步行約 10~15 分鐘至辛亥路新生南路口左轉，即

達福華國際文教會館。鄰近台大以及師大兩大美食及購物商圈，距離台大校園也只需步行五分鐘，

享受人文以及都市的靈魂洗禮。 

 

【公車】 

龍安國小- 52,253,280,284,290,311,505,907,0 南,指南 1 

大安森林公園- 3,15,18,52,72,74,211,235,237,278,295,626 

和平新生路口- 253,280,290,311,505,642,0 南,指南 1,指南 5 

溫州街口- 3,15,18,74,235,237,254,278,295,907,291,672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52,253,280,284,290,291,311,505,642,907,0 南,指南 1 

 

【自行開車】 

中山高：下圓山交流道接建國高架→和平東路出口右轉→左轉至新生南路→右轉至辛亥路→會館地

下停車場。 

北二高：下深坑交流道往台北方向→辛亥路過地下道直行→建國南路左轉辛亥路行駛平面車道→過

新生南路交叉口→會館地下停車場 

  



十二、 住宿資訊（僅供參考，有需要請自行預訂） 

1.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電話：02-7712-2323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網站：http://www.howard-hotels.com.tw/civil-service/home/ 

備註：需提出職員證才有優惠。 

2. 儷園飯店 

電話：02- 2365-7367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98 號 

網站：https://www.imvr.net/hotel/liyuan/about_ch.php 

3. 谷墨商旅 師大館 

電話：02- 2395-5535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47 號 2-7 樓 

網站：http://www.goodmorehotel.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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