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課務組
 

主旨：謹陳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含
簽到表)、會議附件，請核閱。

說明：
一、旨揭會議已於111年6月9日召開竣事。
二、本次會議討論議題，如下：
(一)關於111學年第1學期遠距教學申請案。
(二)有關追認本學程110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科技與工程專

題研究」案。
(三)有關本學程111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STEM教育專題研

究」、「教育統計學」及「論文」案。
(四)基於IEET評鑑之需求，檢視與調整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碩

士班及日間學士班課程架構案。
(五)擬調整本校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大學部及碩士班課

程案。
(六)調整本校社會發展學系、音樂學系、文化發展學士學位

學程原住民專班及視覺藝術學系「課程規劃表」案。
(七)調整本校視覺藝術學系輔系「課程規劃表」案。
(八)調整本校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新舊課程

領域對照表」案。
(九)有關本校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課程調整案。
(十)有關本校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課程規畫表修正

案。
(十一)擬修訂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大數據

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調整案。
(十二)有關訂定新增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案。
(十三)本校體育學系111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調整。
(十四)修正本校探索教育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案。
(十五)新增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課程

案。
(十六)新增大武山學院共同教育中心英文課程案。
(十七)審議111學年度第1學期新增通識教育博雅課程3門

案。
(十八)大武山學院跨領域學程中心新增1門「創意、經典與

流行」微學程課程案。
(十九)擬調整本校新媒體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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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檔　　號：020301/001

保存年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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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1111000394



擬辦：陳核後，將會議紀錄傳送本校各相關單位及與會人員知照
後存查，並請各單位依會議紀錄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一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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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核流程及意見──
　

序 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

 1 教務處
課務組

行政組員 馮雅筠 111/06/10
09:35:07
(承辦)

 2 教務處
課務組

組長 莊中銘 111/06/10
19:33:30
(核示)

 3 教務處 教務長 施百俊 111/06/13
09:00:34
(核示)

 4 秘書室 專門委員 張雯玲 111/06/13
09:16:21
(核示)

 5 行政副校長
室

行政副校
長

劉英偉 閱 111/06/14
09:06:15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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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國立屏東大學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年 6月 9日(星期四）下午 1:30 

地點：Google meet線上會議 

主席：施教務長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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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蒞臨本次課程委員會，這也是我任內最後一次的課程委員會，之後要去
教授休假了，也感謝高雄大學陳副校長撥冗指導。 

貳、 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111.4.14）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一、 
調整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音樂學系及應用日語學系
「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依決議辦理。 

二、 
新增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
註藝術領域專長專門課程
「課程架構表」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依決議辦理。 

三、 
調整本校公共治理學分學
程「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依決議辦理。 

四、 

調整本校智慧機器人學
系、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
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課程
案。 

照案通過。 資訊學院 

1.智慧機器人

學系：依決議

辦理。 

2.電腦科學與

人 工 智 慧 學

系：已請課務

組完成系統內

新增課程。 

3.資訊工程學

系：依決議辦

理。 

五、 
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
學位學程新增課程案。 

照案通過。 國際學院 
已完成開課作

業。 

六、 
有關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修
正案。 

照案通過。 
大武山學院(博
雅教育中心) 依決議辦理。 

七、 
有關博雅教育課程五大課
群整併為三大課群相關課
程調整與刪除。 

修正後通過，跨院微
學分選修採認方式由
大武山另行公告；自
主學習易與高中「自
主學習課程」產生混
淆建議修改成其他名
稱。 

大武山學院(博
雅教育中心) 

已提本次教務

會議審議。 

八、 
審查大武山學院博雅教育
中心、跨領域學程中心新
增課程案。 

照案通過。 

大武山學院(博
雅教育中心、
跨領域學程中
心) 

依決議執行。 

九、 
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
用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表案。 

照案通過。 

大武山學院(新
媒體創意應用
碩士學位學程
籌備處) 

依決議辦理。 

十、 
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
用碩士學位學程新增課程
案。 

照案通過。 

大武山學院(新
媒體創意應用
碩士學位學程
籌備處)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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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十一、  
本校體育學系、科學傳播
學系、應用物理學系課程
調整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十二、  

