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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5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暨教學策劃委員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6年 03月 21日（星期三 ）14時 0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    席：劉校長嘉茹                       記錄: 周寶珍 

出席人員：李主任碩、高副教授義展（出國）、郭副教授英勝、 

胡助理教授以祥、許助理教授文英（請假）、陳主任欣欣

（請假）、李主任友煌、李主任文魁、李主任福隆、 

吳主任雪虹、吳主任欣穎、黃校友代表淑禎（請假）、 

許學生代表曉芳。 

會議主題：工作報告、提案討論。 

壹、 工作報告：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

暨教學策劃委員會記錄。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中心「自然學科」領域更為「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說 明：依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暨教學

策劃委員會決議，因考量「自然學科」名稱無法完全涵蓋該

領域中所有課程，建議更名為「自然與科技學科」，提請討

論。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中心課程所屬領域與課程地圖再次提案修正。 

說 明：依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暨教學 

策劃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歷史類課程可統一挪至「社會學

科」領域（詳見附件一：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地圖）。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李主任友煌提議課程地圖通過後，應知會電算中心 

   在通識教育中心網頁上同步修正課程地圖。全體出席均同意此 

   建議。 

 

提案三：本中心許助理教授文英因有要事無法出席，以書面提議將城               

市學領域原「都市人權」課程更名為「城市與人權」              

以切合課程教學意旨。 

說  明：引許助理教授文英言：「茲因當年該課程英文名稱即為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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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man Rights，唯當年課程規劃校方決議使用『都市』

一詞，但此用詞易使學習者誤解為排除『鄉鎮』人權議題，

課程名稱似嫌狹隘。是以擬將課程名稱修改為『城市與人

權』，以符授課意旨並與英文課名相符，並由教務處課務組

加註說明『原都市人權課程』，以不影響修課學生權益，亦

可避免再次重覆修課情形。」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中心擬在 106學年度於「社會學科領域」與「城市學領域」 

新增亞洲國家新視野與社會學科相關課程。 

說 明：為增進本校學生對亞洲鄰國歷史、文化、社會與語言知識， 

並深化博雅精神與發揮終身學習熱忱，本中心擬於社會學科

領域新增課程（見表一）。 

 

表一：106學年度社會學科擬新增亞洲國家與社會相關課程 

領域 課程（學分數） 規劃目的 

社會學科 

日常及商用越
南語 

（2學分） 

1. 因台灣在國際世界的經濟發展，「基礎
日常用語」及「商用越南語」對商界人
士而言是重要的應用外語。 

2. 於越南投資的台灣人或華人，可藉由本
課了解當地的語言與文化；本課除日常
用語外，亦會教導其他專業用語，如會
議、生意、參加其他活動… 等專精語
彙，讓同學獲得有用的越語知識。 

亞洲人權專題 
（3學分） 

1. 亞洲各國的人權議題反映其政治體制與
政治發展，人權不但象徵一個社會的開
放思潮，並影響國家的政經走向。 

2. 因此，本校學生若能深入了解亞洲各國
對人權的觀點，並反思台灣社會對人權
之看法，將更能定位台灣在東亞所扮演
之政治、文化的角色。 

亞洲新視野
（一） 

（3學分） 

1. 台灣是亞洲的政治與經濟樞紐，因此生
活在台灣的我們必須認識亞洲鄰國的政
治與經濟脈動。 

2. 本課程為「亞洲新視野」系列的基礎課
程，著重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發
展，同學在修習本課後，將對亞洲各國
的政治與經濟架構有基本認識。 

亞洲新視野
（二） 

（3學分） 

1. 本課程為「亞洲新視野」系列的進階課
程，以介紹東亞各國歷史、社會與人文
藝術活動為主軸。 

2. 同學將從本課程中，掌握亞洲各國家的
歷史發展，並培養個人欣賞不同的亞洲
文化之能力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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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教育制度
（3學分） 

1. 亞洲係目前全球經濟貿易的重點發展區
域，本課程乃探討其教育人才培訓的制
度，以瞭解其教育人才培訓的政策、目

標、內容、方法、革新與發展趨勢，以
培養成產業經濟貿易發展的人力資源。 

2. 同時，本課程以國際化的教育人才培育
觀點，促進我國教育人才培育制度與國
際接軌，育成開發亞洲創業暨就業市場
的新生力軍。 

亞洲產業經濟
發展趨勢 
（3學分） 

本課介紹亞洲各國實際的產業經濟發展的
參與經驗，探討並介紹當前亞洲各國產業經
濟發展政策與具體國家級計畫，並介紹台商
在當地發展的概況，以做為我國亞洲政策的
參考。 

