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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暨教學策

劃委員會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8年 04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會議主題：工作報告、提案討論 

主    席：劉校長嘉茹              記錄：周寶珍 

出席人員：王委員文裕、李委員碩、高委員義展、郭委員英勝、 

胡委員以祥、許委員文英(請假)、陳委員欣欣、 

李委員友煌、李委員友煌、李委員文魁、蔡委員宗哲、吳

委員雪虹、吳委員欣穎(請假)、楊校友代表文福(請假)、

孫學生代表于婷 

 

會議主題：工作報告、提案討論。 

 

壹、 工作報告：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2學期起，刪減原有課程。 

說 明：本中心擬擴充自然與科技領域之「藥膳養生學」與「中醫保

健學」兩門課程之廣度與深度，在重新設計課程名稱前擬先

刪除。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2學期起新增課程。 

說 明：為提供本校同學修習通識課程之多元選擇，並符合當代社會

潮流，通識教育中心擬自 107-2學期起新增以下課程，詳見

下表一： 

 

表一：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2學期起新增課程 

課程編號 科目名稱／所屬領域 學分數 開課說明 

GE3177058 
藥膳養生學（一）／ 

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環境變遷與人口老化，將是現代人必須更加
嚴肅面對的問題，如何減少空氣惡化與天氣劇
烈變化等環境因素對身體的不良影響；如何在
個人逐漸老化時維持身體的最佳狀態，這些都
與平時的保健養生有密切關係。 
 目前的中醫保健學與藥膳養生學課程，有更
加深入研討的必要，以強化同學對中醫理論更
進一步的了解。透過課程的學習，達到維持身
體的健康，如此不但減少醫療支出，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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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提升生活品質，做個快樂的現代人。 

GE3177059 
藥膳養生學（二）／ 

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同上 

GE3166062 
中醫保健學（一）／ 

 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同上 

GE3166063 
中醫保健學（二）／  

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同上 

GE2177114 
職場法律專題研究／ 

社會學科領域 

必修 

3學分 

 為強化同學在職場上遇到特定法律問題能
有更為深入的探討，將選擇七個常見職場法律
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跨國比較分析，以期使同
學能更為理解，並能融入實務職場生活予以活
用，強化同學在職場與社會的競爭力。 

GE2177113 

職場多重職能整合生

涯規劃／ 

社會學科領域 

必修 

3學分 

 當前社會兼職型態逐漸成為主流，致有斜槓
人生的說法。但是對於職場生涯規劃而言，如
何在專業的累積、忠誠度的肯定與多重職能的
培訓，成為整合型生涯規劃的新議題。因此，
本課程將就當前所有職能的分類與專業的整
合進行介紹，以使同學能培養多重職能能力，
並且在求職任職的過程中，可以為自己創造最
大的附加價值。 

GE4166052 
大陸城市見學／ 

城市學領域 

必修 

2學分 

 因應當前市府所推動的「南南合作」，將中
國大陸的重要城市的對接，列為重要的合作交
流項目。本課程擬以大陸南方主要城市的觀
摩、學習為重點，包括:廣州、深圳、桂林、
廈門、福州。以增進同學對兩岸城市的比較分
析瞭解，進而共同協力推動高雄市城市的國際
化。 

GE4177058 
高雄人權地圖巡禮／ 

城市學領域 

必修 

3學分 

 高雄市有眾多景點有人權事件與人權歷史
相關連，本校並與民政局合作完成高雄人權地
圖一書。本課程擬深入介紹高雄市人權景點的
歷史脈絡與意義，並進而與觀光路線整合，使
同學具有導覽解說的能力，並協助市政府進行
人權地圖與觀光景點的推廣。 

GE4177057 

南台灣軍事遺跡導覽

解說／ 

城市學領域 

必修 

3學分 

 因應高雄市政府陸續開發出許多軍事遺
跡，將發展成為新的觀光景點。加上高雄市原
本就是重要的陸海空三軍基地，擬進一步擴大
至屏東與台南軍事遺跡的介紹。強化同學擔任
導覽解說的能力，協助高雄市觀光產業的行銷
與發展。 

