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立 嘉 義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暨 研 究 所

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數 理 教 育 研 究 所

1 0 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9 年 5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方 式：以電子郵件方式召開

主 持 人：林明煌主任、陳珊華召集人、陳均伊召集人
紀錄：黃貞瑜

壹、 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本次會議主要討論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英語授

課、遠距教學課程等，因防疫盡量避免集會，故本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僅

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敬請各位委員 5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前表示意見並回傳，謝謝各位委員。

貳、 上次提案與執行情形【108 年 12 月 19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1、 通過追認教育學系於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學期新開設課程。 
2、 通過教育學系、數理所提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通識課

程)。 
3、 通過教育學系、教政所 108 學年度必修課程外審意見回覆說明。 
4、 通過教育學系、教政所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以全英文授課。 
5、 通過教育學系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學期別調整事宜。 
6、 訂定教育學系、教政所、數理所 109 學年度各學制「必選修科目表」、「畢

業生就業途徑」、「升學領域」、「課程架構圖」、「修課流程圖」及「職涯進

路圖」。

參、 提案討論

一、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提案一

案由：教育學系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教育美學專

題研究」、「語文領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 」
申請以全英文授課案，提請討論。

說明：

1、姜得勝老師提博一「教育哲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3 小時）以全

英語授課，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檢附申請表如附件 P.1~7。 
2、洪如玉老師提碩博合開「教育美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3 小時）

以全英語授課，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檢附申請表如附件



P.8~15。 
3、陳美瑩老師提碩博合開「語文領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

分、3 小時）以全英語授課，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申請表如附件

P.16~20。 
4、陳美瑩老師提碩博合開「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3 小

時）以全英語授課，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申請表如附件

P.21~25。 
5、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六點第二項規定辦

理，如附件 P.26~29。 
決議：依據教育學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會議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成立。

本案 15 位委員中有 14 位回覆同意，超過二分之一，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學系陳佳慧老師擬於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兩門遠距教學課程「性

別、媒體與多元文化」，請討論。

說明：

1、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如附件 P.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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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育學系陳佳慧老師於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兩門通識網路課程「性

別、媒體與多元文化」(不同時段，各 2 學分)，教學大綱如附件

P.31~36，請審議。 
決議：依據教育學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會議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成立。

本案 15 位委員中，陳佳慧老師迴避，有 13 位回覆同意(回覆如附件

一)，超過二分之一，照案通過。 

二、提案單位：教政所

*提案一

案由：教政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高等教育

行政與政策研究」擬以全英文上課案，提請討論。

說明：

1、何宣甫老師提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為碩一「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選

修、3 學分、3 小時），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檢附申請表如附件

P.37~40。 
2、楊正誠老師提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碩一「高等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選

修、3 學分、3 小時），英語授課每門課為 4.5 鐘點，申請書如附件

P.41~44。 



決議：依據教育學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會議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成立。

本案 15 位委員中有 14 位回覆同意(回覆如附件一)，超過二分之一，照

案通過。

三、提案單位：數理所

*提案一

案由：數理教育研究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開一門遠距教學課程「數位攝影

與影像處理」，請審查。

說明：林志鴻老師自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開設通識網路課程「數位攝影與影

像處理」，擬於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繼續開設，教學大綱如附件

P.45~48，請審查。 
決議：依據教育學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會議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成立。

本案 15 位委員中，林志鴻老師迴避，有 13 位回覆同意(回覆如附件

一)，超過二分之一，照案通過。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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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

102年5月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6月25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10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12月17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年6月3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年4月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年6月16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年4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6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年10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12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6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5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6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教師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時

數，特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訂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

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每學年基本授課時數分別為：教授為 16 小時，副教授

與助理教授為 18 小時，講師為 20 小時。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

案教師)比照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基本授課時數每學年再加 6 小時。 
前項所稱「每學年」授課時數係指第一學期平均每週授課時數與第

