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行 AD5007 室】 
主席：李教務長宗霖                               紀錄：柳瑛玉 
出席：林副教務長暨委員伯樵、楊委員濟襄、盧委員莉茹、江委員友中、

王委員昭文、廖委員志中、張委員揚祺、辛委員翠玲、陳委員美

華、羅委員凱暘、王委員以亮、賴委員秋蓮（葉副教務長竹來代）、

學生代表莊委員皓鈞、學生代表濱松委員政廣。 

請假：張委員六文、高委員崇堯、林委員東清、張委員積光。 

列席：何教授怡璉、越所長建東、李主任志聰、杜主任佳倫。 

甲、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布開會。 
乙、主席致詞：略。 
丙、確認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確認。 
丁、報告事項： 

一、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規定略以，連續四年（八

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時，須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本

次提報課程結構圖內回復開設課程共計 32 門，如附件一。---1 

二、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規定，日間部學士班課

程時間安排應為週一至週五白天，每日單一年級課程以不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以不連續授課 4 節(含)以上，並以不短期密集

授課為原則；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及實務操作特殊性質者不在此

限。未符前述規定課程因性質特殊者，須經系、院級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始可開設。本次提報課

程因性質特殊者共計 21 門，如附件二。--------------------------4 

三、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1 款規定略以，

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 年）辦理課程結構外審，惟新成立系所

第 1 次辦理課程結構外審以 3 年為原則，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

目標、學生專業能力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與課程

結構合宜性及關聯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一致性。108
學年度已完成/109 學年度待辦理課程結構外審學系所，如附件

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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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略以，本委員會

職責為核備院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結構、新開設課程、必

修科目表等。109 學年度學士班必修科目表依 108.12.10 第 162
次教務會議增列「國際或跨域學習」畢業條件，(1)國際學習：

出國交換或研修至少一學期或完成所屬學系審查同意之國外

研修課程至少 2學分或國外研修計畫（學習時數至少 36小時）。 
(2)跨域學習：取得本校或他校一個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程或

本校開設之微學程（課程或師資需具備跨院合作性質）、整合

學程或跨系所專業學程。本次會議修訂必修科目表、修訂課程

結構圖、新增、異動課程之院/系/所/學位學程，詳如附件四~七。

-----------------------------------------------------------------------------45 

戊、討論事項： 

一、 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降及分班開課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文學院、西灣學院、各系所) -------------176 

決議：經與會委員投票表決後，通過本案 3個系所(學院)共計

10 門調降課程及 2 門分班開課課程，續提教務會議審

議。 

二、 修訂「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及「國立中山大學通

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
----------------------------------------------------------------------------181 

決議： 

1. 資訊素養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修正為須修習依公告程式

設計相關課程，餘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2. 請西灣學院研議體驗性課程修習學分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規定，或至多採計 1 學分修正為採計 1 科目，以利學生

選修課程與安排，如有調整逕提教務會議修正。 

三、 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西灣學院、教務處) ---------------------------191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四、 擬新增 4門課程：「管理學概論」、「經濟學概論」、「財務報表分

析」及「倫理與社會責任」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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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2. 遠距教學課程請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 13

條規定，應將教學大綱、課程教材、師生互動、學習評量及

作業報告等資料作成紀錄檔案，以利後續評鑑或訪視。 

五、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及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

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西灣學院) ----------------221 

決議：除「在臺灣的中華傳統宗教」配合案由一調降限修人數，

調整為 30人外，餘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己、臨時動議：無  

庚、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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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有關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專門課程規劃(草案)及新增適合培育系所，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師培中心) 

決議： 

（一） 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二） 請師培中心再盤點本校符合納入培育之相關系所，倘擬增加

得於教務會議逕行修正。 

    執行情形：業經 109.3.11 第 16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西灣學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9.3.11 第 163 次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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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回復開課清單 【附件一】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1 中文系 選修 美學經典導讀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S OF 

AESTHETICS 

2 2 0 109-1 楊雅惠 講授類 100-2 

2 中文系 選修 
台灣文學作品選

讀 

SELECTION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3 3 0 109-1 莫加南 講授類 100-1 

3 中文系 選修 現代文學理論 
MODERN LITERARY 

THEORY 
3 3 0 109-1 新聘 講授類 104-2 

4 音樂碩 選修 
管絃樂文獻

（一） 

ORCHESTRAL LITERATURE 

(I) 
2 2 0 109-1 范楷西 講授類 103-1 

5 音樂碩 選修 
管絃樂文獻

（二） 

ORCHESTRAL LITERATURE 

(II ) 
2 2 0 109-2 范楷西 講授類 103-2 

6 劇藝碩 選修 劇場視覺設計 
VISUAL DESIGN IN 

THEATRE 
3 3 0 109-1 李怡庚 講授類 101-1 

7 劇藝碩 選修 
劇場空間及設備

發展史 

HISTORY OF THEATRE 

SPACE AND FACILITIES 
3 3 0 109-2 王以亮 講授類 103-2 

8 劇藝系 選修 創意表演（二） 
CREATIVE 

PERFORMANCE(II) 
2 2 0 109-1 杜思慧 展演 100-2 

9 化學系 選修 有機合成 ORGANIC SYNTHESIS 3 3 0 109-1 廖軒宏 講授類 101-2 

10 應數系 選修 統計品管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3 3 0 109-1 郭美惠 講授類 103-4 

11 應數碩 選修 統計品管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3 3 0 109-1 郭美惠 講授類 102-1 

12 資管碩專 選修 資料庫系統 
DATA BASE MANAGEMENT 

AND SYSTEM 
3 3 0 109-1 黃三益 講授類 98-1 

13 財管碩 選修 
行為財務學的應

用 

APPLICATIONS OF 

BEHAVIORAL FINANCE  
3 3 0 109-1 蔡佳芬 講授類 100-2 

14 財管碩 選修 收購與合併決策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3 3 0 109-1 封之遠 講授類 101-2 

15 公事所 選修 
公共參與及審議

民主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3 3 0 109-1 彭合雯 講授類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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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16 人管碩 選修 人力發展管理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3 3 0 109-1 謝慧賢 講授類 103-1 

17 海科碩 選修 
海洋微生物過程

與元素循環 

MICROBIAL PROCESSES 

AND ELEMENT CYCLES IN 

THE OCEAN  

3 3 0 109-1 
塗子萱林

玉詩 
講授類 101-4 

18 海工碩 選修 
波流交會作用專

題研討 

INDEPENDENT STUDIES 

IN WAVE-CURRENTS 

INTERACTION 

2 2 0 109-1 陳陽益 講授類 94-1 

19 海工系 選修 大氣化學 ATMOSPHERIC CHEMISTRY 2 2 0 109-1 賓彼得 講授類 97-1 

20 海事所 選修 
海洋法專題研究

(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HE LAW OF THE 

SEA(II) 

2 2 0 108-2 胡念祖 
獨立研

究 
101-2 

21 海事所 選修 
海洋政策專題研

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POLICY (II) 
2 2 0 108-2 胡念祖 

獨立研

究 
101-2 

22 政經系 選修 法律經濟學 LAW AND ECONOMICS 3 3 0 1091 王俊傑 講授類 94-2 

23 政經系 選修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93-1 

24 中等學程 選修 
資訊媒體素養與

倫理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YBER ETHICS 
2 2 0 1091 楊淑晴 講授類 103-1 

25 教育博 選修 資訊倫理 INFORMATION ETHICS 3 3 0 109-1 楊淑晴 講授類 102-1 

26 
亞太英語

碩士學程 
選修 

 東南亞政府與政

治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02-2 

27 
亞太英語

碩士學程 
選修 

比較政治的概念

與個案研究  

CONCEPTS AND CA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02-1 

28 政經系 選修 國際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97-2 

29 政經系 選修 進階個體經濟學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92-1 

30 政經系 選修 進階總體經濟學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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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31 哲學碩 選修 近代政治哲學 
REC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3 3 0 109-1 洪世謙 講授類 102-1 

32 哲學碩 選修 藝術與哲學 ART AND PHILOSOPHY 3 3 0 109-1 宋灝 講授類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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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特殊性質課程一覽表      【附件二】 

 

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 音樂系 MUSI269 
管樂合奏

（四） 
選 二 DE 音樂類 1082 

※晚間授課 
因各系所必選修課程集中

於日間時段，為使樂團各

聲部能更加完整，同學有

更充分時間搬運樂器，提

高樂團排練效率，有利樂

團運作。 
 

2 生科系 BIOS113 
普通生物學實

驗（二） 
必 四 89C 實驗類 1082 

※晚間授課 
為提高教室以有效運用及

授課老師往返教學及研究

時間。 
 

3 企管系 BM416 會計實務 選 三 CDE 講授類 1091 

※晚間授課 
為使會計學整合學程順利

推動，聘請業師利用工作

之餘於夜間來支援此課

程。 

 

4 社會系 SOC240 
永續發展與社

會創新 
選 -- 講授類 1091 

※暑假密集授課 
透過暑假密集課，將有機

會更深入認識台灣在地

NGO、產業目前新方案

的進展與經驗，促使學生

快速提升個人對永續課題

的認識、鍛鍊解決方案與

練習規劃的能力。 
 

5 
基礎教育 
中心 

GEAI1017 程式設計概論 選 
六 234 
六 567 

講授類 1091 

※學期間短期密集授課-3
週 
課程規劃，採取學期間短

期密集授課，避開學生和

系上必選修課程衝堂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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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能，擇定連續 3 個假日

上、下午各上 3 節課。以

助於教師講解基礎的程式

設計概念後，學生能有充

分時間演練外，教師也有

較充裕時間逐一指導同學

在學習上的問題。讓學生

更專心在程式語言上的學

習，較不會為了要兼顧系

上專業課程而影響雙邊的

學習成效。 
 

6 
基礎教育 
中心 

GEAI1018 
App Inventor 
基礎程式設計

導論 
選 

日 234 
日 567 

講授類 1091 

※學期間短期密集授課-3
週 
課程規劃，採取學期間短

期密集授課，避開學生和

系上必選修課程衝堂的可

能，擇定連續 3 個假日

上、下午各上 3 節課。以

助於教師講解基礎的程式

設計概念後，學生能有充

分時間演練外，教師也有

較充裕時間逐一指導同學

在學習上的問題。讓學生

更專心在程式語言上的學

習，較不會為了要兼顧系

上專業課程而影響雙邊的

學習成效。 
 

7 
基礎教育 
中心 

GEAI1019 
基礎程式設計: 
App Inventor 入

門 
選 二 CDE 講授類 1091 

※學期間密集授課-6 週 
課程規劃，採取學期間短

期密集授課，避開學生和

系上必選修課程衝堂的可

能，擇定連續 3 個假日

上、下午各上 3 節課。以

助於教師講解基礎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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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設計概念後，學生能有充

分時間演練外，教師也有

較充裕時間逐一指導同學

在學習上的問題。讓學生

更專心在程式語言上的學

習，較不會為了要兼顧系

上專業課程而影響雙邊的

學習成效。 
 

8 
基礎教育 
中心 

GEAI1013 
地方品牌與文

化行銷 
選 

一-五
CDEF 

講授類 1083 

※晚間授課及學期間密集

授課-2 週 
課程是與日本千葉大學共

同開設，將有 10 名日本

學生與本校 10 名學生共

同上課。以旗山為場域，

透過實地參訪、體驗、短

期及設計思考等設課方

式，讓台日學生組成跨文

化團隊，共創解決旗山在

地問題的計畫。考量日本

學生來台停留住宿地點之

安排與開銷，故申請暑期

課程密集上課。 
 

9 
博雅教育 
中心 

GEAE2608 環境科學 必 四 CD 講授類 1091 

※晚間授課 
茲因修習本通識課程之學

生(約 105 人)，分別來自

全校各學院，其修課時間

多半安排在白天，本課程

長期以來即安排在週四晚

上上課，避免衝堂困擾，

以利學生上課。 
 

10 
服務學習教

育中心 
新增課程 

創新創業場域

實作 
選 

一-五
CDEF 

講授類 1083 
※晚間授課、學期密集授

課及暑期實作課程 
本課程結合服務學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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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化設計與社區實作兩門課

的學期時數，整體規劃共

10 天的合宿共學機制，

進駐實作旗山場域，預期

給學生一整體的、社會參

與的、具社會創新與社會

創業思考的應用訓練，藉

此開發學生參與社會、引

領社會議題的視野與能

力。 
 

11 
服務學習教

育中心 
CESL376 

服務學習:文化

設計與社區實

作 
必 

一-五
CDEF 

服務學

習類 
1083 

※晚間授課、學期密集授

課及暑期實作課程 
本課程搭配創新創業場域

實作，整合兩門課之授課

時數與內容，規劃共 10
天的合宿共學機制，進駐

實作旗山場域，預期給學

生一整體的、社會參與

的、具社會創新與社會創

業思考的應用訓練，藉此

開發學生參與社會、引領

社會議題的視野與能力。 
 

12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2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開學前密集授課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開學前上課，

學分列入 1091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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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3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3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開學前密集授課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開學前上課，

學分列入 1091 計算。 
 

14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4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開學前密集授課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開學前上課，

學分列入 1091 計算。 
 

15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5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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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6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6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17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7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18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8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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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授課時間 
授課 
類別 

開課

學期 
內容說明 

19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09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20 
運動與健康

教育中心 
GEPE110 

運動與健康:初
級游泳特別班 

必 -- 體育類 1091 

※晚間或假日授課及學期

間短期密集授課-9 周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 1082
游泳課暫停下水，開設此

班作為學生補教教學之

需。考量 1091 排課時間

恐會有排擠且時序將跨越

冬天，屆時游泳池水溫較

低，故申請集中課程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且部分節數於夜間授課。 
 

21 人科學程 PIS4001 
跨領域創新創

業探索 
必 -- 講授 1083 

※學期間短期密集授課-1 
週 
本課程為跨領域探索之暑

期進階實作課程，搭配跨

領域知識探索創新初階實

作課程，以實戰為導向，

課程以集中、密集、場域

實作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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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已完成/109學年度待辦理課程結構外審學系所一覽表   【附件三】 

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光電系 

學士班 

104.03.02 103-3 109.03.02 
提本（108-4）次校課程委

員會。 
碩士班 

博士班 

海下所 碩士班 104.03.02 103-3 109.03.02 
提本（108-4）次校課程委

員會。 

物理系 

學士班 

104.5.28 103-4 109.05.28 
提本（108-4）次校課程委

員會。 
碩士班 

博士班 

海事所 碩士班 104.05.28 103-4 109.05.28 

本所近 2年內教師組成成

員有所變動，此狀況預計

將延續至今年 8月，故擬

於 109-1學期通盤檢討課

程結構調整之需求。因此

規劃於課程通盤檢討完成

後再推動課程外審，方屬

為宜。 

政治所 

碩士班 

104.05.28 103-4 109.05.28 
提本（108-4）次校課程委

員會。 
博士班 

碩專班 

亞太所 

碩士班 

104.05.28 103-4 109.05.28 
課程結構外審刻正辦理

中。 
碩專班 

博士班 

醫科所 

碩士班 109.5.11 108-4 - 

1.109 學年度新增碩士班乙

組。 
2.提本（108-4）次校課程

委員會。 

博士班 - - - 
1.109 學年度新增系所。 
2.提本（108-4）次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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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上次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備註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精準醫學

研究所 
碩士班 - - - 

1.109 學年度新增系所。 
2.提本（108-4）次校課程

委員會。 

生技醫藥

研究所 
碩士班 - - - 

1.109 學年度新增系所。 
2.提本（108-4）次校課程

委員會。 

人科學程 學士班 107.9.18 107-1 - 
1.109 學年度對外招生。 
2.提本（108-4）次校課程

委員會。 

資工系 
學士班 

104.9.24 104-1 109.9.24  碩士班 
博士班 

材光系 
學士班 

104.9.24 104-1 109.9.24  碩士班 
博士班 

IBMBA 碩士班 104.9.24 104-1 109.9.24  
CSEMBA 碩專班 104.9.24 104-1 109.9.24  

海資系 
學士班 

104.9.24 104-1 109.9.24  碩士班 
博士班 

海工系 
學士班 

104.9.24 104-1 109.9.24  碩士班 
博士班 

資管系 

學士班 

104.11.23 104-2 109.11.23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行銷傳播

所 
碩士班 

104.11.23 104-2 109.11.23  
碩專班 

經濟所 
碩士班 

104.11.23 104-2 109.11.23  
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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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工 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學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1-1 有關學生職涯發展及進路部分，

建議可考慮建立媒合學生實習

機制，提供學生機會探索職涯

及專業。 
1-2 顯示及替代能源領域課程過於

偏向基礎材料，建議可強化顯

示/能源系統之課程及相關進階

應用技術課程，也可強化相關

師資。 

 回覆委員一： 
1-1 本校學務處設有學生實習平台，

廠商於寒暑假提供實習機會，本

系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業界學習機

會探索職涯及專業。 
1-2 謝謝委員建議，日後聘僱教師將

優先考量具備系統專長之人才。  
 
 

 委員二： 
2-1 P.15 的專業選修課程是否在表

中有年級的對應位置? 
2-2 P.18 之後誤植為 P.17 。 
2-3 P.19 的教育目標與 P.1 所 列者

不同(少了一項)。 
2-4 P.3 底部的核心能力指標雷達圖 

在某項(發覺﹑分析…)等級異

常低，是否甚麼原因? 

2-5 英語授課之比例為何? 是否鼓

勵教師? 

 回覆委員二： 
2-1 本系選修課並無限定特定年級，

均開放給學生選修。 
2-2 P.18 之後誤植為 P.17 已修正頁碼 
2-3 大學部及研究所教育目標已修正。 
2-4 本資料來自工學院核心能力之檢

核方式，為因應提升學生發掘、

分析、解決問題、設計與創新之

思考能力，工學院近年來舉辦

「工學院聯合專題競賽」，如附件

三。 
2-5 是的，本系以循序漸進方式鼓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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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師英語授課，以下為各學年度開設

英語課程數： 
學年度 107 108 109 
大學部英

語授課課

程數 
0 4 5 

 

 委員三： 
3-1 大學部專業必修課程包含到光

電系大學部學生所需具備的各

項基礎學科，系上聘有完整的

專業師資於教授必修課程。專

業選修課程主要包含 3 項學術

領域，教授各項選修課程的師

資專業充足，與教師的研究專

長相符，具課程發展的特色。 
3-2 在大三之後的光電工程專題，

可以請授課教師指導學生研習

近期重要的相關光電科技，協助

學生瞭解外部學術環境的變化，

能預先準備去因應學術發展國

際化的各項挑戰。 

 回覆委員三： 
3-1 謝謝委員。 
3-2 謝緒委員意見，本系會請授課教師

指導學生研習近期重要的相關光

電科技，協助學生瞭解外部學術環

境的變化，能預先準備去因應學術

發展國際化的各項挑戰。 

 委員四： 
整體而言，大學部的課程規劃在專

業選修方面相當豐富，可依此精神

來維持。 
專業必修方面的規劃也算合理，不

過實際的教學成效系所內部應有定

期檢測的機制與紀錄來做持續的改

進。 

 回覆委員四： 
本系之檢討機制與紀錄如附件一。 

 委員五： 
無，課程完整 

 回覆委員五：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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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目前課程多半偏重材料、元件、

Component 層次課程，建議可強化

光電系統（如光學系統、顯示系統、

替代能源系統等）方面之課程與師

資。 

 回覆委員一：謝謝委員建議，日後聘

僱教師將優先考量具備系統專長之

人才。 
 

 委員二： 
2-1 研究所教育目標（P.9）與 P.1

所列不同，P.1 應修正。 
2-2 P.20 漏打頁碼。 
2-3 P.21 碩士班修課規定說的「包

含 4 門課程及 1 門必選修核心

課程」是否有誤？因為前一頁

列碩士必修只有兩門。同樣

地，在 P.26 亦是如此規定。 
2-4 P.24 職涯發展領域中的 U 字頭

課程來自於何系所應予說明

之。 
2-5 P.26 碩士畢業條件是否應包含

須通過碩士論文？ 
2-6 2（b）的三大領域必選修核心課

程有細字（上學期）粗字（下學

期）之分是否意味著上下學期

課程數目有很大的不同？ 
2-7 英語授課之比例為何？是否鼓

勵教師？ 

 回覆委員二：  
2-1 大學部及研究所教育目標已修正。 
2-2 P.20 頁碼已修正。 
2-3 P.21 碩士班修課第 3 點規定：「畢

業前，學生需修畢本系研究所開設

之光電專業課程至少 15 學分（不

含專題課程）「包含 4 門必修課程

及 1 門必選修核心課程」，P20 及

P26 規定亦相同無異。 
2-4 系所學生職涯類型以 UCAN（大專

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16 個職涯類

型與 72 各就業途徑（如附件五），

「U」僅為編號，並非課程代號。 
2-5 是的，依據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

考試相關規定第三條及本校研究

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

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

送交教務處登錄；論文審查不另評

分，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

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後，

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

績。」 
2-6 已於 109 年 1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

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本

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

定第二條第三點：「三大領域必選

修核心課程」粗細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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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2-7 是的，本系以循序漸進方式鼓勵教

師英語授課，以下為各學年度開設

英語課程數： 
學年度 107 108 109 
研究所英

語授課課

程數 
3 8 14 

 

 委員三： 
3-1 研究所課程的規劃主要以光電

子材料與元件、光通訊與光資

訊、顯示與替代能源 3 項研究主

題的課程為主，目前的授課師

資完整。 
3-2 光電電磁學（一）、光電子學課

程為必修，建議系上需要與大

學部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協調授

課內容、授課重點、難易程度

與學習要求，能與大學部相關

的課程有所區別。 
3-3 研究所入學的學生可能有些不

具備光電科學領域背景，可以

請授課教師或指導教授加強輔

導，或者是協助學生修習相關

基礎光電領域課程。 

 回覆委員三：  
3-1 謝謝委員。 
3-2本系課程委員會不定期召開會議討

論修訂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規劃，

授課教師間亦會相互協調授課內

容，分享學生之學習情形調整課程

難易度，採取由淺漸深的教學方式

引導學生學習興趣。 
3-3 謝緒委員意見，本系會請授課教師

或指導教授加強輔導，並協助學生

修習相關基礎光電領域課程。 

 委員四： 
4-1 三大領域的名稱可見討是否要

修訂。譬如「光資訊」的部分似

乎不多；「替代能源」似乎只有

太陽能電池，也許可以看看是

否有更適合的領域名稱。 
4-2 實際的教學成效可能還是要透

過實際的證據來加以驗證，系

所內部應有定期檢討的機制與

紀錄來做持續的改進。 

 回覆委員四：  
4-1 謝謝委員建議，本系替代能源另一

研究重點為氫能源，未來課程委員

會將開會討論建議授課教師規劃

相關課程。 
4-2本系學生於畢業口試時皆由口試委

員針對學生學習核心能力進行評

估，相關評估統計如附件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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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五： 
5-1 課程涵蓋廣泛，業界（光電）實

務上 90 以上，若能有光學設計

分析、光電檢測能力，可立即發

揮實務執行力。  
5-2 建議選擇數門相關課程，作為

必選修群組（例如，光電數值方

法、光學模擬實作、光電檢測技

術等等） 

 回覆委員五： 
5-1 光電檢測技術及光電實驗（一）具

備光學設計分析、光電檢測能力，

可培養學生發揮實務執行力。 
5-2 謝謝委員建議，將建議本系課程委

員會開會討論。 

 
 
 

  

21/249



【博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1-1 針對博士生，建議可建立提供

實習及實務訓練管道及機制，

產學合作培育。 
1-2 建議可加強光電系統（如光學

系統、顯示系統、影像感測系

統、替代能源系統）等方面之課

程及師資。 

 回覆委員一： 
1-1目前本系教師與業界有密切的產學

合作計畫提供博士生實習及實務

訓練管道，以作為人才培育基底

石。 
1-2 謝謝委員建議，日後聘僱教師將優

先考量具備系統專長之人才。 

 委員二： 

2-1 P.26 博士生須修滿專業課程 15
學分(包含二門必修課: 書報討

論一及二)。此句括弧內措辭宜

改成(除了或其中包含二門必

修課: 書報討論一及二之外)。 

2-2 P.26 博士畢業條件是否應包含

須通過博士論文? 

2-3 P.22 博士生專業能力與碩士生

完全一樣措辭，是否應有所區

隔? 

2-4 博士生只規定兩門書報討論為

必修，是否 依其領域組別有設

定必修專業課程之必要? 或者 

列出幾門專業課程為可選擇必

修? 

2-5 是否有需達成外語考試(例: 托
福)或修外語課程標準之規定。 

 回覆委員二：  
2-1 謝謝委員意見，本系將於系務會議

中提案修正相關條文文字。 
2-2 是的，依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

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第三條

第三點訂定博士生通過論文計畫

書提審相關規範及本校研究生學

位考試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學

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當學

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交

教務處登錄；論文審查不另評分，

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試

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後，論

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2-3 謝謝委員建議，將建議課程委員會

開會討論針對碩士及博士專業能

力有所區隔。 
2-4 基於各領域的專業性及差異性，本

系尊重各領域老師針對指導博士

生之研究興趣規劃專業訓練課程。 
2-5 依據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

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第二條第六

點訂定：「需通過托福測驗 550 分

或托福電腦化測驗(TOFEL CBT)213
分、或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考試

(GEPT)中高級初試、或多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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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TOEIC）750 分，或依規定修畢

『語文課程：英語文』 領域 4 學

分（相關語文課程須滿足本校英文

中高級、英文高級課程），修課成

績達 70 分（含）以上），或修習本

系課程委員會指定之英文相關課

程取代之。」  
 委員三： 
3-1 博士班課程除了必修課書報討

論（一）、（二），主要的規劃是

以學生所從事的研究方向的專

業選修課程為主，包含光電子

材料與元件、光通訊與光資訊、

顯示與替代能源，目前系上授

課師資充足。 
3-2 建議授課教師加強修課博師生

的學術要求，例如能在課堂上

提出完整的專題口頭、書面報

告、原始專題研究構想。 
3-3 鼓勵博士班完成資格考後申請

國外移地研究計畫，以增進其

國際化、連結性和更具備競爭

的學術發展潛力。 

 回覆委員三： 
3-1 謝謝委員。 
3-2 本系之博士生除了課程修習外，亦

要求需於書報演講安排研究成果

分享，且不定期於專題課程中進行

口頭報告，以強化博士生獨立研究

之訓練。 
3-3 本系設有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申請

國外移地研究計畫，以增進其國際

化、連結性和更具備競爭的學術發

展潛力。 

 委員四： 
博士班的課程規劃應有別於碩士

班，這樣才能凸顯博士班的特色。

現有的呈現方式似乎只有碩士

班。 

 回覆委員四：基於各領域的專業性

及差異性，本系尊重各領域老師針

對指導博士生之研究興趣規劃專業

訓練課程。 

 委員五： 
博士生背景可能來自不同領域，

對於光電工程基本學術能力，在

沒有必選修的情況下，是否有資

格考做基本篩選？若沒有，建議

增加。 

 回覆委員五：依據本系博士班研究

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第

二條訂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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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 學院 海下科技研究所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在畢業辦法已有明定海下

所學生須跨組選修一門課

程，為學生培育跨域實務，

建議增列跨域能力的檢核

指標，以引導學生們養成跨

域學習與跨域溝通之能力。 

 

感謝委員意見。海下所除了明定學生必須跨域

選修至少一門堂授課程之外，也已從多方面來

培養學生跨域學習與跨域溝通之能力： 

(1) 海下所兩領域學生進行之研究課題皆屬

跨域性質，學生透過交互選修「水下機電

專題研究(一)(二)」和「水中聲學專題研

究(一)(二)」等課程，與兩領域教師進行

互動討論，以強化其水下機電與水中聲學

領域的理論和技術。 

(2) 海下所「海上實習(一)(二)」必選課程讓

學生了解並體驗水下機電與水中聲學領

域相關之儀器設備功能、航次作業規劃、

海域探測調查、與資料處理分析，以累積

學生的海洋實務作業經驗，同時培養學生

的跨域專業能力。 

(3) 海下所教師可依據其學生之研究需求，要

求學生跨系所、跨學院選修相關課程，培

養學生的跨域專業理論學識。 

建議增加船舶課程，因水下

聲學及水下載具皆須依賴

船舶作業，可增加專業能

力。 

本所的聲學、載具、及海上實習及船艦輪電實

務專題課程中，除了相關理論外，皆會包含實

際操作，甚至出海實驗，所以也都會介紹研究

船的配合作業，以及船載的科學儀器與設備。

因為本所學生很少具有海洋背景，所以在修習

個別領域的專業課程後，很難再容納單獨的船

舶課程，但在相關課程的補充之下，應可以達

到一定船上作業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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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為能更契合海下所之教育

目標，建議將「水下載具導

論」設置於基礎課程中的共

同修選。在水中聲學課程中

再增開一門相關「水下載具

設計」等理論課程。 

謝謝委員肯定與建議。「水下載具導論」課程內

容以載具機電系統為主軸，包括動力系統、定

位系統、導航系統，內容亦輔以聲納相關系統

的學理與應用，所以設置於水下機電領域專業

課程，一方面作為機電領域入門課程，另一方

面也提供聲學領域跨域選修。至於「水下載具

設計」或是水下載具進階專業課程，非常同意

委員所言亦有其需要性，唯考量本所目前有限

師資與學生數，很難再增加新的課程，將配合

本所師資與學生人數提升至一定規模後研討

開設。 

「基礎水中聲學」與「應用

水中聲學」的英文名稱相

同，是否為同一系列的上下

門課程? 

