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KU 〔BOOKS〕ONE CITY-MOBIL LIBRAY
課程基本資訊與規劃
開課單位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授課語言

□中文■英文 □其他:_____

授課老師

王筱雯、左星樺、董泛 課程類別 □講義+實作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學期 108/1
人數

40 (Maximum for each class)

(中) 成大 Book 一市
(英)NCKU 〔BOOKS〕ONE CITY-MOBIL LIBRAY

開課日期

108

課程類別及學分

年

月

9

10

日至

109

年

月

1

10 日

為__18__天課程。

1 學分

建議學生先修能力
建議修課年級

■大一

■大二

■全校各院
建議修課學生背景 □管理學院
□社科學院

■大三

■大四

□碩士班

□ 不設限 (可複選)

□理學院 □工學院 □生科院 □電資學院
□文學院 □醫學院 □規劃設計學院
□其他:___________

教學方法 ■講授 10 %
□實作
% ■報告/討論 40 % □研討會
(含百分比) □工作坊
% ■異地研究/校外教學 30 % ■其他 20 %
評量方式 □問題考試
% □小論文撰寫
% □實驗操作
%
(含百分比) ■報告 30

基本素養

%

□實作產品

%

■出席率 70

%

%

□其他

%

■人文藝術欣賞之能力
■培養具備國際宏觀之人才
■社會關懷
■公民素養
■應用自然科學知識思考分析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設計並執行科學實驗，分析與解釋實驗結果進而有創新的能力

核心能力

■具備足夠之外文能力
■在團隊中達成有效溝通、合作領導之能力
■專業知識與跨領域能力

教學目標與課程概述.摘要

此服務學習性質課程結合圖書館資源，提供學生依照所選定之台南行政區進行研究了解及實地體
驗其人文特色。依主題設計規劃行動巴士，於 11 月 20 日前往台南行政區，提供民眾行動圖書資
訊服務。活動過程中所衍生之成果，將預計於 12 月 3 日至明年 1 月 10 日在本校圖書館 1 樓展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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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目標 (請至少填寫三項):
1. 培育資訊素養及統整能力，提升人文素養。
2. 培育創意發想及人際溝通能力。
3. 培育敘事力: 整合綜整資訊、有效表達、真誠聆聽、瞭解及實踐等多元能力。
教學內容與進度說明 :
幾點到幾點

日期

(共

9/10

10:10~11:00
(1hr)

9/17

10:10~11:00
(1hr)

9/24

10:10~11:00
(1hr)

10/1
(Optional)

10:10~11:00
(1hr)

10/15
10/22
10/29
11/5
(Optional)
11/12
(decide by
group)

10:10~11:00
(1hr)

self-organized discussions：Activity planning and mobile bus design
Group project report ：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 project from local
students (mainly in Chinese)

11/20 or
11/21

8:10~18:00
(10hrs)

11/26

10:10~11:00
(1hr)

12/03-1/10
■是

Discussion

10:10~11:00
(1hr)
-

-

12/03

Course Introduction：
1.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2.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s of mobile library
Library resources
Students can choose one class from the following：
1. 9/17 10:10-11:00
2. 9/18 13:10-14:00
First discussion
1. Grouping
2. Discussion with group members
(the discussion process will include a simple text with photos or videos,
which will be posted to the FB page after class)
Second discussion：
1. Discussion with group members (the discussion process will include
a simple text with photos or videos, which will be posted to the FB
page after class)
2. Book list (at least 20 book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ject presentation：A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2-hr activity
from each group
self-organized discussions：Activity planning and mobile bus design

10:10~11:00
(1hr)

10/8

進 度 說 明

小時)

self-organized discussions
Final preparation
NCKU [BOOKS] ONE CITY-MOBILE LIBRARY Day：
1. Upload all the materials and books onto the bus at 7 a.m.
2. Depart to the designated location
3. Each group must record and edit a film for sharing in an exhibition
4. Collect responses from participants and present in the exhibition
No class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Exhibition

□否

本課程是否規劃校外參訪？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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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移動圖書館到台南各行政區，以特定主題設計展示方式，將知識散布至民眾的手上，修課同
學也可從當地人文學習；成大人與在地社群相互交流學習，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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