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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課程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會議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20 分整 
會議地點：忠孝大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林教務長國榮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紀錄：吳依芳 

壹、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校外委員撥空參加本次會議。本校一路走來聚焦商務，同時也隨著

時代的脈動，逐步作智慧化轉型，未來學校發展重點與特色「智慧商務，智慧生

活」都要勞請今天與會之專家為我們提點，透過課程改革能夠落實在教學，讓學生

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能夠成長及茁壯，敬請校外專家能惠賜卓見，讓我們在課程精

進上能更完善。 

貳、宣讀前次會議紀錄暨決議執行情形： 

案序 提案單位 提案決議內容 摘要 執行情形 

一 創新數位教學
中心 

案由：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開設 68
門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商務管理學院 

案由：修訂本院各系 109 級應修科目表學院
必修「會計學」開課學期及課程名稱，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實
施。 

三 商務管理學院 

案由：修訂本院企管、財金及會資系各學制
105-109 級應修科目表之「產業實務講座」
課程異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實
施。 

四 商務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與舊金山州立大學雙聯學制辦理
跨國雙學位，及訂定雙學位制課程，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五 商務管理學院 

案由：會計資訊系依據 ACCSB 專家意見，
修訂日、夜四技人才培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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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序 提案單位 提案決議內容 摘要 執行情形 

六 商務管理學院 

案由：商務管理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
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
完成課程修訂。 

七 創新設計學院 

案由：創新設計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
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
完成課程修訂。 

八 商貿外語學院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調整院必修課程開課時
序案，提請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
完成課程修訂。 

九 商貿外語學院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
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
完成課程修訂。 

十 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選修課程開
課科目，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本案業經教務會
議備查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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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課務組 

(一) 防疫重要教學措施 

1. 請各任課教師預先安排 14 天之線上學習規劃與輔導措施(於致理數位學院實

施) 記載於「教學計畫表之備註欄」， 並於第 1 次上課時即告知全班同學，

如遇停課時，即依此線上學習方式完成學習進度，並作為評量之參考。 
2. 本學期授課時仍請落實教室門窗不緊閉，保持通風。 
3. 防疫情間請同學配戴口罩上課。 
4. 平日上課期間，如遇有同學臨時發燒之情形，除由健康中心協助關懷檢疫處

理與追蹤外，並 立即啟動更換教室上課及原教室消毒作業。 
5. 超過百人以上超大班，改採拆班直播教學方式授課。 

(二) 課務相關事項： 

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課程開設狀況 
本學期共開設必選修課程 1,942 門，其中日四技、日二技、五專部計 1,410 門，
各學制課程開設狀況如表 1~4： 

表 1： 106 學年度~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本各學制課程開設統計表 

學制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選別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日四技 755 422 585 365 725 387 529 394 683 404 533 414 611 416 

日二技 23 23 17 12 23 21 18 12 23 20 18 10 24 16 

日五專 271 67 281 53 281 61 289 48 283 55 299 48 280 63 

夜四技 289 142 243 145 286 141 245 139 283 144 230 154 282 132 

碩士班(日/夜) 27 14 13 15 29 14 14 16 25 16 11 16 19 13 

日四技(產學) 6 4 6 4 6 3 5 2 1 0 1 0 0 0 

雙軌學制 40 16 34 19 28 22 23 23 16 13 13 10 11 12 

陸生短期專班 3 4 3 2 3 3 2 3 3 2 0 0 0 0 

自辦專班(四技) 25 17 22 16 30 10 25 15 26 17 22 19 23 16 

國際產學合作班 14 0 14 2 19 10 13 3 17 5 16 4 15 6 

四技在營專班(軍) 0 0 0 0 6 1 6 1 5 0 3 0 3 0 

全校總計 1453 709 1218 633 1436 673 1169 656 1365 676 1146 675 1268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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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6~108 學年度 各學制課程選別開設統計表 