 

謝謝委員提問。原送審課程資料中誤植「基礎

水中聲學」英文課名，現已修正，更正為

Fundamental Underwater Acoustics。 

修正資料如附件一。 

1. 建議可明定學生到外系

所、院修習的學分數或

課程科目數量，或針對

師資不足之處，可與其

他系所(機電系、電機

系、資工系)共課號，互

相承認學分。 

2. 因海上實習須配合海洋

物理與海洋學相關基礎

課程，建議直接規範學

生須於碩一(上學期)完

成海洋物理與海洋學相

關基礎課程。 

1. 感謝委員意見。海下所教師可依據其指導

的學生之研究需求，要求學生跨系所、跨學

院選修相關課程。此外，海下所目前有兩位

合聘教授(與本校電機系合聘)，他們開設

之研究所課程的學分，也會被海下所承認。 

2. 感謝委員意見。海下所目前規範學生畢業

前必須選修一門海洋物理相關課程(每週

堂授至少 2小時)。由於海洋物理相關課程

是由本校海科系開設，其課程時間可能會

與海下所課程時間衝突，因此海下所並無

要求學生必須於碩一上學期完成選修。即

便如此，大部分學生仍會在碩一上學期完

成海洋物理課程之選修。 

業界專業能力上的考量:獨

立思考能力對專業技術上

的判斷(如專利檢索、技術

規格分析)、產業標準熟悉

度(IEC、ISO、DNV GL…)，

可在專題增加內容。 

在「工程聲學」及「船艦輪電實務專題講座」

課程中，相關的噪音檢測標準與規範，皆以

IEC、ISO、CNS 為基礎，讓學生熟悉業界的考

量。而其他船級協會的要求，如 DNV、BV、ABS、

GL，也會透過專題演講的方式，由產業專家多

方面向學生介紹，來充分掌握發展趨勢與技術

演進。 

從師資參與的研發計畫與

成果可看出，多數是需求應

用面，應留意相關技術是否

已有成熟產品及他國專利，

於授課時，可避免無法與外

部接軌情況。 

本所老師在執行研發計畫時，都會先彙整該

領域的發展現況，作為進一步突破的基礎。

而相關的課程內容，也會定期檢視，並隨著

科技的進展，加以更新、調整，以期學生能

跟上趨勢，未來進入業界，應能順利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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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1. 因應台灣海洋相關產業
的發展日益興盛，可增
加專任教師的人數，擴
展師資陣容，並增加研
究生人數。 

2. 海上實習(一)及(二)之
差別並不明確，所規劃
的課程大綱及課程目標
完全一致，課程內容是
否應該有所區分? 

3. 海下科技研究所目前主
要朝「水下機電」及
「水中聲學」兩個領域
發展，因應台灣目前產
業需求，對水下海洋環
境之了解，需求不斷增
加，建議可增設「水下
環境監測」方面相關課
程。 

4. 建議於附件中列出近年
來貴所碩士畢業生的論
文題目，證實研究產出
與貴所成立的目標一
致。 

1. 非常同意委員意見，隨著海洋產業發展日

益蓬勃，增加師資與學生人數有其必要性。

本所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與本校電

機系合聘兩位專任教師，目前亦正在辦理

一位新進教師應聘之行政程序。海下所仍

會持續積極不斷招聘師資，提升專任師資

人數。在研究生人數方面，本所近年新生註

冊率偏低，校方彈性調控扣減為每年招收

10 名學生，未來將努力提升新生註冊率，

並向校方爭取增加招生名額。 

2. 感謝委員意見。海上實習(一)與海上實習

(二)的課程目標，都是讓學生了解並體驗

水下機電與水中聲學領域相關之儀器設備

功能、航次作業規劃、海域探測調查、與資

料處理分析，以累積學生的海洋實務作業

經驗，同時培養學生的跨域專業能力。而在

課程執行上，海上實習(一)與海上實習

(二)的授課則分別由水下機電與水中聲學

領域的教師擔任，分別教授水下機電與水

中聲學領域之海上探測作業規劃與實務。 

3. 本所在師資與修課學生人數的限制下，很

難再增加新的課程，但原本於「被動水中聲

學」及「應用水中聲學」課程中，皆有提到

相關水下監測的概念與方法，未來會針對

未來可能台灣海域的應用，增補更多產業

界的需求，以加強學生日後就業的競爭能

力。 

4. 遵照委員建議，於附件中列出本所 104 至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

（列表請參閱附件二）。研究生論文題目皆

與當下關鍵水下技術發展潮流相關，符合

本所成立之宗旨與目標。 

 

1. 課程方面建議增加訊號
處理、導航定位、感測
系統等課程內容。 

2. 大型計畫專案管理之課
程內容可設計實務專
題，讓兩組學生合併修
習，培養跨域溝通的經
驗與能力。 

1. 本所「訊號與系統」、「隨機振動」、「被動海

洋聲學」、「水下音傳與訊號處理」等課程，

皆提供學生充分的訊號處理訓練。而導航

定位，則在「水下機電專題研究」課程中，

以實作及討論的方式，介紹給修課學生。至

於感測系統的內容，學生可以透過「工程聲

學」及「應用水中聲學」兩課程的介紹，瞭

解相關換能機制，及感測系統的設計與重

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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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2. 謝謝委員建議。本課程已列入基礎課程，並

整合水下機電與水下聲學之專案案例進行

教授，使兩組學生可對跨域整合有更深入

的學習。 

海下科技是一門跨領域學

科，在研究所學生學習專長

要要求精也要要求廣，貴所

教學及訓練目標以學生就

業為導向，應可加強產學合

作及業界實習，幫助學生熟

悉職場且增加在海洋產業

的就業率。專題研究可朝向

期刊發表或專利申請，藉此

檢視專業水準及學生能力。 

謝謝委員建議，執行產學合作一直是本所配合

學生教育的重點，近三年（106-108 年）本所

產學合作計畫的金額逐年增加（650萬、707萬、

999萬），而透過產學計畫的執行，不僅學生參

與度增加，也明顯看到學生畢業後往相關海洋

產業公司或法人單位（台船、金工中心…）就

業的人數也增加。在學生業界實習方面，研究

生修業年限短，雖不易安排，但本所仍會積極

媒合業界學習的機會。在專題研究方面，規範

碩士班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或是專利申請，其

挑戰性相當高，不過本所規定學生畢業前至少

需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以論文及口頭報告方

式發表研究成果，且列為學生畢業的條件之

一，以作為檢視學生專業能力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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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理  學院  物理系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 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建議趁大學時期，建立學

生在 Modeling 方面的能力 
我們將會在「實驗物理學」、「數值分析」、

「計算物理」等課程建議老師加入 Modeling
方面之訓練，亦會在理論課程中鼓勵教師從

現有理論中引入更多觀察的結果，驗證理論

的有效性。 
應數的必修課程中與線性

代數相關的內容較少，建

議可以增加一些內容。另

外，有不少課程含有數值

模擬的練習，本人認為這

部分可以進一步強化，以

增進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更

具體理解與掌握。 

1.我們將依委員意見於基礎物理數學課程中講

授線性代數的內容 
2.我們將依委員意見，建議任課教師於相關課

程中加入一些數值模擬方面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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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科學  學院  政治所   

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碩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專業性：三大領域的課程均相

當聚焦，不過比較政治領域似

乎只有「亞太區域研究」與各

國政治相關，可能需要更多相

關課程才能讓學生選擇有興

趣的國家，也能幫助他們就

業。建議可增加國會或者總統

制研究，或許也有助於學生到

公部門服務。 

本所已規畫於 109 學年度開設「東南亞比較

政治研究」，加上原有之「歐洲區域整合」，搭

配與公事所、亞太所互相支援的課程，應足

以充實比較政治課群在區域政治方面的內

容。本所鼓勵學生跨域學習，開放學生修讀

所外課程，予以學分承認。本所於 108 學年

度已經完成與本校海洋事務研究所、社會系，

以及公共事務研究所之雙聯學位。因此本所

碩士生在自組課程上擁有高度的彈性及雙聯

學位伙伴單位的專業導引。至於國會或總統

制等研究已囊括於本所開設之比較政治領域

諸多課程中，目前尚無必要開設相關研究課

程。本所的「台灣政府與政治」課程，過去皆

為英文授課的「簡介」。有鑑於本所課程博士

班分流（英語課集中往博士班）的規畫，此課

程將在師資人力備齊後重新啟動，以「深度」

而非「簡介」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屆時將會

融入建議，針對國家的運作，憲政的變革與

時勢相關的議題進行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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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與時俱進：除了必修之外，學

生需要選修三大領域的課程，

一共需要修畢 11門課，課程

結構的大方向合理。建議每隔

兩到三年微調，以因應時勢變

遷。 

本所課程結構會在每學年度討論調整，並於

每學期召開至少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商討課

程新增異動事宜，保持本所開課人力調度及

學生需求之間的平衡。與職場接軌的建議非

常重要，但我們希望碩班維持英語閱讀能力，

逐步增強聽說表達能力，以此作為立足職場

的優勢。因此，本所在碩士班將逐步增加學

生英語表達及寫作訓練。 

本所碩士班以孕育具備學術思維、宏觀省思

的人才為辦學目標。在此目標之下，我們將

經常性的邀請所友回娘家為學弟妹進行職涯

分享，並透過六大系列講座（含本所三大領

域），於學期中或課程中邀請相關領域之業

師演講，結合理論及實務應用。 

應用與實用：碩士班課程規劃

以訓練學術人才與培養學生

進入公私部門的能力並重。因

應目前社會需求，建議考慮增

加政策行銷或者產業經濟的

課程。 

本所回應實用主義的知識論回歸，在 108 學

年度開設博士班的「經世致用的途徑與實踐」

與碩士班的「政治資源的經營與管理」兩門

課，分別以治國平天下，以及修身齊家作為

兩門課的主軸。未來將逐步將人性、決策、兵

法、領導統御、道德決斷等方面專業帶入這

兩門課。讓有心於公共服務的學生，在英語

能力及社科研究能力之外，擁有領導者的素

質與修養。本所鼓勵學生跨域學習，開放學

生修讀所外課程，予以學分承認。本所於 108

學年度已經完成與本校海洋事務研究所、社

會系，以及公共事務研究所之雙聯碩士學位。

因此本所碩士生在自組課程上擁有高度的彈

性及雙聯學位伙伴單位的專業導引。 

自由跨域：建議鼓勵學生除了

主學門外增加一個次學門，以

適應未來求職的可能需求。 

為了讓政治學研究生能在廣與專之間取得平

衡，本所規定碩士生皆須選修一門主學門及

一門副修學門，並縮減課群的限制，讓學生

在一門必修課之外，都能在各自課群之中自

由選課，並鼓勵跨所跨領域修習課程並予以

承認。本所教師除了在原領域的研究教學持

續深耕之外，亦將在現有課程中朝向自由、

跨域、應用、人性研究等方面調整或強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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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程設計，或以新課的方式，以求與快速變動

的時勢接軌與對話。 

學位加值：跨域微學程的設計

可以同時兼顧研究生專長與

課程，值得肯定。惟該學程具

體施行方式以及如何與四個

雙聯碩士課程進行整合，建議

補充說明。 

本校的微學程設置的目的是讓學生看見專業

的疆界，在此範圍內自由選課，打造自己的

專業。以本所依此政策、正在規畫建立的「政

經大數據微學程」為例，即是以九門課分入

門到進階共三組，每組修一門課以上（由淺

入深修完三門課），便可取得畢業證書上的微

學程認證註記，對其就業就宣告專長有加分

效果。雙聯碩士則是規模較大的整合，學生

要在自己的領域修完畢業學分之後，並完成

四門雙聯單位要求的課程，由兩邊共同組成

碩士論文委員會，指導學生完成跨域主題的

研究。因此微學程與雙聯學位是互補關係。

前者著重修課的加值，後者強調學位的加值。 

強化就業能力：碩士班課程對

學生職涯規劃陞遷助益較少。

雖已增加對「人性」研究的新

維度幫助學生更快與職場接

軌，但建議未來可以更具體研

擬課程設計與職涯輔導之相

關措施。分三大領域並融合理

論與實務且結合業界師資，建

議可邀請本所歷屆校友提供

相關實例如業務上執行之政

策、法規與治理議題、研究主

題等，提升碩班生的學習動

力。 

1. 本所定位為學術單位，雖沒有針對職涯設

計課程，但本所畢業生在職場上展現相當

大的彈性、宏觀思維格局與耐力，普遍獲

得聘任單位的肯定。本所在職涯的準備

上，做法是採取六大「系列講座」模式（含

本所的三大次領域），透過邀請相關之業

界講師來所演講，為同學提供經驗傳承。

目前平均每學期有十場演講。本所亦將依

建議，規畫所友回饋講座，邀請服務於不

同產業界的所友回校演講，強化所友與在

校生之連結，作為協助學生職涯選擇之輔

助。 

2. 本所近年來積極朝國際化發展努力，提供

數門全英語授課之環境，並廣招國際學生

入學，鼓勵本國及外籍學生進行交流。未

來將推動國際交換計畫，推動本所學生具

備與世界互動（尤其是合作研究）的能力。 

3. 英語能力、宏觀思維及對人性掌握的能

力，是本所師生的專業所在。本所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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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強化這一環節，讓本所學生有更大的職場

競爭力。本所英語課群目前以集中在博士

班。未來將建勵鼓勵機制，在教師準備到

位，招生穩定，以及學生心態健全之後，

逐漸增加碩班級的英語課程，在博士班國

際化之後，推動碩士班的國際化。 

因應資訊大數據趨勢：資訊相

關課程已成為未來各大學重

點開課趨勢，大數據領域發展

有望成為未來貴所重點特色

之一，也與貴所師資專長相當

契合。建議可參酌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發展，

結合大數據及質性研究成為

未來強調和突破的重點。 

資訊與政治之結合為本所當前積極推動之課

程，感謝委員提供之參考資料，本所將於未

來做更全面之研擬。目前本所已啟動組織「政

經大數據微學程」，讓老師以「帶狀」模式進

行學術訓練，讓學生能由淺入深進行選課安

排。即是以九門課分入門到進階共三組，每

組修一門課以上，便可取得畢業證書上的微

學程認證註記，對其就業就宣告專長有加分

效果。這是台灣政治學門中相當積極的做法。

本所亦將在此微學程運作順利之後，評估將

本所方法課群與他校或其他學系合作建立資

料科學相關微學程。 

強調技術並不該是社科訓練的重點。大膽假

設、小心驗證、正確解讀、意義推敲，才是

本所訓練出來學生的特質。相對於技術人才

對於脈絡、人情、需求等層面知識不及社科

人，本所推動的資料訓練以及方法論課程，

全面強調意義的解讀及人性動機的探索，足

以形成特色。例如 108學年度開課的「厚數

據與意義探勘」便是這方面的嘗試，亦是國

內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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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專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實用性：碩專班的目標為

活用政治知識、經驗與理

論對話，強調職場的領導。

不過，課程設計內容似乎

較偏向國際關係、比較政

治、政治理論等相關領域

的陶冶。建議加強政治學

與地方政府、管理、法律、

科技、資料科學、傳播等領

域的連結。並建議可考慮

增加實務性課程。 

1. 本所已意識到這個改革的必要，因此自 108

年度起增設「科技與公共行政」與「組織行

為與理論」課程。由於本所碩專班學生來自

諸多不同領域，仍需強調統合性的理論課程

避免瑣碎的知識。本所教師將在未來課程委

員會中，逐步落實「專案」、「問題導向」、「團

隊導向」的課程設計。 

2. 本所除提供政治學相關理論知識外，未來將

由授課教授在其專業課中，結合更多時事議

題及實務面向討論，提供學生有更多「理論

與實際」的運用及結合感受。透過「談時事」

來增加學生的判斷力及語言邏輯及批判力。

目前已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科技與

公共行政」，目前正在規畫於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研討政府運作的「組織行為與理

論」。 

3. 本所專班已設有實務性課程，如「勞動市場

政策與政治」、「科技與公共行政」。惟考量到

碩專班同學背景差異大，較難聚焦於特定領

域實務性政策領域。本所將在既有課程中增

加更多跨域的訓練，並嘗試在不同課中邀請

與課程進度相關的業師演講或共同授課，帶

入實務面向，包含專案、協作、問題導向的

作業及討論等，提供同學們通用知識作為因

應自身職場需求之工具。如 108學年度的「經

世致用的途徑與實踐」邀請了六位業界講師

帶領專案，以上述革新做法，介紹最新的管

理知識 OKR，並帶領同學實作，讓博、碩、專

班同學「打成一片」並執行實務專案。這個

創新課程得到中山大學創新課程補助肯定，

以及同學、校外講師的高度好評。未來將依

人力規畫，持續朝這方向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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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多元性：專班課程內容與

規劃不僅注重基礎知識同

時要培養各種職涯能力。

建議鼓勵學生多多選擇與

過去大學畢業科系不同的

課程，以適應未來職場的

可能需求。 

1. 本所碩專班同學就學就業背景多元，並非皆

為政治學門本科學生，而本所除提供政治學

相關理論知識外，亦同時結合時事議題及實

務面向，提供學生在理論的實際運用上有更

清晰的概念。 

2. 本所教師已意識到專班需要投注更多心力定

位及轉型，因此已設立專注於課務及招生革

新的委員會，定期開會調整專班體質。 

3. 未來將透過碩班「政治資源的經營與管理」

和博班「經世致用的途徑與實踐」兩門課，

與專班結合，逐步將人性、決策、兵法、領

導統御、道德決斷等方面專業帶入專班。 

時代性：大數據是否考慮

列入課程? 
1. 過去本所專班將數據分析方面設定為選修

課。「政治學研究方法」在訓練上偏重資料分

析。109學年度起，因應人力調度及課程改革

的深化，本所將會把此課程與「政治學基本

問題」結合成為「政治學議題與方法」的入

門必修課。雖然這個做法能讓本所不同老師

將其專業領域方法介紹出來給同學，增加同

學接觸更多元研究方法的機會，但這也降低

了原有統計資料分析的專業訓練份量。 

2. 本所目前數據（含大數據）的課程集中開設

於碩博士班。若碩專班學生有資料分析訓練

的需求，本所將在課程規畫中作以下考量：

（1）依學生的能力與興趣，提供客制化的統

計課程與服務，輔導他們參與碩士班課程，

讓有興趣於此方面的學生仍能跟隨老師學習

或寫論文；（2）若該屆新生多數表示對資料

分析有高度興趣，則協調「資料分析方法入

門」教師將入門資料分析課程移至晚間開課；

（3）考慮新聘講師，開授相關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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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課程廣度：三大領域的課

程均相當聚焦，不過國際

關係領域似乎只有「比較

外交政策」一門，可能需

要更多課程才能更完整

掌握國際關係。 

 

本所已於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將新增開設「進階

國際關係理論」課程，並預計於第 2學期新增開

設「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演討」、「當代中國研究

與台海局勢」課程。本所亦規畫長期與海事所、

社會系、政經系、亞太所、行傳所與公事所教師

合作，推動互補課程，讓學生進入中山之後視野

不必定於所內，而是在「自由與跨域」的學風中，

建築自己的專業。 

課程內容均相當符合各

自領域的發展與理論架

構，不過報告書中沒有政

治學方法論的課程大綱，

不知道內容為何？ 

因 108 學年度未開設本門課程，故在此次報告書

中並未放入課程大綱，已將前次課程之課程大綱

補予委員審閱。此課程為博士班的入「（學）門」

的必修課，在閱讀量及深度廣度的訓練上都下足

力道。 

本所只列政治學方法論

一門為必修，學生需要選

修三大領域的課程，一共

需要修畢 10 門課，但是

目前只有7門課屬於博士

班，學生是否需要到碩士

班修課？是否會造成學

生重複修習過去已經上

過的課？ 

 

本所教師對此有一致的認知：graduate school 不
分碩博；graduate students 都是研究生。對本所

教師團隊來說，碩博士生的區別在於他們對於職

涯的想像以及學術上的動機強度的不同，除此之

外，都是來求知之人，宜一視同仁訓練。因此本

所修課訓練上允許碩博生可以一起上課無礙。但

在課號及課程設計上，做到明確區分。課程分流

的好處是，一方面方便課程教師把關，放心設計

符合課號深度的課程而不必牽就學生而降低難

度；二方面方便學生在修課之初對課程的深度

（而不見得是難度）有足夠的預期。未來，每個

班別的課程負擔將儘量調整至一致：碩士班內課

程的深度及要求儘量一致；博士班內的課程深度

及要求儘量一致。修習博班課程的碩士學生，也

將有老師多一些輔導；修習碩班課程的博士生，

老師的要求也會多一些。 

本所因應委員的建議，已規畫 109學年度開設

數門博士班課程：將於 109學年度增設「比較

政治理論專題研討」、「進階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研討」、「當代中國研究

與台海局勢」、「政治學數量資料分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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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學數量資料分析進階」、「政治學心理計量方

法」等數門博士班課程，亦持續開放本所博士

生修習三門他所課程（課程大綱須經導師認

可），以鼓勵跨域學習。不致於課程不足，亦不

致於有重複修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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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理學院暨工學院 醫學科技研究所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碩士班甲組】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1. 課程地圖中，海洋領域所規畫之課程

仍屬生物或生命科學範疇，建議可改

成生物或生命科學領域。 

2. P.3 之課程結構、課程銜接中說明

「本所設立一整合學程：應用醫學工

程學分學程，提供學生多樣選擇」。

建議於碩士班甲組之課程地圖中加入

此整合學程之相關規劃。 

1. 課程地圖中已依委員之建議，將

海洋領域修改為生物領域。 

2. 該整合學程課程大多為碩士班甲

組課程(同課程地圖)，本為配合

校方跨領域修業規定規劃成立，

讓校內其他系所學生修習，且已

連結院與所教育目標。 

 

委員二： 
1. 課程設計的完整涵蓋仍有一些意見，

已另件說明。 
2. 一般大學恐難有規劃職涯進路，培育

學生將所學應用至業界實務上的能

力，因它涉及專利乃至於商業模式

等，是一項大工程，惟成大醫工系現

有結合全國及南部各地的資源，開設

了 Biodesign 課程，已承辦 7 年，歡

迎外校共同參加，以兩學期的期間來

設計，來培養學生本項能力。 

1. 謝謝委員建議，會將委員的建議

提供給任課老師參考。 

2. 本所之「科技輔具創新與應用」

課程內容已有涵蓋此要項，未來

會利用產發與技轉中心的資源，

亦會參考學習成大醫工系課程，

另邀請業界講師演講，讓學生對

目前產業的現況、醫療法規、智

財與談判、行銷與商業規劃有近

一步的了解，使學生能將所學應

用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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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三： 
1. 醫學科技研究所課程設計廣度、與臨

床醫學、業界鏈結均有足夠量能，為

培育學生實踐與實作能力，透過跨領

域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團隊合作能力，

符合醫科所所訂立的教育忠旨與核心

能力培養。 
2. 六選二的必修課程，建議加入人體生

理學，有助於大學不同領域學生進入

醫科所的銜接。如何加強國際化競爭

能力可再著墨。 

委員建議之人體生理學課程將於日

後列入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規劃。

本所每學期皆有安排 2-3 門課為英文

授課，鼓勵學生參加國外研討會，

並明訂英文畢業門檻。爾後碩二生

修習書報討論，將以英文簡報發

表。另請授課教師要將當今生醫領

域的各國發展趨勢納入授課內容，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委員四： 
1. 教師的專長與課程設計滿足研究所之

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培養。 
2. 目前的課程分類清楚，專業能力養成

有所依據。但宜註明各課程是否為每

學年開授或每兩年開授一次，以利學

生修課之規劃。 

本所之必修及核心課程皆為每學年
開授一次 
並已於課程地圖中增加標註。其他

專業選修課程之開授時間交由開課

教師自行決定開課期程。 

委員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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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乙組】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3. 依所教育目標、發展方向與願景，是

培育醫學科技跨領域人才，並結合生

醫檢測、生醫材料、數學模擬……，

故建議課程設計內容，除了人與疾病

為主外，須加上長照硬體設計與安全

以及長照軟體設計與應用。 

4. 職涯進路圖，建議學生未來發展可增

加「創業」一項，如此可增加「業界

分享經驗」於課程中。 

1. 長照硬體部分可修習碩士班甲組
「科技輔具創新與應用」課程，
軟體部分可修習「智慧長照創新
服務開發模式」課程，其內容包
括數位商業模式的開發並邀請校
內他系所教師支援長照軟體設計
與應用。 

2. 職涯進路圖中，學生畢業後之未
來發展已增加「創業」一項。 

委員二： 
3. 建議論文發表以英文發表為修業要求

(明定)。 
4. 臨床老人醫學師資(家醫)可再增加。 
 

1. 初期先鼓勵畢業生以英文發表論
文，之後再逐步修定修業規定。 

2. 可與聯盟學校(高雄醫學大學)合
聘相關臨床老人醫學師資補強。 

委員三： 
最終目的在與銜接職場，而在課程教導

過程，建議講師內容要與時俱進，貼近

實務，善加利用學校與產業之間的連

結。 
 

會請授課教師參考委員建議，未來
課程會利用學校產學資源，並邀請
業界講師，學生亦會至醫療機構進
行實習課程，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可
學以致用、銜接職場。 

委員四： 
1. 審核通過。智慧長照組教學內容與系

所教育目標一致，課程設計與系所發

展重點亦為一致。建議有限資源下，

應說明甲乙兩組學生共享教學資源策

略。 
2. 修課及格檢核指標合理，建議最終應

有課程之整體指標導出與智慧長照的

研究或實務設計成果的說明。 
3. 智慧長照是未來寬廣的路，但跨領域

課程要涵蓋最新知識與技術的難度不

小，教師群龐大專長多元，建議可作

區塊整合，建構領域學群，方便師生

深化研發及學習。 

1. 本所碩士班甲、乙兩組學生可跨
組修課，共享教學資源 

2. 將請任課教師將委員建議之檢核
指標納入課程綱要目標中。 

3. 乙組以培育跨領域長照高階管理
人才為目標，故課程廣度大於深
度，亦會透過校內產學單位一同
合作，讓學生與業界接軌。若未
來系所壯大發展，將再行規劃建
構領域學群與課程區塊整合。 

