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30 分~13 時 45 分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行 AD5007 室】 
主席：林教務長伯樵                                 記錄：柳瑛玉 
出席：賴委員秋蓮（葉副教務長竹來代）、杜委員佳倫、楊委員婉儀、李

委員昆澤、程委員啟正、陳委員彥銘、黃委員明新（林芬慧代）、

林委員芬慧、張委員揚祺、胡委員念祖、馮委員雅群、萬委員毓

澤（巴清雄老師代）、羅委員凱暘、蔡委員俊彥、徐委員志文、許

委員晉銓、學生代表楊委員靖慧、學生代表陳委員家葦 

請假：張委員積光、李委員志聰 

列席：博雅教育中心:江主任政寬（蔡俊彥代）、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曹

主任德弘、服務學習教育中心:王主任以亮、外文系:盧主任莉茹、

音樂系:林主任雅叙、海資系:鄭主任源斌、師培中心謝主任百淇

(馮雅群老師代)、教發中心楊詠丞研究助理 

甲、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布開會。 
乙、主席致詞：略 
丙、確認 111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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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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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報因

性質特殊課程共計 7 門，如附件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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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已完成/待辦理課程結構外審系所清單及已完成結構外

審系所之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如附件三。-------41 

四、 依據第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有關本校「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院級課程委員會規劃之課程

結構、新開設課程、必修科目表等課程案，經檢視資料無誤後，

提校課委會以報告事項核備。本次院/系/所/學位學程提會修

訂必修科目表 1 案、修訂課程結構圖 44 案、新增 124 案、異

動課程 24 案，詳如附件四~七。-----------------------------------63 

五、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規定略以，系級課程委

員會，由單位主管、所屬專任教師代表若干人，並得增列學生

代表 1 至 2 人、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至 2 人組成，單

位主管兼任召集人，其設置要點由院、系所自訂，並送校課程

委員會核備。本次提會訂定及修正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詳如附件八。-----------------------------------------------------412 
 
委員建議事項：有關外文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專任

教師代表產生之前、後半數之認定及委員任期與得票高低之

連結建議可再予檢視確認，以利法規之執行。 

六、 有關高教深耕學院核心架構項下之「推動數位自學課程」計

畫，說明如下： 
1.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意願並進行跨領域學習，109 年度起

由各學院就整體課程規劃，推薦適合學生線上自學之數

位課程，每年至少推薦 2 門、三年內至少 5 門（含認列

學分數，每門課程至少認列為 1 學分），數位課程之推薦，

由國際姊妹校及國際知名線上教學平台（如 coursera、edX、
FutureLearn、Udacity、Udemy 等網站）挑選，提供學生

數位學習資源，各院所推薦之數位自學課程，將視課程評

價與執行狀況逐年檢討調整，本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65 次教務會議報告。 

2. 有關 111 年度數位自學課程推薦，因部分課程已從國際

知名線上教學平台下架，故請各學院補推薦課程，本年度

管理學院補新增 2 門課程，課程清單如附件九，以上課

程經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公告於「數位自學課程專

區」。…………………………………………………….420 
 



 

 

七、 有關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主席指示檢視歷年

限修人數案，本處彙整近八學期開課之講授類限修課程共計

90 案，送請原開課單位重新評估調降限修之理由，經各院/系
所/學位學程確認後，其中 26 案調降理由已消失可回復原開

課人數，餘 64 案因課程特殊需求及考量授課品質等因素仍需

維持原限修人數，詳如附件十。…………………………..421 

戊、討論事項： 

一、 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降案及分班開課案，

提請審查。（提案單位：西灣學院、文學院、海科院）------429 

決議：「博雅向度三:公共演說及致辭」調降限修人數為 40人，

其餘調降案及分班開課案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

議。 

二、 有關師培中心修正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

域英語文專長」、「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及「藝術領域藝術

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規劃事宜，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

培中心）----------------------------------------------------------------433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三、 本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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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己、臨時動議：無。 

庚、散會：13 時 45 分。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降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社科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1.10.12 第 17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有關師培中心規劃「中等學校-註記次專長課程-雙語教學」(草案)事
宜，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1.10.12 第 17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有關本校醫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醫學院) 

決議：有關第二條「學生代表 2人」前之標點符號原為「、」修正

為「，」餘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1.10.12 第 17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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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開設 

學期 

1 外文系 選 新聞翻譯 
TRANSLATING 

JOURNALISTIC WRITING 
3 3 0 盧莉茹 講授類 101-2 111-2

2 外文系 選 哲學與文學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3 3 0 范澤凱 講授類 102-1 111-2

3 中文系 選 老子 LAO-TZ'U 3 3 0 張屏生 講授類 107-1 111-2

4 中文系 選 尚書 
SHANG-SHU(BOOK OF 

DOCUMENTS) 
3 3 0 黃冠雲 講授類 102-2 111-2

5 中文系 選 禮記（一） 
RECORDS OF THE RITUAL 

(I)  
2 2 0 黃羽璿 講授類 106-1 111-2

6 音樂碩 選 巴洛克時期音樂史 
MUSIC IN THE BAROQUE 

PERIOD 
3 3 0 郭瓊嬌 講授類 107-1 111-2

7 哲學所 選 
時間哲學:跨文化觀

點 

PHILOSOPHY OF TIME 

FROM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3 3 0 宋  灝 講授類 103-1 111-2

8 哲學所 選 
現象學與人文社會

科學 

PHENOMENOLOGY AND 

HUMAN-SOCIAL SCIENCES 
3 3 0 戴遠雄 講授類 100-1 111-2

9 應數系 選 高等線性代數（二） 
ADVANCED LINEAR 

ALGEBRA(II) 
3 3 0 王彩蓮 講授類 96-2 111-2

10 應數系 選 
分析代數專題研討

（二） 

SEMINAR IN ANALYSIS 

AND ALGEBRA (II)  
3 3 0 蔡志賢 研討類 104-2 111-2

11 應數碩 選 統計推論 STATISTICAL INFERENCE 3 3 0 曾聖澧 講授類 101-2 111-2

12 應數碩 選 
數值偏微分方程

（一） 

NUMERICAL METHODS FOR 

PDE (I)  
3 3 0 卓建宏 講授類 99-1 111-2

13 應數碩 選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3 0 羅春光 講授類 107-1 111-2

14 應數碩 選 代數拓樸 ALGERBRAIC TOPOLOGY 3 3 0 王以晟 講授類 94-2 111-2

15 電機系 選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S 3 3 0 柯拉飛 講授類 104-2 11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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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教師 

授課 

類別 

最後開 

設學期 

開設 

學期 

16 電機系 選 微波元件導論 
INTRODUCTION TO 

MICROWAVE DEVICES 
3 3 0 李杰穎 講授類 106-1 111-2 

17 機電碩 選 工程設計方法 
ENGINEERING DESIGN 

METHODS 
3 3 0 許正和 講授類 105-2 111-2 

18 機電碩 選 
數值計算之工程運

用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BY 

NUMERICAL 

COMPUTATIONS 

3 3 0 鄭威利 獨立研究 106-2 111-2 

19 材光碩 選 差排理論 DISLOCATION THEORY 3 3 0 林仕鑫 講授類 106-2 111-2 

20 企管系 選 新興市場議題 EMERGING MARKET ISSUES 3 3 0 蔡宗霖 講授類 106-2 111-2 

21 企管碩 選 科技創新管理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3 3 0 蔡宗霖 講授類 102-2 111-2 

22 人管所 選 質化研究方法（一）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5-4 111-2 

23 人管所 選 組織理論與行為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BEHAVIOR 
3 3 0 待聘 講授類 101-2 111-2 

24 海工系 選 高等波浪理論（二） 
ADVANCED WAVE 

THEORY(II) 
3 3 0 許弘莒 講授類 95-1 111-2 

25 亞太所 選 
國際法案例研究

（一） 

INTERNATIONAL LAW CASE 

STUDIES(I) 
3 3 0 張顯超 講授類 106-1 111-2 

26 亞太所 選 
國際法案例研究

（二） 

INTERNATIONAL LAW CASE 

STUDIES(II) 
3 3 0 張顯超 講授類 103-1 111-2 

27 師培中心 選 學校行政 SCHOOL ADMINISTRATION 2 2 0 待聘 講授類 103-1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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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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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 PHYS121 物理演示 選 一 CD 講授類 1112 

※晚間授課 
物理演示為物理系大一重

要的課程，由於大一有許

多通識課程，無法於規定

的課程時間安排此課程，

因此申請安排於晚間上

課，以便於學生參與修課。 
 

2 企管系 BM418 稅務會計 選 三 CDE 講授類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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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餘來支援，故安排於夜

間上課。 
 

3 企管系 BM334 
會計資訊系

統 
選 四 CDE 講授類 1112 

※晚間授課 
為使會計學整合學程順利

推動，聘請兼任老師利用

工作之餘來支援，故安排

於夜間上課。 
 

4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GEAH107 

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

(軍訓) 

選 112/4/1-5/27 
應用性

課程 
1112 

※假日密集授課 
為使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順利推動，聘請軍職教

官利用假日來支援，故安

排於密集上課。。 
 

5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GESL412 

服務學習：國

際扶輪志工

服務學習 

必 CD或假日 
服務學

習類 
111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課程服務活動對象為弱勢

學童，需在課後或假日進

行輔導，因服務實際需

求，需申請晚間或假日授

課。 
 

6 
服務學習

教育中心 
GESL413 

服務學習：音

樂扶助弱勢

與偏鄉之服

務學習 

必 CD或假日 
服務學

習類 
111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課程服務活動對象為弱勢

學童，需在課後或假日進

行輔導，因服務實際需

求，需申請晚間或假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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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科學程 PIS3003 

創新設計或

創業專題

(一) 

必 六 23 
獨立研

究 
1112 

※晚間及假日密集授課 
配合本學位學程專題課程

屬性，需大量與指導老師

進行討論，擬採晚間或假

日短期密集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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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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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 

學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1. 依限定期辦理。 

2. 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

體改進事項如附，提

本（111-2）次校課程

委員會。 

碩士班 

博士班 

教育與人

類發展全

英語 

碩士班 110.5.11 109-4 112.5.11 
1. 依限定期辦理。 

2. 外審意見暨修正及具

體改進事項如附，提

本（111-2）次校課程

委員會。 
博士班 108.5.6 107-4 111.5.6 

 

生醫所 

碩士班 
105.11.21 105-2 110.11.21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1-3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 

資工系 資安碩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1-3
課程委員會。 

企管系 

博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1-3 課程委員

會。 
博士班_企經營管理博 

博士班_企企業管理博 

海科系 

學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1-3 課程委員

會。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系 原民碩專班 108.5.6 107-4 111.5.6 

1. 108 學年度新增(第 1
次 3 年外審) 

2.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中，預計提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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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英語

碩程 碩士班 106.5.15 105-4 111.5.15 
刻正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中 
，預計提 111-3 課程委員

會。 

音樂系 

學士班 

107.5.14 106-4 112.5.14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碩士班 

醫科所 博士班 109.5.11 108-4 112.5.11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精準醫學

所 
碩士班 109.5.11 108-4 112.5.11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生技醫藥

所 
碩士班 109.5.11 108-4 112.5.11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企管系 碩士班_企企管碩 107.5.14 106-4 112.5.14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海保所 碩士班 109.5.11 108-4 112.5.11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人科學程 學士班 109.5.11 108-4 112.5.11 刻正準備課程結構外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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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理學院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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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頁 1「培養化學專業研發人

才」中研發二字應移除。 
2. 外語能力部份建議透過原文

教材加強專業外語能力而非

僅日常英語，並建議學生練

習以英文撰寫報告以及口頭

報告。 
 
 
3. 大部份已涵蓋，但缺乏台灣

產業最重要的光電半導體相

關選修課程。 
4. 建議可適量減少必修課程學

分數，使學程內容更具彈

性、多元。 
5. 實作與實習課程可以做為新

課程加重比例。 
 
6. 課程設計建議多採用新的媒

介:如遠程、網路互動、3D
視訊輔助等。 
 

7. 建議推動中、短期國際交換

學程。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系務

會議中討論。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系所有

的課程幾乎都是以原文書作

為教材。目前英文組學生須

以英文撰寫報告。對於一般

組並無強制要求。未來將規

劃和鼓勵一般組以英文撰寫

報告以及口頭報告。 
3. 目前系上多位老師已經開始

規劃光電半導體相關選修課

程。 
4. 本系為讓學生有更多元的選

課機會，己將必修比重自

71.88%降至 61.72%。 
5. 已於 110 學年度起本系「化

學實驗(三)(四)」已包含

「無機化學實驗」。 
6.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經費狀

況允許下會再採購相關設

備。 
7. 感謝委員的建議。目前本系

已經積極與海外學校簽屬雙

聯學位和姊妹系。同時也定

期邀請正在海外留學的畢業

學生分享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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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8. 建議課程設計有利學生提昇

專業領域外語閱讀與溝通能

力。 

8. 本系「書報討論」為必修，

另外也逐年增加全英授課的

比例，將可提昇學生的專業

領域外語閱讀與溝通能力。 

(委員 2) 
1. 二年級的數學課有化學數學

及群論，但均為選修課程，

化學系學生多不喜歡數學

課，但為避免學生的數學基

礎不好，傾向建議將化學數

學改為必修。 
 
 

