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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 

會議名稱：文藻外語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主  席：林耀堂教務長 

當然代表：學務處陳靜珮學務長                    總務處潘存真總務長 

研究發展處林潔研發長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楊晴雲國際長 

     進修部龔萬財主任                    英語暨國際學院張瑞芳院長 

     歐亞語文學院張守慧院長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許長謨院長 

     全人教育學院蔡介裕院長         

     英語暨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林文川主任         國際事務系陳玉珍主任 

     翻譯系黃翠玲主任           國際企業管理系胡海豐主任 

     英語教學中心吳秋慧主任 

     歐亞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王秀文主任         西班牙語文系劉碧交主任 

     德國語文系朱貞品主任         日本語文系林淑丹主任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張守慧主任     歐洲研究所林震宇所長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向麗頻主任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郭大維主任 

     外語教學系黎昱希主任         傳播藝術系陳重友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周宜佳主任 

     全人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李雪甄主任        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學良主任 

     體育教學中心陳膺成主任 

教師代表： 

     翻譯系朱耀庭老師           日本語文系黃意雯老師 

     應用華語文系王季香老師        體育教學中心甘允良老師 

學生代表：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二年級曾郁琪   UF4A 黃育誠 

     XF4A 高菀蔆 

列 席 者： 

          教務處廖詩文副教務長         教務處課務組丁鈴玲組長 

          進修部教務組蕭淳方組長        教務處註冊組謝湘汝組長 

 

記  錄：李伊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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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請審議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

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3 

提案二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

課)」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4 

提案三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系新增課程「海(內)外研習」

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6 

提案四 
提請審議應華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新增課程

「對外華語教學實務培力課程」申請表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6 

提案五 
提請審議全人教育學院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新

增課程申請案，共 8 案。 
全人教育學院 P.7 

提案六 
提請審議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42 門遠距教學

課程開課案。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

教務組 
P.8 

提案七 
提請審議法文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進修部新

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0 

提案八 提請審議法文系進四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0 

提案九 
提請審議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教學中心開

設新增課程申請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1 

肆、臨時提案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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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一、會前禱。 

二、藉由校課程委員會跟大家分享一本書，書名《為博雅教育辯護》，書中對於博雅教

育或通識教育都有很好的論述。博雅教育應為務實型或理念型的，長久以來一直是

爭論的話題，然而書中提及博雅人才的培育初始即為培育務實致用的人才，這與文

藻現階段的努力目標不謀而合，所以介紹這本書給委員們參考。 

三、因應社會趨勢及技職體制的改變，校外實習必然成為未來發展的重點項目，為此學

校規劃 107 學年度日四技全面實習必修化，希望各系能即早規劃與抵免、抵修及課

程設計之相關配套措施。 

貳、 業務報告 

一、105學年度第2學期排課暨選課作業日程如下： 

  日期 作業項目 

105 年 11 月 14 日 排課注意事項說明會 

105 年 11 月 15 日 給各系（所）、中心排課 Excel 檔及注意事項 

105 年 12 月 8 日 系（所）、中心排課資料回傳 

105 年 12 月 12-16 日 
教室容量檢核、系統開課(含交叉檢核)、系上選修課資料

確認 

105 年 12 月 19-20 日 系上課程總檢核、學生帶課及分組 

105 年 12 月 21 日 初選資料公告 

105 年 12 月 22-23 日 系統限修條件交叉檢核、共同/分組/自修課時段設定 

105 年 12 月 26~2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選 

105 年 12 月 30 日至

106 年 1 月 6 日 
初選結果簽呈至各系確認開關班 

106 年 1 月 9-12 日 系統開關班、篩選、模組比對、重覆修習檢查及轉入作業 

106 年 1 月 13 日 初選結果公告 

106 年 1 月 16-1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全校網路加退選 

106 年 2 月 20-2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全校網路加退選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為配合學校開班政策，整合校內性質相似課程，擬修改本專班第六學年「進階法文

(一)」與第七學年「國際供應鏈管理」之課程名稱，課程修正前與修正後之對照表

如下：(以英文科副修法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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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 

備註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進階法文 2 學分/學年 進階法文(一) 2 學分/學年 必修課 

國際物流管理 3 學分/學期 國際供應鏈管理 3 學分/學期 「國際商管模組」課程 

二、因 104 學年度該專班學生已修畢「國際物流管理」，建請同意本修訂案適用 99 學年

度(含)之後入學學生。 

三、105 學年度開課單位為專班學生開設「進階法文」，建請同意本修訂案適用 100 學年

度(含)之後入學學生。 

四、本案業經 105 年 11 月 2 日英國語文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5.11.2)、第 2 次系務會議(105.11.8)審議通過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105.11.16)審議通過。 

五、修改後 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之「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

表如附件 1(略)。 

決議：照案通過，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之「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

分表如附件 1(pp.12-13)；科目學分表送教務會議審議（105.12.27）。 

提案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申請案。 

說明： 

一、 因應本校課程目標，業經 105 年 8 月 9 日核心小組會議討論及主管裁示，國際事

務碩士學位學程自 106 學年度起增設「東南亞研究組」，招生名額增 5 名。 

二、 本學位學程據此修改科目學分表，新增「東南亞研究組」及 6 門相關課程，擬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三、 因應本校課程目標，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自 106 學年度新增「東南亞研究選修

模組」，並新增 6 門相關課程：東南亞文化政治、東南亞與國際企業管理、東南亞

政經發展、東南亞治理與民主、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四、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5.9.20)、第 2 次事務會議(105.10.11)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105.11.16)審議通過。 

五、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暨新設課程綱要如

附件 2(略)，前後修正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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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科目學分表 

備註 修正後 修正前 

組別

名稱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組別

名稱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國際

事務

研究

選修

模組 

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一上 

國際

宏觀

視野

選修

模組 

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一上 

更 

改 

模 

組 

名 

稱 

無更動 

  全球經濟財務安全議題 一下  移至一般選修 

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 一下 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 一下 無更動 

  國際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管理 二上 移至一般選修 

  台資企業大陸經商模式 二上 
移至一般選修/

課程名稱更改 

  中國政經與社會發展 二下 
移至一般選修/

課程名稱更改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二上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二下 改為二上開課 

涉外工作策略管理理論與實

作 
二上   

由國際團隊經營

模組移至國際事

務研究模組 

 

  

國際

團隊

經營

選修

模組 

涉外團隊領導理論與實作 一上 

刪 

除 

模 

組 

課程刪除 

  
涉外危機管理個案分析與實

作 
一下 移至一般選修 

  國際會議、禮儀與交流 二上 課程刪除 

  
涉外工作策略管理理論與實

作 
二上 

移至國際事務研

究模組 

  國際行銷與市場研究 二下 移至一般選修 

  國際會議會展規劃與實作 二下 課程刪除 

 

  進階

專業

能力

選修

模組 

計畫評估 一上 

更 

改 

科 

目 

類 

別 

課程刪除 

  專案管理 一下 課程刪除 

  標案寫作與資金募集 二上 課程刪除 

一般

選修 

獨立研究 二下 獨立研究 二下 移至一般選修 

全球經濟財務安全議題 一下  從原有國際宏觀

視野選修模組移

至一般選修 
國際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管理 二上 

台資企業中國大陸經商模式 二上 從原有國際宏觀

視野選修模組移

至一般選修/更

改課程名稱 

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 二下 

涉外危機管理個案分析與實

作 
一下 

從原有國際團隊

經營選修模組移

至一般選修 國際行銷與市場研究 二下 

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 一上 
新增課程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一下 

