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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10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線上會議 

三、主席：劉教務長遠楨                                紀錄：林冠妤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會議議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第 2頁。 

(三)討論提案（詳如目錄，共 1案） 

1.提案 1……………………………………第 4頁 

七、臨時動議： 

     1.臨時提案 1………………………………第 11頁 

八、散會：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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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提案
1 

有關本校原住民族之

民族教育次專長學分

架構修正案，提請討

論。 

一、附件四原住民族相關之課
程教學大綱「二、議題融入
教學」，請提案單位衡量是
否納入「本土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議題。 

二、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0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3808 號函同意

備查。 

師資培育

處 

提案
2 

有關本校國民小學

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基準之學分架

構修正案，提請討

論。 

一、請各學院鼓勵所屬師資生
及教程生修習次專長，以增
進自身能力。 

二、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0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3815 號函同意

備查。 

師資培育

處 

提案
3 

有關本校幼兒園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之學分架構

修正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0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5939 號函同意

備查。 

師資培育

處 

提案
4 

擬調整本校 111 學年

度特殊教育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國民小學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

/資賦優異類組科目

及學分表，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1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5937 號函同意

備查。 

師資培育

處 

提案
5 

擬調整本校特殊教

育學校(班)師資類

科「視覺障礙需求專

長」架構表，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0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5938 號函同意

備查。 

師資培育

處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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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目錄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提案單位 頁次 

提案 1 

擬於通識生涯職能領域

增設「投資學」課程，

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4 

臨時提
案 1 

有關修訂本校校級學生

基本素養案，提請審議。 

一、「學生基本素養」調整為「學生

核心素養」。 

二、學生核心素養修正如下： 

(一)「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修正

為「問題解決與創新研發」。 

(二)「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修正

為「人文美感與責任承擔」。 

(三)「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修正

為「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三、修正後通過。 

四、本案送各學院、學位學程、師

資培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蒐集

師生意見後，續提教務會議審

議。 

教務處 11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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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擬於通識生涯職能領域增設「投資學」課程，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經 111年 10月 3日召開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通識教育委員

會暨各領域召集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會議紀錄節錄如附。(附件

一，P.5) 

二、 本課程主要介紹投資理論與實務。透過本課程除了可培養學生具

備個人投資理財專業知識及能力之外，本課程將輔導學生考取進

入金融業必備之證券商業務人員證照，以提升學生畢業後求職競

爭力。即便學生未必往金融業發展，亦可提高就業力，並於未來

生涯中有較佳的財務規劃能力。學生修課之後將對於權益證券、

短期票券與債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共同基金等常用投資工具有

一定程度了解。 

三、 提案教師具有相關學歷與實務經驗，希望將其專長運用在大學部

通識教育上。 

四、 檢附「投資學」課程申請表與教學大綱。(附件二，P.8)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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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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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 



 

 10 



 

11 

 

臨時提案編號：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修訂本校校級學生基本素養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目前學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生基本素養於 101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訂定至今，為配合本校 110-114年度校務發

展中長程計畫，擬滾動修訂學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生基本

素養。 

二、目前擬修訂學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學生基本素養如下： 

學校發展

願景 

精進既有優質深厚之師培、教育、人文藝術、數理等傳

統與優良師資，成為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合創新之特

色大學。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具備問題解決、創新能力與全人素養，提升學

生實務研發與就業創業能力，並善盡社會責任與國際接

軌。 

學生基本

素養 

專業自主：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數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實踐創新：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博雅關懷：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三、檢附本校校級學生基本素養修改草案(如附件一，P.12)；學校發展願

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生基本素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P.13)；本

校 110-114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擬修訂校級學生基本素養對應

表(如附件三，P.14)。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議續提教務會議審議。本案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請各

院、系所(學位學程)、師資培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檢視各院、系所(學位學

程)、師資培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學生核心能力是否須配合修訂，並建立檢

核機制。 

決議 

一、「學生基本素養」調整為「學生核心素養」。 

二、學生核心素養修正如下： 

(一)「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修正為「問題解決與創新研發」。 

(二)「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修正為「人文美感與責任承擔」。 

(三)「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修正為「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三、修正後通過。 
四、本案送各學院、學位學程、師資培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蒐集師生意見