2. 學士班課程將普通化學縮為

4 學分一學期，並把有機化

學(一)及分析化學(一)排入一

年級的課程，同時間還有普

通物理和微積分，學生尤其

是一年級的，負擔變為十分

吃重，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3. 普通物理實驗課列為選修，

在高中多沒有實驗的訓練，

在一年級的時間可將此補

齊，並學習基本物理實驗方

法。改為選修，會修的學生

會有多少。 
 

4. 列出的主題課程有 37 門，每

位學生至少修 6 門(18 學

分)。依所提的資料，無法知

道每年有多少課程開設，學

生有多少選擇。 
 

5. 物理化學(一)、物理化學(二)
為必修，但由所提的資料無

 
1. 感謝委員的建議。因配合教

育部政策，為讓學生有更多

元的選課機會，本系將必修

比重自 71.88%降至

61.72%。而將化學數學及群

論，改為選修課程。將會把

委員的建議在系課程委員會

中提案討論。 
2. 感謝委員的提醒。本系在規

劃課程時也有顧及學生的修

課壓力。實行此制度的學生

目前已經是大二，在大一微

積分的全校會考成績表現，

甚至優於工學院其他系。本

系將會持續追蹤學生的成效

與成績。 
3. 感謝委員的提醒。此問題於

系務會議曾討論過，本系物

理化學組的老師們將於物化

實驗中補強必要的實驗。 
 
 
 
4. 本系開課要求各組每年需開

2 門主題課程，四組每年共

有 8 門，學生應該都有足夠

的選擇。 
 
 
5. 感謝委員的議建。本系物理

化學的授課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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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法知道物理化學(一)的內容

是什麼。物理化學(二)與選

修的物理化學(三)的課程內

容相近，如果物理化學(一)
是教授熱力學，那就沒有大

學部量子化學的部份。如果

是教授量子化學那就沒有大

學部熱力學，我會認為量子

化學及熱力學應列為必修。 

(1) 物理化學(一) 
內容：量子化學，上到原子的

介紹。 
(2) 物理化學(二) 
內容：熱力學定律、自由能

（A&G）及平衡常數、簡單

的化學動力學(介紹一級二級

反應動力學)。 
(3) 物理化學(三) 
內容：化學平衡、相平衡、統

計熱力學、氣體動力論、分子

光譜。 
課程內容與委員的建議一致。 

(委員 4) 
1. 生物科學在今天變得越來越

重要，課程結構可以考慮至

少三個學分的生物化學為必

修課。 
2. 普通物理實驗只作為選修課

而非必修課，應觀察學生後

續的基礎物理能力。 
3. 課程結構整體來說優良。小

建議是學士班核心能力要求

中的「瞭解目前及未來產學

的發展」並沒有列檢核指

標。另外，有機化學（三）、

無機化學（三）、物理化學

（三）、分析化學（三）可視

為較核心的課程，學生應至

少選修其中的一門或兩門課

程。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中討論。 
 
 
2. 感謝委員的提醒，會再觀查

學生後續的狀況。 
 
3. 感謝委員的提醒，會再加以

補充。己於課程流程圖中強

烈建議學生選修此四門課。 
 

(委員 5) 
1. 新版課程結構符合「減少必

修學分數、增加選修課程

數」之時代趨勢，使學生依

個人興趣選修相關課程。然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請各組

老師明確訂定各組(一)、
(二)、(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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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而，新增四個選修課程「xx
化學（三）」（xx=有機、無

機、物化、分析），課程內容

與各專業必修課程「xx 化學

(一)」和「xx 化學(二)」
（xx=有機、無機、物化、

分析）的區別不夠明確，建

議(一)、(二)、(三)課程課綱

可以更明確，以避免某些重

要章節被跳過未教或某章節

重複教授之情事發生。 
2. 教學師資陣容堅強，足以應

付各化學領域教學之需求，

選修課程豐富，符合時代需

求。但考量每位教師授課負

荷，所列之所有選修程是否

能如實開設，讓每屆學生教

有機會選修，建議有具體規

畫落實。 
3. 建議某些碩士班的高等課程允

許高年級優秀學生選修。 
 
 
 
4. 111 學年度起的新生乃高中

108 新課綱學生，鑒於高中新

課綱的化學學習時數嚴重縮

減，尤其是學測考試範圍，如

何因應新綱學生學習的可能落

差，建議有所規畫。 
 

 
 
 
 
 
 
 
 
 
 
 
 
2. 本系開課要求各組每年需開

2 門主題課程，四組每年共

有 8 門，學生應該都有足夠

的選擇。 
 
 
 
 
 
3. 大學部的學生都可以去選修

碩士班的課程，且未來如該

生考上研究所，且大學畢業

學分有超過畢業規定之學

分，即可辦理抵免。 
4. 會在「普通化學」與「化學

實驗(一)」加強學生本職學

能，也會在推甄的階段盡量

遴選有修過化學選修課程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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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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建議增加台灣產業主流的光

電與半導體相關課程。 

2. 建議開設報告撰寫與演說報

告媒體如 powerpoint等的製

作技巧課程。 

3. 碩士班建議也需訂立外語考

核指標。 

4. 書報討論除了學術文獻，可

增加學生對產業應用的文獻

報告。 

5. 碩士畢業生之外語與報告撰

寫、演說能力與予考核。 

6. 建議碩士生應有專討論產業

調查與應用之書報討論課

程。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系務

會議討論。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再跟系

上老師宣導。 
 

5.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系務

會議討論。 
6.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事宜。 
 

(委員 2) 
必選修二門是各實驗室之專題研

究，成績要求為口頭報告及討

論、書面報告等。此為跨實驗室

研究，與論文之研究是否可以相

同。報行情形及要求由所提之資

料中不是很清楚，可能要清楚一

些較容易遵循。選修為眾多課程

中選三門，其中含四大領域基礎

科目，學生可任意選，碩士班一

般必修為基礎科目，選修為專業

科目。此課程結構與傳統設計不

同，使得碩士班修課沒有標準可

循，也無規範。 

 
必選修二門是各實驗室之專題研

究，即指導教授為授課教師，針

對學生的研究評分。在他校可能

為「論文」(本校無此課程，本

校為專題研究)。每位教師的評

分規定不同。 
 

(委員 4) 
奈米材料的合成分析與應用課程

是被認為新的分析知識和技術。

生物科學在今天變得越來越重

要，可以考慮增設基礎生物化學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委員

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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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課程以利於從未修習該相關課程

的研究生。 

(委員 5) 
1. 新版課程結構符合「深化學生

化學專業知識、提升研究與表

達能力」之目標。然在英語口

語和寫作能力培養方面，建議

有相關課程規劃。 
 

2. 建議建立「某些碩士班的高等

課程允許高年級優秀學生選

修，進入碩士班後可抵免」之

機制。 

 
1.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會於課

程委員會討論相關事宜。目

前開放且鼓勵碩士班學生選

修英文書報討論。另外，因

本校已成為雙語大學，將逐

年增加英語授課科目比例。 
2. 大學部的學生都可以選修碩

士班的課程，且未來如該生

考上研究所，且大學畢業學

分有超過畢業規定之學分，

亦可辦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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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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外語能力指標不能僅以語言測

驗，應對專業內容之論文撰寫

與演說能力考核。 
 
 
 
 
 
2. 建議「研究計畫口試」需要至

少一位校外學界或業界口試委

員。 
3. 建議增加產業人士授課之課

程。 
4. 建議開設台灣產業主流的光電

與半導體相關課程。 
5. 建議博士生在取得學位前需在

國際研討會以主要作者發表口

頭或海報論文至少一次。 
 
 
 
 
 
 
 

6. 建議推動國際交換研究學程。 
 
 
7. 博士生應著重考核對新研究題

材之尋找與創意能力。 
 
 
8. 建議博士生需有國際學術參

與，如研討會、交換學者等考

核指標。 

 
1. 感謝委員的建議。除了外語

能力語要求外，博士班的畢

業要求至少需發表一篇 SCI
論文(第一作者)。對專業外

語演說能力，本系博士班

「書報討論」皆須以全英

文。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系務

會議討論。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系已開

始規劃半導體相關課程，將

會於課程委員會討論相關開

課事宜。 
5.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

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已

要求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考試

前須發表 SCI 論文，學生為

第一作者或在指導教授後之

第一作者。 
 
 
6. 本校已要求博士生在取得學

位前出國交換。 
 
7. 本系博士班學生有資格考要

求，其中有關於新研究題材的

了解。另外，也邀請校外專家

介紹各種研究主題。 
8. 本校已要求博士生在取得學

位前出國交換。本系「博士班

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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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關規定」已要求研究生於申請

學位考試前須發表 SCI 論文，

學生為第一作者或在指導教授

後之第一作者。 

（委員 2） 
必選修二門是各實驗室之專題研

究，成績要求為口頭報告及討

論、書面報告等。此為跨實驗室

研究，與論文之研究是否可以相

同。報行情形及要求由所提之資

料中不是很清楚，可能要清楚一

些較容易遵循。博士班之修課不

太需規範。國際化可能須由參與

國際會議或研究方可。 

 
必選修二門是各實驗室之專題研

究，即指導教授為授課教師，針

對學生的研究評分。在他校可能

為「論文」(本校無此課程，本

校為專題研究)。每位教師的評

分規定不同。本校已要求博士生

在取得學位前出國交換。本系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

考試相關規定」已要求研究生於

申請學位考試前須發表 SCI 論
文，學生為第一作者或在指導教

授後之第一作者。 
 

（委員 4） 
1. 奈米材料的合成分析與應用

課程是被認為新的分析知識

和技術。生物科學在今天變

得越來越重要，可以考慮增

設基礎生物化學課程以利於

從未修習該相關課程的博士

生。 
2. 課程結構整體來說良好，是

因應四組不同特性的彈性設

計，唯可考慮不同學生的未

來職涯不同而有不同的培育

方式，往產業發展的學生宜

培育學生將所學應用在業界

實務上的能力如增設發明與

專利、程式應用、生醫產品

法規、創業實務等課程。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會於課程

委員會討論相關開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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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 5） 
1. 新版課程結構符合「深化學

生化學專業知識、提升研究

與表達能力」之目標。由於

博士班外籍學生比例漸增，

加上「英語教學」趨勢，如

何確保本地學生不會因英語

水平不足而影響專業學習，

建議有相關政策。 
 
 
 
2. 英語論文寫作能力培養對博

士生相當重要，建議這方面

有更明確的具體規劃。 

 
1. 感謝委員的提醒。因本校已

成為雙語大學，校方已要求

系所逐年增加英語授課科目

比例。為確保本地學生不會

因英語水平不足而影響專業

學習，校方提供教師精進英

語教學技巧，如:提供 EMI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和英語教學工作坊，促使老

師以易了解的語言傳授專業

知識。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多數學生

至外系修習科技英文寫作。

未來本系將規劃開設科技英

文寫作，來培養學生的英語

論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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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科學院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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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教育目標提到要增強學生國內

外學術活動以提升國際競爭

力。或許可以思考將學生畢業

條件中的參加學術研討會一

項，修改為參加國際學術研討

會。(這對學生應該也沒有實務

執行的困難)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將參考委

員建議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論修

正。 
 

校教育目標 有「孕育人文精

神」院教育目標有「加強倫理

與品德教育落實全人教育理

念」。因本學程為全英語授

課，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倫

理、品德有不同的精神文化本

質，如何融合文化差異，落實

全人教育理念。在工業 4 .0 代

人工智慧機器人逐漸普及臺灣

108 課綱強調自主學習之際已成

為當代重要的教育趨勢。建議

課程可以更明顯揭示其內涵與

重要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將參考委

員建議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論，

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本校目前採「16＋2 周」彈性授

課作法，讓學生擁有更多自主學

習時間，以利接觸更多領域的學

習機會。 
 

1. 學習成效 之「核心能力

一、 1 研究議題具備前瞻

性與創性」、「核心能力

二、2 重視研究成果的實務

與應用價值」其檢核標準難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重

新檢視並修正學生專業能力之檢

核指標及檢核方式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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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以看出是否達成前瞻性與創

新性與實務與應用價值。 
2. 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四、

1 從多元管道建立自身對於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的熟悉」

其檢核方式 2 校外教學其

檢核標準建議列出校外教學

的量化或質性標準。 
3. 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四、

2 學習多元性與跨領域的研

究取向與研究方法」檢核方

式「近年質量研究方法的開

課情況及修課時數」因應檢

核標準有成績評分標準作證

資料宜加上成績單。 
部分課程大綱中所列之教科書

超過五年以上，而部分則未列

書目。建議未來可以更新閱讀

內容增加較新之研究文獻。 

學程將通盤檢視開設課程大綱，

並提醒授課教師適時更新教科書

及參考書目。另因部分課程為未

來擬開設課程，教學大綱為暫訂

內容，待授課教師確定後，將完

整呈現於本校選課系統供選課學

生參考。 
因應國內 1 08 課綱自主學習社

會情緒學習(ESL)和正向心理學

逐漸成為教與學的重要學術理

論，全英語學程 若能接軌該目

前全球教育趨勢學程將更具有

特色。 
 

謝謝委員建議。因應新興教育趨

勢，本學程將轉知此建議給全體

授課教師，並納入未來開課規劃

討論。 
 

應考慮增加文字說明，建議適

當的修課順序與學分。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增

列文字說明。本學程修業辦法規

定研究生每學期得選修至多 12 學

分（4 門課程），以確保學習品

質與修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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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教師陣容堅強、課程多元，建