東南

亞研

究選

修模

組 

東南亞文化政治 一上 新 

增 

模 

組 

新增課程 
東南亞與國際企業管理 一下 

東南亞政經發展 二上 

東南亞治理與民主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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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

將能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修改後新設課程綱要暨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pp.14-20) ；科目學分表送教務會議審議（105.12.27）。 

提案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系新增課程「海(內)外研習」申請案。 

說明： 

一、 配合政府推動青年透過遊學、公益旅行等各項國際參與及交流活動赴海外壯遊，藉

此體驗學習、探索認識自我、豐富人生閱歷，並培養獨立人格，本系規劃推動學生

能於課程中融入此概念，並讓學生實際赴海外體驗，使學生有完整且制度化的學習，

因此開設本課程。 

二、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5.11.8)、第 3

次系務會議(105.11.8)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5.11.16)審議通過。 

三、 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略)。 

決議：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

將能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修改後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p.21)。 

提案四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應華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課程「對外華語教學實務培力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本案業經應華系 105 年 11 月 9 日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5 年 11 月 16 日系所務

會議通過，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5 年 11 月 24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4(略)。 

決議： 

1.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

將能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 

2.修改課程目標英文版。 

3.修改後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4(p.22)。 

 

許長謨院長：此門課程為深碗課程，所以會邀請應華系各類專長師資授課，是否能期末時再
依各授課教師實際上課時數給付鐘點呢?另外，為鼓勵有志學生選修，各院系之專業學分
認定或抵免，請各院系於通過後可自行認定之。 

教務長：沒問題，若上課前已規劃各師資上課鐘點數，亦可提前知會課務組計算鐘點。 

學生代表曾郁琪：之前曾想上華語文教學的課程，然而這類課程需要較多的專業知識，才不
會在教授外國人時產生誤解，若希望全校同學皆具備此方面的能力或修習這類高階專業
選課課程，是否會給同學另一種壓力或修課的困難度呢? 

執行情況：為配合基本資料庫填報時程，請應華系於填寫雲科大前提供任課教師名單，以便
填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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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全人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課程申請案，共 8 案。 

說明： 

一、本學院各中心新增課程(日間部)申請如下表，申請書如附件 5(略)。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群組 備  註 通過會議 

1 
全球倫理與在

地行動 

吳甦樂教

育中心 
  

※1042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105.05.02) 

※1042 中心會議
(105.05.03) 

※1051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
(105.11.22) 

2 

識讀與批判：

媒體中的倫理

思辨 

通識教育

中心 

人文藝術群 

日二、四技  三、四年
級，「深化通識」必修 

原「媒體識讀與批判」
課程申請更名    

※1051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105.11.04) 

※1051 中心會議
(105.11.09) 

※1051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
(105.11.22) 

3 
美感素養與生

活實踐 
人文藝術群 

日二、四技，進二、四
技一-三年級  

「遠距課程」必修 

4 生活與環境 
自然與科學

群 

日二、四技，進二、四
技一、二年級     

「涵養通識」必修 

5 
科技產業與生

活 

自然與科學

群 

日四技 三、四年級    

「深化通識」必修 

6 
專利暨論文之

學術倫理 
 

日二、四技，進二、四
技  四年級 

「選修課程 」           

7 

運動賽事實務
與領導能力培
養 

體育教學
中心 

 
日二技三、四，四技一

~四，五專四、五年級 

※1051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105.11.07) 

※1051 中心會議
(105.11.07) 

※1051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
(105.11.22) 

8 

運動賽事服務
學習(全英文
課程) 

 

日二技三、四，四技一

~四，五專四、五年級 

學年課改開學期課，

105 學期第 1 學期開始 

決議： 

1.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將能

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修改後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5(pp.23-30)。 

2.體育教學中心所提「運動賽事服務學習課程(全英文課程)」更正為「運動賽事服務學習(全
英文課程)」，英文部份亦同步修正為 Sporting Competi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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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進修

部教務組 

案由：提請審議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42 門遠距教學課程開課案。 

說明： 

一、 42 門課程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1 英文文法與寫作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季慕華 

王寂岑 

王岫晴 

何姿瑩 

商雅君 

2 英文初階寫作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程昭勳 

劉子瑛 

3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吳碧禎 

劉依綺 

4 會計學(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曹淑琳 

5 經濟學(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6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7 商業法文與書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8 法語會話（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9 實用西班牙文(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楊雅媛 

10 韓文(一)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鄭恩英 

11 中國藝術專題與賞析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12 
西洋五十幅名畫與 

十五位畫家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13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與 

教材設計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14 中國語文運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林景蘇 

15 歷代文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陳智賢 

林雪玲 

鐘明彥 

戴俊芬 

陳文豪 

16 台灣意象-布袋戲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施忠賢 

羅宜柔 

17 字彙及文法教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外語教學系 龔萬財 

18 資訊概論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未定 

19 電腦多媒體應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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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20 全人發展(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吳甦樂教育中心 
陳立言 

李茂榮 

21 古典音樂入門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22 浪漫的時代與音樂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23 實用勞動法規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郭慧根 

24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謝忠志 

25 環境與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李維元 

26 英語聽力(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蔡佳蓉 

謝君青 

27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曹淑琳 

28 法文閱讀與寫作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徐落茲 

薛名琄 

29 法國文化與文明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王秀文 

30 實用西班牙文(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金賢真 

31 鄭子太極拳 37 式(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體育教學中心 陳麗蘋 

32 商英溝通技巧與表達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張純華 

33 英語聽力(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張宗德 

張雅婷 

34 英語聽力(三)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李佳靜 

林姿吟 

35 生產與作業管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振義 

36 法文翻譯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陳郁君 

37 德文文法與寫作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薛欣怡 

38 西班牙文(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劉碧交 

陳麗鈴 

蔡文隆 

貝羅菈 

39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孫素靜 

龔書凡 

40 日文(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蔡燕昭 

郭雅芬 

41 日語會話(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賴美麗 

42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黃思瑋 

張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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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細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1 門課至第 25 門課

程自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以來，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平均皆達 3.5 以上，本次開

課可免經系所（中心）及「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查，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可開課。 

三、第 26 門課至第 31 門課經開課單位審查後，提經 105 年 11 月 30 日「遠距教學推動

委員會」審核通過，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即

可開課。 

四、第 32 門課至第 42 門課經開課單位審查後，提經 105 年 11 月 30 日「遠距教學推動

委員會」審核為有條件通過，限期改善並擬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加開審查會議，再次

審核。覆核通過者，將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105.12.27）。 

進修部 

提案七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法文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法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新課程如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6(略)： 

序號 課程名稱 提案單位 通過會議時間 

1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法文系 

105.11.15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5.11.16 

系務會議 

105.11.24 

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法文閱讀與寫作(一) 

3 法文閱讀與寫作(二) 

決議：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

將能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修改後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6(pp.31-33)。 

 

提案八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法文系進四技科目學分表修改案。 

說明：  

一、本系進修部系訂選修學分為 18 學分，目前本系進修部選修課程皆為學年課，因此，

本系將系訂選修學分由 18 學分改為 16 學分，調整之後如下： 

    校訂必修 44 學分+系訂必修 52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 16 學分+一般選修【含本系及他
系（中心）所開之選修科目】≧128 學分。畢業總學分數為 128 學分維持不變。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11 月 15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1 月 16 日系務會議及 11 月 24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3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如附件 7(略)。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7(pp.34-35)；科目學分表送進修部部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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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教學中心開設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本中心課程規劃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 7 門課程（含日間部 2 門），業經本學期