學制 106 107 108 106 107 108 106 107 108 

選別 必修 選修 合計 

日四技 1,340 1,254 1,216 787 781 818 2,127 2,035 2,034 

日二技 40 41 41 35 33 30 75 74 71 

日五專 552 570 582 120 109 103 672 679 685 

夜四技 532 531 513 287 280 298 819 811 811 

碩士班(日夜) 40 43 36 29 30 32 69 73 68 

表 3：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各系日四技必、選修課程開設狀況與平均修課人數表 

學系 在學人數 
必修課程

數 
選修課程

數 
總開課數 

選修課程

人數 
選修課程 
平均人數 

企管系 699 50 34 84 1,891 55.6 

財金系 673 53 33 86 2,067 62.6 

會資系 659 59 22 81 1,155 52.5 

行管系 478 37 24 61 1,179 49.1 

休閒系 403 33 20 53 1,021 51.1 

國貿系 634 74 23 97 1,355 58.9 

應英系 625 74 33 107 1,292 39.2 

應日系 448 52 21 73 822 39.1 

資管系 679 54 23 77 1,190 51.7 

商管系 431 43 22 65 884 40.2 

多設系 475 43 18 61 879 48.8 

合計(平均) 6,204 572 273 845 13,735 50.3 

表 4：109 學年度第 1 學 日四技其他選修課程開設狀況與平均修課人數表 

課程別 選修課程數 選修課程人數 選修課程平均人數 

通識選修 79 5,320 67.3 

體育選項 13 730 56.2 

第二外語 28 1,883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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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別 選修課程數 選修課程人數 選修課程平均人數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9 787 87.4 

商管學院 9 392 43.6 

商外學院 12 709 59.1 

創設學院 6 297 49.5 

2.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作業參考時程如下： 

序號 預計完成日期 作業內容 備註  

1 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2 9 月 28 日 (一) ~ 11 月 5 日(四) 各系預定完成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系統開課、配課作業 

 

3 11 月 9 日(一) ~12 月 11 日(五) 課務組排課作業  

4 12 月 14 日(一) ~12 月 15 日(二) 預先提供課表予各系參考  

5 12 月 16 日(三) ~ 12 月 18 日(五) e-mail 通知教師、配課及調課異動申請  

6 12 月 21 日(一) 系統轉檔及檢查作業  

7 12 月 22 日(二) 12:00 開放全校課表查詢  

8 12 月 23日(三) ~ 12月 30 日(三) 第 1 階段選課作業  

9 12 月 31 日(四) ~ 1 月 4 日(一) 各系科第 1 階段選課抽籤作業  

10 1 月 5 日(二) 公告第 1 階段抽籤結果  

11 1 月 6 日(三) ~ 1 月 18 日(一) 第 2 階段選課作業  

12 1 月 19 日(二) ~ 1 月 20 日(三) 畢業班提前辦理人工加選作業 
(含跨進修部選課) 

 

13 1 月 26 日(二) 公告第 2 階段開課結果  

14 2 月 17 日(三) ~2 月 18 日(四)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延修生

提前選課 
 

15 2 月 19 日(五) ~2 月 26 日(五) 第 3 階段選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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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排課作業期間，煩請各系再次校對各系各級別開課是否正確無誤。 
 開課時請務必輸入正確「課程英文名稱」，以利製發英文成績單。 
 課表公告後，若無特殊原因，請勿更換授課教師。 

3. 中、英文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表上傳 
(1) 配合課程大綱的更新，中、英文版課綱請各系一併完成修訂，並送系級課程

委員會討論與通過。 
(2) 教師應依課程綱要擬定教學計畫表，請各系協助轉知系內專、兼任教師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表，務必於 12 月 21 日(一)前上傳完畢，教務處將

提供未上傳教師名單予各系主任參考。 

4. 預備研究生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階段選課開始(12 月 23 日)即接受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申請，申請資格為最近兩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者。請兩研究所配合修訂

「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並積極進行宣傳作業。 

(三) 各系課程執行與教學品保 

1. 課程規劃重要原則 
(1) 四技部 

A. 鼓勵跨域學習，增設微學程 
本校 109 學年度開設 13 個學分學程與規劃 24 個微學程，相關資料如(六)
學分學程課程資訊。 

B. 持續推動聚焦學習，優化課程模組 
相較於跨域學習之微學程，各系的課程模組則是以聚焦學習為目的，兩

者均鼓勵，並力求平均，各模組課程學分數以 16 學分為上限。 
C. 調整畢業門檻以落實跨域聚焦並重之精神 

自 108 級起各系應修科目表畢業門檻調整為： 
(I) 1 個課程模組+1 個微學程，  
(II) 1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D. 推動英語能力提升 
為提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109 學年度大二國際職場英文仍持續調整為