議可考慮增列學生選修外系所

英語授課課程之學分數上限之

規定(在職涯進路圖有黃色圖

示，但未說明相關規定)，在不

影響貴學程課程開課之前提

下，增加學生選課之空間與彈

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訂有「畢

業學分包含於他系所修讀之學

分，但上限不超過 10 學分。」之

修業規定，並規定欲抵免之外系

所課程須為英語授課課程。本學

程亦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碩士班之職涯進路中有列出

『企業人力資源』，然而碩士

班課程中較少有工商與組織相

關課程。 

謝謝委員建議與指正。碩士學程

規劃有「領導行為」、「高等教

育行政」、「高等教育管理」等

與組織關係及組織行為研究相關

課程，培養學生相關知識及技

能。學程後續將重新檢視並研議

職涯進路。 
是否考慮增開行動學習或混成

教學，以符應當前資訊化社會

的需求呢？ 

謝謝委員建議。因應新興教育趨

勢，本學程將轉知此建議給全體

授課教師，並納入未來開課規劃

討論。 
委員一：整體而言學程課程結

構完整、開課數量豐富，以上

僅提供一些建議讓系所參考。 

另外，我注意到在系所學生專

業能力 及檢核指標 中的一之 
2『追蹤頂尖期刊的研究趨勢』

之檢核方式為『擔任研究助

理』，這樣的檢核方式是否不

太合適？因為擔任科技部或其

他計畫之研究助理應該是選擇

性而非必須，把應為自願選擇

的事項列入檢核指標可能會造

成學生之困惑。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 

將依委員建議區分學生專業能力

之檢核指標中的必要指標與彈性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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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也許可以改為讓學生可以在學

位論文中至少引用一些 5 年內

發表之研究期刊？ 

整體而言，課程結構在各方面

都有在標準內，明確符合教育

目標條件。在該學程全英語授

課的環境下，更能奠定穩固的

學術、語言應用實務基礎，相

信對未來人才培育是有幫助

的，能有效培養教育領域優秀

的研究與實務人才。惟可針對

碩士班學生提出新科技應用相

關專題研討課程，及網路學習

評鑑，可以擴增學生網路學習

趨勢相關知識應用。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 

學程在教育領域規劃有「科技融

入學習環境研究」與新科技應用

相關的課程，後續本學程亦將考

慮增加大數據以及科技學習趨勢

方面的相關課程，培養並提升學

生於網路世代的數位教學能力。 

 

1. 本學程為全英語碩士學程其

專業能力 與檢核指標並沒

有特別指出發表研討會論

文、擔任研究助理、校外教

學等需以全英文發表或與全

英文能力發展有何關聯建議

可以逐漸增加說明。 
2. 學生專業能力與檢核指標敘

述在學習成效有 些質性描

述例如前瞻性 與創新性、

追蹤頂尖期刊的研究趨勢與

議題、實務與應用性、多元

觀點與人文素養其檢核方

式、檢核標準與佐證資料建

議更明顯對焦以期突顯本學

程之獨特性。 

謝謝委員的建議。 

 

 

 

將依委員建議重新檢視並修正學

生專業能力之檢核指標及檢核方

式與標準，並加入學習指標與全

英語發展之關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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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1. 課程結構完整，與目標相

符，也有適當的專業師資授

課，整體規劃適當。 
2. 部分課程教學大綱中的每週

課程內容及預計進度，僅有

中文但缺乏英文，應加註英

文，例如，數學教育的行動

研究、教育行政學研究、教

育政策分析、解題研究。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 

因部分課程為未來擬開設課程，

因此教學大綱為暫訂內容，待授

課教師確定後，將以英文完整呈

現課程教學大綱於本校選課系統

供選課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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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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目標提到要增強學生國內

外學術活動以提升國際競爭

力。或許可以思考將學生畢業

條件中的參加學術研討會一

項，修改為參加國際學術研討

會。(這對學生應該也沒有實務

執行的困難)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將參考委

員建議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論修

正。 

校教育目標 有「孕育人文精

神」院教育目標有「加強倫理

與品德教育落實全人教育理

念」。因本學程為全英語授

課，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倫

理、品德有不同的精神文化本

質如何融合文化差異，落實全

人教育理念。在工業 4 .0 時代

人工智慧機器人逐漸普及，臺

灣 108 課綱強調自主學習之際

已成為當代重要的教育趨勢。

建議課程可以更明顯揭示其內

涵與重要性 。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將參考委

員建議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論，

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本校目前採「17＋1 周」彈性授

課作法，讓學生擁有更多自主學

習時間，以利接觸更多領域的學

習機會。 
 

1. 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一、 
1 研究議題具備前瞻性與創

新性」、「核心能力二、 2 
重視研究成果的實務與應用

價值」其檢核標準難以看出

是否達成前瞻性與創新性與

實務與應用價值。 
2. 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 

三、 2 學習多元性與跨領

域的研究取向與研究方法」

檢核方式「近年質量研究方

法的開課情況及修課時數」

因應檢核標準有成績評分標

準作證資料宜加上成績單。 
3. 學習成效之「核心能力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重

新檢視並修正學生專業能力之檢

核指標及檢核方式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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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四 、 2 國際學術平台的發

表成果」其佐證證據 有
「雙聯學位申請名單」建議

學習成效、檢核方式與檢核

標準都應有對應之敘述。 
部分課程大綱中所列之教科書

超過五年以上，而部分則未列

書目。建議未來可以更新閱讀

內容增加較新之研究文獻。 

謝謝委員建議。學程將通盤檢視

開設課程大綱，並提醒授課教師

適時更新教科書及參考書目。另

因部分課程為未來擬開設課程，

因此教學大綱為暫訂內容，待授

課教師確定後，將完整呈現於本

校選課系統供選課學生參考。 
因應國內108課綱自主學習，社

會情緒學習(SEL)和正向心理學

逐漸成為教與學的重要學術理

論，全英語學程若能接軌該目

前全球教育趨勢，學程將更具

有特色。 

謝謝委員建議。因應新興教育趨

勢，本學程將轉知此建議給全體

授課教師，並納入未來開課規劃

討論。 
 

臨床精神醫學課程與教育領域

之學術理論架構，其連結有需

要更多的說明。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將重新檢

視「臨床精神醫學」之課程大

綱，後續將此建議納入會議進行

相關討論與改進。 
 

在課程銜接的必修課程中，課

程名稱「方法論研究」與實際

開課名稱「研究方法論」不一

致，建議調整為一致。 

謝謝委員建議。此部分為計畫書

內容誤植，已修正。 
 

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高達 33 學

分，是否太高，可以再研議。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原訂博士

班最低畢業學分是 30 學分，因新

增必修「獨立研究」（3 學分）

訓練研究生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y）和論文寫作

之能力。新增的論文寫作訓練課

程將不會造成學生修課負擔，反

而可提升學習深度與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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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委員一：有許多專業課並未設

立先修課程，舉例來說：通常

變態心理學應該先於臨床精神

醫學所修習。建議部分課程系

所可以在課程大綱中列出建議

修習過之科目，如此可使得授

課教師可以專注更專業或更實

務之內容，而不必回頭講述基

本概念。 

謝謝委員建議。學程將通盤檢視

開設課程大綱，並與授課教師研

議後透過學程課程委員會討論確

認課程間的銜接順序。 
 

建議增列文字說明，提供各個

學期的修課學分數和適切的修

課安排順序的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增

列文字說明。本學程修業辦法規

定研究生每學期得選修至多 12 學

分（4 門課程），以確保學習品

質與修課進度。 

 
教師陣容堅強、課程多元，建

議可考慮增列學生選修外系所

英語授課課程之學分數上限之

規定(在職涯進路圖有黃色圖

示，但未說明相關規定)，在不

影響貴學程課程開課之前提

下，增加學生選課之空間與彈

性。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本學程

訂有「畢業學分包含於他系所修

讀之學分，但上限不超過 10 學

分。」之修業規定，並規定欲抵

免之外系所課程須為英語授課課

程。本學程亦鼓勵學生跨領域學

習。 

 
委員五：是。在職涯進路地圖

核心課程的必修課程中，「方

法論研究」與實際開課名稱

「研究方法論」不一致，建議

調整為一致。 

謝謝委員建議。此部分為計畫書

內容誤植，已修正。 

 

建議可以在博士課程架構圖

中，凸顯博士級課程相較於碩

士級之不同課程。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在

博士學程之課程結構圖中標註博

士級專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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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是否因增列「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或「混成教

學」（Blended instruction），以

符應資訊社會的需求呢？ 

謝謝委員建議。因應新興教育趨

勢，本學程將轉知此建議給全體

授課教師，並納入未來開課規劃

討論。 

整體而言學程課程結構完整、

開課數量豐富，博士班的學程

更有許多應用性與專業課程讓

學生修習，展現出貴所在基礎

學科與實務 應用之扎實訓練。 
以上僅提供一些建議供系所參

考。 

另外，我注意到在系所學生專

業能力 及檢核指標 中的一之 
2『追蹤頂尖期刊的研究趨勢』

之檢核方式 之一 為『擔任研

究助理』 。雖然對於博士班訓

練來說，參與計畫研究工作也

是訓練之一，但這應是選擇性

的。而檢核標準中也有更適合

的『在修業期間發表期刊』，

是否在此處列出學生必需要完

成事項，而非選擇性的指標較

好？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將依委

員建議區分學生專業能力之檢核

指標中的必要指標與彈性指標。 
 

整體而言，課程結構在各方面

都有在標準內，明確符合教育

目標條件。在該學程全英語授

課的環境下，更能奠定穩固的

學術、語言應用實務基礎。因

學程以全英語為主，英語能力

入學申請及畢業門檻上若能有

更明確的訂定標準，且課程設

計上，針對主修領域中，統計

學與心理計量學領域，若能配

合人工智慧時代，融入資料科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本學程

目前僅招收外籍學生，並於招生

簡章中載明申請人須符合等同於

CEFR B2 等級之英語能力入學門

檻。 

學程在統計學與心理計量學主修

領域規劃有「教育測驗資料分析

(以 R 軟體操作)」及「國際教育

大型資料庫分析」等與 R 程式語

言和教大數據相關的課程，後續

本學程亦將考慮增加大數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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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學、機器學習等相關網路大數

據的知識與應用，配套機制將

更完完善，將培養學生擁有英

語、程式語言能力。 

資料科學方面的相關課程，培養

並提升學生對於資料分析及程式

語言能力的能力。 

 
1. 本學程為全英語博士學程其

專業能力與檢核指標並沒有

特別指出發表研討會論文、

擔任研究助理、校外教學等

需以全英文發表或與全英文

能力發展有何關聯建議可以

增加說明 。 
2. 學生專業能力與檢核指標敘

述在學習成效有些質性描述

例如前瞻性 與創新性、追

蹤頂尖期刊的研究趨勢與議

題、實務與應用性、多元觀

點與人文素養其檢核方、檢

核標準與佐證資料建議更明

顯對焦以期突顯本學程之獨

特性 。 
3. 博士學位最低學分數為 3 3

學分比碩士學位還高，其課

程與碩士學位重疊性約達

70 是否有需要再大量修課

建議再思考。 

謝謝委員的建議。將依委員建議

重新檢視並修正學生專業能力之

檢核指標及檢核方式與標準，並

加入學習指標與全英語發展之關

聯說明。 

自 112 學年起，本學程規劃博士

班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33 學分，包

含兩門必修課程共 6 學分，以及

9 學分的主修領域選修和 18 學分

的選修課程，以培育教育專業優

秀人才。本學程博士班課程雖有

部分與碩士班合併上課，但是教

師針對博士級學生於研究能力及

論述等學術訓練之要求採更嚴格

標準。例如在「雙語多樣態教

學」課程，對於碩士生的要求為

設計出可用教案（lesson 
plans），但是對於博士生則要求

發展對應的應用研究（research 
applications）。此建議本學程亦

將後續於課程委員會及學程會議

再行評估及研議。 

 
1. 整體課程規畫適當，結構完

整，符合學程設立之宗旨。 
2. 部分課程教學大綱中的每周

課程內容及預計進度，僅有

中文但缺乏英文，應加註英

文，例如，數學教育的行動

研究、教育行政學研究、教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 

因部分課程為未來擬開設課程，

因此教學大綱為暫訂內容，待授

課教師確定後，將以英文完整呈

現課程教學大綱於本校選課系統

供選課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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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 修正及具體改進事項 

育政策分析、測驗與評量研

討。 
3. 畢業要求若訂為參加國際學

術研討會（國際學術期刊）

論文發表，更符合「推動教

育學術交流國際化」的發展

方向。 

 

關於調整畢業要求以符合學術交

流國際化目標，本學程將參考委

員建議並提交至學程會議討論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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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                 【附件四】 

 

系所 
學制別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與 110

學年 

度相同 

修訂 
狀況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碩/必修 
最低畢業 
學分數 

大學/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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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MBA 
《碩士在職
專班》 