二學期平均每週授課時數之和。

兼任教師授課時數每學期至多以 6 小時為限(日間學制與進修學制課

程合併計算) ，有繳交個別指導費之藝能科，經系所專案簽准同意

後，得不在此限。

三、本校自 95 學年度起實施教師超支 0 鐘點，惟因支援全校性課程、通

識課程、學位學程或跨領域學程課程者，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可超

支 4 小時，若兩學期皆支援者，當學年至多可超支 8 小時。同時支

援上述二種(含)課程以上者每學期至多可超支 6 小時，若兩學期皆支

援二種以上課程者，當學年至多可超支 12 小時。且在上述範圍（除

全校性課程）內之超支鐘點數，需依支援上述課程之實際時數計入。

前項全校性課程、通識課程及學位學程課程由教務處認定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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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程特色而新開課程，須經系所、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查

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憑辦。

現有師資未達編制員額之單位，由各系簽核，並經學院 提供全院

各系配置之員額，奉核可後，以每 1 位師資員額換算每週 10 個鐘點

時數，以此類推作為該單位核計超支授課時數原則。編制員額計入

休假研究、講學、研究、進修、借調與留職停薪等員額。

四、本校專任(案)教師授課時數於每學年第二學期合併一次計算，超出基

本授課時數且符合第三點規定之情形者，得支領超支鐘點費，於每

學年第二學期核實發給。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則採每學期核實發

給。進修學士班授課鐘點比照日間學制於第二學期核給，碩士在職

專班授課時數若無計入日間學制基本授課時數時，其鐘點費得由各

系所每學期核給。

五、本校副校長、一級建制行政單位主管、副主管及組長、附小校長每

學期每週授課時數依本職別應授時數核減 4 小時；各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學位學程主任每學期每週授課時數本職別應授時數核減 2
小時；兼任建制單位院屬單位主管每學期每週應授時數核減 4 小時。

兼任上述職務以外之行政工作者，需經專案簽准後，按核減時數計

算。

兼任多項行政工作者，合計每學期每週至多核減 4 小時。授課時數

如超過核減後之 應授 時數，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惟其超支鐘點上

限等同核減時數。

六、教師教授一般課程，每教授一節課，計授課時數 1 小時，惟下列情

況得另核計授課時數。

(一)修課人數： 
修課人數 61 人以上時，鐘點費以下列公式計算： 
61-70 人，乘以 1.2。每增加 10 人，參數增加 0.15。 
各學制課程之最低開課人數門檻，應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

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各課程未達開課人數門檻時，應於加退選

截止後即停開，停開前兼任教師已實際授課時數鐘點費得予支

付，但最多以二週為限。

選課人數未達門檻，但有 1 人以上時亦可開課，惟該課程上課

時數不計入基本授課時數，列入義務授課時數。

(二)全英語授課： 
本校教師以英語全程開授之課程，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每 1 學分以 1.5 倍鐘點核計。但語言類課程、非講授之個別

指導類課程、專題研究、專題製作、講座等以及外籍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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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本規定。

(三)音樂系主(副)修、個別指導課程： 
音樂學系主(副)修、個別指導課程以課程時間表所列核計鐘點

(個別指導、主修修課 1 人以 1 小時計，副修修課 1 人以 0.5 小

時計)。如遇個別指導課程學生休學時，則停發該授課教師鐘點

費。本校專任教師得因指導音樂學系主(副)修課程超支鐘點，惟

全學年超支總時數以 8 小時為限。 
(四)實習或實驗課程： 

實習課、實驗課時數依實際授課時數核計，惟專任教師擔任實

習、實驗課程每學期最多以 2 學分為原則。實施學期或學年校

外實習課程者，每輔導一生，每週發給 0.2 小時鐘點費，每週至

多以 2 小時為原則，計入教師授課鐘點時數計算。 
(五)合開或併班上課課程： 

二人(含)以上合開之協同教學課程，由開課單位依各人實際授課

週數比例計算授課時數。專兼任教師所開授不同課程代號併班

上課者，以一門課之鐘點計算授課時數。

(六)遠距教學課程或磨課師(MOOCs)課程： 
教師每教授一門遠距教學課程或磨課師課程 (經電子計算機中

心認證)另增加 1 小時之授課鐘點，磨課師課程於第一次開課學

期再增 1 個鐘點。惟同一門磨課師課程僅限一班，不另支付大

班修課人數加權鐘點費。

(七)性別平等課程︰ 
本校性別平等通識課程經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每 1
學分以 1.5 倍鐘點核計。 

(八)跨領域共授課程： 
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識教育領域課程委員會議）及院課

