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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107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30 分 
地 點：忠孝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珠龍教務長         會議記錄：蘇源臻 
 

壹、 宣讀上次會議記錄暨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況 

一 商務管理學院擬於 106學年度

第 2學期開設 12門遠距課程。

財金系開設 1門課；休閒系開

設 7門課；行管系開設 1門遠

距教學課程；企管系開設 1門

遠距教學課程；會資系開設 2

門遠距教學課程。 

 

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

送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二 商貿外語學院擬於 106學年度

第 2學期開設 5門遠距課程。

國貿系開設 4門遠距教學課

程；應日系開設 1門遠距教學

課程。 

 

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

送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三 創新設計學院擬於 106學年度

第 2學期開設 3門遠距課程。

資管系開設 1門遠距教學課

程；多設系開設 2門遠距教學

課程。 

 

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

送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四 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6學年度

第 2學期開設 6門遠距教學課

程。 

 

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

送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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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席報告 

一、主席致詞 
遠距教學課程希望能以學生的角度去思考，開設什麼樣的課程對學生

是好的，對學生有甚麼樣的幫助，很多老師很認真在經營遠距課程，

這點值得嘉許；在商管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中，希望院內各系能配合

進修部的招生，盡量開設對招生宣傳有所助益的遠距課程，請另外兩

個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給予支持，也請各系再次考量遠距課程開課申

請。 
其次鼓勵製作數位教材或磨課師課程的老師，可將數位教材轉為遠距

課程設計，另外請各系主任協助宣傳，鼓勵在 VOD 教室上課老師，

多加使用 VOD 課程錄製系統，讓學生可以有更多複習的機會。 
 
二、蔡殿偉主任 

感謝教務長的支持，也希望各系能盡量支持遠距課程多開設於進修部，

讓進修部的同學除工作繁忙外，在課業學習上更有彈性及自我學習的

機會。 
 

參、 工作報告 

一、遠距教學課程 

(一)本校通過教育部 106 年度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檢核作

業，檢核期間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至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臺
教資二字第 1060038969 號)。 

(二)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際開設共 22 門，修課人數共

計 1340 名，相關開課資料請參閱附件 A(請見 p10)。 

(三)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成效：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共開設 25 門課程，各課程實

施均符合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之規範，相關資料請參閱附

件 B(請見 p11)。 

(四)103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遠距課程開課人數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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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期 課程數 修課人數 
學年度總計 
課程數 

學年度總計 
修課人數 

103 
1 20 1148 

39 2246 
2 19 1098 

104 
1 15 830 

32 1719 
2 17 889 

105 
1 17 945 

41 2383 
2 24 1438 

106 
1 25 1454 

47 2794 
2 22 1340 

 

二、磨課師課程 

(一)本校「幸福魔法師-婚禮顧問我最行」磨課師課程，106 年 11 月於

Taiwan Life 平台開課，107 年 1 月於中華教育平台 Open Edu 平台

開課，修課人數合計 1594 人，並參加教育部 106 年度磨課師課程

聯合成果展。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越南走透透 輕鬆學越語」磨課師課程、

「基礎微積分」、「桌遊設計概論」數位教材製作。 

(三)106 學年度磨課師開課情形：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開課平台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 

幸福魔法師 
106.11.1~1
06.12.13 

Taiwan Life 楊雅棠老師 1170 人 

幸福魔法師 
107.1.3~ 
107.2.14 

Open Edu 楊雅棠老師 424 人 

越南走透透 
輕鬆學越語 

107.3.14~1
07.5.8 

Taiwan Life 
蔡玉鳳老師 
倪達仁老師 

4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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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d Bowl 
文化/歐美 

107.3.14~1
07.4.24 

Taiwan Life 
高千文老師 
陳汝珊老師 
陳子周老師 

312 人 

幸福創業家 
107.3.14~1

07.4.24 
Taiwan Life 

劉基全老師 
范  淼老師 
李銘尉老師 

266 人 

 
(四)107 年磨課師課程預定製作規劃如下： 

課號 課程名稱 教師 備註 

課程一 
走出校園之~ 
審計二三事 

賴虹霖老師（會資系） 
 

課程二 
英文「悅」讀- 
名人智慧語錄 

周靜婷老師（應英系） 
 

課程三 越南語 2 裴氏越河（國貿系）   

課程四 拉美與西班牙語 
向  駿老師（國貿系）  
陳敬忠老師（通識中心） 
馮慕文老師（通識中心） 

 

課程五 泰語 楊永麗老師（推廣中心暫訂） 
 

 
（五）107 年數位教材製作規劃： 

課號 課程名稱 教師 備註 

課程一 總體經濟學 王麗梅老師（財金系）  

課程二 微積分下 郎一全老師（財金系）  

 
三、VOD 課程統計 

本校有 58 間高畫質 VOD 教室，請各系協助宣導於 VOD 教室上課教師

能多加利用，而錄製完成之 VOD 課程影音檔，系統將自動上傳至雲端

平台，幫助同學課後複習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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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VOD 課程錄製系統使用情形 