45  100% 45  100%  

配合上海同濟大學
EMBA新生開學及
開課，訂定春季班
新生入學必修科目
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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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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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結構修定

表及修正結構

圖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 

中文系 

學 4 - -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2 碩/博 2 - - 如附 

3 

音樂系 

學 - - 1 如附 
107.5.14 

106-4校課程委員會 
4 碩 2 - 1 如附 

5 劇藝系 碩 1 - - 如附 
110.5.11 

109-4校課程委員會 

6 藝創所 碩 1 - - 如附 110學年度新增系所 

7 哲學所 碩 3 - - 如附 107.11.20 
107-2校課程委員會 

8 生科系 學 1 3 3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9 

應數系 

學 3 - - 如附 
108.5.26 

108-2校課程委員會 

10 碩 3 3 2 如附 

11 電機系 碩 1 - -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12 

機電系 

學 2 - - 如附 
109.5.28 

109-1校課程委員會 

13 碩/博 5 - - 如附 

14 資工系 碩 1 - - 如附 109.9.15 
109-1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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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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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結構修定

表及修正結構

圖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15 光電系 碩/博 1 - - 如附 109.5.11 
108-4校課程委員會 

16 通訊所 碩/博 2 - -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17 電信碩程 碩 2 - -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18 
國際經營管理
全英語學士學
位學程 

學 - - 1 如附 111學年度新增系所 

19 IBMBA 碩 1 - 4 如附 108.5.26 
108-2校課程委員會 

20 

企管系 

企管碩 2 - - 如附 
108.5.26 

108-2校課程委員會 
21 企管博 1 - - 如附 

22 公事所 碩 - - 2 如附 107.5.14 
106-4校課程委員會 

23 

人管所 

碩 3 2 - 如附 

108.9.24 
108-1校課程委員會 24 碩專 3 1 - 如附 

25 博 - - - 如附 

26 海科系 學 1 1 - 如附 109.5.11 
108-4校課程委員會 

27 

海資系 

學 2 11 - 如附 

109.11.24 
109-2校課程委員會 

28 碩 2 11 -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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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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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結構修定

表及修正結構

圖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29 

海工系 

學 1 - - 如附 

109.11.24 
109-2校課程委員會 

30 碩 2 - 3 如附 

31 海事所 碩 2 - - 如附 110.3.9 
109-3校課程委員會 

32 亞太所 碩 2 - - 如附 109.11.24 
109-2校課程委員會 

33 政治所 碩 1 - 2 如附 109.5.28 
108-4校課程委員會 

34 經濟所 碩專 1 - - 如附 109.11.24 
109-2校課程委員會 

35 

教育所 

碩 2 - 1 如附 

110.5.11 
109-4校課程委員會 36 碩專 1 - 1 如附 

37 博 2 - 1 如附 

38 政經系 學 - 23 1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39 社會系 學 1 - - 如附 110.12.7 
110-2校課程委員會 

40 

教人全英學位
學程 

碩 2 - - 如附 

108.5.6 
107-4校課程委員會 

41 博 2 - - 如附 

42 社會創新研究
所 碩 2 - 1 如附 110學年度新增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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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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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結構修定

表及修正結構

圖 

前次外審紀錄 
新增 刪除 異動 

43 
精準醫學研究

所 
碩 2 - 1 如附 109.5.11 

108-4校課程委員會 

44 
生技醫藥研究

所 
碩 5 - 1 如附 109.5.11 

108-4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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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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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課程結構 

1 中文系  選 先秦兩漢史傳選讀 
READINGS IN THE PRE-CHIN AND 

HAN LITERATURE 
3 3  0 黃羽璿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 中文系  選 敦煌變文 D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2 2  0 黃冠雲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 中文系  選 文人書畫 
LITERAT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2 2  0 楊雅惠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 中文系  選 21 世紀香港文學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3 3  0 顧永光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 中文碩  選 世説新語研究 RESEARCH OF SHIH-SHUO HSIN-YU 2 2  0 紀志昌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 中文碩  選 
從經學到歷史語言

學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ANON-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3 3  0 顧永光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 音樂碩  選 管樂一（薩克斯風） WOODWIND I (SAXOPHONE) 2 2  0 陳品樺 音樂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 音樂碩  選 擊樂(三) PERCUSSION(III) 2 2  0 陸淯姿 音樂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9 哲學碩  選 
結構主義、解構與

其當代遺產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STRUCTURALISM, DECONSTRUCTION 

AND THEIR CONTEMPORARY 

LEGACIES 

2 2  0 高長空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10 哲學碩  選 哲學教學與實踐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PHILOSOPHY 
2 2  0 楊婉儀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1 哲學碩  選 
歐洲哲學與社會政

治批判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SOCIO-POLITICAL CRITIQUE 

2 2  0 戴遠雄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12 劇藝碩  選 專業劇場英文 ENGLISH FOR THEATER STUDY 2 2  0 

杜思慧 

許仁豪 

吳怡瑱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3 
藝管創業

所  
選 

文化與城市品牌行

銷 
CULTURE AND PLACE BRANDING 3 3  0 魏君穎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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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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課程結構 

14 生科系  選 
基礎解剖學(二)：

神經系統解剖學 

BASIC ANATOMY (II): ANATOMY OF 

THE NERVOUS SYSTEM 
3 3  0 汪海晏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5 物理碩  選 
機器學習量子材料

物理專題研討（二） 

SEMINAR IN MACHINE LEARNING 

QUANTUM MATERIALS PHYSICS (II) 
3 3  0 莊豐權 研討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6 物理碩  選 天文物理 ASTROPHYSICS 3 3  0 郭政育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7 應數系  選 代數拓樸 ALGERBRAIC TOPOLOGY 3 3  0 王以晟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8 應數系  選 
Python與機器學習

之理論實現 

PYTHON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3 3  0 林晉宏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9 應數系  選 存活分析 SURVIVAL ANALYSIS 3 3  0 張中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0 應數系  選 
數據科學實務與創

新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NALYTICS IN DATA SCIENCE 
3 3  0 鍾思齊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1 應數碩  選 數論專題研討（一） SEMINAR IN NUMBER THEORY (I) 3 3  0 翁鵬絜 研討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2 電機碩  選 
電機工程創新專題

講座 

SPECIAL LECTURES ON INNOVA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3  0 李宗璘 

演講/參

訪 

□結構內 

V 結構外 

23 機電系  選 由創新申請專利 
PATENT APPLICATION VIA 

INNOVATIONS 
2 2  0 何應勤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4 機電系  選 真空技術與應用 
VACUUM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3 3  0 林哲信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5 機電碩  選 材料選擇與設計 MATERIAL SELECTION AND DESIGN 3 3  0 李伯軒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26 機電碩  選 
奈米力學與材料設

計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TERIALS DESIGN BY 

NANOMECHANICS 

3 3  0 李伯軒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27 機電碩  選 
煉鋼製程設備技術

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FACILITIES 

FOR STEEL MAKING PROCESS 
3 3  0 林哲信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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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機電碩  選 
多尺度結構材料專

題(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ULTI-SCALE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II) 

3 3  0 黃勝翊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29 機電碩  選 
流體進程之數學建

模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FLUIDIC PROCESSES 
3 3  0 鄭威利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0 資工碩  選 
創新智慧醫療設計

與實踐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SMART HEALTHCARE 
3 3  0 楊宗龍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1 通訊碩  選 通信系統性能評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S SYSTEMS 
3 3  0 梁家昌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2 通訊碩  選 網路科學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NETWORK 

SCIENCE 
3 3  0 梁家昌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33 光電碩  選 微波光子學 MICROWAVE PHOTONICS 3 3  0 洪裕涵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4 電信碩程  選 通信系統性能評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S SYSTEMS 
3 3  0 梁家昌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35 電信碩程  選 網路科學專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NETWORK 

SCIENCE 
3 3  0 梁家昌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36 管理學院  選 
國際商管倫理觀的

理論與實務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1 1  0 

王致遠 

王豫萱 

鄭安授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7 
管理學院

(碩)  
選 國際商管倫理觀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1 1  0 

王致遠 

王豫萱 

鄭安授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8 
管理學院

(碩)  
選 

R: 程式、機率與統

計 

R: STATISTICAL PROGRAMMING 

METHODS 
3 3  0 吳藺芝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39 企企管碩  選 財務金融專題研討 SEMINAR IN FINANCE 3 3  0 彭聰敏 研討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0 企企管碩  選 
產業資料分析與因

果推論 

INDUSTRIAL DATA ANALYSIS AND 

CAUSAL INFERENCE 
3 3  0 佘健源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1 企醫管碩  選 醫療倫理與法律 MEDICAL ETHICS AND LAW 3 3  0 李清潭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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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醫管碩  選 醫療資訊系統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3 3  0 黃俊智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43 企管博  選 
計量管理最佳化方

法與應用 

OPTIMIZATION IN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3 3  0 黃鋒樟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4 人管碩  選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5 人管碩  選 研發管理 R&D MANAGEMEN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6 人管碩  選 服務創新 SERVICE INNOVATION 3 3  0 廖宜君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7 人管碩專  選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8 人管碩專  選 研發管理 R&D MANAGEMEN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49 人管碩專  選 服務創新 SERVICE INNOVATION 3 3  0 廖宜君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0 人亞碩專  選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1 人亞碩專  選 研發管理 R&D MANAGEMEN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2 人亞碩專  選 服務創新 SERVICE INNOVATION 3 3  0 廖宜君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3 
國際經營

學程  
選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

管理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GLOBALIZING MANAGEMENT 
3 3  0 安大衛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4 海科院  選 人因工程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3 3  0 謝孟璋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55 海資系  選 
水產養殖及傳染病

概論 

INTRODUCTION TO AQUACULTUR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3 3  0 王亮鈞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6 海資系  選 應用生理學(二) APPLIED PHYSIOLOGY (II) 2 2  0 溫志宏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7 海資碩  選 海洋生物資源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3 3  0 

李幸慧 

朱育民 

唐川禾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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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海資碩  選 
基因選殖及轉殖生

物技術實驗 

GENE CLONING AND 

TRANSFORMATION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 

2 0  6 李澤民 實驗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59 海工系  選 中等材料力學 
INTERMEDIATE MATERIAL 

MECHANICS 
3 3  0 金尚進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0 海工碩  選 海岸影像辨識技術 
TECHNOLOGY ON COASTAL IMAGE 

RECOGNITION 
3 3  0 曾以帆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1 海工碩  選 高等水工模型試驗 

ADVANCED PHYSICAL MODELING IN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3 3  0 曾以帆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2 海事碩  選 海洋空間規劃特論 
SPECIAL TOPIC ON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3 3  0 張懿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3 海事碩  選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3  0 蔡宏政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64 海科系  選 海洋與大氣環流 
OCEAN AND ATMOSPHERE 

CIRCULATIONS 
2 2  0 李逸環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65 
海科全英

博  
選 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Y (II) 3 3  0 代聘 獨立研究 

V 結構內 

□結構外 

66 
海科全英

博  
選 專題討論（二） SEMINAR (II) 1 1  0 代聘 研討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67 
海科全英

博  
選 專題討論（三） SEMINAR (III) 1 1  0 代聘 研討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68 
海科全英

博  
選 專題討論（四） SEMINAR (IV) 1 1  0 代聘 研討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69 政治碩  選 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 3  0 陳至潔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70 政治碩  選 比較威權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3 3  0 黃韋豪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1 政治碩  必 國際政治思想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3 3  0 楊尚儒 研討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2 政治碩專  選 政治與企業 POLITICS AND BUSINESS 3 3  0 沈明璁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73 政治碩專  選 
社群媒體與政治傳

播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 3  0 劉正山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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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經濟碩專  選 投資學 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S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5 教育碩  選 科技融入學習研究 
CURRENT STUDIES I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3 3  0 張宇慧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6 教育碩  選 
對話、遊戲與創造

力教育研究 

DIALOGUE, PLAY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STUDIES 
3 3  0 張至慶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7 教育博  選 
科技融入學習環境

研究 

CURRENT ISSUES I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3 3  0 張宇慧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8 教育博  選 
對話、遊戲與創造

力教育研究 

DIALOGUE, PLAY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STUDIES 
3 3  0 張至慶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79 教育碩專  選 
對話、遊戲與創造

力教育研究 

DIALOGUE, PLAY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STUDIES 
3 3  0 張至慶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0 亞太碩  選 

跨國生產與供應鏈

的政治、安全與韌

性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3 3  0 張珈健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1 亞太碩  選 勞動法理論研究 
A STUDY FOR THE THORY OF THE 

LABOR LAW 
3 3  0 鄧學良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2 社會系  選 性別與全球治理 GEN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3 
教人全英

博  
必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3 3  0 待聘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84 
教人全英

博  
選 

對話、遊戲與創造

力教育研究 

DIALOGUE, PLAY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STUDIES 
3 3  0 張至慶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5 
教人全英

碩  
必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3 3  0 待聘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86 
教人全英

碩  
選 

對話、遊戲與創造

力教育研究 

DIALOGUE, PLAY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STUDIES 
3 3  0 張至慶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87 醫學院  選 
基礎奈米生醫材料

