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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年10月18日(星期四）下午1:30 

地點：民生校區五育樓四樓第三會議室 

主席：施教務長百俊 

出席者：                                                                紀錄：龔怡禎 

 

壹、 主席報告：無 

貳、 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7.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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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調整本校應用日語學系

專業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

表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

學院 
依決議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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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本校財務金融學系

107 學年度課程與核心能

力權重比及課程進路圖

案。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三 

修正本校電腦與通訊學系

系核心能力對應院核心能

力及 106 學年度各專業課

程對應系核心能力修正百

分比案。 

照案通過。 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執行。 

四 

本校視覺藝術學系、英語

學系、音樂學系、應用日語

學系、原住民專班、華語文

碩士學位學程及應用英語

學系課程調整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

學院 
依決議執行。 

五 
本校理學院及應用化學系

課程調整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依決議進行課程

調整事宜。 

六 
本校財務金融學系及不動

產經營學系課程調整案。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七 

本校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日間大學部、日間碩士班

與夜間社區諮商與教育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增修案 

照案通過。 

教育學院 依決議辦理。 

八 

本校資訊學院、資訊工程

學系、資訊科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電腦與通訊學系

及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

士學位學程課程調整案。 

照案通過。 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九 

修正本校學生修讀財務金

融學系遴選修讀雙主修學

生作業要點附表課程案。 

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十 

審議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

專案教師申請新增通識課

程教學申請案。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

中心 
依決議辦理。 

十一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新增

「人文社會學院微學分課

程 A」課程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

學院 
依決議執行。 

十二 

本校管理學院新增「管理

學院微學分課程 A」課程

案。 

照案通過，另新增一門

「管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B」課程。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十三 
本校教育學院擬新增「教

育學院微學分課程 A」及
照案通過。 教育學院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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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微學分課程 B」

微學分課程案。 

十四 

本校資訊學院新增「資訊

學院微學分課程 A」課程

案。 

照案通過，並新增一門

「資訊學院微學分課程

B」課程。 

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執行。 

十五 

本校理學院、應用物理系

及應用數學系申請 107 學

年度深碗課程案。 

理學院「科學與產業」

(深碗課程)課程必修更

改為選修，餘照案通過。 

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課程

事宜。 

十六 

擬修正本校「原住民族語

言師資培育學分學程」、

「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新學

分學程」及「公共治理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

學院 
依決議執行。 

十七 

擬訂定本校「日語專長學

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規

劃表草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

學院 
依決議執行。 

十八 

擬訂定本校「應用生物科

技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應用材料學分學程實施

計畫」課程規劃表草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課程

事宜。 

十九 

擬訂定本校「行動裝置程

式設計學分學程實施計

畫」課程規劃表草案。 

照案通過。 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二十 

本校應用物理系 107 學年

度第 1 學期專業課程全英

語授課申請案。 

照案通過。將提行政會

議討論，爾後教師申請

全英語授課經校長簽核

後即可開設，毋須送課

程委員會議討論。 

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課程

事宜。 

二十一 

本校財務金融學系、國際

貿易學系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全英語授課」課

程申請案。 

照案通過。將提行政會

議討論，爾後教師申請

全英語授課經校長簽核

後即可開設，毋須送課

程委員會議討論。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 

二十二 

本校教育行政研究所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全

英語授課」課程申請案。 

照案通過。將提行政會

議討論，爾後教師申請

全英語授課經校長簽核

後即可開設，毋須送課

程委員會議討論。 

教育學院 依決議辦理。 

二十三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 107 學

年度第 1 學期「開設全英

語授課」課程申請案。 

照案通過。將提行政會

議討論，爾後教師申請

全英語授課經校長簽核

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4 
 

後即可開設，毋須送課

程委員會議討論。 

二十四 

研議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

「世界文化史」、「海洋人

文社會科學導論」及「東南

亞社會與文化」等課程一

案。 

修正後通過，將「東南亞

社會與文化」課程申請

講座場次修改為 4場次。 

通識教育

中心 
依決議辦理。 

 

參、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社會發展學系及音樂學系課程調整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一) 新增 2門課程：【表演實務與科技應用(3學分/選修)】、【藝文新聞寫作與報導(3學分/

選修)】。 

(二) 通過後自 107學年度第 2學期開始實施。 

(三) 檢附本學系大學部課程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1-1，第 1-11頁）。 

(四) 本案業經本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7.5.23)討論通過及 107學

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二、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 

(一) 修正碩士學位學程班選修課程之學分限制，原「漢語語言學領域課程」9學分調降為 6

學分、「華語文教學領域課程」9學分調降為 6學分。 

(二) 通過後追溯至 105學年度入學生。 

(三) 檢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課程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1-2，第 12-16