程規劃委員會議（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並向教務處

申請通過，屬不同領域教師共同合作，並設計出具有整合性與

創新內容之跨領域課程，共同出席授課教師均得依實際出席時

數列計授課時數，兼任教師亦得依實際出席時數支給鐘點費。

但每門課程授課時數總數至多以該課程學時數之 2 倍為限。 
七、本校教師授課時數符合本要點第六點第一、二、六、七款，因加權

計算而超出基本授課時數部份得列為超支時數，且不受本要點第三

點超支 0 鐘點的限制，惟與校外日間學制學位班兼課時數併計後，

每學年超過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之超支時數者，超授時數部分

視為義務教學，自本校超支時數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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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師於該學年度日間部之大學或研究所基本授課時數如有不足時，

應依序以師資培育中心課程、進修學制課程補足，補足之時數不另

支給鐘點差額，惟有特殊情形者得另案簽准辦理。

九、為考量教師第一、二學期授課均衡，教師每學期應至少開授二門課

程，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准者得不受此限。

十、本校專任教師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經兼課

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學期每週至多得兼課 4 小時，所兼課程

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

校外兼課時數與本校超授時數加總每學年超過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者，超授時數部分視為義務教學，自本校超支時數內扣除。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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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99年 4月 20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 4月 19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 5月 2日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 11月 5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製作遠距教學

教材，以推動遠距教學，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

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單ㄧ科目授

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

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第三條 為推動遠距教學，成立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負責遠距教學課程規劃、審查

及評鑑等事宜，其他規定另訂「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遠距教學課程補助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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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網路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有關智慧財產權規定。 

第六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

細則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 

第七條 依本辦法，各院、所、系、學位學程採計為畢業總學分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

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

超過二分之一者，學校需填具「遠距教學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規定檢核

表」，報部審查核准後，始得開設。如有「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

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超過畢業總學分數 1/3者」，需填具「辦理學分抵

免學生名冊」報部備查。 

第八條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或境外地區招收境外學生之學

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需經教育部專案申請審查核准，其畢業總學分數之

計算，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前項學生學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

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 

第九條 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以教育部所列參考名冊，或經當地國

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限。 

第十條 定期評鑑學校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評鑑結果至少保存 5年。課

程經評鑑有缺失或不符合規定者，應通知授課教師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禁止該課程之開設。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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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課程代碼 10910150159 上課學制 大學部

課程名稱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通識-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Gender, Media, and
Multiculturalism

授課教師 (師
資來源) 陳佳慧(教育系)

教學型態 部別 日間部

課程類別
通識教育選修選項：通識網路課
程

部校定 校定

授課學期數 1 開課系所 通識教育(大學部)
開課班級數 1 新開設課程 否

國外學校合作
遠距課程

無
課程線上平台
網址

elearning.ncyu.edu.tw

預計總修課人
數

55 教師信箱 chiahuic@mail.ncyu.edu.tw

學分(時數) 2.0 (2.0) 上課班級 大學部3年甲班
先修科目 必選修別 選修

上課地點 網路輔助教學平台 WEB002 授課語言 國語

證照關係 無 晤談時間
星期1第1節~第4節, 地點:初教館
Ｂ316

課程大網網址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Syllabus/Syllabus_Rpt.aspx?CrsCode=10910150159
備 註
本課程之教學主題、內容或活動是否與性別平等
議題有相關之處：是

本課是否使用原文教材或原文書進行教學：否

◎系所教育目標：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以「基礎素養」與「博雅素養」為兩大主題軸，期望使本校學生能夠兼具
「自我瞭解與發展」、「公民責任與實踐」、「自然探索與關懷」、「國際文化與視野」、「科
技掌握與應用」、「語言訓練與溝通」、「人文陶冶與欣賞」、「創意思考與啟發」等核心能
力，進而培養具有多元知能與人格發展均衡的現代公民。