與顯微影像技術 

NANO-BIOMATERIALS AND 

MICROSCOPIC IMAGING 

TECHNOLOGY 

2 2  0 
廖子嫻/

范秀芳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88 醫學院  選 
醫學史（二）-台灣

醫學史 

MEDICAL HISTORY (II) –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AIWAN 
2 2  0 劉景寬 講授類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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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生技醫藥

碩  
選 

抗癌藥物現狀與展

望 

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ANTICANCER 

DRUGS 

2 2  0 黃建智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90 
生技醫藥

碩  
選 

抗癌藥物開發專題

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Ｉ） 
3 3  0 黃建智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91 
生技醫藥

碩  
選 

抗癌藥物開發專題

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II） 
3 3  0 黃建智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92 
生技醫藥

碩  
選 藥物化學（一） MEDICINAL CHEMISTRY （Ｉ） 3 3  0 黃建智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93 
生技醫藥

碩  
選 藥物化學（二） MEDICINAL CHEMISTRY （II） 3 3  0 黃建智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94 
精準醫學

碩  
選 

纖維化及癌症治療

策略專題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IES IN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FIBROSIS AND CANCER (II) 

3 3  0 李佶珉 獨立研究 
□結構內 

V 結構外 

95 
精準醫學

碩  
選 蛋白質工程 PROTEIN ENGINEERING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96 
精準醫學

碩  
選 

精準醫學與細胞治

療之基礎課程與臨

床應用 

BA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RECISION 

MEDICINE AND CELL THERAPY 

2 2  0 
唐逸文 

陳建良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97 
臨床醫博

學程  
選 

人類疾病之創新動

物模式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 USING 

INNOVATIVE ANIMAL MODELS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98 
臨床醫博

學程  
選 高等分子生物學 ADVANCED MOLECULAR BIOLOG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99 
臨床醫博

學程  
選 

基因調控與疾病發

生 

GENE REGULATION AND HUMAN 

DISEASE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00 
臨床醫博

學程  
選 細胞分子生物學 MOLECULAR CELL BIOLOG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01 
臨床醫博

學程  
選 幹細胞生物學 STEM CELL BIOLOGY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02 人科學程  選 在地國際化服務 
VOLUNTEER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CALISATION 
3 3  0 待聘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03 人科學程  選 公共運輸系統概論 
INTRODUCTION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3 3  0 黃國平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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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實習

時數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課程結構 

104 
社會創新

所  
選 

環境與氣候變遷議

題探究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3 3  0 待聘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05 
社會創新

所  
選 永續消費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3 3  0 張瓊婷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06 
社會創新

所  
選 

文化創新研究與實

踐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INNOVATION 
3 3  0 楊士奇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07 
社會創新

所  
選 前瞻科技議題探究 

RESEARCH OF FORWARD-LOOKING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3  0 楊士奇 講授類 
□結構內 

V 結構外 

108 
運動健康

(必)  
必 

運動與健康：初級

衝浪 
SPORT & HEALTH：BASIC SURF 1 2  0 蔡睿洋 體育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09 
博雅向度

三  
必 公共演說及致辭 

PUBLIC SPEAKING AND PUBLIC 

ADDRESS 
2 2  0 蘇其康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0 
博雅向度

五  
必 

樂趣化運動指導體

驗與設計 

EXPERIENCE AND DESIGN OF 

ENJOYABLE PHYSICAL EDUCATION 

INSTRUCTION 

2 2  0 李佳倫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1 
應用性課

程  
選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軍

訓）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2 2  0 潘彥良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2 
跨院選修

(通)  
選 基礎越南語(II) BASIC VIETNAMESE (II) 2 2  0 阮氏貞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3 跨院 EAP  選 
增進跨文化溝通技

能（中高級） 

ENHANC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李香蘭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4 跨院 EAP  選 
英文閱讀與寫作

（中高級）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陳美淑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5 跨院 EAP  選 演說與辯論（高級） 
PUBLIC SPEECH AND DEBATE

（ADVANCED LEVEL） 
3 3  0 溫惠珍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6 跨院 EAP  選 戲劇導讀（中級） 
DRAMA READING （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溫惠珍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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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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老師 

授課 

方式 
課程結構 

117 跨院 EAP  選 
實用英語發音與表

達（中級） 

PRACTICAL ENGLISH 

PRONUNCIATION & 

EXPRESSION(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戴藤懋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8 跨院 ESP  選 
賞析音樂學英語

（中級）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USIC 

APPRECIATION（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王品惠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19 跨院 ESP  選 
運輸交通工具英文

(中高級) 

ENGLISH FOR TRANSPOR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莊家雄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20 跨院 ESP  選 
透過電影學英文

（中高級）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OVIES (HIGH-INTERMEDIATE 

LEVEL) 

3 3  0 溫惠珍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21 跨院 ESP  選 影視英文 (高級) 

REFINING ENGLISH THROUGH FILM 

AND TELEVISION APPRECIATION 

(ADVANCED LEVEL) 

3 3  0 歐淑珍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22 跨院 ESP  選 
文化藝術賞析與英

語溝通(高級)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S ON ARTS AND 

CULTURE (ADVANCED LEVEL) 

3 3  0 賴怡芃 講授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23 服務學習  必 
服務學習：國際扶

輪志工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LEARNING 

ROTARY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 

1 2  0 張延惠 
服務學習

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124 服務學習  選 

服務學習：音樂扶

助弱勢與偏鄉之服

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AND REMOTE 

VILLAGES WITH MUSIC 

1 2  0 蘇綉雯 
服務學習

類 

V 結構內 

□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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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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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課 
方式 

本次異動類別 
異動
說明 

1 音樂系 
歌唱與戲劇表演 

SINGING AND ACTING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2 音樂碩 

歌劇演唱及表演指導 

INTERPRETATION OF OPERATIC 

SINGING AND ACTING  

選 2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3 生科系 
基礎解剖學 

BASIC ANATOMY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4 應數碩 

數據科學實務 

DATA SCIENCE CAPSTONE 

PROJECT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5 應數碩 

隨機過程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STOCHASTIC PROCESSES 

選 3 
獨立研

究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6 IBBA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必 3 講授類 
異動英文課程

名稱 
如附 

7 
資電碩

專 

研究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必 3 講授類 異動授課方式 如附 

8 公事所 

生命週期分析與寫作報告 

LIFE CYCLE ANALYSIS AND 

WRITING OF GHG INVENTORY 

REPORT  

選 2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9 公事所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WRIT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選 2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10 政治所 

比較政黨政治議題研討 

SPECIAL TOP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PARTIES 

選 3 研討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及授課

方式 

如附 

11 政治所 

當代民主政治的延續與變遷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選 3 研討類 異動授課方式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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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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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課 
方式 

本次異動類別 
異動
說明 

12 政治所 

國際法與兩岸關係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13 政治所 

科技與公共行政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14 教育所 

教育心理學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選 3 研討類 異動授課方式 如附 

15 教育所 

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研討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16 
教育碩

專 

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研討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17 教育博 

全球研究，全球教育與全球學

習 

GLOBAL STUDIES, GLOBAL 

EDUCATION, AND GLOBAL 

LEARNING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文課程

名稱 

如附 

18 政經系 

政治經濟學名著選讀 

SELECTED READINGS ON 

POLITICAL ECONOMY  

選 2 講授類 異動中文課程

名稱 

如附 

19 社創所 

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研討 

SEMINAR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20 
西灣學

院 

成功的英文寫作 

WRITING FOR SUCCESS IN 

ENGLISH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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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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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課 
方式 

本次異動類別 
異動
說明 

21 
西灣學

院 

極限閱讀：挑戰想像力與創造

力 

EXTREME READING: 

CHALLENGES OF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22 
西灣學

院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SPEAKING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23 
西灣學

院 

科技英文閱讀 

ENGLISH READ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 

如附 

24 精準所 

醫學倫理與臨床試驗 

ETHICS AND STATISTICS IN 

CLINICAL RESEARCH 

選 3 講授類 

 

異動中英文課

程名稱及學分

數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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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11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序

號
學院 系所

院/系所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 備註

新增 修訂

1 文學院 外文系 █
課委會設置要點修訂

如附。

2 醫學院 後醫系 █

1. 111 學年度新增

學制。

2. 課委會設置要點

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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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111.4.26 外文系 110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暨第 12 次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修訂 

111.11.24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一條 一、 依「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第三條點，訂定本設

置要點。 

第一條  依「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三條，訂定本設置要點。 
修訂條次為點

次 

第二條 二、本課程委員會由主任、專任

教師代表  7 人、學生代表  2 
人、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

1 人組成。 
專任教師代表由講師（含）以上

專任教師互選之。前半數高票當

選委員任期為兩年，後半數當選

委員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任

期至新學年度新委員就任為

止；其中四名委員分別兼任作文

課程、翻譯課程、口訓課程召集

人及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代

表，由曾任教該課程之教師出任

候選人。 
學生代表由所學會及學士班系

學會各推選 1 人。 
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由

主任遴聘之。 

第二條 本課程委員會由主任、專任教

師代表 7 人、學生代表 2 人、校外專

家學者（含業界代表）1 人組成。 
專任教師代表由講師（含）以上專任教

師互選之。前半數高票當選委員任期為

兩年，後半數當選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選連任，任期至新學年度新委員就任為

止；其中四名委員分別兼任作文課程、

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翻譯課程及口訓

課程召集人，由曾任教該課程之教師出

任候選人。 
學生代表由所學會及學士班系學會各

推選 1 人。 
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由主任遴

聘之。 

一、修訂條次為

點次 

 
二、 自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

起，通識英語文

課程規劃以轉

由西灣學院主

責，故變更本委

員會中通識教

育英語文課程

召集人為代

表，並同步變更

其職責。 

第三條 三、 本委員會視議題需要得 

一、 (一) 邀請相關領域課程專

長之校外學者專家參與討論。 

二、 (二)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

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視議題需要得 

一、邀請相關領域課程專長之

校外學者專家參與討論。 
二、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一、修訂條次為

點次 
二、款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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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四、本委員會負責本系大學部課

程及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之整體

規劃與其他課程相關事務。依「國

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七條，相關職責含：

一、 (一) 定期檢討修正系所課程、課程

結構與發展方向（納入業界、畢業校

友及學生（或家長）之意見）。

二、 (二) 初審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

之事宜。

三、 (三) 初審新開設課程下列項目： 
‧1.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

課程大網。

‧2. 考量其他相關因素，如新開設課

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所發展方

向之配合、與現有課程之關連等。

四、 (四) 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 (五) 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

學之負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課程授課

教師。

六、 (六) 研議系所課程相關改善機制，

作成議案提系務會議討論。

七、 (七) 相關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方可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負責本系大學部課程及

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之整體規劃

與其他課程相關事務。依「國立中

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

條，相關職責含：

一、定期檢討修正系所課程、課程結構與

發展方向（納入業界、畢業校友及學

生（或家長）之意見）。

二、初審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

宜。

三、初審新開設課程下列項目：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

課程大網。

‧考量其他相關因素，如新開設課程

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所發展方向

之配合、與現有課程之關連等。

四、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學之負

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課程授課教

師。

六、研議系所課程相關改善機制，作成議

案提系務會議討論。

七、相關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一、修訂條次為

點次

二、款次形式修

正

三、目次形式修

正

第五條 五、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系

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校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核備，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

會議通過，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核備，修正時亦同。

修訂條次為點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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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98.10.22  98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訂定 
98.10.28  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99.01.06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9.01.08  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99.01.15  98 學年度第 3 次文學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99.03.08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5.1 1.17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暨第 3 次碩博士班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11.30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12.29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05.15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6.05.31  第 152 次教務會議備查 

111.4.26 外文系 110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暨第 12 次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修訂 
111.11.24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一、

二、

三、

依「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訂定本設置要點。

本課程委員會由主任、專任教師代表 7 人、學生代表 2 人、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
表）1 人組成。 

專任教師代表由講師（含）以上專任教師互選之。前半數高票當選委員任期為兩

年，後半數當選委員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任期至新學年度新委員就任為止；其

中四名委員分別兼任作文課程、翻譯課程、口訓課程召集人及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

代表，由曾任教該課程之教師出任候選人。

學生代表由所學會及學士班系學會各推選 1 人。 

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由主任遴聘之。

本委員會視議題需要得

(一) 邀請相關領域課程專長之校外學者專家參與討論。

(二)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四、 本委員會負責本系大學部課程及通識教育英語文課程之整體規劃與其他課程相關事

務。依「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條，相關職責含：

(一) 定期檢討修正系所課程、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納入業界、畢業校友及學生

（或家長）之意見）。

(二) 初審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三) 初審新開設課程下列項目：

1.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課程大網。

2. 考量其他相關因素，如新開設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所發展方向之配

合、與現有課程之關連等。

(四) 課程相關問題之審議。

(五) 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學之負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課程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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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議系所課程相關改善機制，作成議案提系務會議討論。 

(七) 相關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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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條文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 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以下簡

稱本系) 為提昇課程品質、強

化課程架構與內容及辦理開設

課程審查和成效評量等其他相

關事宜，特依據國立中山大學

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明定本要點訂定之依據或目的。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八至十三人，