第 2 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5.11.07）與體育教學中心會議（105.11.07）審查

通過，並經本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105.11.22）審查通過。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申請新增課程如下表，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8(略)。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備註 

有氧舞蹈(二) 

體育教學中心 進修部大一~大四年級 

體適能瑜珈(一) 

體適能瑜珈(二) 

籃球(一) 

籃球(二) 

決議：新課申請的課程目標，請刪除「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或「透過本課程學生

將能夠」，直接列點說明即可；修改後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8(pp.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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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 99 學年度入學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全

英

語

授

課

使

用

原

文

書

非全英

語授課

，但使

用原文

書

公民核心能力(二)：倫理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三)：科學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四)：媒體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五)：美學素養 2 2 2 2

體育(六) 0 4 0 2 0 2

寫作實務 4 4 2 2 2 2

專業英語演說 4 4 2 2 2 2

專業翻譯實作 2 2 2 2

語言與文化 2 2 2 2

專業英文寫作 2 2 2 2

跨文化溝通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一） 4 4 2 2 2 2

進階法文（一） 4 4 2 2 2 2

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2 2 2 2

中法口譯 2 2 2 2

9 9

8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2 2 2 2 ◎

華語文教學導論 2 2 2 2

華語正音與教學 2 2 2 2

華語語音學 2 2 2 2

華人社會與文化 2 2 2 2

華語詞彙學 2 2 2 2

華語文教材教法 2 2 2 2

華語語法學 2 2 2 2

文字學＊ 2 2 2 2

第二語言習得 2 2 2 2

合計 20 20

字彙及文法教學 3 3 3 3 ◎ ◎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2 2 2 2 ◎ ◎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3 3 3 3 ◎ ◎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3 3 3 3 ◎ ◎

電腦輔助外語教學 3 3 3 3 ◎ ◎

外語教材設計 3 3 3 3 ◎ ◎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3 3 3 3 ◎ ◎

合計 20 20 ◎ ◎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3 3 3 ◎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 ◎

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

財務管理 3 3 3 3 ◎

企業經營模擬 3 3 3 3 ◎

國際物流管理 3 3 3 3 ◎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

合計 21 21

視覺傳達設計 3 3 3 3

網路行銷 2 2 2 2

進階廣告製作 3 3 3 3

當代傳播問題 2 2 2 2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3 3 3 3

網站設計與建置 3 3 3 3

活動企劃與整合行銷 2 2 2 2

媒體經營與管理 2 2 2 2

合計 20 20

插畫設計 2 2 2 2

數位內容企劃 3 3 3 3

專案管理導論 3 3 3 3

網頁設計與管理 3 3 3 3

數位影片製作 3 3 3 3

專案管理實務 3 3 3 3

動畫分鏡劇本設計 3 3 3 3

合計 20 20

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案企劃 3 3 3 3

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

導覽解說技巧演練 3 3 3 3 ◎ ◎

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練 3 3 3 3 ◎ ◎

國際會議實務演練 3 3 3 3 ◎ ◎

口譯技巧演練 2 2 2 2

模擬會議 3 3 3 3 ◎ ◎

進階逐步口譯 2 2 2 2 ◎

合計 21 21

第六學年

領域 科目名稱

總

學

分

數

第

六

年

至

七

年

(

專

業

成

長

階

段

)

7

3

學

分

 

必

修

專

業

模

組

選

修

2

0

學

分
（

從

六

個

模

組

中

，

擇

一

模

組

及

其

中

一

個

領

域

修

習
）

外

語

教

學

翻

譯

與

國

際

會

展

模

組

外

語

文

教

模

組

華

語

教

學

數

位

傳

播

模

組

數

位

內

容

模

組

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

第二外語

業界實習

人文通識

體育

中文

英語

99學年度入學適用

105年12月6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Ｏ月Ｏ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英文科副修法文

台技(三)字第0990144903號文核准

備註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七學年

階段

4、5年級已修過「外語文教」模組中「第二外語習得」者，可免修本模組

「第二語言習得」，並須至應用華語文系補修下列任一科目。

補修科目：漢字教學、漢語音韻學、多媒體與華語教學、華語文教材編寫、

教育心理學、華語修辭學、語義學、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國

際

商

管

模

組

1.畢業學分73學分=共同必修12學分+主修必修12學分+副修必修12學分+業界實習9學分+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8

學分+專業選修20學分(需於同一模組或學分學程選修至少15學分。學生於單一模組或學分學程修習滿20學分者

，始得發予模組證書)。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六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

一、五專部

1、畢業學分230學分=部訂一般科目56學分+校訂一般科目34學分+主修必修50學分+副修必修58學分+業界實習6學分+專業選修6學分+模組課程20學分。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

二、二技部

 

提案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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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 100 學年度入學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全

英

語

授

課

使

用

原

文

書

非全英

語授課

，但使

用原文

書

公民核心能力(二)：倫理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三)：科學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四)：媒體素養 2 2 2 2

公民核心能力(五)：美學素養 2 2 2 2

體育(六) 0 4 0 2 0 2

寫作實務 4 4 2 2 2 2

專業英語演說 4 4 2 2 2 2

專業翻譯實作 2 2 2 2

語言與文化 2 2 2 2

專業英文寫作 2 2 2 2

跨文化溝通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一） 4 4 2 2 2 2

進階法文 4 4 2 2 2 2

法國與歐盟 2 2 2 2

中法口譯 2 2 2 2

9 9

8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2 2 2 2 ◎

華語文教學導論 2 2 2 2

華語正音與教學 2 2 2 2

華語語音學 2 2 2 2

華人社會與文化 2 2 2 2

華語詞彙學 2 2 2 2

華語文教材教法 2 2 2 2

華語語法學 2 2 2 2

文字學＊ 2 2 2 2

第二語言習得 2 2 2 2

合計 20 20

字彙及文法教學 3 3 3 3 ◎ ◎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2 2 2 2 ◎ ◎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3 3 3 3 ◎ ◎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3 3 3 3 ◎ ◎

電腦輔助外語教學 3 3 3 3 ◎ ◎

外語教材設計 3 3 3 3 ◎ ◎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3 3 3 3 ◎ ◎

合計 20 20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3 3 3 ◎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 ◎

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

財務管理 3 3 3 3 ◎

企業經營模擬 3 3 3 3 ◎

國際物流管理 3 3 3 3 ◎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

視覺傳達設計 3 3 3 3

網路行銷 2 2 2 2

進階廣告製作 3 3 3 3

當代傳播問題 2 2 2 2

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3 3 3 3

網站設計與建置 3 3 3 3

活動企劃與整合行銷 2 2 2 2

媒體經營與管理 2 2 2 2

合計 20 20

插畫設計 2 2 2 2

數位內容企劃 3 3 3 3

專案管理導論 3 3 3 3

網頁設計與管理 3 3 3 3

數位影片製作 3 3 3 3

專案管理實務 3 3 3 3

動畫分鏡劇本設計 3 3 3 3

合計 20 20

電腦輔助翻譯 3 3 3 3

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

導覽解說技巧演練 3 3 3 3 ◎ ◎

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練 3 3 3 3 ◎ ◎

國際會議實務演練 3 3 3 3 ◎ ◎

口譯技巧演練 2 2 2 2

模擬會議 3 3 3 3 ◎ ◎

進階逐步口譯 2 2 2 2 ◎

合計 21 21

第六學年

領域 科目名稱

總

學

分

數

專

業

模

組

選

修

2

0

學

分
（

從

六

個

模

組

中

，

擇

一

模

組

及

其

中

一

個

領

域

修

習
）

外

語

教

學

翻

譯

與

國

際

會

展

模

組

第

六

年

至

七

年

(

專

業

成

長

階

段

)