◎核心能力 關聯性

1.自我瞭解與發展 關聯性稍弱

2.公民責任與實踐 關聯性稍弱

3.自然探索與關懷 關聯性稍強

4.國際文化與視野 關聯性最強

5.科技掌握與應用 關聯性稍強

6.語言訓練與溝通 關聯性稍強

7.人文陶冶與欣賞 關聯性中等

8.創意啟發與思考 關聯性中等

◎本學科學習目標：

課程內容以案例作為出發，透過各種媒體素材所展現的性別與多元文化意識的內容進行思辯。
因此，在授課教材上融入各種多媒體素材，同時配合平台上討論區的設置，將單元議題作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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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進行意見交流，藉此活化與深化學習內容，吸引學生學習動機，訓練學生理性思考，培養
媒體試讀的能力。
此外，透過網路課程，以學生作為主體的學習方式，達到無距離、全時學習的概念。

◎教學進度：

週次 主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01
09/15 課程簡介 課程說明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2
09/22 性別與多元文化的意涵 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的意義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3
09/29 電視廣告中的性別意識 性別認同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4
10/06 電視偶像劇的性別意識 父系家庭的建構

問題教學法、講
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5
10/13

小說中的性別文化（面授
課程）
(教室地點待公布)

性別與習俗
問題教學法、講
授、討論。
授課方式：面授

06
10/20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
（一）：法律層面

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爭議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7
10/27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
（二）：同志的融合

同志家庭是否得領養小孩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8
11/03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三):
公投的法理爭議與社會觀
念的分歧

公投的法理爭議與社會觀念的分歧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9
11/10 期中考週 請至教學網路平台繳交報告

作業/習題演練。
授課方式：遠距

10
11/17 空間設計中的性別概念 解構性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1
11/24

跨性別者的經驗分享（面
授課程）
(教室地點待公布)

邀請跨性別者分享生活經驗與自我認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面授

12
12/01 「解放乳頭」運動 從17歲冰島少女的案例談起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3
12/08 月經的迷思

月亮杯所呈現的社會意識
身體、衣著與性別認同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14
12/15

「男女制服交換穿」運動
～性別與衣服

日本高中生交換制服活動的思維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5
12/22 墮胎與女性自主權 女性自主權、胎兒權利與父權的競逐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6
12/29

電影中的性別意識～跨性
別者

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自我選擇權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7
01/05

新移民文化中的性別意識
與文化

新移民文化的融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8
01/12 期末考 請至教學網路平台繳交報告

作業/習題演練。
授課方式：遠距

◎課程要求：

1.每週作業要求於兩週內完成（網路設定最後截止收件的時間）。 
2.面授課程時，請學生務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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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學生務必每週定時觀看信箱以及課程公告，以瞭解課程的相關訊息或是活動。 
4.有任何疑問，請以電子郵件與老師或是助教聯繫！
◎成績考核

期中考15% : 網路繳交作業
期末考15% : 網路繳交作業
作業/習題演練60% : 在教學網路平台中針對課程內容，設置議題討論區，由學生上網填寫PO文，
或是繳交心得報告，以達意見交換、討論之效（共計10個討論區）。
面授課程出席及登入線上平台次數 10% 

補充說明：無

◎參考書目與學習資源

自行編製教學講義（請見教學網路平台）
陳佳慧，「民主、人權與法治」，台北：新文京出版，2010出版。 
陳佳慧等合著，「性別議題與教育」，台北：五南出版，2011年。
◎教材講義

請改以帳號登入校務系統選擇全校課程查詢方能查看教材講義

適合修習對象：大一至大四

教學方式：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提供面授教學, 次數：2
次， 總時數：4.0小時 ■每週上課時數(遠距教學)：0.22小時
學習管理系統：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2、提
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及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及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作業繳交方式：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上課注意事項：

1.每週作業要求於兩週內完成（網路設定最後截止收件的時間）。 
2.面授課程時，請學生務必出席。 
3.請學生務必每週定時觀看信箱以及課程公告，以瞭解課程的相關訊息或是活動。 
4.有任何疑問，請以電子郵件與老師或是助教聯繫！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並禁止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隨時向學生宣導正確的
性別平 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予以適當的輔導，建立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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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課程代碼 10910150145 上課學制 大學部

課程名稱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通識-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Gender, Media, and
Multiculturalism

授課教師 (師
資來源) 陳佳慧(教育系)