2 學分/3 小時課程(增加 1 小時授課)，並鼓勵各系(院)開設全英語教學課

程。 
E. 課程分流、大班會考 

商務管理學院、商貿外語學院之學院基礎必修課「經濟學」、「管理學」

實施大班授課與分級教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商務管理學院-「經濟學」課程共開設 6 大班 1 小班

(小班為全英語教學)，商貿外語學院-「管理學」課程共開設 4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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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專部 
A. 課程規劃符合 108 課綱 

遵循 108 課綱，各科五專部前三年課程須依八大領域 32 學分規劃，且五

專一年級每學期時數請符合至少 28 學分，但不得多於 31 學分。 
B. 導入 108 課綱之強調自主學習 

109 學年度五專一年級持續開設「彈性學習」課程(0 學分 5 小時)，時段

為週一至週五早上第 1 節課。 
C. 落實基礎能力紮根 

持續推動五專一年級會計和電腦融入丙級檢定輔導。 
2. 課綱外審 

109 學年度經 36 位校外委員審查，共計完成 68 門課程課綱外審作業(每系至

少 5 門)，外審委員意見經系課程會議討論後，請納入未來各系課程規劃與

UCAN 職能之對應。 
3. 課程規劃流程 

(1) 請各系嚴守課程規劃流程，並於期限內配合辦理。如有任何課程異動，

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可受理。 
(2)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異動，請於 5 日內填具課程異動單，並加註英

文課程名稱，再送課務組辦理。 
4. 師資排配相關規定 

(1) 務必符合本校教師鐘點之規範 
依教師配課排課要點，109 學年度本校專任教師基本鐘點與可超鐘點規

定如下： 

類別 適用教師 時數 

基本鐘點 
專任/專案教師 依教師職級 8~11 小時 

兼行政一、二級主管 依行政職級 0~6 小時 

可超鐘點 全體教師(含行政主管) 3 小時 

外加鐘點 全體教師 符合規定之外加鐘點 

校外兼課 全體教師 0~4 小時 

一般教師 教學總負荷量不得超過【16 小時-減授鐘點數】 

兼行政一、二級主管 教學總負荷量不得超過【12 小時-減授鐘點數】 

注意事項 

1.專任教師上、下學期之基本時數均不得有不足之情形。 
2. 109 學年度起產業學院客製化課程，除計畫主持人可

外加 1 門課外，其餘均併入教師授課鐘點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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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適用教師 時數 

3.自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申請進修部遠距教學授課教

師，該課程可採計為外加鐘點課程，並以 1 門為限。 

(2) 請注意部分課程師資有特殊規定： 
A.大二國際職場溝通英文授課教師必須具備 TOEIC 金級證書； 
B.大一基礎電腦課程授課教師必須通過乙級「電腦軟體應用」檢定； 
C.統計與大數據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必須出具 16 小時大數據相關研習證

明。 
(3) 師資排配應考量教師的教學評量，專任教師如前一學期教學評量未通過

者，不應超鐘點或校外兼課，請各系配合。 
(4)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申請，請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要點」

辦理。 

(四) 排考作業與考試相關規定： 

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  

項目 週次 考試日期 

期中考試週 10 11 月 16 日(一)~20 日(五) 

期末考試週 18 1 月 11 日(一)~15 日(五) 

2. 全校課程除五專部一至三年級部分課程共同會考外，其餘採考試當週隨堂測

驗，五專部共同會考之科目如下： 

五專部 會考科目(教務處排考) 其他科目 

一年級 國文、英文、數學 隨堂考試 
(授課教師 
自行監考) 

二年級 國文、英文 

三年級 國文、英文 

3. 考試注意事項 
(1) 請任課教師務必於期中、期末考試當週實施測驗評量，勿自行提前考試日

期。 
(2) 請所有課程任課教師(含會考課程)，試題均以「A、B 卷」命題，並請嚴格

監考。 
(3) 請任課教師於監考時，協助落實「期中、期末考試學生不得攜帶手機應試」

之規定，並於考前向同學宣導，考試作弊以大過處分，該次成績以零分計

算，且無法申請「補過銷過」，請同學務必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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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學期課程期末考試因時間無法配合外，期中考試或學年課程期末考試均