GE4177054 

南台灣鐵道文化與歷

史古蹟／ 

城市學領域 

必修 

3學分 

 南台灣的鐵道文化從嘉義、台南、高雄、屏
東與台東，有眾多著名的鐵道歷史古蹟，並可
以鄰近的名勝古蹟進行整合，成為南台灣新的
觀光特色。例如最早的郵輪列車從高雄到台
東，逐漸擴及到全國各條路線。這種知性、慢
活的新旅遊方式相關的導覽解說，將可使同學
開啟新的觀光發展思維，深化高雄市的觀光文
化層次。 

GE4177055 

壽山自然國家公園導

覽／ 

城市學領域 

必修 

3學分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位於高雄都會區，區內為
高位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具有獨特的珊瑚礁植
被、著名的臺灣獼猴以及珍貴的史前貝塚遺
跡，是高雄市最具特色的珍貴綠帶，因長期軍
事管制，多樣性自然資源得以妥善保存，亦具
備發展國家自然公園之優越條件，更是絕佳的
自然教育與自然科學研究基地。 

GE4177056 

南台灣農漁休閒產業

特色／ 

城市學領域 

必修 

3學分 

 觀察台灣休閒農業產業邁進發展期。特色
化、體驗化、知識化、生態化、健康化、合法
化、區域化、精緻化、效率化、渡假化、融合
化、國際化等。 
(一) 特色化－善用資源，結合農村文化，塑造

農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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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二)體驗化－重視遊客參與，設計體驗活動 
(三)知識化－知性探索，結合導覽解說提供自
然教育 
     
 的機會 
(四)生態化－維護自然環境，提供生態旅遊 
(五)健康化－發揮養生功能，促進健康 
(六)合法化－遵守法令規章，合法營運 
(七)區域化－以地區為範圍，發揮集聚經濟的
優勢 
(八)精緻化－提高服務品質，精緻化經營 
(九)效率化－導入現代化管理系統，提高經營
績效 
(十)渡假化－開發長宿休閒市場，提供深沈的
農村體 
   驗 
(十一)融合化－秉持鄉村的主體性，促進城鄉
交流 

(十二)國教導學生學習身體之相關結構，認識

因為運動可能造成之身體相關疾病與傷害。目

標是希望同學學習如何促進健康及預防疾

病。際化－擴大視野，邁向國際旅遊市場 

GE3155060 
運動醫學與健康 

(一)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教導學生學習身體之相關結構，認識因為運動
可能造成之身體相關疾病與傷害。目標是希望
同學學習如何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 

GE3155061 
運動醫學與健康 

(二)自然與科技領域 

必修 

2學分 

教導學生學習身體之相關結構，認識因為運動
可能造成之身體相關疾病與傷害。目標是希望
同學學習如何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7-3學期到校面授（小面授）擬開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 4門到校面授（小面授）課程，含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1門、社會學科領域 2門、自然與科技

領域 1門、城市學 0門，詳見表二，提請討論。 

 

表二、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之到校面授（小面授）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面授教授 所屬領域 

生涯規劃 2 星期二晚上 
胡以祥／ 
高煜雄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套裝軟體應用-Word and Power 
Point 

2 星期三晚上 王士銘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國際海洋法概論 2 星期四晚上 張惠婷 
社會學科領

域 

群體動力與溝通 2 星期五晚上 呂昆樺 
社會學科領

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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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7-3學期擬開遠距教學（大面授）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 6門遠距教學（小面授）課程，含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1門、社會學科領域 2門、自然與科技

領域 1門、城市學 2門（重播六門），詳見表三，提請討論。 

 

表三、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大面授）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面授時段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公共人力資源與志工管理 2 
星期日第 1

節 許文英 
網路(重) 
許文英 城市學領域 

藝術設計與生活 2 
星期日第 2

節 
李碩 

網路(重) 
李碩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國際現勢 2 
星期日第 2

節 許文英 
網路(重) 