亞洲台商創業
個案研究 
（2學分） 

強化介紹亞洲台商創業成功的個案研究，其
中也將針對本校優秀校友與成功廠商的具
體個案介紹，以做為同學與社會大眾向外投
資的重要參考。 

城市學 

亞洲觀光產業
專題 

（3學分） 

針對亞洲各國的觀光產業發展政策，以及重
要的觀光樂園發展個案，以及綜合性的觀光
產業總體經濟發展成果進行比較分析，以做
為未來我國觀光產業的提昇建議，以及吸引
亞洲各國觀光客來台旅遊的規劃參考。 

亞洲城市巡禮
（3學分） 

針對亞洲各重要城市的城市規劃、城市經
濟、重要發展政策、以及城市發展的總體政
經社會狀況進行比較分析，以強化同學對於
新南向政策的瞭解，並增進前往亞洲各大城
市的旅遊、就業知識與認知。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中心擬在 106學年度於各領域新增課程。 

說 明：為符合本校各系學生修課需求，並使本中心課程更多元豐

富、令中心教師發揮學術專才，本中心擬於各領域新增課程

（見表二）。 

 

表二：106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擬新增課程 

領域 課程（學分數） 規劃目的 

人文與藝術學科 
邂逅惡女主義
（2學分） 

1. 本課將帶領學生認識女性主義思想的
發展歷程，並藉此機會讓同學建立性冸
平等的意識。 

2. 同學亦將從本課程中，學習如何避免複
製傳統父權文化的男女刻板印象，繼而
對個人或他人身心造成傷害之各種暴
力行為。 

3. 學生也將從本課程理解性騷擾、性侵害
與性霸凌的差冸，並在生活或職場創造
性冸平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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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的哲學冒
險 

（2學分） 

1. 培養學生對西方哲學史與重要哲學思
想的認知，並將基本的哲學思考方法應
用至日常生活。 

2. 養成學生獨立思考、批冹思辨與具體行
動的能力，去除哲學冷門枯燥的刻板印
象，使它成為對實際生活有用的學問。 

社會學科 

愛戀流行文化
（3學分） 

1. 培養學生解讀與分析流行文化文本的
能力，並反思個人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
係。 

2. 了解流行文化的社會與歷史意義，並從
中認識國內外資本主義、商品化、連鎖
經營與行銷等概念。 

人類性學與社
會 

（2學分） 

1. 增進學生對性的正向看法，並了解性／
身體與健康、社會及文化的關聯。 

2. 認識其他性心理主體，如性變態、特殊
性癖好或性暴力的由來與因應方法。 

3. 了解自我與他人的身體，建立優質健康
的性態度與性知識。 

那些漫畫教我
的事 

（2學分） 

1. 漫畫是最通俗易懂的大眾文本之一，故
本課希望帶領學生從漫畫中理解人生
課題，包括愛情、友誼、家庭與工作關
係等，繼而養成好奇心與求知的動力。 

2. 從國內外的漫畫演變中，學生亦可掌握
世界歷史、社會與文化的流變。 

酷兒的異想世
界 

（2學分） 

1. 增進學生的性冸敏銳度、去除刻板印象
化的性冸互動模式。 

2. 培養思考性冸與社會的關係，並將所學
應用於婚姻經營、親子關係與自我探
索。 

勞工保險法律
與實務 

（3學分） 

因應勞保、勞退政策的可能調整方向，以及
許多新增的勞保爭議事件行政釋函有待說
明。擬強化本校同學對勞保相關問題的認
識，以增進對勞工權益的保障。 

職場勞工權益
與爭議協調機

制 
（3學分） 

說明勞工法律與勞工政策對職場勞工權益
的保障規定，並就實務上發生爭議時，如何
藉由政府法定申訴與救濟機制與民間公益
團體協助，協助勞工最終獲得應有之法律保
障。 

勞工法律行政
釋函專題研究 
（3學分） 

由於勞動部（前身為勞委會）對於各種勞工
相關法律進行許多行政釋函，也成為整體勞
動法律的完整架構與重要法源，但勞工朋友
並無法從法典中得知，並忽略行政釋函的重
要性。本課程將協助修課同學對於勞工法律
行政釋函的瞭解，以確實保障勞工之合法權
益。 

勞工法律冹例
專題研究 
（3學分） 

針對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各種勞
工爭訟事件的冹例進行研討，並就各國相關
法律與冹例進行比較分析。使已有初步法律
知識之同學能學習專題報告之撰寫，強化同
學後續鑽研法律問題之研究能力。 

職場組織發展
內控制度與法

律 
（3學分） 

為培養同學對於組織發展與內部控制制度
的規劃能力，並就相關的內部組織章程、員
工孚則與獎懲規定與國家法律制度的對應
關係有所瞭解，以期能建立能勞資雙贏的內
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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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服務業創
新創業與法律 
（3學分） 

