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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選讀107上全遠距、微學分新制課程 
 

Q1：何謂全遠距課程？ 

A1：全遠距課程係採同步與非同步教學，為2學分或3學分課程。 

    教學方式採用遠距視訊授課，包括： 

      1.同步視訊課程。 

      2.線上議題討論。 

      3.線上數位教材。 

 

Q2：何謂微學分課程？ 
A2：為符合時代演變趨勢及配合時代脈動，開設微學分課程。 

    微學分係指1學分課程。 
 

** 有興趣選讀新制課程同學，請洽所屬中心辦理 ** 
 

107 學年度上學期全遠距、微學分各課程開設說明 

全遠距課程 微學分課程 

1.公共治理的理論與實務 1. 社會統計實務 

 2. 法學德文(二) 

  3. 法學德文(三) 

  4. 無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 

  5. 亞洲觀光餐旅典範系列-泰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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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遠距課程：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治理的理論與實務」選課說明 
 

作為當代公民，對於公共治理具備基本的認知，應屬基本素養之一。因此，

本課程之設計在於呼應本校教育目標與公共行政學系核心能力，試圖培養學生

公民參與能力。 

 

壹、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如下： 
一、瞭解民主政治理論發展。 

二、瞭解世界先進國家民主治理主流模式。 

三、瞭解公民參與治理的角色與行動。 

四、瞭解公共政策制定過程。 

五、反思我國公共治理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貳、本課程的教學內容如下： 
一、民主公共治理的理念發展概況。 

二、西方主流民主理論和實踐模式。 

三、公民參與治理的實踐。 

四、對我國公共治理的反思。 

 

參、本課程教學方式如下： 

一、授課：本課程為 3學分課程，授課實施分為以下部分： 

 

1.網路視訊面授—共 24 節、每節 3 小時（含每節 10 分鐘下課休息時間），

共面授 8 次。內容除了由本課程主持人單獨授課外，還可能邀請校外學者專家

進行線上座談會或專題演講，希望以多元的面授方式，讓修習本課程之同學，

獲得更為豐富的知識。面授教學之具體上課時間如下—— 

月 日（週二 18:30–21:20） 主題 

9 18 民主治理發展沿革 

10 2、16、30 

多元主義與公共治理 

菁英主義與公共治理 

影片賞析及議題討論 

11 13、27 

公共選擇與公共治理 

參與式民主與公共治理 

影片賞析及議題討論 

12 11、25 
學期報告撰寫指導或 

或線上測驗（開書式申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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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上數位教材—12講次、每講次 30分鐘，掛載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供學

生於開課期間隨時上網閱聽學習。 

 

二、線上議題討論：由本課程主持人或由本課程各面授班面授教師，運用本校

數位學習平台之留言板，針對課程內容設計議題，要求學生對該議題留言發表

意見、進行討論。本課程將規劃 2 個以上議題，於學期當中由教師配合課程進

度實施。學生必須參與全部的議題討論，作為期中評量成績計算。 

 

三、評量：本課程由面授教師採多元評量方式評定成績，包含： 

1.平時考核（30%）—二次的書面作業 

 2.期中評量（30%）—面授之到課率、線上議題討論之參與 

 3.期末評量（40%）—書面報告或線上測驗（開書式申論題） 

 

※注意事項： 

1.本課程為全遠距課程，依本校規定需實施點名制，到課率占總成績的 10%，

由本課程面授教師斟酌評分。 

 2.本課程要求學生撰寫之書面作業或研究報告的題目，由面授老師於視訊面

授時宣布，不另行於網頁上公告。 

 3.每次視訊面授都有同步錄影，掛載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俾利於同學因故

未能到課時補課。 

4.承前項，同學雖因故未能按時參加面授，但能確實觀看視訊面授錄影檔補

課者，面授教師將不會對同學的平時成績扣分。同學是否觀看面授錄影檔，可

由同學是否準時繳交面授教師於面授時指定之書面作業或報告判斷，也可由同

學登入數學習平台之時數加以判斷。 

5.請修習本課程之同學經常檢查學校提供的 WEB MAIL 信箱，授課老師將會

利用此一信箱發布訊息，亦請經常登入數位學習平台以觀看線上數位教材、參

與線上議題討論發表意見、或觀看面授錄影檔以及參與線上測驗（線上測驗會

設定參加期間，而若有線上測驗，教師會於面授時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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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社會科學系「社會統計實務」選課說明 
 

