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BL 師資培訓師資培訓師資培訓師資培訓：：：：教案寫作研習營教案寫作研習營教案寫作研習營教案寫作研習營  
 

教案撰寫是一件有趣又有成就感的事，將自己專業領域所關注的問題，依說故事的方式，勾勒出一幅活
生生的畫面，激起學習興趣、引發深入探究，讓學生們在釐清事情真相的學習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滿足
感。然不少教師認為教案撰寫費時費力，在不得要領又深怕審查時遭受批評下，往往裹足不前。事實上
只要切入 PBL 的理念，在撰寫上並非處處要依循制式的規章。長年在其專業領域的教學上頗有心得的教
師們，應該著手行動，嘗試體會教學的另一境界，藉由此次工作坊，讓我們一起從做中切磋，想必能有
所成。【援引自辛幸珍老師】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 教師發展中心(CFD)  

會議時間：106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0900-1700 

會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 樓 103 講堂 

議    程：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8:30-09:00 報報報報  到到到到  Registration 

09:00-09:05  致歡迎詞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發展中心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09:05-10:35  PBL 教案教案教案教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與與與與撰寫撰寫撰寫撰寫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汕頭大學醫學院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10:35-10:45  Q&A 時間 
 汕頭大學醫學院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10:45-10:50 休休休休   息息息息  Break 

10:50-11:50  PBL 教案教案教案教案撰寫經驗分享撰寫經驗分享撰寫經驗分享撰寫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 

 辛幸珍辛幸珍辛幸珍辛幸珍 兼任副教授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11:50-12:00  Q&A 時間 
 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 

 辛幸珍辛幸珍辛幸珍辛幸珍 兼任副教授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午餐時間午餐時間午餐時間 Lunch 

13:00-13:10  分組演練分組演練分組演練分組演練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汕頭大學醫學院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 

13:10-15:00  分組演練分組演練分組演練分組演練（（（（教案撰寫教案撰寫教案撰寫教案撰寫））））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涂明君涂明君涂明君涂明君 教授、吳禮字吳禮字吳禮字吳禮字 教授 

張淑貞張淑貞張淑貞張淑貞 副教授、孫盛生孫盛生孫盛生孫盛生 醫師 

15:00-15:20 休休休休   息息息息  Break 

15:20-16:00  各組代表報告各組代表報告各組代表報告各組代表報告  各分組代表 
 汕頭大學醫學院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 

16:00-17:00  綜合座談時間 
 汕頭大學醫學院 

 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關超然 顧問 
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梁文敏 主任 

17:00 閉閉閉閉  幕幕幕幕  Closing Remarks 

分組主持人：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 涂明君教授、醫學系 吳禮字教授、藥學系 張淑貞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核子醫學科 孫盛生醫師 

備註：1.參加對象：大專院校教師、醫療機構醫療人員 

      2.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網址：http://webap.cmu.edu.tw/cfd/Apply.asp  

      3.報 名 費：1000 元 (繳費事宜詳見附件)，本校及亞大教師與附設醫院醫療人員免費參加。 

      4.研習認證：本次研習將於會後核發研習證明，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將於會後登錄教師研習積分 2 

                  分、附醫醫療人員登錄附醫 CFD 研習時數 7 小時。 

      5.聯 絡 人：中國醫藥大學 教師發展中心 黃坤堆、連絡電話：04-22053366 轉 1622 

附件一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校本部交通路線地圖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校本部交通路線地圖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校本部交通路線地圖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校本部交通路線地圖 

 

 

 

 

 

 

 

 

 

 

 

 

 

 

 

 

 

 

 

 

 

會場位置圖會場位置圖會場位置圖會場位置圖    

立夫教學大樓 

1 樓 103 講堂 



一、台中校本部地址：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二、前往方式： 

 

搭公車搭公車搭公車搭公車  

1. 搭乘統聯公車 25 號，由干城站到僑光科技大學，經學士路於

「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2. 搭乘統聯客運 61 號，由台中車站到大雅，經學士路於「中國

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3. 搭乘統聯客運 77 號，由統聯轉運站到慈濟醫院，經學士路於