1. 乙組學生可選修甲組科技相關課
程，另會邀請業界講師補強本
項，加上乙組學生會於國軍高雄
總醫院各分院進行實務實習課
程，將可提高與外部環境之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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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4. 內容有賴具體落實，建議可將多元職

涯進路與課程區塊做整合。目前各科

課程設計中，以臨床智慧長照課程最

能深入討論智慧科技導入長照的相關

知能，建議部分科目再提高與外部環

境、智慧科技的對應程度。 
委員五： 
1. 智慧長照服務為未來發展之重要產業

及領域，貴所積極與各醫療院在課

程、實務教學與合聘教師等方面進行

合作，可挹注多方面的學習資源。 
2. 建議可參考各醫學大學臨床護理、老

人/高齡醫學等課程內容納入，補足

不同背景學生之專業知識。 

感謝委員肯定。本所已有多位高醫
臨床醫學所、高醫護理學院與國軍
高雄總醫院的合聘教師，未來將視
課程所需再增加相關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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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 
5. 除專題討論外，高等醫學工程為博士

班唯一之必修課，但本博士學位乃是

醫學科技博士，課程結構也分四大領

域，醫學工程僅是四大領域之一；再

者，高等醫學工程之課程大綱與碩士

班之醫學科技導論完全相同。故建議

高等醫學工程可改為高等醫學科技並

與醫學科技導論內容有所區隔。 

6. 課程地圖中海洋領域所規畫課程主要

仍屬生物或生命科學範疇 ，建議可改

成生物或生命科學領域。 

1. 高等醫學工程之課程名稱已更改

為高等醫學科技，其主旨與課綱

內容也已更新，與醫學科技導論

做出區隔。 

2. 課程地圖中海洋領域已更改為生

物領域。 

委員二： 
5. 課程設計的完整涵蓋仍有一些意見，

已另件說明。 
6. 一般大學恐難有規劃職涯進路，培育

學生將所學應用至業界實務上的能

力，因它涉及專利乃至於商業模式

等，是一項大工程，惟成大醫工系現

有結合全國及南部各地的資源，開設

了 Biodesign 課程，已承辦 7 年，歡迎

外校共同參加，以兩學期的期間來設

計，來培養學生本項能力。 
7. 理工博士學位取得者必是國家尖端科

技人才的未來希望，然若這當中的每

一位均能有簡潔陳述與溝通以及可深

可寬的獨立領域拓展力，更應是本課

程結構一開始述及的教育目標之實質

希望。凡舉在實驗室內的進度報告，

當力求其優秀的投影片準備，發表策

略也必須有充分的策劃與練習始可，

此努力的成果，更可考慮讓他有機會

從書報討論的課程來給予磨練和延

伸。此外，讓博士來擔任碩博士生報

告的會議主席，練習會議的掌控與迅

速邏輯出發表者的核心關鍵的有趣問

1. 委員對高等醫學工程、書報討論

及生醫感測器所提供之課程內容

及規劃的建議，已提供給任課老

師參考。 

2. 本所之「科技輔具創新與應

用」、「生技醫材設計與開發」課

程內容已有涵蓋此要項，未來會

利用產發與技轉中心的資源，亦

會參考學習成大醫工系課程，另

邀請業界講師演講，讓學生對目

前產業的現況、醫療法規、智慧

財產與談判、行銷與商業規劃有

近一步的了解，使學生能將所學

應用於實務。 

1. 書報討論課程係已涵蓋委員建議

要點，將責成授課教師磨練學生

簡報與主持會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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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題，從而得等同學術討論知機會教

育，擔任的課程教授，遂可扮演講評

或穿針引線的工作。 

委員三： 
3. 醫學科技研究所課程設計廣度足夠，

能培育學生實踐與實作能力，透過醫

工與生醫及材料課程設計提升學生跨

領域團隊合作能力，符合醫科所所訂

立的教育宗旨與核心能力培養。 
4. 有高等醫學工程當博班共同核心課程

很好。生醫工程導論是六選二課程，

但高等醫學工程是必修，理論上應先

修生醫工程導論再修高等醫學工程。 
5. 若高等醫學工程為必修，建議多加一

些基礎理論的課，幫助不同領域入學

的學生，有本教科書當教材，或許有

幫助。與其他選修課的內容要有些區

隔。 
6. 如何加強國際化競爭能力可再著墨，

如增加英文授課。 

1. 高等醫學工程已更名為高等醫學
科技，將請各教師協助注意學生
修課順序。 

2. 將請各教師針對學生入學領域與
程度，給予修習課程規劃之建
議。 

3. 本所每學期皆有 2-3 門英文授課
課程，亦訂有參與國際研討會及
英文畢業門檻之條件。另會請授
課教師將生醫科技領域之國際趨
勢納入授課內容中。 

委員四： 
3. 教師的專長與課程設計滿足研究所之

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培養。但宜註明

各課程是否為每學年開授或每兩年開

授一次，以利學生之修課規劃。 
4. 除必修課為「高等醫學工程」，其餘必

修課程六選二與碩士班完全相同，若

為碩士班同學繼續就讀博士班，是否

有其他更佳之規劃。宜斟酌考慮必要

之調整。 
5. 此外，「高等醫學工程」之課程主旨與

綱要宜明確，若依據目前之綱要，未

能瞭解其「高等(Advance)」之處。且

其涵蓋範圍極廣，也許可考慮更名為

「高等醫學工程導論(或總論)」。 

1. 本所之必修及核心課程皆為每學

年開授，並已於課程地圖中標

註。 

2. 本所學生之專業選修課程需於每

學期加退選第二階段前經指導教

授或所長認可，故指導教授會建

議續讀博士班之學生，修習未修

過之課程。 

1. 高等醫學工程之課程名稱已更改

為高等醫學科技，其主旨與課綱

內容已更新，與醫學科技導論做

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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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理 學院 精準醫學研究所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 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1： 

1. 臨床醫師比例過低。 
2. 如何將相關系所的目標分

開，且突顯兩所各自的價

值，必須多有著墨規劃。 
3. 遠程發展願景需事先規劃

並突顯其亮點。 
4. 可以強調與校外醫院之合

作方式及項目。 

1.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已著手整合醫學

相關系所合聘之臨床醫師，另於 109
學年度起合聘數位高雄醫學大學、高

雄榮總、高雄長庚醫院臨床醫師協助

指導研究生論文及至本所專題演講。 
2.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以「分子醫學」

與「轉譯醫學」二大領域課程及研究

方向；精準醫學以「AI 結合個人化

醫療」，兩所專業領域雖相似，實則

有所區別，相輔相成。 
3. 感謝委員提醒，精準所短期以培養精

準醫學跨領域科技整合人才應用於在

地醫療和產學合作；中期擴大與國家

級研究中心的合作，以提升國際能見

度；長期目標以加強在地產業與國際

合作連結、推動南臺灣醫療產業的研

發為導向。 
4. 本校與連結高雄市立六間醫院(小港、

大同、民生、聯合、鳳山、凱旋)及三

大醫學中心(高雄醫學大學、高雄榮民

總醫院、高雄長庚醫院)簽訂 MOU，鼓

勵共同執行合作研究計畫，課程方面

校際選課也提供學生至高雄醫學大學

修習相關醫學課程，將學術研究與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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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床接軌，為台灣的醫療品質貢獻。 

委員 2： 

1. 精準醫學涵蓋的領域甚

廣，如何確定授課內容符

合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

力，宜進一步說明。 
2. 如何確定支援系所之課程

符合教育目標及學生具備

專業能力，宜進一步說

明。 
3. 本案教學及研究領域太

廣，雖可符合跨領域精

神，但難以從培育學生將

所學應用在業界實務上的

能力找出特色。 

各學期學生選課前授課教師需建置

課程大綱，包含：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課程類別、課程大綱、課程目標、授課方

式、評分方式、教科書/參考書、每週課程

內容及預計進度、課業討論時間、系所學

生專業能力/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本所將協調支援授課教師調整授課內

容課課綱，並制定項專業能力對應至課堂

活動之評量方式，讓學生瞭解本課程欲培

養之專業能力及素養，及利用何種評量方

式來達成，以確保授課內容符合教育目標

與系所專業能力。 
 
根據 BIS Research 的全球精準醫療

藥物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6 年全球精

準藥物市場規模為 435.9 億美元，隨著基

因定序成本下降及便利性增加、伴同式診

斷產品增多、藥物基因體學的能量提升，

生物資訊學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的演進，

預計將推動精準醫藥市場規模的快速成

長，未來 2016~2026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將

達 11.23%，預估 2026 年市場規模達 1,417 
億美。行政院提出的「五加二產業創新方

案」中，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將發展利

基精準醫學，部會齊力推動各項精準醫療

計畫，特別提出整合型「癌症精準治療

(Precision Oncology)」旗艦計畫，期待將臺

灣打造成獨具特色「 亞太地區癌症醫療中

心」本所培育之跨領域人才可提供相關醫

材及製藥廠之檢驗數據分析診斷，為將來

台灣精準醫學市場奠定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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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3： 

1. 區塊鏈、人工智慧與共享經

濟概念的商品或客制化服

務，建議可邀請相關人士於

書報討論分享 

感謝委員建議，本所已安排合聘教師及多

位業界專家於開學書報討論進行專題演

講，已提供學生在商業應用面的相關發展。 

 

委員 4： 

1. 增加生物統計學為必修

課，增列大數據研究方法

為選修課，同時建議可以

增加人工智慧相關課程。 

感謝委員建議，本所擬將「生物統計學」

調整為「進階生物統計」，並設為核心課

程，並與新聘教師協調開設大數據相關專

業知識之選修課。 

 

委員 5： 

1. 醫學倫理與臨床試驗課程

中，有關描述型研究、觀察性

研究、世代研究、病例對照研

究均屬於流行病學範圍，課

程綱要及內容應該要修正。 
2. 因應疾病發生的多樣性，課

程中需要再增加一些內容，

教導學生們如何判斷各種檢

驗之陰、陽、偽陰、偽陽性，

及判斷藥物之治療效果，這

些在臨床流行病學中均可教

授。 

感謝委員建議，臨床流行病學課程大綱將

再行修正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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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理 學院 生技醫藥研究所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 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1： 
課程設計充分配合課程規

劃，然而「生技醫藥智財

與法規」課程中，藥品醫

材法規科學的主軸仍須加

強，避免與智財法律專業

知識相重疊。 

本所將針對「生技醫藥智財與法規」課程

進行大綱調整，以生技相關醫材法規為

主，以與智財法規區分。 
 

委員 2： 
1. 生技醫藥研究所碩士學位

學程畢業應修 30 學分(必修

10 學分、學位論文 6 學分

及選修課程 14 學分)。建議

在七、課程大綱可以呈現哪

一門課安排在哪一個學期

上。 
2. 課程規劃完整，為有某些老

師負責的課程稍多的情形。 
3. 產業實習這門課規劃於寒

假期間至業界實習，對學生

非常實用。課程資料表中位

明確記錄實習時數與及單

位，建議可以提早規劃，並

與其他課程結合。 

1. 感謝委員建議，將修正計畫書內容。 
2. 感謝委員建議，本所於 108 年度 8

月教育部審核成立通過，並擬於 109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新生，師資員額規

劃於兩年內聘任 5-7 名專任教師就

位，並依據擬聘師資專業領域調整課

程負責教師及內容。 
3. 感謝委員建議，本所課程將導入 ISO

管理相關知識。產業實習部分授課教

師已著手安排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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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3： 
2. 貴校已設有生醫所及醫科

所，如何在課程設計及培育

學生之目標與生醫所及醫科

所區隔，應有規劃，才能突顯

本所以特色。 
3. 目前設計之專任師資人數為

4 人，雖有多位兼任師資，應

考量系所之屬性，增聘師資。 

1. 本校生醫所以『分子醫學』與『轉譯

醫學』二大領域課程及研究方向；醫

科所偏重生醫檢測、生醫材料、生醫

計算模擬及醫療儀器等研發，生藥所

則是著重新穎治療藥物技術開發及轉

譯研究，各有特色。 
2. 教師員額部分，考量擬聘教師專長及

特點，規劃於兩年內完成聘任 5-7 名

專任教師，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 
委員 4： 
2. 高階生技醫藥專業人才，博

士學程可能較為適合。 
3. 課程設計能涵蓋相關領域

之基本認識與技術就不錯

了。 
4. 四位專任教師或許仍稍嫌

不足。 
5. 目前的人力似乎尚未能看

出其因應力，僅能傳授基本

知識及技能。 
6. 加強業界專家來授課之部

分 
7. 思考如何成立博士班，方能

培育高階人才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所積極與擬合作之業

界專家與產業公司聯繫中。師資部分將加

強增聘，期未來 3 至 4 年可成立博士

班，以培養高階生技醫藥跨領域人才。 
 
本所課程安排除深入跨領域研發所需之相

關背景知識，並強化學生理論分析能力，

開設涵蓋藥物開發、智財權與產業實習等

領域整合課程，著重學生實驗操作之訓

練，並規劃學生在畢業前需修習產業實習

之學分，配合業師授課之課程，到藥廠或

生技公司等單位實習以取得學分，以培養

具研發及實作能力的專業人才。 
本所於 108 年度 8 月教育部審核成立通

過，並擬於 109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新

生，師資員額規劃於兩年內聘任 5-7 名專

任教師就位，並依據擬聘師資專業領域調

整課程負責教師及內容。 
委員 5： 
建議導入 ISO 管理相關課程。 
建議導入 AI 與大數據分析課

程。 

感謝委員建議，本所未來規劃邀請業界相

關講師至本所給予專題演講，將相關管理

系統及數據分析等專業知識引入所上外，

亦將此相關條件作為未來徵聘專任師資的

參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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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位學程 

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 

一、 外審意見彙整(略) 

二、 本次外審修正總表 

※請依前述「回覆說明」彙整本次外審意見「修正及具體

改進事項」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人文與科技課程比例可以

再優化，且需增加「科學科技」、「人

文哲思」、「社會問題與創新案

例」相關的學分。 

人科學程已經從師資上逐漸補齊科技人才以及城市

規劃人才，將能夠有效地在開課上補足委員們對於「科學

素養」、「科技能力」、「人文哲思」與「社會關

懷」等能力。 

人科學程和共學群的銜接

需要再更具體。且共學群需要

有整體品質上的提升。 

人科學程將會主動透過教學發展研究中心掌握各共

尋群的運作狀況，並且主動與個共學群交流，以提供

最新的共學群課程資訊給學程內的學生，也會將學生對

於學習的期待，與共學群進行交流， 以協助學生獲得更

好的教學內容及體驗。 

師資的合適性及與共學群搭

配上的橋接 

人科學程陸續增聘不同領域的師資，以協助學生在

修課上及對共學群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系上老師亦

會藉由課程、計畫及社群與共學群老師產生互動，

進一步在教學及產學跨領域合作，幫助學生在跨領

域學習上有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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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與 108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中文系 

《學士班》 128 52 59.38% 128 52 59.38% V  

《碩士班》 32   32   V  

《博士班》 24   24   V  

《暑碩班》 106學年度停招 

外文系 

《學士班》 128 55 64.84% 128 55 64.84% V  

《碩士班》 30   30   V  

《博士班》 36   30    如附 

音樂系 
《學士班》 128 45 57.03% 128 45 57.03%  如附 

《碩士班》 32   32   V  

哲學所 《碩士班》 30   30   V  

劇藝系 
《學士班》 128 52 62.50% 128 50 60.94%  如附 

《碩士班》 36   36   V  

生科系 

《學士班》 128 47 58.59% 128 47 58.59% V  

《碩士班》 24   24   V  

《博士班》 18   18   V  

《碩專班》 36   36   V  

化學系 

《學士班》 128 64 71.88% 128 51 61.72%  如附 

《碩士班》 25   25    如附 

《博士班》 22   22    如附 

物理系 

《學士班》 128 58 67.19% 128 58 67.19%  如附 

《碩士班》 30   30   V  

《博士班》 18   18   V  

應數系 

《學士班》 128 52 62.50% 128 52 62.50% V  

《碩士班》 30   30   V  

《博士班》 24   24   V  

生醫所 
《碩士班》 24   24    如附 

《博士班》 18   18    如附 

醫科所 
《碩士班》 24   24/26    如附 

《博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18    如附 

精準醫學 
研究所 

《碩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24    如附 

生技醫藥 
研究所 

《碩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30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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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與 108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理學國際 
博士學程 

 
《博士班》 21   21   V  

電機系 

《學士班》 131 66 71.76% 131 67 71.97% V 如附 

《碩士班》 28   28   V  

《博士班》 20   20   V  

機電系 

《學士班》 140 70 70.00% 140 70 70.00%  如附 

《碩士班》 27   27   V  

《博士班》 18   18   V  

環工所 

《碩士班》 27   27   V  

《博士班》 24   24   V  

《碩專班》 33   33   V  

資工系 

《學士班》 135 61 65.93% 135 61 65.93%  如附 

《碩士班》 28   28    如附 

《博士班》 22   22    如附 

《資訊安全碩
士班》 

28   28   V  

《資訊安全博
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22    如附 

通訊所 

《碩士班》 28   28   V  

《博士班》 20   20   V  

光電系 

《學士班》 139 61 64.03% 139 65-89 64.03%  如附 

《碩士班》 26   26   V  

《博士班》 18   18   V  

材光系 

《學士班》 140 66 67.14% 140 66 66.43%  如附 

《碩士班》 24   24    如附 

《博士班》 21   21   V  

《前瞻應用材
料碩士班》 

24   24   V  

50/249



                  109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與 108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電機電力 
學程 

《碩士班》 24   24   V  

電信工程 
國際學程 

《碩士班》 24   24   V  

企管系 

《學士班》 140 69 69.29% 140 64 65.71%  如附 

《碩士班》 
企業管理組 

45   45   V  

《碩士班》 
醫務管理 

39   39    如附 

《博士班》 
企業管理組 

30   30   V  

《博士班》 
經營管理組 

45   45    如附 

《博士班》 
醫務管理組 

41   41   V  

資管系 

《學士班》 135 67 70.37% 135 67 70.37%  如附 

《碩士班》 35   35    如附 

《博士班》 30   30    如附 

《碩專班》 42   42    如附 

《碩專班》 
電商碩專 

42   42    如附 

財管系 

《學士班》 140 63 65% 140 63 65%  如附 

《碩士班》 38   38    如附 

《碩士專班》 
金融創新碩專 

44   44    如附 

《博士班》 39   39    如附 

《碩專班》 44   44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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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與 108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公事所 

《碩士班》 35   35    如附 

《博士班》 30   30    如附 

《碩專班》 42   42    如附 

人管所 

《碩士班》 39   39    如附 

《博士班》 39   39    如附 

《碩專班》 43   43    如附 

《碩專班》 
亞太人管產碩 

43   43    如附 

行傳所 

《碩士班》 38   38    如附 

《碩專班》 42   42    如附 

人管全英 
學程 

《碩士班》 39   39    如附 

EMBA 《碩專班》 42/45   42/45    如附 

國際經營 
學程 

《碩士班》 39   39    如附 

海資系 

《學士班》 128 49 59.38% 128 49 59.38%  如附 

《碩士班》 24   24   V  

《博士班》 18   18   V  

海工系 

《學士班》 128 65 72.66% 128 65 72.66%  如附 

《碩士班》 35   35   V  

《博士班》 24   24   V  

《碩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35    如附 

離岸風電 

海科系 《學士班》 128 40 53.12% 128 40 53.1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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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與 108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必修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專業必修 

學分數 

比重 

(含通識) 

《碩士班》 28   28   V  

《博士班》 28   28   V  

海保所 《碩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28    如附 

海事所 《碩士班》 35   35   V  

海下所 《碩士班》 28   28   V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博士班》 18   18   V  

政治所 

《碩士班》 33   33    如附 

《博士班》 30   30    如附 

《碩專班》 36   36    如附 

經濟所 
《碩士班》 36   36   V  

《碩專班》 36   36   V  

教育所 

《碩士班》 34   34   V  

《博士班》 34   34   V  

《碩專班》 36   36   V  

政經系 《學士班》 136 48 55.88% 136 48 55.88% V  

亞太所 

《碩士班》 36   36   V  

《博士班》 30   30   V  

《碩專班》 36   36   V  

《碩專班》 
42   42   V  

軍人營區專班 

社會系 

《學士班》 128 34 48.44% 128 34 48.44% V  

《碩士班》 28   28   V  

《原住民碩士
在職專班》 

24   24   V  

EMPP 《碩專班》 42   42    如附 

亞太英語 
學程 

《碩士班》 36   36   V  

教育與人類
發展全英語

學程 

《碩士班》 109 學年度新增學制 27    如附 

《博士班》 30   30    如附 

人文暨科技
學士學位學

程 
《學士班》 128 22 39.06% 128 22 39.06% V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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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 

中文系 

學 1 - - 新增：地方敘事數位遊戲設計」。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 碩 2 - - 

新增： 
(1) 「中國史的形成-古典時期」。 
(2) 「兩宋知識階層與其形構之政
治文化」。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 外文系 學 1 - 1 
新增：「文化、藝術與溝通。 
異動：「英文寫作三(二)」更名為
「專業英文寫作」。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4 音樂系 學 - - 2 

異動： 
(1)「鋼琴合奏（一）」更名為「鋼
琴室內樂（一）」。 
(2)「鋼琴合奏（二）」更名為「鋼
琴室內樂（二）」。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5 劇藝系 學 3 - 6 

新增： 
(1)「舞臺管理」。 
(2)「當代戲曲」。 
(3)「排演(七)」。 
異動： 
(1)「理論領域」改為「理論與管理
領域」。 
(2)「藝術管理概論」改為「理論領
域」選修課程。 
(3)「劇場製作基礎」改為「排演基
礎(一)」。 
(4)「表演技藝導論」改為「基礎表
演(一)」。 
(5)「基礎表演」改為「基礎表演
(二)」。 
(6)「排演基礎」改為「排演基礎
(二)」。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6 物理系 學 1 1 2 

新增： 
(1)大四：「固態物理」。 
刪除： 
(1)「電磁波」。 
異動： 
(1)「電磁學」開課時間從二下改為
二上。 
(1)「電動力學導論」開課時間從三
上改為二下。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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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7 碩博 3 - - 

新增： 
(1)「量子計算專題(二)」。 
(2)「重力理論專題研究(一)」。 
(3)「重力理論專題研究(二)」。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8 

生科系 

學 5 - 1 

新增： 
(1)「植物光生物學」。 
(2)「植物細胞工程」。 
(3)「入侵生物學」。 
(4)「民族植物學」。 
(5)「互利共生」。 
 
異動： 
(1)「應用生物創新事務」。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9 碩 6 - 1 

新增： 
(1)「應用生物統計學」。 
(2)「光合作用研究專題研究
(一)」。 
(3)「光合作用研究專題研究
(二)」。 
(4)「植物基因工程」。 
(5)「多倍體與雜交演化專題研
究」。 
(6)「植物演化及系統分類學獨立研
究」。 
 
異動： 
(1)「應用生物創新實務」。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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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0 

化學系 

學 5 8 16 

新增： 
(1)「有機化學(三)」。 
(2)「物理化學(三)」。 
(3)「無機化學(三)」。 
(4)「分析化學(三)」。 
(5)「食安、微生物、與消化道疾
病」。 
刪除： 
(1)「分析化學」。 
(2)「量子化學」。 
(3)「普通化學(二)」。 
(4)「書報討論(二)」。 
(5)「普通化學實驗(二)」。 
(6)「有機化學實驗(二)」。 
(7)「儀器化學實驗(二)」。 
(8)「物理化學實驗(二)」。 
異動： 
(1)「普通化學(一)」改為「普通化
學」。 
(2)「書報討論(一)」改為「書報討
論」，自分組必修改為一般必修。 
(3)「普通化學實驗(一)」改為「化
學實驗(一)」。 
(4)「分析化學實驗」改為「化學實
驗(二)」。 
(5)「有機化學實驗(一)」改為「化
學實驗(三)」。 
(6)「儀器化學實驗(一)」改為「化
學實驗(四)」。 
(7)「物理化學實驗(一)」改為「化
學實驗(五)」。 
(8、9)「有機化學(一)(二)」(4/4)
改為(3/3) 
(10、11)「無機化學(一)(二)」
(4/4)改為(3/3) 
(12、13)「儀器分析(一)(二)」改
為「分析化學(一)(二)」 
(14、15)「普通物理實驗
(一)(二)」(1/1)由一般必修改為一
般選修 
(16)「工業化學講座」改為「化學
產業創新與創業講座」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11 碩 4 - 1 

新增： 
(1)「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究
(一)」。 
(2)「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究
(二)」。 
(3)「應用光譜學」。 
(4)「異相催化特論」。 
異動： 
(1)「配位化合物光譜」改為「無機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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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配位化學」。 

12 化學系 博 4 - 1 

新增： 
(1)「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究
(一)」。 
(2)「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究
(二)」。 
(3)「應用光譜學」。 
(4)「異相催化特論」。 
異動： 
(1)「配位化合物光譜」改為「無機
配位化學」。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13 

應數系 

學 2 1 - 

新增： 
(1)「幾何學」。 
(2)「分析導論」。 
刪除： 
(1)「歐式與非歐幾何」。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14 碩 1 1 - 

新增： 
(1)「幾何分析專題研討」。 
刪除： 
(1)「克萊茵群」。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15 生醫所 碩博 - - 4 

異動： 
(1)「生物醫學研究方法」改為「創
意生物醫學研究方法」。 
(2)「轉譯醫學」改為「創新轉譯醫
學」。 
(3)「生技產業現況與展望」改為
「生技創業現況與展望」。 
(4)「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研究」改
為「人類疾病之創新動物模式研
究」。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16 

醫科所 

碩 8 - - 

新增： 
甲組：(1) 「醫用微機電系統」 
乙組： 
(1) 「智慧長照書報討論(一) 」 
(2) 「長期照護技術特論」 
(3) 「智慧長期照護專論」 
(4) 「智慧長照實習」 
(5) 「高齡諮商理論與技巧」 
(6) 「高壓氧氣治療之應用」 
(7) 「智慧長照創新服務開發模
式」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17 博 1 - - 新增： 
(1)「高等醫學科技」 

108.11.26 
108-2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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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8 精準醫 碩 8 - - 

新增： 
(1)「生物程式設計-R」 
(2)「生醫資訊處理實務」 
(3)「書報討論(一)」 
(4)「書報討論(二)」 
(5)「書報討論(三)」 
(6)「書報討論(四)」 
(7)「進階生物醫學統計學」 
(8)「精準醫學導論」 

109學年度新
增學制 

19 生技所 碩 20 - - 

新增： 
(1)「生技醫藥研發與技術特論」 
(2)「生技醫藥智財與法規」 
(3)「臨床分子藥理學」 
(4)「書報討論(一)」 
(5)「書報討論(二)」 
(6)「書報討論(三)」 
(7)「書報討論(四)」 
(8)「細胞生物學」 
(9)「細胞與免疫治療」 
(10)「胚胎發育與再生醫學」 
(11)「分子藥物設計及合成」 
(12)「大分子藥物開發特論」 
(13)「生藥學與天然藥物開發」 
(14)「毒理學」 
(15)「生理調控與人類疾病」 
(16)「腫瘤學」 
(17)「醫藥研究動物模式與技術」 
(18)「醫學美容與醫療器材」 
(19)「癌症標靶治療學」 
(20)「產業實習」 

