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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大學（簡稱慈大）發展數位學習

已超過16年以上的時間，近年更透

過天空學院之設立，打造可供全臺灣：⑴

大學生、中學生；⑵社會大眾、慈濟志工；

⑶中小學教師；⑷海外慈濟學校師生、難

民學校學生，線上學習的四大課程群組。

慈濟大學受十方大德的捐輸而成立，也將

以免費且優質的線上課程回饋社會。

數位學習推展願景目標及策略

慈濟大學秉持人才培育以及終身學習的理

念，首先致力於數位課程開發，從教學、學習、

課程、制度等面向建立支持系統，扎根數位學

習。進一步向上優化學習資源，鼓勵教學創新、

啟發學習力、建立開放式線上課程。除了著力於

線上內容開發，慈大亦重視員工數位應用能力，

藉由訓練教職同仁熟悉資訊工具，提升行政執行

效率，促使「教」、「學」及「行政支持」全面

發展，建構完善的數位學習生態圈。

慈大數位學習推動策略以「生態圈」進行規

劃，建造環環相扣的數位學習環境（圖一）。「草

深無處不鳴蛙」，指的是如欲聽到蛙鳴，就要提

供其適合生存的自然環境。用於數位學習生態圈

概念之中，如期待師生樂於投入數位學習，就必

須逐步建置所需的教育學習環境。推動政策必須

有效、設備必須充足、行政支持必須及時，如此

一來，身處其中的教師、學生、職員才會樂於運

用，相互唱和。

慈濟大學於2015年成立「天空學院」，自製完

成33門全線上開放式課程，以磨課師（MOOCs）

教學形式，陸續於「育網」、「中華開放平台」、

「學聯網」、「Taiwan Life」、「好大學在線」、

「學堂在線」、「中國慕課」及「Udemy」等國

內外平台開課。修課總人數累積超過63,490人，

提供學生或在職人員專業知能成長與終身學習的

機會。數位推動規劃從教學應用、跨校課程合

作、學分認列推動、職工知能培訓、專業人員繼

續教育等面向，以「共學共享」的理念，鼓勵慈

▌文／劉怡均．慈濟大學校長

從慈濟大學到全球教育
──臺灣線上教學之願景

圖一 慈濟大學數位學習生態圈概念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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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會大眾及海外慈濟人參與線上學習。

慈大天空學院的學習網絡遍布各地，拉近了城鄉

學習資源的差距，更可貴的是透過天空學院推動

難民教育援助計畫，以線上學習翻轉難民學子的

人生，培養下一代全球優秀公民（圖二）。

慈大「天空學院」長期關注學員學習需求並綜

整評估，持續產出優質線上課程，內容含括：專

業課程、大學先修、繼續教育，以及師資與志工

培訓等面向。教學設計方法也與時俱進，透過教

材歷程分析與研究，逐步提升教與學的層次。天

空學院部分的課程也授予慈大學分，與慈濟志工

大學連結成為培訓網絡，提供在地與境外志工修

課及交流，並配合實質志工服務，落實奉獻利他

的精神，賦予數位學習創新的形式及意義。

圖二 天空學院建置理念與願景

2019年慈濟大學獲得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

名，總體成績全球第67名，臺灣第一。未來大學

發展將不再只以研究教學指標為主，同時也須兼

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

等三大面向，慈大創校的宗旨即在實踐社會責

任，未來更將結合慈濟環保、科技、急難援助等

資源，擴充天空學院課程種類及樣態，致力於全

球重要議題的教育。

慈濟大學數位學習之特色亮點

一、推廣終身學習

慈濟大學「天空學院」的線上課程，除了提供

校內課程翻轉與應用，對外認列線上學分以及專

業繼續教育積分，如：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環保教育時數等，更重視跨校與產企業合作，提

供職場教育訓練，作為終身教育學分認證。 

慈大天空學院課程，開放給社會大眾及慈濟志

工終身學習。2019至2022年，天空學院推出4大

系列課程，分別為：科學教育、醫學應用、永續

發展及人文服務（圖三）。主課教師均親自參與

課程線上運營，透過主題討論引導深度學習，提

升優質數位課程的內涵。

二、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教育

2015年聯合國發布《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年

圖三 天空學院四大重點系列課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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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方針》，公布17項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69細

