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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 第 1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8 樓第 2 研討室 

主席：陳教務長珠龍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陳芳萍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1) 106 學年度學分學程名稱暨深碗課程修課人數【附件 1 pp. 1-2】。 

調查深碗課程執行狀況及經費預算，請各院秘書協助經費的核銷。 

先導計畫的深碗課程(6 門) 

(會展與活動專案實作，婚慶活動管理實務，休閒體驗與壯遊文化， 
 田野間的課桌，多媒體虛實整合行銷技術，商業模式設計與實作) 

       教卓計畫的深碗課程(7 門) 
       (電子錢包與商圈行銷實務，O2O 電商經營實務，展覽行銷實務， 

拉美經貿整合與投資，國際商務文化及導覽，日潮行銷服務與實務， 
智慧旅遊 App) 

       規劃明年高教深耕的各學分學程深碗課程。 
(2) 102-106 學年度各學程修讀及取證人數【附件 2 pp. 3-7】。 

       配合 12/19 評鑑，11/3 前修讀學程人數要確定，請各系主任注意學程

修讀人數與取證人數。 
       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請商貿外語學院院長了解修讀人數狀況。 
       翻轉農業學分學程，101 級入學生 14 位，但無人取證，請了解原因。 

(3) 各學院學分學程平均取證比率【附件 3 pp. 8-16】。 
(4) 各院應屆畢業生(103 級入學生)學分學程修讀狀況【附件 4 pp. 17-21】。 
(5) 應屆畢業生修讀學程的學分數及協助修讀方法【附件 5 pp. 22-46】。 
    請各學程召集老師輔導學生，輔導的經費需再研究 
    建立學生輔導紀錄，繼續輔導學生，做成資料夾紀錄輔導學生過程 
    請各學程召集人反映需要幫忙的地方    
(6) 修讀學程學生入學管道【附件 6 p. 47】。 
(7) 跨領域學分學程座談會，10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3：30。  

  綜合教學大樓 1 樓 表演廳 

3:30 – 3:50 資管系 吳亦超老師 創新設計學院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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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校學分學程中心 

提案一  

  案由：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業於 106 年 8 月 29 日上午辦理完畢。評鑑結果，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結果及各學分學程評鑑審查意見暨改善

意見彙整【附件 7 pp. 48-69】。 

     學分學程名稱 主辦單位 評鑑結果 

1 會展活動管理(全英文) 企業管理系 通過 

2 e 化財富管理 財務金融系 通過 

3 會議展覽管理 行銷與流通管理系 通過 

4 拉丁美洲商貿 國際貿易系 通過 

5 東南亞商貿 商貿外語學院 通過 

6 日本商貿 應用日語系 通過 

7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資訊管理系 通過 

8 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資訊管理系 通過 

 

二、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規定，評鑑結果「通過」者，仍應針對

評鑑委員所提之改善建議進行一年追蹤管考。 

三、 本案本次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9 月 18 日)，公告前揭評鑑

結果。 

4:00 – 4:20 通識中心 林健群老師 商貿外語學院學分學程 

4:30 – 4:50 企管系 洪大翔老師 商務管理學院學分學程 

參與人數 
學生人數 200 位  
(感謝呂崇富老師，楊雅棠老師，蕭勝華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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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1. 依學分學程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結果「通過」之 8 個學分學程

仍應針對評鑑委員所提之改善建議進行一年追蹤管考。 

        2. 107 學年度學分學程評鑑：跨境電子商務學分學程(104 學年度成立)。 

        3.因政策性推出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現在由國貿系負責，新南向是現

在的發展重點，請向學生宣導此學程。 

        4. 對於評鑑委員的意見，請學程召集老師依照委員的意見，一一做出

反應。 

  

提案單位：王正旭國際長 

提案二 

   案由：國貿系「兩岸商貿學分學程」申請終止學分學程之實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貿系開設之兩岸商貿學分學程因應環境及專業課程發展方向調整，申

請自行停辦，學分學程自行停辦申請表及 104，105 學年度學程修讀人

數【附件 8 pp. 70-73】。 

二、根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 5 條之規定：學分學程設置應由各院學分

學程中心提具學分學程開設規劃書，送發展小組與院、校課程委員會通

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或廢止時亦同。 

三、本案業經商貿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1次院務協調會議通過(106.8.24)，

國貿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8.25)，商貿

外語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追認(106.10.12)。 

 決議：照案通過，請繼續輔導還在修讀學程的學生取得證書。 

 

 

提案三    

案由：「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由國貿系王正旭

副教授擔任學程召集老師，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商貿外語學院106學年度第1次院務協調會議通過(106.8.24) ，

商貿外語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追認(106.10.12)。  

 決議：撤案，請商貿外語學院院長與國貿系主任再行研商本學程負責之召集老

師。 

 

提案單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年燦主任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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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多設系「數位媒體行銷應用學分學程」，擬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開設，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產業趨勢、學生職能發展及課程整體規劃，新增「數位媒體行銷應

用學分學程」【附件 9 pp. 74-76】。本案業經多設系 106 學年度第 1 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106.10.03) ，創新設計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10.11)。 

 決議：撤案，學程的定義是跨領域，課程中感覺不出有跨領域，有點像模組，

請多設系及創新設計學院再重新規劃課程，課程再整合並聚焦。 

      找出特色，規劃深碗課程，擬於 107 學年度新設學程。 

       

提案五 各學分學程增、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應用日語系 鄧敏君主任 

提案  

案由：「日本商貿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本系學生修習「日本商貿學分學程」能提升多元語文能力及使修

課規定更加清楚明瞭，課程異動申請表【附件 10 p. 77】。本案業經

應日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7.25) ，

商貿外語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追認(106.10.12)。 

決議：照案通過，更改其他修課規定，『至少 0 個群組』代表群組內的課程

不需要全部修讀。 

請通識中心主任，課務組組長，思考博雅課程，以自主學習的方式，不一定

要通識課程，將通識課程做成淺碟，根據課程特色，利用暑假或寒假來自主

學習。(優先考量先導計畫的博雅課程) 

 

 

提案單位：資訊管理系 林政錦主任 

提案 

案由：「跨境電子商務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課程異動申請表【附件 11 p. 78】，本案業經資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9.20)，創新設計學院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6.10.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案由：「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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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課程異動申請表【附件 12 p. 79】，本案業經資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9.20) ，創新設計學院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106.10.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案由：「雲端行動應用實務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課程異動申請表【附件 13 p. 80】，本案業經資管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9.20) ，創新設計學院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106.10.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系 劉芬美主任 

提案 

案由：「金融科技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課程異動申請表【附件 14 p. 81-83】，本案業經財金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10.02) ，商務管理學院院課程

委員會議追認(106.10.16)。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