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書範例： 

義守大學通識課程自主學習計畫書-範例 
(※團隊申請，每位成員在18週<執行方式>欄位，寫清楚每一週負責內容唷) 

一、 申請資料 

計畫主題 學會簡單日文句子，到京都認識古寺之美！ 

申請方式 
(請勾選) 

團隊申請(最多以 5 人為限)  

團隊代表人 
(團隊申請填寫) 

王大明 

成員姓名 
王大明 

張大雄 
成員學號 

1070001A 

1070002A 

成員學系/

年級 
大傳系/ 2 

成員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0921000000 

0921000000 
成員 e-mail 

00000@cloud.isu.edu.tw 

00000@cloud.isu.edu.tw 

計畫執行期間 

學期中 109-2學期： 

110.03.09- 

110.07.10 

※寒暑假也可以執行。 

※團隊申請，計畫執行期間須一致。 暑假 

寒假  

課程總時數 
(請依執行計畫時數，

進行勾選) 

○執行滿十八小時授予一學分，認列本中心「博雅學習」一學分 

●執行滿三十六小時授予二學分，認列本中心「博雅學習」二學分 

※成果報告經指導教師評定為「通過」者，認列說明如下： 

 執行滿十八小時：授予一學分並認列本中心「博雅學習」一學分 

 執行滿三十六小時：授予二學分並認列本中心「博雅學習」二學分 

指導教師簽名  高由００ (日本國籍老師) 

學習方式 
（複選） 

○實作 ○見習 訪問 踏查 ○參與或主辦活動 讀書 

○參與或主辦講座 ○工作坊 小組討論 學習線上課程 

○展覽 ○表演 其他，請說明：_諮詢有辦過展覽的學長姊或老師_ 

計畫摘要(請以「跨域」、「議題導向」、「創新」設計計畫)：(約 300 字) 

從大一進入大傳系學習靜態攝影及影像處理、動態攝影及影像剪輯後製、採訪寫作等

相關課程後，對於古老寺廟散發的寧靜、安詳氣息與豐富人文歷史故事充滿興趣，尤其是

日本京都的清水寺及金閣寺，具有藝術之美且是世界文化遺產，更是日本精緻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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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故本計畫以拜訪這兩大古寺廟為主進行攝影人文紀錄，並規劃回國後以攝影展呈現

學習成果。 

為更貼近日本生活及文化，可以與當地人溝通，我們從網路先查詢一些旅遊實用日語

的簡單句型：如何點餐、預訂飯店、交通問路、購物訂票等，並找到一位校內日本老師專

長日語及日本文化研究，願意指導我們，輔導練習日語發音及對話，講解古寺的歷史與文

化，規劃以自助旅遊方式到日本京都拍攝紀錄古寺之美。 

說明計畫特色，為什麼值得委員審核通過？(約 300 字) 

本計畫特色如下，希望委員審核通過： 

1. 發揮大傳系一~二年級所學專業內容，以鏡頭紀錄京都古寺之美及人文氣息。 

2. 學習簡單日語及文化，以自助旅行方式踏查京都，並透過說日語與當地人民互動，貼近

當地生活。 

3. 回國後規劃辦理小型攝影展，呈現學習成果並向同學介紹古寺之美。 

※請勿超過 2 頁 

二、 計畫內容 (請逐點詳述) 

（一） 主題(請以「跨域」、「議題導向」、「創新」思考學習主題) 

學會簡單日文句子，到京都認識古寺之美！ 

（二） 學習目標(請列點) 

1. 將一~二年級所學到的靜態攝影及影像處理之技巧，紀錄清水寺及金閣寺的藝

術之美及人文故事。 

2. 學習簡單日語，敢開口問路、點餐等。 

3. 認識京都古寺歷史及人文，以利鏡頭掌握更有深度。 

4. 學習如何規劃小型攝影展，與同學分享京都古寺之美。 

（三） 自主學習之理由 

從高中開始就很喜歡京都，希望能學習實用簡單的日語，尤其看到網路上清水寺

的照片覺得很美，希望自己能夠到京都拍攝照片與當地人用日語溝通，深入體會

當地文化。查詢校內課程，沒有相關課程可以修課(簡單日語對話、古寺歷史文化

介紹、攝影展策展規劃等)，而且自助旅行需要經費，因此非常高興學校推動這樣

的計畫，可以找到日本老師依我們的需求進行輔導，也能申請經費補助費用。 

（四） 學習方式 



1. 學習線上課程、閱讀書籍：我們在網路上及圖書館，有找到一些日語教學網站

及書籍，分類成：如何點餐、訂飯店、交通問路、購物訂票、歷史人文，但發

音很難正確，也不太清楚適用情況，很幸運找到校內一位日本老師指導我們。 

2. 小組討論：每週至少一次小組聚會，練習日語、討論旅行行程、蒐集網路上關

於清水寺及金閣寺的歷史及文化資料進行討論。 

3. 訪問及踏查：第17週規劃出國到日本京都，進行實地拜訪。 

4. 學習展場策劃及布置：回國後規劃辦理一場小型攝影展，展示學習成果。 

（五） 學習內容及時程表(18小時或36小時學習內容，以一學年內完成為

原則) 

