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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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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主席報告 

參、 工作報告 

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檢核與建議 

伍、 提案討論 

陸、 臨時動議 

柒、 主席指(裁)示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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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宣讀上次會議記錄暨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況 

一 

擬修訂本校磨課師課

程學分抵免要點部分

條文，提請審議。 

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送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於奉核後公

告實施。 

二 

本校商務管理學院各

系擬於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3門遠距課

程，提請審議。 

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三 

本校商貿外語學院擬

於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開設 3門遠距課程，提

請審議。 

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四 

本校創新設計學院擬

於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開設 3門遠距課程，提

請審議。 

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五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擬

於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開設 4門遠距教學課

程，提請審議。 

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後，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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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席報告 

參、 工作報告 

一、遠距教學課程 

(一) 本校榮獲教育部「大學深化數位學習與創新應用計畫」補助案，

計劃期程自 108 年 4 月起至 111 年 1 月止（三年期計畫），第 1 年

補助金額為 320 萬，預計發展「邏輯思考應用」、「創新與創業」、

「智慧流通與零售」、「越南語」等四大系列共 14~17 門數位教材。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際開設共 10 門(修課人數共計

524 名)，相關開課資料請參閱附件 A( p11)。 

(三) 自 108 學年度起，擬請各系於進修部 1~3 年級至少開設 3~4 學分

遠距課程(開設於同一年級)，每學年至少規劃 1 門新開設遠距教學

課程。 

(四) 為鼓勵本校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或製作磨課師課程，108 學年

度擬調高新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等教師評鑑加分。 

(五) 高教深耕孫計畫 1-4-1-1-4 編撰數位教材，108 年度 KPI 合計 15

件，其中商務管理學院 5 件、商貿外語學院 4 件、創新設計學院 3

件，敬請各院、系提早籌備與製作。 

(六) 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遠距課程開課人數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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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 17 945 

41 2383 
2 24 1438 

106 

1 25 1454 

47 2794 
2 22 1340 

107 
1 17 1036 

27 1560 
2 1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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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依教育部 108 年 3 月 29 日「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正

條文」（如附件 B，p12）重要條文如下： 

1.第四條第四項 

教學品質經本部依法令規定查核為持續列管或未通過者，於改善

期間不得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2.第七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

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

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前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

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之

一者，學校應將校內遠距教學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之相關規定

報本部審查核准後，始得開設。第一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

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3.第九條 

學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其評鑑

規定，由各校定之。依前項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

年。 

4.第十條 

本部得組成訪視小組，就遠距教學實施成效，至學校進行訪視

或評鑑；其結果有缺失或不符合規定者，應通知學校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其情節，為下列處分： 

 減少其部分或全部之獎勵、補助經費。 

 禁止其開設部分或全部遠距教學課程。 

 停止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其

部分或全部之招生。 

(八) 遠距教學課程課程檢核表參考規範(如附件 C, p13)。 

二、磨課師與數位教材課程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磨課師課程於 Taiwan Life 平台共開設 4 門課

程，至 4 月 18 日止選課人數合計 2,94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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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磨課師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開課平台 授課教師 
修課人

數 

拉美文化與 

西班牙語 

108.3.20~ 

108.5.15 
Taiwan Life 

陳敬忠老師 

馮慕文老師 
827 人 

實用職場 

越南語 

108.3.20~ 

108.5.15 
Taiwan Life 

裴氏越河老師 

倪達仁老師 
649 人 

幸福魔法師 
108.3.20~ 

108.5.1 

Taiwan Life 

(第 3 次開課) 
楊雅棠老師 734 人 

Salad Bowl, 

文化/歐美 

108.3.20~ 

108.5.1 

Taiwan Life 

(第 3 次開課) 

高千文老師 

陳汝珊老師 

陳子周老師 

738 人 

合計 2,948 人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磨課師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開課平台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 

英文「悅」讀-

名人智慧語錄 

107.10.17~

107.12.11 
Taiwan Life 周靜婷老師 10,85 人 

走出校園之-

審計二三事 

107.10.17~

107.12.11 
Taiwan Life 賴虹霖老師 831 人 

踏入職場  

數位十力培養 

107.10.17~

107.12.25 
Taiwan Life 張淑萍老師 1,369 人 

越南走透透 

輕鬆學越語 

107.10.17~

107.12.11 

Taiwan Life 

(第 2 次開課) 

蔡玉鳳老師 

倪達仁老師 
802 人 

合計 4,087 人 

 (二) 106 學年度磨課師開課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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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Edu 楊雅棠老師 4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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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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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d Bowl 

文化/歐美 

107.3.14~1

07.4.24 

Taiwan Life 

(第 2 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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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開課) 

劉基全老師 

范  淼老師 

李銘尉老師 

266 人 

合計 2,657 人 

(四) 辦理 108 學年度本校磨課師課程高中職先修活動，課程開設預定

自 5 月中旬起至八月下旬，開課課程有：Salad Bowl 文化/歐美、

英文「悅」讀-名人智慧語錄、越南走透透 輕鬆學越語、拉美文

化與西班牙語等 4 門，歡迎高中職三年級同學修讀本校磨課師課

程，課程通過者可於錄取本校後辦理學分抵免。 

(五) 107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SPOC平台開設「107學年度總體經濟學」、