擬修訂科學傳播學系「科
普活動規劃學分學程」、
「科普媒體寫作學分學
程」及理學院「應用科技
產業學分學程」課程。 

修正後通過。修正應
用科技產業學分學程
「科學園遊會規劃」
英 文 名 稱 為
「 Planning of 
Scientific fair」，
同步更新科學傳播學
系中同名課程。 

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十三、  

擬修訂企業管理學系、大
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
程、行銷與流通管理學
系、財務金融學系、國際
貿易學系課程案。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執行 

十四、  
審議修正本校國際貿易學
系遴選修讀輔系、雙主修
學生作業要點案。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執行 

十五、  

擬修改「VAR 智慧三創暨
大數據應用」、「智慧三
創」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表。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執行 

 
 

參、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組 

案由：關於 111學年第 1學期遠距教學申請案，請討論。 
說明： 

一、企業管理學系： 

(一)企業管理學系曾娟娟老師申請進企二甲「文書編輯軟體應用」課程(必修/2 學分

/2 小時)；企業管理學系王志雄老師申請企管系碩班「生產與作業管理」課程

(必修/3學分/3小時)。 

(二)案經企業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5.11)、管理學

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5)審議通過，檢附開授遠

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書」及「教學計畫表」。【附件 1-1，P.1-5、附件 1-2，

P.6-11】 

二、行銷流通管理學系： 

(一)行銷流通管理學系尤松文老師申請行流一甲「商業套裝軟體」課程(必修/3 學

分/3小時)。 

(二)案經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5.3)、

管理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5)審議通過，檢附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書」及「教學計畫表」。【附件 1-3，P.12-16】 

三、財務金融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曹美蘭老師申請夜財金一甲「會計學(一)」課程(必修/3 學分/3 小

時)。 

(二)案經財務金融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3.23)、管理學

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4.11)審議通過，檢附開授遠

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書」及「教學計畫表」。【附件 1-4，P.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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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管理學系 

(一)資訊管理學系蕭文峰老師申請日資三「網頁與資料庫」課程(必修/3 學分/3 小

時)。 

(二)案經資訊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111.5.10)及

資訊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1.5.19)審議通過，檢附開授

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書」及「教學計畫表」。【附件 1-5，P.22-26】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STEM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有關追認本學程 110學年度第 2學期開設「科技與工程專題研究」案，請討論。 
說明： 

一、依據 STEM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架構表辦理。 

二、為使學程課務推展順利及學生修課多元性，故開設該門課程，新增課程申請表如

【附件 2，P.27-28】。 

三、案經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110.05.16)課程委員

會及國際學院 110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課程委員會議暨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11.05.23)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STEM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有關本學程111學年度第1學期開設「STEM教育專題研究」、「教育統計學」及「論

文」案，請討論。 
說明： 

一、依據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架構表辦理。 

二、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新開 3 門課程(如下表所示，新開課程申請表請見【附件 3，

P.29-34】) 

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時數 必/選修 備註 

1 

STEM 教育專題研究 

Advanced Topics in STEM 

Education 

3 3 選修 
碩 一 碩
二合開 

2 教育統計學 Educational Statistics 3 3 選修  

3 論文 Thesis 6 6 必修  

三、案經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110.05.16)課程委員會

及國際學院 110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課程委員會議暨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11.05.23)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案由：基於 IEET 評鑑之需求，檢視與調整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及日間學士班課程架構

案，請討論。 
說明： 

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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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擬將課程架構做以下調整： 

1. 刪除：進階資料庫系統(必修/3學分/3小時)。 

2. 新增：前瞻資訊科技(必修/3學分/3小時)。 

(二) 檢附新增課程申請表【附件 4-1，P.35-36】、碩士班課程架構表【附件 4-2，

P.37-38】，本案自 111學年度起入學者適用。 

二、日間學士班 

(一) 調整「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授課學期由三上變更為三下。 

(二) 檢附日間學士班課程架構表【附件 4-3，P.39-41】，本案追溯自 109 學年度

起入學者適用。 

三、本案業經資訊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111.5.10)

及資訊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會議(111.5.19)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案由：擬調整本校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案，請討論。 
說明： 