我們規劃 109-2 完成(110.03.09-110.07.25，每週二上午 10:00-12:00)，18 週

學習內容請看下面內容：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規

劃

內

容 

1 110.03.09 

1.彙整成員找到的資料，進行篩選和討

論，選出適合學習的資料 

2.將想學習的資料排入 16 週課程 

3.聯絡老師，確定上課時間及內容  

小組討論、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

的日文遊日本) 

王大明：負責規劃行程及規劃每

週日語及歷史介紹教材 

張大雄：籌備攝影展和聯絡老師 

2 110.03.16 

1.一小時：日語教學 

利用線上課程學習常用日語單字和句型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討論展覽場

地、行程、認識古寺歷史) 

小組討論、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

的日文遊日本)、線上課程學習

(要怎麼辦我人生的首場攝影展) 

讀書 (書名：京都旅遊) 

王大明：將規劃的行程進行討論 

張大雄：搜尋社區活動中心或文

化中心展場借用資訊、確定老師

輔導時間(第 4、8、12、16 週) 

3 110.03.23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上週課程、學習有關交通的日語Ⅰ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討論行程、展

覽場地及預訂展覽時間、認識古寺歷史) 

小組討論、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

的日文遊日本)、線上課程學習

(【如何辦展？】1. 從討論與定

調開始) 

讀書 (書名：京都旅遊) 

王大明：第二次討論行程、規劃

https://digiphoto.techbang.com/posts/937-my-first-photo-exhibition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車票、機票 

張大雄：報告各展出場地可借用

時間和租金，搜尋線上課程學習

展場布置 

4 110.03.30 

1.一小時：日語及文化教學 

老師輔導前幾週日語發音、跟老師練習

對話，請老師介紹京都歷史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討論行程、展

覽場地及布置風格、認識古寺歷史)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2. 如何抓時程) 

讀書 (書名：京都旅遊、源氏物

語) 

王大明：第三次討論行程、規劃

路線和交通方式 

張大雄：確定展出場地，討論展

場布置方式及經費Ⅰ 

5 110.04.06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有關交通日語Ⅱ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前兩天行

程及展覽場地、討論布置風格、認識古

寺歷史)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6.展覽活動企劃書內容有

哪些？)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源氏物

語) 

王大明：第四次討論行程、規劃

路線和交通工具 

張大雄：確定展出場地，討論展

場布置方式及經費Ⅱ 

6 110.04.13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飯店會用到的日語Ⅰ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討論後幾天行

程、展場布置風格、認識古寺歷史)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7. 關於海報的八個注意事

項)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源氏物

語)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王大明：第五次討論行程、討論

預定飯店 

張大雄：報告跟活動中心討論展

場布置方式及經費，還有佈置時

間 

7 110.04.20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飯店會用到的日語
Ⅱ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討論後幾天行

程、展場布置風格及宣傳海報設計、認

識古寺歷史)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8. 規格牌製作要領)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源氏物

語) 

王大明：第六次討論行程、確定

飯店 

張大雄：報告展場佈置時間和租

借設備 

8 110.04.27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老師輔導前幾週日語發音、請老師測驗

第 2-7 週的基本對話，介紹金閣寺歷史

故事 

2.一小時：小組與老師討論時間(討論交

通及住宿、展場布置風格及宣傳海報設

計、攝影風格及記錄方式)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9. 廣宣素材與製作)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 

王大明：第七次討論行程、確定

交通和飯店 

張大雄：討論攝影及修片技巧，

報告設備租借情形並進行討論 

9 110.05.04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點餐會用到的日語Ⅰ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交通及住

宿、展場布置風格及宣傳海報設計、攝

影風格及記錄方式、設備租用)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  

(【如何辦展？】10. 人力安排與

站展名單)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 

王大明：第八次討論行程、規劃

美食行程Ⅰ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張大雄：討論攝影及修片技巧，

報告設備租借情形並進行討論 

跟指導老師報告學習進度及行程

規劃和展場執行進度 

10 110.05.09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點餐會用到的日語
Ⅱ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交通及住

宿、展場布置風格及宣傳海報設計、攝

影風格及記錄方式、設備租用)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12. 文宣品規劃)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 

王大明：第九次討論行程、規劃

美食行程Ⅱ 

張大雄：報告設備租借情形，討

論宣傳方式及宣傳海報設計文案 

11 110.05.18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點餐會用到的日語
Ⅲ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交通及住