項目標（targets），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

境保護三個永續發展面向，指出全球面臨共同的

問題，呼籲全球合作實踐未來永續發展的目標。

其中SDGs第四項目標「教育品質」，倡議確保

每個人享有包容、公平、優質的教育機會。慈濟

大學天空學院，以開放、優質的線上課程，提供

所有人藉由網際網路資源進行學習。其中「星球

健康，永續未來」系列課程，呼應永續發展目標

中「環境保護」主軸（圖四）。此外，多門課程

更與SDGs指標精神不謀而合，包括：「良好健

康與社會福利」、「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確

定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氣候行動」、「保

育與維護海洋資源」等。慈大希望透過天空學院

圖四 「星球健康永續未來」課程概念圖

圖五 利他共響；服務心人文系列課程概念圖

的線上課程，將SDGs重要性深植人心。

三、推動利他服務精神

「利他共響；服務心人文」系列課程規劃主軸

以「人本」為出發，以知識、應用、實踐、人文

素養，四個階段循序漸進，引導學員從個人的自

我關照，了解自我的定位及特質，進而推展到與

他人及團體的互動（圖五）。

服務心人文系列課程與慈濟志工體系結合，

一方面讓學生學習之後可從志工服務中實踐「利

他」，另一方面也讓慈濟廣大的志工可精進知識與

專業知能，將經驗與理論相互印證。慈濟基金會於

全球63個國家地區有分支聯絡處，其中教育志業即

於2019年動員近2萬人次志工辦理各式教育相關活

動，本系列課程對志工的專業養成助益極大。

四、推出大學先修課程

慈濟大學自2016年同步推動「高三搶先修」課

程，以多元特色課程結合生活應用，提供高中學

生不受時間空間限制選修線上課程，提早取得大

學的通識學分，體驗大學課程與數位學習，培養

自主學習能力。

五、推行線上難民教育

慈濟大學與慈濟海外難民學校合作，為身處於

全球各區域難民規劃主題課程、學群營隊／主題

式營隊，透過網際網路資源，為國際難民學子建

心知識
幸福入門─
正向心理學

利他共響
服務心人文

心人文
Let’s go.志願
服務第一線

心應用
幸福行動─
正向心理「強項」
實作好EASY

心實踐
與悲傷共舞
人文與正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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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暑修線上學分課程，規劃「生物化

學應用」系列6門課程（圖六），由慈

濟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共同製作。來自

慈濟大學、國立東華大學、中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等校，共計31位學生修

讀，獲得學生正面回饋（圖七）。此系

列以模組化設計推動暑修課程，搭配2

次實體課程加直播以及2次實體考試。

整合兩校優勢，藉由課程設計、拍攝、

▲慈大師生與土耳其「滿納海難民學校」的學生進行線上中文和英文課程。（慈大提供）

圖六 生物化學系列6門課程兩軌開課

        ─結構功能與能量代謝

構接受高等教育的管道，期望未來接引優秀難民

學生前來慈大就讀。

目前第一階段，由慈大國際處辦理學群營隊／

主題式營隊／服務學習營隊，採取跨國線上語言

交換的形式，服務包含：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兒童、

馬來西亞難民學校（羅興亞回教徒難民）、泰北

慈濟學校教育中心（緬甸難民）、土耳其滿納海

（敘利亞失學難民）、語言交換難民教育服務團

隊等學員。由於境外生來臺最大的問題是語言，

若是在他們進入大學前能夠有初步華語基礎，不

只對未來就學有幫助，更能幫助他們適應臺灣生

活。此方案鼓勵慈濟大學學生投入參與，見苦知

福，陪伴難民學子共同成長。

慈濟大學數位學習之推動成效 

一、首次跨校線上暑修

107學年度首次跨校合作，以MOOC教學形式

剪輯風格、行政合作、相互學習，讓資源共享最

佳化。

二、 新型冠狀肺炎防疫期間線上學習不停

影響

在2020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下，慈大必須

調整教學規劃與安排，從實體轉為線上。教師發

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迅速辦理數位教學工具應用與

教學工作坊，於慈大首頁建置防疫學習遠距教學

資源專區（提供教學指引、工具使用說明書、教

學影片），短時間內啟動遠距教學部署機制，讓

老師運用科技工具能繼續教學，讓學生也能安心

學習，展現本校多年推動數位學習的經驗與能量

優勢。

2020年Open Education Global（OEG）組織，邀

請臺灣六所在遠距教學發展完善的大專院校進行

經驗分享，包括：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

立宜蘭大學、大葉大學、高雄科技應用大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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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學生皆能順利學習，

