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空中大學 109上學期(2020 年 9 月-2021 年 1 月) 

修讀方式 
 

            -上網填寫  
 
 
 
            -可使用電腦(網頁工具開啟本校網站/數位學習平台) 
                     、平板或手機(下載旭聯智慧大師 APP)觀看教學節目， 

                     搭配教科書。 

                   -須繳交 2 次平時作業及期中末報告給面授老師 

             
                    
            -2 次作業成績佔 30%、期中考成績佔 30%、期末報告佔 40%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臺灣本土宗教信

仰 

    人文學系 3 $2,820 

課程目標： 

了解臺灣本土所發展的宗教信仰，其中分三個主題： 

一、本土宗教的界定。二、本土宗教主要介紹。三、本土宗教的宗教哲

學。 

課程概要： 

一、緒論。二、臺灣道教的傳承與發展。三、臺灣道教的齋醮科儀。

四、臺灣道教的祀神。五、臺灣本土的法教。六、臺灣本土法教的神

祇。七、臺灣本土佛教的傳承與發展。八、臺灣齋教的傳承與發展。

九、臺灣民俗佛教的信仰。十、臺灣儒教的傳承與發展。十一、臺灣儒

教的祀神與祭儀。十二、反省。 

109 

上學

期 

台灣歷史人物與

事件 

    人文學系 3 $2,820 

課程目標： 

以人物為經，以事件為緯，試圖透過台灣地區歷史上具代表性的人與
事，涵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作重點式的整理描述，協助同
學建立今日處身的台灣之所由來的全面視野。 

課程概要： 

涵括國際海權角逐時代、鄭氏王國時代、清領時代、日治時代及當代台
灣等台灣地區過往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與事件，諸如涉及國際海權時代東
亞貿易競爭的荷蘭台灣長官 Nuyts 和涉及日本的濱田彌兵衛事件，以李
光輝為代表的台籍日本兵，與漢人開墾者以「割地換水」方式同意在台
中地區開鑿貓霧揀圳的原住民平埔族岸裡社群潘郭仔等，另外還有鄭成
功、吳沙、馬偕、林茂生、吳濁流、吳三連、許世賢等二、三十位重要
人物及相關的事件、時代潮流，以區塊的方式，讓同學們組成更多彩多
姿的台灣面相。 

舊生選課 

上課方式 

成績計算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數位傳播概論 

人文學系 3 $2,820 

課程目標： 

一、了解數位媒體傳播的角色與功能。二、了解數位媒體企劃製作之基

本知識。三、了解數位媒體資訊之結構與傳播模式。四、了解數位媒體

對人類社會文明的影響結構。五、建構學生對數位媒體資訊御用及監督

的能力。 

 

課程概要： 

一、緒論。二、數位媒體技術的應用發展。三、數位媒體行銷企劃。

四、數位媒體文本。五、數位媒體新聞。六、數位廣播電視系統。七、

數位平面媒體。八、數位資訊與典藏。九、數位學習。十、網路社群。

十一、網路倫理。十二、網路資訊化社會。十三、數位媒體的衝擊與未

來。 

109 

上學

期 

新聞編輯與採訪 

人文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1.了解新聞職業的結構與特質。2.了解記者工作必須具備的知能與人格特

質。3.了解各種媒體新聞編輯與採訪工作的專業知識理論與技能。4.了解

新聞事業的職業倫理道德。5.了解新聞事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課程概要： 

1.新聞與記者。2.新聞編輯與採訪。3.採訪寫作的原則。4.新聞採訪的實

踐。5.新聞寫作的結構。6.新聞的特別寫作。7.專業主題新聞的採訪編

輯。8.廣播新聞的採訪編輯。9.電視新聞的採訪編輯。10.網路媒體新聞。 

11.網路新聞編輯製作。12.採訪編輯的倫理規約。 

109 

上學

期 

日本近現代史 

人文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讓選修本課程同學了解近代日本由改革走向統一，繼而發展出帝國主義

強權，崩潰後走向民主的過程。 

課程概要： 

第一章／開國  

第二章／明治維新  

第三章／自由民權與天皇制 

第四章／日本帝國的建立  

第五章／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  

第六章／日本帝國的崩潰  

第七章／戰後日本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博物館學 

（可採計生活科

學系） 

 

人文學系 2 $1,880 

教學目標： 

啟發學生認知博物館學的功能以及與社會作用之相互關係，並建立博物

館專業領堿之基礎能力，增進博物館事業之發展，並且有利大眾應用圖

書館，促進博物館文化之推展。 

課程概要： 

一、導論：(1)博物館學的內容。(2)博物館的定義。(3)博物館的功能。(4)

