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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05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綜合大樓 8F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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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工作報告 
一、 目前全校有 16 個學分學程，各學程之召集人如下表。 

學院名稱 學程名稱 
主辦單

位 
系召集人 

院學分學程中心                

執行秘書 

商務管理 

會展活動管理(全英文) 

企管系 

莊惠凱 

鄭雅馨                 
 

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105 new) 

楊雅棠 

e化財富管理 
財金系 

王麗梅 

數位金融 (105 new) 待聘 

網實通路整合 
行管系 

林繼昌 

會議展覽管理 葛致慧 

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 休閒系 鄭雅馨 

商貿外語 

兩岸商貿 
國貿系 

王正旭 

林健群  
拉丁美洲商貿 向駿 

東南亞商貿 應英系 吳榮惠 

日本商貿 應日系 林佩怡 

創新設計 

雲端行動服務暨            
RFID 應用實務 

資管系 

林政錦 

楊凱鳴                                
 

樂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林曉雯 

跨境電子商務 (105 new) 曹祥雲 

跨領域創意創新創業 
商管系 

沈介文 

物聯網應用實務 (105 new) 彭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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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分學程定位：教學部分由系負責，職場訓練由學程負責。 

三、 學分學程行政： 

1. 校級行政工作由校執行秘書負責，院級行政工作由院執行秘書負責，各學程行政工作則請系

召集人負責。 

2. 請各院執行秘書彙整各院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3. 請各系學分學程召集人審查學生是否修習完畢學程，院執行秘書彙整後，由註冊組發學分學

程證書。 

四、  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注意事項：  

1. 各系之應修課目表應註明各院所開設之學分學程，並另外列出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2. 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應包括課程名稱，開課年級，學分數，時數，開課系所，必選修，開課

學期。 

3. 若為新增科目，則須經過校課程委員會，若課程上下學期調整時，授權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

議。 

4. 各系必修學分儘量減少，外系選修須開放，使學生能利用學分學程客製化自己的專業。 

5. 彈性課程(證照，活動，競賽)可以開在學程中。 

6. 請圖資中心協助開課。 

五、  學分學程課程認抵： 

1. 院學分學程之課程即視為該系選修。 

2. 系必選修課程與學分學程課程如雷同，即為相同課程，學程之實習課程應認抵系實習課程。 

3. 請註冊組修改相關的抵免辦法。 

 

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商務管理學院 

提案一 

案由：會展活動管理(全英文)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將實習內容結合業界實習，故將專業必修課程之課程名稱調整如下：  
原訂 

課程名稱 
調整後 
課程名稱 

整合行銷 數位整合行銷 

廣告管理實作 會展科技 

國際行銷管理 目的地行銷與管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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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財富管理能力學分學程更改名稱與增加課程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將實習內容結合業界實習，增加下列選修課程、證照及競賽。  
原訂 

修課規定 
調整後 
修課規定 

原「財富管理能力學分學程」 更名為「e 化財富管理學分學程」 

增加下列選修課程、證照及競賽 數位金融服務  2 學分  (4 下) 

社群媒體行銷    2 學分  (3 下) 

財金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3 下)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師 CFP" 證

照    3 學分 

理財規劃競賽   1 學分 

修課學分原 20 學分 修改為「30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全球運籌管理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將實習內容結合業界實習，故將專業必修課程之課程名稱調整如下：  
原訂 

課程名稱 
調整後 
課程名稱 

國際航空貨運實務 國際海空貨運實務 

物流資訊系統 智慧運籌資訊系統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配合商業 4.0 修改學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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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會議展覽管理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將實習內容結合業界實習，故將專業必修課程之課程名稱調整如下： 
原訂 

修課規定 
調整後 
修課規定 

原「行銷管理」開課系所行管系之 3

學分 

修改為「2 學分」 

原「旅遊行程設計」修課年級 3 年級 修改為「2 年級」 

因 103 學年度會議展覽管理學分學程

評鑑委員意見 

修讀此學分學程之學生，增列「修課

學生必須參加校內外相關競賽、會展

專業實習服務 16 小時或取得會議展

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完成其中至少

一項方能取得學程證明書」之學程取

得門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旅遊規劃與服務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學院整體規劃，故將專業必修課程之課程名稱調整如下： 
原訂 

