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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全全-out Defense Education Mi全itary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1
2
Training- Defense Mobi全ization
介紹
⺠防衛動員 於 ⺠國防的具體實踐，使學者瞭解建構以 ⺠防衛動員機制為主體，以因應中國⼤
陸的軍事威脅及非傳統 域的安 威脅
課程除介紹防衛動員概念 運作機制外，另涵蓋災害防救知能與
技能 災防整備及防衛動員模擬演練 戰場急救⾃救 中暑防制及⼼肺復甦術
⼆ 學期作業要求與成 計算⽅式：
⼀ 軍訓成 以 時及期 測驗成 合併計算， 時成 佔6本%，期 測驗佔4本%，滿分為⼀百分
⼆ 各課程依授課時數比例為： 時成 與單元測驗(6本%) 期 測驗(4本%)
時成 計算⽅式(6本%)： 課表現 遲到 早退
⾔ 反應 缺曠…等 佔3本%，測驗佔7本%
四 如有分組作業， 組 學應合作完成， 組成員對該項作業得相 成
請假規定：
⼀ 依學校學 度學⽣⼿冊規定
⼆ 缺席時數達 單元時數 分之⼀(含)， 單元 時成 以零分計算
四 參考科⽬：
⼀ ⼤學軍訓 ⼆ 陸通校電⼦戰教材
陸化校核⽣化教材 四 國防譯粹
五 砲兵火箭與砲兵⾶彈 六 多管火箭概論
七 尖端科技雜誌 八 國軍電⼦戰教則 軍事家
九
球防衛雜誌 ⼗ 陸 頒作戰⾞輛準則
⼗⼀ 最新世界戰⾞ 海中餃龍潛⽔艇 ⼗⼆ 世紀軍武百科
⼗
中共解放軍武器裝備 ⼗四 火箭與⾶彈概論
⼗五 國防報告書 ⼗六 ⼤戰略通論
⼗七 世界戰略⼤格局 ⼗八 實⽤到院前緊急救護
⼗九 急救理論與技術 ⼆⼗ 中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教材
⼆⼀
⼭醫學⼿冊 ⼆⼆ 解剖⽣理學
⼆
外科護理學 ⼆四 ⽔ 安 救⽣訓練教材
⼆五 國軍後勤史 ⼆六 陸軍部隊訓練準則
⼆七 海軍與陸戰隊專輯 ⼆八 海軍作戰要綱
Introduce the concept that a全全-out defense mobi全ization is the practica全 app全ication of a全全-out
defense. Ma內e students 內no平 that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a全全-out defense mobi全ization is the main
body in order to against mi全itary threat from Main全and China and non-traditiona全 security threats.
總side from the concept of defense mobi全ization and its operating system, the 全esson teach students
about 內no平全edge and s內i全全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disaster preparedness, defense mobi全ization dri全全,
first aid on batt全efie全d, sunstro內e prevention, and CPR (cardiopu全monary resuscitation)
Teaching Methods
1.Lecture 平ith mu全timedia
2.Video-aided 全ecture
3.Increase discussion 平ith current events and ne平s.
Eva全uation
1.Combine in-c全ass performance credit and fina全 e年am. In-c全ass performance 6本%, fina全 e年am.4本%
Te年tboo內(s) and References
1.nationa全 defense report 2本11 edition
2.summary introduction of nationa全 security
3.nationa全 armed force structure and Tai平an security
4.interna全 stuff doctrine of nationa全 armed force
5.modified measure of armed force management for basic combat unit
6.In-service notes

表 A10-1 一般共同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系科名稱：通識教育中心
科目名稱：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防衛動員

英文科目名稱：Military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Defense Mobilization

學年 學期 學分數： 101 學年

第二學期

1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一 知識：在於引導同學進入此一研究領域，藉由國家乃至於國土安全的角度分析，針對
來多面向的安全威脅來源能有深刻體認，進而對瞭解當前國際建講防衛動員能量的趨
勢，及其機制的運作整合具備相關知識
(K：50 %)
二

態度：藉由實際融入軍事訓練課程，使學生生了解全民防衛動員現況，進而建構 同
島一命 的防衛力量，從愛鄉愛土保衛家園基本想法，昇華為建立堅實總體防衛的衛國
意志及愛國情操，並鼓勵有志學子從軍報國 (A：22.22 %)

三

技能：以多元化暨輕鬆 活潑的教學，使學生了解全民防衛動員之重要面及其與全民
國防的關係 藉由課間分組報告及模擬演練，使學生能自我深刻體認防衛動員的運作模
式及急救自救的基礎技能 (S：27.78%)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課程簡介 職場倫理 課程內容
說明

進度

評分方式及上課規定(A)

教學參
考節數
2

全民防衛動員的意
義與沿革

介紹全民防衛動員的意義及發展沿革，另針對防衛
動員準備的基本政策與方針作說明 (S)

4

全民防衛動員運作
機制

瞭解行政動員 全民防衛動員組織體系及其任務與
功能，進而瞭解軍事動員其運作機制 (K)

4

國土安全議題

針對國土安全觀念的興起 沿革發展介紹，進而瞭
解我國國土安全現階段的發展及 來方向 (K)

4

全民防衛動員演習
與教育

介紹以軍事作為主軸的漢光演習及側重國土安全防
護的萬安演習，另針對培育保家衛國精神戰力的全
民國防教育 加說明 (K)

期中考

授課內容評量(S)

4

2

1

備註

災害防救知能與技

瞭解當國家面臨重大緊急事故或災害，可運用各相

能

關動員機制，投入國家與社會資源，進行災害防救
(S)

災害防救 災防整備 認識當前發生複合式災害的各種可能性及預防因應
及防衛動員模擬演 的方法，並以模擬狀況實際演練方式加深學者印象
練
及對防災之正確認知 (A)
戰場急救與自救 中 介紹戰場各種可能發生的各類型傷害及其急救他人
暑防制及心肺復甦 和自救方式；同時針對預防中暑的方法，及實施心
術
肺復甦術的要領及操作 (K)
期

報告與結論

讓學生將一學期的課程心得以專題的方式提出期
報告驗收成果(A)

4

4

6

2

※教學目標 歸納為三 ：分別為知識 Knowledge 技能 Skills 態度 Attitudes
各一
※單元主題：為各 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 知能即一般知識 職業知識 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
識加上補充之知能 表 A8 中 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課程中需教
授之能力 ，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本課程將培養學生下列能力：
1.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以善盡社會責任
2.具備多元語文能力建立國際視野，並培養自主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3.確認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運用創意思考於實務技術之能力
檢核

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

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是

否

2.是否將教學目標

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 序性 邏輯性
完整性………………………………………………..……..

連貫性

4.除了表 A6 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
完整學科...........................................................................….
填表說明:
1.將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科目名稱

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欲達成本科目之教學目標，應在大專程度範圍內將其系統知識加入，以成為一門完
整學科 例如：要學會乘除則應加入加減之運算的知能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
3. 應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的 序性 邏輯性 連貫性 完整性等
特性將表 A8 中的各 科目應包括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擬訂綱要名稱或單
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