一、課程內容重點 

不知道統計在做什麼？方案在目前社會福利機構的經費挹注上扮演關鍵角

色，在規劃方案不知道需求評估如何進行嗎？社會統計告訴你： 

1.如何運用內政部戶政司或其它政府統計料進行資料分析，如何瞭解案主群

的人口屬性與進行方案設計中的需求評估等。 

2.如何設計問卷與如何運用社會統計的基本概念與應用實務。 

二、上課週次與時間 

（一）本課程分五次上課，每次上課 3小時，共 15小時。 

（二）上課日期與時間 

第一次：107年 9月 03日（一）18：30-21：20 

第二次：107年 9月 10日（一）18：30-21：20 

第三次：107年 9月 17日（一）18：30-21：20 

第四次：107年 10月 1日（一）18：30-21：20 

第五次：107年 10月 8日（一）18：30-21：20 

三、課程進行方式：本課程無實體面授（不需要到學習指導中心，在家中），由

老師自行提供講義進行視訊面授教學。 

四、成績評量： 

（一）平時考核 30%：作業、到課、課堂參與。 

（二）期中評量 30%：作業、到課、課堂參與。 

（三）期末評量 40%：書面報告。 

五、學生端設備要求： 

參與同步視訊面授教學需具備耳麥（視訊攝影機為選配設備，非必要）、頻

寬至少 2.2Mb/Sec 以上（ㄧ般手機上網，3G 或以上、家用寬頻網路都能滿足此

需求）。 

六、原則上要求學生都能在指定時間進視訊班同步上課，不克參加者可觀看錄

影回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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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社會科學系「法學德文（二）」選課說明 
 

一、內容簡介 

本課程乃「法學德文（一）」的進階課程，除透過文法的繼續學習，認識更

深入的句型結構，以進一步瞭解德國基本法關於基本權利之規定外，本課程也

仍維持口語練習，培養同學德語聽講的能力。 

二、課程進行方式 

共 6次上課，每次 3小時，共 18小時，進行同步視訊面授教學和口語對話。

暫訂上課日期與時間上如下： 

第一次：107年 09月 08日（六）18：30-21：20 

第二次：107年 09月 15日（六）18：30-21：20 

第三次：107年 09月 29日（六）18：30-21：20 

第四次：107年 10月 20日（六）18：30-21：20 

第五次：107年 10月 27日（六）18：30-21：20 

第六次：107年 11月 03日（六）18：30-21：20 

三、成績評量 

平時上課課堂參與占 30%、期中評量占 30%、期末評量占 40%。 

 

 

 
 
 
 
 
 
 
 
 
 
 
 
 
 
 



- 6 - 

微學分課程：社會科學系「法學德文（三）」選課說明 
 

一、內容簡介 

本課程為「法學德文（二）」的進階課程，內容延續德語文法的介紹，以及

德國基本法對基本權利規定之繼續學習。此外，課程中仍維持口語練習，培養

同學德語聽講的能力。 

二、課程進行方式 

共 6次上課，每次 3小時，共 18小時，進行同步視訊面授教學和口語對話。

暫訂上課日期與時間原則上如下： 

第一次：107年 11月 16日（五）18：30-21：20 

第二次：107年 11月 23日（五）18：30-21：20 

第三次：107年 11月 30日（五）18：30-21：20 

第四次：107年 12月 07日（五）18：30-21：20 

第五次：107年 12月 14日（五）18：30-21：20 

第六次：107年 12月 21日（五）18：30-21：20 

三、成績評量 

平時上課課堂參與占 30%、期中評量占 30%、期末評量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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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管理與資訊學系「無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 
選課說明 

 