一、檢附近六年開課分布統計表大學部選修課程【附件 5-1，P.42-47】及碩士班課程

【附件 5-2，P.48-56】。 

二、依規定如每次調整三分之一學分數以上需經外審審議，經計算後大學部三分之一為

不超過 33 學分，碩士班為不超過 13 學分，請參照前述之紅色課程為建議刪除課程。 

三、檢附課程修正前後對照表【附件 5-3，P.57】、修訂後大學部課程架構表及碩士班

課程架構表【附件 5-4，P.58-69】。 

四、本案業經資訊科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會議(111.4.28)及資訊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會議(111.5.19)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調整本校社會發展學系、音樂學系、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及視覺藝術

學系「課程規劃表」案，請討論。 
說明： 

一、社會發展學系大學部 

(一)因應課程規劃需求，擬調整大學部【組織社會學(選修)】課程由 3 學分改為 2

學分、【科技與社會發展(選修)】課程由 2學分改為 3學分。 

(二) 依課程專業程度，擬調整部份大學部課程之開課年級。 

(三) 通過後自 111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 

(四) 本案經社發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111.4.20)、110 學年度

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11.4.20)及人文社會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五) 檢附社發系大學部課程「修正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6-1，P.70-

76】。 

二、音樂學系大學部 

(一) 因應外籍學生至本系修讀及抵免學分需求，本系尚無該項個別課之樂器名稱於

課架中，特殊情況需求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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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課程如下： 

課程名稱 

(中/英文) 

選

修

別 

學分/

時數 

先修

科目 
專業課程與核心能力權重比 

音樂專長(主修) 

Applied Music (Major) 

必

修 
8/8 無 

課程皆為系核心能力- 

CR3 具備音樂展演能力：100% 

(三)通過後自 111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全體在學學生適用。 

(四)本案經音樂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1.4.27)、110 學年度

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4.27)及人文社會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五)檢附音樂系大學部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架構」。

【附件 6-2，P.77-86】。 

三、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一)新增 1門全英授課課程【觀光英語(選修/2學分)】。 

(二)通過後自 111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三)本案經原專班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課程會議(111.4.27)、110 學年

度第 2學期第 1次學程事務會議(111.5.4)及人文社會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四)檢附原專班大學部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架構」。

【附件 6-3，P.87-95】 

四、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一)配合本學系發展特色課程專業需求。 

(二)新增 2 門課程分別為【蠟彩畫創作研究(選修/3 學分)】及【現代水墨畫創作研

究(選修/3學分)】。 

(三)通過後自 111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四)本案經視藝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111.4.20）及人文社會

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五)檢附視藝系碩士班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架構」。

【附件 6-4，P.96-105】 

五、視覺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配合本學系發展特色課程專業需求。 

(二)新增 2 門課程分別為【蠟彩畫創作研究(選修/3 學分)】及【現代水墨畫創作研

究(選修/3學分)】。 

(三)通過後自 111 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四)本案經視藝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111.4.20）及人文社會

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五)檢附視藝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

架構」。【附件 6-5，P.106-115】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調整本校視覺藝術學系輔系「課程規劃表」案，請討論。 
說明： 

一、本系輔系修業學分共計 30學分，為使本學系輔系之課程與現在開課課程相符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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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輔系之課程。 

二、調整課程如下： 

(一)【視覺藝術概論(必修/2學分)】由必修改為選修。 

(二)【人體素描(必修/6學分)】由必修改為選修。 

(三)【色彩學(必修/2學分)】由必修改為選修。 

(四)【3D繪圖導論(必修/3學分)】由必修改為選修。 

三、因應課程調整，必修學分原為 23 學分改為 10 學分；選修學分至少選修 9 學分改為

至少選修 20學分。 

四、通過後自 111 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五、本案經視藝系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1.4.20)及人文社會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六、檢附視藝系輔系課程「修正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7，P.116-117】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調整本校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新舊課程領域對照表」案，請討論。 
說明： 

一、配合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課程進行調整。 

二、通過後自 111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三、本案經原專班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課程會議(111.4.27)及人文社會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111.5.11)審議通過。 

四、檢附原專班大學部「修正對照表」【附件 8-1，P.118】及「新舊課程領域對照表」。

【附件 8-2，P.119-123】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課程調整案，請討論。 
說明： 

一、教育學系日夜間碩士班課程 

(一)因應課程規劃需求，擬於教育系日間碩士班和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各新增

1 門課程【結構方程模式(選修/3 學分)】，通過後自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

實施。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說明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必選