頁）。 

(四) 本案經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06.05.16）系務會議通過、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6.06.04)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及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

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三、 社會發展學系 

(一) 為使課程規劃更符合現況需求，擬微調本學系各學制課架。 

(二) 大學部刪除科目: 

1. 專業選修課程（區域研究）:台灣地理環境與發展、景觀生態學、地理的應用、環境

管理學、社區研究、台灣地誌、南台灣地理考察。 

2. 專業選修課程（社會議題）: 教育與社會發展。 

3. 專業選修課程（公民社會）:媒體素養與公民社會、原住民文化與地理環境資源教

育、鄉土環境教育、資訊科技在社區營造之應用、台灣傳統文化與生活。 

(三) 日碩士課架刪除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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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選修課程（區域研究）: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臺灣環境變遷與社會發展研

究。 

2. 專業選修課程（社會議題）:社會學理論與教育研究、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 

(四) 碩士在職專班刪除科目: 

1. 專業選修課程（區域研究）: 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2. 專業選修課程（社會議題）:社會學理論與教育研究、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 

(五) 通過後自 107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 

(六) 檢附本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及在職碩班課程架構（附件 1-3，第 17-32頁）。 

(七) 本案經社發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7.5.23)、106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7.6.4)、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

(107.5.23)、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7.6.4)通過及 107學年度第 1學期

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四、 音樂學系 

(一) 新增 2門閩台專班課程：【主修(8學分/必修)】、【副修(2學分/必修)】。 

(二) 更改必選修：【主修演出(2學分/必修)】改為【主修演出(2學分/選修)】。 

(三) 更改學分數：【主修(鋼琴~古箏) (6學分/必修)】改為【主修(鋼琴~古箏) (8學分/必

修)】。 

(四) 通過後，新增閩台專班課程自 107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本案已於年 107年 6月 22

日之簽准先開課，後補新增課程之程序；更改必選修及學分數自 108學年開始實施，並

適用於 105學年度入學學生。 

(五) 檢附本學系大學部課程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1-4，第 33-46頁）。 

(六) 經音樂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107.05.16)、音樂學系 106學年度

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7.05.16)、音樂學系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

議(107.09.12)、音樂學系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7.09.13)通過及 10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107學年度入學大學部課程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系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107.06.12)審議，及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 

     （107.10.15）通過。 

  二、本系新增/修改課程如課程資料表（附件 2，第 47-53頁）。 

修正課程 現行課程 說明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英文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英文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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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CZ166 
實務實習(一) 
Practical 
Training I 

9 27 選 

AXCZ109 
實務實習 
Practical 
Training 

18 54 選 
學年課改

學期課 
AXCZ167 

實務實習(二) 
Practical 
Training II 

9 27 選 

     AXCZ111 
網路行銷 
Internet 
Marketing 

3 3 選 課程刪除 

AXCZ094 
統計學

Statistics  
3 3 必 AXCZ159 

統計學(一) 

Statistics Ⅰ 
3  3 必 

修正課程

名稱 

AXCZ165 

旅遊資源利

用與管理 

Travel 

Resourc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 3 選 AXCZ165 

旅遊資源利

用與管理

Tourism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3 3 選 
科目英文

名稱修正 

 三、本課程自 107學年度入學起適用。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104學年度入學大學部課程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高教深耕，申請 107學年度系深碗課程，調整學分數「休閒產業職場倫理與禮儀」原 

(3學分/3小時)修改為(4學分/4小時)。 

二、本案業經休閒事業經營學系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審議（107.06.12），及管理學院課程委

員會議（107.10.15）通過。 

  三、檢附本學系大學部課程修正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3，第 54-58頁）。 

 四、本課程自 104學年度入學起適用。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本校幼兒教育學系擬修改大學部課程選修別補追認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6.12專簽核准（附件 4，第 59-60頁）。 

二、因應新制教師資格考試時間本學系大學部四年級「幼兒輔導」課程擬由必修課程改為選修課

程，並追朔至 104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三、本案業經 107.6.4幼兒教育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暨第 3次系課程委員、

教育學院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9)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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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本校教育行政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及課程地圖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修正為（1）研究方法課程；（2）基礎課程；（3）專業課程。 

二、新增「教育倫理學研究」課程，刪除「教育學研究」、「校園規劃與建築」、「教育政策與社會

研究」、「教育財政學研究」等 4門課程。檢附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正對照表、新增課程申請

