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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 

 活動名稱： (1-2-1)Future Work Lab 管理諮詢  活動負責單位：  ■主辦單位 副校長室二  
□合辦／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109教-高教深耕計畫(經常門)  
活動目標： 

A 與 B 各至少勾選一項 

 A 主要目標 
   □提升專業核心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能力 ■提升教學/學生學習成效   ■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精進教學品質管控 □提升教學研究設施環境   □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 □推動社會服務   ■強化學生輔導 □建構核心價值/特色  
 B 次要目標 
 
  □提升專業知能 □提升一般知能(軟能力) ■培養三創能力   □營造友善/特色校園 □強化品德與公民教育 □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效   □提升環境適應能力 □推動服務學習 □推動勞作教育   □宣導時事教育政策 □促進身心靈健康/成長 □促進環境保護與安全   □促進國際化 □提升體育教育 ■輔導學生職涯/就業   □培養人文素養    活動類別： 其他  活動方式： 工作坊  活動地點： ■校內

至善樓Z1310
□校外  活動時間：   109   年   11   月   18   日   15   時   00   分  至 

  109   年   11   月   27   日   17   時   00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人數： 

■校內教師
84

人 （男：
27

人 女：
57

人） □校外教師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內職員
1

人 （男：
0

人 女：
1

人） □校外職員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內學生
5

人 （男：
2

人 女：
3

人） □校外學生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社會人士
3

人 （男：
0

人 女：
3

人）   
共計

93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430
人）  



活動性質： ■教學/課程 □證照/競賽 ■學生生涯 □交流/參訪 ■教師成長 □其他  
活動內容： 

2
名講者 

6
名工作人員； 

活動主持人：許淮之 

（簡略文字敘述）： 

1. 建置一個全英語(外語)的實務型學習空間，以科技及創新教學涵養學生職涯力。 

2. 於文瑞樓 1 樓建置一個新的教學與學習空間，連結校園與職場，建構「學習、實習、

就業一條龍」之培育基地，使職涯與學習無縫接軌。 

3. 錄製校友影片，設定不同職場的優秀校友，前往校友公司拍攝短片，剪輯編譯後的

影片將建置在 Future Work Lab 內，學生利用 APP 觀看校友影片、企業職場影片、

雲端課程等，藉由高互動及實務化的教學空間，提供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體驗及歷

程，以培養自我驅動式的專業學習模式，增進學生對於未來職場變化之概念。 

4. 藉由能力檢測、自我評量、活動規劃、專案任務等作業，瞭解 4Cs 能力和職場倫理

之意涵，以提升認知與技能。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 

1. 職涯一條龍式的教學模式，

可精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與

實務教學。 

2. 提供教師跨領域及實務化創

新課程設計與開設，增進教

學能量，並銜接研究的議題。 

3. 提供學生對接產業之體驗式

學習模式，導入新科技素材。 

4. 為學生提供自我學習、科技

化導入之學習歷程及同儕合

作的機制。 

5. 預計在 11 月辦理 6 場種子教

師工作坊，認識 Future Work 

Lab操作模式。 

6. 未來教室可作為教師設計教

學活動的場域，活化互動式

的教學內容，透過錄播系統

進行側錄，自動儲存於遠端

伺服器中，教師可透過網路

即時線上批閱學生學習成

果。 

1. 辦理 6 場「Future Work Lab

說明會暨開課工作坊」，向

全校教職同仁介紹 Future 

Work Lab場域軟硬體設施及

功能，提供教師們未來進行

創新創意教學的新契機。 

2. 6 場工作坊之問卷結果顯

示，教師在說明會結束後認

為 Futre Work Lab可增進學

生獨立思辨能力與創新能

力，並有助於提升教師的資

訊技術能力。 

3. 教師於說明會後明顯成長的

項目為以下三項：對 Future 

work lab 的認識，對學校課

程三級三審的創新改變，及

對募課系統的認知。 

4. 工讀生於此期間協助事項如

下：6 場說明會的報到、接

待、拍攝、錄影、善後、雲

端文書工作，另協助編輯職

涯倫理(Work Ethics)題庫的

文書工作，協助高教深耕訪

視作業的文書編輯，協助設

計Future Work Lab電腦募課

平台，作為媒合開課的運作

1. 本校教職員對「Future Work 

Lab 說明會暨開課工作坊」

的報名狀況相當踴躍，報名

系統開放的一週內即有四場

額滿，無法進入系統報名者

皆開放當天到現場聆聽，顯

示本校教師對「Future Work 

Lab」場域有高度興趣，並想

學習不一樣的教學新方式。 

2. 參與教師在工作坊的分組活

動中，無不腦力激盪、熱情

討論、發揮創意及合作精

神，發展不一樣的課程，活

動過程契合Future Work Lab

之設計精神。 

3. 工讀生的文書作業能力與協

調溝通力高，配合度好。 



機制。 

(2)量化成效： 

1. 完成國際貿易產業 4Cs+E 的

學習資料庫。 

2. 辦理 6 次種子教師工作坊。 

3. 體驗 Future Work Lab 

Prototype 的班級數：10班。 

4. 探索職涯能力之學生人數：

400 人(次) 。 

1. 6 場「Future Work Lab說明

會暨開課工作坊」的參與人

次為 167 人(活動空間容納人

數為 30 人)。詳細量化分析

請見附件。 

2. 職涯倫理題目之編輯作業持

續進行中，目前完成 634題。 

報名 11 月 27 日第 6 場「Future 

Work Lab 說明會暨開課工作

坊」的部分老師提前參加前兩場

或出席校內其他會議、活動，以

致人數較少。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項次 文件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六場「Future Work Lab

說明會暨開課工作坊」

簽到表  

活動成效表 1091128_種子教師

說明會_簽到表.pdf   

 
  

FWL 種子教師說明會

暨工作坊_人數照片初

進階成效分析  

FWL 種子教師說明會暨工作坊

_ 人 數 照 片 初進 階成 效 分

析.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