想了解與體驗時下最夯的無人機與空拍新科技嗎？來修管資系最新的「無

人機與空拍攝影入門」微學分課程就對了。微學分課程的教學模式具有高度互

動特色，除了觀看數位教材外，還透過TronClass數位學習平臺進行豐富的議題

討論，選課同學利用9週的修課期間，隨時與授課教師以及同班同學在數位學習

平臺進行互動與學習，全新的體驗，燃燒出您學習的熱誠之火，來一段充實的

學習之旅吧！ 

一、課程進行方式：本課程無實體面授，除提供數位教材予同學閱讀之外，每

週由授課老師進行非同步線上帶領，引導同學參與非同步

議題討論，並於開學後第1、5、9週進行同步視訊面授教學；

上課時間如下： 

9/5(三)、10/3(三)與10/31(三)19:00~20:50共三次。 

此外，授課老師可能會視情況安排自由參加的無人機實際體驗活動。 

二、教學活動：選課同學必須透過nou.tronclass.com.tw數位學習平臺參與非

同步互動討論、線上繳交作業、進行線上自我評量等教學活動，

促進學習成效。 

三、授課老師：每班一位線上帶領老師，將於第1週到第9週全程引領同學進行

學習、排難解惑。並負責進行教學活動、作業批閱、成績考評

等。 

四、成績評量： 

(一)平時成績（30分）： 

1.針對每個單元主題參與議題討論所指定的任務。(20分) 

2.數位學習平臺整體參與度（參考平臺登入次數、數位教材閱讀時數、視

訊面授參與度…等線上統計資訊）（10分） 

(二)期中評量（30分）： 

1.於時限內完成期中評量作業（20分） 

2.於時限內完成線上評量(10分) 

(三)期末評量（40分） 

1.分組實作應用報告一份。（30分） 

2.同儕互評：閱讀2組同學的作品並給予評分講評。(10分) 

五、學生端設備要求： 

參與同步視訊面授教學需具備耳麥（視訊攝影機為選配設備，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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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至少2.2Mb/Sec以上。 

六、為完整體驗與學習，本課程選課期限為第一次同步視訊面授日前，逾期即

不開放加選。 

 

※選課人數需達40人者得予開課，選課未達開班人數，請辦理改(退)選。 

微學分科目，僅限於該微學分2個科目上限內辦理改選。 

 

 

 

 

 

 

 

 

 

 

 

 

 

 

 

 

 

 

 

 

 

 

 

 

 

 

 

 



- 9 - 

微學分課程：生活科學系「亞洲觀光餐旅典範系列-泰國篇」 
 

課程特色 

本課程為微學分混合型之選修課程，為生活科學系全遠距課程「餐旅管理」

之延伸課程。課程包括下列面向的學習：泰國代表性餐旅品牌特色及管理與運

作、泰國觀光餐旅典範品牌(教育機構及產業)參訪交流及導遊領隊領團實務與技

巧評析三個主要部分。 

本課程除非同步影音教材與面授學習外，學生透過泰國海外實際參訪來學

習泰國觀光餐旅管理與其運作方式，並藉由參團，觀察與瞭解導遊與領隊的領

團過程與技巧。線上影音教材則導入泰國餐旅管理重點解析。 

課程進行方式 

本課程進行方式如下： 

一、線上影音課程：同學自行上數位學習平台進行影音教材兩講次之學習。 

二、同步視訊面授：本課程共有兩次線上面授，分別為 9/6(四)及 9/20(四) 

晚上 7:00 至 8:50。 

三、海外參訪教學：本課程於 2018 年 9 月 25 至 9 月 30 日至泰國曼谷進行 

參訪。 

成績評量方式 

本課程評量方式如下： 

一、平時成績：以評量學生參與面授、觀看網頁教材、海外參訪互動表現。 

佔總成績之 30%。 

二、期中報告：繳交參訪心得一份。書寫內容與報告格式於期初說明並提 

供檔案供同學下載。佔總成績 30%。 

三、期末報告：繳交參訪報告一份。書寫內容與報告格式於期初說明並提 

供檔案供同學下載。佔總成績 40%。 

選課方式 

海外參訪為本課程之必須，欲選修此課程同學除選課外，需自行負擔海外

參訪教學衍生之所有費用並全程參與。依據本校海外實地參訪教學實施要點，

課程參訪若有交通、食宿、行程及旅遊保險等事宜之安排需求，學生得依其意

願選擇委託教師推薦之代辦機構承辦或自行安排，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委託教師推薦之代辦機構承辦： 

本課程委託精通泰國旅遊之「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交觀甲 6478 號；品保

協會北 14910001 號) 辦理。 

依規定校辦理學生註冊時，除學雜費外，不得向學生另行收取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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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由學生逕洽「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以知悉相關安排與費用。參訪行程與