宿，討論展場布置風格、攝影風格及記

錄方式、設備租用、展覽宣傳方式)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 【如何辦

展？】11. 活動新聞稿撰寫) 

讀書(書名：京都旅遊、以策展企

劃思考的日本觀光宣傳新玩法：

展覽、小誌、旅拍團) 

王大明：第十次討論行程、規劃

美食行程Ⅲ 

張大雄：報告設備租借情形，討

論宣傳方式及海報定稿，討論印

刷及張貼地點 

12 110.05.25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老師輔導前幾週日語發音、請老師測驗

第 9-11 週的基本對話，介紹清水寺歷

史 

2.一小時：小組與老師討論時間(確定交

通路線及食宿，確定展場布置方式、討

論攝影風格及記錄方式、設備租用、展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 【如何辦

展？】11. 活動新聞稿撰寫) 

讀書(書名：京都深度旅行書、以

策展企劃思考的日本觀光宣傳新

玩法：展覽、小誌、旅拍團)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覽宣傳方式) 王大明：第十一次討論行程、規

劃清水寺踏查路線 

張大雄：確定場地、設備，討論

宣傳方式，確定海報張貼地點 

13 110.06.01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觀光景點會用到的

日語Ⅰ (參觀標語)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交通路

線，細部確認展場布置、確認攝影風格

及記錄方式、設備租用、討論海報張貼

地點及可以協助宣傳單位)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展覽行銷大

補帖) 

讀書(書名：京都深度旅行書) 

王大明：第十一次討論行程、規

劃清水寺踏查路線 

張大雄：確定場地、設備，討論

宣傳方式，確定海報張貼地點 

14 110.06.08 

1.一小時：日語教學 

複習之前課程，學習觀光景點會用到的

日語Ⅰ (購票及參拜寺廟可能會用到的日

語)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確定交通路

線，細部確認展場布置、確認攝影照片

後續記錄方式、討論寺廟拍照注意事項

及禁忌)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12. 文宣品規劃) 

讀書(書名：京都深度旅行書) 

王大明：第十二次討論行程、規

劃金閣寺踏查路線 

張大雄：確定宣傳方式，製作邀

請卡，請活動中心協助宣傳 

15 110.06.15 

1.一小時：日語教學 

總複習Ⅰ 

2.一小時：小組討論時間(繪製交通路線

圖，展場布置確認、攝影風格及紀錄確

認、食宿確認、討論宣傳遇到的困難及

解決方式)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向行銷大師

學習) 

讀書(書名：京都玩不膩) 

王大明：第十三次討論行程、確

認交通、飯店、吃飯、路線圖Ⅰ 

張大雄：聯繫學系、學校單位、

學生會協助宣傳，邀請學弟妹參

觀 



 
週

次 
日期 每週學習時數與內容 

執行方式 

(如以團隊申請，每位成員須在本欄

位，清楚寫明每一週負責內容) 

16 110.06.22 

1.一小時：日語教學 

總複習Ⅱ，請老師模擬情境測驗日語對

話、詢問老師古寺週邊環境及參拜注意

事項 

2.一小時：小組與老師討論時間(交通路

線圖、食宿地點，展場布置、展覽宣傳

進度、攝影器材用具清單) 

小組討論、 

線上課程學習(用簡單的日文遊日

本)、線上課程學習(【如何辦

展？】21. 最終章-展覽行銷的

「目的論」) 

王大明：第十四次討論行程、確

認交通、飯店、吃飯、路線圖Ⅱ 

張大雄：聯繫學系、學校單位、

學生會協助宣傳，邀請學弟妹及

老師們參觀 

17 
110.06.29-

110.07.03 

出發到日本 5 天 

(機場->京都->清水寺 2 日->金閣寺 2

日->京都 1 日->機場) 

踏查、拜訪京都 

用簡單日語嘗試採訪當地居民 

王大明：自助旅行導遊 

張大雄：攝影、素材紀錄及蒐集 

，每天向老師報告動線 

18 
110.07.05-

110.07.25 

成員共同整理照片，一起辦理

110.07.15-110.07.22 小型攝影展 

整理照片、挑選展出照片沖洗、裱框 

2.聯絡活動中心布置展場時間、方式 

3.進行網路宣傳展覽、請通識中心協助

宣傳、邀請全校師生及指導老師共同參

觀 

4.向老師報告執行成果、彙交成果報

告、請老師評分 

1.整理照片、挑選展出照片沖

洗、裱框 

2.聯絡活動中心進、出場時間，

共同布置展場及場復 

3.進行網路宣傳展覽、號召全系

學弟妹參觀、邀請系上老師參

觀，並請通識中心協助宣傳邀

請全校師生一起參觀 

（一） 預期成果 

1. 能夠籌備辦理自己的攝影展，並學會簡單的日語、認識古寺歷史及文化，可以

跟想申請自主學習的學弟妹們進行經驗分享。 

2. 攝影展參觀人次預估200人。 

（二） 學習成果之評分方式及標準 

經與指導老師討論後，評分方式及標準如下： 



1. 老師於第八週、第十二週以對話方式測驗日語學習結果。 

2. 計畫結束後辦理一場期限一週攝影展。 

3. 每週於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紀錄自己學習心得。 

4. 規劃一份完整自助行程表、一份攝影展覽企劃書。 

5. 彙整一份完整成果報告。 

（三） 計畫預算規劃(可編列經費項目及上限，請先詳閱表格下列之說明) 