教學型態 部別 日間部

課程類別
通識教育選修選項：通識網路課
程

部校定 校定

授課學期數 1 開課系所 通識教育(大學部)
開課班級數 1 新開設課程 否

國外學校合作
遠距課程

無
課程線上平台
網址

elearning.ncyu.edu.tw

預計總修課人
數

55 教師信箱 chiahuic@mail.ncyu.edu.tw

學分(時數) 2.0 (2.0) 上課班級 大學部3年甲班
先修科目 必選修別 選修

上課地點 網路輔助教學平台 WEB001 授課語言 國語

證照關係 無 晤談時間
星期1第1節~第4節, 地點:初教館
Ｂ316

課程大網網址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Syllabus/Syllabus_Rpt.aspx?CrsCode=10910150145
備 註
本課程之教學主題、內容或活動是否與性別平等
議題有相關之處：是

本課是否使用原文教材或原文書進行教學：否

◎系所教育目標：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以「基礎素養」與「博雅素養」為兩大主題軸，期望使本校學生能夠兼具
「自我瞭解與發展」、「公民責任與實踐」、「自然探索與關懷」、「國際文化與視野」、「科
技掌握與應用」、「語言訓練與溝通」、「人文陶冶與欣賞」、「創意思考與啟發」等核心能
力，進而培養具有多元知能與人格發展均衡的現代公民。

◎核心能力 關聯性

1.自我瞭解與發展 關聯性稍弱

2.公民責任與實踐 關聯性稍弱

3.自然探索與關懷 關聯性稍強

4.國際文化與視野 關聯性最強

5.科技掌握與應用 關聯性稍強

6.語言訓練與溝通 關聯性稍強

7.人文陶冶與欣賞 關聯性中等

8.創意啟發與思考 關聯性中等

◎本學科學習目標：

課程內容以案例作為出發，透過各種媒體素材所展現的性別與多元文化意識的內容進行思辯。
因此，在授課教材上融入各種多媒體素材，同時配合平台上討論區的設置，將單元議題作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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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進行意見交流，藉此活化與深化學習內容，吸引學生學習動機，訓練學生理性思考，培養
媒體試讀的能力。
此外，透過網路課程，以學生作為主體的學習方式，達到無距離、全時學習的概念。

◎教學進度：

週次 主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01
09/16 課程簡介 課程說明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2
09/23 性別與多元文化的意涵 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的意義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3
09/30 電視廣告中的性別意識 性別認同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4
10/07 電視偶像劇的性別意識 父系家庭的建構

問題教學法、講
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5
10/14

小說中的性別文化（面授
課程）
(教室地點待公布)

性別與習俗
問題教學法、講
授、討論。
授課方式：面授

06
10/21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
（一）：法律層面

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爭議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7
10/28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
（二）：同志的融合

同志家庭是否得領養小孩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08
11/04

多元性別的平等意義(三):
公投的法理爭議與社會觀
念的分歧

公投的法理爭議與社會觀念的分歧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09
11/11 期中考週 請至教學網路平台繳交報告

作業/習題演練。
授課方式：遠距

10
11/18 空間設計中的性別概念 解構性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1
11/25

跨性別者的經驗分享（面
授課程）
(教室地點待公布)

邀請跨性別者分享生活經驗與自我認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面授

12
12/02 「解放乳頭」運動 從17歲冰島少女的案例談起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3
12/09 月經的迷思

月亮杯所呈現的社會意識
身體、衣著與性別認同

講授。
授課方式：遠距

14
12/16

「男女制服交換穿」運動
～性別與衣服

日本高中生交換制服活動的思維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5
12/23 墮胎與女性自主權 女性自主權、胎兒權利與父權的競逐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6
12/30

電影中的性別意識～跨性
別者

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自我選擇權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7
01/06

新移民文化中的性別意識
與文化

新移民文化的融入
講授、討論。
授課方式：遠距

18
01/13 期末考 請至教學網路平台繳交報告

作業/習題演練。
授課方式：遠距

◎課程要求：

1.每週作業要求於兩週內完成（網路設定最後截止收件的時間）。 
2.面授課程時，請學生務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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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學生務必每週定時觀看信箱以及課程公告，以瞭解課程的相關訊息或是活動。 
4.有任何疑問，請以電子郵件與老師或是助教聯繫！
◎成績考核

期中考15% : 網路繳交作業
期末考15% : 網路繳交作業
作業/習題演練60% : 在教學網路平台中針對課程內容，設置議題討論區，由學生上網填寫PO文，
或是繳交心得報告，以達意見交換、討論之效（共計10個討論區）。
面授課程出席及登入線上平台次數 10% 