學年度 教師使用人數 教材數 備註 

104 學年度 85 1,504 
 

105 學年度 144 2,060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96 1368 

四、活動辦理 

（一）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舉辦 2 場次「數位教學設計培訓工作坊」(5
月 3 日、5 月 17 日)，歡迎老師踴躍報名參加。 

場次 日期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系列一 
5 月 3 日(四) 

13:30~16:30 

學習資料的視覺化分
析與互動呈現 

台北醫學大學 
洪暉均老師 

創新數位教學 
推動中心 

張淑萍營運長 

系列二 
5 月 17 日(四) 

13:30~16:30 

新興科技融入數位教
學應用 

創新數位教學 
推動中心 

張淑萍營運長 

（二）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夜間部數位股長講習會議(2 月 23
日、27 日)。 

（三）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學院暨 VOD 錄製講習會」作

業(3 月 7 日)。 
（四）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磨課師課程開課選課宣傳活動（2 月

23 日～3 月 16 日）。 
（五）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越南走透透 輕鬆學越語」、「Salad 

Bowl 文化/歐美」、「幸福創業家」平台開課經營管理作業（3 月

14 日~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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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修訂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第十一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原條文第十一點，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教學計畫，先送系(中心)課

程委員會，針對要件及內容初審，再送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複審，提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為完備遠距教學課程審查程序，擬增訂院課

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查程序。 

二、該要點修訂前後內容對照如下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點 

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

教學計畫，先送系、院

(中心)課程委員會，針

對要件及內容初審，再

送遠距教學課程委員

會、校課程委員會複

審，提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前項教學計

畫，應載明教學目標、

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

綱、上課方式、師生互

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

及上課注意事項，且應

公告於網路上供查

詢；其為電腦網路教學

者，應將學習管理系統

功能納入教學計畫。 

第十一點 

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

教學計畫，先送系(中

心)課程委員會，針對

要件及內容初審，再送 

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

複審，提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前項教學計

畫，應載明教學目標、

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

綱、上課方式、師生互

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

及上課注意事項，且應

公告於網路上供查

詢；其為電腦網路教學

者，應將學習管理系統

功能納入教學計畫。 

增訂院課程委員會及校

課程委員會之審查程序。 

 

三、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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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校商務管理學院各系擬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8 門遠距課程，

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1. 企管系開設「國際企業管理」1 門遠距教學課程。 

2. 會資系開設「企業資源規劃—財務模組」、「會計資訊系統(上)」2

門遠距教學課程。 

3. 行管系開設「英文(上)」1 門遠距教學課程。 

4. 休閒系開設「生態旅遊實務」、「渡假旅遊糾紛案例分析」、「觀光

休閒傳播」、「休閒產業連鎖管理」4 門遠距教學課程。 

說明：  

一、 依本校「致理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條文明列，請遠距教學委

員會審查此提案。 

二、 本案由商務管理學院於 107 年 4 月 10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通過遠距教學課程。 
1. 企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4 月 3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會資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4 月 2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 行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26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 
4. 休閒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27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決議： 

1. 自 107 學年度起，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以申請進修部開課為主

(申請一門進修部課程，方可申請一門日間部課程)，開設日間部遠

距課程，如進修部有相同課程名稱者，亦須於進修部開課。 
2.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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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校商貿外語學院擬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6 門遠距課程，如

附件二，提請討論。 

1. 應英系開設「商務英文寫作（上）」1 門遠距教學課程。 

2. 應日系開設「日本史地」1 門遠距教學課程。 

3. 國貿系開設「財經英文導讀」、「貿易資訊系統」、「國際貿易支付」、

「國際貿易法規」4 門遠距教學課程。 

說明： 
一、 依本校「致理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條文明列，請遠距教學委

員會審查此提案。 
二、 本案由商貿外語學院於 107 年 4 月 10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通過遠距教學課程。 
1. 應英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29 日經 106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應日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27 日經 106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 國貿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29 日經 106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決議： 

1. 自 107 學年度起，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以申請進修部開課為主

(申請一門進修部課程，方可申請一門日間部課程)，開設日間部遠

距課程，如進修部有相同課程名稱者，亦須於進修部開課。 
2. 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校創新設計學院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3 門遠距課程，如

附件三，提請討論。 

1. 多設系開設「動畫表演」2 門遠距教學課程。 

2. 資管系開設「科技法律與倫理」1 門遠距教學課程。 

說明： 

一、 依本校「致理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條文明列，請遠距教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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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審查此提案。 