109學年度新
增學制 

20 

電機系 

學 1 - - 新增： 
(1)「影像通訊」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1 碩 6 - - 

新增： 
(1)「配電自動化簡介」 
(2)「國際電波實做操練」 
(3)「生醫工程數學之應用(一)」 
(4)「生醫工程數學之應用(二)」 
(5)「生理訊號研究專題」 
(6)「醫學影像分析專題」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2 

機電系 

學 1 - - 新增： 
(1)「機電工程概論」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5 碩博 2 - - 
新增： 
(1)「微奈米生醫系統工程」 
(2)「應用微奈米技術專題(一)」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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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26 

資工系 

學 1 - - 
新增： 
(1)「無線及行動通訊安全理論與實
務/資訊安全與演算法領域」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7 碩 3 - - 

新增： 
(1)「進階資訊探勘」 
(2)「進階機器學習」 
(3)「書報討論(一)~書報討論
(四)」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8 博 1 - - 新增： 
(1)「書報討論(一)~(四)」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29 資安博 博 11 - - 

新增: 
(1)「安全程式設計」 
(2)「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技術」 
(3)「密碼學」 
(4)「安全密碼協定」 
(5)「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6)「計算機結構」 
(7)「網路安全」 
(8)「書報討論(一)」 
(9)「書報討論(二)」 
(10)「書報討論(三)」 
(11)「書報討論(四)」 

109學年度新
增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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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30 材光系 學 7 10 7 

新增: 
(1)「晶體結構與缺陷」 
(2)「量子物理」 
(3)「科學模擬計算導論」 
(4)「X光與電子繞射」 
(5)「固態物理」 
(6)「電子學(二)」 
(7)「電子學(三)」 
刪除: 
(1)「晶體結構與 X光繞射理論」 
(2)「電子學(一)」 
(3)「固態物理」 
(4)「光學(二)」 
(5)「光電工程(二)」 
(6)「微系統材料導論」。 
(7)「金屬材料」。 
(8)「近代物理」。 
(9)「科學模擬計算導論」。 
(10)「高分子分析」。 
異動: 
(1)「固態物理(3)」專業必修異動
至多門必修。 
(2)「電子學(二)(3)」」專業必修異
動至多門必修。 
(3)「材料製程與設計(3)」原専業
必修異動至専業選修。 
(4)「能源材料導論(3)」原専業必
修異動至専業選修。 
(5)「晶體結構及 X 光繞射導論
(3)」原専業必修異動至専業選修。 
(6)「光學(二)(3)」原多門必修異
動至專業選修。 
(7)「光電工程(二)(3)」原多門必
修異動至專業選修。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2 

光電系 

學 1 - 1 

新增: 
(1)「光電材料概論」。 
異動: 
(1)「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3 碩 3 - - 

新增: 
(1)「3D列印材料與技術專題」 
(2)「半導體元件分析專題」 
(3)「材料表面分析技術」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4 環工所 碩/碩
專 2 - - 

新增: 
(1)「大氣模式特論」。 
(2)「實驗方法設計」。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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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36 通訊所 
碩/博/
電信學
程 

2 1 - 

新增: 
(1)「具量多輸入多輸出統設計專
題」。 
(2)「5B/5G網路之全雙工通訊專
題」。 
刪除: 
(1)「分碼多工通訊專題」。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7 

企管系 

學 2 - - 

新增: 
(1)「新時代的科技法律陷阱」。 
(2)「總裁(CEOs)入獄不入獄的 12
堂教訓」。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8 博 2 - 4 

新增: 
(1)「文化雙融管理專題研討」。 
(2)「學術研究實務與分析技巧」。 
異動: 
(1)「企業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一)」。 
(2)「企業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二)」。 
(3)「企業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三)」。 
(4)「企業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四)」。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39 醫管碩 碩 - - 1 異動: 
(1)「醫療體系與倫理總論」。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0 醫管博 博 - - 4 

異動: 
(1)「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一)」。 
(2)「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二)」。 
(3)「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三)」。 
(4)「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
(四)」。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1 資管系 

學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博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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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42 資管系 

碩專 4 - 7 

新增: 
(1)「電子商務專題演講」 
(2)「商業分析專題演講」 
(3)「數位商業模式個案分析」 
(4)「倫理會責任」 
異動: 
(1)「電子商務」 
(2)「商業分析實務」 
(3)「社群媒體分析」 
(4)「服務科學與服務創新」 
(5)「研究方法論」 
(6)「系統分析與設計」 
(7)「數位商業模式與個案研討」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電商碩
專 4 - 5 

新增: 
(1)「電子商務專題演講」 
(2)「商業分析專題演講」 
(3)「數位商業模式個案分析」 
(4)「倫理會責任」 
異動: 
(1)「管理資訊系統」 
(2)「研究方法論」 
(3)「金融科技」 
(4)「社群媒體分析」 
(5)「數位行銷分析」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3 財管系 

學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專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博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4 
金融創
新產業
碩專 

碩專 1 - - 新增: 
(1)「財金機器學習」 

 

45 公事所 碩 3 - 3 

新增: 
(1)「都市交通」 
(2)「新興公共議題(一)」 
(3)「公共事務專題研究(一)」 
異動: 
(1)「公共經濟學」 
(2)「公共事務與管理」 
(3)「公共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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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博 2 1 2 

新增: 
(1)「倫理與衝突」 
(2)「公共政策分析」 
刪除: 
(1)「公民文化與公共事務」 
異動: 
(1)「高等公共經濟學」 
(2)「高等公共政策分析」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6 人管所 

碩 2 - - 
新增: 
(1)「人力發展需求與成效評估」 
(2)「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專 2 - - 
新增: 
(1)「人力資源數據分析」 
(2)「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專
(亞太
專班) 

2 - - 
新增: 
(1)「人力資源數據分析」 
(2)「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博 1 - - 新增: 
(1)「倫理與社會責任」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7 行傳所 

碩 - - 4 

異動: 
(1)「資訊素養與倫理」 
(2)「網路多媒體創意設計」 
(3)「廣告創意」 
(4)「策略寫作」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碩專 - - 2 
異動: 
(1)「資訊素養與倫理」 
(2) 「行銷管理」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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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48 海資系 學 - 3 13 

刪除: 
(1)「普通化學(二)」 
(2)「普通化學實驗(二)」 
(3)「微積分(二)」 
異動: 
(1)「分子生物學」 
(2)「細胞生物學」 
(3)「生物化學實驗」 
(4)「分子生物學實驗」 
(5)「普通化學(一)」 
(6)「普通化學實驗(一)」 
(7)「微積分(一)」 
(8)「有機化學(一)」 
(9)「有機化學實驗(一)」 
(10)「有機化學(二)」 
(11)「有機化學實驗(二)」 
(12)「生物化學(一)」 
(13)「生物化學(二)」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49 

海工系
離岸風
電海事
工程 

碩 29 - - 

新增: 
(1)「離岸風電概論」 
(2)「離岸風電書報討論(一)」 
(3)「離岸風電書報討論(二)」 
(4)「離岸風電書報討論(三)」 
(5)「離岸風電書報討論(四)」 
(6)「海域空間規劃」 
(7)「海事工程施工技術」 
(8)「施工船舶規劃」 
(9)「重件碼頭作業管理」 
(10)「海事工程風險分析及管理」 
(11)「工程估價、發包與契約」 
(12)「海域施工安全專論」 
(13)「海洋結構破壞調查與維護」 
(14)「海洋防蝕工程」 
(15)「海氣象測報與分析」 
(16)「海底地形測量技術」 
(17)「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18)「海域地質調查與分析」 
(19)「水下工程探測」 
(20)「永續海岸」 
(21)「海域工程力學」 
(22)「海洋結構設計與分析」 
(23)「海洋大地工程」 
(24)「海洋汙染與防治工程技術」 
(25)「海洋生態與環境復育」 
(26)「海洋施工噪音防制」 
(27)「海事工程實習」 
(28)「海域水動力模擬分析」 
(29)「離岸基礎分析」 

109學年度新
增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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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50 海工系 學 2 7 - 

新增: 
(1)「環境規劃與管理」 
(2)「工程地質學」 
刪除: 
(1)「海洋汙染概論」 
(2)「環境與行為」 
(3)「海工教學實習」 
(4)「環境規劃與設計概論」 
(5)「箱網養殖概論」 
(6)「水產養殖學」 
(7)「紀錄環境的動脈」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1 海工系 碩/博 3 12 - 

新增: 
(1)「類神經網路」(碩) 
(2)「應用 Python於海洋環境資料
分析」(碩) 
(3)「近海海象預報理論及模擬
(二)」(博) 
刪除: 
(1)「邊界元素法」 
(2)「海浪理論觀測及預報」 
(3)「海洋工程專論」 
(4)「長期灘線變遷數值模擬專研」 
(5)「數值水槽在海洋工程上之應
用」 
(6)「應用邊界元素法專研」 
(7)「箱網養殖(一)」 
(8)「箱網養殖(一)」 
(9)「海洋資源工程專研(一)」 
(10)「海洋資源工程專研(二)」 
(11)「地景變遷觀察與紀錄」 
(12)「水岸程式的發展與規劃」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2 海生博 博 1 - - 新增: 
(1)「海洋生物計量遺傳學」。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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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53 海下所 碩 2 19 - 

新增: 
(1)「基礎水中聲學」 
(2)「水下載具導論」 
刪除: 
(1)「應用海洋學」 
(2)「學術論文研讀與寫作」 
(3)「主動海洋聲學」 
(4)「水下聲學系統分析」 
(5)「水下音傳與訊號處理」 
(6)「應用電子電路」 
(7)「機器人學」 
(8)「訊號分析專題研究(一)」 
(9)「訊號分析專題研究(二)」 
(10)「水下通訊專題研究(一)」 
(11)「水下通訊專題研究(二)」 
(12)「海洋音傳專題研究(一)」 
(13)「海洋音傳專題研究(二)」 
(14)「機器人系統專題研究(一)」 
(15)「機器人系統專題研究(二)」 
(16)無人遙控潛器專題研究(一) 
(17)無人遙控潛器專題研究(二) 
(18)水下智慧系統專題研究(一) 
(19)水下智慧系統專題研究(二)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4 

海科系 

學 1 - - 新增: 
(1)「地球科學探究與實作」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5 碩 1 - - 
新增: 
(1)「Python資料分析技術與網頁
應用」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6 亞太所 碩 1 - - 
新增: 
(1)「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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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課程結構圖清單  【附件五】 

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57 政治所 碩 8 14 4 

新增: 
(1)「論自由」 
(2)「當代政治思想」 
(3)「東南亞比較政治研究」 
(4)「政黨與選舉」 
(5)「全球能源與環境政策」 
(6)「社會科學方法論」 
(7)「政治文本分析:探索與應用」 
(8)「學門跨域專題講座(二)」 
刪除: 
(1)「政治學研究方法」 
(2)「中古政治思想」 
(3)「古代中國政治思想史」 
(4)「民意與政治行為研究」 
(5)「地方媒體與政治行銷」 
(6)「福利國家研究」 
(7)「現代歐洲發展經驗」(比較政
治課群) 
(8)「新制度主義與政治經濟學」 
(9)「工業東亞政治經濟學」 
(10)「全球化:理論與議題」 
(11)「美國外交政策」 
(12)「國際人權與人道法」 
(13)「現代歐洲發展經驗」(國際關
係課群) 
(14)「學門跨域專題講座(一)」 
異動: 
(1)「政治學研究方法」->「社會科
學方法論」 
(2)「政治學研究方法」->「資料分
析方法入門」 
(3)「社會科學的哲學」 
(4)「學門跨域專題講座(一)」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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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58 政治所 博 7 5 - 

新增: 
(1)「比較政治理論專題研討」 
(2)「進階國際關係理論」 
(3)「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研討」 
(4)「當代中國研究與台海局勢」 
(5)「政治學數量資料分析」 
(6)「政治學數量資料分析進階」 
(7)「政治學心理計量方法」 
刪除: 
(1)「形式政治理論(二)」(政治理
論課群) 
(2)「決策科學與管理」(政治理論
課群) 
(3)「形式政治理論(二)」(比較政
治課群) 
(4)「決策科學與管理」(比較政治
課群) 
(5)「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59 政治所 碩專 1 - 6 

新增: 
(1)「組織行為與理論」 
異動: 
(1)「政治學的基本問題」 
(2)「政治學研究方法」 
(3)「政治經濟學」 
(4)「國際關係」 
(5)「比較政治理論與實際」 
(6)「政治理論」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60 

教育所 

碩 3 - 1 

新增: 
(1)「班級經營研究」 
(2)「大學生學習發展」 
(3)「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 
異動: 
(1)「資訊媒體素養與倫理」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61 博 2 - 1 

新增: 
(1)「試題反應理論」 
(2)「大學生學習發展」 
異動: 
(1)「資訊媒體素養與倫理」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62 社會系 學 1 - - 新增: 
(1)「社會創新與創業」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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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63 

教育與
人類發
展研究
全英語
學位學
程 

碩 6 - 1 

新增: 
(1) 「大學生學習發展」 
(2)「認知心理學研究」 
(3)「教育創新管理」 
(4)「公共衛生與傷害防治」 
(5)「教育人類學研究」 
(6)「台灣社會‘政治與教育」 
異動: 
(1)「調查法研究」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64 

教育與
人類發
展研究
全英語
學位學
程 

博 5 - 2 

新增: 
(1) 「大學生學習發展」 
(2)「認知心理學研究」 
(3)「教育創新管理」 
(4)「公共衛生與傷害防治」 
(5)「教育人類學研究」 
異動: 
(1)「調查法研究」 
(2)「教育統計學研究」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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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 
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65 

人文暨
科技跨
領域學
士學位
學程 

學 24 1 5 

新增: 
(1) 「文化人類學」 
(2)「基礎程式應用」 
(3)「科學探究」 
(4)「空間調查分析與規劃」 
(5)「走出西灣 希望高雄系列工作
坊(一)」 
(6) 「走出西灣 希望高雄系列工作
坊(二)」 
(7) 「走出西灣 希望高雄系列工作
坊(三)」 
(8) 「走出西灣 希望高雄系列工作
坊(四)」 
(9) 「走出西灣 希望高雄系列工作
坊(五)」 
(10)「金瓜石地景敘事與文化資產
保存工作坊」 
(11) 「系列工作坊」 
(12)「商業策略與管理」 
(13)「批判思辨與寫作」 
(14)「物質文化與人類學」 
(15)「數位文化與人類學:理論與實
踐」 
(16)「程式應用」 
(17) 「大人學」 
(18)「管理與領導實作」 
(19)「設計文化與人類學」 
(20)「視覺設計」 
(21)「創意街區發展實務與藝術管
理」 
(22)「國際實習」 
(23)「國際志工服務課程」 
(24)「領導力養成」 
刪除: 
(1) 「藝術行政與活動企劃」 
異動: 
(1) 「科技創新趨勢與需求探索」 
(2)「跨領域實作」 
(3)「跨領域產業合作」 
(4)「設計溝通與表達」 
(5)「精實創業」 

108.5.6 
107-4校課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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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            【附件六】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1 文學院 選修 
表演藝術走入城市生

活（二）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ART INTO 

URBAN LIFE（II） 

3 3 0 109-1 何怡璉 展演 

2 文學院 選修 基礎程式設計 ELEMENTARY PROGRAMMING 3 3 0 109-1 陳俊宏 講授類 

3 文學院 選修 
在臺灣的中華傳統宗

教 

RELIG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 IN TAIWAN 
3 3 0 109-1 

越建東 

閔瑪希 

演講 

參訪 

4 中文系 選修 臺灣民間文學 
STUDIES IN TAIWAN FOLK 

LITERATURE 
3 3 0 109-1 張屏生 講授類 

5 中文系 選修 
地方敘事與數位遊戲

設計 

LOCAL NARRATIVE AND 

GAME PROGRAMMING 
3 3 0 109-1 杜佳倫 講授類 

6 中文系 選修 老子 LAO-TZU 2 2 0 109-1 賴錫三 講授類 

7 中文碩 選修 六朝文論討論 

SEMINAR IN LITERARY 

THE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ERAS 

3 3 0 109-1 陳秋宏 講授類 

8 中文碩 選修 東坡詩詞 
THE TZU POETRY OF SU 

SHIN 
2 2 0 109-1 劉昭明 講授類 

9 中文碩 選修 
中國史的形成-古典時

期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PART 

ONE,THE CLASSICAL 

ANTIQUITY 

3 3 0 109-1 戴景賢 講授類 

10 中文碩 選修 
兩宋智識階層與其形

構之政治文化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TS 

INTELLECTUAL STRATUM 

3 3 0 109-1 戴景賢 講授類 

11 劇藝系 選修 當代戲曲 
CONTEMPORARY CHINESE 

OPERA 
2 2 0 109-1 王璦玲 講授類 

12 劇藝系 選修 排演（七） REHEARSAL(VII) 3 3 0 109-1 
杜思慧 

許仁豪 
展演 

13 劇藝系 選修 舞臺管理 STAGE MANAGEMENT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4 物理系 選修 量子計算專題（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QUANTUM COMPUTING(Ⅱ) 
3 3 0 109-1 邱奎霖 獨立研究 

15 生科系 選修 植物光生物學 PLANT PHOTOBIOLOGY 3 3 0 109-1 傅瀚儀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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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16 生科系 選修 植物細胞工程 PLANT CELL ENGINEERING 3 3 0 109-1 傅瀚儀 講授類 

17 生科系 選修 入侵生物學 INVASION BIOLOGY 2 2 0 109-1 劉世慧 講授類 

18 生科系 選修 民族植物學 ETHNOBOTANY 2 2 0 109-1 劉世慧 講授類 

19 生科系 選修 互利共生 MUTUALISMS 3 3 0 109-1 邊安台 講授類 

20 生科碩 選修 應用生物統計學 PRATICAL BIOSTATISTICS 3 2 1 109-1 張學文 講授類 

21 生科碩 選修 
光合作用研究專題研

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HOTOSYNTHESIS 

RESEARCH (I) 

3 3 0 109-1 傅瀚儀 獨立研究 

22 生科碩 選修 
光合作用研究專題研

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HOTOSYNTHESIS 

RESEARCH (II) 

3 3 0 109-1 傅瀚儀 獨立研究 

23 生科碩 選修 植物基因工程 
PLANT GENETIC 

ENGINEERING 
3 3 0 109-1 傅瀚儀 講授類 

24 生科碩 選修 
多倍體與雜交演化專

題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OLYPLOIDY AND 

RETICULATE EVOLUTION 

3 3 0 109-1 劉世慧 獨立研究 

25 生科碩 選修 
植物演化及系統分類

學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LANT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3 3 0 109-1 劉世慧 獨立研究 

26 化學系 選修 
食安、微生物、與消

化道疾病 

Food Safety, 

Microorganisms, and 

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3 3 0 109-1 謝建台 講授類 

27 化學系 選修 有機化學（三） ORGANIC CHEMISTRY(III) 3 3 0 109-1 林渝亞 講授類 

28 化學碩 必修 
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

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ICROSCOPIC IMAGE 

ANALYSIS(I) 

3 3 0 109-1 張柏齡 獨立研究 

29 化學碩 必修 
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

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ICROSCOPIC IMAGE 

ANALYSIS(II) 

3 3 0 109-1 張柏齡 獨立研究 

30 化學碩 選修 應用光譜學 APPLIED SPECTROSCOPY 3 3 0 109-1 梁蘭昌 講授類 

31 醫科博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109-1 待聘 研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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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32 化學博 必修 
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

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ICROSCOPIC IMAGE 

ANALYSIS(I) 

3 3 0 109-1 張柏齡 獨立研究 

33 化學博 必修 
顯微影像分析專題研

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ICROSCOPIC IMAGE 

ANALYSIS(II) 

3 3 0 109-1 梁蘭昌 獨立研究 

34 應數系 選修 幾何學 GEOMETRY 3 3 0 109-1 陳志偉 講授類 

35 醫科碩 必修 
智慧長照書報討論

（一） 

SEMINAR IN LONG-TERM 

CARE (I) 
1 1 0 109-1 柯朝元 研討類 

36 醫科碩 必修 智慧長期照護專論 

SPECIAL TOPICS IN 

INTELLIGENT LONG-TERM 

CARE 

2 2 0 109-1 金憲國 講授類 

37 醫科碩 必修 智慧長照實習 

PRACTICUM IN 

INTELLIGENT LONG-TERM 

CARE 

1   1 109-1 羅貽豪 實習類 

38 醫科碩 必修 長期照護技術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TECHNOLOGY FOR LONG-

TERM CARE 

2 2 0 109-1 袁建漢 講授類 

39 醫科碩 選修 
智慧長照創新服務開

發模式 

DEVELOPMENT MODEL OF 

SERVICE INNOVATION FOR 

SMART LONG-TERM CARE 

3 3 0 109-1 莊承鑫 講授類 

40 醫科碩 選修 醫用微機電系統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3 3 0 109-1 莊承鑫 講授類 

41 醫科碩 選修 高齡 AI睡眠及聽損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FOR SLEEP 

AND HEARING LOSS IN 

THE ELDERLY 

2 2 0 109-1 陳榮峯 講授類 

42 醫科碩 選修 臨床智慧照護 
ARTIFICAL INTELLIGENCE 

IN CLINICAL HEALTHCARE 
2 2 0 109-1 錢尚道 講授類 

43 醫科博 必修 高等醫學科技 
ADVANCED BIOMEDICAL 

TECHN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44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生物程式設計-R 

RPROGRAMMING FOR 

BIOMEDICAL DATA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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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45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生醫資訊處理實務 

PROCESSING BIOMEDICAL 

INFORMATION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46 
精準醫

學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47 
精準醫

學碩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I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48 
精準醫

學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II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49 
精準醫

學碩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IV)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0 
精準醫

學碩 
選修 進階生物醫學統計學 

ADVANCED BIOMEDICAL 

STATISTIC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1 
精準醫

學碩 
必修 精準醫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PRECISION MEDICINE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2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生技醫藥智財與法規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EGULATION IN 

BIOPHARMACEUTICALS 

2 2 0 109-1 溫志宏 講授類 

53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生技醫藥研發與技術

特論 

RESEARCH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PHARMACEUTICALS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4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5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I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6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III）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7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IV） 1 1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8 
生技醫

藥碩 
必修 臨床分子藥理學 

CLINICAL MOLECULAR 

PHARMACOLOGY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59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分子藥物設計及合成 

MOLECULAR DRUG DESIGN 

AND SYNTHESIS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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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60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生理調控與人類疾病 

BODY PROCESSE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1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毒理學 

TOXIC RESPONSES OF 

ORGAN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2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胚胎發育與再生醫學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3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產業實習 INDUSTRY INTERNSHIP 1 0 2 109-1 待聘 實習類 

64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細胞生物學 CELL BI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5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細胞與免疫治療 

CELL THERAPY AND 

IMMUNOTHERAP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6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腫瘤學 TUMOR BI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7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癌症標靶治療學 

TARGETED THERAPIES FOR 

MALIGNANT TUMOR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8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醫學美容與醫療器材 

AESTHETIC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69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生藥學與天然藥物開

發 

PHARMACOGNOSY AND 

NATURAL MEDICINE R&D 
2 2 0 109-1 

徐麗芬 

溫志宏 
講授類 

70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大分子藥物開發特論 

DEVELOPMENT OF 

MACROMOLECULAR 

THERAPEUTICS 

3 3 0 109-1 許晉銓 講授類 

71 
生技醫

藥碩 
選修 

醫藥研究動物模式與

技術 

THE ANIMAL MODEL AND 

TECHNOLOGY IN 

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 2 0 109-1 
溫志宏 

待聘 
講授類 

72 電機系 選修 影像通訊 IMAGE COMMUNICATION 3 3 0 109-1 周本生 講授類 

73 電機碩 選修 國際電磁波實作操練 

INTERNATIONAL HANDS-ON 

COURSR ON 

ELECTROMAGNETIC WAVE 

3 3 0 109-1 王復康 講授類 

74 電機碩 選修 生理訊號研究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HYSIOLOGY-RELATED 

SIGNAL 

3 3 0 109-1 待聘 獨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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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電機碩 選修 
生醫工程數學之應用

（一）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I)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76 電機碩 選修 
生醫工程數學之應用

（二）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II)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77 電機碩 選修 醫學影像分析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EDICAL IMAGE ANALYSIS 
3 3 0 109-1 待聘 獨立研究 

78 電機碩 選修 配電自動化簡介 

INTRODUCTION TO POWER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3 3 0 109-1 鄧人豪 講授類 

79 機電系 必修 機電工程概論 

INTRODUCTION TO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0 2 0 109-1 黃永茂 講授類 

80 機電碩 選修 微奈米生醫系統工程 
MICRO/NANO BIOMEDICAL 

SYSTEMS ENGINEERING 
3 3 0 109-1 郭清德 講授類 

81 機電碩 選修 
應用微奈米技術專題

（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PPLIED MICRO AND NANO 

TECHNOLOGY(I) 

3 3 0 109-1 郭清德 獨立研究 

82 環工所 選修 大氣模式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ATMOSPHERIC MODELS 
3 3 0 109-1 彭彥彬 講授類 

83 環工所 選修 實驗方法設計 
DESIG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3 3 0 109-1 彭彥彬 講授類 

84 資工系 選修 
無線與行動通訊安全

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S SECURITY 

3 3 0 109-1 徐瑞壕 講授類 

85 資工碩 選修 進階資料探勘 ADVANCED DATA MINING 3 3 0 109-1 洪宗貝 講授類 

86 資工碩 選修 進階機器學習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3 3 0 109-1 張雲南 講授類 

87 資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 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88 資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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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資工碩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0 資工碩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1 資工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 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2 資工博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3 資工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4 資工博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95 通訊碩 選修 
巨量多輸入多輸出系

統設計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DESIGN OF MASSIVE 

MULTI-INPUT MULTI-

OUTPUT SYSTEMS 

3 3 0 109-1 黃婉甄 獨立研究 

96 通訊碩 選修 
5G/B5G網路之全雙工

通訊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FULL-DUPLEX 

COMMUNICATIONS FOR 

5G/B5G NETWORKS 

3 3 0 109-1 新可夫 獨立研究 

97 光電系 選修 光電材料概論 

INTRODUCTION TO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3 3 0 109-1 林煒淳 講授類 

98 光電碩 選修 
3D 列印材料與技術專

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3D PRINTING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3 3 0 109-1 林煒淳 獨立研究 

99 光電碩 選修 半導體元件分析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NALYSI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3 3 0 109-1 林煒淳 獨立研究 

100 光電碩 選修 材料表面分析技術 

SURFACE ANALYSIS 

TECHNIQUES OF 

MATERIALS 

3 3 0 109-1 林煒淳 講授類 

101 材光系 選修 能源材料概論 
INTRODUCTION TO ENERGY 

MATERIALS 
3 3 0 109-1 王致傑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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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材光系 選修 半導體物理與材料 
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MATERIALS 
3 3 0 109-1 杭大任 講授類 

103 材光系 必修 X 光與電子繞射 
 X-RAY AND ELECTRON 

DIFFRACTION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04 材光系 選修 材料製程與設計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DESIGN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05 材光系 必修 晶體結構與缺陷 
CRYSTAL STRUCTURES AND 

DEFECT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06 材光系 選修 半導體製程 
SEMICONDUCTOR 

FABRICATION TECHNOLOGY 
3 3 0 109-1 蔡宗鳴 講授類 

107 材光系 選修 光電工程(三)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III） 
3 3 0 109-1 蘇威宏 講授類 