建請教師於考試後，確實將試卷發還學生做檢討及訂正，以給予學生再學

習的機會。 
(5) 欲申請同時以報告取代期中、期末考筆試之課程，除於「教師課程資訊系

統」之教學計畫表中進行設定外，請授課老師提前填寫紙本申請書，經各

開課系科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才可執行。 
(6) 凡申請專業課程非筆試取代期中、期末考之課程，於校訂考試週亦須照常

上課或實施相關評量活動，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五) 課程面各項計畫之推動： 

1.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案計 33 門課程，經審查會議審查

後共通過 25 門 課程。 
2. 彈性課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彈性課程共計有 43 門 課程通過審查，第 2 學期彈性課

程申請於 10 月 23 日(五)截止收件。 
3. PBL 課程 

(1) 請各系以深度學習為目標，於模組內分別規劃至少 1 門符合 PBL 精神之

特色課程，並回報課務組，俾利長期追蹤學生學習成效。 
(2) 各系執行 PBL 課程如需申請經費補助，請依教學發展中心公告辦理。 
(3)  PBL 課程可依教學規劃申請彈性課程，但不以彈性課程為限。 

4. 五專部電腦和會計課程結合丙級檢定 

107~108 學年度五專部一年級電腦丙級和會計丙級檢定通過比率如下： 

班級 一企 1 一金 1 一會 1 一國 1 一英 1 一英 2 

學年度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電腦丙級 77% 45% 83% 65% 77% 63% 95% 41% 86% 71% 95% 63% 

會計丙級 34% 45% 38% 54% 58% 57%       

5. 本校教師申請執行各類型計畫課程，開課人數下限均請依本校「課程開設辦

法」實施，開課人數標準如下： 

(1) 專科部課程：最低開課人數為 25 人。 
(2) 大學部課程：系訂專業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以課程開設級別之班級數為

基準，單班至少須 20 人 、雙班至少須 25 人 、三班至少須 30 人 始得開

課。 
(3) 通識選修課程擬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課人數下限由 40 人調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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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 

6. 學術倫理課程 
   為落實本校有關學術倫理之推動，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擬規劃「學術

倫理」課程列為必修 0 學分，並於一年級上學期實施(五專部於四年級實施)，
相關配套措施已由教學發展中心規劃中。 

(六) 學分學程課程資訊： 

1. 109 學年度學分學程開設如下： 

編號 學院 學分學程名稱 學分數 召集人 

1 

商務管理學院 

MICE 雙語  20 葛致慧 

2 FinTech 20 郎一全 

3 服務創新商業模式  20 吳宜靜 

4 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20 洪大翔 

5 網實通路整合  20 陳桂嫻 

6 

商貿外語學院 

區域商貿  22 林郁芬 

7 國際空勤服務 22 關芳芳 

8 外貿數位科技  20 何素美 

9 

創新設計學院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20 黃信博 

10 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20 林曉雯 

11 跨境電子商務  20 蘇啓鴻 

12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20 陳明郁 

13 創業家能力  20 沈介文 

2. 109 學年度微學程開設如下： 

編號 學院 微學程名稱 學分數 召集人 

1 

商務管理學院 

會展行銷實務  10 葛致慧 

2 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  12 詹悉珍 

3 智能投資創新應用  9 李世欽 

4 大數據與金融監理  9 陳富強 

5 金融數位行銷  9 陳佳雯 

6 高資產財富管理  9 沈穎倫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mice0527.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1/fin060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253911966.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916828896.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492534890.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47480587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90944856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32969151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33603288.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814278065.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20411409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438859794.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90029139.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228086179.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793920336.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52912807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620298809.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9089279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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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微學程名稱 學分數 召集人 

7 商業模式創新創業  12 吳宜靜 

8 

商務管理學院 

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9 洪大翔 

9 新零售營運  10 陳桂嫻 

10 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  12 鄭雅馨 

11 記帳士培育  12 高麗萍 

12 整復推拿調理養生  9 呂宜蓉 

13 橘色產業服務  11 楊雅棠 

14 

商貿外語學院 

拉丁美洲商貿  12 向駿 

15 東南亞商貿  12 王珍一 

16 日本商貿  12 倪家珍 

17 智慧商貿  12 姚政文 

18 

創新設計學院 

智慧雲端行動科技  11 黃信博 

19 明日餐桌  10 林曉雯 

20 多元文化跨境電商虛實整合  10 蘇啓鴻 

21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10 陳明郁 

22 創業家能力  10 沈介文 

23 新媒體傳播  10 林子忻 

24 全方位整合性行銷  10 樊祖燁 

二、進修部課務組 

(一)本學期進修部期中、期末(畢業)考試日程如下： 
 

     日期 
考試類別 考試日期 考卷印製申

請 成績上傳期限 成績修正期限 

期中考 11/16(一)~11/20(五) 考試前 

(請至「教材
試卷列印系
統」填寫申請
單後，親自至
數位輸出中心
進行印製) 