7

3

學

分

外

語

文

教

模

組

華

語

教

學

數

位

傳

播

模

組

數

位

內

容

模

組

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

第二外語

業界實習

人文通識

體育

中文

英語

 

必

修

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英文科副修法文

備註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七學年

階段

100學年度以後(含)入學適用

105年12月6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Ｏ月Ｏ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台技(三)字第1010138095號文核准

4、5年級已修過「外語文教」模組中「第二外語習得」者，可免修本模組

補修科目：漢字教學、漢語音韻學、多媒體與華語教學、華語文教材編寫、

國

際

商

管

模

組

1、畢業學分73學分=共同必修12學分+主修必修12學分+副修必修12學分+業界實習9學分+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

8學分+模組課程20學分。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六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

一、五專部

1、畢業學分230學分=部訂一般科目56學分+校訂一般科目34學分+主修必修50學分+副修必修58學分+業界實習6學分+專業選修6學分+模組課程20學分。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

二、二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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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06 學年度入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國際事務研究方法 3 3 3 3

全球發展歷史、理論與實務 3 3 3 3

國際政治經濟哲學、理論與議題 3 3 3 3

跨文化溝通與談判 3 3 3 3

論文/產學合作研究案技術報告 6 6 6 6

合計 18 18 6 6 6 6 0 0 6 6

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3 3 3 3

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 3 3 3 3

涉外工作策略管理理論與實作 3 3 3 3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3 3 3 3

合計
12 12 3 3 3 3 6 6 0 0

東南亞文化政治 3 3 3 3

東南亞與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東南亞政經發展 3 3 3 3

東南亞治理與民主 3 3 3 3

合計
12 12 3 3 3 3 6 6 0 0

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 3 3 3 3

涉外危機管理個案分析與實作 3 3 3 3

全球經濟財務安全議題 3 3 3 3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3 3 3 3

台資企業中國大陸經商模式 3 3 3 3

國際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管理 3 3 3 3

獨立研究 3 3 3 3

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 3 3 3 3

國際行銷與市場研究 3 3 3 3

合計
27 27 3 3 9 9 6 6 9 9

1.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為42=18(必)+24(選)。

國

際

事

務

研

究

選

修

模

組

第一學年

東

南

亞

研

究

選

修

模

組

2.選修學分：24選修學分中，國際事務組學生必須選讀國際事務研究選修模組9學分；東南亞研究組學生必須選讀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9學分。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第二學年

一

般

選

修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5.12.6校課委會議通過

105.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提案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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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文化政治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ultural Politics in Southesat Asi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上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介紹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政治。在此高度異質及多元的地區,

文化始終是各種社會關係鬥爭而來的,是透過宰制及臣服的權力結構中

呈現出來。課程將藉著具體的文化戰爭說明歷史的再現、種族的民族主

義,以及藝術的政治。 
The course introduces cultural-political struggle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is 

region, culture is seen as a site of struggles.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struggles 

through social relations, power structure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The course shows different examples of culture wars that give us a clear 

sense of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raci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of ar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瞭解並分析東南亞各地的文化政治議題。 

2.能從理論及實務面向認識東南亞文化研究的發展、文化的政治經濟學  

與文化變遷、文化生產權力的抵抗、以及如族群、種族、性別和女性  主

義等身份/認同的議題,如何在不同地方發展。  

1.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various agendas of cultural politic.  

2.To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changes, resistan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ower, and other agendas regarding identity politic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1 具備對國際事務研究方法的理解與運用的能力  

1-1-4 具備對跨文化溝通與談判的理解與運用的能力 

2-1-3 具備宏觀理解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3.文化研究  

7.區域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8.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22.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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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與國際企業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uth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下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討論國際企業策略，尤其是以東南亞為例。本課程將給予學生一個在國際

市場上如何制定策略的架構。國際企業領導者必須了解國際市場、知道可以運用哪些

工具分析市場、以及了解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如何競爭。本課程內容也包含廠商

國際化時的進入模式，如進出口、與供應商或配銷商訂立契約、策略聯盟、國際夥伴

的挑選與海外直接投資等議題。課程中會加入許多企業個案，幫助學生了解多國企業

管理與策略相關知識如何應用在實務中。 

The course considers the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  

It equips students with a framework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that will help them win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 know the 

tools to evaluate the market, and comprehend how global competition is quickly changing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 course covers alternative modes of market entry, including 

import and export, contracting with suppliers and distributors,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ase studies are used throughout to 

illustrat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學習到許多關於東南亞國家之國際企業管理的重要知識。 

2. 了解多國企業管理與策略相關知識。 

3. 提升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分析技巧。 

4. 提升寫作與口語溝通能力。 
1. To understand many essential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 To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3. To enhance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critical analysis techniques. 

4. To further develop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配對之能力指標 2-1-1  具備宏觀理解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8.國際經濟產業理解與實務之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6.國際研究 

9.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5.策略、規劃能力 

21.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25.國際企業管理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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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政經發展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上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研討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與其特色，並探討東南亞國協的成立、運

作特色與挑戰，以及台灣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東南亞總共有十二個國家，每個

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程度均有所不同，也各有其差異；目前由東南亞十個國家組成的東南

亞國協，其運作模式與其他區域性政府組織亦有所不同，都是本課程將探討的議題。此外，

由於台灣二度推動的南向政策，必須建立在對東南亞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正確理解，以及

對該區域議題與區域組織的確切掌握，方能有成，因此，本課程也將涵蓋此議題的研討。 

This course aims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Discussing topics will 

cove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each sovereign state in ASEAN, the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ASEAN,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aiwan’s Southbound policy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re are 12 sovereign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but each individual state’s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quite different. The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ASEAN are also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reg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auses, reasons and effects of 

differenc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cours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Southbound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ence, the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from this region will also be covered in this cours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探索東南亞各國與區域政治經濟的學理。 

2. 運用學理探索東南亞各國與區域政治經濟的議題。 

3. 進行東南亞各國與區域政治經濟之研究。 

1. To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theories for explor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To apply the academic theories to explor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ssues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 To conduct research paper o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2 具備運用英文吸收國際事務新知識之能力 

2-2-4 具備宏觀理解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7.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涉外實務 

8.國際經濟產業理解與實務之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7.區域研究 

8.政治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1.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6.國際觀 

22.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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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治理與民主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Southeast Asi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上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帶領研究生一起探討東南亞各國的民主化發展歷程與治理所面對

的多重挑戰。治理(governance)在此堂課將不侷限於政府的治理，而是更廣義的

研究私部門、民間單位或國際組織如何和東南亞的公部門合作一起解決複雜的

社會問題、制定公共政策及分配資源。 

This course will lead graduate students to explor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faced in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discussed in this course wi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ruling of 

government but expand to examine how private sect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llaboratively solve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influence public policy making and distribute resourc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啟發對東南亞治理研究課題的興趣。 

2. 更有系統性的理解民主治理相關理論。 

3. 將民主治理理論應用於東南亞區域研究。 

1. To deepen their interest in governance of Southeast Asia. 

2.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related theories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3. To apply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ories on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1 具備能以研究邏輯產出國際事務相關議題論文或技術報告的能力 

1-2-2 具備運用英文吸收國際事務新知識之能力 

1-2-3 具備獨立研究所需相關研究方法之基本認知與將研究問題整理成

為一份可行研究計畫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英語讀寫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7.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涉外實務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8.區域研究 

7.政治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1.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5.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16.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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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上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檢視當代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尤其是東南亞國協會員國之間的關係。課

程內容討論各國的國內政治背景、決策模式、歷史因素對於主要的跨國與國內衝突之影

響。以此深入理解主要的區域安全議題以及東南亞國家所共同面對的政治經濟發展挑戰。 

This course examines key aspects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primary focu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cours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domestic political contexts in which 

Southeast Asian decision-makers operate,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to the region's major intrastat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nd the key security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fecting the 

region and individual stat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理解東南亞各國的主要國家利益與國防政策。 

2.討論各國歷史與政治背景對其外交關係之影響。 

3.以全世界的國際關係架構來分析東南亞各國的角色。 

4.評估未來東南亞國家之間與對外的政策變化。 

1. To understand the majo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defense policy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o ASEAN foreign policy. 