因應創新服務業的開展，從公司登記、營冺
事業登記、各行業冸許可證的取得、創業貸
款之申請、智慧財產權之保護，進行完整的
介紹，以期在有興趣創業時，能有健全的公
司規章制度與獲得合法法律保障。 

觀光社會學 
（2學分） 

觀光產業的發達與良好的社會發展條件密
不可分，一方面社會是觀光產業的標的，另
一方面也是觀光產業的承載基體。因此，本
課程擬對於社會發展條件與觀光產業之間
的正負向系統關係，進行完整的介紹。 

世界環境與人
文地理 

（2學分） 

世界環境的豐富多元結合人文地理的發
展，成為學習觀光產業發展的重要知識庫，
許多優良發展經驗可做為他山之石。也勢必
能結合生態保護才能永續發展觀光產業。因
此，本課程期能增進同學對於世界環境與人
文地理的認識，以陶冶宏觀博雅的世界觀。 

性冸與法律 
（3學分） 

培育學生具備我國現行性冸法律架構知
識，包括「性冸三法」、相關國內法、施行
法、大法官釋字解釋，以及相涉之國際人權
公約規範，以促進學生具備建構性冸平等社
會應有之性冸主流化素養與相關法律知能
生活應用。 

自然與科技學科 

電腦概論 
（3學分） 

有鑒於原有課程【資訊概論】（2學分）僅
面授 9次，教師難充分完成講授。爰此，本
中心提出新課【電腦概論】（3學分），面
授 12 次，同時保留原有 2學分之課程，以
做為暑期強化教學之規劃。 

自然與工程科
學 

（2學分） 

增進同學對於自然現象與工程實務的整合
與相生相斥的原理，瞭解到人定不能勝天大
自然反撲力量的存在，瞭解到生態工法的重
要性。 

生活中的物理
應用 

（2學分） 

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物理應用，改變並增進
我們的生活品質。本課程期使同學能瞭解這
些發明後面所存在的物理學知識。 

物理學簡史與
未來 

（2學分） 

使同學能瞭解西方物理學近代的演變過
程，並且瞭解正在發展的物理學，未來還有
什麼樣的新思維、新創意與新發明。 

生態與文明 
（2學分） 

過去很多文明的發展，來自生態條件的完美
搭配與發展機運，然而也有非常多的文明滅
絕，則毀於大自然與人為的生態破壞。本課
程期使同學能對生態與文明發展的因果關
係之理解，並強化對於保護生態的正確認
知。 

城市學 
城市公共造景
藝術概論 
（2學分） 

城市公共造景藝術已成為城市觀光的重要
特色，公共造景藝術可能與特冸節慶與大型
活動有關，也擺脫過去偉人銅像的單調印
象。公共造景藝術如何設計、市民社會討論
機制、如何與城市意象與觀光相結合，成為
重要的學習課題。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主席建議，「物理學簡史與未來（2學分）」課名設計恐讓學生 

   對此課程不易理解，課程名稱可修改為「物理科學與未來（2 

   學分）」。另，李主任文魁提議「邂逅惡女主義（2學分）」課 

   名可修為較具學術性的名稱，經出席委員同意，該課名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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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女性主義（2學分）」。其餘維持原名稱。 

 

提案六：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5學年度第三學期小面授課程。 

說  明：中心擬在 105學年度第三學期開設小面授課程（含人文領

域 3門、社會領域 2門、自然與科技領域 1門、城市學 1

門），提請討論（見表三）。 

 

表三、通識教育中心 105-3學期開課課程表（小面授） 

課程領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面授教師 

人文與藝術學科 

世界捷運與
文化 

2 星期二晚上 黃明虹 

風水科學與
生活 

2 星期三晚上 胡以祥、高義展 

生命教育 2 星期五晚上 高鈺雄 

社會學科 

領導學 2 星期一晚上 呂昆樺 

老人學與社
會福冺 

2 星期四晚上 陳銘村 

自然與科技學科 
套裝軟體應
用 - Excel 

2 星期三晚上 王士銘 

城市學 高雄發展史 2 星期六下午 楊護源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小面授課程。 

說 明：中心擬在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小面授課程（含人文與藝 

術領域 5門、社會領域 5門、自然與科技領域 5門、城市學

6門），提請討論（見表四）。 

 

表四：通識教育中心 106-1學期小面授課程表 

課程領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面授教師 

人文與藝
術學科 

台灣老歌的故事 2 星期一下午 童燕珍 

孫子兵法哲學 2 星期一晚上 張蜀誠 

幸福學 2 星期二晚上 黃明虹 

邂逅女性主義 2 星期三晚上 李 碩 

藝術設計與生活 2 星期五晚上 連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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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科 

