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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海峽兩岸融滲式教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2017年 12月 1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東南科技大學炎黃樓 805會議室（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 內 容 特約討論學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5 

開幕式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 李清吟 

      華梵大學教務長 蔡傳暉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詹雅能 

09:20-10:20 

60’’ 

詹雅能／東南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通識論壇:通識跨域與在地深耕—華梵/東南交響曲 

何立智  王玫  詹瑋／華梵大學教學創意發展中心  

          東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20-10:40 茶     敘 

10:40-12:00 

80’’ 

蔡傳暉／華梵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兼教務長 

張瑞剛／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海峽兩岸通識教育未來的變革

與發展》 

蔡傳暉／華梵大學 

教務長 

蕭欣浩／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新聞寫作在港台：台灣移地教學

與服務研習》 

葉俊偉／東南科技 

  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 

林瑛瑛／東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國文融滲教學之課程設計與檢

討》 

  林子晴／東南科技 

學大通識教育中心 

12:00-13:20 午     餐 

13:20-14:50 

100’’ 

張瑞剛／實踐大學

博雅學部 

副教授 

林惠娟／ 

《科文共構《臺灣番社圖》之新視

界》 

楊靖宇／東南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院長 

吳嘉陵／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

計學系 

《台灣公共藝術的微史觀-關鍵的

90 年代》 

張瑞剛／實踐大學博

雅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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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榛/東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代間學習與大學生自我概念之

相關研究》 

魏啟弘／東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曾淑惠／東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體驗式茶藝訓練課程作用於潛

在課程之成果反思—以東南科大

茶藝文化大使團訓練為例》 

簡慧貞／臺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4:50-15:10 茶     敘 

15:10-16:50 

100’’ 

吳坤齡／東南科技

大學工程與電資學

院院長 

黎淑慧／明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從客家族群認同理論看新竹縣

客家文化發展協會的運作》 

吳嘉陵／華梵大學環境

與防災設計學系 

簡慧貞／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從「學生學習成效導向」談課程

規劃--以「倫理學與當代議題」課

程為例》 

 

王玫／東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蒲麗惠／東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融滲教學對學生學習品質之分

析---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為範

圍》 

蕭欣浩／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 

陳鴻逸／經國管理學院通識中心 

《生命議題融涉文學教育的樣

態——論〈猜猜，他想要換什

麼〉、《姐姐的守護者》中的主體匱

缺與倫理建置》 

蕭欣浩／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 

16:50-17:10 

閉幕式(綜合討論) 

詹雅能／東南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東南科技大學副校長 董益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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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1.發表人每人12分鐘，發言10分鐘響鈴一短聲，11分鐘響鈴兩短聲，12分鐘響鈴三短聲。 

  2.特約討論學者：單篇者8分鐘，兩篇者16分鐘。前2分鐘響鈴一短聲，前1分鐘響鈴兩短聲，時

間到響鈴三短聲。 

  3.提問來賓每位以2分鐘為限。1分鐘響鈴一短聲，時間到時響鈴兩短聲。 

  4.超過規定發言時間1分鐘內，請發表人/現場來賓提問結束發言。每超過1分鐘響鈴一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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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平面圖 

 

會議地點：16.炎黃大樓 8樓 805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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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各地區來校交通指引 

方向 路線說明 預估時間 

捷運新店（新店、景美） 
由 捷運景美站 轉乘【660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30分鐘 

由 捷運七張站 轉乘【819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45分鐘 

捷運文湖（南港、東湖、內湖、

大直、大安） 

由 捷運木柵站 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666

公車】【819公車】 
19分鐘 

由 捷運動物園站 轉乘【236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15分鐘 

捷運板南 

(土城、板橋、南港) 

由 捷運忠孝復興站 換搭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 東

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666公車】【819公車】 

30分鐘 

由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912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0分鐘 

捷運淡水 

(淡水、士林、北投) 

由 捷運台北車站 轉搭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忠孝復興站 中轉至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

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666

公車】【819公車】 

37分鐘 

捷運南勢角 

(中和、永和) 

由 捷運古亭站，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236

公車】 
40分鐘 

由 捷運公館站，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236

公車】 
35分鐘 

台北車站 

(萬華、三重、新莊) 