參 訪 費 用 說 明 載 於 「 開 新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首 頁 。 網 址 為

http://www.ontour.com.tw/webeip/HT00905/。 

「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之本專案負責人為張雅佩協理，電話為

02-2523-2177、傳真為 02-2563-2844、 電子郵件為 kaihsin@ontour.com.tw。   

請同學登入網頁查看行程與費用說明後，依其自由意願向「開新旅行社有

限公司」繳交費用並簽訂海外旅遊定型化契約。學生應將簽名後之「委託代辦

機構同意書」(附表一)正本（影本由學生存查）及代辦機構之繳費證明影本（正

本驗明後返還），繳交至所屬之學習指導中心，由中心協助辦理註冊選課。 

二、學生選擇自行安排 

(一)學生選擇自行處理國際段機票(Join Tour)： 

學生可依其自由意願自行處理台灣至泰國曼谷之國際段來回機位。請逕洽

「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瞭解行程安排與扣除國際段來回機位之交通、食宿、

行程費用並委託代辦機構處理上述部分。學生應將簽名後之「委託代辦機構同

意書」(附表一)正本（影本由學生存查）及代辦機構之繳費證明影本（正本驗明

後返還），繳交至所屬之學習指導中心，由中心協助辦理註冊選課。 

選擇此方案學生，其到離國際航班之安排，皆須自行處理與負責。學生須

於本課程使用之桃園—曼谷航班到達曼谷之當地落地時間前 20 分鐘於曼谷素萬

納普機場(Suvarnabhumi Airport)之到達樓層(Arrival Floor)指定點與本團導遊會

合後加入團體。 

選擇此方案學生之曼谷—台灣離境班機需晚於本課程使用之曼谷—桃園航

班。學生若同日從曼谷素萬納普機場(Suvarnabhumi Airport)離境回台，可配合本

課程離境交通之安排，將同學送至曼谷素萬納普機場(Suvarnabhumi Airport)。若

從其他機場離境和(或)離境時間與本課程之離境班機交通安排無法配合，則須

自行負擔與處理最後行程點至機場之交通及離境前之各項安排。 

(二)學生選擇自行處理國際段機票、到目的地之交通、食宿、行程及保險： 

本課程尊重學生自由意願，由其自行安排參訪教學所需之機位、交通、食

宿。選擇此方案之學生，需自行處理與負責國際段航班機票、自行預訂本課程

指定之兩家住宿飯店、自行處理所有交通移動與部分餐食安排、並於課程活動

之指定時間前自行安排到達參訪活動地點。並向參訪機構或導遊繳交參訪活動

所需之費用。 

因此方案涉及遊程規劃專業，欲選取此方案之同學，請與生活科學系薛景

慈老師聯繫(電子郵件 amyhsueh@mail.nou.edu.tw 或 02-22829355 分機 5451），取

得相關訊息並繳交「整體行程規劃」及「自行到課通知書」，可向所屬中心進行

http://www.ontour.com.tw/webeip/HT00905/
mailto:電子郵件為kaihsin@on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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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註冊。上述事項請與薛景慈老師直接聯繫。 

選擇此方案之學生俾充分知悉未能按時到課將以曠課論而致成績不能及格。 

其他說明事項 

本課程之海外參訪報價以兩人一室為原則，若需指定單人住房，需依旅行

社公告補足價差。同學可與認識同學一起報名並指定同住或由旅行社排房。 

本課程選課註冊學生人數上限為 30，達到上限即不再開放選課註冊。若課

程選課人數未達學校規定，學校則保留課程開設之權利。同學註冊選課費用可

轉移至其他課程或退費；繳交於代辦機構之費用也將依規定退費。 

以上若有未盡之事宜，可與課程負責教師聯繫或由生活科學系網頁隨時公

告之。 

 

※選課人數需達30人者得予開課，選課未達開班人數，請辦理改(退)選。 

微學分科目，僅限於該微學分2個科目上限內辦理改選。 

附表一：國立空中大學校外實地參訪教學委託代辦機構同意書 

 
 
(全部委託者請填寫此部分)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欲修習亞洲觀光餐旅典範系列--泰國篇

課程，經本人自行洽詢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並經告知完整相關訊息。

本人願委託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安排參與本課程之相關交通、食宿、

行程等事宜，並願意繳交所需費用。 

 

 

 

(Join Tour 者請填寫此部分)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欲修習亞洲觀光餐旅典範系列--泰國篇

課程，經本人自行洽詢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並經告知完整相關訊息。

本人願委託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安排扣除台灣至泰國曼谷國際段來回

機票外之參與本課程之相關交通、食宿、行程等事宜，並願意繳交所

需費用。 

 

 

立書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10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