補充說明：無

◎參考書目與學習資源

自行編製教學講義（請見教學網路平台）
陳佳慧，「民主、人權與法治」，台北：新文京出版，2010出版。 
陳佳慧等合著，「性別議題與教育」，台北：五南出版，2011年。
◎教材講義

請改以帳號登入校務系統選擇全校課程查詢方能查看教材講義

適合修習對象：大一至大四

教學方式：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提供面授教學, 次數：2
次， 總時數：4.0小時 ■每週上課時數(遠距教學)：0.22小時
學習管理系統：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2、提
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及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及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作業繳交方式：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上課注意事項：

1.每週作業要求於兩週內完成（網路設定最後截止收件的時間）。 
2.面授課程時，請學生務必出席。 
3.請學生務必每週定時觀看信箱以及課程公告，以瞭解課程的相關訊息或是活動。 
4.有任何疑問，請以電子郵件與老師或是助教聯繫！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並禁止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隨時向學生宣導正確的
性別平 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予以適當的輔導，建立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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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課程代碼 10912690005 上課學制 研究所碩士班

課程名稱
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授課教師
(師資來源)

何宣甫(教政所)

學分(時數) 3.0 (3.0) 上課班級 教政所碩班1年甲班

先修科目 必選修別 選修

上課地點 教育館 B03-218 授課語言 英文

證照關係 none 晤談時間
星期1第6節~第9節, 地
點:B03-215 

課程大網
網址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Syllabus/Syllabus_Rpt.aspx?
CrsCode=10912690005

備註 none
本課程之教學主題、內容或活動是否與性別平
等議題有相關之處：否

本課是否使用原文教材或原文書進行教
學：是

◎系所教育目標：
進行本土化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在規劃與決策方面可行模式之研究，強化各國制度及經
營管理的比較以提高國際觀，積極輔導中南部各級學校與中南部縣市教育局處建立研究
合作關係，以行動研究導向協助教育局處解決重要教育問題並豐富其行政專業知識。
強化學生基礎知識的建立以及研究方法的訓練，使其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培養學生從
巨觀的層面來建立行政與政策發展的能力，並提供學生至教育局處等各單位的實習機
會，自微觀的層面加強學生在學校等各種教育機構各面向經營管理的實務能力，重視財
經知識的建立以提高各種資源應用的公平性及效率性。

◎核心能力 關聯性

1.教育行政理論及實務的知能 關聯性稍強

2.宏觀與國際化的教育政策視野 關聯性最強

3.做決定及教育經營管理之各項知能 關聯性最強

4.從事高深教育學術理論研究的能力 關聯性稍強

◎本學科學習目標：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Students will able to develop skills in policy development, and possess better competences in 
learning, apprecia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latest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olici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教學進度：
週
次
主題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01 Introduction
Class contents 
Class Manner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講授、討論。

02
theori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es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Page 1 of 3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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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theori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Policy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definition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5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in foster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aiwan--higher education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6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aiw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7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global vision

View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from a global vision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8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other 
countries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major countries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09 midterm report
selecting an educational issue or policy in 
Taiwan, and try to compare it with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0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topic selection)

作業/習題演練、
操作/實作。

11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questions)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2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structure)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3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4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Literature Review)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5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Literature review)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6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操作/實作、講
授、討論。

17 Research Design
conduct 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操作/實作、口頭
報告、討論。

18 Final Presentation Final Presentation
操作/實作、口頭
報告、講授、討
論。

◎課程要求：
Students has to complete a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y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participate 
and presenting their research article in an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成績考核
期中考50% 
期末考50% 

◎參考書目與學習資源
1. Wang, L. and Ho, H. (2013). The market position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for music students from Taiwa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1-12. 

Page 2 of 3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大綱

2020/5/19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Syllabus/syllabus_RRpt.aspx

-39-



2. Ho, H. and Huang, Y. (2013). Earning while learning: Part-time work during term tim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1), 59-66. 
3 Ho, H. and Lin, L. (2012). The all-in-one human resource policy of Taiwan’s Hand-in-Hand 
Program.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11(3), 179-187. 
4. Ho, H. and Wang, F. (2011). Prestige, Parallel or Predatory—Pricing Strategies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ing Studies, 3(3), 67-77. 
5. Ho, H. and Chen, P. (2011). Revamping the Funding formula for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2(1), 143-148.