3. To analyze the ASEAN role in the gran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 

4. To assess the policy change among ASEAN countries and other major   powers 

in the futur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3  具備對國際政治經濟哲學、理論與議題的整合理解的能力 

2-1-3  具備宏觀理解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英語讀寫能力 

4.英語聽說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4.外交 

6.國際研究 

7.區域研究 

8.政治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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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下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引介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概況，並且藉由文獻與時勢探討其當前發展。

重點聚焦在以下主題： 

1. 東南亞華人的遷徙史、分布與社群屬性； 

2. 政治、商業、社會、文化界具代表性的東南亞聞人與企業組織； 

3. 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活動； 

4. 東南亞華人的政治參與； 

5. 東南亞華人的歲時習俗、宗教與文化活動。 

This course introduces sinophone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Southeast Asia. It brings into 

discussion of existing scholarly work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se societi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he migration histories,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ophon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2.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eaders in sinophone communities and their 

stories; 

3. Economic activities of sinophon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4.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sinophon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5. Calendr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sinophon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習得整合理論與實務現象的方法。 

2. 掌握分析社會史與族群文化的技巧。 

3. 增進跨文化溝通與談判的知能。 

1. To practice the ways of integrating theories in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situations. 

2. To gain skills of examining social histories and ethnic cultures. 

3. To enhance knowledge and strateg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2 具備對對全球發展歷史、理論與實務的整合理解的能力 

1-1-4 具備對跨文化溝通與談判的理解與運用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 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 國際事務領域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9. 國際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之理解、規劃與運作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3. 文化研究 

7. 區域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6. 國際觀 

22.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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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海(內)外研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verseas Studi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三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透過實際參訪海內外國際事務產業相關公私營機構，進行政治、經濟、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研習，使學生吸收他國成功經驗和拓展國際觀，並將研習

經驗融入未來研究及寫作內容。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s after visiting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at home or abroad. Through conducting political, 

economic, 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engagement with aforementioned sectors, 

students acquire experiences and broaden their global perspectives. It can also 

enable students to incorporate experiences into their future research and graduation 

projec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了解國外政治、經濟、文化等事務之發展趨勢；  

2.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及地區處理國際事務的態度及作為； 

3.增進專業知識及外語能力； 

4.驗證所學專業理論之實際成效； 

5.拓展國際觀及增強對其他文化之了解，進而激發多元創意思考。 

1. To understand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ffairs;  

2. To compare Taiwan's attitudes and actions in handl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3.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mprove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4. To verificate the actual result of learning from the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studies; 

5. To expand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to stimulate creative and multiple thinking.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3-2  具備運用英文吸收國際事務新知識之能力 

5-3-2  具備比較、分析、組織與論述不同國家的組織文化型態及文化機

構運作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 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 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6 國際研究 

7 區域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5 策略、規劃能力 

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提案三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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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對外華語教學實務培力課程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對外華語教學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 小時(每週)/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透過系統及結構的培力課程，有效、立時使學生能夠因應本校人才培育及

順應國際化趨勢及潮流，學習對外華語教學(TCSL)之重要實務，為培育未來師資或從

事志工服務或語文實習奠定基礎，提升語文教學與傳播技能，增強專業優勢。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ffectiv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ed 

curriculum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learn from the important practic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to foster future instructors and volunteers in the light of their ow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rough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language practices and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o volunteering service or internships in foreign countri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瞭解華語文教學的範圍及重要認知與技能。 

2. 認識華語文的語言結構及其社會運用，提升學生對於語言能力的掌握。 

3. 培養學生對外華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的認識，為未來師資或從事語言志工服務與實習

做準備。 

4. 習得華人社會及其文化，奠定基未來與國際交流之基礎。 

5. 運用所學進行各重要面向的實務操作。 

1.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aspects, cognition and scope. 

2. To acquire the important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language. 

3. To apply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teaching skills. 

4. To appreciate the diverse respects and a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5.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to do practical oper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2-1 能理解華語教學理論 

2-2-2 能理解華語語言專門學科基礎知識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B.語言教學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B-5 課程設計及課程規劃能力 

B-6 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B-8.語言教學產業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C-1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D-1 中文寫作能力 

D-5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提案四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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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全球倫理與在地行動」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英文課程名稱 GLOBAL ETHICS AND LOCAL ACTION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四技三、四 

二技三、四 

五專五 

必修/選修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基督信仰對於尊重生命的精神為開設理念，結合『全球倫理』與『行動關懷』兩

項培育目標。課程設計分三部分進行： 

1. 首先，藉由教會訓導的倫理幅度，討論並關懷各項全球問題（如氣候暖    化、水資源

保護、糧食危機、恐怖攻擊、難民、移工、各類歧視問題…）之起因與歷史沿革。 

2. 審視個人日常生活，共同討論並擬定具可行性之生活方案，能具體實踐人道關懷或服務

人類之理念。 

3. 藉由認識 NGO、NPO 或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之發展經驗，鼓勵學習者尋求各種

可能的社會資源與管道，將行動方案親身實踐之。 

課程之評量，以學習者對於全球問題之分析與認識程度，以及所擬行動方案的創意與實踐

能力作為標準。 

The course launched in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faith with respect life. The aim is at combining 

"global ethics" and "Care Action" two themes as our teaching objective. The cours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First, it based on the social ethic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to discuss the origin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ome pressing global problems (such as global warming, water conservation, 

the insufficiency of provisions, terrorist attacks, refugees, gender discrimination ...)  

2.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review our daily life, a feasibility strategy will be formulated,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SERVIAN” or humanistic concerns. 

3. With NGO, NPO or social enterprise orientatio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seek all possible 

resources, to attempt on the hands-action programs. 

The capability in analyzing global problems, the degree of social awareness, the creativity of 

proposed a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s are criteria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students 

after they have taken this cours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深化對全球問題的認識與瞭解 

2.培育解決問題之策略擬定 

3.發展關懷行動的實踐能力。 

4.培育敬天愛人之積極人生觀。 

1. To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issues and more humanistic concerns. 

2. To cultivate the capacity of problem-solving. 

3. To enrich the practice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actions. 

4. To nourish the attitude of respecting the Divine and loving the peopl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0-4 解決問題能力 2-0-7 創新思維能力 

3-0-3 生命關懷能力 6-0-8 人際溝通能力 

7-0-4 團隊合作能力 8-0-5 社會關懷能力 

8-0-6 國際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4.創新能力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3.溝通、協調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30.環境關懷能力 

提案五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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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識讀與批判：媒體中的

倫理思辨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公民核心能力(四)：媒體

素養(深化通識) 

英文課程名稱 Ethical speculation and Criticism on Media Literar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介紹大眾傳播媒體的基本概念與特質，並強調媒體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主要內容涵

括：媒體/傳播與社會、媒體產製與訊息、媒體再現與解讀、另類傳播與媒體改造運動。同

時，本課程亦重視媒體識讀的實作，經由閱讀、討論、團體作業，以及其他活動，學生能

夠習得建構與解構媒介訊息的相關知識。期待學習者在行動上能夠真正落實媒體識讀知

能，同時養成獨立思考與媒體批判，甚至傳播思想的能力，瞭解日常生活中的傳媒角色，

並協助閱聽人評估媒體與文化、社會、個人的關係，解讀媒體對個人意念、選擇和決策的

影響。 

This course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media, and 

to emphasize relations of mass media with our daily life. Course contents include: mass media 

and society; mass media manufacturing and source of news; the reading of mass media, the 

unconventional broadcasting and reform in mass media. 