108 材光碩 選修 電磁與量子物理 
ELECTROMAGNETISM AND 

QUANTUM PHYSICS 
3 3 0 109-1 杭大任 講授類 

109 材光碩 選修 反應動力學 REACTION KINETIC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10 材光碩 選修 表面科學  SURFACE SCIENCE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11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安全程式設計 SECURE PROGRAMMING 3 3 0 109-1 王智弘 講授類 

112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駭客攻防與電腦鑑識

技術 

HACK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FORENSIC 
3 3 0 109-1 王智弘 講授類 

113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密碼學 CRYPTOGRAPHY 3 3 0 109-1 范俊逸 講授類 

114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安全密碼協定 

SECURE CRYPTOGRAPHIC 

PROTOCOLS 
3 3 0 109-1 徐瑞壕 講授類 

115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數位簽章機制與應用 

DIGITAL SIGNATURE 

SCHEMES AND 

APPLICATIONS 

3 3 0 109-1 徐瑞壕 講授類 

116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計算機結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S 3 3 0 109-1 陳坤志 講授類 

117 
資工資

安博 
必修 網路安全 NETWORK SECURITY 3 3 0 109-1 陳嘉玫 講授類 

118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 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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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資工資

安博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120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121 
資工 

資安博 
必修 書報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109-1 鄺獻榮 

演講 

參訪 

122 
電信 

學程 
選修 

5G/B5G網路之全雙工

通訊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FULL-DUPLEX 

COMMUNICATIONS FOR 

5G/B5G NETWORKS 

3 3 0 109-1 新可夫 獨立研究 

123 企管系 必修 企業的法律與倫理 
LAW AND ETHICS IN 

BUSINESS 
3 3 0 109-1 李清潭 講授類 

124 企管系 選修 
總裁(CEOs)入獄或不

入獄的 12堂教訓 

“12 LESSONS ON CEOS 

IN PRISON OR NOT: THE 

BALANCE, BELLS AND 

SWORD” 

3 3 0 109-1 李清潭 講授類 

125 企管系 選修 
總裁(CEOs)入獄或不

入獄的 13堂教訓 

“13 LESSONS ON CEOS 

IN PRISON OR NOT: THE 

BALANCE, BELLS AND 

SWORD” 

3 3 0 109-1 李清潭 講授類 

126 企管系 選修 
總裁(CEOs)入獄或不

入獄的 14堂教訓 

“14 LESSONS ON CEOS 

IN PRISON OR NOT: THE 

BALANCE, BELLS AND 

SWORD” 

3 3 0 109-1 李清潭 講授類 

127 
企企 

管碩 
選修 

新時代的科技法律陷

阱 

TECHNOLOGY LAW AND ITS 

TRAPS IN THE MODERN 

SOCIETY 

3 3 0 109-1 盧憶 講授類 

128 企管博 選修 平台商業模式 ON BUSINESS PLATFORM 3 3 0 109-1 王致遠 講授類 

129 企管系 選修 
文化雙融管理專題研

討 

SEMINAR IN 

AMBICULTURAL 

MANAGEMENT 

3 3 0 109-1 林豪傑 研討類 

130 企管系 選修 
學術研究實務與分析

技巧 

PRACTIC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3 3 0 109-1 黃浩霆 講授類 

160/249



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131 
電商 

碩專 
必修 

數位商業模式個案分

析 

CASE STUDIES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3 0 109-1 林芬慧 講授類 

132 
電商 

碩專 
選修 商業分析專題演講 

SEMINAR IN BUSINESS 

ANALYTICS 3 3 0 109-1 待聘 演講/參訪 

133 
電商 

碩專 
選修 電子商務專題演講 

SEMINAR IN ELECTRONIC 

COMMERCE 
3 3 0 109-1 待聘 演講/參訪 

134 公事碩 選修 
公共事務專題研究

(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PUBLIC AFFAIRS（I） 
2 2 0 109-1 謝旭昇 獨立研究 

135 公事碩 選修 都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ATION 2 2 0 109-1 謝旭昇 講授類 

136 公事碩 選修 新興公共議題(ㄧ) 
EMERGING PUBLIC ISSUES

（I） 
2 2 0 109-1 謝旭昇 講授類 

137 
人管 

碩專 
選修 

人力發展需求與成效

評估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EEDS 

ASSESSMENT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3 3 0 109-1 謝慧賢 講授類 

138 
人亞 

碩專 
選修 

人力發展需求與成效

評估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EEDS 

ASSESSMENT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3 3 0 109-1 謝慧賢 講授類 

139 
管理 

學院 
選修 管理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1 1 0 109-1 王致遠 講授類 

140 
管理 

學院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 1 0 109-1 蔡佳芬 講授類 

141 
管理 

學院 
選修 經濟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1 1 0 109-1 余健源 講授類 

142 

管理 

學院

(碩) 

選修 倫理與社會責任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1 0 109-1 

陳世哲 

鄭安授 

王致遠 

謝慧賢 

講授類 

143 

管理 

學院

(碩) 

選修 職涯準備 CAREER PREPAREDNESS 1 1 0 109-1 程蓓芬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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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企企 

管碩 
選修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3 3 0 109-1 林杏娥 講授類 

145 
企醫 

管博 
選修 醫療暨健康產業分析 

ANALYSIS I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3 3 0 109-1 李英俊 講授類 

146 醫科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109-1 待聘 研討類 

147 
海下科

技碩 
選修 基礎水中聲學 

FUNDAMENTAL UNDERWATER 

ACOUSTICS 
3 3 0 109-1 邱永盛 講授類 

148 
海下科

技碩 
選修 水下載具導論 

INTRODUCTION TO 

UNDERWATER VEHICLES 
2 2 0 109-1 陳信宏 講授類 

149 海工系 選修 工程地質學 ENGINEERING GEOLOGY 3 3 0 109-1 林俊宏 講授類 

150 海工系 選修 環境規劃與管理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 3 0 109-1 陸曉筠 講授類 

151 海工系 選修 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3 3 0 109-1 李政賢 講授類 

152 海工碩 選修 
應用 Python 於海洋環

境資料分析 

PYTH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DATA 

ANALYSIS 

3 3 0 109-1 夏沛亞 講授類 

153 海工博 選修 
近海海象預報理論及

模擬（二） 

COASTAL OCEAN 

PREDI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3 3 0 109-1 于嘉順 講授類 

154 海科系 選修 地球科學探究與實作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 OF 

GEOSCIENCES 

3 3 0 109-1 張詠斌 講授類 

155 海科碩 選修 
Python資料分析技術

與網頁應用 

DATA ANALYSIS AND WEB 

APPLICATION USING 

PYTHON 

3 3 0 109-1 施建州 講授類 

156 
海科院 

(學) 
選修 

創新創業於工程及海

洋科技 

CREATIVENESS AND 

CREATION FOR NEW IDEA,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2 2 0 109-1 李賢華 演講/參訪 

157 海保所 必修 
海洋生物專題討論

（二） 

SEMINAR IN MARINE 

BIOLOGY （II） 
2 2 0 109-1 王志騰 研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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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海保所 必修 
海洋生態與保育專題

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I） 

3 3 0 109-1 全所教師 獨立研究 

159 海保所 必修 
海洋生態與保育專題

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II） 

3 3 0 109-1 全所教師 獨立研究 

160 海保所 必修 海洋環境個案研討 
CASE STUDIE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3 3 0 109-1 全所教師 研討類 

161 海保所 選修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 2 0 109-1 江友中 講授類 

162 海保所 選修 海洋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OCEANOGRAPHY 
3 3 0 109-1 

張詠斌 

雷漢杰 

劉莉蓮 

曾若玄 

講授類 

163 海保所 選修 海洋生態學 MARINE ECOLOGY 3 3 0 109-1 
陳孟仙 

塗子萱 
講授類 

164 海保所 選修 
海洋生物專題討論

（四） 

SEMINAR IN MARINE 

BIOLOGY （IV） 
2 2 0 109-1 陳慶能 研討類 

165 海保所 選修 海上實習 OCEANOGRAPHIC CRUISE 1 1 0 109-1 

曾若玄 

洪慶章 

塗子萱 

實習類 

166 海保所 選修 海洋境影響評估 
MARIN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3 3 0 109-1 

黃蔚人 

塗子萱 
講授類 

167 海保所 選修 
海洋生物專題討論

（三） 

SEMINAR IN MARINE 

BIOLOGY （III） 
2 2 0 109-1 塗子萱 研討類 

168 海保所 選修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

育（一） 

MARINE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 
2 2 0 109-1 劉商隱 講授類 

169 海保所 必修 
海洋生物專題討論

（一） 

SEMINAR IN MARINE 

BIOLOGY （I） 
2 2 0 109-1 劉莉蓮 研討類 

170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永續海岸 SUSTAINABLE COAST 3 3 0 109-1 于嘉順 講授類 

171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離岸風電書報討論 

SEMINAR IN OFFSHORE 

WIND POWER (Ⅰ) 
2 2 0 109-1 本系教師 演講/參訪 

172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離岸風電書報討論

(二) 

SEMINAR IN OFFSHORE 

WIND POWER (Ⅱ) 
2 2 0 109-1 本系教師 演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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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離岸風電書報討論

(三) 

SEMINAR IN OFFSHORE 

WIND POWER (Ⅲ) 
2 2 0 109-1 本系教師 演講/參訪 

174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離岸風電書報討論

(四) 

SEMINAR IN OFFSHORE 

WIND POWER (Ⅳ) 
2 2 0 109-1 本系教師 演講/參訪 

175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水下工程探測 

SITE INVESTIGATIONS 

FOR OFFSHORE AND 

NEARSHORE DEVELOPMENTS 

3 3 0 109-1 林俊宏 講授類 

176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工程估價、發包與契

約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SSESSMENT, AND 

CONTRACT FOR OFFSHORE 

WINDFARM DEVELOPMENT 

3 3 0 109-1 林俶寬 講授類 

177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海事工程風險分析及

管理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FOR 

OFFSHORE ENGINEERING 

3 3 0 109-1 柯宗廷 講授類 

178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船舶施工規劃 

CONSTRUCTION PLANNING 

USING INSTALLATION 

VESSELS 

3 3 0 109-1 柯宗廷 講授類 

179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海域空間規劃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3 3 0 109-1 張揚祺 講授類 

180 
離岸風

電碩 
選修 海事工程施工技術 

CONSTRUCTION OF MARINE 

AND OFFSHORE 

STRUCTURES 

3 3 0 109-1 莊偉良 講授類 

181 
離岸風

電碩 
必修 離岸風電概論 

INTRODUCTION TO 

OFFSHORE WIND ENERGY 
3 3 0 109-1 葉博弘 講授類 

182 海生博 選修 海洋生物計量遺傳學 
QUANTITATIVE GENETICS 

IN MARINE BIOLOGY 
2 2 0 109-1 蔡欣原 講授類 

183 政治碩 選修 論自由 LIBERAL THEORY 3 3 0 109-1 安兆驥 講授類 

184 政治碩 選修 
政治文本分析：探索

與應用 

POL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3 3 0 109-1 陳至潔 講授類 

185 政治碩 選修 
學門跨域專題講座

(二) 

SPECIAL LECTURES ON 

THE DISCIPLINE AND 

BEYOND(II) 

1 1 0 109-1 陳至潔 演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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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政治碩 必修 社會科學方法論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3 3 0 109-1 劉正山 講授類 

187 
政治 

碩專 
選修 組織行為與理論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THEORY 
3 3 0 109-1 蔣麗君 講授類 

188 政治博 選修 進階國際關係理論 

ADVANCE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3 3 0 109-1 陳至潔 講授類 

189 政治博 選修 
比較政治理論專題研

討 

SELECTED TOP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IES 

3 3 0 109-1 廖達琪 研討類 

190 教育碩 選修 行為科學實驗法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91 教育碩 選修 認知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92 教育碩 選修 班級經營研究 
STUDIES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3 3 0 109-1 陳利銘 講授類 

193 教育碩 選修 大學生學習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3 3 0 109-1 陳威霖 講授類 

194 教育碩 選修 資訊倫理 INFORMATION ETHICS 3 3 0 109-1 楊淑晴 講授類 

195 教育碩 選修 
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

研討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3 3 0 109-1 鄭英耀 講授類 

196 教育博 選修 行為科學實驗法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97 教育博 選修 認知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198 教育博 選修 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3 3 0 109-1 施慶麟 講授類 

199 教育博 選修 大學生學習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3 3 0 109-1 陳威霖 講授類 

200 亞太碩 選修 法律經濟學 LAW AND ECONOMICS 3 3 0 109-1 王俊傑 講授類 

201 社會系 選修 博物館社會學 MUSEUM SOCIOLOGY 3 3 0 109-1 巴清雄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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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社會系 選修 旅遊社會學 SOCIOLOGY OF TOURISM 3 3 0 109-1 蔡宏政 講授類 

203 社會系 選修 社會創新與創業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3 3 0 109-1 謝如梅 講授類 

204 社科院 選修 旅運整合行銷 
INTEGRATED MARKETING 

FOR TOURISM 
3 3 0 109-1 李予綱 講授類 

205 社科院 選修 智慧金融 SMART FINANCE 3 3 0 109-1 李予綱 講授類 

206 社科院 選修 
創意手機遊戲程式設

計 

CREATIVE MOBILE GAME 

PROGRAMMING 
3 3 0 109-1 李春雄 講授類 

207 社科院 選修 科技變革與社會創新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IN 

SOCIETY 

3 3 0 109-1 林慧音 講授類 

208 社科院 選修 創業與區域發展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 3 0 109-1 林慧音 講授類 

209 社科院 選修 創業與鄉村發展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DEVELOPMENT 
2 2 0 109-1 林慧音 講授類 

210 社科院 選修 智慧人本交通 

SMART HUMANITY-

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3 3 0 109-1 洪百賢 講授類 

211 社科院 選修 
永續都市環境行為及

心理學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3 3 0 109-1 謝旭昇 講授類 

212 
軍行 

專班 
選修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3 3 0 109-1 林豪傑 講授類 

213 
軍行 

專班 
必修 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3 3 0 109-1 指導教授 獨立研究 

214 
軍行 

專班 
必修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3 0 109-1 張顯超 講授類 

215 
軍行 

專班 
選修 國防治理專題 

TOPICS OF DEFENSE 

MANAGEMENT 
3 3 0 109-1 郭育仁 講授類 

216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教育創新管理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3 3 0 109-1 艾玲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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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教人全

英博 
必修 研究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3 3 0 109-1 邱文彬 講授類 

218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公共衛生與傷害防治 

PUBLIC HEALTH & INJURY 

CONTROL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19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教育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20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解題研究 

STUDIES IN PROBLEM 

SOLVING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21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認知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22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3 3 0 109-1 施慶麟 講授類 

223 
教人全

英博 
選修 大學生學習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3 3 0 109-1 陳威霖 講授類 

224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3 3 0 109-1 

Ching-Lin 

Shih 
講授類 

225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成人教育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 3 0 109-1 艾玲 講授類 

226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教育創新管理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3 3 0 109-1 艾玲 講授類 

227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調查法研究 

FUNDAMENTALS OF SURVEY 

METHODOLOGY 
3 3 0 109-1 林靜慧 講授類 

228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公共衛生與傷害防治 

PUBLIC HEALTH & INJURY 

CONTROL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29 
教人全

英碩 
必修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30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教育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31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解題研究 

STUDIES IN PROBLEM 

SOLVING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32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認知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33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質性研究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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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質性資料分析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35 
教人全

英碩 
選修 大學生學習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3 3 0 109-1 陳威霖 講授類 

236 
人科 

學程 
選修 國際志工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1 1 0 109-1 

人科專任

教師 
講授類 

237 
人科 

學程 
選修 國際實習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3 3 0 109-1 

人科專任

教師 
講授類 

238 
人科 

學程 
必修 基礎研究方法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3 3 0 109-1 

人科專任

教師 
講授類 

239 
人科 

學程 
選修 文化人類學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3 0 109-1 宋世祥 講授類 

240 
人科 

學程 
選修 批判思辯與寫作 

CRITICAL THINKING AND 

WRITING 
3 3 0 109-1 宋世祥 講授類 

241 
人科 

學程 
選修 物質文化與人類學 

MATERIAL CULTURE AND 

ANTHROPOLOGY 
3 3 0 109-1 宋世祥 講授類 

242 
人科 

學程 
選修 

設計文化與人類學:理

論與實踐 

DESIGN CULTURE: 

ANTHROPOLOGY: THEORIES 

AND PRACTICE 

3 3 0 109-1 宋世祥 講授類 

243 
人科 

學程 
選修 

多軸動感平台體感控

制 

SOMATOSENSORY 

TECHNOLOGY IN MULTI-

AXIS DYNAMIC PLATFORM 

3 3 0 109-1 邱日清 講授類 

244 
人科 

學程 
選修 

虛擬實境數位內容設

計 

VIRTUAL REALITY 

DIGITAL CONTENT DESIGN 
3 3 0 109-1 邱日清 講授類 

245 
人科 

學程 
選修 大人學 ADULTOLOG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46 
人科 

學程 
必修 科學探究 SCIENTIFIC INQUIRY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47 
人科 

學程 
必修 基礎程式應用 

BASIC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48 
人科 

學程 
必修 創客基礎 MAKER-BASIC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49 
人科 

學程 
選修 創客進階 MAKER-ADVANCED 3 3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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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人科 

學程 
選修 程式應用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 
2 2 0 109-1 待聘 講授類 

251 
人科 

學程 
必修 大數據收集與分析 

BI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3 3 0 109-1 夏晧清 講授類 

252 
人科 

學程 
必修 空間調查分析與規劃 

SPATIAL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PLANNING 
3 3 0 109-1 夏晧清 講授類 

253 
人科 

學程 
選修 視覺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3 3 0 109-1 張淑美 講授類 

254 
人科 

學程 
選修 營養與藥物安全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NUTRITION AND 

MEDICATION SAFETY 

2 2 0 109-1 廖志中 講授類 

255 
人科 

學程 
選修 商業策略與管理 

BUSINESS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3 3 0 109-1 謝如梅 講授類 

256 
人科 

學程 
選修 管理與領導實作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PRACTICE 
3 3 0 109-1 謝如梅 實習類 

257 
人科 

學程 
選修 領導力養成 LEADERSHIP DEVELOPMENT 3 3 0 109-1 謝如梅 實習類 

258 
人科 

學程 
選修 身心健康醫學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2 2 0 109-1 謝建台 講授類 

259 醫科博 必修 書報討論（一） SEMINAR（I） 1 1 0 109-1 待聘 研討類 

260 醫科博 必修 書報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109-1 待聘 研討類 

261 
西灣 

學院 
必修 

運動與健康：初級水

域休閒活動 

SPORT & HEALTH：BASIC 

AQUATIC RECREATION 

ACTIVITIES 

1 2 0 109-1 羅凱暘 體育類 

262 
西灣 

學院 
必修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

泳特別班 

SPORT & HEALTH：BASIC 

SWIMMING EDUCATION 
1 2 0 109-1 羅凱暘 體育類 

263 
西灣 

學院 
必修 高雄社會與文化 

KAOHSIUNG SOCIETY AND 

CULTURE 
3 3 0 109-1 席德恩 講授類 

264 
西灣 

學院 
必修 

古代中國之俠義、愛

情和怪異書寫 

CHIVALRIC, ROMANTIC 

AND THE EXOTIC 

WRITINGS IN ANCIENT 

CHINA 

3 3 0 109-1 蘇其康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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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265 
西灣 

學院 
必修 日本宗教文化與心靈 

JAPANESE RELIGIOUS 

CULTURE AND 

SPIRITUALITY 

3 3 0 109-1 伊藤佳代 講授類 

266 
西灣 

學院 
必修 創新與創業專題 

SEMINAR IN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3 3 0 109-1 蔡敦浩 講授類 

267 
西灣 

學院 
必修 科學、媒體與文化 

SCIENCE, MEDIA, AND 

CULTURE 
2 2 0 109-1 

李育諭 

林季怡 
講授類 

268 
西灣 

學院 
必修 癌症流行與保健 

CANCER EPIDEMIC AND 

PREVENTION 
2 2 0 109-1 陳錦翠 講授類 

269 
西灣 

學院 
必修 地球生命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LIFE ON EARTH 
3 3 0 109-1 邊安台 講授類 

270 
西灣 

學院 
必修 國際文化體驗 

CREATIVITY & 

INNOVATION IN CULTURE 
2 2 0 109-1 

席德恩 

希家玹 

吳亦昕 

伊藤佳代 

講授類 

271 
西灣 

學院 
必修 創新創業場域實作 

LOCAL PRACT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 2 0 109-1 
蔡敦浩 

楊士奇 
講授類 

272 
西灣 

學院 
選修 台日社會比較研究 

SOCIAL COMPARISON 

RESEARCH OF TAIWAN AND 

JAPAN 

3 3 0 109-1 伊藤佳代 講授類 

273 
西灣 

學院 
選修 

App Inventor基礎程

式設計導論 

INTRODUCTION TO 

ELEMENTARY 

PROGRAMMING：APP 

INVENTOR 

1 1 0 109-1 李春雄 講授類 

274 
西灣 

學院 
選修 

基礎程式設計：App 

Inventor 入門 

ELEMENTARY 

PROGRAMMING：APP 

INVENTOR 

1 1 0 109-1 陳俊宏 講授類 

275 
西灣 

學院 
選修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3 3 0 109-1 游銘仁 講授類 

276 
西灣 

學院 
選修 地方品牌與文化行銷 

LOCAL BRANDING AND 

CULTURAL MARKETING 
3 3 0 109-1 

游銘仁 

伊藤佳代 
講授類 

277 
西灣 

學院 
選修 人文經典導讀 

GUIDE TO CLASSICS OF 

HUMANITIES 
3 3 0 109-1 楊士奇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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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278 
西灣 

學院 
選修 程式設計概論 

THE INTRODUCTION OF 

PROGRAMMING 
1 1 0 109-1 蔡俊彥 講授類 

279 
西灣 

學院 
必修 

服務學習：協助雇主

續聘看護移工 

SERVICE LEARNING: 

MIGRANT WORKER DIRECT 

HIRE SERVICE PRACTICES 

1 2 0 109-1 王宏仁 
服務 

學習類 

280 
西灣 

學院 
必修 

服務學習：音樂與高

齡社區服務 

SERVICE LEARNING: 

MUSIC AND SENIOR 

COMMUNITY SERVICES 

1 2 0 109-1 李美文 
服務 

學習類 

281 
西灣 

學院 
必修 

服務學習：國際學生

服務志工 

SERVICE LEARNING: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SYSU 

1 2 0 109-1 唐文慧 
服務 

學習類 

282 
西灣 

學院 
必修 

服務學習：展場營運

與園藝療癒 

SERVICE LEARNING: 

EXHIBITION OPERATION 

AND HORTICULTURE 

THERAPY 

1 2 0 109-1 陸曉筠 
服務 

學習類 

283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表演藝術走入城市生

活（二）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ART INTO 

URBAN LIFE（II） 

3 3 0 109-1 何怡璉 展演 

284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基礎程式設計 ELEMENTARY PROGRAMMING 3 3 0 109-1 陳俊宏 講授類 

285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在臺灣的中華傳統宗

教 

RELIG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 IN TAIWAN 
3 3 0 109-1 

越建東 

閔瑪希 

演講 

參訪 

286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臺灣語言踏查之旅 

A JOURNEY OF LANGUAGE 

SURVEY IN TAIWAN  
3 3 0 109-1 張屏生 講授類 

287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西方文藝理論(一) 

WEATERN THEORIES OF 

ART AND CULTURE(I) 
3 3 0 109-1 莫加南 講授類 

288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臺灣文學作品選讀 

SELECTION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3 3 0 109-1 莫加南 講授類 

289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古典小說選(一) CLASSICAL NOVELS(I) 3 3 0 109-1 羅景文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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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290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俄文二(一) RUSSIAN II-1 2 2 0 109-1 吳鴻傑 講授類 

291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俄文三(一) RUSSIAN III-1 3 3 0 109-1 吳鴻傑 講授類 

292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音韻學與英語教學 

PHONOLOGY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3 3 0 109-1 歐淑珍 講授類 

293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

計與運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USIC IN LONG-TERM 

CARE  

2 2 0 109-1 

李美文 

(高醫)陳

建州副教

授 

何怡璉 

講授類 

294 
跨院選

修(文) 
選修 當代劇場與展演 

CONTEMPORARY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2 2 0 109-1 何怡璉 講授類 

295 
跨院選

修(理) 
選修 

半導體奈米元件製造

技術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SEMICONDUCTOR FOR NANO 

DEVICE 

3 3 0 109-1 張鼎張 講授類 

296 
跨院選

修(管) 
選修 管理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1 1 0 109-1 王致遠 講授類 

297 
跨院選

修(管) 
選修 經濟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1 1 0 109-1 佘健原 講授類 

298 
跨院選

修(管)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 1 0 109-1 蔡佳芬 講授類 

299 
跨院選

修(管) 
選修 

新時代的科技法律陷

阱 

TECHNOLOGY LAW AND ITS 

TRAPS IN THE MODERN 

SOCIETY  

3 3 0 109-1 盧  憶 講授類 

300 
跨院選

修(海) 
選修 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 3 3 0 109-1 

蔡欣原 

張欣暘 

黃明德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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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 

系別 

必/選

修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數 

正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設 

學期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301 
跨院選

修(社) 
選修 

創意手機遊戲程式設

計 

CREATIVE MOBILE GAME 

PROGRAMMING 
3 3 1 109-1 李春雄 講授類 

302 
跨院選

修(社) 
選修 全球化導論 

INTRODUCTION TO 

GLOBALIZATION  
3 3 0 109-1 陳若蘭 講授類 

303 
跨院選

修(社) 
選修 漁業外交概論 

INTRODUCTION TO 

FISHERIES DIPLOMACY 
3 3 0 109-1 高世明 講授類 

304 
跨院選

修(社) 
選修 

文化人類學(全英語授

課)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3 0 109-1 趙恩潔 講授類 

305 
跨院選

修(社) 
選修 旅遊社會學 SOCIOLOGY OF TOURISM 3 3 0 109-1 蔡宏政 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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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1 文學院 

表演藝術走入城市生活 

選 3 展演 

表演藝術走入城市生活（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ART INTO 

URBAN EVERYDAY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ART INTO 

URBAN EVERYDAY 

2 中文系 老子 選 2 
講授
類 

－ 1091 

異動學分
數 

（３→
２） 

3 中文系 臺灣文學作品選讀 選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學分
數 

（２→
３） 

4 中文系 現代文學理論 選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學分
數 

（２→
３） 

5 

通識 

(語文

與素

養) 

國文（一） 

必 3 
講授
類 

中文思辨與表達（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CHINESE（I） 

CRITICAL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IN CHINESE（I） 

6 

通識 

(語文
與素
養) 

國文（二） 

必 3 
講授
類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CHINESE（II） 

CRITICAL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IN CHINESE（II） 

7 外文系 英文寫作三（二） 必 2 
講授
類 

專業英文寫作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8 劇藝系 進階技術繪圖 選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學分
數 

（２→
３） 

9 劇藝系 劇場服裝設計 選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學分
數 

（２→
３） 

10 劇藝系 

劇場製作基礎 

必 3 展演 

排演基礎（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THEATRE PRODUCTION FUNDAMENTALS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PRODUCTION(I) 

11 劇藝系 排演基礎 選 3 展演 排演基礎（二） 1091 異動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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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PRODUCTION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PRODUCTION(II) 

文 
課名 

12 劇藝系 

表演技藝導論 

必 3 展演 

基礎表演（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INTRODUCTION TO THE ARTS OF 

ACTING 
BASIC ACTING(I) 

13 劇藝系 
基礎表演 

必 3 展演 
基礎表演（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FUNDAMENTAL ACTING BASIC ACTING(II) 