「107 學年度微積分(下)」自我學習課程，提供相關學科基礎較為

薄弱同學之線上學習。 

(六) 108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如下： 

課號 課程名稱 教師 備註 

課程 1 初級泰語(一) 張宗傑老師  

課程 2 初級印尼語(一) 林達老師  

課程 3 邏輯思考應用(一) 蔡殿偉老師  

課程 4 職涯發展與求職技巧 
蔡淵輝老師 

李淑媛老師 
 

課程 5 簡報技巧 張淑萍老師  

課程 6 個體經濟學 王麗梅老師  

課程 7 電腦丙級檢定 汪家琪老師  

課程 8 會計丙級檢定 王春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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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OD 課程統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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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VOD教室外，本校每間教室配有數位講桌，

教師可利用數位講桌上之 EverCam 軟體進行授課錄製，錄製後將

檔案轉檔儲存送交數位平台研究室(綜合大樓 7 樓)，由其協助將錄

製之課程檔案上傳至 VOD 課程平台系統，亦可提供同學課後複習

之用。 

(二) 專任教師錄製 VOD 課程評鑑加分說明如下： 

運用課程學習隨選視訊系統(VOD)錄製並上傳授課內容，每學期

每課程錄製達 6 週教學進度單元，每單元合計 40 分鐘以上，並完

成所需要件者，每案加 2 分，每學年以不超過 4 分為原則(使用

EverCam 錄製或桌面錄影，符合本項規範者，亦可加分)。 

(三) 104 學年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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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3,247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02 2,267 

 

四、數位學院推廣 

(一) 為提高數位教學服務品質，本校「數位學院」已於去年暑假進行系

統版本升級，提供更好的操作介面及使用方式，歡迎本校教師多加

使用。 

(二) 數位學院智慧財產權：請老師們上傳數位教材時，多加注意數位教

材是否經過合法授權或為教師自製，若授權已超過期限或未經廠商

授權之簡報檔，請盡速下架以免有侵權之疑。 

(三) 歡迎老師上課時宣導下載使用手機板數位學院：同學(或老師)下載

「旭聯智慧大師」APP，登錄入口網站帳號、密碼，即可隨時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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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致理數位學院」相關功能。 

五、其他與活動辦理 

(一) 辦理教育部大學深化數位學習與創新應用計畫徵件作業(1 月 4 日

~2 月 10 日) 

(二)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數位股長講習會議(2 月 22 日)。 

(三)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學藝股長講習及磨課師選課宣傳

會議(2 月 26 日)。 

(四)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進修部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作

業(2月 25日~3月 8日)。 

(五) 辦理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新版數位學院與VOD教室使用說明會」

(3 月 6 日)。 

(六) 赴教育部「大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徵件案簡報作業(3 月 17

日)。 

(七) 108 年 3 月 21 日(四)與招生處共赴淡水工商學校，洽談高三同學先

修本校磨課師課程規劃與推廣事宜。 

(八) 108 年 5 月 8 日（三）舉辦「製作一門不拉快轉的數位教材」師資

培訓工作坊，歡迎老師踴躍報名參加。 

 

肆、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檢核與建議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共開設 17 門課程，相關資料

請參閱附件 D (p14)。 

二、各課程實施均符合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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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彙整表，如附件 E( p15) 

提案一 

案由：本校商務管理學院各系擬於108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 13門遠距課程，

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1. 企管系開設「生涯規劃」、「資訊科技與應用」4 門遠距教學課程。 

2. 財金系開課「基金管理」、「銀行實務」2 門遠距教學課程。 

3. 會資系開設「企業資源規劃-配銷模組」、「高等會計（上）」2 門

遠距教學課程。 

4. 行管系開設「英文(上)」2 門遠距教學課程。 

5. 休閒系開設「旅遊糾紛與案例分析」、「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連

鎖企業管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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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遠距教學委員會

審查提案。 

二、 本案由商務管理學院於 108 年 4 月 18 日經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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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4 月 15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財金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9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3. 會資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2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4. 行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3 月 29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 

5. 休閒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6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三、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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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校商貿外語學院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10 門遠距課程，如

附件二，提請討論。 

1.國貿系開設「國貿法規」、「財經英文導讀」、「國貿原理與政策」、

「金融市場」、「貿易資訊系統」5 門遠距教學課程。 

2.應英系開設「時事英文閱讀」、「世界英語觀」3 門遠距教學課程。 

3.應日系開設「日本史地」、「日文文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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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遠距教學委員會

審查提案。 

二、 本案由商貿外語學院於 108 年 4 月 18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通過遠距教學課程。 

1. 國貿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0 日經 107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應英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3 月 18 日經 107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 應日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7 日經 107 學年第 2 學期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校創新設計學院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8 門遠距課程，如

附件三，提請討論。 

1. 資管系開設「虛擬實境應用」、「物聯網智能應用」、「科技法律與

倫理」3 門遠距教學課程。 

2. 多設系開設「動畫表演」、「數位學習原理與實務」4 門遠距教學

課程。 

3. 商管系開設「行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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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遠距教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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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提案。 

二、 本案由創新設計學院於 108 年 4 月 18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通過遠距教學課程。 

1. 資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5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多設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3 月 26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3. 商管系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3 月 25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7 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電子資源與書刊

利用」、「健康與生活」、「創意創思*設計提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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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遠距教學委員會

審查提案。 

二、 通識教育中心遠距教學課程於 108 年 4 月 15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決議。 

三、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裁)示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