◎教材講義
none
none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並禁止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隨時向學生
宣導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予以適當的輔導，建立
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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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網路通識課程 系(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大綱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ourse Syllabus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 Spring/Fall Semester,  

Academic Year 109-1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數位攝影與影像

處理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林志鴻 

課程代碼 

Course code 

開課學制別 

(Course level) 

大學部(Undergraduate) 

□ 碩士班(Graduate-Master)

□ 博士班(Graduate-Doctor)

□ 進修學士班(Extension

education-Bachelor 

□ 進修碩專班(Extension

education-Master)

學分（時數） 

Credits 

(Course hours) 

2 開課班級 

Class 

星期（二）第（3,4）節 

三年級 民雄校區(網路通識) 

先修科目 

Prerequisite 

courses 

□有 Yes：＿＿

＿ 

無 No 

必/選修別 

Required 

/ Electiv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上課地點 

Class location 

電腦教室 授課語言 

Class language 

中文 

與證照取得關係 

Availability of 

certificate 

□有Yes：______

無 NO

晤談時間 

Office hour 

星期二第 5,6 節; 

Date:__________ Hour:__________ 

晤談地點 

Office 

科學館 303 

教師 e-mail chuck@mail.ncyu.edu.tw 

一、通識教育目標：Goals at the Department or Institute level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以「基礎素養」與「博雅素養」為兩大主題軸，期望使本校學生

能夠兼具「自我瞭解與發展」、「社會互動與關懷」、「公民責任與實踐」、「國際文化與視

野」、「科技掌握與應用」、「語言訓練與溝通」、「人文陶冶與欣賞」、「創意思考與啟發」

等核心能力，進而培養具有多元知能與人格發展均衡的現代公民。 

二、本學科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Relationship to departmental core ability indices 

（1.關聯性最弱 2.關聯性稍弱 3.關聯性中等 4.關聯性稍強 5.關聯性最強） 

(1.Least related 2.Weakly related 3.Moderately related 4.Strongly related 5.Highly related) 

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關聯性 

Relationship 

1.自我瞭解與發展 2 

2.社會互動與關懷 1 

3.公民責任與實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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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文化與視野 3 

5.科技掌握與應用 5 

6.語言訓練與溝通 3 

7.人文陶冶與欣賞 5 

8.創意啟發與思考 5 

三、本學科內容概述：Course description 

本學科課程內容分為四大部分： 

(1) 數位攝影硬體裝置介紹：介紹數位與底片、單眼、類單眼和微單眼差異、閃光燈、

快門線、鏡頭與機身、廠牌差異、維修注意事項等內容，透過每週的隨堂線上測驗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2) 數位攝影技術概念介紹與實作：透過高速攝影機紀錄快門作動過程、光圈、白平衡、

測光、曝光係數、感光度、焦段、構圖等實用知識，並透過作業時作方式完成上述

技術練習，以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3) 數位影像後製技術介紹與實作：透過數位影像處理軟體的學習完成各種作品，讓攝

影學理論與後製實務結合。 

(4) 新興數位攝影技術應用與實作：透過傳授與與實作最新數位攝影技術，例如 360度

虛擬實境環場攝影，讓學生獲得最新攝影技術與應用。 

四、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1. 攝影器材解析與保養

2. 數位相機基本概念：(1)成像原理與片幅概念，(2)快門的機械結構與原理，(3)光圈的

機械結構與原理 

3. 光圈與快門實作練習

4. 淺談攝影構圖與實作

5. 感光度、測光模式、曝光補償、色溫與白平衡與實作

6. 數位影像處理工具介紹與實作

7. 虛擬實境 360 度攝影之應用與實作

五、本學科學習目標：Course objectives 

1. 本課程為網路課程，培養學生透過線上資源學習能力

2. 培養數位攝影之觀念、能力與實務技巧

3. 學習數位影像處理軟體之操作與實作能力

4. 培養數位攝影素養

六、教學進度：Course schedule 

（方法 Teaching method：1.講授 Lecture 2.示範 Demonstration 3. 練習 Practice4.其他 Other_______) 

