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參訪見學專題 

 [中文：參訪見學專題       英文： Visiting and Learning Special Topic]   

教學目標 

1.開展學生的國內、外修辦道視野。 

2.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 

3.融入不同道場間的辦道文化。 

(English) 

1.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Tao cultivation/propagation fields of 

vision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2. To enhance them the 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3. To blend Tao propagation culture in the different Tao societies.  

教學摘要及教

學內容大綱 

以不同的上課方式，利用研一上寒假及研二上暑假期間，將學生依據個人

專長及意願，分別派送到國內外道場，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訪學習，透過

不同場域的修辦道氛圍，提升學生的視野與涵養，進而帶動學生未來修辦

道之能力。藉由參訪的過程中撰寫相關報告，並投稿國內相關期刊、雜誌，

作為學生成績評定之標準。課程內容涵蓋有： 

1.他方道場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及文化特色 

2.參訪見學簡述與內在成長 

3.辦道方式簡述與收穫 

4.自我省思與再精進 

5.文章撰寫與投稿 

(English) 

Using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courses, but also making use 

of the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pecial 

abilities and willing, we separately send the students to Tao 

societi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one-month visit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the different 

Tao propagation fields in the different places, they can enhance 

their fields of vision and their cultivation level.  Furthermore, 

they can be motivated to have the ability of the future Tao 

cultivation and propaga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visiting and 

learning, they are able to write the related reports, but also they 

can contribute the articles to the domestic related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and magazines.  This can be the measured marks 

standard of the students.  This course contents are included as 

below: 

1.  To understand geography, circumstances,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other Tao societies. 

2. To briefly describe visiting and learning in the Tao societie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share their internal improvement. 

3. To briefly describe Tao propagation styles and the fruit of 

visiting and learning. 

4. To self-reflect on themselves and further make a good 

improvement. 

5. To write the articles and contribute them to the magazines. 

教學進度 

1.研一寒假：國內、外道場參訪見學(1)，一學分 

(1)擬定參訪計畫 

(2)進駐國內、外道場(一個月) 

(3)參班學習 

(4)服務了愿 

(5)辦道執禮 

(6)心得撰寫 

(7)專題報告 

2.研二暑假：國內、外道場參訪見學(2)，一學分 

(1)擬定參訪計畫 

(2)進駐國內、外道場(一個月) 

(3)參班學習 

(4)服務了愿 

(5)辦道執禮 

(6)心得撰寫 

(7)專題報告 

能力指標 

第 1個：提升學生的文化視野及語言能力 

第 2個：提升學生的獨立與修辦道能力 

第 3個：提升學生企劃及拓展道務之能力 

評量方式 

1. 文章撰寫：50% 

2. 口語表達：30% 

3. 綜合討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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