14 生科系 

應用生物實務 

選 3 
講授
類 

應用生物創新實務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APPLIED BIOLOGY PRACTICE 

CREATIVE PRACTICE FOR APPLIED 
BIOLOGY 

15 生科碩 

應用生物實務 

選 3 
講授
類 

應用生物創新實務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APPLIED BIOLOGY PRACTICE 

CREATIVE PRACTICE FOR APPLIED 
BIOLOGY 

16 化學系 

普通化學（一） 

必 3 
講授
類 

普通化學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3→4) 

GENERAL CHEMISTRY (I) CENERAL CHEMISTRY 

17 化學系 

書報討論（一） 

必 1 
研討
類 

書報討論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異動開設 

年級 
(四上→
三下) 

SEMINAR(I) SEMINAR 

18 化學系 

普通化學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化學實驗（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I) CHEMISTRY LABORATORY(I) 
調整學分

數 
(1→2) 

19 化學系 分析化學實驗 必 1 
實驗
類 

化學實驗（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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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CHEMISTRY LABORATORY(II)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1→2)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上→
一下) 

20 化學系 

有機化學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化學實驗（三）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1→2)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I CHEMISTRY LABORATORY(III) 

21 化學系 

儀器分析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化學實驗（四）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1→2)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上→
二下) 

INSTRUMENTAL ANALYSIS 
LABORATORY(I) 

CHEMISTRY LABORATORY(IV) 

22 化學系 

物理化學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化學實驗（五）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1→2) 

PHYS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I) CHEMISTRY LABORATORY(V) 

23 化學系 有機化學（一） 必 4 
講授
類 

- 1091 

調整學分
數 

(4→3)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上→
一下) 

24 化學系 有機化學（二） 必 4 
講授
類 

- 1091 

調整學分
數 

(4→3)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下→
二上) 

25 化學系 無機化學（一） 必 4 
講授
類 

- 1091 
調整學分

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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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26 化學系 無機化學（二） 必 4 
講授
類 

- 1091 
調整學分

數 
(4→3) 

27 化學系 

儀器分析（一） 

必 3 
講授
類 

分析化學（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上→
一下) 

INSTRUMENTAL ANALYSIS(I) ANAYTICAL CHEMISTRY(I) 

28 化學系 

儀器分析（二） 

必 3 
講授
類 

分析化學（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下→
二上) 

INSTRUMENTAL ANALYSIS(II) ANAYTICAL CHEMISTRY(II) 

29 化學系 物理化學（一） 必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上→
二上) 

30 化學系 物理化學（二） 必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下→
三上) 

31 化學系 

工業化學講座 

選 2 

參訪 化學產業創新與創業講座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PECIAL LECTURES ON INDUSTRIAL 

CHEMISTRY 
演講 

SPECIAL LECTURES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HEMISTRY 

32 化學碩 

配位化合物光譜 

選 3 
講授
類 

無機配位化學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PECTROSCOPY OK COORDINATION 

COMPOUNDS 
INORGANIC COORDINATION CHEMISTRY 

33 化學博 

配位化合物光譜 

選 3 
講授
類 

無機配位化學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PECTROSCOPY OK COORDINATION 

COMPOUNDS 
INORGANIC COORDINATION CHEMISTRY 

34 生醫博 轉譯醫學 必 3 
講授
類 

創新轉譯醫學 1091 
異動中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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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NOVATION IN TRANSLATINAL 

MEDICINE 

課名 

35 生醫碩 

生物醫學研究方法 

必 2 
講授
類 

創意生物醫學研究方法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BIOMEDICINE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VE METHODS IN BIOMEDICINE 
RESEARCH 

36 生醫碩 

生技產業現況與展望 

選 3 
講授
類 

生技創業現況與展望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BIOTECH INDUSTRIES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BIOTECH ENTREPRENEUR 

37 生醫碩 

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研究 

選 3 
講授
類 

創新人類疾病動物模式研究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ANIMAL MODELS OF HUMAN DISEASES 
INNOVATIONS IN HUMAN DISEASE 

MODELING 

38 光電系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 

選 3 
講授
類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1082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CREATIVITY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39 
國際經
營學程 

統計與計量方法 

選 3 
講授
類 

STATISTIC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1091 
異動英文

課名 STATISTIC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40 
國際經
營學程 

商管論文寫作 

選 3 
講授
類 

ACADEMIC WRITING FOR BUSINESS 1091 
異動英文

課名 ACADEMIC WRITING IN BUSINESS 
SCHOOL 

41 
企醫 
管碩 

醫療體系總論 

選 3 
講授
類 

醫療體系與倫理總論 

1091 
異動中英 
文課名 

TOPICS ON HEALTH CARE SYSTEMS 
TOPICS ON HEALTH CARE SYSTEMS AND 

ETHITS 

42 醫管博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一） 選 2 
研討
類 

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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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ND ETHICS（I） 

課名 

43 醫管博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二） 

選 2 
研討
類 

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I）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ND ETHICS（II） 

44 醫管博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三） 

選 2 
研討
類 

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三）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II）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ND ETHICS（III） 

45 醫管博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四） 

選 2 
研討
類 

醫務管理與倫理專題研討（四）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V） 
SEMINAR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ND ETHICS（IV） 

46 企管博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一） 

選 2 
研討
類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Ⅰ)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THICS(Ⅰ) 

47 企管博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二） 

選 2 
研討
類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二）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

Ⅰ)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THICS(ⅠI) 

48 企管博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三） 

選 2 
研討
類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三）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ⅠII)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THICS(ⅠII) 

49 企管博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四） 

選 2 
研討
類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四）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ⅠV) 
SEMINA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THICS(ⅠV) 

50 
企企 
管碩 

論文寫作 
選 3 

講授
類 

ACADEMIC WRITING 1091 
異動英文 

課名 ESSAY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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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附件七】 

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51 
人科 
學程 

創業企劃實作 

選 3 
講授
類 

精實創業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PLAN 

AND PRACTICE 
INDEPENDENT STUDIES IN CROSS-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52 海資系 

分子生物學 

選 3 
講授
類 

 1091 
選修改為

必修 
MOLECULAR BIOLOGY 

53 海資系 
分子生物學實驗 

選 1 
實驗
類 

 1091 
選修改為

必修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54 海資系 
細胞生物學 

選 3 
講授
類 

 1091 
選修改為

必修 
CELL BIOLOGY 

55 海資系 

生物化學實驗 

選 1 
實驗
類 

 1091 
選修改為

必修 
BIOCHEMISTRY LABORATORY 

56 海資系 

普通化學（一） 

必 2 
講授
類 

普通化學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調整學分

數 
(2→3) 

GENERAL CHEMISTRY(I) CENERAL CHEMISTRY 

57 海資系 

普通化學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普通化學實驗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I) C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 

58 海資系 

微積分（一） 

必 3 
講授
類 

微積分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CALCULUS(I) CALCULUS 

59 海資系 

有機化學（一） 

必 2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上→
一下) ORGANIC CHEMISTRY(I) 

60 海資系 

有機化學實驗（一） 

必 1 
實驗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上→
一下)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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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61 海資系 

有機化學（二） 

必 2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上→
一下) ORGANIC CHEMISTRY(II) 

62 海資系 

有機化學實驗（二） 

必 1 
實驗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下→
二上)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II) 

63 海資系 

生物化學（一） 

必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二下→
二上) 

BIOCHEMISTRY(I) 

64 海資系 

生物化學（二） 

必 3 
講授
類 

－ 1091 

異動開設
年級 

(三上→
二下) 

BIOCHEMISTRY(II) 

65 
政治 
碩專 

政治學基本問題 

必 3 
講授
類 

政治學議題與方法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BASIC ISSUES IN POLITICAL SCIENCE 

ISSUES AND METHODS FOR POLITICAL 
RESEARCH 

66 政治所 

政治學研究方法 

選 3 
講授
類 

資料分析方法入門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RESEARCH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RODUCTION TO DATA ANALYSIS 

METHODS 

67 教育碩 

資訊倫理 

選 3 
講授
類 

資訊媒體素養與倫理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INFORMATION ETHICE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YBER 
ETHICS 

68 教育博 

資訊倫理 

選 3 
講授
類 

資訊媒體素養與倫理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INFORMATION ETHICE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YBER 
ETHICS 

69 社會系 

社區發展與 GIS 應用 

選 3 
講授
類 

GIS與空間分析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GIS 
Application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70 
教人 
全英碩 

教育研究法與問卷調查 選 3 
講授
類 

調查法研究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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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課程名稱（原資料）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課程名稱 

Research Method & Survey 
Methodology 

Fundamentals of Survey 
Methodology 

71 
教人 
全英碩 

教育研究法與問卷調查 

選 3 
講授
類 

調查法研究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Research Method & Survey 

Methodology 
Fundamentals of Survey 

Methodology 

72 
教人 
全英

碩 

統計學研究 

選 3 
講授
類 

教育統計學研究 

1091 
異動中英

文 
課名 Introduction to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Studies in Educational Statistics 

73 
人科 
學程 

跨領域知識探索與創新初階實作 

必 1 
講授
類 

跨領域實作 1091 
異動中文 

課名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D PRELIMINARY 

INNOVATION PRACTICE 

74 
人科 
學程 

跨領域創新創業探索 必 2 
講授
類 

跨領域產業合作 1091 
異動中文 

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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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西灣學院、各系所 

案由一：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限修人數調降及分班開課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十二點第 1款規定，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數以 50人為原則，如需因儀器設備或

實務演練等原因調降限修人數，或因課程性質需分班或

調降開班人數時，應敘明理由，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由系所主管列席校課程委員會說明經審議通

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二、 本次所提限俢人數調降及併班開課課程說明及清單如附件

1-2。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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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調降限修人數及併班開課課程 

1.調降限修人數課程

序

號 

開

課 

單

位 

擬調降課程 

調降

後 

人數 

原限

修 

人數 

說明 

1 

文 

學 

院 

表演藝術走入城

市生活(二) 
30 50 

透過親自體驗和實作學習，

會以城市遊戲、跨領域工作

坊等方式進行。由於整班帶

到戶外(校外)教學，為維護

教學品質及師生安全，以及

有利於使學生得以獲得較充

分之學習資源。課程擬限修

人數 30人，其中開放 15名

為通識課程選修名額。 

2 
在臺灣的中華傳

統宗教 
30 50 

教學模式由於整班帶到戶外

(校外)教學，為維護教學品

質及師生安全，以及有利於

使學生得以獲得較充分之學

習資源。課程擬限修人數 25

人，其中開放 20名為通識課

程選修名額。 

3 

西 

灣 

學 

院 

地方品牌與文化

行銷 
20 50 

「地方品牌與文化行銷」是

與日本千葉大學共同開設之

暑期課程，將有 10 名日本學

生與本校 10 名學生共同上

課。該課程將以「旗山」為

場域，透過實地參訪、體驗、

短講及設計思考等授課方

式，讓台日學生組成跨文化

團隊，共創ㄧ個解決旗山在

地問題的計畫，並嘗試實

案由一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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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開

課 

單

位 

擬調降課程 

調降

後 

人數 

原限

修 

人數 

說明 

踐。考量學生安全、社區負

荷能力，以及鼓勵學生進行

深度的跨文交流等因素，擬

調降本校限修人數至 10人。 

4 人文經典導讀 20 50 

「人文經典導讀」期望透過

經典閱讀與地方踏查的雙重

導引，一方面帶領同學領略

有層次的、深層閱讀經典的

樂趣，另一方面則進入地

方、培養田野觀察與思索議

題的能力。授課教師將帶領

同學回歸注重脈絡、寧靜、

沉思的深讀，更帶領學生實

地考察地方議題，與經典內

容相互對照印證。考量經典

閱讀在教學上因每位同學的

閱讀習慣養成不同，更需因

材施教，以及實地考察地方

教師照顧學生安全之限度，

擬調降限修人數至 20 人，以

達最佳教學成效。 

5 高雄社會與文化 30 50 

For safety and 

convenience, a maximum of 

30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take this course. For 

safety, students and the 

instructor will travel 

together in one of the 

NSYSU small buses to 

attend 10 different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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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開

課 

單

位 

擬調降課程 

調降

後 

人數 

原限

修 

人數 

說明 

tours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semester. 

6 
日本宗教文化與

心靈 
35 50 

本課程為目前申請中之教學

實踐計畫指定課程。課程內

容包括戶外教學，需要使用

到大型遊覽車(42 人座)，但

因經費僅供申請一台遊覽

車，因此本課程人數必須控

制在 35人以內。 

7 
服務學習：音樂

與高齡社區服務 
15 30 

為維持服務學習場域-日照

中心長者生活品質以及中心

空間限制，修課人數限制為

15 人。 

8 國際文化體驗 30 50 
因學生實習及設備限制，故

需調降為 30 人。 

9 
創新創業場域實

作 
30 50 

本課程與「服務學習:文化設

計與社區實作」課程搭配，

學生必須同時選修此二門

課，因此配合調降選課人數

為 30 人。 

10 
運動與健康：初

級水域休閒活動 
40 50 

因海域性課程為具危險性之

課程，為提升教學品質及考

量學生上課之安全性，擬調

降限修人數為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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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班上課課程

序

號 
開課單位 分班課程 說明 

1 化學系 書報討論 

1. 此課程為化學系必修的總結性課程，由學

生自行決定有興趣之主題進行報告。教師

於學期初，教導學生上台報告的技巧與收

集文獻的方法。每位學生大約需要一節課

的報告時間(含老師回饋指導與同學們的

提問)。

2. 現有的開課時間為大三下學期「書報討論

(一)」(兩班、各限修 15 人)和大四上學

期「書報討論(二)」(兩班、各限修 15 人)。

但有學生因提早畢業或出國當交換生等

因素，而在大三上學期就先修習此課程。

但因此課為總結性課程，學生在專業課程

尚未修習完整下，而造報告主題受限，與

無法了解文獻內容，不利於學生的學習成

效。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利於學生

在大四做出國交換的規劃，故擬將大三下

學期的「書報討論(一)」(兩班、各限修

15 人)和大四上學期的「書報討論(二)」

(兩班、各限修 15 人)，修改成在大三下

學期開課，且課名更改為「書報討論」(四

班、各限修 15人)。

2 化學系 
化學實驗

(二) 

1. 為降低大學部的必修學分，本系重新規劃

專業必修課程，其中化學專業實驗課由 9

門濃縮成 5門。

2. 為了培養專業的化學人才，讓每位學生能

獨立操作實驗，但因實驗室空間和儀器受

限，所以目前實驗課是分班成兩組輪流操

作。故在降低本系必修實驗課之際，期望

能繼續分班，能讓每位學生能獨立操作實

驗，維持教學品質。

案由一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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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 

案由二：修訂「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及「國立中山

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推動學生資訊素養，本校研議自 109學年度起將修讀

程式設計課程列為學士班畢業門檻，擬修訂通識教育架

構，將「語文課程」修正為「語文與素養」，並於該項

下增列「資訊素養」類別及修讀程式設計課程列為畢業

條件，惟通識教育總學分不調整。 

（一） 擬將「語文課程」修正為「語文與素養」，於該項下

增列「資訊素養」類別，並附註說明：本校大學生應

具備資訊素養，其於修業期間所修讀課程中（包括院

系必選修、跨院、博雅、學分學程等課程），須修習

「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1 學分以上。 

（二） 「大學國語文」修改為「中文思辨與表達」。 

二、 另為使學生更清楚瞭解博雅向度所需修習學分之規定，

擬修訂部分說明文字，修正重點： 

（一） 博雅課程必修 13學分。（原文是 12~13學分） 

（二） 另並加註若選修「應用性課程」則「博雅課程」必修為

12學分。 

三、 本案業提 109.04.15 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08-3 次會

議審議通過。 

四、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及「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草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2。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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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草案) 

第一、三條修正草案 
  104.12.17 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2.10 本校第15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0 本校第16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4 本校第16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10 本校第16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本校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適用109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

 

 
 

 

 

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1. 語文與素養：

(1) 「中文思辨與表達」6 學分、「英語文」6 學分，其中必修共 8 學分，另 4 學分，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總學分數。另設「英語文能力認證」。（詳見「國

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2)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3)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設「國文(一)(二)」認抵中文思辨與表達必修學分；外文系學生

以外文系開設「英文閱讀(一)(二)」認抵英語文必修學分。 
(4) *資訊素養：本校大學生應具備資訊素養，其於修業期間所修讀課程中（包括院系必

選修、跨院、博雅、學分學程等課程），須修習依公告之「程式設計」相關課程1 學分以上。 

【向度六】 
自然環境、 
生態及其永續 

通識教育 
以建構跨領域基礎知識及

培養濟人濟物之博雅涵養為目標

語文與素養 

（必修 8 學分） 

跨院選修 

（6 學分） 

體驗性課程 

（1~2 學分）* 

運動與健康** 
（4 學分） 

英
語
文
能
力
認
證

大
學
之
道
（
必
修
）

應
用
性
課
程
（
選
修
）

**

服
務
學
習
（
必
修
） 

運
動
與
健
康
（
必
修
）

【向度一】 
美學（感） 
與文化詮釋 

【向度二】 
道德哲學與 
生命教育 

【向度三】 
公民與 
全球視野 

【向度四】 

科技與社會 

【向度五】 
物質與 

生命世界本質 

英
語
文

必
修

(4) 

中
文
思
辨
與
表
達

必
修

(4) 

博雅課程 

（13 學分）* 

運
動
與
健
康
進
階
課
程
（
選
修
）

英
語
文
選
修
課
程

*

資
訊
素
養

(0) (1) (至多 1) (4) 

案由二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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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西灣學院認可之專業（基礎）課

程，原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

可加選第 2 門。跨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

取得學程證書。

3.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個向度，必修 13 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理、工、海選修第五、

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西灣學院所屬學

生(無論入學年度)皆可自由選修），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

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9 學分，超過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2)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括： 

a.「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西灣學院所認可之 6 場

活動為原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 
b.「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則），

超修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c.「應用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若選修「應用性課程」則

「博雅課程」必修為 12 學分，超修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4. 運動與健康：

(1) 必修共 4 學分，大一、大二修習，學分計入修習總學分數，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該
4 學分內，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及「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 

(2) 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各 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集訓班」二學期共 2 學分及「運動與健康：進階集訓
班」二學期共 4 學分。 

(3) 選修之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計入修習總學分數，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
數內，但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備註： 
1.運動與健康課程中，「初級游泳」、「初級競技游泳」、「初級潛水」、「進階潛水」、「初
級帆船」及「進階帆船」係屬水域類課程，在授課教師之指導下應無危害性命之疑慮；然而，
倘若學生未遵守上課規範而貿然行事，可能有其潛在危險性，建議修讀此類水域課程前，應
確認有辦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保險，或逕洽助理諮詢投保事宜；上課時需注
意自身安全，防範意外發生。

2.服務學習課程需至教室外亦或校外進行服務學習，因(1)學生往來服務機構之交通安全；(2)學
生進行服務期間之工作安全(ex:水中活動、登山活動、國外服務等)，為具潛在危險性課程，建
議修課學生外出服務學習時，應確認有辦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保險，另送件
赴校外活動申請書以加強學生保險，並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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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

用）

（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

用）

明訂適用學生範圍

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1. 語文與素養：

(5) 「中文思辨與表達」6
學分、「英語文」6 學

分，其中必修共 8 學

分，另 4 學分，不得計

入最低畢業學分，但得

計入修習總學分數。另

設「英語文能力認證」。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

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

育辦法」）。

(6)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

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

語文」必修 4 學分。 
(7)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

設「國文(一)(二)」認抵

中文思辨與表達必修學

分；外文系學生以外文

系 開 設 「 英 文 閱 讀

(一)(二)」認抵英語文必

修學分。

(8) *資訊素養：本校大學生

應具備資訊素養，其於

修業期間所修讀課程中

（包括院系必選修、跨

院、博雅、學分學程等

課程），須修習「程式

設計」相關課程 1 學分

以上。

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1. 語文課程：

(1) 「大學國語文」6 學

分、「英語文」6 學分，

其中必修共 8 學分，另

4 學分，不得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

習總學分數。另設「英

語文能力認證」。（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

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

法」）。

(2)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

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

語文」必修 4 學分。 
(3)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

設「國文(一)(二)」認抵

大學國語文必修學分；

外文系學生以外文系開

設「英文閱讀(一)(二)」
認抵英語文必修學分。

為推動學生資訊

素養，本校研議自

109學年度起將修

讀程式設計課程

列為學士班畢業

門檻，擬修訂通識

教育架構，將「語

文課程」修正為

「語文與素養」，

並於該項下增列

「資訊素養」類別

及修讀程式設計

課程列為畢業條

件，惟通識教育總

學分不調整。

2.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
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個向
度，必修 13 學分，至少
選修 4 個向度（理、工、
海選修第五、六向度至
多共 6 學分；文、管、
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

3. *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
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個向
度，必修 12~13 學分，至
少選修 4 個向度（理、工、
海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多
共 6 學分；文、管、社選
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修改學分說明文

字，使學生更清楚

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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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各 2 學分；西灣學院
所屬學生 (無論入學年
度)皆可自由選修），限
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
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
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
至多選修 19 學分，超過
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

(2)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
包括： 

a. 「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
(含大三)參加西灣學院所
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
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
（P/F）計分； 
b. 「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
應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
為原則），超修之學分數
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c. 「應用性課程」選修（至
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
程），若選修「應用性課

程」則「博雅課程」必修為

12 學分，超修之學分數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學分；西灣學院所屬學生
(無論入學年度)皆可自由
選修），限大二以上選
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
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9 學分，
超過之學分數不得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

(2)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
包括：（1）「大學之道」
必修（0 學分），學生應
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西
灣學院所認可之6場活動
為原則，成績以通過/不
通過（P/F）計分；（2）
「服務學習」必修（1 學
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
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
原則），超修之學分數不
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3）「應用性課程」選
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
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
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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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明訂適用學生範

圍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

與素養」、「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程，

分述如下：

（一） 語文與素養：必修共 8
學分，英語文另設選修課程。（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

能力培育辦法」）

1. 中文思辨與表達：共 6 學分，

其中必修 4 學分，另 2 學分，不得

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

總學分數。

2. 英語文：共 6 學分，其中必修

4 學分，另 2 學分，不得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總學分

數。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

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

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5.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設「國

文（一）（二）」認列中文思辨與表

達必修學分；外文系學生以外文系

開設「英文閱讀（一）（二）」認列

英語文必修學分。

6. 本校大學生應具備資訊素

養，其於修業期間所修讀課程中

（包括院系必選修、跨院、博雅、

學分學程等課程），須修習「程式

設計」相關課程 1 學分以上。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

文課程」、「跨院選修」、「博雅課程」、

「體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

課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

分，英語文另設選修課程。（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

文能力培育辦法」）

1. 大學國語文：共 6 學分，其

中必修 4 學分，另 2 學分，不得

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

習總學分數。

2. 英語文：共 6 學分，其中必

修 4 學分，另 2 學分，不得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總

學分數。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

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

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5.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設

「國文（一）（二）」認列大學國

語文必修學分；外文系學生以外

文系開設「英文閱讀（一）（二）」

認列英語文必修學分。

為推動學生資訊

素養，本校研議自

109學年度起將修

讀程式設計課程

列為學士班畢業

門檻，擬修訂通識

教育架構，將「語

文課程」修正為

「語文與素養」，

並於該項下增列

「資訊素養」類別

及修讀程式設計

課程列為畢業條

件，惟通識教育總

學分不調整。

案由二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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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

程」、「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程，

分述如下：

(三)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

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括

向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

釋、向度二：道德哲學與生命

教育、向度三：公民與全球視

野、向度四：科技與社會、向

度五：物質與生命世界本質、

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

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3 學分，至少

選修 4 個向度（理、工、海選

修第五、六向度至多共 6 學

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

向度至少各 2 學分；西灣學院

所屬學生(無論入學年度)皆可

自由選修），限大二以上選

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

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至

多選修 19 學分，超過之學分

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

括：（1）「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

三)參加西灣學院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以通過/
不通過（P/F）計分（詳見「國

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

道』實施要點」）；（2）「服務

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

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

三)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

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服

務學習實施要點」）；（3）「應

用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

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若選

修「應用性課程」則「博雅課

程」必修為 12 學分，超修之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

程」、「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程，

分述如下：

(三)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

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

括向度一：美學（感）與文

化詮釋、向度二：道德哲學

與生命教育、向度三：公民

與全球視野、向度四：科技

與社會、向度五：物質與生

命世界本質、向度六：自然

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2~13 學分，

至少選修 4 個向度（理、工、

海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

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

西灣學院所屬學生(無論入

學年度)皆可自由選修），限

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

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

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9
學分，超過之學分數不得計

入最低畢業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

括：（1）「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
大三)參加西灣學院所認可

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以

通過/不通過（P/F）計分（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

『大學之道』實施要點」）；

（2）「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

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

則），超修之學分數不得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詳見「國立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

實施要點」）；（3）「應用性課

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

含軍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

修改學分說明文

字，使學生更清楚

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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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 
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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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草案)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104.12.17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0本校第16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4本校第16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20本校第16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本校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辦理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事宜，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

育課程修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悉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

相關學則及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與素養」、「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與素養：必修共 8 學分，英語文另設選修課程。（詳見「國

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1. 中文思辨與表達：共 6 學分，其中必修 4 學分，另 2 學分，

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總學分數。
2. 英語文：共 6 學分，其中必修 4 學分，另 2 學分，不得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但得計入修習總學分數。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4. 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

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5. 中文系學生以中文系開設「國文（一）（二）」認列中文思

辨與表達必修學分；外文系學生以外文系開設「英文閱讀
（一）（二）」認列英語文必修學分。

6. 本校大學生應具備資訊素養，其於修業期間所修讀課程中
（包括院系必選修、跨院、博雅、學分學程等課程），須修
習「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1 學分以上。

（二）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西灣學
院認可之專業（基礎）課程，原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
行跨院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跨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
相關規定，可取得學程證書。（詳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跨
院選修實施要點」）

（三）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括向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

釋、向度二：道德哲學與生命教育、向度三：公民與全球視
野、向度四：科技與社會、向度五：物質與生命世界本質、
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3 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理、工、海選修
第五、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
至少各 2 學分；西灣學院所屬學生(無論入學年度)皆可自由選
修），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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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9 學分，超過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
低畢業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括：（1）「大學之道」必修（0 學
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西灣學院所認可之 6 場活
動為原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詳見「國立中山
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2）「服務學習」必
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
則），超修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見「國立中山
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施要點」）；（3）「應用性課程」選修
（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若選修「應用性課程」則
「博雅課程」必修為 12 學分，超修之學分數不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

（四） 運動與健康：必修共 4 學分，大一、大二修習，學分計入修習
總學分數，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
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要點」）。選修之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
分計入修習總學分數，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數內，但所修
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第四條  通識教育課程修課及申辦抵免等事宜，悉依本校公告時程及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五條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第六條  本辦法經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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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教務處 

案由三：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

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實施細

則」之附件「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程檔

案計畫」，該歷程檔案計畫規範集點方式及辦理流程，

學生集滿 100點即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英文畢業門

檻)。 

二、 本校為推動國際化，教務處於 109 年度推辦各學院英語

學習角落計畫，擬將英語學習角落計畫之活動納入集點

範疇，同時放寬各項活動集點點數，以利學生儘早完成

英語能力認證，故擬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

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 

三、 本案業提 109.04.15 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08-3 次會

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

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草案如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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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 

學士班學生於申請參加本認證之

後，在學期間參加下列英語學習相

關之活動且達標準者，得獲得相對

應之認證點數。，以下集點項目皆

設有集點上限 80 點： 

五、 

學士班學生於申請參加本認證之

後，在學期間參加下列英語學習相

關之活動且達標準者，得獲得相對

應之認證點數，以下集點項目皆設

有集點上限 80 點： 

 