11/29(日)前 12/6(日)前 

期末考 1/11(一)~1/15(五) 1/20(三)前 1/24(日)前 

備註 請勿提前考試 請至「教師課程資訊系統」內完 
     成績登錄，並按「確認鍵」。 

(二)請授課教師依學校行事曆表訂日期辦理期中、期末(畢業)考試，切勿提前辦理考試。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886952708.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715239711.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37047412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596742929.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65539448.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3510654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49022217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43307610.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780833062.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420311646.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680305874.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395770634.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447022237.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732395456.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346427807.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64410903.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1/140246237.pdf
https://aa100.chihlee.edu.tw/var/file/2/1002/img/802/179139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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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課程安排以非筆試取代期中(末)考試者，期中(末)、畢業考試當週亦不得停課。另

請老師切勿交由 TA 代為監考。進修部課務組將安排人員瞭解期中(末)考試辦理情形。 

(三)轉學生、復學生或期中考試成績欠佳者，可協助申請「同儕輔導」。請老師推派小老

師，並請同學依規定至進修部課務組提出申請 

(四)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四技各系必選修開課平均人數如下表： 

科系 選別 開班數 平均修課人數 系平均修課人數 

企管系 
必修 34 62.35 

65.60 
選修 14 73.50 

財金系 
必修 37 53.59 

54.52 
選修 11 57.64 

會資系 
必修 18 39.56 

39.58 
選修 8 39.63 

行管系 
必修 29 66.69 

64.44 
選修 10 57.90 

休閒系 
必修 16 53.94 

53.87 
選修 14 53.79 

國貿系 
必修 20 55.85 

53.93 
選修 8 49.13 

應英系 
必修 22 55.73 

54.86 
選修 7 52.14 

應日系 
必修 17 56.65 

51.90 
選修 12 45.17 

資管系 
必修 17 64.59 

61.35 
選修 9 55.22 

多設系 
必修 26 56.19 

55.62 
選修 11 54.27 

通識 選修 20 72.05 72.05 

三、創新數位教學中心 

(一) 遠距教學課程 

1. 經審議通過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實際開設共 68 門(修課人數

共計 4,565 名)。 
2. 自 109 學年度起，擬請各系於進修部 1 年級至少開設 3~4 學分遠距課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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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同一年級至少開設 6~8 學分遠距教學課程。 
3. 為鼓勵本校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109 學年度調整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門

檻，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兩門遠距教學課程(一門進修部課程加一個日間部

課程，或兩門進修部課程)為限。 
4. 105 學年度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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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 

47 2835 
2 22 1326 

107 
1 17 1036 

27 1560 
2 10 510 

108 
1 34 2105 

66 3840 
2 32 1735 

(二)遠距教學課程申請與實施機制 

1. 109 學年度起調整之「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流程」與「遠距教學課程實施階段檢核流

程」，詳如附件 1。 

(三)磨課師課程實施 

1.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於致理磨課師平台共開設 6 門磨課師課程，選課人數合計

6,010 人次，完課並通過人數合計 1,319 人次。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授課教師 
修課 
人數 

通過 
人數 

旅遊泰語一把罩 
109.3.18~ 
109.5.20 

徐慶忠老師 908 人 185 人 

圓夢計畫─實踐創業

管理 
109.3.18~ 
109.5.20 

劉基全老師 1052 人 245 人 

程式應用與 AI 
109.3.18~ 
109.5.20 

蔣德威老師 922 人 145 人 

程式應用與實務 
109.3.18~ 
109.5.20 

曹祥雲老師 873 人 173 人 

中草藥與生活的奇幻

旅程 
109.3.18~ 
109.5.20 賴尚志老師 1130 人 2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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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柯南之健康數據

