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 

時間：109 年 10 月 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主持人：黃院長月純                                 紀錄：姜曉芳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教育館 4 樓 B03-413 教室 

出席人員： 
丁文琴委員 王思齊委員 王瑞壎委員 何祥如委員 吳瓊洳委員  

林玉霞委員 林志鴻委員 林明煌委員 林威秀委員 洪如玉委員  

洪偉欽委員 張高賓委員 許家驊委員 陳均伊委員 陳珊華委員  

曾素秋委員 黃芳進委員 楊正誠委員 劉漢欽委員  

學生代表：體育系陳廷同學 

校外代表：賴媛姬委員(學界代表)   賴英杰委員(校友代表) 

(委員計 27 人，出席 23 人，達 2/3 以上出席 )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提案1：教育學系「公職考試教育行政類微學程」於109學年度起辦理停招並終止實施，提請討

論。(附件1) 

說明：  

一、經查證本微學程近兩年修讀人數少於5人且近五年取得證照人數更少。且依據本校跨領域學

分學程設置辦法第4條規定，通識課程不列為跨領域學分學程必選修課程，本微學程內包含

2門通識課程，已不符合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定。 

三、審視現今時空背景已與當時不同，且近年修讀人數未滿5人，已不符繼續開辦效益。針對

108學年度(含)以前已申請的學生相關權益不變，若完成要求學分之修習，仍可取得微學程

資格。 

四、本案業經教育系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規
劃委員會議及 109 年 7 月 16 日校長簽准核。 

決議：通過。 
 
提案單位：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提案 2：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高齡健康體育休閒促進微學程」自 109 學年度停止受理修讀申請

並廢止案，提請審議。(附件 2) 

說明： 

一、高齡健康體育休閒促進微學程，108 年 5 人申請，109 年尚未有人申請，階段性任務已完

成，因本校實施課程模組化，本系大學部課程規劃樂齡運動指導與健康學程，另師範學院

107 學年規劃銀髮健康輔導跨領域學程，課程性質相似，申請自 109 學年度起停止受理修讀

申請並廢止。 

二、本案業經 109 年 6 月 24 日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審議通過。 

三、檢附 109 年 6 月 24 日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紀



錄、高齡健康體育休閒促進微學程終止說明書及本案簽。 

決議：通過。 

 

提案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提案 3：幼兒教育學系「藝能教學微學程」擬於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起停止受理修讀申請並廢止

案，提請審議。(附件 3) 

說明： 

一、因學校實施課程模組化後，微學程課程與本系模組化課程同質性較高，學生可自由修習模

組化內相關課程而無須綁定微學程課程修習，致使學生修習意願低。 

二、近年來修課人數及取得證書人數比率為主要參考依據，查近年申請修讀人數逐年下降且放

棄修讀人數增多，近年申請修讀人數未達5人，致無繼續開辦之效益。 

三、108學年度(含)以前已申請的學生相關權益不變，若完成要求學分之修習，仍可取得本微學

程資格。 

四、本案業經幼教系109年6月24日108學年度第2期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學程終止

說明書1份及本案簽。 

決議：通過。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提案 4：有關特殊教育學系 109 年度數理資優教育微學程評鑑案，提請審議。(附件 4) 

說明: 

一、依據109年6月30日教務處通知及本校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辦理。 

二、本校為落實跨領域學分學程教育目標及確保教學績效，促進各學分學程自我審視與明確發

展方向，自109年度起依各跨領域學分學程設立時間，於設置後第四年開始接受評鑑，爾後

每三年評鑑一次為原則。 

二、特殊教育學系109年9月21日(一)辦理數理資優教育微學程評鑑案，評鑑結果為通過，並將

評鑑資料送院課程委員會進行審議 

決議：審查通過。 
 
 
提案 5:師範學院 109-1 學期開遠距教學課程，請討論。(附件 5) 

說明： 

一、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第四條「開授遠距教學課程，需經系所學院等課程相關委

員會議審查，並填寫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師範學院 109-1 學期開遠距教學課程 

系所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課程類別 

教育學系 陳佳慧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2 門) 通識網路課程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王佩瑜 數位內容創新與應用 通識網路課程 

特殊教育學系 陳政見 書藝與生活 通識網路課程 

數理教育研究所 林志鴻 數位攝影與影像處理 通識網路通識 

決議：審查通過。 

 

提案單位：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提案 6: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遠距課程開課安排，請討論。(附件 6) 



說明： 

一、依據本系(109.9.29)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第四條「開授遠距教學課程，需經系所學院等課程相關委

員會議審查，並填寫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本系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申請為遠距、MOOCs/SPOCs 課程如下表，請參考電算中心遠距教學

課程審查表。 

編號 課名 學分數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備註 

1 3D 初階 3 陳秋榮 大二選修 108-2 開過 

2 簡報與訊息傳遞 3 王思齊 大三選修 108-2 開過 

3 數位內容創新與應用 2 王佩瑜 通識選修 108-2 開過 

4 互動介面設計 3 王秀鳳 碩二選修 108-2 開過 

5 統計軟體應用 3 王佩瑜 碩一選修 107-2 開過 

決議：審查通過。 

 

提案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提案 7：輔導與諮商學系 109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增列選修「普通心理學的

應用與實作」課程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 109 年 6 月 5 日創新課程計畫審查會議決議，核定輔導與諮商學系陳滿樺助理教授

申請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b6 深碗課程」。 

二、為符合該計畫執行精神，經輔導與諮商學系 109 年 9 月 14 日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於大一上學期增開選修「普通心理學的應用與實作」1學分，修訂情

形如下表： 

修正後（109 學年度） 修正前（109 學年
度） 說明 

普通心理學的應用與實作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y
（諮商基礎學程，一上，1，選修） 

 
新增 

決議：審查通過。 
 

提案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提案 8：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增列「藝術概論」課程

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輔導與諮商學系 109 年 10 月 5 日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因應師資生教檢科目，新增選修科目「藝術概論」(如下) 

決議：審查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同日下午 12 時 30 分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107 大學部科目

冊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新增選修科目，因應師

資生教檢科目 藝術概論/一下、選修、2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