This course emphasizes on transmitting the skills and methods in reading the media. Through 

reading, discussion and group project and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students could acquire related 

skills and methods in reading the media,  nurturing their capacity in independent thinking, 

transmitting of idea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played by media in daily life  and evaluating 

mass 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individual, society and culture. Also students might through 

reading the media, they are able to feel the impact on mass media vis-à-vis their individual 

concept and personal choic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能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與表達溝通技巧 

2. 能認識傳播媒體產業的本質，及其產製、行銷邏輯 

3. 能了解媒體的表徵系統（媒體語言與成規） 

4. 能釐清科技與媒體發展的聯動關係 

5. 能通過媒體介面以參與社區行動 

1. To nurtur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he skill of communication. 

2.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n the basic nature of mass media, its manufacturing and the logic 

of marketing. 

3.  To understand the media language and rules. 

4.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ass media. 

5.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ass media.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3 反思能力     5-3-1 邏輯思辨能力 

5-3-2 批判思考能力 5-3-3 媒體識讀能力 

6-3-1 傾聽的能力   6-3-2 人際溝通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學習意願 

4. 創新能力 

10. 敬業負責的態度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 職業倫理及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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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美感素養與生活實踐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人文藝術群 

英文課程名稱 Aesthetic literacy and practi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美感素養非但適用於藝術賞析，更應運用於日常生活。課程以「和諧」、「適度」、「真誠」等規準為主，

傳遞概念。 

*課程主要目的在於藉著音樂、藝術欣賞使學生擴展視野、抒發情感，進而增進美感素養。 

*喚起學生對生活與自身的覺察，培養感受力與自省能力，建立審美觀，形塑正確的公民意識與涵養。 

*課程內容涵蓋不同時期之風格，藉由認識音樂、藝術等作品與創作背景，了解時代風格與生活之關係。  

*藉由認識音樂、藝術治療基本概念，引導 DIY 實踐。 

 Aesthetic literacy applies to art appreciation, should be used in daily life as well. Harmony, 

appropriate measure, genuineness are emphasized.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panding students’ horizons, enhancing feeling 

expression, accumulating aesthetic literacy. 

 Arouse students' self – awareness and toward life. Cultivating Sensibility and introspection ability. 

Establishing aesthetics literacy and point of view.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yle and life through music and arts works’ 

appreciation. 

 Conduct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l and art therapy,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using music to 

prevente stres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認知： 

 能分辨音樂、藝術基本元素、形式、發展源流與當代社會文化的關係。 

 能藉由常態性的音樂、藝術欣賞，建立並培養欣賞與參與相關活動的習慣。 

技能： 

 建立概念，擴展個人欣賞能力的深度與寬度。 

 能經由導引，建立欣賞音樂、藝術作品之能力。 

態度： 

 調整對[美感]表面詮釋的差異，進而接納不同的欣賞觀點。 

 藉由音樂、藝術作品欣賞，轉化為內在對美的感受，充實人文素養。 

 塑化良好自我管理習慣，運用[防範於未然]的觀念，引導 DIY 實踐，關照個人身心靈。 

Cognition 

 to distinguish the basic elements of music and art, the form, the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to establish and foster appreciation of music and art to establish the habit of participating in music 

activities. 

Skill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extend the depth and width on personal appreciation capabilities. 

 to build up the capability of appreciating music and art. 

Attitude 

 to adju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esthetic], admit different views of appreciation. 

 to transfer the experience of music and art appreciation into the inner sense of beauty, enrich 

humanity accomplishment. 

 to use the concept of preventive measure in caring mind, body and soul.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自主學習能力   1-0-3 反思能力 

2-0-2 情緒管理能力   4-0-1 美的鑑賞能力 

4-0-4 生命的感受能力 6-0-3 自我表達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穩定性   2.抗壓性 

3.學習意願 7.獨立思考的能力 

21.美感能力 26.藝術鑑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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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生活與環境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自然與科學群 

(涵養通識)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Life and Environ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二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主要探討人類日常的選擇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首先以人的選擇為中心探討人類日常的選擇行為為何會形成環境問題。 

其次以實例解說人類日常的選擇行為衝擊環境的過程。 

最後探討環境問題及討論其解決辦法。 

This course explores the interation between the human daily choice being and  the earth 

environment mainly. 

First, it introduces human daily choice being how to make itself to environment’s problem. 

Secondly,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ing for human daily choice being how to impact the 

environment. 

Finally, it studies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discuss the solutions  of the problem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了解人類日常生活的選擇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2.了解日常生活中各項物品的生產過程如何衝擊環境。 

3.藉由觀察、連結與敘事三力訓練的形式，強化學生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行為結

果與環境的關聯。 

4.具備基本環境關懷與素養，能與人討論目前全球各國最重視的環境議題。 

1.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daily choice being and 

environment. 

2.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o inspe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rtifact, how to impact the environment. 

3.By Observation, Link, Narrative three kinds training. To enfor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he 

link between self choice and environment. 

4.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be able to debate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ch is an ability that world citizens should hav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自主學習能力 2-0-1 問題解決能力 

3-0-3 環境保護能力 5-0-2 批判思考能力 

5-0-3 媒體識讀能力 6-0-3 自我表達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20.觀察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6.表達能力 

7.獨立思考的能力 

29.環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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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科技產業與生活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深化通識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lif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三、四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藉由本課程講授，讓學生能深入淺出了解整個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連

結。課程主要涵蓋三大產業：光電及半導體業、資通產業與綠能產業。 

藉由基礎原理的講授，並簡介各類產業發展進程與概況，以及未來台灣產業發展的預測和

產業供應鏈分析，使學生對生活中接觸到的科技產品能深入理解，讓學生畢業後能夠多一

項就業技能與選擇。 

This course aims to give student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daily lif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will be covered in the 

class: opto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nd green 

energy industrie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each 

different industries, combining the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supply chain analysis,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deeper for the technology products in their daily life.  This will provide 

students a special work skill and wider job opportunity after gradua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讓學生能夠對台灣科技產業有基礎的認識。 

2. 讓學生能夠了解到身邊所用的科技產品對生活的影響，並熟悉科技英文。 

3. 藉由了解科學基礎原理及台灣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可以讓學生畢業後能夠多一

項就業技能與選擇。 

1. To acknowledge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2.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technical products on their daily life and learn the technical 

English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3. By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 the modern trend and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ive students a special working skill and wider job opportunity 

after graduation.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4 生涯規劃能力 

2-3-1 問題解決能力 

2-3-4 創新思維能力 

5-3-1 邏輯思辨能力 

5-3-4 跨領域整合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學習意願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6. 職涯規劃能力 

19. 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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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利暨論文之學術倫理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atent and Papers base on Academic Ethic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時數 

2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2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培養初踏入研究領域之大專學生了解專利與論文之學術倫理重要性，強調在學