由下列委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本系系主任及

副系主任。

(二) 遴聘委員：由系主任推薦

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

表一至兩名擔任之，必要

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含
業界代表)一至兩名擔任委

員。各遴聘委員任期為一

年，得連任。

明訂本委員會委員組成方式。

三、 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如下：

(一) 考量社會發展趨勢及本系

整體發展，定期檢討本系

必、選修課程之比重，課

程結構與課程發展方向，

並納入醫界(系友)及學生

(或家長)之意見。

(二) 審議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

相關之事宜。

(三) 新增課程審議須注意下列

項目，審查通過之課程提

送院課程委員會複審。

1. 考量課程整合，新增課

程應與教師專長、系發

展方向配合、與現有課

程之關連性等。

2.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

明訂本委員會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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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課程大綱、教學

目標。

(四) 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

究、教學之負擔，規劃及

安排每學年度課程之授課

教師。

(五) 定期實施學生學習成效評

估、課程開發及教學效益

分析，研議本系課程相關

改善機制。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系主

任擔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出席

時，須指定一名委員代理之。

明訂本委員會召開期程。

五、本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

議。

明訂本委員會可召開及決議之人數

門檻。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明訂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

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

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施行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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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 

111.08.30 111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11.16 111學年度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提昇課程品質、強化課程架

構與內容及辦理開設課程審查和成效評量等其他相關事宜，特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八至十三人，由下列委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本系系主任及副系主任。 

(二) 遴聘委員：由系主任推薦教師代表若干人及學生代表一至兩名擔

任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含業界代表)一至兩名擔任委

員。各遴聘委員任期為一年，得連任。 

三、 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如下： 

(一) 考量社會發展趨勢及本系整體發展，定期檢討本系必、選修課程

之比重，課程結構與課程發展方向，並納入醫界(系友)及學生(或
家長)之意見。 

(二) 審議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相關之事宜。 

(三) 新增課程審議須注意下列項目，審查通過之課程提送院課程委

員會複審。 

1. 考量課程整合，新增課程應與教師專長、系發展方向配合、

與現有課程之關連性等。 

2. 課程名稱(中、英文)、課程內容、課程大綱、教學目標。 

(四) 考量教師專長及平衡研究、教學之負擔，規劃及安排每學年度

課程之授課教師。 

(五) 定期實施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課程開發及教學效益分析，研議本

系課程相關改善機制。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系主任

擔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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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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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數位自學課程推薦清單 
 

序號 
推薦

學院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 

（中文） 

授課

語言 
開課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學

分數 

平台

名稱 
課程連結 

課程評分/通

過標準說明

(如討論、作

業、測驗、報

告等) 

 課程評

價 
備註 

1 管 

Data 

Science: 

Linear 

Regression 

數據科學： 

線性回歸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36 1 edx 

https://www.e

dx.org/course

/data-science-

linear-regress

ion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93,346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99 

USD 

2 管 

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數據科學： 

機器學習 
英文 

Harvard 

University 
72 2 edx 

https://www.e

dx.org/course

/data-science-

machine-lear

ning 

Exam 
and/or Final 
Project 

 385,489 
already 
enrolled! 

FREE, Add 

a Verified 

Certificate 

for $99 

USD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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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課程委員會歷年調降限修人數課程案       【附件十】 

序 

號 
學院 

開課 

單位 

課程 

名稱 

授課 

方式 
學分 

最後 

開課 

限修 

人數 
必選修 

通過限修 

校課委會 
說明 

1 文學院 中文系  國文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1104 
本課程為一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2 文學院 中文系  
詞曲選及習作

（一）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三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3 文學院 中文系  
詞曲選及習作

（二） 
講授類 3 1102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三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4 文學院 中文系  
詩選及習作

（一）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二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5 文學院 中文系  
詩選及習作

（二） 
講授類 3 1102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二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6 文學院 中文系  
歷代文選及習

作（一）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二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7 文學院 中文系  
歷代文選及習

作（二） 
講授類 3 1102 30 必 922 

本課程為二年級專業必修，屬習作課

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寫作能力，有小

班教學之需要。 

8 文學院 外文系  口譯 講授類 3 1102 18 選 1023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逐步口

譯，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檢視及指導學

生口譯內容。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

見，小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

以及口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

品質。 

9 文學院 外文系  
中文英譯

（一） 
講授類 3 1111 15 選 964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0 文學院 外文系  
中文英譯

（二） 
講授類 3 1092 15 選 964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1 文學院 外文系  文學翻譯 講授類 3 1091 18 選 994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2 文學院 外文系  日文二（一） 講授類 3 1101 4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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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課程委員會歷年調降限修人數課程案       【附件十】 

序 

號 
學院 

開課 

單位 

課程 

名稱 

授課 

方式 
學分 

最後 

開課 

限修 

人數 
必選修 

通過限修 

校課委會 
說明 

13 文學院 外文系  日文二（二） 講授類 3 1102 3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4 文學院 外文系  日文三（一） 講授類 3 1101 2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5 文學院 外文系  日文三（二） 講授類 3 1102 17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6 文學院 外文系  
日語口語能力

訓練 
講授類 2 1092 20 選 952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7 文學院 外文系  
西班牙文二

（一） 
講授類 3 1101 2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18 文學院 外文系  
西班牙文二

（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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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文學院 外文系  
西班牙文三

（一） 
講授類 3 1101 2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0 文學院 外文系  
西班牙文三

（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1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一（一） 講授類 3 1101 39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2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一（二） 講授類 3 1102 4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3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二（一） 講授類 3 1101 2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4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二（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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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三（一） 講授類 3 1101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6 文學院 外文系  法文三（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7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一（一） 講授類 3 1101 3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8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一（二） 講授類 3 1092 3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29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二（一） 講授類 3 1101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0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二（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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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三（一） 講授類 3 1101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2 文學院 外文系  俄文三（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3 文學院 外文系  
英文中譯

（一） 
講授類 3 1102 18 選 964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4 文學院 外文系  
英文中譯

（二） 
講授類 3 1092 30 選 964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5 文學院 外文系  
英文閱讀

（一） 
講授類 2 1101 25 必 961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6 文學院 外文系  
英文閱讀

（二） 
講授類 2 1102 25 必 961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7 文學院 外文系  英譯臺灣文學 講授類 3 1102 18 選 1023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翻譯，

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批閱及指導學生翻

譯作業。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

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以及翻

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38 文學院 外文系  高級口譯 講授類 3 1092 18 選 1032 

課程需學生於課堂上實際演練同步口

譯，且授課教師需個別檢視及指導學

生口譯內容。同時考量學生代表意

見，小班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實作

以及口譯練習機會，維持更好的上課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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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文學院 外文系  
進階日文聽力

訓練 
講授類 2 1101 25 選 951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0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一（一） 講授類 3 1101 22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1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一（二） 講授類 3 1102 20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2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二（一） 講授類 3 1101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3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二（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4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三（一） 講授類 3 1101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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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學院 外文系  德文三（二） 講授類 3 1102 15 選 923 

外語訓練課程需於課堂上指導學生熟

悉該國語文及語法等，以使學生打下

深穩根基。除須於課堂上大量練習，

授課教師亦需按學生狀況給予個別指

導，已使學生能於短短課堂時間更熟

悉該語言。考量學生代表意見，小班

制可讓修課同學有更多練習機會，維

持更好的上課品質。 

46 文學院 音樂系  

爵士音樂理論

與鍵盤和聲

（一） 

講授類 2 1092 20 選 971 課程上課尚需一對一指導 

47 文學院 音樂系  

爵士音樂理論

與鍵盤和聲

（二） 

講授類 2 1111 20 選 971 課程上課尚需一對一指導 

48 文學院 劇藝系 
服裝造型與構

成（一） 
講授類 3 1111 20 選 984 

課程包括大量的實務操作及演練，受

限於服構設備與助教輔導資源，仍應

需維持限修。 

49 文學院 劇藝系 
燈光設計及技

術 
講授類 2 1101 20 選 951 

課程包括大量的實務操作及演練，受

限於燈光器材與助教輔導資源，仍需

維持限修。 

50 文學院 文學院  
正念覺照的生

命實踐與教育 
講授類 3 1102 30 選 1012 

課程教室空間的需求以及需要個別指

導 

51 理學院 物理系  
實驗物理學

（一）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964 開二班 

52 理學院 物理系  
實驗物理學

（二） 
講授類 3 1102 30 必 964 開二班 

53 理學院 物理系  
實驗物理學

（三） 
講授類 3 1111 30 必 1074 開二班 

54 理學院 物理系  
實驗物理學

（四） 
講授類 2 1102 30 必 964 開二班 

55 工學院 光電系  
創新資訊科技

應用 
講授類 3 1082 40 選 1032 

為促進跨領域交流，本課程同時為跨

院選修，108、109學年度總選修人數

各為 50、51人，故不適宜再提高人

數。 

56 
管理學

院 
企管系  管理與創業 講授類 3 1072 30 選 1072 

課程和台灣最大中醫連鎖-馬光集團

合作，為維授課品質故有人數上的限

制。 

57 海科院 海科系 氣象學 講授類 2 1102 15 選 1052 

此課程與高科大同名課程併班上課，

上課地點為高科大旗津校區，由於高

海科大教室人數限制，擬維持限修人

數為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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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課程委員會歷年調降限修人數課程案       【附件十】 

序 

號 
學院 

開課 

單位 

課程 

名稱 

授課 

方式 
學分 

最後 

開課 

限修 

人數 
必選修 

通過限修 

校課委會 
說明 

58 海科院 海科系 
海洋生物多樣

性與生態 
講授類 3 1092 20 選 1032 

此課程需帶助理及學生至野外進行校

外參訪及採樣，教師擔心進行野外採

樣時如果學生太多，會無法顧及所有

學生的安全問題，還考慮到交通(校

車)、保險、及住宿的支出與限制，

擬維持限修人數為 20人。 

59 海科院 
海科院

（學）  

潛水理論與實

務 
講授類 2 1092 30 選 1034 

考慮教學量能（潛水設備有限）及安

全考量 

60 
西灣學

院 
英文初級 英文初級 講授類 0 1102 35 必 1074 

通識英文為本校學生英文基礎課程，

以多元模式培育學生聽、說、讀、寫

等英語文能力，為保障修課學生於課

堂期間有足夠的參與、練習機會，以

維繫教學品質，故擬維持調降後人

數。 

61 
西灣學

院 

英文中

級  
英文中級 講授類 3 1102 35 必 1074 

通識英文為本校學生英文基礎課程，

以多元模式培育學生聽、說、讀、寫

等英語文能力，為保障修課學生於課

堂期間有足夠的參與、練習機會，以

維繫教學品質，故擬維持調降後人

數。 

62 
西灣學

院 

英文中高

級  
英文中高級 講授類 3 1102 35 必 1074 

通識英文為本校學生英文基礎課程，

以多元模式培育學生聽、說、讀、寫

等英語文能力，為保障修課學生於課

堂期間有足夠的參與、練習機會，以

維繫教學品質，故擬維持調降後人

數。 

63 
西灣學

院 
英文高級 英文高級 講授類 3 1102 35 必 1074 

通識英文為本校學生英文基礎課程，

以多元模式培育學生聽、說、讀、寫

等英語文能力，為保障修課學生於課

堂期間有足夠的參與、練習機會，以

維繫教學品質，故擬維持調降後人

數。 

64 
西灣學

院 

英語文

(選)  
進階英文聽講 講授類 3 1091 35 選 1072 

英語文(選)為本校學生英文加強課

程，以多元模式培育學生聽、說、

讀、寫等英語文能力，為保障修課學

生於課堂期間有足夠的參與、練習機

會，以維繫教學品質，故擬維持調降

後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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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文學院、海科院 

案由一：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降案及分班開

課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 12點第 1款規定，

學士班課程限修人數以 50人為原則。如須因儀器設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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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

過，提教務會議備案後方得實施。 

二、 此次調降限修人數共 6案，分別為西灣學院所提 4 門課

程、音樂系 1門及外文系 1門，旨揭課程業經 111.11.02

西灣學院第 111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

過及 111.10.05音樂系第 111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111.10.11外文系第 111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及 111.10.27 文學院第 111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三、 此次分班授課案為海資系提出 5門，業經 111.10.19 海

資系第 111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1.11.01 海

洋科學院第 111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

過。 

四、 本次課程所提限修人數調降案及分班授課案說明及清單

如附件。 

決  議：「博雅向度三:公共演說及致辭」調降限修人數為 40 人，

其餘調降案及分班開課案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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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調降限修人數及分班開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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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教

育中心 

博雅向度三： 

公共演說及

致辭 

40 50 

學生需於課堂上參加練

習，並由授課教師個別指

導分析與輔導，人數太多

時每生所獲得演練的次

數將大減。 

2 

運動與

健康教

育中心 

運動與健

康：初級游泳 
40 50 

因場地問題，以一班 50

人修課而言，人員位置安

排實有困難。目前已實施

50 公尺蛙式可抵免「初級

游泳」學分，已可降低

修課總人數，惟以目前選

課人數規範，仍造成部分

班級人數偏高之情況 

3 

服務學

習教育

中心 

服務學習：日

本國際志工

服務學習 

20 30 

預計赴日本富山縣氷見

市展開為期二週的實地

服務，考慮在日住宿、交

通與安全控管，20 人以內

為最佳人數。 

4 

服務學

習教育

中心 

服務學習：日

本國際志工=

愛媛縣 

20 30 

日本中型巴士可載人數

最多 27人，加上教師、

助教以及當地人員，學生

人數調降成 20人才能控

制在一台車的人數(控制

預算)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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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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音樂系 大鍵琴(一) 12 50 