修課規定 
調整後 
修課規定 

原「觀光行政與法規」開課系所「人

文學群」 

修改為「休閒系」 

原「領隊與導遊實務」開課系所「人

文學群」 

修改為「休閒系」 

原「英語聽講練習(上)」「1 學分」開

課系所「應英系」 

修改為「觀光英文(一)」「2 學分」開

課系所「休閒系」 

原「英語聽講練習(下)」「1 學分」開

課系所「應英系」 

修改為「觀光日語(一)」「2 學分」開

課系所「休閒系」 

原「觀光英語」「2 學分」開課系所「應

英系」 

此門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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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 
修課規定 

調整後 
修課規定 

原「日本文化」「2 學分」開課系所「應

日系」 

修改為「日本商業文化概說」 

原「服務業日語」開課系所「應日系」

修課年級「3 年級」 

修改為「餐飲日語」修課年級「2 年

級」 

原「旅遊英文」 修改為「觀光英文(二)」 

原「觀光日語(一)」修課年級「2 年級」 修改為「觀光日語(二)」修課年級「3

年級」 

原「國際禮儀與接待實務」 修改為「國際禮儀與多元文化」 

原「航空客運與票務」開課系所「人

文學群」 

修改為「休閒系」 

原「旅遊健康評估與管理」開課系所

「人文學群」 

修改為「休閒系」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更改學程名稱加上獎勵旅遊等字。   

 
提案六                                                              

案由：檢陳「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學分學程」新學程，擬於 105 學年度起開設，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因應婚禮與宴會市場專業人才之需求，期以培養優秀具有整合專長的專業婚禮婚宴活動企劃

管理及經營人才，提升婚宴產業之服務價值，創造服務產業優質進化之利基。本學程係依據婚

宴市場之發展趨勢與就業市場需求之脈動進行規劃，目的在培養專業與實務並重之婚禮企劃顧

問實務之專業人才。 

(二)本學程乃為培養婚慶服務經營管理專長之聚焦人才，課程規劃以企業管理基礎課程為要，婚顧、

婚禮、喜宴技術操作課程為綱。本學程課程規劃分為三部分：核心基礎必修課程、專精選修課程、

彈性課程等，詳如學程申請書，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此學程由企管系負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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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檢陳「數位金融學分學程」新學程，擬於 105 學年度起開設，請  審議。 

說明： 

必修-數位金融發展趨勢(任選 1 門)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開課年級 開課學期 

數位金融服務 2 財金系   

互聯網金融 3 資管系   

必修-社群行銷(任選 1 門) 

金融行銷 2 財金系 3  

社群媒體行銷 2 財金系   

網路行銷 3 資管系 2  

網路行銷 3 行管系 3  

必修-數位分析(任選 1 門) 

財金大數據分析 2 財金系   

大數據網路行銷實務 3 資管系   

統計套裝軟體 2 企管系   

選修 

國際金融 3 財金系 3  

金融市場 2 財金系 1  

數位金融能力檢定 3 財金系 3  

數位金融研討與競賽 3 財金系 3  

服務業行銷管理 3 企管系 4  

行銷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3 行管系 3  

行銷企劃實務 2 行管系 3  

行銷研究 3 行管系 3  

行銷資訊系統 2 行管系 4  

統計學 3 財金系 2  

應用統計 3 資管系   

統計分析方法 2 會資系   

財務稽核 2 財金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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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技術應用 3 資管系   

雲端運用管理 3 資管系   

財金資訊系統 2 財金系 3  

支付系統 2 財金系   

財金電子商務 2 財金系 1  

第三方支付 3 資管系   

資訊安全管理 3 資管系 3  

網路安全管理 3 資管系   

行動商務安全 3 資管系 3  

金融應用程式設計 2 財金系   

社群媒體語意分析 2 財金系   

金融 APP 實作 2 財金系   

博雅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開課年級 開課學期 

企業社會責任投資 2 財金系 2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 2 財金系 4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2 行管系 4  

決議：照案通過，此學程由財金系負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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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商貿外語學院 

提案一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所轄四門學分學程課程科目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本院所轄四門學程課程主辦科系調整後，分別是兩岸商貿歸屬國貿系，東南亞商貿歸屬應