學堂 
109.3.18~ 
109.5.20 林惠茹老師 1125 人 286 人 

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創新數位教學中心(提案一)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開設 62 門遠距教學課程，如附件 2，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開設 62 門遠距教學課程，其中： 

(一)商務管理學院擬開設 27 門遠距教學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經 109 學年度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商貿外語學院擬開設 15 門遠距教學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19 日經 109 學年度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創新設計學院擬開設 8 門遠距教學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四)通識教育中心擬開設 12 門遠距教遠距教學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上述 62 門遠距教學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23 日經「109 學年度第 1 次數位學習推

動委員會」。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校學分學程中心(提案二～三) 

提案二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開設深碗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設「東南亞政經商貿發展與台商投資」、「智慧網貿

實務」、「空勤服務管理實務」三門深碗課程，深碗課程開設申請書如附件 3。 

二、 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9 日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109 年 10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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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各學院學分學程及微學程課程異動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商務管理學院： 

(一)「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因為深碗課程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未開課，為

配合 USR 附冊計畫，故更改課程名稱及開設時間，課程異動申請表如附

件 4。 

(二)「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微學程」，更新課程名稱，課程異動申請表如附件 5。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通過。 

二、 創新設計學院： 

(一)為鼓勵同學修讀學分學程及微學程，「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創業家能力」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學分學程召集人進行課程規劃調整，課程異動申請

表如附件 6。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創新設計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通過。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1 日「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委員會」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提案單位：商務管理學院(提案四～六） 

提案四 

案由：商務管理學院院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磨課師(MOOCs)課程之申請，本院擬於各學制開設「建構物流鏈，管

理新體驗」學院選修課程。 
本院 109 級各學制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別 學制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9 

日四技 
新增 
課程 

   

建構物流鏈，

管理新體驗 

選/1/1 

1/1 夜四技    選/1/1 

日二技    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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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學制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日五專    選/4/1 

二、為使課程豐富多元化，「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進行課程異動。 
本院 108 級各學制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8 

新增 
課程    

銀髮陪伴服務

實作 選/2/2 3/3  

新增 
課程    銀髮服務設計 選/2/2 3/3  

三、上述課程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五 

案由：商務管理學院開設全英語教學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二、 開課資訊如下，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7。 

級別 課程名稱 選課別/年級/學期 學分數/時數 授課教師 

109 
經濟學(英) 必/1/1 3/3 張民忠 

管理學(英) 必/1/2 3/3 蘇俊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六 

案由：商務管理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提請討論。 

案 1 ：企業管理系(科)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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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因會展活動管理(全英文)學分學程相關課程，已協調改由行管系協助開課，故

刪除本系 107-109 級應修科目表中會展(全英文)相關課程。 
日四技 107-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7 
108 
109 

刪除 
課程 

會展科技發展與

應用(英) 選/3/2 2/2     

108 
刪除 
課程 

會展與活動產業

概論(英) 選/2/2 2/2     

108 
109 

刪除 
課程 

會展活動規劃與

實作(英) 選/3/1 2/2     

108 
109 

刪除 
課程 會議管理實務(英) 選/3/2 2/2     

109 
刪除 
課程 

會展與活動產業

概論(英) 選/2/1 2/2     

109 
刪除 
課程 

會展與活動管理

暨個案(英)  選/2/2 2/2     

109 
刪除 
課程 目的地行銷(英) 選/3/1 2/2     

二、 上述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13 日企業管理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會通

過；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案 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 日四技 108-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8 
新增 
課程    

商業大數據資

料分析與運用 選/3/1 2/2 
配合微

學程 



 校課程委員會議程-全 25 頁，第 18 頁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AI 商情預測與

分析 選/3/1 2/2 

109 
刪除 
課程 管理會計 選/3/1 3/3     

109 
新增 
課程    目的地行銷(英) 選/3/1 2/2 

配合學

分學程 

109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時數異動 

商業影像

設計 選/2/1 2/2 數位影音實務 選/2/1 3/3  

二、上述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15 日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會

通過；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案3 ：休閒遊憩管理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 日四技 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9 

刪除 
課程 銀髮族活動設計 選/3/2 2/2     

新增 
課程    活動企劃與設計 選/3/2 2/2 

為旅遊
模組必
選修課
程 

二、上述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16 日休閒遊憩管理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會通