博物館的類型。 

二、博物館的歷史。三、博物館的組織與行政業務。四、博物館的典藏

業物。五、博物館的展覽業物。六、博物館的教育與觀眾服務。七、博

物館的行銷經營與公關。八、博物館的倫理。九、博物館的新趨勢。 

109 

上學

期 

家庭社會工作 

社會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1.瞭解社會變遷與家庭問題關係暨社會工作處遇層次。2.清楚

瞭解與運用家庭社會工作處遇相關理論。3.掌握家庭社會工作過程。 

課程概要： 

基礎篇 (社會變遷與家庭社會工作)第一章／家庭社會工作 第二章／社

會變遷與家庭問題 第三章／家庭政策 

理論篇 (家庭社會工作處遇理論) 

第四章／系統與生態系統理論 第五章／家庭發展理論 第六章／社會

支持理論 第七章／家庭優勢和復原力觀點 第八章／家庭社會工作的

方法  

方法篇 (家庭社會工作的方法與過程) 第九章／家庭社會工作的方法 

第十章／開始階段 第十一章／預估與診斷階段 第十二章／處遇階段 

第十三章／案例服務過程 

實務篇 (家庭社會工作實務) 

第十四章 貧窮家庭的處遇 第十五章／多重問題家庭處遇 第十六章 

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處遇 第十七章／高齡與代間關係處遇 第十八章 

多元文化與新移民家庭處遇 

109 

上學

期 

心理學 

（可採計生活科

學系） 

社會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一、認識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與原則。二、比較重要的心理學

理論與研究的發展。三、增進對自我與他人的了解。四、培養進一步探

討心理學相關領域的興趣。五、應用心理學原則，適應社會並改善自我

與生活的品質。 

課程概要： 

一、心理學緒論 二、人類行為的生理基礎 三、感覺歷程  

四、知覺歷程 五、意識與意識狀態 六、學習原理 七、記憶與遺忘 

八、語言與思考 九、能力與創造力 十、動機與情緒  

十一、個人生涯的身心發展 十二、人格與人格測驗  

十三、社會心理學 十四、心理異常十五、心理治療 十六、健康心理

學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社會學 

社會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1.充實學生學習社會學基本概念、理論與實務觀點、研究法。2.瞭解社會

的正常功能與失功能的可能因素。3.讓個人自我察覺如何適應周遭的生態

系統如家庭、社會團體、社會制度與文化。 

 

課程概要： 

一、社會學的觀點與應用 二、社會學理論與代表人物 三、社會學研

究方法 四、文化、宗教與禮俗 五、社會化 六、社會互動 七、家

庭 八、社會組織與科層制度 九、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 十、人口與

都市化 十一、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 十二、社會變遷與現代化 十

三、社會問題與社會控制 

109 

上學

期 

社會問題與對策 

社會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認識社會各種問題之類型、產生背景以及其防治對策。 

 

課程概要： 

1.社會問題的意義、類型、產生因素及研究方法。 

2.心理疾病、偏差行為（犯罪）、家庭、都市化、貧窮、環境破壞、消費

者保護、臺灣宗教、勞工、教育、醫療等問題與對策。 

3.社會問題、對策之動向與展望。 

109 

上學

期 

社區工作 

社會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使學生瞭解: 

一、社區工作的相關概念、理論與模式。二、社區工作的實務方法－能

力建構、網絡建構與方案的規劃與評估。三、瞭解國內社區工作的實務

－福利社區化、社區照顧與社區營造。四、瞭解台灣社區工作的發展脈

絡及社區工作的未來取向。 

 

課程概要： 

壹、基礎篇 

第一章、社區工作概論 第二章、社區工作的緣起與發展特性 第三

章、社區工作理論與模式 

貳、實務方法篇 

第四章、社區能力建構 第五章、社區網絡建構 第六章、社區服務方

案規劃與評估 

參、實務領域篇 

第七章、社區照顧 第八章、社區營造  

肆、發展篇 

第九章、台灣社區工作的發展 第十章、邁向永續社區-台灣社區工作的

未來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青少年心理與輔

導 

 

生活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一、了解青少年心理發展 二、學習青少年輔導方法 三、學習青少年