修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必選

修 

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 3 選     新增課程 

(二)檢附教育學系研究所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日間碩士班

和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附件 9-1，P.124-132】。 

(三)案經教育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1.5.19)及教育學

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4)會議通過。 

二、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大學部課程 

(一)為配合學生修課需求，修訂大學部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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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課程 修正前課程 

說明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親職教育與諮詢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3 選 
親職教育與諮詢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3 選 
修正課程英

文名稱 

生命教育 

Education for Life 
3 必 

生命教育 

Education for Life 
4 必 

將原深碗課

程調整回 3

學分 

   
社區諮商 

Community Counseling 
3 選 刪除課程 

社區心理與諮商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3 選    新增課程 

(二)修正後大學部必修 43 學分，選修 57 學分(含系選修、自由或跨系、校選修 20

學分)，總畢業學分 128學分。 

(三)檢附大學部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科目一覽表修正草案【附

件 9-2，P.133-140】。 

(四)案經教育心理與輔導系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1.4.27)、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5.4)及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4)審議通過。 

三、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日間碩士班課程 

(一)調整課程名稱以區隔碩士班及大學部課程；新增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色發展

之正向心理與諮商課程--｢正向心理治療專題｣。必選修課程修正如下： 

1. 教育心理組： 

修正後課程 修正前課程 

說明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學習動機與策略專題 

Seminar i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y 

3 選 
學習動機與策略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y 

3 選 
修正課程名

稱 

發展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選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選 

修正課程名

稱 

社會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Social Psychology 
3 選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3 選 

修正課程名

稱 

生死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Psychology of Life 

and Death 

3 選 
生死心理學 

Psychology of Life and 

Death 

3 選 
修正課程名

稱 

2. 諮商與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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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課程 修正前課程 

說明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多元文化諮商專題 

Seminar i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3 選 
多元文化諮商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3 選 

修正課程

名稱 

性別關係與諮商專題 

Seminar in Gender 

Relations and Counseling 

3 選 
性別關係與諮商 

Gender Relations and 

Counseling 

3 選 
修正課程

名稱 

正向心理治療專題 

Seminar in Positive 

Psychotherapy 

3 選    新增課程 

(二)修正後日間碩士班教育心理組必修 14 學分，選修 26 學分，總畢業學分維持 40

學分不變；諮商與輔導組必修 11學分，選修 31學分，總畢業學分維持 42學分

不變。 

(三)檢附日間碩士班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科目一覽表修正草案

【附件 9-3，P.141-149】。 

(四)案經教育心理與輔導系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1.4.27)、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5.4)及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4)審議通過。 

四、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夜間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一)調整課程名稱以區隔碩士班及大學部課程；新增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色發展

之正向心理與諮商課程--｢正念教育專題｣。 

修正後課程 修正前課程 

說明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發展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選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選 修正課程名稱 

生死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Psychology of 
Life and Death 

3 選 
生死心理學 

Psychology of Life and 
Death 

3 選 修正課程名稱 

正向心理學專題 

Seminar in Positive Psychology 
3 選 

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3 選 修正課程名稱 

正念教育專題 

Seminar in Mindfulness 
Education 

3 選    新增課程 

(二)修正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必修 15學分，選修 23學分，總畢業學分維持 38學分

不變。 

(三)檢附夜間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課程科目一覽表草

案【附件 9-4，P.150-155】。 

(四)案經教育心理與輔導系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1.4.27)及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5.4)及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4)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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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課程規畫表修正案，請討論。 
說明： 

一、為鼓勵學生申請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及有利學生完成本學分學程，提出此

次修正。 

二、規畫表修正如下： 

(一) 減少核心課程必修學分，原核心課程必修 12學分修正為核心課程必修 8學

分。 

(二) 增加選修學分數，原選修學分數 8學分，增加為 10學分，讓學生修習本學分

學程有更多元的選擇。 

(三) 原總學分數 20學分，修正為 18學分。 

(四) 「幼兒藝術」修正為選修課程，使學生選擇更有彈性。 

(五) 附註說明:適用 111學年度第 1學期後申請學生，舊生可採用。 

三、檢附本校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課程修正對照表及課程規畫表【附件 10，

P.156-157】。 

四、案經幼兒教育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暨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111.3.16)及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1.5.24)審議