習者的學習歷程資料與分析學習成效來提供學術倫理訓練，其內容含括專利學術論理的規

範、學術倫理的基本態度、各國學術倫理規範之研究、以及其他講座活動，學生能夠透過

課程習得學術倫理思維、普世價值、法律規範等倫理知能，增進對於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

意涵與實務面之理解，期待學習者落實誠信且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curriculum is to instill the importance of patents and papers academic 

integrity to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who have just entered the field of research. It focuses on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data and analysis of learning outcomes to provide academic ethics 

training. It contains the norms of patent academic theory, the basic attitude of academic ethics, 

national academic ethics norms of research, and other lectures. Students can acquire academic 

eth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 curriculum. We hope to enhance ethical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such 

as academic integrity reasoning, universal value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Additionally, we 

wish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integrity, research ethics. We expect students to 

implement honest and responsible research behavior.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能啟發其專利思考能力及學術倫理思考能力。 

2. 能提升學術專題論文的製作能力。 

3. 能增加專利及論文學術掌控的趨勢。 

4. 能發揮專利與論文之學術倫理融合的教育特色。 

5. 能增進產官學界對學術倫理的互動。 

1. To inspire their pat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academic ethics thinking ability. 

2.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cademic monographs. 

3. To increase the trend of academic control of patent and paper. 

4. To develop the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ethics of patent and paper. 

5. To promote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teraction on academic ethic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生活自律能力 

1-4-2 自主學習能力 

1-4-3 反思能力 

3-4-2 倫理判斷能力 

3-4-4 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5-4-2 批判思考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0.敬業負責的態度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職業倫理及道德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8.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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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運動賽事實務與領導能力培養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al steps for organizing sporting competition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eade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技三、四 

四技一~四 

五專四、五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學習運動賽事實務，包括如何承辦運動賽會，如何在運動賽會中規劃分

組，如何安排賽程、賽事管理及人力資源分配等，並透過實際參與運動賽會的執行，提供實

務的學習，以鼓勵本校學生未來能投入運動賽會的相關產業。並經由此課程訓練學生領導管

理之才能，以期學生在未來的工作領域中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才。 

This course aims to teach students the practical steps involved in organizing sporting competitions. 

This includes how to: put on a sporting event, organize and split teams during an event, schedule 

matches, as well as manage the competition and allocate personnel. The course uses participation in 

actual sporting events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our school’s 

students to go into sporting-related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This course also trains student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bilities in the hope of enabling them to become talented leaders in 

their future professional field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學習運動實務的相關知識，培養規劃及完成運動賽會的能力。 

2.建立多元專長與能力，增加未來職場就業機會。 

3.訓練學生領導管理之能力,培養學生成為領導人才。 

1. To learn practical sports-related knowledge and cultivate abilities in planning and pulling off 

sporting competitions. 

2. To establish a variety of specialisms and abilities, while increasing future job opportunities. 

3.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raining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nd groom them to become 

future leader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1 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3 領導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3-0-7 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3.溝通、協調能力 

16.職涯規劃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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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 

（全英文課程）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porting Competition Servi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技三、四 

四技三、四 

五專四、五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強調)學習國際重要運動競賽賽制、規則及(英文)專用術語，如高爾夫球、

網球、籃球或其他台灣舉辦的國際運動競賽，了解運動競賽賽程安排、競賽流程以

及賽事管理，充實運動賽事相關知識，以外語專才背景，實際參與國際競賽服務學

習。 

This course focuses on learn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in terms of the 

rules and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 such as golf, tennis, basketball or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held in Taiwan.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arrangement, procedure, management of competition events.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to both enrich relevant knowledge of sporting competition and take 

advantage their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to engage in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sporting competi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培養運動知識與技能，了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情勢 

2.養成守法習慣，建立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1. To enrich knowledge of and skills in sports an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2. To develop the habit of obeying the rules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law as a modern 

citizen.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1 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3-0-2 肢體表現能力 

3-0-3 美感能力 

4-0-2 團隊合作能力 

5-0-3 領導能力 

5-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5-0-5 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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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定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ENCH PRONUNCIATION AND LISTENING TRAIN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主旨是幫助學生認識法文發音與理論，課程內容包括聽力練習、閱讀詩句、短文、

進行正式與非正式對話、法文歌曲教唱，並以法語學習網站、視聽資料（廣告、電影片段、

歌曲等）為輔助來進行教學。 

During the first 3 weeks of orientation, students learn the basis of French pronunciation: how to 

read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how to spell words, familiarize with the "Alphabet Phonetic 

International" or API (IPA) and with the sounds of French languag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法文發音：其中特別針對台灣學生的發音問題來練習，例如辨別有聲 b/p, s/z, d/t, 

g/k，以及母音、半母音、子音...。 

2. 掌握主要發音規則。 

3. 認識國際音標：音標閱讀練習。 

4. 認知法文正音法：重音、連音的應用。 

5. 正確地模仿法文發音韻律與音調。 

6. 達到 CECR A1-A1+的法文檢定程度。 

Learn the main difficulties of French pronunciation and writing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Be 

able to read French and to pronounce it in a correct way. 

Students will learn French pronunciation, how to read French, how to cut words into syllables to 

facilitate the vocalic sequenc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1 能夠理解簡單句子，聽懂簡易日常對話。 

1-1-3 能夠瞭解、閱讀法文短句及短文。 

2-1-1 培養相當於法文檢定 CECR A1 之語言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外語聽說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研究 

文化創意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外語聽說的能力 

 

提案七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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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文閱讀與寫作(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定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1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於加強一年級學生之造句練習，每週授課一小時,配合文法課之進度授課。課程內容包

括學生根據所學的文法架構與概念，練習以法文句型及結構範例書寫，進而自行造句並改寫句

子，表達個人意見。教學方式將多以簡單句為主的中法翻譯方式進行造句，如主詞-動詞-受詞

之組合等。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French grammar and use it correctly to write French texts; all 

the grammatical skills must be known and implemented. In class, we introduce some rules in relation 

with French text, we practice them in class, but students have to practice them at home. If they do 

their homeworks regularly, they will progres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自初學階段即能正確地運用法文書寫表達個人觀點、想法。 

2. 填寫簡易表格。 

3. 書寫短訊。 

4. 撰寫短文，如郵件及資訊提供。 

 

1. be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s, important points and styles of French writing; 

2. study the French logical way of thinking and apply it to writing; 

3. show creative thinking on specific topics; 

4. learn to write simple academic texts, including format, sources and bibliography, etc.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reach level B1 of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1 能夠理解簡單句子，聽懂簡易日常對話。 

1-1-2 學習正確發音，運用簡單的片語與句子做日常對話與自我介紹。 

1-1-3 能夠瞭解、閱讀法文短句及短文。 

2-1-1 培養相當於法文檢定 CECR A1-A1+之語言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外語聽說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各語言類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外語讀寫的能力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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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文閱讀與寫作(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定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延續及強化二年級學生的基礎法文寫作(一)，每周授課三小時。教學方式

以持續造句練習，豐富句子內容，達到書寫短文之目的。句子書寫練習為循序漸進：

先以各種補語來豐富句子內容，再以關係附屬子句為輔，最後達到複合句的書寫。

課程內容包括看圖寫作及以模仿範文寫作。同時，講解文章結構的特性，並了解段

落的組織與內容承轉的訓練。 

In this class, we will review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French, turning our attention on 

words and sentences nature and function, on technics and style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study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narrative, descriptive, argumentative…choosing those more 

useful in the daily and professional life, and according to their future need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正確地以法文書寫表達，並能豐富句子內容及規劃組織短文架構。 

2. 習得用簡單句及複合句來描述日常生活之能力。 

3. 撰寫感謝信、道歉信、邀請函及公告等。 

4. 熟悉各類時間表達法來敘述個人經驗。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write coherent texts using a rich and varied vocabulary, 

respecting the rules of grammar and syntax, in a style adapted to the type of texts they are 

writing and using the levels of language need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3 閱讀與日常生活相關之簡單文本。 

1-2-4 能夠寫出簡短訊息與書信。 

2-2-1 培養相當於法文檢定 CECR A1+之語言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外語聽說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文化創意 

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外語讀寫的能力。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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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有氧舞蹈(二)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erobic dance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進修部 

大一~大四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2 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認識有氧舞蹈、健康體能。 

2. 有氧舞蹈課程的設計模式。 

3. 藉由音樂與節奏，結合各種舞蹈動作，進而提升健康的有氧運動。 

4. 指導正確的肌力訓練及體重控制的方法。  

1.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aerobic da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2. To design an aerobic dance course. 