輔導策略與資源 

課程概要： 

第一篇／緒論篇 第一章：青少年的心理發展與輔導概論 第二章：青

少年心理發展的理論 

第二篇／心理發展與輔導篇 第三章：青少年的認知發展與輔導 第四

章：青少年的情緒發展與輔導 第五章：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人格發展

與輔導 第六章：青少年的道德發展與輔導 第七章：青少年的性別角

色與社會化發展與輔導 第八章：青少年的價值觀發展與輔導 第九

章：青少年次級文化及同儕團體之發展與輔導 第十章：青少年生涯發

展與輔導 

第三篇／輔導策略與資源篇 

第十一章：青少年輔導策略與資源 第十二章：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輔導 

109 

上學

期 

觀光資源規劃與

管理 

生活科學系 3 $2,820 

課程目標： 

1.增加學生對觀光資源之規劃與經營管理之認識與興趣。2.說明觀光資源

定義、調查、評鑑與規劃。3.討論觀光資源之經營與管理理論及實例探

討。4.分析觀光資源規劃與經營管理未來之發展。5.描述觀光資源規劃內

容與設計之整合。6.探討觀光資源經營決策與評估。 

 

課程概要： 

1.觀光資源概論。2.觀光資源規劃概論。3.觀光資源經營管理概論。4.觀

光資源規劃與經營管理案例。5.觀光資源規劃理論。6.觀光資源規劃內

容。7.區域與地區之觀光規劃。8.觀光據點之規劃。9.觀光資源之經營管

理。10.觀光資源經營決策與推動執行。11.觀光產業結構與發展。12.觀光

行銷與服務品質。13.觀光資源規劃與經營管理之未來發展。 

109 

上學

期 

環境教育與解說 

生活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

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

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 

課程概要： 

1.環境教育及其推動現況 2.環境教育者的預備-認識地方、議題及學習者 

3.環境教育推動途徑 4.如何進行有意義的解說 5.解說的基礎：溝通 6.如何

規劃一場解說 7.解說方案細節規劃 8.環境倫理與環境典範轉移 9.環境倫

理與環境議題 10.環境倫理的推動與實踐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觀光行銷學 

生活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一、觀光行銷概念之介紹。二、觀光行銷理論之說明。三、觀光行銷組

合之介紹。四、觀光行銷通路及方法之應用。 

課程概要： 

一、觀光行銷概論。二、觀光消費行為。三、觀光行銷研究。 

四、觀光行銷策略。五、觀光產品策略。六、觀光推廣策略。 

七、觀光通路策略。八、觀光價格策略。九、觀光行銷管理。 

十、觀光行銷的未來。 

109 

上學

期 

家庭概論 

生活科學系 3 $2,820 

教學目標： 

一、了解家庭的意義、功能及類型。二、了解家庭的生命週期、健康家

庭的概念、家庭決策與家事分工。三、了解文化、價值觀、休閒、工

作、居住環境與家庭生活之重要關係。四、了解高齡化時代、少年犯

罪、藥物濫用等家庭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五、了解資訊科技在舉庭中的應用、家庭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課程概要： 

第一篇/認識家庭 

第一章: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第二章:家庭的類型 第三章:文化與家庭生活 

第四章:家庭研究 

第二篇/家庭發展 

第五章:家庭發展理論 第六章:家庭的建立 

第七章 家庭擴展期 

第八章 家庭的收縮 

第三篇 家庭生活 

第九章 家庭決策與家事分工 

第十章 工作與家庭生活 

第十一章 教育與家庭生活 

第十二章 休閒與家庭生活 

第十三章 居住環境與家庭 

第十四章 管理與家庭生活 

第四篇 家庭的挑戰與展望 

第十五章 托育 

第十六章 兒童及青少年 

第十七章 家庭暴力 

第十八章 高齡化社會與家庭 

第十九章 資訊與家庭 

第二十章 結論-家庭的再思索 

 



國立空中大學加拿大專班 109 上學期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日語入門 

通識教育課程 3 $2,820 

課程目標： 

修讀本課程後，能正確說聽讀寫日語的字母和簡單會話 

課程概要： 

第 1 講日語的文字與音聲 第 2 講 清音(1)第 3 講 清音(2) 第 4 講 清音

(3)第 5 講 清音(4) 第 6 講 清音(5)第 7 講 濁音、半濁音 第 8 講 拗音 

第 9 講 總復習(1) 第 10 講 總復習(2)第 11 講 總復習(3) 第 12 講 總復

習(4)第 13 講 片假名(1) 第 14 講 片假名(2)第 15 講 片假名(3) 第 16 講 

片假名(4)第 17 講 長音 第 18 講 鼻音、促音、母音無聲化第 19 講 總復

習(5) 第 20 講 日語的重音(1)第 21 講 日語的重音(2) 第 22 講 總復習(6) 