碩士班「大鍵琴(一)」課

程，須以講授、演練與音

樂會演出方式進行，學生

須每週個別使用大鍵琴

練習，受限於系上只有一

台大鍵  琴，且該教室另

有課程，授課與練習時間

受限，為維持學習品質，

因此擬調降修課人數為

12 人。 

6 外文系 新聞翻譯 18 18 

為逾 8學期回復開課程，

最後開課為 101-2。原限

修人數業經 98.06.01 第

97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委

員會及 98.06.11 第 120

次教務會議通過調降為

18 人，為養成修課同學翻

譯實力，能精確簡明完成

新聞翻譯，課程需大量個

別指導及實務演練，以顧

及修課同學需求，限修人

數將按先前教務會議通

過之人數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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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班上課課程 

序

號 
開課單位 分班課程 說明 

1 

海資碩 

分子細胞生物學（二） 
本校 2021 年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簽署合作協議書，雙方於學術研

究、教學及產學等面向密切合作。

海資系部分碩班學生於海生館上

課，故本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碩

士班部分必修課程擬採分班授課。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

育（二） 

3 
海洋天然物與化學分

析（二） 

4 教學實習 

5 
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

討(二) 

 

433



111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師培中心 

案由二：有關師培中心修正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

文領域英語文專長」、「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及「藝

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規劃事宜，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由外文系協助規劃，「藝術領

域表演藝術專長」、「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

長」由劇藝系協助規劃，此三專門課程自前次經教育部

備查後，因應系所課程結構修訂，故新增及修正課程名

稱，以利學生修課。 

二、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業經 111.06.21外文系 111 學

年度第 13次課程委員會及 111.10.27文學院 111學年度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

長」、「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業經

111.10.25 劇藝系 111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及

111.10.27文學院 111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三、 修正對照表及專門課程規劃草案請參閱附件。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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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修正對照表 

課程類別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英語文溝通能力 新聞英文與寫作 新文英文與寫作 修正課程名稱 

語言學 
語料庫語言學概論 
【語料庫語言學】 

 新增課程名稱 

社會語言學概論  新增課程名稱 

英語教學 
課程設計及教材規

劃 
 新增課程名稱 

其他修習相關規定 CEFR CEF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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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培育國民中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部分課程名稱修訂對照表

課程類別 修正課名 現行課名

藝術領域核心 戲劇學研究 劇場美學

表演 理解與應 基礎表演（－） 表演技藝導論

藝術 用 中西舞蹈史

專長 實踐與展 排演基礎（一） 劇場製作基礎

現 基礎表演（二） 基礎表演

舞蹈技巧

劇場技術基礎 劇場服裝技術

教學知能 （碩）專業劇場英文

說明

刪除

刪除

新增

國立中山大學培育高級中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部分課程名稱修訂對照表

課程類別 修正課名 現行課名 說明

藝術領域核心 戲劇學研究 劇場美學

表演 理解與應 基礎表演（－） 表演技藝坦論

藝術 用 中西舞蹈史 刪除

專長 實踐與展 排演基礎（－） 劇場製作基礎

現 基礎表演（二） 基礎表演

舞蹈技巧 刪除

劇場技術基礎 劇場服裝技術

表演藝術 音樂劇表演與製作（一） 音樂劇表演

進階跨科／ 音樂劇表演與製作（二） 音樂劇製作

跨領域 （碩）經典服裝設計與研究 （碩）經典服裝設計

（碩）文化創意產業 刪除

（碩）藝術教育與社 刪除

區文化

教學知能 （碩）專業劇場英文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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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培育國民中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部分修訂草案）

109年03月19日圭教師（二）字第1090025904號函同意核定

領域專長名
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最低畢栗學分數 44 

領域核心最
3 

領域內跨科
無 主修專長戢低學分數 34 

低學分 最低學分菽

本校適合垮
劇場藝術學系所

育之學系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救 科目 備註

藝術領 藝術概論、（碩）劇k另天卟戱劇學研究（必3) 必亻多3
領域核心 3 

域核心 學分

表浣杖藝胃諭屋礎表演（一）（必3)、

劇場設計導論丶

西洋戱劇史（一）（必2)、 西洋栽劇史 （二）、

理解與
12 

中國戱劇史（一） （必2)、中國赦劇史（二）、 必修9

應用 1p面丼路央、 西洋藝術史 學分

劇本尋讀（必2)、劇本褚析丶

臺灣劇場、現當代華語文栽劇選讀丶

臺灣傳統戲曲

必修�劇塲製竹苾處排演綦礎（一）（必3)

丶劇本創作（一） （必3)、 11 學

表演藝術專 分

表

實踐與
20 

専演概論（必2)、 導演（一）、

綦礎表演(二)（必3)丶傳統栽曲表演身段

（一）、襯點技巧表演丶

基礎發棨、磬音訓練、歌唱技巧

展現 肢體開發（一）、肢體開發（二）、烏距1文丐丶

舞蹈創作

排演丶燈光設計及技術丶

劇塲服裝杖術劇場技術綦礎、人物服裝畫

｀劇場服裝設計丶舞臺化妝與造型丶

基礎設計、進階技術繪圄 、模型製作

教學知
2 

能

創作性戯劇、戟劇治療與 PBT 設計、（碩）專栗

劇場英文

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教44學分（含），應亻多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菽3學分，主修

專長課程最低學分菽34學分（含必修最低20學分）。

3． 本表未列舉之其他相關系所及租似科目，其認定情形由 本表制定學系專業審核之。

4． 本任教學科之科目、 學分皆由劇場藝術學系制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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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西灣學院 

案由三：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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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2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11學年度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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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數及開放名額統計表 

111.11.08 

學院 通識 文 理 工 管 海 社 醫 合計

課程數

原核定 20 33 11 27 11 13 15 2 132 
本次新增 14 3 0 1 2 6 0 2 28 
小計 34 36 11 28 13 19 15 4 160 

開放名額

原核定 840 527 225 454 220 340 725 120 3451 
本次新增 620 45 0 10 45 140 0 80 940 
小計 1460 572 225 464 265 480 725 200 4391 

註：開放名額將依各選課階段結果進行微調。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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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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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1 
中 
文 
系 

 

四    
 

臺灣戲曲 3 林芷瑩 
10 
(50) 

課程說明：介紹臺灣歌仔戲、南管
戲、北管戲、布袋戲、京劇、豫劇、
崑劇、客家戲等個別劇種的發展概
況，並帶領學生一窺臺灣戲曲劇壇
的當代編創新意，領略跨劇種、跨
文化所激盪出的台灣思維。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講授在臺灣盛行於舞台的
戲曲劇種，包括主流原生的歌仔
戲，還有京、崑、布袋戲等仍在劇
場、電視、電影吸引觀眾的劇種。 
課程精神著重以台灣主體的視
角，進行完整的介紹，適合外系對
於古典戲曲有學習興趣的同學選
修。 

2 
中 
文 
系 

二 六祖壇經 3 吳孟謙 
15 
(50) 

課程說明： 
禪宗是中國佛教最具原創性的宗
派，六祖惠能則是中國禪宗的靈魂
人物，本課程引領同學精讀《六祖
壇經》，俾對此書所蘊含的禪宗精
神與實踐方法，有較親切的認識；
更期能由本經中汲取人生智慧，對
自身生命有所觀照。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禪宗為漢傳佛教的重要宗派，其影
響力遍及東亞乃至全世界，影響力
迄今不絕。《六祖壇經》是禪門的
根本寶典，更是中國歷代佛教著述
中唯一被尊稱為「經」者。近人錢
賓四先生所列中國文化關於人生
修養必讀之七書，《六祖壇經》即
居其一，所以是一本具有通識性
質、適合各學院同學選修的人文經
典，可由中領悟生命智慧。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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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文學院提供） 

編號 開課 
單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
原因 

3 
中 
文 
系 

三 語言、儀式與戲劇 3 

杜佳倫、 

林芷瑩、 

羅景文 

20 
(50) 

課程說明： 
以學生觀察、紀錄宮廟的外台演
出，進一步分析劇團接受請戲的模
式、劇本內容的改編、現場觀眾的
回饋與宮廟儀 
式間的關聯。期望帶領學生進入
「厝邊」的劇場，認識生活周遭正
是「進行式」的表演活動，藉以更
深入地方文化，加深在地認同。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對於學生參與度要求較
高，專業門檻則由教師於課程中建
立，基礎能力要求相對較低，內容
結合文學、文化、儀式、地方采風
與表演藝術，對此領域有興趣的同
學皆可 
修習。 

111/2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45 
(150) 

跨院選修課程（工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電

機

系 

二 計算機組織 3 施信毓 10 
(80) 

課程說明： 
熟悉 CPU 各種實現的方式與基本運
算單元之操作原理。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熟悉 CPU 各種實現的方式與基本運
算單元之操作原理與電機系 EE2711 
課程併班上課。 

111/2工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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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管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三 商事法 3 李清潭 25 
(75) 

課程說明： 
本課程試圖使學習者討論以下議題與可
能答案: 
1.青年就業與創意的潮流中，學習商事
法的意義為何？ 
2.在效率與公平的意義下，青年如何有
效運用商務法律的資源？ 
3.現行商事法的立法結構，符合市場商
務的實用嗎？ 
4.如何分析「個案」，並有效運用策略？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從青年公民的角色出發，無論是消費
保護、租賃、學貸、車禍和和解，到就
業與創業…等等，跨院同學們都適合學
習，以利於自我訓練和自我權益保護。 
2.晚近智慧財產與電子商務興盛，人格
權與隱私權保護在商業交易中尤屬挑
戰，配套商法與倫理有其需求。 

2 三 新興市場議題 3 蔡宗霖 

 
20 
(70) 
 

 

課程說明： 
透過此課程，提升修課學生對於新興市
場與發展策略之認識。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新興市場因其有許多潛力與商機，成為
許多企業競相發展的目標，然因新興市
場具有不同之文化與競爭環境，故企業
為適當將其營運處角延伸至新興市場，
需企業內部各部門，含括資管、企管、
財務部門之合作，故此課程有助於增進
學生對於其所學如何協助企業掌握新興
市場商機有所認識。 

111/2管理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4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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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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海

資

系 

二 疾病與海洋藥物 2 翁靖如、 
溫志宏 

20 
(70) 
 

課程說明： 
藉由探討多種疾病成因，檢測技術與海洋
藥物的使用，以期學生能認識疾病的症
狀，建立正確觀念，以及增加對海洋相關
藥物應用之知識。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希望藉由跨院選修，讓校內修課學
生能增加對身體疾病的好發成因與現今
醫療藥品的使用之知識，並拓展學生了解
海洋生物在藥妝與醫療產業之價值與發
展。 

2 

海

科

院 

全 人因工程 3 謝孟璋 40 
(50) 

課程說明： 
學習人因工程基本知識以及生理基礎，並且
認識生理訊號。在課程中，進一步引導察
覺日常生活中符合人因工程之設計，以及
不符合人因工程之設計其中可改善的部
分。本課程將協助各學院的學生認識
在生活中的設施、資訊、產品、…，
其應用人因工程的部分；以及面對人的不
同需求可如何從人因工程角度修正設
計。(如：身障者在工作場域之執行工作
的工具，可如何設計以達到可順利執行工
作且符合人體工學。)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人因工程在日常生活中及工作中有許多
應用，本課程將協助各學院的學生認識在
生活中的設施、資訊、產品、…，其應用
人因工程的部分；以及面對人的不同需求
可如何從人因工程角度修正設計。 
 

3 

海

科

系 

全 海洋地質概論 2 林慧玲 15 
(60) 

課程說明： 
本課程主要介紹地球氣圈、岩石圈、水圈、
生物圈與海洋的交互作用，特別著重地球內
部構造的系統介紹及板塊運動對海洋地質的
影響、與生物及大氣對海洋物質循環的重要
性，以及儲存在海洋沈積物的相關訊息。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除了滿足本系學生對於海洋地質的基本
認知，對於非專業領域的學生則是提供認
識海洋、尤其是理解有關台灣所處的地體
構造環境的特色，以及科學家如何建構地
球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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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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4 

海

科

系 

二 海洋無脊椎動物(二) 2 塗子萱 
劉莉蓮 

25 
(50) 

課程說明： 
儘管生命的維持僅需要幾個基本要求如
能量、氣體交換、循環以及繁殖等，但生
物卻演化出多樣性的方式達成維持生命
的基本需求。本課程目標將探索無脊椎動
物為維持生命基本需求所演化出來的多
樣性。課程將從最簡單的動物形式開始介
紹再逐步往複雜動物形式邁進。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無脊椎動物是生物多樣性最高的一大類
群生物，充斥於我們日常生活中，因此希
望可納入跨院選修課程之一，增加大家對
生物多樣性的了解，且屬於熱帶海洋微學
程的課程之一，如開放跨院選修，可方便
非海科院學生修習。 

