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學生申請遠距教學
C類課程(全球數位課程)清單

(一)學院推薦課程(註)

編
號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中文）授課語言 開課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
學分數

平台名稱 課程連結

1

The Collection 
of 3D Digital 
Content for 
BIOLOGY 
PART -1

生物學-3D (I) English
Digital 
Tutors

10 1 Udemy
https://www.udemy.com/cours
e/the-collection-of-3d-digital-
content-for-biology/

2

The Collection 
of 3D Digital 
Content for 
BIOLOGY 
PART – 2

生物學-3D (II) English
Digital 
Tutors

10 1 Udemy
https://www.udemy.com/cours
e/the-collection-of-3d-digital-
content-for-biology-part-2/

3
Python for 
Everybody 

Specialization
Python入門及應用 Englis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36 3 Coursera

https://zh-
tw.coursera.org/specializations
/python
本課程為專項課程，包含5門課程，需

取得其中3門課程認證證書，始可申請

認列為3學分，建議優先選讀以下課程：

1.零基礎程序設計(Python入門)

2.Python數據結構

5.畢業項目：使用Python獲取並處理數

據，並用可視化方式展現數據

109.4.24更新

https://www.udemy.com/course/the-collection-of-3d-digital-content-for-biology/
https://www.udemy.com/course/the-collection-of-3d-digital-content-for-biology-part-2/
https://zh-tw.coursera.org/specializations/python


編
號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中文）授課語言 開課大學
開課
時數

認列
學分數

平台名稱 課程連結

4 Wind energy 風力發電概論 English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12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wind-energy

5 Python for 
Everybody

零基礎程式設計
（Python 入門） 英語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約12
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python?specialization=pytho
n#syllabus

6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幸福科學 英語 Yale
約20
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the-science-of-well-
being#syllabus

7
What  Is  

Contemporary  
Art?

當代藝術 英語 Moma
約14
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contemporary-art#syllabus

8
Seeing  

Through  
Photographs

（從相片所見） 英語 Moma
約16
小時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photography#syllabus

9
Buddhism and 

Modern 
Psychology

佛教與現代心理
學 英語 Princeton 

University
約19
小時 1 Coursera

本線上課程因無法開立修課證明，
即日起移除課程連結。若已修畢
者，請提供完整的修課測驗記錄
或修課歷程記錄，以供認證。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wind-energy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python?specialization=python#syllabus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the-science-of-well-being#syllabus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contemporary-art#syllabus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photography#syllabus


編
號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名稱（中文）授課語言 開課大學
開課時
數

認列
學分數

平台名稱 課程連結

10
Positive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正向精神醫學與
心理健康 英語 University 

of Sydney
約22
小時 1.5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positive-psychiatry#syllabus

11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時代 英語 Columbia 

University
約38
小時 2 Coursera

本線上課程因無法開立修課證明，
即日起移除課程連結。若已修畢
者，請提供完整的修課測驗記錄
或修課歷程記錄，以供認證。

12

Astronomy: 
Exploring 
Time and 

Space

天文學：探索時
間和空間 英語 University 

of Arizona
約52
小時 3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astro#syllabus

13

Code 
yourself!! An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Scratch)

程式語計簡介 英文 愛丁堡大
學 18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intro-programming

14

Programming 
for Business 

Computing in 
Python (1)

用 Python 做商管
程式設計（一） 中文 國立台灣

大學 20 1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
n/pbc1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positive-psychiatry#syllabus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astro#syllabus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intro-programming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pbc1


(二)非學院推薦課程
1.全球線上教學平台建議

coursera https://zh-tw.coursera.org/
edX https://www.edx.org/
FutureLearn https://www.futurelearn.com/
Udacity https://www.udacity.com/
MIT https://ocw.mit.edu/index.htm

2.國內線上教學平台建議
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https://www.openedu.tw/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 https://www.ewant.org/
學聯網 https://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

https://zh-tw.coursera.org/
https://www.edx.org/
https://www.futurelearn.com/
https://www.udacity.com/
https://ocw.mit.edu/index.htm
https://www.openedu.tw/
https://www.ewant.org/
https://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


(註)1.非學院推薦開設之數位課程，學生可經系所初審同意後再選課。
2.課程修讀/認列/抵免學分流程如下圖。

認列為畢業學分
(計為選修學分)

同意

抵免通識課程
(修讀前須送西灣學院

審查)
C類課程

(全球數位課程)

非學院推薦課程
(全球數位課程)

學院推薦課程
抵免系所必選修
(學生所屬系所審查)

同意

認列或抵免系所必選修
(學生所屬系所審查)

抵免通識課程
(修讀前須送西灣學院

審查)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修讀全球數位
課程總認列學
分數至多以10
學分為原則，
畢業學分數仍
需從其系所相
關規定

(

三
擇
一)

(

二
擇
一)

不同意 (仍認列畢業學分)

不同意 (仍認列畢業學分)

課程認證證書請於6/24(三)前email

至教務處教發中心辦理學分認列

7/10(五)起，可至教務處
學生專區成績查詢系統
查詢學分認列結果

課程認證證書請
於 6/24( 三 ) 前
email至下列單位
辦理學分認列/抵
免
• 系所必選修：
教務處教發中
心

• 通 識 課 程 ：
西灣學院基礎
教育中心、博
雅教育中心

7/10(五)起，
可至教務
處學生專
區成績查
詢系統查
詢學分認
列/抵免結
果

課程補助：
1. 6/24(三)前上傳課程認證證書及付費證明
2. 每人申請補助每門2,000元，至多2門

(

選
辦)

https://siwan.nsys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3-1-01_%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6%8A%B5%E5%85%8D%E5%AD%B8%E5%88%86%E5%AF%A9%E6%9F%A5%E5%8E%9F%E5%89%87.pdf
http://digital.nsysu.edu.tw/2020/03/09/elementor-1935/
https://siwan.nsys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3-1-01_%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6%8A%B5%E5%85%8D%E5%AD%B8%E5%88%86%E5%AF%A9%E6%9F%A5%E5%8E%9F%E5%89%87.pdf
http://selcrs2.nsysu.edu.tw/scoreqry/
http://selcrs2.nsysu.edu.tw/scoreqry/
http://ctdr.nsysu.edu.tw/news_detail.php?id=6546


相關網站及聯繫窗口

跨院選修：【基礎教育中心】徐志丞 gehsaa@mail.nsysu.edu.tw 

博雅課程：【博雅教博雅育中心】廖淑惠 genaaa@mail.nsysu.edu.tw

運動與健康課程：【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鄭文雯 gephaa@mail.nsysu.edu.tw

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教育中心】鄭玉閔 geslaa@mail.nsysu.edu.tw

西
灣
學
院

課程補助：【教發中心】蔡志龍 radditking@mail.nsysu.edu.tw 

認列抵免：【教發中心】蔡仲茵 chungyin@mail.nsysu.edu.tw

學分登載：【註冊課務組】王純 wachun@mail.nsysu.edu.tw

教
務
處

數位課程 https://reurl.cc/qdDWN0

課程補助 https://reurl.cc/d0rj2g

成績查詢 https://reurl.cc/V6av1R
數位課程 課程補助 成績查詢

抵免辦法 https://reurl.cc/X6XY47

通識抵免 https://reurl.cc/vDnjdo

抵免辦法 通識抵免

https://reurl.cc/qdDWN0
https://reurl.cc/d0rj2g
https://reurl.cc/V6av1R
https://reurl.cc/X6XY47
https://reurl.cc/vDnj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