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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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學生基本素養修改草案 

學校發展願景【符應 110-114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精進既有優質深厚之師培、教育、人文藝術、數理等傳統與優良師資，成為

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合創新之特色大學。 

教育目標【符應 110-114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培育學生具備問題解決、創新能力與全人素養，提升學生實務研發與就業創

業能力，並善盡社會責任與國際接軌。 

學生基本素養 

專業自主：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數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實踐創新：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博雅關懷：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 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發展願景【符應 110-114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精進既有優質深厚之師培、教育、人文藝術、數理等傳統與優良師資，成

為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合創新之特色大學。 

教育目標【符應 110-114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培育學生具備問題解決、創新能力與全人素養，提升學生實務研發與就業

創業能力，並善盡社會責任與國際接軌。 

自發 互動 共好 

專業自主 

(順利就業、創業能力) 

實踐創新 

(問題解決、創新能力) 

博雅關懷 

全人素養、國際接軌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 

數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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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級學生基本素養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校發展願景 

精進既有優質深厚之師培、教育、

人文藝術、數理等傳統與優良師

資，成為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合

創新之特色大學。 

本校發展願景為具師資培育、 教育

研究、藝文設計、數位科技及文化創

意特色的優質、創新、具競爭力的精

緻大學。 

為配合本校110-114年度校務

發展中長程計畫，修訂本校發

展願景。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具備問題解決、創新能力與全

人素養，提升學生實務研發與就業創業

能力，並善盡社會責任與國際接軌。 

培育具博雅關懷胸襟、實踐創新能力、

專業責任涵養之人才。 

為配合本校110-114年度校務

發展中長程計畫，修訂本校教

育目標。 

校級學生基本素養 

專業自主：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數

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實踐創新：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博雅關懷：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多

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人文美感、國際視野、團隊合作、專業

精進、問題解決、責任承擔 

為配合本校110-114年度校務

發展中長程計畫，修訂本校校

級學生基本能力。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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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4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及擬修訂校級學生基本素養對應表 
關鍵課題 願景 總目標 中長程目標 對應校級學生素養 

接軌師資培育新趨勢 一、教育創新師培領航 提升教學量能、開創師資新藍海 

1.精進小、幼、特、雙語教學專業化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 

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2.開創新時代優秀師資藍海 

3.領航新課綱專業教師培育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二、專業跨域創新學園 優化課程教學、接軌創新產業鏈 

1.充實教師教學專業並強化師資實務創新

增能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數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 

2.學生發展導向深化跨域學習強化課程實

務創新 

3.隨時可學習隨處皆教室，建構全人通識教

育 

強化系所與產業鏈結 三、產研趨勢研發基地 強化研究發展、厚植就業競爭力 

1.獎勵研究發展，提升研究量能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數位科技與資訊素養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2.跨域資源整合，研發教學媒材 

3.推廣創新創業，鏈結產學實踐 

4.強化職涯輔導，提升就業優勢 

盡大學社會服務責任 四、社會正向發展重鎮 發揚社會責任、整合服務在地化 

1.鏈結社會發展以推動社會責任計畫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人文關懷與責任承擔 

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2.良師培力與正向創變 

3.國際華語文教學重鎮 

4.藝品典藏與展演核心基地 

完備教職員工生照顧 五、健康樂活永續校園 經營夥伴關係、共榮共好新氣象 

1.提升設施健康樂活之機能完整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2.強化教師學術自主及保障員工權益福利 

3.活化校產增設空間及強化使用 

4.鏈結校友及各界資源回饋系所 

 提升國際聲譽與排名  

六、整合創新特色大學 

 

 

形塑品牌聲譽、行銷接軌國際化 

1.提高國際聲譽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 

問題解決與美感創新 

多元文化與國際接軌 

2.打造國際化校園 

3.培育優秀國際級人才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