許文英/張棋
炘 

社會學科領
域 

社區營造專案管理 2 
星期日第 3

節 
高義展 

網路(重) 
高義展 

城市學領
域 

生活中的物理應用 2 
星期日第 4

節 江文瑋 
網路(重) 
江文瑋 

自然與科
技學科領
域 

公共管理概論 2 
星期日第 5

節 
胡以祥 

網路(重) 
胡以祥 

社會學科
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惟須請主講教師依據校方合約規定，若重播逾期 

       者請同意無償授權)，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中心擬於 107-3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台東校外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以下

課程（詳如表四）。 

 

表四、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之台東班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社區營造專案管理 2 待聘 高義展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中心擬於 107-3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南投、彰化、雲林

屏東、枋寮、新竹物流、澎湖等校外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以下

課程（詳如表五）。 

表五、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7-3學期開設之南投、彰化、雲林、屏東、枋寮、新竹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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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等班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社區營造專案管理 2 待聘 高義展 城市學領域 

藝術設計與生活 2 待聘 李 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公共管理概論 2 待聘 胡以祥 社會學科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8-1學期到校面授（小面授）擬開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 15門到校面授（小面授）課程，

含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1門、社會學科領域 4門、自然與科

技領域 5門、城市學 5門，詳見表六，提請討論。 

 

表六、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到校面授（小面授）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面授教授 所屬領域 

藥膳養生學（一） 2 星期一下午 張瑞璋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台灣老歌的故事 2 星期一下午 童燕珍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文書處理與簡報設計 3 星期一下午 郭英勝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勞工保險法律與實務 2 星期一晚上 洪如旭 
社會學科領

域 

幸福創業 2 星期一晚上 陳旭能 
社會學科領

域 

城市宗教文化專題研究 3 星期二下午 李秀真 城市學領域 

系統思考 2 星期二晚上 張家雄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談判與人生 2 星期二晚上 
胡以祥 
高煜雄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南台灣鐵道文化與歷史古蹟 3 星期三晚上 
陳錫堅 
林山福 
陳愛玲 

城市學領域 

文書處理與簡報設計 3 星期三晚上 王士銘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基礎環境科學 2 星期四晚上 張惠婷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都會高雄學 3 星期五晚上 呂昆樺 城市學領域 

創意思考 2 星期五晚上 王懷毅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城市園冶建築學 2 星期六早上 林仲一 城市學領域 

大陸城市見學 2  胡以祥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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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8-1學期遠距教學（大面授）擬開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 27門遠距教學（大面授）課程，

含人文與藝術領域 6門、社會學科領域 13門、自然與科技

領域 4門、城市學 4門。新錄 23門、重播 4 門，詳見表七，

提請討論。 

       

表七、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大面授）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面授時段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成人教育 2 星期六第一節 
武文瑛 
高義展 

（新）武文瑛 
社會學科領

域 

公共衛生導論 3 星期六第一節 蔡素珊 （新）蔡素珊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性別與社會 2 星期六第一節 許文英 （重）許文英 
社會學科領

域 

茶葉歷史與文化 2 星期六第二節 戴雅明 （新）戴雅明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生活防災 2 星期六第二節 郭英勝 （新）郭英勝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旅遊、文學與人生 2 星期六第二節 許文英 （新）許文英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神話、傳說與奇幻文學 2 星期六第二節 李碩 （新）李碩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憲法、人權與政府體制 2 星期六第三節 許文英 （新）許文英 
社會學科領

域 

社會心理學 3 星期六第三節 莊佩真 （新）莊佩真 
社會學科領

域 

城市生態學 3 星期六第三節 郭武威 （新）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農場與鄉村旅遊 2 星期六第四節 丁文祺 （新）丁文祺 城市學領域 

