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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第 2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20 

地點：忠孝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教務長珠龍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鄭來宇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4 月 8 日會前會微學程相關資料： 

一、修訂「致理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微學程學分數修改為 9-12 學分。有鑑於第一年試行微

學程，故整併與新提出後總數不得超過原 16 個(商管 7 個、商貿 4 個、創設 5 個)，但通識中心

不受此限，可提出 2-3 個新設微學程。 

二、修訂「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辦法」微學程與學分學程同，仍維持同一時期內以一學程為限，待系

統技術上可行性能處理讓學生修習多個微學程後，再來修正條文。微學程證明書由院發予外，

校成績單與畢業證書也應註記修研證明，模組證書也可規劃由系頒贈。 

三、增進學生修研微學程動機與配套措施，授權由系主任與院長討論微學程組成之科目，學分數以

9-12 學分為限。先行一個模組加一個微學程 and/or 學分學程。  

四、一個學分學程不限只有一個深碗課程，可設置多個深碗課程。每個微學程鼓勵內含一個深碗課

程。 

五、因微學程設立，原「致理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 8 條與第 9 條調整修正，第 8 條每三

年接受學程評鑑一次是否適用於微學程，將於 4/22 學程學程發展小組會議提出討論。第 9 條取

證人數計算維持原法，待實行後視情況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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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商務管理學院 

 

提案一 

案由：「會議活動管理(全英文)」、「會議展覽管理」、「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e 化財富管理」及

「金融科技」擬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場，並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止招生，提請討

論。 

說明： 

一、鑒於「會議活動管理(全英文)」及「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同屬 MICE 領域；「e 化財富管理」

及「金融科技」同屬 FinTech 領域，須具備之基礎能力類似，學院於 3 月 5 日及 3 月 11 日邀請

各學分學程召集人與各系主任，召開學分學程整並協調會議。 

二、會中討論因應新學程設立及避免學程內容重複性太高，擬將現行「會議活動管理(全英文)」、

「會議展覽管理」、「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e 化財富管理」及「金融科技」五項學程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場，並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止招生，為顧及既有學生權利，學程資訊

將暫時保留於校務系統上，改由新規劃之學程賡續推動。 

三、本案業經商務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序

號 

學程名稱 微學程 深碗課程 

1 

MICE (1) 會展行銷實務 

(2) 獎勵旅遊 

(3) 會議活動管理 

(1) 展覽行銷實務(1081) 

(2) 獎勵旅遊體驗活動實務(1081) 

(3) 活動管理專案實作(1082) 

2 

FinTech (1) 智能投資創新 

(2) 大數據與金融監理 

(3) 金融數位行銷 

(4) 高資產財富管理 

(1) 機器人理財實作(1081)  

(2) 洗錢防制法遵機器人查核程式開發實作(1081) 

(3) Google Analytics/AdWords 操作實務(1081) 

(4) 資產管理系統實作(1081) 

3 
服務創新商業

模式 

(1) 商業模式創新創業 

(2) 商業模式管理實務 

服務商業模式創新(1091) 

4 

幸福產業婚慶

服務經營管理

(課程異動) 

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婚慶活動管理實務(與 107 學年度相同)(1081) 

5 
網實通路整合

(課程異動) 

新零售營運 O2O 電商經營實務(與 107 學年度相同)(1081) 

6  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 低碳輕飲食與共享平台(1091) 

7  記帳士培育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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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MICE」、「FinTech」及「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學分學程，提

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會展產業、金融科技產業及服務業產業創新發展及人才需求，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

設新學分學程「MICE」、「FinTech」及「服務創新商業模式」。 

二、邀請葛致慧老師擔任「MICE」學程召集人、郎一全老師擔任「FinTech」學程召集人、倪達仁

老師擔任「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學程召集人，同時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展開學程招生作

業。 

三、於「MICE」學程項下，同步開設「會議活動管理(全英文)」、「會展行銷」及「獎勵旅遊規劃與

服務」三項微學程；「FinTech」學程項下，同步開設「智能投資創新」、「大數據與金融監理」、

「金融數位行銷」及「高資產業財富管理」四項微學程；「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學程項下，同步

開設「商業模式創新創業」及「商業模式管理實務」兩項微學程，供學生自行選擇要修滿學分

學程課程（20~24）學分，或僅修習微學程課程（9~12 學分）再搭配各系課程模組，以取得畢

業資格門檻。 

四、本案業經商務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提案三： 

案由：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設「創意飲食」及「記帳士培育」兩項微學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低碳飲食文化推動及記帳人才培育需求，擬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微學程「創意飲

