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通識教育中心獲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及經費一覽表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備註 

96 學年度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以經典為通識核心

連動全校課程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96.6.1-97.3.31 $3,296,135 教育部 陳淼勝   

97 學年度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第二年/三年計畫】 97.6.1-98.7.31 $3,024,990 教育部 陳淼勝   

98 學年度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以經典為通識核心

連動全校課程計畫【第三年/三年計畫】 
98.8.1-99.7.31 $3,099,806 教育部 陳淼勝 

獲得單項績優學

校：通識核心課程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98.8.1-99.1.31 $5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障礙文化與心靈敘事 98.8.1-99.1.31 $132,480 教育部 李燕蕙、張恒豪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電視批判 98.8.1-99.1.31 $133,600 教育部 王慧蘭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海洋教育先導型中綱計畫－海洋休閒與管理 98.8.1-99.1.31 $165,600 教育部 歐任淳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永續農業：服務學習 99.2.1-99.7.31 $70,000 教育部 王昱海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環境探索、體驗與倫理 99.2.1-99.7.31 $70,000 教育部 何昕家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99.2.1-99.7.31 $7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99.2.1-99.7.31 $3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99 學年度 通識核心課程深化精進計畫 99.11.1-100.8.31 $600,000 教育部 陳淼勝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99.8.1-100.1.31 $7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科學新聞與公民行動 99.8.1-100.1.31 $193,000 教育部 蔡鴻濱 99 學年度獲補助

計畫數為全國第

3 名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視覺資訊-經典圖表 99.8.1-100.1.31 $167,824 教育部 葉裕民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外國經典-寂靜的春天 99.8.1-100.1.31 $185,208 教育部 林明炤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備註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醫療與社會 99.8.1-100.1.31 $113,320 教育部 蔡佳憓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性別與文明 99.8.1-100.1.31 $173,200 教育部 李艷梅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論辯與批判思考 99.8.1-100.1.31 $173,200 教育部 鄒川雄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99.8.1-100.1.31 $192,416 教育部 許文柏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0.2.1-100.7.31 $7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0 學年度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100.8.1-102.1.31 $6,000,000 教育部 陳淼勝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論辯與當代文明 100.8.1-101.1.31 $156,500 教育部 鄒川雄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性別與文明 100.8.1-101.1.31 $154,300 教育部 李艷梅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理性、瘋狂與文明 100.8.1-101.1.31 $153,700 教育部 周平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電視批判 100.8.1-101.1.31 $180,900 教育部 王慧蘭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網路學習與資訊素養 100.8.1-101.1.31 $179,600 教育部 許若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媒體面面觀 100.8.1-101.1.31 $182,100 教育部 蔡鴻濱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儒家倫理學與現代公民 100.8.1-101.1.31 $114,900 教育部 謝君直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海洋教育先導型中綱計畫－海洋生物 100.8.1-101.1.31 $183,500 教育部 林明炤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100.8.1-101.1.31 $35,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0 學年度通識課程數位教材教學實施計畫（課程名稱：全球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0.8.1-101.1.31 $3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弱勢族群,影像再現與現在社會 101.2.1-101.7.31 $199,400 教育部 鄒川雄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現代文明與障礙再現 101.2.1-101.7.31 $178,800 教育部 周  平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備註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性別,弱勢與現代文明 101.2.1-101.7.31 $185,500 教育部 李艷梅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永續農業 101.2.1-101.7.31 $200,000 教育部 王昱海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外國經典－漢彌爾頓等，《聯邦

論》 
101.2.1-101.7.31 $153,200 教育部 許文柏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科學新聞與公民行動 101.2.1-101.7.31 $161,300 教育部 蔡鴻濱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公民新聞與行動 101.2.1-101.7.31 $167,700 教育部 王慧蘭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101.8.1-102.1.31 $35,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101.8.1-102.1.31 $137,300 教育部 許文柏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101.8.1-102.1.31 $131,300 教育部 張錫輝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科學與文明 101.8.1-102.1.31 $131,300 教育部 謝青龍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

生活 
101.8.1-102.1.31 $131,300 教育部 魏中平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科學新聞與公民行動媒體面面觀 101.8.1-102.1.31 $200,000 教育部 蔡鴻濱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科技發展與資訊倫理 101.8.1-102.1.31 $198,500 教育部 吳梅君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電視批判 101.8.1-102.1.31 $196,400 教育部 王慧蘭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現代文明與弱勢族群—影像與文

本再現 
101.8.1-102.1.31 $199,400 教育部 鄒川雄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備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現代文明的障礙再現與超克 101.8.1-102.1.31 $199,800 教育部 周平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性別、弱勢與現代文明 101.8.1-102.1.31 $199,800 教育部 李艷梅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二年/三年計畫】 102.2.1-103.1.31 $4,150,000 教育部 林聰明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2.2.1-102.7.31 $7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身體覺醒與開發 102.2.1-102.7.31 $61,900 教育部 徐瑋瑩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社區敘事與生命敘事 102.2.1-102.7.31 $180,000 教育部 
齊偉先 

陳姿憓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社區媒體 DIY 102.2.1-102.7.31 $178,400 教育部 王慧蘭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科學、新聞與生活 102.2.1-102.7.31 $179,900 教育部 蔡鴻濱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2.8.1-103.1.31 $8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102.8.1-103.1.31 $35,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媒體面面觀 102.8.1-103.1.31 $180,000 教育部 蔡鴻濱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電視批判 102.8.1-103.1.31 $168,300 教育部 王慧蘭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廣告與社會 102.8.1-103.1.31 $185,000 教育部 郭曜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三年/三年計畫】 103.2.1-104.1.31 $4,000,000 教育部 林聰明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3.2.1-103.7.31 $5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103.8.1-104.1.31 $5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倫理學與公民素養 103.2.1-103.7.31 $91,000 教育部 謝君直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備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高齡社會與代間學習 103.8.1-104..1.31 $164,000 教育部 姚卿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3 年教育部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課程名稱：生命不設限) 103.4.1-104.5.31 $880,000 教育部 鄒川雄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安全衛生通識課程計畫－環境安全與衛生 104.2.1-104.7.31 $23,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南華大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課程應用模式發展計畫 104.5.1-105.4.31 $660,000 教育部 鄒川雄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以多元敘事帶動知識實踐的公民教育新創群組課程計畫 104.8.1-105.7.31 $629,000 教育部 張錫輝、李艷梅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大專校院辦理永續發展、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通

識課程-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4.8.1-105.1.31 5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大專校院安全衛生通識課程及教育訓練計畫」-環境安

全與衛生 
104.8.1-105.1.31 23,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未來大哉問—全球議題探索、人文社會科學再造與行動實踐計

畫 

105.2.1-106.1.31 1,600,000 教育部 鄒川雄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大專校院辦理永續發展、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通

識課程-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5.2.1-105.7.31 50,000 教育部 林俊宏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大專校院辦理永續發展、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通

識課程-氣候變遷 
105.8.1-106.1.31 50,000 教育部 洪耀明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大專校院辦理永續發展、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通

識課程-氣候變遷 
106.2.1-106.7.31 50,000 教育部 洪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