職場核心職能 3 星期六第四節 
高義展 
郭慶瑞 

（新）郭慶瑞 
社會學科領

域 

運動醫學與健康(一)_                                                                                                                                                                                                                                                                                                                                                                                                                                                                               2 星期六第四節 林瀛洲 （新）林瀛洲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應用創意成功創業 2 星期六第五節 王士銘 （新）王士銘 
社會學科領

域 

法律與生活 2 星期六第五節 
高義展 
葉修文 

（重）葉修文 
社會學科領

域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3 星期日第一節 科辰明 （新）柯辰明 
社會學科領

域 

創意與哲學思考 2 星期日第一節 莊淇銘 （新）莊淇銘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活動專案管理 3 星期日第一節 高義展 （新）高義展 城市學領域 

餐飲設計與藝術 2 星期日第二節 連秀敏 （新）連秀敏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特色 2 星期日第二節 
高義展 
楊俊業 

（新）楊俊業 
社會學科領

域 

情感與婚姻諮商 2 星期日第二節 待聘 （新）郭麗安 
社會學科領

域 

永續發展 2 星期日第三節 江文瑋 （新）江文瑋 
自然與科技
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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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實務（一） 2 星期日第三節 陳愛玲 （重）陳愛玲 城市學領域 

商業心理學與口語溝通 2 星期日第四節 胡以祥 （新）胡以祥 
社會學科領

域 

古籍導論 2 星期日第四節 
高義展 
李明德 

（新）高義展
／李明德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亞洲新視野（二） 3 星期日第五節 胡以祥 （重）胡以祥 
社會學科領

域 

亞洲教育制度 3 星期日第五節 
高義展 
蔡鎮戎 

（重）高義展 
社會學科領

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處課務組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中心擬於 108-1學期在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勞工大學「職場

法律專題研究」（課綱設計如附件）一課。 

說 明：「職場法律專題研究」擬由本中心胡以祥助理教授負責此門

課程講授。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台東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台東開

設以下課程，詳見表八。 

 

表八、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台東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社會心理學 3 待聘 莊佩真 社會學科領域 

永續發展 2 待聘 江文瑋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神話、傳說與奇幻
文學 

2 待聘 李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城市生態學 3 待聘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本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南投、彰化、

雲林等校外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南投、彰化、雲林等

班開設下列課程，詳見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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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南投等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社會心理學 3 待聘 莊佩真 社會學科領域 

永續發展 2 待聘 江文瑋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神話、傳說與奇幻
文學 

2 待聘 李  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城市生態學 3 待聘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本中心擬 108-1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屏東、枋寮、澎湖、

新竹物流等校外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屏東、枋寮、澎湖、

新竹物流等校外班開設下列課程，詳如表十。 

 

表十、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屏東等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情感與婚姻諮商 2 待聘 郭麗安 社會學科領域 

永續發展 2 待聘 江文瑋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

域 

神話、傳說與奇幻文
學 

2 待聘 李  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

域 

城市生態學 3 待聘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本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左中一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左中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左中班

開設以下課程，詳見表十一。 

 

表十一、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左中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公共衛生導論 3 待聘    蔡素珊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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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本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中壢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8-1學期於中壢班

開設以下課程，詳如表十二。 

 

表十二、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1學期開設之中壢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面授教師 主講教師 所屬領域 

情感與婚姻諮商 2 待聘 郭麗安 社會學科領域 

創意與哲學思考 2 待聘 莊淇銘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

域 

農場與鄉村旅遊 2 待聘 丁文祺 城市學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學習指導中心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提請審議本中心擬規畫之「營養健康學程」。 

說 明：依據本校 108年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之主席裁定事宜，本中

心擬設計以下「營養健康學程」之課程，詳見表十三。 

      

表十三、通識教育中心擬規畫之「營養健康學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所屬領域 

中醫保健學（一）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中醫保健學（二）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藥膳養生學（一）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藥膳養生學（二）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家庭健康保健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抗衰老保健與保養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實用營養學 2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醫療與健康照護 3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社會心理學 3 社會學科領域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中心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並依本

校規定之其他行政流程完成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1: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