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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9 年 04 月 22 日（星期三）15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校教學大樓二樓 C2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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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委員嘉惠、

李委員文魁、蔡委員宗哲、吳委員雪虹、吳委員欣穎、蔡

委員志宏、孫校友代表于婷、林學生代表錦玫（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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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調整中心課程名稱。 

說  明：依 108-1 學期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建議，通識教育中心

部分課程名稱擬調整如下 (如表一)： 

 

                表一：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9-1 學期起調整名稱課程 

項目 領域 
調整前課程 

(學分數) 

調整後課程 

(學分數) 
規劃目的 

1-1 
自然與科技

學科 

藥膳養生學(一) 
（2 學分數） 

藥膳養生學（概論） 
 （2 學分數） 

108-1 校級課程規劃委

員會委員建議 

1-2 
自然與科技

學科 

藥膳養生學 (二 ) 

（2 學分數） 

藥膳養生學（進階） 

（2 學分數） 

1-3 
自然與科技

學科 

中醫保健學 (一 ) 

（2 學分數） 

中醫保健學（概論） 

 （2 學分數） 

1-4 
自然與科技

學科 

中醫保健學 (二 ) 

（2 學分數） 

中醫保健學（進階） 

 （2 學分數） 

1-5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台灣老歌的故事

(一) 

（2 學分數） 

台灣老歌的故事

（入門篇） 

（2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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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文與藝術

學科領域 

台灣老歌的故事

(二)  

（2 學分數） 

台灣老歌的故事

（探索篇） 

（2 學分數） 

 

擬 辦：審議通過後，依本校相關規定續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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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起新增以下課程，詳見

下表二： 

 

表二：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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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2177119 

親子多元文化人權繪
本賞析 

 
人文與藝術學科 

必修 2 學分 

藉由繪本讀物內容講述，更適切並容易地引
領親子兒少共同學習多元文化與人權價值
內涵，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多元文化包容理解
與人權，並能促進家庭/社會教育的多元文化
與人權價值傳播，從而共創多元共融社會。 

GE1166077 
實用性平三法 

 
社會學科領域 

必修 2 學分 

透過性別平等概念、理論及經驗面向，針對
日常生活中包括性騷擾在內等性別平等議
題進行課程講授討論，以使學生具備相關性
平法律知識、培育性別平權意識及素養，並
具備審議思辨與問題解決行動能力。 

GE2177120 
智慧財產權概論 

 
社會學科領域 

必修 2 學分 

當前智慧財產權課題涉及國家競爭力、企業
機密與權利保護、以及個人是否有可能不小
心觸法被求償的問題。為建立學生對於「智
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
營業秘密)之基本認識，並加強智慧財產權
保護之政策，進行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
之宣導，以強化學生在職場的競爭力。 

GE3166064 

解碼 5G 經濟與未來
生活 

 
自然與科技學科 

必修 2 學分 

隨著行動寬頻技術持續發展，5G 將為未來
社會帶來新型態行動網路架構、涉及各式各
樣垂直產業的應用服務。有鑒於 5G 應用即
將在 2020 年開展，許多同學也面臨時有機
會換上 5G 手機的選擇問題。 

GE4177060 
永續城鄉與智慧城市 

 
城市學領域 

必修 2 學分 

有鑑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對人類賴以維
生的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們如何在這樣
的挑戰下提出些因應的作為或是策略來面
對，便是一個很重要的課提。再加上都市化
人口持續往城市裡聚集，對城市既有的環境
與資源產生越來越大的負擔，智慧城市係利
用各種資訊科技或創新意念，整合城市的組
成系統與服務，期能提昇資源運用效率，並
最佳化城市之管理和服務，進而改善市民生
活品質，讓城市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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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1166078 

易經哲學與生活智慧 

 

人文與藝術學科 

必修 2 學分 

原已有易經導論 2 學分的課程，只能將易經
64 卦進行基本的文義解讀與初步介紹。本課
程擬進一步將易經的演繹架構與各卦、各爻
所蘊涵的哲學思考，進一步剖析。並結合當
前生活中可見事物，同學可應有的態度與處
理模式進行說明，以使同學能增進應對進退
之生活智慧 

GE2177121 
勞工職涯發展與輔導 

社會學科領域 
必修 3 學分 

協助勞工進行職涯規劃與輔導，以營造幸福
美滿充實的工作職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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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次新增【易經哲學與生活智慧】課程，出

席委員提議開課教師應於授課大綱中說明，選修此課前之學

生應先修【易經導論】一課。 

 

提案三：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8-3 學期擬開到校面授（小面授）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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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門、自然與科技

領域 1 門（詳見表三），提請討論。 

 
表三：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之到校面授（小面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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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適逢防疾期間，以上三門到校面授課程將改直

播方式進行，授課教師務必配合）。 

  

提案四：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108-3 學期擬開遠距教學（大面授）

課程。 

說 明：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 7 門遠距教學（大面授）課程，含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1 門、社會學科領域 3 門、自然與科技

領域 1 門、城市學 2 門（重播 7 門），詳見表四，提請討論。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面授教授 所屬領域 

生命教育 2 星期二下午 李秀真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資訊概論 2 星期三晚上 王士銘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感動力管理 2 星期五晚上 呂昆樺 社會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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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大面授）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面授時段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城市治理實務 2 星期日第 1 節 許文英 許文英 城市學領域 

專案管理軟體運
用 

2 星期日第 1 節 王士銘 王士銘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全球化與移民 2 星期日第 2 節 許文英 許文英 社會學科領域 

邂逅女性主義 2 星期日第 2 節 李  碩 李  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永續與綠建築 2 星期日第 3 節 郭武威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台灣族群社會 2 星期日第 4 節 高義展 郭慶瑞 社會學科領域 

商業心理學與口
語溝通 2 星期日第 5 節 胡以祥 胡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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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中心擬於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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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 學期開設以下

課程（詳如表五）。 

 

表五：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之台東班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永續與綠建築 2 待聘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台灣族群社會 2 待聘 郭慶瑞 社會學科領域 

專案管理軟體運用 2 待聘 王士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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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中心擬於 108-3 學期於學習指導中心開設南投、彰化、雲林

屏東、澎湖、中壢暨台北警察專班等校外班課程。 

說 明：為配合本校校外班學生修課，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以下

課程（詳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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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8-3 學期開設之南投、彰化、雲林、屏東、澎湖、中壢暨

台北警察專班等班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面授教授 主講教授 所屬領域 

永續與綠建築 2 待聘 郭武威 城市學領域 

台灣族群社會 2 待聘 郭慶瑞 社會學科領域 

專案管理軟體運用  2 待聘 王士銘 自然與科技學科領域 

邂逅女性主義 2 待聘 李 碩 人文與藝術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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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臨時動議：無。 

 

肆、會議結束：1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