5 

海

科

系 

二 海洋生態學概論 3 熊寶兒 25 
(50) 

課程說明：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how this 
science developed over time and learn 
to distinguish biota by their 
fun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environment. Students will know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iota and 
their environments that support their 
basic life functions and their 
abundances and distributions, as well 
as the biological and abiotic factors 
that control them. Students will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humans affect marine life and how this 
impact can be managed.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海洋生態學，透過課程
將帶領學生了解海洋環境如何影響生物
行為並形成關鍵物種與族群等，適合開放
給對海洋生態有興趣的非海科院學生選
修。 

6 

海

科

系 

二 海洋與大氣環流 2 李逸環 15 
(50) 

課程說明： 
了解全球洋流系統與大氣環流之因果關
係其影響。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介於科普與專業之間，又觸及全球
暖化之自然現象， 可提供非海洋領域科
系但對於氣候變遷因果關係有興趣之同
學選修。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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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11/2海科院新增名額 14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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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醫學院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醫

學

院 

全 醫學史(二)- 
台灣醫學史 2 劉景寬 4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從時代分期之醫療變遷及主
題探討之專論兩方面，引領學生認識
現代臺灣醫學之源起與發展脈絡、醫
療於臺灣歷史中扮演之角色及影
響，從而鑒往知來，並瞭解醫學與人
群、社會之關係和互動，奠定醫學人
文素養之基礎。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對抗疾病是人類永恆的奮鬥，醫療是
人類自古不可或缺的生存要件。對於
臺灣醫學史之認識，瞭解臺灣現代醫
學之來源、軌跡與變遷、及健保醫療
體系之形成，能增進對於社會、歷史
與醫學之瞭解，培養人文關懷與素
養，亦有助於問題意識及批判性思考
之養成。 

2 

醫

學

科

技

研

究

所 

全 基礎奈米生醫材料與
顯微影像技術 2 廖子嫻/

范秀芳 
40 
(50) 

課程說明： 
使學生充分學習如何從奈米生醫材
料開發進而到設計適合之不同遞送
系統，並結合結合顯微影像技術的介
紹，讓學生了解光譜技術應用於生物
偵測模式，落實跨領域 
整合並達學以致用之目的。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由於該課程的開設主要以講授生醫
材料的應用特性與顯微影像技術監
測的基本原理， 使學生可以在未來
銜接相關領域時更容易融入，且課程
中主要基礎理論為出發並結合現階
段最新文獻技術進行介紹，適合開放
跨院選修原因。 

111/2醫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80 
(100)  

 

455



 

跨院選修課程（人科學程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人

科

學

程 

三 公共運輸系統概論 3 黃國平 3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首先將從不同的公共運輸系統
(包括公車系統、輕軌系統、捷運系統、
副大眾運輸、共享運輸)來分進介紹各自
的基礎規劃概念、系統技術、程序架構、
實務應用；繼而，立足於公共交通行動
服務之上，來探討如何利用資通訊技術
串接不同類別的公共運輸系統。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使修習本課程的學生
能對都市公共運輸系統有基本的認識與
瞭解，並對都市公共運輸系統在世界各
先進國的發展趨勢有所掌握。 

2 

人

科

學

程 

二 創意街區發展實務與
藝術管理 3 宋世祥 20 

(50) 

課程說明： 
此次課程主要是藉由活動作為學習從事
跨文化溝通、創意實作與專案管理的實
驗平臺，進行節慶活動的個案研討、專
案策劃與製作。參與這門課的同學們除
了透過講授與閱讀文獻學習節慶活動策
畫、製作的方法， 也將透過分組實作（分
為企劃組、行銷組），學習如何呈現節
慶活動所聚焦的文化主體、進行精確傳
達與溝通、社區連結、資源動員與內容
整合。此外，學生也將學習如何評估、
管理節慶活動的成果，使節慶活動得以
永續發展。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以培養「創意街區發展人才」與「社會
策展企劃統籌人才」為目標，本課程透
過與業師劉雯婷（前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副執行長）共同合作，學習如何進行活
動企劃與統籌，並實際於學期晚間舉辦
的「鹽夏不夜埕」創意街區活動，呈現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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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人科學程提供）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限修
人數) 

課程說明與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3 

人

科

學

程 

一 數位文化與人類學 3 宋世祥 20 
(50) 

課程說明： 
本課程之目標為培養同學們能從人類學
與社會科學研究理解數位科技與工具對
於社會之影響，並且未來能運用相關知
識與能力投身於相關產業之中。本課程
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上課方
式以「演講」、「報吿」與「工作坊」
為主。除了帶領同學們掌握相關的研究
案例與理論外，也將導入「使用者經驗
研究」， 協助同學們進一步運用學期中
所習得的知識對接相關職場機會。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該課程所教授之「文化人類學」為跨領
域合作時的人文素養，來研修之同學將
能藉此獲得基礎程度的人文與社會科學
能力。 

111/2 人科學程新增名額 7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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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課程(基礎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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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礎

教

育

中

心 

全 基礎越南語(II) 2 阮氏貞 50 

課程說明： 
學習越南語及認識越南文化。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此為越南語基礎課程(II)，每週單元
將分成：以認識新詞彙、情境對話、
語法解說、短文閱讀及延伸學習等內
容進行，結合聽說讀寫練習讓學習者
對越南語的熟悉與運用。此外，依照
課程內容及進度，在課堂上也多介紹
關於越南歷史、文化、經濟、社會、
宗教、藝術、醫療、旅遊、飲食、風
俗民情等等，幫助學員進一步了解越
南國情概況。 

111/2基礎教育中心新增課程名額 50 

編
號 

單 
位 

開設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開放 
名額 課程說明與開放選修的原因 

1 

跨

院

ESP

/ 

EAP 

全 戲劇導讀（中級） 3 溫惠珍 50 

課程說明： 
-Lear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plays.
-Watch performances/productions.
-Compar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ork on a play production.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In this class we will learn to 
recognize and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qualities of drama, such 
as plot, character, setting, themes, 
and genres, and we will explore drama 
from differ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Then, we will discuss 
how theatre comes alive as 
directors, designers, actors, and 
other theatre professionals lift the 
work of the playwright off the page 
and onto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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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 實用英語發音與表達
（中級） 2 

Thomas 
Hayward 

50 

課程說明：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syllable 
str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being 
able to produce clear speech. Each 
week we will concentrate on 
different pairs of sounds in 
English, first in words and then in 
longer utterances. It is only 
through lots of practice (both 
listening and production) that 
students will have the firm ability 
to correctly produce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sounds. Attendance is 
crucial. Students are allowed 3 
absences. Each subsequent absence 
reduces the participation score 10%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Students will lear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nsonant and vowel 
sounds of English, both in 
production and in listening. They 
will better understand the syllabl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along 
with the stress and intonation of 
words and sentences. 

3 全 賞析音樂學英語 
（中級） 3 王品惠 50 

課程說明： 
透過導聆來介紹古典與流行音樂中，不
同時期的音樂類別，以及該時期特有的
音樂風格與形式。藉由不同風格的探
討，來認識曲式背後的情感表達，並藉
由感受音樂中的旋律與形式之美，配合
對於樂曲所在之年代的頗析及其文化背
景的探討，來認識音樂在歷史的進程
下，風格上與感受上的豐富性。 
透過解說與分組討論的方式，從多元視
角的理解下，引導學生走入樂曲中豐厚
的生命感動， 並藉由此一經驗，來建立
起英文語彙上的體會與應用。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藉由賞析不同時期的音樂，來探討音樂
風格背後的時代背景與樂曲形式，除了
強調樂曲感受的美感經驗之外，同時藉
由風格下的人文意涵，並觀察在時間演
進下，形式應用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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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 增進跨文化溝通技能
（中高級） 3 李香蘭 50 

課程說明： 
The course is topic-based and 
task-based which will introduce 
students to diverse cultural modules 
such as personal space, family, 
power and hierarchy, genders, 
religion, education, work customs, 
and global etiquette, etc. Barriers 
to successfu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culture 
shock and lack of awarenes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etc. will 
be examined. Range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include lectures, 
discussions, reflective journal, 
and oral presentations.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develop students’ soft skills of 
critical thinking, empathy and 
creativity and equip them with 
knowledge of diverse cultures aimed 
to develop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lexibility, skills,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glob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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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

院

ESP

/ 
EAP 

全 運輸交通工具英文
(中高級) 3 莊家雄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English in 

the airport, including English for 

"Departure," "Arrival," "Passenger 

Service," and "Shopping & Dining" as 

the four main themes of the lecture. 

Other services for public transport 

will be covered in each theme 

separately, such as undergrounds, 

trains, coaches, and buses. 

Task-based teaching will be adopted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students 

learn essential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be expected 

to speak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and 

develop their global mobility when 

getting engaged in in-class 

conversation practices.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This course highlights the 

acquisition of essential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for transport,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ublic transport, 

which is intended to enhance 

students’ glob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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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 英文閱讀與寫作(中
高級) 3 陳美淑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expand their worldview, and to 
develop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exploring different issues, evaluating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making 
reasonable judgments. The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acquire read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including guessing the 
meanings of words using context clues 
or their knowledge of word structures, 
recognizing sentence structure, and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s and 
supporting details of a text. Students 
will explore different topics, learn 
related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 raised in the reading 
materials.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high-intermediate or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3 全 透過電影學英文(中
高級) 3 溫惠珍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is to explore the work of 
contemporary film artists whose 
performances and idea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way in which we view and do 
film in the new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the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work on 
specific film directors (or works) for 
in-depth investigation through 
research, presentations, writing, and 
practical experimentation.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1.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ilmic practices and styles.
2. Discover how meaning is
differently encoded and presented in
cinematic images and performances.
3. Research and writing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course work, along
with class presentation and fieldwork.
4. Screening is included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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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 文化藝術賞析與英語
溝通(高級) 3 賴以芃 50 

課程說明: 
1.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2. Introducing critical writing skills
3. Thinking/writing critically on arts
and culture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omfortable 
platform to approach arts and culture 
critically and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language of cultural critique. The 
course will take the form of in-class 
discussions and workshops, potentially 
involving visits to local museums or 
theatre performances, with topical 
workshops to follow up. Toward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ritical language involved in the area 
of cultural critique.

5 全 演說與辯論(高級) 3 溫惠珍 50 

課程說明: 

-Replace students’ anxiety in public
presentation with confidence.
-Understand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 in 
public speaking.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in making
different types of presentations,
including informative, persuasive,
other special occasions and debate.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different 
types of presentation skill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content will be focusing on 
informative and persuasive speeches, 
impromptu speech, debate and other 
presentations for special occasions. 
In order to learn by doing, each 
student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public 
presentations in class. After each 
speech presentatio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give feedback in 
addition to the instructor’s comments, 
from which they will 
benefit to become better speaker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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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 影視英文(高級) 3 歐淑珍 50 

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aims to promot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listening and 
writing, through selected films and TV 
sitcom series appreciation. Films and 
TV series are great fun and are 
featured by authentic spoken English 
in daily life. Containing abundant 
situation-based issues and linguistic 
elements (e.g., vocabulary, idiomatic 
and phrasal expressions) and even 
various pronunciation features of 
connected speech, films and TV series 
serve as ideal inputs for students to 
learn authentic English in wider 
contexts. With the inputs, students will 
be engaged in various pronunciation 
and writing activities extensively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ve skills.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engaged in: 
1. Learning English idiomatic and
phrasal expressions
2. Short essay writing, including
essay organization (i.e., ideas and
supports), vocabulary usage, grammar 
practices and mechanics 
3. Refining pronunciation such as
sound linking, thought groups, stress
and intonation.
適合開放跨院選修原因：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of our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evelop 
competent English skills, and the need 
for EAP and ESP traini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gard to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 knowledge for 
practical uses of English, approaching 
materials of authentic English is 
indispensable. 
Extracting practical authentic English 
language from films and TV series as 
sources of meaningful English 
produc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promote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selected 
films and TV 
sitcoms appreciation and to further 
excit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autonomous learning.benefit to 
become better speakers themselves.

111/2基礎教育中心新增課程名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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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跨院選修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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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由本中心主任及開課單位組長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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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放 
名額 是否建議開設 備註 

中文系 四 臺灣戲曲 林芷瑩 3 50 10 ■是 
□否  

中文系 二 六祖壇經 吳孟謙 3 50 15 ■是 
□否  

中文系 三 語言、儀式與戲劇 
林芷瑩 
杜佳倫 
羅景文 

3 50 20 ■是 
□否  

111/2 文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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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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放 
名額 是否建議開設 備註 

西灣 

學院 
全 演說與辯論（高級） 溫惠珍 3 50 50 ■是 

□否 跨院 EAP 

西灣 

學院 
全 影視英文 (高級) 歐淑珍 3 50 50 ■是 

□否 跨院 ESP 

111/2西灣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700 620  

 

跨院選修課程（醫學院提供） 

單位 開設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 

總名額 
跨院開放 
名額 是否建議開設 備註 

醫學院 全 
醫學史(二)- 台灣醫

學史 
劉景寬 2 50 40 ■是 

□否  

醫學院 全 
基礎奈米生醫材料與顯

微影像技術 
廖子嫻 
范秀芳 

2 50 40 ■是 
□否  

111/2 醫學院新增課程名額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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