過；109 年 10 月 20 日商務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創新設計學院(提案七～八） 

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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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創新設計學院院訂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院為執行教師社群敘事力計畫、教師跨域合作及學生跨域互動與學

習，擬增設「議題式桌遊設計」選修課程。 
本院日四技 107-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7 
108 
109 

新增 
課程    議題式桌遊設計 選/3/下 2/2 

二、上述課程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創新設計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八 

案由：創新設計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提請討論。 

案1 ：資訊管理系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日四技 108-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8 
109 

調整 
學分數 

創意機器人
設計應用 選/3/上 3/3 創意機器人設

計應用 選/3/上 4/4 

配合
Fintech
技優生
培訓計
畫推動 

刪除 
課程 

機器人理財
實作 選/3/下 4/4    

 

二、上述異動業經 109 年 9 月 10 日、109 年 10 月 16 日資訊管理系 109 學年度第

1、2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109 年 10 月 20 日創新設計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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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商貿外語學院(提案九～十二） 

提案九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新增院選修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發展學院特色與落實適性發展，鼓勵學生依興趣與能力，選擇合適的課程，

擬新增磨課師（MOOCs）課程「電商大探索，平台知多少」、「網路行銷─發
現你的線上商機」。 
本院日四技 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 
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9 
新增 
課程    電商大探索，平

台知多少 
選/1/2 1/1  

109 
新增 
課程    網路行銷─發現

你的線上商機 
選/1/2 1/1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9 日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十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全英教學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二、 開課資訊如下，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8。 

級別 課程名稱 選課別/年級/學期 學分數/時數 授課教師 

108 電子商務與未來社會(英) 選/2/2 2/2 雷立偉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9 日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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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之第二外語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外語開課情形 如附件 9。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開設課程如下： 
第二外語-日語(二)、第二外語-日語(四)、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二)、第二外語-西班牙語(四)、 
第二外語-法語(二)、第二外語-法語(四)、 
第二外語-泰語(二)、第二外語-越南語(二)、 
第二外語-印尼語(二)第二外語-德語(二)、 
第二外語-韓語(二)、第二外語-韓語(四)。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9 日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十二 

案由：商貿外語學院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提請討論。 

案1 ：應用英語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為配合執行高教深耕 USR 計畫，將增開 1 門選修課程，本課程將以彈性課程

「PBL 形式的產業實務專題(實際為產業解決問題)」方式執行： 
日四技 108-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8 
109 

新增 
課程    

語文數位教學技巧

與實務 
選/22 2/2 

二、依五專部學生對課程之建議：「五專部同學未來也有人想從事空勤旅遊業，希望

能增開如日四技空勤學分學程之相關課程」，於下學期新增 2 門相關選修課程。

日五專 106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106 新增    航空服務應用 選/4/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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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 英文 

   
國際禮儀與跨

文化溝通技巧 
選/4/2 2/2/ 

併班四

技一年

級院選 

三、上述課程異動業經 109 年 10 月 14 日應用英語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

會通過；109 年 10 月 19 日商貿外語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提案十三～十五） 

提案十三 

案由：109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選修課程暨體育選項開課科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通識選修課程日四技新增 8 門，進修部新增 4 門，詳 如 10。 

二、 通識選修各類開課數如下表，課程一覽表詳 如附件 11。 
      類別 
部別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跨  域 合計(門) 

日四技 17 16 15 
21 

(含微學分
課程 5 門) 

69 

進修部四技 8 12 6 1 27 
總計(門) 25 28 21 22 96 

三、各學制體育課程選項，日四技開設 11 選項、進修部四技開設 7 選項、五專開設 8
選項，體育選項一覽表詳如 如附件 12。 

四、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0 日「109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十四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新增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發展通識多元課程及線上學習管道，擬新增磨課師課程「永續星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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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觀~打造綠色生活環境」、「現代柯南之食安大宅門」兩門課程。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類別 學分數/ 

時數 

109 
新增 
課程    

永續星球面面觀~打造綠

色生活環境 自然科學類 1/1 

109 
新增 
課程    現代柯南之食安大宅門 自然科學類 1/1 

二、本案業經109年10月20日「109學年度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十五 

案由：追認通識(創)-戲看領導力課程，提請備查。 

說明： 
一、 為培養學生領導能力，強化就業競爭力，學務處已於 9 月 18 日簽請同意

於 109 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戲看領導力」通識課程。 

二、 本課程配合面授理論課程 4 小時，另搭配新生體驗營活動帶領實作 10
小時及成果發表 4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肆、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圖資長：感謝五專部已有科系開設程式力課程，進修部預計明年新生(110 學年度)也能