開課前由慈濟大學與高雄醫

學大學兩校，5位開課老師，

以Line討論調整教學方式，進

行2次實體上課，並同時視訊

與遠端學習者進行互動。開

課過程中，2位專案經理與4
位線上助教，投入暑修課程

運作，並結合社群App以及討

論區協助以及確認學生學習

狀況。

暑修課程學生回饋四個面向：

1.教材滿意度

2.教學互動模式

3.學習效能

4.課程滿意度

生物化學應用系列課程修課

學生學習訪談影片：

h�ps://reurl.cc/317EK9

圖七 生化暑修實體課、滿意度調查

致理科技大學，全程以英語視訊方式進行。慈大

的報告以教師、學生、行政三個面向，從數位學

習支持系統的策略及專業人才的培育，到職涯探

索的深化應用，更談及近年來積極推動「永續發

展目標（SDGs）」教育與「難民教育援助」計

畫，充分展現慈大藉由數位課程，實現了學習無

國界，育才無邊界的理想。

三、榮獲獎項

慈濟大學天空學院從2015到2021年，連續七年

獲得教育部計畫獎助，共計33門課程；2019年更

獲得教育部「大學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

畫」全國12所標竿學校之一殊榮。

此外，慈大優質數位課程亦榮獲國內外多項數

位課程獎項肯定，包括：教育部磨課師標竿課程

獎、大中華區優秀慕課選拔─課程設計與課程

品質佳作獎、大中華區優秀慕課選拔團隊貢獻佳

作獎、學習科技金質獎─內容資源金質獎、開

放教育優良課程優選獎、全國線上推廣教育獎

─課程內容類等。發展同時，本校課程亦持續

獲得數位課程認證，如：「跟著瑪斯一起探索

檢驗世界」、「人文飄香∼靜思茶道」、「西

洋藝術畫作欣賞」、「中草藥與生活的奇幻旅

程」、「現代柯南II食安大宅門」、「現代柯南

之健康數據學堂」、「永續星球面面觀∼打造綠

色生活環境」等課程，皆通過非正規教育數位課

程認證。

獎項肯定及課程認證，為慈大天空學院進步的

指標，慈大期待與教育者一同投入數位教學的領

域，共創終身學習風氣。

數位學習面臨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數位人才斷層及經費投入不足，一直是推動數

位學習的困難核心。因此，數位學習深耕與推展

需結合學校辦學教育理念及宗旨，向校內外提出

項      目 平均值

線上課程教材內容，聲音清晰 4.4

本課程相關的教材，尋找與取得，令我感到滿意 4.4

在網路教學平台上（或其他線上方式）與老師與助教的互動，令我感到滿意 4.2

課程結束後，我能利用其他管道與同儕或老師進行討論 4.1

網路學習方式，讓我覺得更具有彈性和自主性 4.5

課程以網路學習方式進行，所提供的影音教學讓我容易理解教材內容 4.5

本課程以網路學習方式進行，可以提升我的學習效率 4.5

我認為以網路學習方式進行授課，對我而言是有用的 4.5

我願意推薦他人使用網路課程來學習 4.5

本課程老師教學方式，令我感到滿意 4.3

本課程利用網路學習方式進行，令我感到滿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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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運用線上同步工具連線港澳學生。（慈大提供） ▲�教資中心劉哲文主任受OEG邀請分享慈濟大學數位學

習推展經驗。（慈大提供）

具體人才需求及預算規劃。未來線上課程應用模

式，應積極加深跨校與跨實業合作，擴大目標學

生數，為課程加值。

優質的授課內容轉化成數位學習的教材，需花

費不少人力與資源。完整的數位學習體系需從行

政支持、教學設計、創意、技術、智財權、行銷

推廣等面向著力，進行跨單位的合作。課程製作

與推動團隊人才的養成，是掌握線上開放式課程

成功的關鍵因素。特別在教師課程內容呈現的合

適性、多元性；課程製作的銜接；課程專案管理

經驗的傳承等面向。在數位科技發展迅速，數位

學習人才需求孔急的情形下，大學面臨數位學習

機構的競爭，如何留住專業人才，是一大課題。

慈濟大學積極輔導數位教學組成員接受專業培訓

並考取證書，以特別技術津貼加給、提供自我成

長機會等方式，建構完善職場，鼓勵同仁持續進

修，積極留才。

結語與建議

線上學習無國界，此與慈濟慈善培育人才理念

貼合。臺灣的國際地位特殊，若能透過線上學習

提供弱勢及難民學子優質的教育，協助其翻轉人

生，將可獲得世界的肯定。如同新冠疫情初始之

際，臺灣的口罩國家隊不僅提供了國人安全的防

護，更有餘力以口罩進行外交。臺灣的線上課

程，如能多元多語提供，為天涯學子澆灌知識養

分，未來在全球各地開花結果的影響力將無遠弗

屆。如此願景，除了各大學必須密切合作外，也

需要教育部及相關部會支持，整合出寬廣無界的

平台，協力將臺灣的線上教育推廣至全世界。

▲�大中華區優秀慕課選拔─課程設計與課程品質佳作

獎。（慈大提供）

▲教育部磨課師標竿課程獎。（慈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