勞工保險法律與實務 2 星期一晚上 洪如旭 

老人學與社會福冺 2 星期四晚上 陳銘村 

公共人力資源與志工管理 3 星期二晚上 謝東宏 

法律與生活 2 星期三晚上 洪建隆 

台灣閩南社會 2 星期六下午 楊護源 

自然與科
技學科 

藥膳養生學 2 星期一下午 張瑞樟 

文書處理與簡報設計 

3 星期三下午 郭英勝 

3 星期三晚上 王士銘 

永續發展 2 星期五晚上 謝宜臻 

詴算表應用設計 3 星期六上午 郭英勝 

城市學 

城市宗教文化專題研究 2 星期二下午 李秀真 

都會高雄學 3 星期二晚上 吳義隆 

觀光旅遊導覽與解說 3 星期三晚上 
陳錫堅、林山
福、陳愛玲 

城市電影產業發展專題研究 3 星期四晚上 呂昆樺 

城市風格與特色餐飲創業 2 星期四晚上 陳介孙 

玩的美學 2 星期四晚上 陳銘村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惟「邂逅惡女主義」須依提案五之決議，改為「邂 

   逅女性主義」。 

 

提案八：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大面授課程。 

說 明：中心擬在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大面授課程（含人文與藝

術學科 5門、社會學科 14門、自然與科技學科 4門、城市

學 4門。重播 12門）提請討論（見表五）。 

 

表五：通識教育中心 106-1學期大面授課程表 

課程
領域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開課時間 主講教師 面授教師 

人文
與藝
術學
科 

茶葉歷史與文化 2 星期六第 1節 
網路（新） 
戴雅明 

戴雅明 

邂逅女性主義 2 星期六第 1節 
網路（新） 
李 碩 

李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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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學 2 星期日第 1節 
網路（重） 
丁文祺 

丁文祺 

宗教與人生 2 星期日第 2節 
網路（新） 
葉修文 

葉修文 

人生哲學 2 星期日第 3節 
網路（重） 
武文瑛 

高義展 

社會
學科 

領導學 2 星期六第 1節 
網路（新） 
武文瑛 

武文瑛、高
義展 

職場智慧財產權
保護與網路倫理 

3 星期六第 2節 
網路（新） 
林信雄 

林信雄 

特殊教育通論 3 星期六第 3節 
網路（新） 
莊佩真 

莊佩真 

性冸與社會 2 星期六第 3節 
網路（重） 
許文英 

許文英 

社會學導論 3 星期六第 4節 
網路（重） 
高義展、林
龍和 

高義展 

全球化與移民 2 星期六第 4節 
網路（重） 
許文英、梁
銘華 

許文英 

社會創新 2 星期六第 5節 
網路（新） 
郭慶瑞 

郭慶瑞、高
義展 

國際環境規範治
理 

2 星期六第 5節 
網路（重） 
許文英 

許文英 

教育史 2 星期日第 1節 
網路（新） 
高義展 

高義展 

教育社會學 3 星期日第 2節 
網路（重） 
莊佩真 

莊佩真 

議事規範 2 星期日第 2節 
網路（重） 
黃靖麟 

許文英 

中國現代史 2 星期日第 3節 
網路（重） 
于仁壽 

于仁壽 

亞洲新視野（一） 3 星期日第 4節 
網路（新） 
胡以祥 

胡以祥 

台灣族群社會 2 星期日第 5節 
網路（重） 
郭慶瑞 

高義展 

自然
與科
技學
科 

公共衛生導論 3 星期六第 1節 
網路（新） 
蔡素珊 

蔡素珊 

生活防災 2 星期六第 2節 
網路（重） 
郭英勝 

郭英勝 

生態學導論 2 星期六第 3節 
網路（新） 
章國威 

章國威 

基礎環境科學 2 星期日第 4節 
網路（新） 
陳秋豪 

陳秋豪 

系統思考 2 星期六第 1節 
 網路（新）
朱倩儀 

朱倩儀 

城市
學 

觀光旅遊導覽與
解說 

3 星期日第 5節 
網路（新） 
林山福 

林山福 

都市人權 3 星期日第 1節 
網路（新） 
許文英 

許文英 

城市文化學 2 星期日第 3節 
網路（新） 
林仲一 

林仲一 

觀光旅遊實務
（一） 

2 星期日第 4節 
網路（重） 
陳愛玲 

陳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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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惟「邂逅惡女主義」須依提案五之決議，改為「邂 

   逅女性主義」。 

 

提案九：本中心擬於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在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勞工大

學新課程。 

說 明：為滿足勞工大學學生修課需求，本中心擬於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開設一門小面授課程「職場服務業創新創業與法律」（3 

        學分）（詳如附件二），並由本中心胡以祥助理教授負責此課 

    程講授。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再移轉學 

      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更正 106-1屏東班開設課程。 

說 明：為符合本校屏東班學生上課需求，故擬以「領導學」取代原 

安排之「人生哲學」，提請討論。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再移轉學 

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肆、會議結束：1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