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修訂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調

整案，請討論。 
說明： 

一、 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學士班 

(一) 本案經本校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111.4.15）、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及管理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111.05.25）通過。 

(二) 修正「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修正課程名稱為「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為 3

學分 3 小時。 

(三) 檢附課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學士班課程架構，自 109 學年度入學起適用。

【附件 11-1，P.158-170】 

二、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 本案經本校行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111.4.15）、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4.15），及管理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111.05.25）通過。 

(二) 新增課程「大數據商業智慧應用」（3 學分），檢附修正前後對照表、新增課

程申請及修正後課程架構，自 111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附件 11-2 

P.171-176】 

三、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一) 業經企業管理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規劃會議(111.5.11)，及管

理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111.05.25）通過。 

(二) 將原必修 55學分、選修 45學分，修改為必修 59學分、選修 4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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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3及課程架構表。【附件 11-3，P.177-178】 

四、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一) 案經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籌備會議

(111.5.16)，及管理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111.05.25）

通過。 

(二) 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課程修訂對照表說明如下：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說明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必選
修 

開課 
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必選 
修 

開課 
年級 

商業大數據分析 3 3 選 三上 商業大數據分析 3 3 3 四上 更改開
課年級
與學期 人工智慧導論 3 3 選 三下 人工智慧導論 3 3 3 四上 

企業實習 9 18 選 四上 企業實習 9 9 選 四上 
更改開課
時數 

企業實習 9 18 選 四下 企業實習 9 9 選 四下 

創意企畫 

(管理應用模組) 
3 3 選 3 

創意企畫書 

(管理應用模組) 
3 3 選 3 

更改課程

名稱 

(三) 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修正後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日間四年制學士

班 111 學年度入學起適用課程結構表。【附件 11-4，P.179-180】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有關訂定新增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案，請討

論。 
說明： 

一、案經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籌備會議 (111.3.31)，

及管理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111.05.25）通過。 

二、檢附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附件 12，

P.181-182】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本校體育學系 111學年度學士班課程調整案，請討論。 
說明： 

一、自 111 學年度起，因應學生專業課程模組改為「運動科學組」及「探索教育組」，

必選修課程調整如下： 

(一) 110學年度前休閒遊憩管理領域課程部分課程不符探索教育領域課程，建議刪

除「休閒遊憩活動規劃與實作」及「休閒遊憩產業開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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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探索教育領域課程： 

1. 戶外探索活動設計與實作：3學分/3小時。 

2. 領導與溝通：3學分/3小時。 

3. 戶外風險管理：3學分/3小時。 

二、檢附「修正前後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表」及「修正後課程架構」，修正後適

用於 111學年度起入學年學生，並追溯目前在學生適用。【附件 13，P.183-198】 

三、案經體育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1.05.04)、110 學年度

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11.05.12)及理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會

議（111.05.18）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修正本校探索教育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案，請討論。 
說明： 

一、為使課程多樣化且符合探索教育學分學程計畫，課程調整如下：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選修別 課程領域 備註 

探索教育理論與實作 

Explor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 

3/3 必 基礎課程 

新增課程 

體驗式探索教育 

Experiential exploratory 

education 

3/3 必 基礎課程 

領導與溝通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3/3 選 基礎課程 

戶外風險管理 

Outdoor Risk Management 
3/3 選 基礎課程 

運動與人文生態探索 

Sports and Humanistic 

Ecology Exploration 

3/3 選 精進課程 

戶外探索活動設計與實作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utdoor 

Exploration Activities 

3/3 選 精進課程 

戶外風險管理 

Outdoor Risk Management 
3/3 選 精進課程 

民俗活動 

Folk custom ativities 
2/2 選 基礎課程 

調整課程領

域別 進階游泳 

Advanced Swimming 
2/2 選 精進課程 

二、檢附本校探索教育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修正對照表」及「課程規劃表」。【附

件 14，P.199-201】。 

三、案經體育學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1.05.04)、110 學年度

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11.05.12)及理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會

議（111.05.18）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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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大武山學院 