「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4. 搭乘統聯客運 159 號，由台中高鐵站到台中公園，經學士路於

「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5. 搭乘台中客運 35 號，由僑光技術學院到南區區公所，經學士

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

校。 

6. 搭乘台中客運 131 號，由民俗公園到竹仔坑，經學士路於「中

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7. 搭乘東南客運 67 號，由東海別墅到台中火車站，經學士路於

「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8. 搭乘統聯客運 18 號，由朝馬站到干城，經學士路於「中國醫

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1. 走國道 1 號  

o 南下：由 174.2K 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左轉英才路，

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o 北上：由 178.6K 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

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2. 走國道 3 號  

o 南下：由 176.1K 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左轉英才路，

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o 北上：由 209.0K 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

南路→五權路左轉學士路，即可到達本校。 

 

 



3. 停車資訊：  

o (1) 復健大樓停車場(機械式車位：每小時 40 元)─竑穗興 

業有限公司 

（400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164 號 B2F，電話：

04-22248882，傳真：04-22295082） 

o (2) 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平面車位：每小時 40 元)─永耕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108 號，電話：04-22361568，

傳真：04-22361116） 

o (3)五權立體停車場(平面車位：汽車每小時 30 元；機車每

次 20 元)─竑穗興業有限公司 

（400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499 號，電話：04-22248882，

傳真：04-22295082） 

 

搭高鐵搭高鐵搭高鐵搭高鐵 

97 年 1 月 16 日起高鐵台中站免費接駁專車延伸至本校發車（統聯客

運），分別於【台中站 6 號出口 13 號月台】及【學士路「中國醫藥

大學」市公車站牌（中山堂前）】上車，車程約 40 分鐘。搭車位置

可參考下圖： 

 

 

 

 

 

 

 

 

 

 

 

 

 

 

    

    

    



高鐵免費快捷專車高鐵免費快捷專車高鐵免費快捷專車高鐵免費快捷專車–中國醫藥大學站中國醫藥大學站中國醫藥大學站中國醫藥大學站 接駁位置圖接駁位置圖接駁位置圖接駁位置圖  

（（（（更多資料請參考更多資料請參考更多資料請參考更多資料請參考：：：：台灣高鐵轉乘服務資訊）））） 

159 高鐵台中站－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公園 

 

 

 

 

 

 

 

 

 

 

 

 

 

 

 

 

 

 

 

 

 

 

 

 

 

 

 

 

發車時間： 05:25~00:10 

發車間距： 

05:25~06:00 約 25 分鐘 

06:05~21:20 約 15 分鐘 

21:20~22:30 約 20 分鐘 



 PBL 師資培訓：教案寫作研習營報名資訊 
 

 

一、說明：本次課程邀請汕頭大學醫學院關超然顧問（本校退休教授、國際知 

          名 PBL 專家）講授「PBL 教案的設計與撰寫原則」，並安排本校人文 

          與科技學院辛幸珍副教授分享多年教案撰寫實務經驗。研習營下午  

          課程屬「分組實際演練」，由幾位經驗豐富之教師帶領學員進行教案 

          撰寫實務演練。 

二、時間：106 年 7 月 15 日（六）0900-1700 

三、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 樓 103 講堂 

四、參加對象：大專院校及高中職教師、醫療機構醫療人員 

五、議程：如附件一 

六、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網址：http://webap.cmu.edu.tw/cfd/Apply.asp 

七、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 

            郵政劃撥帳號：22182041 

            戶名：中國醫藥大學 

            注意事項：1.請於 7 月 12 日前完成劃撥手續，並將劃 

                        撥單傳真至 04-22076853 後以電話確認。 

                      2.聯絡人：黃坤堆，電話：04-22053366 分機 1622 

                      3.退費規則：欲取消報名者將退還已繳報名 

                                  費之九成，並請於 7 月 12 日 

                                  前電洽退費事宜，活動當日恕 

                                  不接受退費。 

八、研習認證：全程參與者將於會後核發 7 小時研習證明。 

九、聯 絡 人：中國醫藥大學 教師發展中心 黃坤堆 

              連絡電話：04-22053366 轉 162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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