二、 本案由創新設計學院於 107 年 4 月 10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通過遠距教學課程。 
1. 多設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2 月 27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資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3 月 14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決議： 

1. 自 107 學年度起，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以申請進修部開課為主(申
請一門進修部課程，方可申請一門日間部課程)，開設日間部遠距課

程，如進修部有相同課程名稱者，亦須於進修部開課。 

2.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物聯網(IoT)發展

趨勢與應用簡介」、「電子資源與書刊利用」，共 2 門遠距教學課程，

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致理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條文明列，請遠距教學委

員會審查此提案。 

二、 本案由通識教育中心遠距教學課程於 107 年 4 月 13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決議。 

三、 決議： 

1. 自 107 學年度起，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以申請進修部開課為主(申
請一門進修部課程，方可申請一門日間部課程)，開設日間部遠距課

程，如進修部有相同課程名稱者，亦須於進修部開課。 

2.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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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裁)示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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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課程開課統計 

科系 姓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制 選別 選課人數 

商務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李美華 企業管理綜合個案 2 夜二技 必修 42 

休閒遊憩管理系 鄭雅馨 休閒心理與遊憩行為 2 夜四技 選修 60 

休閒遊憩管理系 蔡進祥 來台旅客經營實務 2 日四技 選修 35 

休閒遊憩管理系 簡玉惠 宴會與會議管理 2 日四技 選修 61 

休閒遊憩管理系 劉曉琪 餐飲安全與衛生實務 2 日四技 選修 41 

休閒遊憩管理系 姜穎 休閒心理與遊憩行為 2 日四技 選修 3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戴貴琴 英文(下) 3 夜四技 必修 60 

財務金融系 游清芳 信託作業實務 2 日四技 選修 41 

會計資訊系 陳富強 高等會計(下) 3 日四技 選修 79 

會計資訊系 賴虹霖 會計資訊系統(下) 3 日四技 必修 52 

商貿外語學院 

國際貿易系 范代志 商用英文寫作 2 日五專 必修 54 

國際貿易系 黃培真 貿易證照測驗與評估 2 日五專 選修 47 

國際貿易系 林峰瑜 貿易資訊系統 2 日四技 必修 58 

國際貿易系 杜芳秋 貿易融資 2 日五專 必修 54 

創新設計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張淑萍 數位學習教學設計 3 日四技  選修 56 

多媒體設計系 張淑萍 數位學習教學設計 2 夜四技  選修 36 

資訊管理系 曹祥雲 產業實務講座 2 日四技 必修 146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蕭玉真 台灣飲食文化 2 日四技 選修 62 

通識教育中心 何瑞萍 電子資源與書刊利用 2 日四技 選修 113 

通識教育中心 林裕淇 
物聯網(IoT)發展趨勢與應

用簡介 
2 日四技 選修 70 

通識教育中心 陳錦珊 英文聖經讀本與生命探索 2 日四技 選修 61 

通識教育中心 鄧碧惠 健康與生活 2 日四技 選修 80 

開課數小計 22 門 修課人數小計 1340 人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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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系所 學制 姓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別 

 商務管理學院 

1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 李美華 國際企業管理 2 必修 

2 會計資訊系 夜四技 蔡建華 
企業資源規劃—財務模

組 
2 必修 

3 會計資訊系 日四技 賴虹霖 會計資訊系統(上) 3 必修 

4 
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 
夜四技 戴貴琴 英文(上) 3 必修 

5 休閒遊憩管理系 日四技 陳鴻彬 生態旅遊實務 2 選修 

6 休閒遊憩管理系 日四技 蔡進祥 渡假旅遊糾紛案例分析 2 選修 

7 休閒遊憩管理系 夜四技 姜穎 觀光休閒傳播 2 選修 

8 休閒遊憩管理系 夜四技 鄭雅馨 休閒產業連鎖管理 2 選修 

 商貿外語學院 

9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 高淑華 商務英文寫作(上) 2 必修 

10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 陳彥碩 日本史地 2 選修 

11 國際貿易系 日五專 范代志 財經英文導讀 2 必修 

12 國際貿易系 夜四技 林峰瑜 貿易資訊系統 2 必修 

13 國際貿易系 日四技 黃培真 國際貿易支付 2 選修 

14 國際貿易系 日五專 杜芳秋 國際貿易法規 2 必修 

 創新設計學院 

15 多媒體設計系 日四技 吳雅仙 動畫表演 3 選修 

16 多媒體設計系 夜四技 吳雅仙 動畫表演 3 選修 

17 資訊管理系 夜四技 曹祥雲 科技法律與倫理 2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18 通識教育中心 日四技 何瑞萍 電子資源與書刊利用 2 選修 

19 通識教育中心 夜四技 林裕淇 
物聯網 (IoT)發展趨勢與

應用簡介 
2 選修 

 合計開課數：19 

附件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