英系，拉美商貿續留國貿系，日本商貿續留應日系負責。 

(二) 四門學程召集人分別是兩岸商貿為國際處王正旭處長，東南亞商貿為應英系吳榮惠老師，拉美

商貿為國貿系向駿老師，日本商貿為應日系林佩怡老師。 

(三) 各學程歸屬各系負責，也將由各系召集人主導課程調整。配合 105 學年度應修科目表的修訂，

各學程課程一併檢視修改。 

(四) 本院所轄四門學分學程課程，皆為區域經濟商貿類性質，但各門學程間的區域特色不明顯。為

強調各學程間區域特色，因此增設各區域「實務類課程」。將原本歸類在「國際商貿類課程」

中，具有地區性質的課程統一集中於此，凸顯該學程特色，並規定「實務類課程」至少須修習

1門。 

(五) 為求本院所轄四門學程課程統一規劃，將調整現有各學分學程課程分類為:必修課程，應用外

語類課程(兩岸商貿除外，其他三門外語學程皆設置)，區域實務類課程，國際商貿類課程，跨

境實習類課程和博雅課程等六大類。 

(六) 各學程課程增修調整，以 105 學年度應修科目表為參考，若本校無開授相關課程，亦先提報課

程科目，後續再聘任相關師資。 

(七) 本院所轄四門學分學程課程修訂如附件 2，異動處皆以紅字標示。     

決議：  

1. 國際禮儀的名稱建議加上跨文化。 

2. 多益的課程名稱建議更改為國際職場溝通英文。 

3. 學程名稱建議加上數位，網路。 

4. 其他商業貿易相關課程，建議加上商業情報(Business Intelligence)為內涵。 

5. 上述課程修正後送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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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創新設計學院 

提案一                                                              

案由：本院「跨境電子商務學分學程」課程內容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阿里巴巴企業於104-2學期辦理「阿里在致理」實習，為將實習內容結合業界實習，故將「跨

境電子商務學分學程」專業必修課程之課程名稱調整如下： 
調整 
級別 

原訂 
課程名稱 

調整後 
課程名稱 調整原因說明 

101級 平台基礎課程(2 學分) 

阿里跨境電子商務實習 

(產業實習(一)(二)) 

(9學分) 

「跨境電商學分學程｣

為因應與阿里集團首次

合作實際作業之需求，

調整課程名稱，使該實

習課程得以顯示於畢業

成績單內，以利同學將

來就業佐證資料之呈

現，並可提升同學就業

競爭力。 

101級 平台進階課程(2 學分) 

101級 詢價信管理(2 學分) 

101級 潛在客戶開發與管理(2 學分) 

101級 平台營運數據分析與效益成

本管理(2 學分) 

101級  
電商成果發表競賽 

(1學分) 

(二) 為讓本學期阿里實習同學順利修讀「跨境電子商務學分學程」，故修課規定內容調整如下： 
 調整 
級別 

原訂 
修課規定 

調整後 
修課規定 

101級別 

學分學程分為核心必修、應用課程及

博雅課程。其中專業必修為學程核心

課程；應用課程共 4 類，每類至少選

讀 1 門；博雅課程必須修習 1 門。 

學分學程分為核心必修、應用課程及

博雅課程。其中專業必修為學程核心

課程；應用課程(專業選修課程)共 4

類，至少須選讀 3 類且每類各 1 門；

博雅課程必須修習 1 門。 

(三) 資訊管理系於105年1月14日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業經提案討論並通

過。 

(四) 該學分學程課程調整僅適用104-2學期之實習學生，於105學年度則仍依學分學程原規劃推行。 

決議：照案通過，｢阿里跨境電子商務實習｣課程之師資相關資格，宜多注意，本學程為 105 入學新生適用，

建議取消阿里兩字，課程將更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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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院「樂活農業學分學程」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結合產業專業發展脈動，強化學生就業學習所需技能，並確實呈現學分學程特色，將更名為

「樂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學分學程」。 

(二) 資訊管理系於105年4月1日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業經提案討論並通

過。 

決議：原則通過，學程名稱具時尚感，但是否能順利招生開課，尚待觀察，建議多加宣傳。 

 

提案三 
案由：本院新增「物聯網應用實務學分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產業趨勢、學生職能發展及學院整體規劃，新增「物聯網實務應用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課

程規劃如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此學程由商管系負責開課。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