表、課程架構及課程地圖（附件 5，第 61-66頁）。 

三、本案修訂通過後，自 107學年度入學研究生適用。 

四、本案業經教育行政研究所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107.09.17)、教育學院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9)通過通過。 

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科普傳播學系輔系課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科普傳播學系107學年度起課程架構更動，課程領域不同及部份課程已刪除，故修正修

讀輔系課程。 

二、 案經科普傳播學系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暨第3次系務會議（106.06.05）及理

學院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03）決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對照表及107學年度起適用課程架構（附件6，第67頁）。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修讀會計學系輔系要點附表及雙主修學生作業要點課程表，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本校會計學系 107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 (107.09.10)，及管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15）通過。 

二、 因應自107學年度入學年班起修改會計資訊系統(含程式設計)課程名稱，故修正輔系附表及 

     雙主修要點課程表。 

三、 檢附國立屏東大學學生修讀會計學系輔系要點附表（附件7-1，第68-69頁）及雙主修要點課 

程表修正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7-2，第70-72頁）。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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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修讀財務金融學系輔系要點之附表，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財務金融學系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07.10.4)、107學年度第 1學期 

    第 2次系務會議(106.10.4)，及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15）通過。 

二、附表增加「貨幣銀行學(3學分/選修)」、「產業分析(3學分/必修)」、「國際財務管理(3學分/必

修)」3門課程。 

三、檢附國立屏東大學學生修讀財務金融學系輔系要點修正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8，第73-74

頁）。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訂定本校「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創意產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數位音創跨藝學分學 

      程實施計畫」課程規劃表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創意產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一) 擬針對本校大學部學生開設【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創意產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設置單位為人文社會學院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管理學院休閒事業經營學系，課程規劃共

計 18 學分。 

(二) 檢附本校【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創意產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全文（附件 9-

1，第 75-76頁）。 

(三) 本案業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7.06.28)、文化創

意產業學系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07.9.20)討論通過及 107學年度

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二、 數位音創跨藝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一) 擬針對本校大學部學生開設【數位音創跨藝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設置單位為人文社會

學院音樂學系，課程規劃共計 20學分。 

(二) 檢附本校【數位音創跨藝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全文（附件 9-2，第 77-79頁）。 

(三) 經音樂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107.05.30)、音樂學系 106學年度

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7.05.30)通過及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

(107.10.9)通過。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本校不動產經營學系「不動產金融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規劃表草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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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經不動產經營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07.6.13)，及管理學院課程委 

    員會議（107.10.15）通過。 

二、檢附本校「不動產金融學分學程」實施計畫及課程規劃表（附件 10，第 80-81頁）。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本校幼兒教育學系擬修改「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案，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幼兒跨域創意教學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中「幼兒發展」學分數，原 3學分誤植為 2

學分（附件 11，第 82頁）。 

二、本案業經 107.6.4幼兒教育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暨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教育學院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9)通過。 

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影視媒體創作應用學分學程」、「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新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請討論。 

說明： 

一、 影視媒體創作應用學分學程 

(一) 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由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及科普學系共同規劃開設。 

(二) 為使未來學分學程開排課時段更具彈性，擬將【表演實務與科技應用】課程，開課單位

調整為兩系都可開課。 

(三) 通過後自 107學年度第 2學期開始實施。 

(四) 檢附本校【影視媒體創作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件

12-1，第 83-84頁）。 

(五) 本案業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7.5.23)討論通

過及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二、 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新學分學程 

(一) 新增本學程課程【性別、空間與社會(2學分/選修/通識)】。 

(二) 通過後自 107學年度第 2學期開始實施。 

(三) 檢附本校【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新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附

件 12-2，第 85-88頁） 

(四) 本案經本學院 107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107.10.9)通過。 

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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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追認本校管理學院 107學年度第 1學期新增外籍生全英授課課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 107學年度第 1學期國際交換生專班課程協調會(107.8.1)決議辦理（附件 13-1，第 

89-92頁）。 

二、本案經管理學院 107年 8月 21日簽文核准開設全英語授課（附件 13-2，第 93-95頁），及管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15）通過。 

三、新增交換生全英課程 3門：「大數據分析實務(3學分/3小時)」、「實用財務管理(3學分/3小 

    時)」及「人力資源管理概論(3學分/3小時)」。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必/選修 學分/時數 

 

107-1 

大數據分析實務 邢厂民 必修 3/3 

實用財務管理 曹中岑 必修 3/3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劉素芬 必修 3/3 

四、檢附新增課程申請表及全英授課課程申請書（附件 13-3，第 96-111頁）。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語：略 

陸、 散會：1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