不限制各項目

之集點上限，促

使學生儘快完

成點數。 

(一) 參加本校自學園之英語小老

師諮詢，諮詢服務如

下： 
1、 外籍約聘老師、或本校英語小

老師之英語口語諮

詢，每次得獲 10 點。 
2、 外籍約聘老師、或本校英語小

老師之英語討論會，每

次得獲 10 點。 
3、 英語寫作線上諮詢服務，每次

得獲 10 點。 

 

(二)完成指定任務： 
1、完成一項指定寫作作業，由

本校英語小老師或約聘老

師（含本國籍與外國籍）批

改，即可得獲得 10 點。 
2、完成一項指定口說任務，由

本校英語小老師或約聘老

師（含本國籍與外國籍）核

可，即可得獲得 10 點。 
3、依照通識英文級數於自學園

選讀指定書籍一本，閱讀完

畢後，完成並繳交中心提供

的學習單，即可獲得 15 點。 
 

(三)自習本校線上英語自學軟體

(一) 參加本校自學園之英語小老師

諮詢，諮詢服務如下： 

1、外籍約聘老師、或本校英語

小老師之英語口語諮詢，每

次得獲 8 點。 
2、外籍約聘老師、或本校英語

小老師之英語討論會，每次

得獲 8 點。 
3、英語寫作線上諮詢服務，每

次得獲 8 點。 
 

(二)完成指定任務： 
1、完成一項指定寫作作業，由

本校英語小老師或約聘老

師（含本國籍與外國籍）批

改，即可得獲得 8 點。 
2、完成一項指定口說任務，由

本校英語小老師或約聘老

師（含本國籍與外國籍）核

可，即可得獲得 8 點。 

3、依照通識英文級數於自學園

選讀指定書籍一本，閱讀完

畢後，完成並繳交中心提供

的學習單，即可獲得 15 點。 

 
(三)自習本校線上英語自學軟體

Live ABC或Live CNN等的指定

 
 
 
 
提高每項任務

之點數，縮短學

生集點時間。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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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ABC 或 Live CNN 等的指

定課程後，完成指定考試並達通

過標準，一回試卷可獲得 10 點。 

 

(四)修讀本校或校際英語相關課程

（含本校外文系開設之跨院選

修課程、通識「英語文」選修

課程、英語授課課程）成績及

格者，每門可獲得 50 點，該課

程不含學生應修畢之通識「英

語文」必修課程。 
 
(五)參加校內外英語文相關競賽

者，憑主辦單位頒發的參賽證明

可獲得 30 點；得獎者，憑主辦

單位頒發的獎狀再加 60 點。 
 
(六)參加本校國際事務處舉辦的「學

生大使」或「國際學伴」計畫，

憑國際事務處核發之證書得獲

點數，若該計畫長達一學期可獲

得 40 點，長達一學年則獲得 80
點。 

課程後，完成指定考試並達通過

標準，一回試卷可獲得 8 點。 
 
(四)修讀本校或校際英語相關課程

（含本校外文系開設之跨院選

修課程、通識「英語文」選修課

程、英語授課課程）成績及格

者，每門可獲得 40 點，該課程

不含學生應修畢之通識「英語

文」必修課程。 

 
(五)參加校內外英語文相關競賽

者，憑主辦單位頒發的參賽證明

可獲得 20 點；得獎者，憑主辦

單位頒發的獎狀再加 60 點。 
 
(六)參加本校國際事務處舉辦的「學

生大使」或「國際學伴」計畫，

憑國際事務處核發之證書得獲

點數，若該計畫長達一學期可獲

得 40 點，長達一學年則獲得 80
點。 

 (七)至英語系國家參加海外密集課

程、海外志工服務、遊學打工或

相關交換學習活動，回程後繳交

護照紀錄證明及英語心得報告 3
篇，每篇至少 150 字。該活動若

長達兩週以上可獲得 80 點，少於

兩週則獲得 40 點。 

1. 本款刪除。 
2. 此款較難採

認，為減化

點數認證之

人 力 與 流

程 ， 故 刪

除。 

 (八)至非英語系國家參加需要運用英

語的相關活動，如海外密集課

程、海外志工服務、遊學打工或

相關交換學習活動，回程後繳交

護照紀錄證明及英語心得報告 3
篇，每篇至少 150 字。該活動若

長達兩週以上可獲得 80 點，少於

1. 本款刪除。 
2. 此款較難採

認，為減化

點數認證之

人 力 與 流

程 ， 故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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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則獲得 40 點。 

(七)參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檢考

試，繳交成績單即可獲得 20
點；若成績達多益 550 分以上可

再加碼 20 點。此項目只能採計

一次。

(九)參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檢考

試，繳交成績單即可獲得 20
點；若成績達多益 550 分以上可

再加碼 20 點。此項目只能採計

一次。

1. 款次修改。

(八)參加自學園舉辦之自學講座或

相關活動，一次可獲得 10 點。 
(十)參加自學園舉辦之自學講座或相

關活動，一次可獲得 8 點。 

1. 款次修改。

2. 提高任務之

點數，縮短學生

集點時間。

3. 自學講座暫

停舉辦。

(九) 參加各學院舉辦之英語學習角

落(English Corner)活動，憑各院

學習單證明，每次可獲得 10 點。 

1. 本款新增。

2. 搭配各學院

即將設立之

English 
Corner 增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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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實施細則 
(108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 104學年度英語文教學中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5.02.02 通識教育中心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17 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8.2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12.10 本校第15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8. 
108.04.16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8次任務編組會議修訂通過 
108.05.09 英語文教學中心107學年度第8次任務編組會議修訂通過 

108.07.05 本校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107學年度第7次會議通過 
108.10.14 本校第161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於本校非外文系之全體學士班學生(含當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和外籍

生)，外文系學生另訂之。 

二、一般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益聽力與閱讀測驗（TOEIC） 6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IELTS） 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TOEFL-iBT） 61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500分（含）以上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口說測驗130分（含）以上或寫作測驗130分
（含）以上 

多益口說測驗（TOEIC Speaking Test） 130分（含）以上 

英語實踐歷程檔案 100 點 

校內英語測驗 B1+ 

註：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如附件一。 

三、聽障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聽 力 不 採 計） 

多益測驗（TOEIC) 閱讀3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IELTS） 閱讀5級（含）以上；寫作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TOEFL-iBT） 閱讀15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閱讀80分（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第二部分文法結構測驗與第三部分閱讀測

驗之分項分數平均50（含）以上 
英語實踐歷程檔案 100 點 

校內英語測驗(閱讀) B1+ 

註：英語實踐歷程檔案計畫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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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身心障礙學生仍須符合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標準，聽障生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一第二項，
但因其他障礙因素，無法達成指標者，由各學系專簽會辦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組資源教室，
另案處理。 

五、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規定，
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六、「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行於英語文能力標
準鑑定系統登錄並列印認證程序單，持下列資料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英語文教學中心審核辦
理並存查。 

（一）認證程序單 

（二）有效期限內（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英檢測驗
成績單正本以及影本（正本驗證後歸還）、或實踐歷程護照。 

七、本辦法所列法條均溯及既往，適用108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 

八、本辦法經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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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管理學院 

案由四：擬新增 4 門課程：「管理學概論」、「經濟學概論」、

「財務報表分析」及「倫理與社會責任」課程為遠距教

學課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管理學概論」、「經濟學概論」及「財務報表分析」

等三門課程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整合管

理基礎課程，整合院內師資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

共同教學內容機制，以提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程給跨系

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強化管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

院學生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不到基礎管

理課程的困擾。 

二、 「倫理與社會責任」係規劃讓管院學生都能符合本院五

大核心能力之一－具備【倫理觀與社會責任實踐】能力，

以培育恪守企業倫理及專業規範、社會關懷與社會實踐

之人才。實現本院四大發展策略之一－【社會議題關懷

與發揮影響力】，學生提升社會關懷及社會責任參與，

務求畢業生以真誠的態度、宏觀的視野肩負起對組織、

社會、環境的責任。 

三、 本案業提 109.04.21 管理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08-4 次會

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管理學概論」、「經濟學概論」、「財務報表分

析」及「倫理與社會責任」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

畫如附件 1-4。 

決  議： 

204/249



國立中山大學 管理學院 

【管理學概論】數位課程  教學計畫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實施數

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一、課程基本資料 

（一）課程名稱：管理學概論 

（二）開課系所：管理學院(大學部/院開課)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跨院選修(管)」(通識課程) 

（三）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王致遠助理教授 

（四）課程類別：學位班 

（五）學分數與選課別：1學分/必選修 

（六）開課期間：一學期 

（七）課程網址： 

案由四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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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簡介與目標 

（一）本課程簡介如下: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整合管理基礎課程，整

合院內師資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內容機制，以提

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強化管

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

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本課程為主要將介紹在組織中的管理者到底是誰，在作什麼

事情，以及影響他們決策與行為相關的理論。 

課程將從「誰是管理者」的議題開始，延伸至管理者的四大

類別活動：規劃、組織、領導、控制，並討論在影響這些活動背

後相關的理論，包括決策、溝通、激勵與倫理分析等。 

本課程將依本校實施數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及課程審查及其

相關作業規範提相關會議審議。 

（二）本課程目標如下： 

透過精簡版的管理學概論課程，簡要介紹管理學的基本概念

給非商管相關科系學生。 

This is a compact ver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We target non-busines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concepts of 

management. 

三、 課程修讀對象 

本遠距教學課程修讀對象為本院及跨院選修的大學部學生，

預計開放跨院名額 105名，專業課加跨院總名額為 1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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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內容大綱 

本課程依據教學目標，本課程之主要內容安排如下： 

週

次 
授課內容及主題 

1 管理是什麼？ Introduction (Ch1) 

2 決策 Decision Making (Ch2) 

3 
經 營 環 境 與 組 織 文 化 Constraints to 

Managersn(Ch7） 

4 規劃 Planning (Ch8) 

5 策略 Strategy (Ch9)- 

6 組織設計 Org. design (Ch11) 

7 團隊 Team (Ch12) 

8 組織溝通 Communication (Ch14) 

9 行為 Behavior （Ch15) 

10 領導 Leadership (Ch16) 

11 激勵 Motivation (Ch17) 

12 控制 Controllinh (Ch18) 

13 企業社會責任 CSR (Ch5) 

14 全球化下的管理 Global management (Ch3) 

15 創新與變革 Innovation and change (Ch6) 

16 個人作業發展 Individual assignment) 

17 個人作業發展 Individual assignment 

18 期末考 Final exam 

五、教學方式 

本線上課程內容與份量， 以符合學生自學與學分數需

求，進行課程與教材內容之建置與設計。 

（一）學習流程： 

老師建議學習者採取以下 5個學習流程之學習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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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 線上觀看教師講解的單元教材(每週教材) 

• 教材講解(串流影音) :  在平台觀看及聆聽老師講述每單

元的教材內容，吸收本科目的專業知識內容 

  

 
STEP 2 : 遇到問題立即反應 

• 在閱讀每週的影音教材，如果對某些內容有不了解的地

方，馬上透過 email、老師 office hours直接電話連絡、

平台的課程討論區留言提問等各種方式，向老師或助教求

助 

  

 
 

STEP3 : 深度與廣度的加強 

• 閱讀教材各單元的補充教材與外界網路資源，學習有本科

目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延伸本單元知識內容的學習廣度與

層面。 

  

 
STEP4 : 每個區塊的學習成效驗收 

• 線上測驗 : 在平台上進行各單元的線上評量，透過評量

來作學習成效的驗收。 

 

 
 

STEP5 : 每個區塊結束後利用網大的平台設計問答題，採

off-line討論方式 

• 議題討論 : 認真研究老師所提出的議題，在平台上提出

個人見解與看法，並針對其他同學的留言，提出正反、支

持或反對的論點，透過交互討論，可使課程的知識內容在

不斷的印證與討論中，有更豐富與更深入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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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內容提供 

教材設計由授課教師根據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經驗，精心整

理成適合研究生學習的內容，並循序漸進，以深入淺出之原則

來撰寫本教材，作為本門課程進行遠距教學之用。 

教材能結合文字、圖像、影音講述之多媒體串流影音教材，

並附上 PDF 格式之教材講義友善下載。 

 

（三）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採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要求修課學生每週

上網學習一個單元，並透過平台參與評量測驗、議題討論、問

卷等相關學習活動與師生線上互動。 

 

（四）成績評量方式 

1. .課後測驗 After class test: 30％ 

2. 網大議題討論 Online discussion：30％ 

3. 個人報告 Individual assignment：20% 

4. 期末測驗 Final exam：20% 

 

（五）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須配合老師每週課程進度實際觀課，並就老師設計之

議題於設定時間內提出回應。並須達成各區塊測驗分數，方能

通過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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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 管理學院 

【經濟學概論】數位課程  教學計畫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實施數

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一、課程基本資料 

（一） 課程名稱：經濟學概論 

（二）開課系所：管理學院（大學部/院開課） 

（三）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佘健源副教授 

（四） 課程類別：學位班 

（五）學分數與選課別：1學分/必選修  

（六）開課期間： 

（七） 課程網址： 

案由四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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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簡介與目標 

（一）本課程簡介如下: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整合管理基礎課

程，整合院內師資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內容

機制，以提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

同修習，強化管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管理知識與技

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本課程，經濟學概論，主要的目標是協助學生未來能建

立其對市場的判斷能力；而對市場變動的判斷能力，是本院

培養學生五大核心能力之一，商管專業能力的重要基礎。為

達此目標，本課程將介紹經濟學家對市場運作的基本看法。

而由於經濟學家對市場的分析源自於對市場參與者行為的研

究，本課程將討論市場中最重要的兩種參與者，買家與賣家，

的理性行為，並討論他們之間的互動將如何形塑出市場的變

動。而由於現代經濟學大量使用數學來描述市場參與者的行

為，本課程也將在一開始簡單介紹學習經濟學所需用到的數

學技巧。 

緣此，本課程將分成四個區塊，分別為微分 (2小時)、

市場需求 (6 小時)、市場供給 (6 小時)、以及市場均衡 (3

小時)。 

（二）本課程目標如下： 

1. 使授課學生對市場運作能有基本的概念，以幫助其未來能

建立起對市場變動的判斷能力，而此乃為商管專業能力的

重要基礎之一。 

2. 使授課學生能瞭解經濟學家對市場、社會的觀點。 

三、 課程修讀對象 

本遠距教學課程修讀對象為本校大學部之外院學生，預

計開放 105 位跨院名額，再加上 10 位的其他選修名額，預計

每學期可供最多 115 位學生於線上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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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內容大綱 

本課程依據教學目標，規劃四個區塊。本課程之主要內

容安排如下： 

 

週 次 單  元  內  容 課程時數 

1 
學習經濟學所需用到的數學技巧：微

分 
2 hour 

2 需求面：消費者行為 3 hour 

3 需求面：彈性 3 hour 

4 供給面：生產函數與成本 3 hour 

5 供給面：完全競爭市場 3 hour 

6 市場均衡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3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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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式 

本線上課程內容與份量， 以符合學生自學與學分數需

求，進行課程與教材內容之建置與設計。 

（一）學習流程： 

老師建議學習者採取以下 5個學習流程之學習順序： 

STEP 1 : 線上觀看教師講解的單元教材(每週教材) 

• 教材講解(串流影音) :  在平台觀看及聆聽老師講述每單

元的教材內容，吸收本科目的專業知識內容

STEP 2 : 遇到問題立即反應 

• 在閱讀每週的影音教材，如果對某些內容有不了解的地

方，馬上透過 email、老師 office hours直接電話連絡、

平台的課程討論區留言提問等各種方式，向老師或助教求

助

STEP3 : 深度與廣度的加強 

• 閱讀教材各單元的補充教材與外界網路資源，學習有本科

目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延伸本單元知識內容的學習廣度與

層面。

STEP4 : 每個區塊的學習成效驗收 

• 線上測驗 : 在平台上進行各單元的線上評量，透過評量

來作學習成效的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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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 每個區塊結束後利用網大的平台設計問答題，採

off-line討論方式 

• 議題討論 : 認真研究老師所提出的議題，在平台上提出

個人見解與看法，並針對其他同學的留言，提出正反、支

持或反對的論點，透過交互討論，可使課程的知識內容在

不斷的印證與討論中，有更豐富與更深入的收穫。 

  

（二）教材內容提供 

教材設計由授課教師根據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經驗，精心整

理成適合學生學習的內容，並循序漸進，以深入淺出之原則來

撰寫本教材，作為本門課程進行遠距教學之用。 

教材能結合文字、圖像、影音講述之多媒體串流影音教材，

並附上 PDF 格式之教材講義友善下載。 

（三）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採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要求修課學生每週

上網學習一個單元，並透過平台參與評量測驗、議題討論、問

卷等相關學習活動與師生線上互動。 

（四）成績評量方式 

期末給分方式為「通過(Pass) / 不通過 (Faile)」。 

（五）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須配合老師每週課程進度實際觀課，並就老師設計之

議題於設定時間內提出回應。並須達成各區塊測驗分數，方能

通過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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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 管理學院 

【財務報表分析】數位課程  教學計畫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實施數

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一、課程基本資料 

（一） 課程名稱：財務報表分析 

（二）開課系所：大學部學生跨院選修 

（三）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蔡佳芬助理教授 

（四） 課程類別：學位班 

（五）學分數與選課別：1學分/必選修  

（六）開課期間：一學期 

（七） 課程網址： 

案由四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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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簡介與目標 

（一）本課程簡介如下: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整合管理基礎課程，整

合院內師資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內容機制，以提

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強化管

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

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財務報表為一個企業的縮影，也是了解一個企業的最佳資訊

來源。中山大學的學生即將是各行各業的領導者，不管是站在經

理人角度或者投資者的角度，學習閱讀公司財務報表都是不可荒

廢的功課。 

本課程將依本校實施數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及課程審查及其

相關作業規範提相關會議審議。 

（二）本課程目標如下： 

課程目標為學生能夠站在債權人、經理人或者投資者的角色

深入地解讀財務數字；學生能夠深入閱讀財務報表，比較公司財

務差異、了解現金流和風險分析概念。本課程分為二部份：1.了

解合併四大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損益表、合併現

金流量表及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2. 應用財務比率進行短期流動

性、長期流動性、營運績效及效率及獲利能力評估。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prepare student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the role of creditors, 

managers, or investor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read financial statements in-depth and compare 

differences in company's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profit or 

risk-related issues. There are two parts to this course. The 

first part is to underst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consolidated income statement, 

consolidated cash flow statement, an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The second part is to learn 

how to apply financial ratios to evaluate firms’ short-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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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ity, capital structure, and long-term solvency,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as well as 

profitability. 

三、 課程修讀對象 

本遠距教學課程修讀對象為本院及跨院選修的大學部學生，

預計開放跨院名額 95 名，專業課加跨院總名額為 1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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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內容大綱 

本課程依據教學目標，本課程之主要內容安排如下： 

週 次 單  元  內  容 課程時數 

1 
第 1 講 財務報表分析限制(1.1 講(影片長度

28:44)+1.2講(22:17)) 
1 hour 

2 
第 1 講 財務報表分析限制(1.3 講(影片長度

26:45)+1.4講(21:04) +1.5講(13:00)) 
1 hour 

3 
第 2講 資產負債表與綜合損益表簡介(2.1講

(影片長度 15:04)+2.2講(47:25) ) 
1 hour 

4 
第 2講 資產負債表與綜合損益表簡介(2.3講

(影片長度 34:58)) 
1 hour 

5 
第 3講 財務報表與廠商財務特性與投資行為

(3.1講(影片長度 26:25)+3.2講(52:43) ) 
1 hour 

6 
第 3講 財務報表與廠商財務特性與投資行為

(3.3講(影片長度 26:44) ) 
1 hour 

7 
第 4講 現金流量表與股東權益變動表(4.1講

(影片長度 37:35) ) 
1 hour 

8 
第 4講 現金流量表與股東權益變動表(4.2講

(影片長度 32:45) ) 
1 hour 

9 
第 5講 查核報告書及比率分析注意事項(5.1

講(影片長度 21:33)+5.2講(20:56) ) 
1 hour 

10 
第 6講 財務比率分析-流動性分析(6.1講(影

片長度 41:26) ) 
1 hour 

11 

第 6 講 財務比率分析-營業週期、應收帳

款，’存貨及應付帳款分析(6.2.1 講(影片長

度 22:39)+ 6.2.2 講(20:31) ) 

1 hour 

12 

第 6 講 財務比率分析-長期償債能力分析

(6.3.1 講(影片長度 25:37)+ 6.3.2 講

(25:08) ) 

1 hour 

13 

第 6 講 財務比率分析-經營管理效率分析、

獲利能力分析及盈餘品質分析(6.4 講(影片

長度 24:19)+ 6.5.1 講(17:05) + 6.5.2 講

(11:11) + 6.6.1 講(17:52) )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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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式 

本線上課程內容與份量， 以符合學生自學與學分數需

求，進行課程與教材內容之建置與設計。 

（一）學習流程： 

老師建議學習者採取以下 5個學習流程之學習順序： 

STEP 1 : 線上觀看教師講解的單元教材(每週教材) 

• 教材講解(串流影音) :  在平台觀看及聆聽老師講述每單元

的教材內容，吸收本科目的專業知識內容 

  

 
 

STEP 2 : 遇到問題立即反應 

• 在閱讀每週的影音教材，如果對某些內容有不了解的地方，

馬上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平台的課程討論區留言提問等

各種方式，向老師或者助教求助 

  

14 

第 6 講 財務比率分析-盈餘品質分析(6.6.2

講(影片長度 22:41)+ 6.6.3講(24:10) + 

6.6.4講(33:02) ) 

1 hour 

15 

第 6 講 財務比率分析-投入資本報酬率分析

及杜邦分析(6.7.1 講(影片長度 24:24)+ 

6.7.2講(28:41) ) 

1 hour 

16 

第 7 講 產業分析(7.1講(影片長度 30:00)+ 

7.2 講(16:43) + 7.3講(19:38) + 7.4講

(19:50)) 

1 hour 

17 

第 8 講 財務報表分析個案:統一、味全、大

成及卜蜂(8.1 講(影片長度 35:18)+ 8.2 講

(21:10+20:13+26:57) ) 

1 hour 

18 

第 8 講 財務報表分析個案:統一、味全、大

成及卜蜂(8.3 講(影片長度 14:55+14:20)+ 

8.4 講(25:08+13:11) )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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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 深度與廣度的加強 

• 本課程將以上市櫃公司為個案，透過個案公司近 3 年之年

報，學習應用有關本科目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延伸本單元知

識內容的學習廣度與層面。 

 
 

STEP4 : 學習成效驗收 

• 線上測驗 : 在平台上進行各單元的線上評量，透過評量來

作學習成效的驗收。 

 

 
 

STEP5 : 利用網大的平台設計問答題或者利用 Google 表單的設

計，採 off-line討論方式 

• 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討論 : 同學認真研究老師所提出的議

題，在平台上提出個人見解與看法，並針對其他同學的留

言，提出正反、支持或反對的論點，透過交互討論，可使課

程的知識內容在不斷的印證與討論中，有更豐富與更深入的

收穫。 

  

（二）教材內容提供 

        教材設計由授課教師根據多年的「財務報表分析」教學

及研究的經驗，精心在財務報表分析的專業知識介紹過程，設計

整理許多個案範例，目的幫助非財務背景的同學能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理解財務報表分析的技巧及訣竅，以循序漸進方式引導學生

學習，誘發學生閱讀財報的興趣及學習動機。教材能結合文字、

圖像、影音講述之多媒體串流影音教材，並附上 PDF 格式之教材

講義友善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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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採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要求修課學生每週上網

學習一個單元，並透過平台參與評量測驗、個案廠商的討論、問

卷等相關學習活動與師生線上互動。 

 

（四）成績評量方式 

1.課堂討論與參與 (Class Discussion and Participation)：60% 

2.期末個案討論報告 (Final Case Study Report)：40%。 

 

（五）課堂經營 

    學生須配合老師每週課程進度實際觀課，並就老師設計之

議題於設定時間內提出回應。本課程師生除了採用中山大學網路

大學進行溝通聯繫外，另將使用Google Classroom作為課程管理

平台，結合Google雲端硬碟、Google 表單設計、YouTube等服務

項目，讓每個課程單元容易複製使用、進行教學互動、作業評分

批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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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 管理學院 

【倫理與社會責任】數位課程  教學計畫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實施數

位課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一、課程基本資料 

（一） 課程名稱：倫理與社會責任 

（二）開課系所：管理學院（碩士、碩專、博士班） 

（三）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鄭安授助理教授、王致遠助理教授、

謝慧賢助理教授、陳世哲教授 

（四） 課程類別：學位班 

（五）學分數與選課別：1學分/必選修  

（六）開課期間：一學期(每學期各四門) 

（七） 課程網址： 

案由四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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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簡介與目標 

（一）本課程簡介如下: 

當今社會非常強調企業應該具備企業倫理，而企業社會

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相當重要

的一環，企業社會責任是許多企業裡面積極在推動的一個重

要工作；又管院加入歐洲管理發展基金會（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FMD），並已申

請 EFMD 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 (EQUIS)國

際認證，因 EQUIS 十分要求倫理與永續議題之教育，故本院

已於 108 年 9 月 18 日 108學年第 1 次主管會議通過，各系所

各學制應把倫理課程納入必修（必選）課程中，管院並將於

每個學期開設 1學分倫理與永續議題課程；並於 108 年 12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通過，1 學分課程包含四個

模組，分別為倫理原則(3小時)、倫理實務(6小時)、職場倫

理(5小時)、研究/學術倫理(2小時)。 

因應自 109 學年起入學學生都須修習倫理及社會責任課

程方能畢業，規劃本院碩士、碩專、博士生採用非同步線上

課程進行。 

（二）本課程目標如下： 

管院學生都能符合本院五大核心能力之一－具備【倫理

觀與社會責任實踐】能力，以培育恪守企業倫理及專業規範、

社會關懷與社會實踐之人才。實現本院四大發展策略之一－

【社會議題關懷與發揮影響力】，學生提升社會關懷及社會

責任參與，務求畢業生以真誠的態度、宏觀的視野肩負起對

組織、社會、環境的責任。 

三、 課程修讀對象 

本院碩士、碩專、博士班每一年級總人數約為 670 人，

扣除系所已開設有符合上述四大模組課程(約有 250 人)，須

修本院開設線上課程學生人數合計約 420 人。 

本遠距教學課程修讀對象為本院碩士生、碩士在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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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博士生（含 DBA），預計每一學期開設四個班供學生

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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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內容大綱 

本課程依據教學目標，規劃四個模組，分別為倫理判斷

的常見原則（3 週）、企業社會責任（6 週）、職場倫理（5

週）、及學術倫理(1週)與研究倫理（1 週）。本課程之主要

內容安排如下： 

 

 週 次 單  元  內  容 課程時數 

1 倫理判斷的常見原則 1 hour 

2 倫理判斷的常見原則 1 hour 

3 倫理判斷的常見原則 1 hour 

4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5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6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7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8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9 期中考 1 hour 

10 企業社會責任 1 hour 

11 職場倫理 1 hour 

12 職場倫理 1 hour 

13 職場倫理 1 hour 

14 職場倫理 1 hour 

15 職場倫理 1 hour 

16 研究倫理 1 hour 

17 學術倫理 1 hour 

18 期末考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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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式 

本線上課程內容與份量以符合學生自學與學分數需求，

進行課程與教材內容之建置與設計。 

（一）學習流程： 

老師建議學習者採取以下 5個學習流程之學習順序： 

STEP 1 : 線上觀看教師講解的單元教材(每週教材) 

• 教材講解(串流影音)：在平台觀看及聆聽老師講述每單元

的教材內容，吸收本科目的專業知識內容。

STEP 2 : 遇到問題立即反應 

• 在閱讀每週的影音教材，如果對某些內容有不了解的地

方，馬上透過 email、老師 office hours 直接電話連絡、

平台的課程討論區留言提問等各種方式，向老師求助。

STEP3 : 深度與廣度的加強 

• 閱讀教材各單元的補充教材與外界網路資源，學習有本科

目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延伸本單元知識內容的學習廣度與

層面。

STEP4 : 每個模組的學習成效驗收 

• 線上測驗 : 在平台上進行各單元的線上評量，透過評量驗

收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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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 每個模組結束後利用網大的平台設計問答題，採

off-line討論方式 

• 議題討論 : 認真研究老師所提出的議題，在平台上提出個

人見解與看法，並針對其他同學的留言，提出正反、支持

或反對的論點，透過交互討論，可使課程的知識內容在不

斷的思辨與討論中，有更豐富與更深入的收穫。 

  

（二）教材內容提供 

教材設計由授課教師根據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經驗，精心整

理成適合研究生學習的內容，並循序漸進，以深入淺出之原則

來撰寫本教材，作為本門課程進行遠距教學之用。 

教材能結合文字、圖像、影音講述之多媒體串流影音教材，

並附上 PDF 格式之教材講義友善下載。 

（三）教學方式 

本課程主要採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要求修課學生每週

上網學習一個單元，並透過平台參與評量測驗、議題討論、問

卷等相關學習活動與師生線上互動。 

（四）成績評量方式 

期末給分方式為「通過(Pass) / 不通過 (Fail)」。 

（五）上課注意事項 

學生須配合老師每週課程進度實際觀課，並就老師設計之

議題於設定時間內提出回應。並須達成各模組測驗分數，方能

通過本課程。 

本課程列為學生畢業門檻，學生須通過本課程，如未通過

本課程，不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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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 

案由五：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學期及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跨院

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院及各學院系所提新增「跨院選修」課程清單如附件

1-3。 

二、 本案業提 109.04.15 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08-3 次會

議審議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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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審查表 

★說明：依原人文組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修正之跨院選

修課程審核指標辦理本次審查，如下：

(一) 課程設計符合通識教育精神或適合跨領域學習。 

(二) 課程屬於基礎性課程且未設有「先修課程」之限修條件者。 

(三) 適合全校大一、大二學生選修(若開在非大一、大二課程，請授課老師說明)。 

(四) 過去教學成效及教學助理表現良好(授權由本院院長及開課中心主任認定)。 

敬請委員依上述說明綜合評估是否建議開設課程，如不建議，請於”備註”欄位簡述意

見，謝謝!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議開設 備註

西灣

學院
全 地方品牌與文化行銷

(全英語授課) 3 游銘仁
伊藤佳代

10 
（10） 

■是
□否

108/3 西灣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0 
(10) 

案由五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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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3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 

1 

西

灣

學

院 

全 地方品牌與文化行銷 
(全英語授課) 3 游銘仁 

伊藤佳代 
10 

(10) 

Through this collaborative course offered 
by Chib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Japanese students will 
visit Taiwan and join Taiwanese students 
in conducting field work in Cishan (旗山) 
in Kaohsiung. Known as the Banana 
Kingdom, this region’s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es fierc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Besides these challenges 
to their economic lifeblood, they also face 
challenges from an aging population.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field study, and 
lectures, students will develop skills in 
areas such as idea generation, practical 
concept application, teamwork, and 
problem solving. Students will also 
engage in peer-learning through robust 
and productive cross-cultural discussions. 
All of this is oriented by a focus on 
developing practical, innovative insights 
on and solutions for Cishan to be 
presented in an interactive sharing session. 