食」及「記帳士培育」。 

二、邀請鄭雅馨老師擔任「創意飲食」召集人、高麗萍老師擔任「記帳士培育」召集人，同時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展開微學程招生作業。 

三、本案業經商務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3。 

決議：建議將「創意飲食」微學程更名為「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提案四： 

案由：因應新學分學程與微學程之設立，規劃開設深碗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MICE」、「FinTech」及「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學分學程，以及「創意飲食」及「記帳士

培育」微學程之設立，規劃開設相對應之深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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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商務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提案五 

案由：「網實通路整合」及「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學分學程提出課程異動申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網實通路整合」學分學程提出更改課程選別，將「O2O 電商經營實務」從選修改為必修；

「全球運籌管理」及「網路行銷」從必修改為選修，並命名該學分學程下之微學程名稱為「新

零售營運微學程」。 

二、「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學分學程為配合下設微學程，提出調整開課學期、新增全英文

授課課程即完成該學程之修業規定辦法等課程增修，並命名該學分學程下之微學程名稱為「婚

慶服務經營管理微學程」。 

三、本案業經商務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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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商貿外語學院 

序號 學程名稱 微學程 深碗課程 

1 區域商貿 (1) 拉丁美洲商貿 

(2) 東南亞商貿 

(3) 日本商貿 

(4) 智慧商貿 

(5) 國際服務業管理 

(1) 拉美經貿整合與投資(1081) 

(2) 東南亞政經發展與台商投資(1081) 

(3) 日潮行銷服務與實務(1081) 

(4) 數位行銷與關鍵字策略(1082) 

(5) 服務企劃與實作(1082) 

2 國際空勤服務  空勤服務管理實務(1082) 
 

提案一 

案由：申請停辦學分學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院擬停辦「日本商貿學分學程」、「拉丁美洲商貿學分學程」、「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擬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場，並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止招生，為顧及既有學生權利，學程

資訊將暫時保留於校務系統上，改由新規劃之學程賡續推動，提請討論。 

二、本案業經商貿外語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6。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提案二 

案由：本院新增學分學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發展學院特色與落實適性發展，本院擬新增「區域商貿」學分學程，依據學分學程開設規劃

書，建議新增相關的院選修課程。 

二、本案業經商貿外語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提案三 

案由：申請開設「東南亞商貿」、「拉丁美洲商貿」、「日本商貿」、「智慧商貿」、「國際服務業管理」

微學程及深碗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發展學院特色與落實適性發展，本院擬新增五個微學程。 

二、本案業經商貿外語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8。 

決議：建議新增 2 門深碗課程：數位行銷與關鍵字策略，服務企劃與實作。此深碗課程擬於 108 學

年度第 2 學期開始招生(對象為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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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創新設計學院 

序

號 

學程名稱 微學程 深碗課程 

1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課程異動) 智慧雲端行動科技 智慧科技應用(深)(1081) 

2 翻轉農業明日餐桌(課程異動) 明日餐桌 
田野間的課桌(深)(與 107 相
同)(1081) 

3 跨境電子商務 多元文化跨境電商虛實整合 
多媒體虛實整合行銷技術(深) (與
107 相同)(1081) 

4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實務(深) (與 107

相同)(1081) 

5 創業家能力(課程異動) 創業家能力 
服務業設計思考(深) (與 107 相

同)(1081) 

6  新媒體傳播 
多媒體虛實整合行銷技術(深)(與

107 相同)(1081) 

 

提案一 

案由：本院各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各學分學程配合產業需求、職能發展及課程修讀之推動，經院學分學程課程小組會議(107.2.26)

討論通過、院課程委員會會議(108.4.18)討論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院各學分學程深碗課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各學分學程配合產業需求、職能發展及課程修讀之推動，經院學分學程課程小組會議(108.2.26)

討論通過、院課程委員會會議(108.4.18)討論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10。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提案三  

案由：本院新增微學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學院為鼓勵同學跨領域修讀，提升跨域專長，由各學分學程召集人從學分學程課程規劃中，以

核心課程規劃 9-12 學分之微學程，本案經院學分學程課程小組會議(108.4.8) 、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108.4.18)討論通過，申請表如附件 11。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提請會議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