週  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主  題 

Theme or topic 

教學內容 

Content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 

第 1 週 面授課程：本學
期課程介紹(＊面
授教室: 民雄校
區) 

1. 課程重點
2. 課程要求
3. 課程操作方式
4. 課程評量方式

1.講授 2.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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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 遠距課程：器材
解析與相機保養

（1） 

器材解析與相機保
養 

.數位與傳統攝影 

.數位相機種類 

.鏡頭種類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3 週 遠距課程：器材
解析與相機保養
（2） 

器材解析與相機保
養 

.相機的操作 

.腳架與雲台 

.相機的採購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4 週 遠距課程：數位
相 機 基 本 概 念
(1): 成像原理與
片幅概念 

數位相機基本概念
(1): 成像原理與片
幅概念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5 週 遠距課程：數位
相 機 基 本 概 念
(2): 快門的機械
結構與原理 

數位相機基本概念
(2): 快門的機械結
構與原理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6 週 遠距課程：數位
相 機 基 本 概 念
(3): 光圈的機械
結構與原理 

數位相機基本概念
(3): 光圈的機械結
構與原理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7 週 遠距課程：光圈
與快門實作練習 

遠距課程：光圈與快
門實作練習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8 週 遠距課程：淺談
攝影構圖 

淺談攝影構圖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9 週 面授課程：期中

考週 

面授課程：期中攝影

作品解說與繳交 

4.其他 Other (實作作品) 

第 10 週 遠距課程：感光
度、測光模式、

曝光補償、色溫
與白平衡（1） 

感光度、測光模式、
曝光補償、色溫與白

平衡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1 週 遠距課程：感光
度、測光模式、
曝光補償、色溫
與白平衡（2） 

感光度、測光模式、
曝光補償、色溫與白
平衡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2 週 遠距課程：期中
攝影作品解析與
分享 

期中攝影作品解析
與分享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3 週 遠距課程：數位
影像處理工具介
紹（1） 

光 影 魔 術 手
enoimaging 軟體介
紹與實作其他數位
影像處理軟體介紹
與實作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4 週 遠距課程：數位
影像處理工具介
紹（2） 

光 影 魔 術 手
enoimaging 軟體介
紹與實作其他數位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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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軟體介紹
與實作 

第 15 週 面授課程：虛擬
實境 360 度攝影
之應用與實作 

虛擬實境 360度攝影
之應用與實作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6 週 遠距課程：數位
影像處理工具介
紹（3） 

光 影 魔 術 手
enoimaging 軟體介
紹與實作其他數位
影像處理軟體介紹
與實作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7 週 遠距課程：數位
影像處理工具介
紹（4） 

光 影 魔 術 手
enoimaging 軟體介
紹與實作其他數位
影像處理軟體介紹

與實作 

1.講授 2.示範 3.練習 

第 18 週 面授課程：期末
考週 

面授課程：期末考週
-期末攝影作品繳交 

4.其他 Other (實作作品) 

七、課程要求：Course requirements 

1. 本課程為網路課程
2. 自備單眼/微單眼/類單眼相機，與手機(建立 VR360 須使用)

3. 本課程適合初、中級數位攝影能力學習者

八、成績考核：Grading policy 

□課堂參與討論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 % □小考 Quiz____% 

期中考 Midterm exam 30 % 期末考 Final exam 30 % □書面報告 Essay___%

□口頭報告 Oral presentation___%  □操作/實習 Practical exercise %  □實習 

□作業/習題演練 %  其它 Other 40 ％（說明 Description 上課出席率、上課表現、
參與討論、作業繳交、作品發表等等） 

□補充說明 (Note)____________

九、參考書目與學習資源：Text book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1. 新世紀多媒體導論理論與應用（藍海文化/林志鴻著）

2. 構圖的秘密（大牌出版/葛雷格．艾伯特著）

3. 攝影師之框：頂尖攝影師的 19 堂課（楓樹林出版社/羅貝多・瓦倫索拉著）

4. 自編

十、教材講義：自編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隨時向學生

宣導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予以適當的輔導，建

立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

1.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nd using authorized textbooks. Book

piracy is not allowed. 

2.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gender equity in education. Consult

university regulations for its policy. Promote gender equity by illustrating the 

concept in classes and provide proper consultation t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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