經費項目 

計畫預算明細  核定經費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說明 

(請說明計算方式) 
金額(元) 說明 

指 

導 

費 

指導教

師 
2000 1 2000 老師指導費 2000元 2000 元 

指導費不計入經

費最高補助上限 

業 

務 

費 

廉航機

票 
12000 2 24000 

高雄飛關西機場 

1 人來回 12000 

  

京都周

遊票

卡、JR

車票 

10000 2 20000 
周遊票卡及機場到京

都 JR 來回車票 

住宿費 6000 2 12000 
青年旅館 1 人 1 晚

1500 

日語、旅

行教材、

展 覽 邀

請卡、海

報印刷 

6000 1 6000 影印費用 

展場租

金 
2000 7 14000 

小展覽室 1 天租金

2000 

展場布

置費 
10000 1 10000 攝影展場布置費 

小計  86,000  



雜
支 

(上限是

業務費

*6%) 

3000 1 3000 
小組上課及展場布置

用品、文具費用 

合  計 

(業務費+雜支，不可超過最高補助

上限) 

89,000  

說明： 

1. 雜支最高上限為業務費總額*6%。 

2. 老師指導費 2,000 元。 

3. 業務費得編列項目： 

(1) 印刷費(僅收發票)。 

(2) 國內交通費(僅收大眾交通工具票根，國內最高補助台鐵車票；離島、國外最高補助經濟艙

機票)。 

(3) 校外講師鐘點費(僅收講師簽名領據，1 節課(50 分鐘)1,600 元)。 

(4) 其他符合高教深耕計畫業務費規定之項目。(可向通識中心索取參考表) 

4. 發票需有學校統編：07927743；收據需有學校統編及抬頭；票根不用統編。 

5. 每案計畫補助經費上限表(不含指導費，指導費另計)，但請依「核定經費」進行支用。如無法

完成計畫，將按比例刪減補助經費。 

計畫執行區域：

國內、國外 
組別 

最高補助上限 

(新臺幣) 

國內 
個人申請 1 萬元 

團體申請 3 萬元 

國外 
個人申請 3 萬元 

團體申請 10 萬元 

6. 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核銷應依計畫規定。 

7. 單據開立日期應在計畫執行期間內，單據請自行確認檢核。 

8. 單據得在計畫執行期間內，分批送到通識中心完成確認及進行核銷。 

9. 不符合規定退回之單據，補件需在計畫執行期間內，送到通識中心完成確認及核銷。 

10. 計畫執行期間截止前，未送到通識中心的單據、經通識中心退回未補件的單據、非在計畫執行

期間內開立的單據、不符合高教深耕計畫規定的單據等，皆不予核銷。 

（四） 指導教師規劃之輔導方式及計畫指導建議 

※本項請指導教師撰寫。 



1. 學生本次規劃之課程為結合實作與學系所學專業知識的跨領域學習方式，非常驚豔。

課程規劃在16週內完成，因應學生需求和學生進行定期的課程討論，並檢視課程進度

是否與原規劃設計相符，若課程落後將協助學生加快學習進度。 

2. 每次討論會與學生確認近兩週所執行之成果（包含口語練習、行程規劃和展場策畫進

度），並規劃下兩週預計完成的課程目標（對照預期達成的學習成效）。 

3. 提供自身具備的日本文化與歷史知識及布置展場相關經驗，輔導學生認識日本古寺之

美及人文內涵，協助其完成拍攝紀錄並進行發表。 

（五） 相關參考資料(書籍、網站連結等) 

書籍： 

1. 孫 00、林 00 (2017)。《京都深度旅行書》。 臺北：楓書坊。 

2. 徐 00 (2018)。《跟著行銷大師學習》。 臺北：圓神。 

網路： 

1. 不羈 (2016)。京都必訪──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寺內 6 大人氣景點千萬別錯

過。跟著不羈去旅行。2020.04.10 取自 http://www.bugi.tw/2016/01/6.html 

2. 用鏡頭享受生命 (2011)。要怎麼辦我人生的首場攝影展。2020.04.10 取自

https://digiphoto.techbang.com/posts/937-my-first-photo-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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