第 23 講あいさつ言葉(1)  第 24 講 あいさつ言葉(2)第 25 講あいさつ

言葉(3)  第 26 講 あいさつ言葉(4)第 27 講 基本句型(1) 第 28 講 基

本句型(2)第 29 講 會話(1) 第 30 講 會話(2)第 31 講 會話(3) 第 32 講 會

話(4)第 33 講 會話(5) 第 34 講 會話(6)第 35 講 會話(7) 第 36 講 會話(8) 

109 

上學

期 

社群網站經營管

理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通識教育課程 3 $2,820 

課程目標： 

1. 瞭解人際關係促進社群的形成。2. 認識社群網站的興起源由和目前的

應用發展。3. 瞭解與社群相關的理論學說。4. 探討社群網站的重要社會

議題包括影響力、隱私權、行銷、資訊分享、和社會形象等。5. 知道如

何建立 Google Blogger 部落格和發表多媒體文章。6. 知道如何建立

Facebook 個人專頁和粉絲專業。7. 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社群網站。8. 

知道如何經營自己的網路社群。9. 從不同的達人個案中掌握社群網站的

經營管理策略。10. 知道如何應用行動科技經營管理自己的社群網站。 

課程概要： 

本課程是無使用教科書的數位學習網頁教材，提供部分內容友善下載。

比起有教科書的 3 學分課程，多了 1/3 的份量。修讀本課程的學生能認識

社群網站、上手使用社群網站的免費服務、和從多位達人口中分享各種

應用，並進一步瞭解社群網站的相關理論和經營管理方法。本課程教導

上機實作，在電腦上機課中的操作練習包括 Google Blogger 和 Facebook 

兩方面的操作實務。 

本課程有十六章的內容如下 

1. 社群網站簡介 2. Blog 與 Google Blogger3. 建立部落格（網誌） 

4. 相片影片分享 5. 連結與訂閱 6. 部落格經營管理 

7. Facebook 簡介與基本操作 8. Facebook 資訊分享 

9. 參與社團與粉絲專頁 10. 管理粉絲專頁 

11. Facebook 應用程式與手機操作 12. 社會網絡相關理論 

13. 社群網站之經營 14. 社群網站之行銷 15. 社群網站的黏力與動力 

16. 企業、組織與社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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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學系 學分數 學分費 

109 

上學

期 

職場倫理與人際

關係 

通識教育課程 2 $1,880 

課程目標： 

1 協助學生認識職場的組織關係、倫理文化，以促進職 

 涯發展。 

2 協助學生認識企業獲利與社會責任關係，以培養下一 

 代企業人才。 

3 協助學生透過強化人際關係的各種技巧，以提升就業 

 競爭力。 

4 協助學生透過良好的倫理與人際關係，以追求職場幸福。 

課程概要： 

1 企業組織、組織階層與倫理關係 2 企業使命、內部文化與獲利績效 

3 企業內部倫理與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4 企業外在社會責任與永續經

營文化 

5 職場人際關係與個體工作效率的提升 6 增進職場人際關係的實務技巧 

7 職場談判與衝突的解決 8 經營各類人際關係與促進就業力 

109 

上學

期 

民主與法治 

通識教育課程 3 $2,820 

課程目標： 

現代民主政治的精髓主要有二，即：人民基本權保障及有限政府之建

構，而其需體現於法治當中。本課程希望讓修習之學生達成如下目標： 

1.體認民主的基本理念與價值 2.認識民主政治的設計與運作 3.理解民主法

治的設計與功能 4.認知民主社會的未來展望 

 

課程概要： 

一、民主篇 

1.民主的基本理念與價值 2.民主政府的制度類型 

3.公民社會及參與模式 4.民主行政 5.民主政治的展望 

二、法治篇 

6.憲法與法治國原則 7.人民基本權利 8.民主法制體系的範疇與功能 

9.資訊社會的法治 10.全球化時代的法治 

109 

上 學

期 

大師系列講座：

社會與自然篇 

通識教育課程(講座) 2 $1,880 

課程目標： 

一、了解該主題之講述內容  二、欣賞該主題呈現之各個面向 

三、感知主講者對該主題內容之耕耘  四、省思該主題對自身之影響 

五、提升對該主題之認知 

課程概要： 

一、科技新知（資訊/通訊/醫療/演化/植物/神精科學/癌症/防疫/全球變

遷） 

二、心靈發展（創造力/人際素養/性別素養/人情壓力/王者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