由 捷運台北車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忠孝復興站，換搭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

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666

公車】【819公車】 

51分鐘 

由 捷運台北車站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912公車】到 東南科技

大學站 
50分鐘 

汐止地區 

搭乘【藍１５公車】或【藍２3公車】至 捷運南港展覽館 換搭捷運至 捷運市政府站，

轉乘【912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 

由汐止火車站搭乘火車至南港火車站，換搭捷運由 捷運南港站 至 捷運市政府站，

轉乘【912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 

基隆地區 
由基隆車站搭乘 「台汽-中崙 (40元)」至聯合報(市政府捷運站) 轉乘【912公車】

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40分鐘 

桃園地區 

中壢客運桃園站搭乘 【指南中壢客運台北桃園線 9009公車】至 捷運六張犁站 轉搭

捷運文湖線(動物園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

或【660公車】【666公車】【819公車】 

75分鐘 

宜蘭地區 

搭乘葛瑪蘭汽車客運於台北市復興南路站下車，轉捷運文湖線 捷運科技大樓站 (往動

物園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至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公車】或【660公車】

【666公車】【819公車】 

1小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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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 各地區來校交通指引    

地區 路線說明 預估時間 

北市東區 

(以台北市政府為例) 

機車：基隆路 和平東路 軍功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0.7公里) 約 30分鐘 

汽車：松智路 信義路 信義快速道路 國道 3甲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8.9公里) 約 17分鐘 

北市西區 

(以萬華火車站為例) 

機車：汀州路 師大路 羅斯福路 興隆路 萬芳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4.6公里) 約 39分鐘 

汽車：和平東路 和平西路 羅斯福路 公館 基隆路 國道 3甲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3.9公里) 
約 29分鐘 

北市南區 

(以公館為例) 

機車：羅斯福路 興隆路 萬芳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0.2公里) 約 26分鐘 

汽車：羅斯福路 興隆路 萬芳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9.5公里) 約 16分鐘 

北市北區 

(以士林劍潭站為例) 

機車：中山北路 信義路 新生南路 基隆路 和平東路 軍功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7.5公里) 
約 52分鐘 

汽車：中山北路 新生高架 辛亥路 國道 3甲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6.8公里) 約 37分鐘 

新店 

(以捷運七張站為例) 

機車：寶橋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9.3公里) 約 20分鐘 

汽車：中正路 中興路 國道 3號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0.4公里) 約 17分鐘 

南港 

(以捷運南港站為例) 

機車：忠孝東路區段 109縣道/南深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2.8公里) 約 26分鐘 

汽車：忠孝東路區段 台五線 國道 3號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3.5公里) 約 20分鐘 

永和 

(以永和市公所為例) 

機車：永福橋或福和橋 公館 羅斯福路 興隆路 萬芳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1.9公

里) 
約 33分鐘 

汽車：福和橋 基隆路 國道 3甲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1.2公里) 約 23分鐘 

汐止 

(以捷運南港站為例) 

機車：南港路一段 民權街 研究院路 舊庄街 109縣道/南深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0.9公

里) 
約 26分鐘 

汽車：大同路 國道 3甲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12.2公里) 約 17分鐘 

基隆 

(以基隆火車站為例) 

機車：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住校 - 

汽車：中山一路 忠四路 國道 3號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25.5公里) 約 33分鐘 

宜蘭 

(以宜蘭火車站為例) 

機車：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住校 - 

汽車：宜興路 東港路 慈安路 大福路 國道 5號 石碇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41.1

公里) 
約 1小時 

板橋 

(以捷運府中站為例) 

機車：縣民大道 民權路 景平路 秀朗橋 復興路 木柵路 北深路 東南 (共 17.3公里) 約 42分鐘 

汽車：民族路 中正路 國道 3號 文山路 北深路三段 東南 (共 22.2公里) 約 3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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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工作編組 

召集人：詹雅能 

學術組：詹雅能、詹瑋、王玫、林文仁 

庶務組：王玫、王琪、林惠娟、趙怡蓓 

聯絡組：王玫、趙怡蓓 

接待組：王琪、林瑛瑛、蒲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