3. To combine music and rhythm with a variety of dance moves to improve 

physical fitness. 

4. To provide guidance on correct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and weight control 

technique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提昇健康體能。 

2. 體重控制。 

3. 享受運動歡樂。 

4. 建立規律運動習慣。 

1. To increase physical fitness. 

2. To control body weight. 

3. To enjoy doing exercise. 

4. To establish routine exercise as a habit.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5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2-0-6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穩定度 

2.抗壓性 

4.創新能力 

25 運動的基本能力 

 

提案九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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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體適能瑜珈(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Yoga for Physical Fitness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進修部 

大一~大四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2 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是以傳統瑜珈、皮拉提斯、太極為基礎，再將運動解剖、運動生理及體適能

的觀念引導於動作中，讓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動作的功能，透過意識的控制呼吸及延

伸的動作，使情緒調整及紓解緊張壓力，並在動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專注、自覺控

制平衡等心智能力，以達身體、心智的雙重提昇。搭配有氧動態高低衝擊混合課程，

以訓練心肺功能，促進血液循環。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yoga, Pilates and Taichi, this Yoga course for Physical Fitness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motional anatomy, exercise physiology and physical fitness 

into each move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each move. Moreover, 

through conscious breath stretches, students will adjust their emotions and relieve stress. 

Students will acquire the abilities to attentively and consciously control and maintain 

their balance while practicing each move and further boos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s. The course will proceed with Hi-Lo and mixed aerobic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ardio-respiratory capacity and facilitate their blood circula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建立正確的運動觀念與常識，培養專注、自覺、控制、平衡等能力。 

2. 強化柔軟度、協調性、肌力與肌耐力，改善身體線條及延緩老化。 

3. 藉由運動的參與，調劑生活舒解壓力，並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 

4. 充實個人休閒生活，強化心肺功能及維持良好的體適能。 

1. To build up students’ correct concepts and knowledge concerning sports, and further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to be attentive, conscious, self-controlled and balanced. 

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flexibility, physical coordination,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ular endurance, while further improving their body curves and delay the aging 

process. 

3. To enrich students’ lives and relieve their stress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and further facilitate the harmon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4. To enrich students’ personal leisure life, improve their cardio-respiratory capacity 

and help them maintain good physical fitnes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5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2-0-6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穩定度 

2.抗壓性 

4.創新能力 

25 運動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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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體適能瑜珈(二)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Yoga for Physical Fitness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進修部 

大一~大四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2 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藉由瑜珈體位法之身體操作，建構多元學習之腦部整合。融合瑜珈及體適能、延展

肌肉線條及柔軟度，提升身體肌力與肌耐力，同時改善肩頸僵硬，腰酸背痛增強體

力，讓身體更年輕更有活力。 

This course establishes a multi-faceted learning approach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yoga 

poses. It aims to increase muscle strength and stamina by fusing yoga with improved 

physical fitness, muscle definition, and suppleness, in addition to reducing shoulder 

stiffness and lower back pain while increasing physical strength for a younger-looking 

and more active physiqu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提升身體適應能力，促進健康人生。 

2. 增進瑜珈相關知識，建立正確觀念，培養參與運動之積極態度與知識。 

3. 增進身體活動技能，養成終身休閒運動習慣。 

4. 強化個人心理素質，培養身心健康自我覺知之知識方法。 

5. 享受瑜珈運動樂趣，增進和諧人際關係，發展良好社會行為。 

1. To increase physical fitness and promote a healthier lifestyle. 

2. To enhance yoga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s, along with developing a 

proactive mindset and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3. To promote the techniques required for physical activity and create a lifelong habit 

of engaging in leisurely exercise. 

4. To strengthen participant’s mental state while cultivating an awareness of the 

knowledge and methods used for attaining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5. To allow participants to enjoy practicing yoga, promote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5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2-0-6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穩定度 

2.抗壓性 

4.創新能力 

25 運動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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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籃球(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asketball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進修部 

大一~大四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籃球技能與團隊運動精神，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升健康體適能，促

進身心均衡發展，養成良好的規律運動習慣，建立「終身運動」的觀念。課程內容則包括籃

球運動的基本動作（運球、傳接球、投籃、防守）、小組的配合（二人傳接球、三人快攻、

擋切、傳切、區域防守、盯人防守）、籃球術語與規則的了解及籃球影片的賞析。課程內容

並將朝多元化、樂趣化以及生活化的方式來設計，期使學生喜愛籃球這項運動，進而培養籃

球運動習慣。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train students in basketball skills and team sports spirit, so tha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can elevate health and fitness, promote balanced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cultivate the habit of regular exercise, an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xercis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the basic actions in basketball (dribbling, passing and catching, 

shooting, and defense), team cooperation (two-person passing, three-man fast play, block, pass 

interception, zone defense, man defense), basketball lingoes and rules, and appreciation of 

basketball video clips. Course content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iversity, fun, and 

daily life, in hopes that students will enjoy basketball and in turn cultivate the habit in playing 

basketball as a hobb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讓學生認識籃球運動，並在籃球的技巧與體能上，有更多的提升。 

2. 使學生藉籃球運動，增進同儕之間良好的互動。 

3. 使學生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 

4. 讓學生由籃球運動的文化，培養個人良好的運動風度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1.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basketball, and elevate their technique and fitness in basketball. 

2. To promote good interaction among peers through basketball. 

3. To help students cultivate lifelong exercise habits. 

4. To cultivate good sportsmanship and team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culture of basketball."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1 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3-0-2 肢體表現能力 

3-0-3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3 領導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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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籃球(二)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asketball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進修部 

大一~大四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精進籃球基本動作，建立對籃球運動小組攻防的基本概念，學

會應用於比賽之中，並培養學生觀賞籃球比賽的興趣，以及建立規律從事籃球運動

的習慣。 

This course aims to assist students in actively engaging in basketball’s fundamental 

actions. It establishe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defense and attack in small teams so that 

students can apply the techniques learned when engaged in matches. The course also 

cultivates an interest in watching basketball games, and establishes playing basketball as 

a regular form of exercis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學會籃球運動基本動作。 

2. 能執行 3 人小組攻防戰術。 

3. 了解籃球運動的基本規則。 

4. 學會欣賞籃球運動賽事。 

1.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 actions required when playing basketball. 

2. To be able to use defensive and attacking tactics when playing in a 3-person team. 

3.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rules of basketball. 

4. To learn how to enjoy basketball gam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1 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3-0-2 肢體表現能力 

3-0-3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3 領導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