108/3 西灣院新增課程名額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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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課程數及開放名額統計表 

 
        

109.04.07 

學院 通識 文 理 工 管 海 社 合計 

課程數 
原核定 9 43 14 28 18 18 19 149 
本次新增 6 12 1 0 4 1 5 29 
小計 15 55 15 28 22 19 24 178 

開放名額 
原核定 450 858 400 590 350 405 1000 4053 

本次新增 270 185 50 0 275 20 115 915 
小計 720 1043 450 590 625 425 1115 4968 

註：開放名額將依各選課階段結果進行微調。 
     

 

案由五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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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審查表 

★說明：依原人文組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修正之跨院選

修課程審核指標辦理本次審查，如下：

(一) 課程設計符合通識教育精神或適合跨領域學習。 

(二) 課程屬於基礎性課程且未設有「先修課程」之限修條件者。 

(三) 適合全校大一、大二學生選修(若開在非大一、大二課程，請授課老師說明)。 

(四) 過去教學成效及教學助理表現良好(授權由本院院長及開課中心主任認定)。 

敬請委員依上述說明綜合評估是否建議開設課程，如不建議，請於”備註”欄位簡述意

見，謝謝! 

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文學院 全 

在臺灣的 

中華傳統宗教 

(全英語授課) 

3 越建東/閔瑪

希 

20 
（30） 

■是
□否

文學院 全 

表演藝術 

走入城市生活

（二） 

3 何怡璉 
15 

（30） 
■是
□否

文學院 全 基礎程式設計 3 陳俊宏 
20 

（50） 
■是
□否

中文系 二 
臺灣語言踏查

之旅 
3 張屏生 

10 
（50） 

■是
□否

中文系 二 
西方文藝理論

(一) 
3 莫加南 

20 
（50） 

■是
□否

中文系 三
臺灣文學作品

選讀 
3 莫加南 

20 
（50） 

■是
□否

中文系 四
古典小說選

(一) 
3 羅景文 

15 
（50） 

■是
□否

外文系 三 俄文二(一) 3 吳鴻傑 10 
（30） 

■是
□否

外文系 四 俄文三(一) 3 吳鴻傑 10 
（30） 

■是
□否

案由五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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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
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外文系 四 音韻學與英語
教學 3 歐淑珍 10 

（60） 
■是
□否

音樂系 三
音樂於高齡照

護
之設計與運用

3 
李美文/

(高醫)陳建州
副教授

20 
（50） 

■是
□否

劇藝系 二 當代劇場與展
演 2 何怡璉 15 

（65） 
■是
□否

109/1 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85 
(540) 

跨院選修課程（理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物理系 四 半導體奈米元
件製造技術 3 張鼎張 50 

（100） 
■是
□否

109/1 理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50 
(100) 

跨院選修課程（管理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管理

學院
全

管理學概論 

(非同步遠距) 
1 王致遠 

105 
(115) 

■是
□否

管理

學院 
全

經濟學概論 

(非同步遠距) 
1 佘健原 

105 
(115) 

■是
□否

管理

學院 
全

財務報表分析 

(非同步遠距) 
1 蔡佳芬 

95 
(115) 

■是
□否

企管系 二
新時代必須知道 

的科技法律陷阱 
3 盧  憶 

50 
(10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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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管理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109/1 管理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280 
(445) 

跨院選修課程（海科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海資系 四 生物資訊學 3 
蔡欣原 
張欣暘
黃明德 

20 
（70） 

■是
□否

109/1 海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20 
(70) 

跨院選修課程（社科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社科院 全 創意手機遊戲
程式設計 3 李春雄 20 

(50) 
■是
□否

政經系 二 全球化導論 3 陳若蘭 25 
(50) 

■是
□否

政經系 一 漁業外交概論 3 高世明 25 
(50) 

■是
□否

社會系 二
文化人類學 

(全英語授課) 
3 趙恩潔 25 

(50) 
■是
□否

社會系 二 旅遊社會學 3 蔡宏政 20 
(50) 

■是
□否

109/1 社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11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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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開課總名額 
是否建
議開設 備註

西灣

學院
全 人際溝通與團隊

合作 3 游銘仁 50 
(5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台日文化比較研

究 3 伊藤佳代 50 
(5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人文經典導讀 3 楊士奇 20 

(2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程式設計概論 1 蔡俊彥 50 

(5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App Inventor 基礎

程式設計導論 1 李春雄 50 
(50) 

■是
□否

西灣

學院
全 基礎程式設計：

App Inventor 入門 1 陳俊宏 50 
(50) 

■是
□否

109/1 西灣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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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文

學

院

全 
在臺灣的 

中華傳統宗教 
3 越建東 

閔瑪希 

20 
（30） 

課程說明：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essential 
materials in the reading list, to acquire 
well-established background knowledge 
as their fundamental capability. This will 
offer good foundation before their visi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make good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eligious people, as well as engaging in 
the introductory religious practices 
designed for the trip. This will help them 
to gain direct experiences of what Chinese 
religious cultivation is all about.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此課程介紹台灣的中華文化宗教，為
基礎宗教知識課程，不須具備專業知
識背景，適合所有科系的學生選修。 

2 全 
表演藝術 

走入城市生活（二） 
3 何怡璉 

15 
（30） 

課程說明： 
透過系列工作坊的實作，學生會學習
如何發展「城市漫遊劇場」，從觀察
力到分析能力，發展概念，轉化成創
意展演，並將概念執行，將邀請業師
與學生、社區居民共同協作，將有公
開階段性成果展。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透過表演藝術帶領學生「走出校
園」、以身體行動去探索高雄，以「遊
戲」與「參與」、「互動」的表演方
法，使用當代劇場的跨領域創作方
法，尋找有趣的方式「同在一起」，
和社區「交陪」。
鼓勵跨院系所、跨校學生選修，實踐
「跨領域」與「跨學門」的對話，打
開對劇場與表演藝術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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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3 全 基礎程式設計 3 陳俊宏 
2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教導學生能夠熟悉基礎的
程式語法，運用 Python 與相關套
件，融入運算思維與數理知識，撰寫
能夠有效運作與處理問題的程式或
系統。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目的學生能夠善用運算思維
概念，進而發展有效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理解數據分析的基本概念與技
巧，運用於自身專業領域，把程式作
為解決該領域問題的工具。最終目的
是希望學生能善用本課程所習得的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能力，整合不同
領域的專業知識，解決不同領域的實
務問題。 

1 

中

文

系

二 臺灣語言踏查之旅 3 張屏生 
10 

（50） 

課程說明： 
通過課堂研習了解臺灣(含金門、馬
祖、澎湖等離島)漢語方言(包含閩南
話、客家話、閩東話、軍話)具體的
分布概況，以及各種方言的語音、詞
彙差異和其他相關問題。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目前臺灣社會的樣貌趨於多元化，語
言與生活息息相關， 認識不同的臺
灣語言有助於增進社會的和諧，而且
不同學科的整合，是未來學程設計的
必要的思考途徑，所以更適合不同科
系學生的研習，可以發展成全方位、
多視角的課程。 

2 二 西方文藝理論(一) 3 莫加南 
20 

（50） 

課程說明： 
這門課會探索“西方文藝理論”最
重要的概念， 方法， 和流派。我們
會把“西方文藝理論”看作一種多
元的論 述，有長期的歷史發展。我
們會一起思考下列的問題：何謂“文
藝”？“文藝”的本質，功能，和價
值是什麼？我們怎麼可以理解文藝
的運作？文藝與世界的關係是什
麼？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會幫學生們培養對文學作品的
閱讀和分析能力，給他們機會學習不
同的閱讀文學的方法，幫他們培養跨
文化的思考能力和美學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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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3 三 臺灣文學作品選讀 3 莫加南 
20 

（50） 

課程說明： 
讓學生對台灣現代文學的最重要的
作品有完整的了解，跟他們一起探索
台灣的又豐富又複雜的現代文學史。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在中山大學我們希望所有的學生
們，不管他們是從什麼系來的，都會
對台灣的歷史和文化有完整的了
解。台灣現代文學作品是一種非常好
的教育工具，可以透過文學作品的閱
讀和欣賞提出很多的跟台灣歷史，文
化，和社會相關的
問題，培養學生們對本島的很複雜的
現代歷史的明感度。 

4 四 古典小說選(一) 3 羅景文 
15 

（50） 

課程說明： 
希望藉由對小說文本(如《搜神記》)
的精讀分析，引領同學探討小說中關
於神話思維、宗教思想、民俗信仰、
哲學思想、異類互動、異質空間、情
欲書寫等諸多議題，一方面訓練同學
閱讀與鑑賞小說的能力，一方面拓展
同學對於個人生命歷程、世態人心、
社會文化現象更深層的省思。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搜神記》中有諸多關於宗教、信仰
人性、愛情與生命等重要議題的探
討，亦適合外系同學選修。 

1 

外

文

系

三 俄文二(一) 3 吳鴻傑 10 
（30） 

課程說明： 
1.培養學生俄語進階對話能力、增強
俄語聽力和精熟俄語動詞三時態、兩
體和六人稱相對應的變位。 
2.整合俄文一學過之基礎語法，提升
學生基礎閱讀理解能力。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科目為第二外語課程，只要有俄文
一(一)和一(二)的基礎,，便可以繼續
學習該外語，各學院學生應皆可修
習。 

2 四 俄文三(一) 3 吳鴻傑 10 
（30） 

課程說明： 
1.精熟俄文名詞與形容詞的六種變
格以及動詞三時、兩體，並增強俄文
閱讀和思辨能力。 
2.透過俄文文章之閱讀，進一步知悉
俄羅斯文化與人物的歷史，以及理解
俄羅斯人的想法和風俗。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科目為第二外語課程，只要有俄文
二(一)和二(二)的基礎,，便可以繼續
學習該外語，各學院學生應皆可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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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3 四 音韻學與英語教學 3 歐淑珍 10 
（6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phonology, the study of sound patterns 
in human language and its teaching 
appli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nglish. The main contents to be covered 
include consonants, vowels, syllables and 
prosody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 in 
both clear and connected speech. In 
addition to basic concepts of English 
phonology, plenty of listening and oral 
practices will be provided. Current issue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ill also be discussed (e.g., to what extent 
an L2 English learner should master 
native-like pronunciation?). In addition to 
two open-book quizz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a mini project in 
which they evaluate and criticize the 
pronunciation parts of selected published 
teaching materials.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主要內容為英語的口語韻
律，無論是對於外文系主修生或是非
外文系學生，英語的口語韻律覺識和
掌握度會影響其開口說英語的意願
或能力，因此擬開放跨院選修名額給
有興趣增進英語音韻和韻律系統知
識的學生修習。特別是本課程運用很
多英語歌曲來說明口語韻律觀念並
且於課堂上練習，有趣生動的方式有
助無語言學背景的學生掌握音韻學
知識，很適合跨院選修學生一起修
習。 

1 
音

樂

系

三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
計與運用 3 

李美文
/ 

陳建州
(高醫) 
(待聘) 

20 
（50） 

課程說明： 
修課學生由不同專業領域教師群領
導，結合音樂與工業設計運用於高齡
照護，激盪出不同的創意，以設計出
符合高齡被照顧者需求的樂器或藝
術活動。在此過程中培養同理心，對
高齡被照護者表達關懷，並藉此發掘
自身性向與能力，掌握未來學習方
向，拓展就業視野。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跨領域教學是新的教學重點，高齡議
題亦成為臺灣不可避免的事實，此課
程以音樂、高齡照護與工業設計之結
合，探究現今社會之重要議題，期望
課程中結合跨院不同主修領域學
生，從理論、實作、研討和實際場域
中共同學習，達到學習最大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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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劇

藝

系

二 當代劇場與展演 2 何怡璉 15 
（65） 

課程說明： 
引導學生去思考劇場與當代生活，強
調與社會的連結，思考在當代媒體生
態(手機、網路、電影、電玩)劇場之
必要性。入門介紹當代獲得世界劇場
大獎的劇團，了解劇場未來趨勢。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課程介紹當代劇場與展演藝術，其中
眾多案例強調與多元社群的互動對
話，強調跨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109/1 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85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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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管理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管

理

學

院

全
管理學概論 

(非同步遠距) 
1 王致遠 

105 
(115) 

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透過精簡版的管理學概論
課程，簡要介紹管理學的基本概念給
非商管相關科系學生。
本課程為主要將介紹在組織中的管
理者到底是誰，在作什麼事情，以及
影響他們決策與行為相關的理論。 
課程將從「誰是管理者」的議題開
始，延伸至管理者的四大類別活動：
規劃、組織、領導、控制，並討論在
影響這些活動背後相關的理論，包括
決策、溝通、激勵與倫理分析等。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
-整合管理基礎課程，整合院內師資
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
內容機制，以提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
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
強化管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
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
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本課程將依本校實施數位課程相關
作業要點及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
規範提相關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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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管理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2 全
經濟學概論 

(非同步遠距) 
1 佘健原 

105 
(115) 

課程說明： 
As a professional manager, you need not 
only the management knowledge but also 
an insight on the circumstance your 
organization is facing.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ircumstance for a company 
is the market. Hence, a student of business 
should have some ideas about what the 
market is. 

In this course, I will provide you basic 
concepts of the market from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The economists’ 
way to understand markets starts from a 
study of the main participants: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We assume that these 
participants are rational, and observe how 
these rational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shape the market. Hence, we will discuss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behavior, and 
also discuss their interactions. After this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can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market.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
-整合管理基礎課程，整合院內師資
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
內容機制，以提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
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
強化管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
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
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本課程將依本校實施數位課程相關
作業要點及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
規範提相關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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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管理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3 全
財務報表分析 

(非同步遠距) 
1 蔡佳芬 

95 
(115) 

課程說明： 
本課程分為二部份： 
1.複習及了解合併四大財務報表:包
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損益表、合
併現金流量表及合併股東權益變動
表。 
2.應用財務比率進行短期流動性、長
期流動性、營運績效及效率及獲利能
力評估。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配合管院核心課程政策，為其中一類
-整合管理基礎課程，整合院內師資
及教學資源，建立基礎學科共同教學
內容機制，以提供重要的管理基礎課
程給跨系所、或跨院學生共同修習，
強化管理學院學生基礎與外院學生
管理知識與技能，也解決外院學生修
不到基礎管理課程的困擾。
本課程將依本校實施數位課程相關
作業要點及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
規範提相關會議審議。 

1 
企

管

系

二
新時代必須知道 

的科技法律陷阱 
3 盧  憶 

50 
(100) 

課程說明： 
本課程強調學生在實際社會的案例
中了解專利、著作權、商標與營業秘
密等智財權的有效性與其管理方
式。本課程適合非管理學院學生來修
課，原因在於本課程強調實際案例的
了解與討論，而非教科書式的讓學生
背誦或記憶。此外，不同學院的學生
在這堂課也能學習跟不同領域的學
生合作，符合智財權本質上為「跨領
域」的綜合學科。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智慧財產權在各個產業發展中扮演
其一重要地位，尤其文化創意產業與
高科技產業的人才培育，學生均有必
要了解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概念，以降
低未來涉及法律訴訟之風險。 

109/1 管理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280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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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社科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社

科

院

全 創意手機遊戲
程式設計 3 李春雄 20 

(50) 

課程說明： 
1.讓學生瞭解 App Inventor 2(AI2)程
式的開發環境。
2.讓學生瞭解如何利用 AI2 撰寫手機
App 程式。 
3.讓學生可以開發具有創意性及實
用性的手機 App 程式。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特為非資訊背景學系學生開
設，以培養邏輯思考模式轉化成電腦
語言的能力，並且獲得自我成就感。
將透過遊戲的方式來讓學生自主設
計遊戲 App，進而引發學生學習程式
設計的興趣與動機。 

1 

政

經

系

二 全球化導論 3 陳若蘭 25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簡介全球化下的經濟體
系、政治治理、跨境遷徙，與文化互
動。課程將以實例為主，輔以相應的
理論， 並透過學生團體專題報告（經
濟、政治、社會、文化全球化，請選
一組，共六組），期望學生能將理論
應用於分析全球化衍生的諸多議題。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該課程將由較為淺顯的政治經濟理
論探討國際熱門議題，可引導學生更
深入探討分析各項議題，對於國際政
治與經濟的相互作用能夠有基本的
概念，適合剛由高中升大學的大一大
二同學修習的基本課程。 

2 一 漁業外交概論 3 高世明 25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之主旨在於讓學生瞭解目前
國際漁業外交（包含國際漁業法及區
域漁業管理組織運作）之進況，以及
我國在國際漁業外交所面臨之問題
與挑戰。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引領本校各學院學生對海洋事務之
內涵有總體性的瞭解，建立海洋事務
相關的基礎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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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社科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社

會

系

二
文化人類學 

(全英語授課) 
3 趙恩潔 25 

(50) 

課程說明： 
這堂課不需要學生強記文化人類學
的「年表大紀事」或「人物與派別標
籤」，而在於熟悉「人類學式」的思
考概念，並使學生培養起探索人類世
界中「其他可能」的習慣。本課重視
的是分析能力與想像力，且視兩者為
培養更好的邏輯與嚴謹知識的基
礎。儘可能重視「他者」文化社會風
俗之變遷可以讓我們反省自身的歷
史特殊性，進而對我們習以為常的
「常識」進行質疑與討論。本課的目
標即在於把「老生常談」的「人性」、
「性別」、「生物性」、「市場經濟」、
「種族」、「文化」等等概念放回該
論述誕生的特定歷史社會脈絡中，將
之去自然化並尋找他者詮釋。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南部大專院校中文化人類學課較為
稀有，但在全球化的今日，培養紮實
的國際觀，實屬所有學生必備技能，
不分院所。
文化人類學這堂課的教學目標，即為
了讓學生培養出紮實、在地且有歷史
感的國際觀。 

2 二 旅遊社會學 3 蔡宏政 2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要達到三個目標。第一、以政
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大眾旅遊成長
為今日旅遊產業規模的因素與配套
制度；第二、以文化社會學的角度分
析景點的建立，以及消費者的參與，
從而形成的「觀光凝視」；第三、在
上述兩種理論進路下，分析台灣旅遊
產業的優缺點，最後以高雄港市為
題，舉辦旅遊路線與問題解決方案的
黑客松競賽，讓學生能應用理論所
學，進行實際問題的分析與產生解決
方案。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如同課程目標與每週進度所示，本課
程涵蓋旅遊的整體產業經濟分析、景
點的建構與經營、消費者社會與文化
分析，是一門跨領域的課程，希望至
少能有管院、社科院與文學院的同學
來參與。 

109/1 社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11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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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理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物

理

系

四 半導體奈米元件
製造技術 3 張鼎張 50 

（100） 

課程說明： 
首先是讓學生了解半導體元件物理
的基本操作原理，如金氧半場效電
晶體(MOSFET)在下來由淺入深的
講解半導體製程的每一個製成模
組，接下來將每一個製程整合，講
解如何有系統的製造出元件，最後
在介紹未來奈米元件的趨勢。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修課學生科技廣泛，包含物
理、化學、材料、光電、電機、海
工…等，近幾年也有少數感興趣的
管院學生修習本課程，經考慮之後
認為本課程適合開放跨院選修，提
供來自各院、各系之學生修習。 

109/1 理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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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海科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海

資

系

四 生物資訊學 3 
蔡欣原
張欣暘
黃明德

20 
（70） 

課程說明： 
生物資訊是目前及未來生命科學中
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此領域之研究、
開發與生產的工作，需要兼具生命科
學知識、基礎電腦資訊技術兩者專長
的人才，本課程以提供相關領域的訓
練為主要目標。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生物資訊學是一門結合計算機科
學、統計與生物學的多層次科目，此
門課非常需要結合不同領域的參與
者對於遺傳序列進行解讀、視覺化與
表達美感設計，若開放生物資訊學做
為跨院選修課程，將可結合本校不同
領域的優秀學生共同認識計算機科
技與數據科學對於生物醫學與生物
農學各領域所帶來的影響與變革。例
如：理工學院學生所擅長的數據處理
與演算法，將可加速序列比對的效
率；管院學生擅長資料管理，將可有
條不紊地整合大量資料；文社學院可
提供開放個人人體序列資料後，我們
社會對於個人ＤＮＡ序列與隱私資
料所帶來的衝擊提供看法。

因此，建議將此須結合不同領域的當
代新興科學，列為跨院選修科目。

１０８年本課程安排前往亞灣集思
中心參加Ｇｏｏｇｌｅ開放課程，即
憋見數據科學於生物醫學的大量應
用，現場成員有工研院、數個大專院
校團體、物流管理公司與生技廠商
等，對於ＤＮＡ序列處理與開放程度
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建言。足見此門課
需整合不同背景知識的人才加入，若
能於大學時期建立生物資訊不僅僅
是生物學的其中一門課的思維，將有
助於學生了解到數據科學對於我們
生活所帶來的衝擊。 

109/1 海科院新增課程名額 2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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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選修」新增課程資料 

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

1 

西

灣

學

院

全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3 游銘仁 50 
(50) 

無論在學習過程、工作階段，甚至生
活場域，人與人之間良好的溝通有助
於人際網絡與關係的建立，並可視為
取得成功的關鍵。快樂、有成就者，
通常都擁有成功的團隊，這些團隊是
逐漸形成、取得共識，充分發揮團隊
合作的力量。好的人才一定具備良好
的溝通能力，不管是團隊的對內溝
通，或是對外溝通，如：簡報、提案、
向別人推銷或擁護新的創意、找資
金、找贊助或補助……等等，都需運
用大量的溝通技巧。本課程透過各種
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模式的體驗和
演練，增進學生的溝通能力與團隊合
作的能耐。 

2 全 台日文化比較研究 3 伊藤佳代
50 

(50) 

在本課程中，以較貼近生活的文化為
主題，藉由台籍與日籍等國際學生的
共同活動，比較台日雙方文化的差
異，促進相互理解。此外，學習閱讀、
解釋、提問和討論時所需要之日語能
力。
本課程運用「語言與學科內容整合式
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以便將學科內容和外語
學習相結合，以日文教授內容，從而
促進語言和學科知識的雙重學習。 

3 全 人文經典導讀 3 楊士奇 20 
(20) 

本課程透過經典閱讀與地方踏查的
雙重導引，一方面帶領同學領略有層
次的、深層閱讀經典的樂趣，另一方
面則進入地方、培養田野觀察與思索
議題的能力。本課程的問題意識，著
眼於當前人們吸收資訊與學習知識
的重要媒介，更多地來自電腦、手機
等各種數位裝置，卻也因此改變了閱
讀的習慣，由注重脈絡、寧靜、沉思
的深讀，改而轉瞬、閃逝、快速的略
讀。為此，本課程的設計，希望能以
人文經典閱讀為媒介，透過有層次的
閱讀導引，令學生領略深層閱讀所能
帶來的沉思、專注力、反思與批判
力，以及將知識內化的能力。另一方
面，也帶領學生實地考察地方議題，
並與經典內容相互對照印證，藉以深
化培養學生的同理心、換位思考、易
地而處等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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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西灣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

4 全 程式設計概論 1 蔡俊彥 50 
(50) 

行動裝置的流行造成行動資訊服務
和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大
學生應具備一定的運算思維及反思
以因應往後工作可能與資訊科技的
配合。本課程為介紹日常 Python 程
式設計的開發理論、介面設計、邏輯
運算等基本實務技能。 

5 全 App Inventor 基礎程
式設計導論 1 李春雄 50 

(50) 

本課程特為非資訊背景學系學生開
設，以培養邏輯思考模式轉化成電腦
語言的能力，並且獲得自我成就感。
將透過遊戲的方式來讓學生自主設
計遊戲 App，進而引發學生學習程式
設計的興趣與動機。 

6 全
基礎程式設計：

App Inventor 入門 1 陳俊宏 50 
(50)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是目前熱門
的資訊科技技術，但對於非主修資訊
科技的學生而言，大多數程式開發方
式門檻過高，不容易學習。本課程採
用 App Inventor 2 為工具，使用瀏覽
器，透過拼圖式的雲端開發環境，學
生能容易的學習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設計。結合創意發揮，製作出個人所
需要的客製化 Apps。 

109/1 西灣院新增課程名額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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