案由：新增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案，請討論。 
說明： 

一、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111 學年度擬開設「新媒體理論與創作研究」、「新

媒體與數位科技趨勢」2門課程。 

二、本案新增課程外審意見如下表： 

委員 

課程 
審查委員 A 審查委員 B 審查委員 C 

新媒體與數位科技

趨勢 
極力推薦 有條件推薦 極力推薦 

新媒體理論與創作

研究 

極力推薦 極力推薦 極力推薦 

三、案經本校大武山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111.4.8)審議通過。 

四、檢附新增課程申請表及外審意見表【附件 15-1，P.202-204】、【附件 15-2，

P.205-207】、【附件 15-3，P.208-213】。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大武山學院 

案由：新增大武山學院共同教育中心英文課程案，請討論。 
說明： 

一、共同教育中心擬新增通識共同教育英文課程共 6門詳下表： 

課程名稱 必選修、學分 新增課程申請表 

教育英文 必/2 【附件 16-1，P.214-217】 

人文社會英文 必/2 【附件 16-2，P.218-221】 

商管英文 必/2 【附件 16-3，P.222-225】 

資訊英文 必/2 【附件 16-4，P.226-228】 

科學溝通英文 必/2 【附件 16-5，P.229-231】 

專業學術英文 必/2 【附件 16-6，P.232-234】 

二、前項新增之課程預計於 111學年度開始授課，自 11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並追溯

110學年度前入學大學部學生。 

三、本案新增英文課程外審意見如下表： 

委員 

課程 
審查委員 A 審查委員 B 審查委員 C 

教育英文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極力推薦 

人文社會英文 推薦 推薦 極力推薦 

商管英文 推薦 推薦 極力推薦 

資訊英文 推薦 極力推薦 極力推薦 

科學溝通英文 推薦 推薦 極力推薦 

專業學術英文 不推薦 有條件推薦 極力推薦 

四、案經本校大武山學院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111.4.8)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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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外審意見表【附件 16-7，P.235-252】。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大武山學院 

案由：審議 111學年度第 1學期新增通識教育博雅課程 3門案，請討論。 
說明： 

一、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三點規定及英語學系 111 年 4 月 28 日本校第

1113200246號簽文鈞長核示辦理新增課程【如附件 17-1，P.253-255】。 

二、新增博雅教育課程美學與文化課群：德文(一) German(I)、德文(二) German(II)、

原住民族文化與當代議題 Indigenous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Issues等共 3門，

新增課程申請表及修正後課程架構表詳【附件 17-2，P.256-258】、【附件 17-3，

P.259-261】、【附件 17-4，P.262-264】、【附件 17-5，P.265-271】。 

三、案經本校大武山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院課程委員(111.5.27)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大武山學院 

案由：大武山學院跨領域學程中心新增 1 門「創意、經典與流行」微學程課程案，請討論。 

說明： 

一、為呼應數位社會中，新興產業媒體場域需要深養文化及流行趨勢並連結媒體能力的

人才，世界的媒體化早成趨勢，全球社會對媒體產業的倚重與依賴加深，「創意、

經典與流行」微學程以此趨勢為目標，培育學生適應並開創產業與社會的新貌。 

二、本微學程課程，皆為選修課程，並為各參與單位現有課程。申請本微學程之學生，

至少修習滿 9學分，且 2/3為非本科系之課程，始得核發微學程修畢證明。 

三、案經跨領域學程中心 110學年第 2學期微學程審查委員會(111.1.26)通過。 

四、檢附創意、經典與流行微學程開設申請書、微學程實施計畫、課程規劃表及微學程

課程經費申請表等申請相關文件及微學程審查結果【附件 18-1，P.272-276】、

【附件 18-2，P.277】。 

五、案經本校大武山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院課程委員(111.5.27)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大武山學院 

案由：擬調整本校新媒體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案，請討論。 
說明： 

一、為落實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之目標，擬新增「數據視覺化與資訊設計」課

程納入課程規劃表。 

二、擬刪除「兒童劇場」2 學分，自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適用，新增之課程追溯自

109學年度起申請本學分學程之學生適用。 

三、檢附本校新媒體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修正對照表【附件 19-1，P.278-279】，新增

課程申請表【附件 19-2，P.28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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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經本校大武山學院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院課程委員(111.5.27)審議通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語：略 
陸、 散會：同日下午 2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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