在大學四年級內開設程式力相關課程，感謝各系配合。 

教務長：面對 AI 世代來臨，學生必備程式力能力，會後再與三院院長討論，進修部四

技 110 學年度大一開設程式設計相關必修課程事宜。 

一、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孔令文校長： 
非常感謝學校對於課程設計的用心，致理真的很棒，我把孩子放在致理學習是

對的，謝謝大家。 

二、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轉型研究所楊惠雯主任： 
從會議資料看來，貴校在課程規劃上完全符市目前政策方向及市場需求，包含

了不同產業別的領域並加上數位科技，課程設計都與實務界上有完整的關係，

很期待貴校學生畢業後能夠直接為職場所用。 



 校課程委員會議程-全 25 頁，第 24 頁 

三、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黃文榮秘書長： 
很榮幸第一次受邀參加此會議，會議資料內容實在非常豐富，課程也相當多元，

課程方向學校已規劃的非常好，對各位先進實在敬佩。我們是用人單位，主要

希望學生畢業後能為業界所用，而政府目前政策主推新南向，貴校也有規劃東

南亞相關課程，也相當符合政策方向，工會中有許多業者在東南亞都有投資設

廠，假設有需要業界資源或相關資訊，工會很願意幫忙媒合；以及跨境電商、

電子商務、數位貿易等領域也是目前工會在推動的項目，有許多活動及資源可

以提供運用，包含產學競賽、產學合作的機會，都可以協助安排。會議資料中

看到，採用外語上課的專業課程，如經濟學(英)、管理學(英)，是很好的方向，

讓學生上課也可以面對些挑戰，可以看到貴校在課程規劃上都非常前瞻。 

四、 展貿科技有限公司張藤耀總經理(台灣網商協會理事長)： 
課程規劃部份在我看來是非常好的，台灣網商協會約有 160 家廠商，在實習媒

合部份有需要協助之處，會後非常樂意與老師們交換名牌，目前與貴校國貿系

及應日系都有進行實習媒合之合作，很樂意讓學生能落地在企業實習。 

五、 進修部學生代表(李秀明)： 
(一)如會議資料第十二頁所述，進修部通識課程開課平均修課人數為 72 人，但

是在選修系統中，選課人數上限每班為 60 人，再用人工加選至 72 人；學生

的想法是：既然可以收到 72 人，為何不直接將選課人數上限調高至 80 人或

更高；如此一來學生不用申請人工加選，可以讓學生自行在選課系統中選到

課。 
(二)會議資料中看到，畢業班學生優先選課，也可以辦理跨部選課，這樣更會壓

縮進修部非畢業班學生的選課權益。 

進修部課務組回應： 
(一)因目前進修部大班教室使用率愈來愈高，有部分課程因有較多同學欲加選而

原上課教室容量不足，進修部課務組會調整上課教室以滿足同學需求，故開

學前 2 週仍持續配合同學選課需求調整教室。若於網路選課期間調整教室，

亦會調整選課系統人數上限讓同學加選。 
(二)進修部各階段選課有不同優先權： 

第 1 階段不開放隨班附讀選課，選修課程選課人數超過上限之班級，由電

腦抽籤選課名單（電腦篩選優先順序：本系該年級學生→本系應屆畢業生

→本系其他年級學生→他系應屆畢業生→電腦抽籤）。 
第 2 階段先開放畢業班同學選課，後為全校各年級同學。 
第 3 階段先開放當學期轉學生選課，後為全校各年級同學。 
跨部選課則會保障進修部同學選課權益，必須等進修部同學選課後有餘額

才會開放名額給日間部同學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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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目前整個教育環境的改變，各私立科大面臨招生壓力，許多學校招生訴求主打

保證畢業，我們學校仍是以保證幸福就業為訴求。非常感謝業界專家的提點及

願意提供學生們最後一哩路的實習機會，甚至於畢業後的創業就業輔導，代表

學校表示感謝，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讓我們在推動「專業就業、在地就業、高

薪就業」的過程能更順利。 

伍、散會(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