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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中州中州中州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101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7月 11日 下午 13：30             地點：踐初樓 1樓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王昭明                           紀錄：康玉青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本次為本學期第 2次召開會議，主要針對 102學分表修訂增加了跨領域學分，先前跨領域協調

會議決議辦理。希望今天的會議能順利進行，以下進入議程。 
 

貳貳貳貳、、、、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略略略略) 
 

参参参参、、、、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課務組提案課務組提案課務組提案課務組提案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增列增列增列增列「「「「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為為為為系系系系專業專業專業專業選選選選修修修修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 101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協調會議(102.6.18)討論通過。 

二、 為落實提高跨領域課程，將「跨領域課程」增列至專業選修課程 10學分。 

三、 請各系修正相關內容後，交由學院統籌逕送課務組備查。附件 P1-16 

四、 經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報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102 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學年度學分表修訂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電機系請修改選修總小計電機系請修改選修總小計電機系請修改選修總小計電機系請修改選修總小計、、、、觀光系請增列觀光系請增列觀光系請增列觀光系請增列

選修小計選修小計選修小計選修小計、、、、時尚系請增列選修小計時尚系請增列選修小計時尚系請增列選修小計時尚系請增列選修小計。。。。餘細部問題課務組會後會再寄通知餘細部問題課務組會後會再寄通知餘細部問題課務組會後會再寄通知餘細部問題課務組會後會再寄通知

給各系進行修改給各系進行修改給各系進行修改給各系進行修改。。。。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通通通通過過過過。。。。 
 
 
通識教育中心提案一通識教育中心提案一通識教育中心提案一通識教育中心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1111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通識通識通識通識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追認追認追認追認。。。。 

說明： 

一、101學年度工學院日夜間部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一。附件 P17-23 

二、101學年度健康學院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二。 

三、配合保健食品系、運動促進系及餐飲廚藝系實習課程將 101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三。 

四、101學年度管理學院學分表修訂，如附件四。 

五、配合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視訊傳播系實習課程將 101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五。 

六、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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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提通識教育中心提通識教育中心提通識教育中心提案案案案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通識通識通識通識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核心、、、、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深化課程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案案案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追認追認追認追認。。。。 

說明： 

一、102學年度工學院學分表，如附件六。附件 P24-31 

二、102學年度健康學院學分表，如附件七 

三、配合保健食品系、運動促進系及餐飲廚藝系實習課程，102學年度學分表排定，如附件

八。 

四、102學年度管理學院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九。 

五、配合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視訊傳播系實習課程將 102學年度學分表排定，如附件十。 

六、進修專校及進二技 102學分表，如附件十一。 

七、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工學院學分表修訂案工學院學分表修訂案工學院學分表修訂案工學院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一、修訂機修訂機修訂機修訂機動動動動系系系系『『『『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日間部及進修部日間部及進修部日間部及進修部日間部及進修部 101101101101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附件 P32-35 

『『『『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日日日日間部間部間部間部】】】】    
（一）三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7 學分/8 小時修改為 7 學分/9 小時。 

（二）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10 小時修改為 7 學分/9 小時。 

（三）四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7 學分/8 小時修改為 9 學分/9 小時。 

（四）三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6 學分/6 小時修改為 3 學分/3 小時。 

『『『『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設計與製造組』』』』【【【【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一）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8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7 學分/8 小時。 

（二）四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12 學分/12 小時。 

（三）四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17 學分/17 小時修改為 18 學分/18 小時。 

『『『『機電機電機電機電與與與與整合組整合組整合組整合組』【』【』【』【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    
（一）  二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5 學分/6 小時修改為 6 學分/9 小時。 

（二）  三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8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10 學分/12 小時。  

（三）  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12 小時修改為 7 學分/9 小時。  

（四）  四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6 學分/6 小時修改為 5 學分/6 小時。  

（（（（五五五五））））     四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12 小時修改為 9 學分/9 小時    

      『『『『機電機電機電機電與與與與整合組整合組整合組整合組』【』【』【』【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一）  三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6 學分/6 小時修改為 3 學分/3 小時。 

（二）  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8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7 學分/8 小時。 

（三）  四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12 學分/12 小時。 

（四）  四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17 學分/17 小時修改為 18 學分/18 小時。 

 

 

二、修訂電機系日間部及進修部修訂電機系日間部及進修部修訂電機系日間部及進修部修訂電機系日間部及進修部 101101101101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修改重點說明如下修改重點說明如下修改重點說明如下修改重點說明如下：：：：附件 P36-37 
【【【【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    

（一）三年級上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7 學分/19 小時修改為 19 學分/21 小時。 

（二）三年級下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9 學分/22 小時修改為 19 學分/24 小時。 

（三）四年級上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4 學分/16 小時修改為 12 學分/14 小時。 

 (四）四年級下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0 學分/12 小時修改為 10 學分/10 小時。 

【【【【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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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級上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6 學分/19 小時修改為 17 學分/20 小時。 

（二）三年級下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9 學分/22 小時修改為 20 學分/23 小時。 

（三）四年級上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7 學分/20 小時修改為 17 學分/20 小時。 

（四）四年級下學期總學分及總時數，由 17 學分/17 小時修改為 15 學分/15 小時。 

 

三三三三、、、、修訂電子系日間部修訂電子系日間部修訂電子系日間部修訂電子系日間部 101101101101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附件 P38    
(一) 三上選修科目「電子電路設計實務」學分數修改為 1/3 

(二) 三下選修科目「積體電路佈局及實習」修改為「積體電路佈局實務」 

(三) 刪除三下選修科目「M2M 概論」 

(四) 刪除四下必修科目「書報討論」 

(五) 四下選修科目「生醫感測實習」修改為「生醫感測實務」 

 

四四四四、、、、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多遊系學分表多遊系學分表多遊系學分表多遊系學分表，，，，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101101101101 學年度日間部學學年度日間部學學年度日間部學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說明分表修訂說明分表修訂說明分表修訂說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P39    
      共同必修通識課程修訂，故專業課程略做調整。專業必修不變，僅修訂專業選修課程，調

整學分及時數。 

((((二二二二)99)99)99)99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說明日間部學分表修訂說明日間部學分表修訂說明日間部學分表修訂說明：：：：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P40    
（1）102 學年度「雲端互動多媒體手機程式開發」申請就業學程之班級為資工四甲，擬於此班

在下學期(四上)時申請加入輔導選修課程四上乙門，專業課程為「互動多媒體設計應用」。四下

時申請加入輔導選修課程兩門為「互動多媒體設計與遊戲程式開發」與「行動裝置嵌入式系統

概論」課程，以配合 102 學年度就業學程規定。 

(2)為配合大四校外實習課程，使得學生選修四年級下學期校外實習能整學期在校外進行實習，

故原四下博雅深化(三) 修訂至四年級上學期，並請通識教育中心協助辦理。故四年級下學期

專業選修增加「多媒體校外實習」、「遊戲校外實習」、「雲端系統校外實習」等三門校外實習

課程。 

五、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課務組組長：：：：101 學年度學分表修訂說明學年度學分表修訂說明學年度學分表修訂說明學年度學分表修訂說明：：：：機動系設計與製造組及機動系設計與製造機動系設計與製造組及機動系設計與製造機動系設計與製造組及機動系設計與製造機動系設計與製造組及機動系設計與製造

組機電整合組總時數分別為組機電整合組總時數分別為組機電整合組總時數分別為組機電整合組總時數分別為 164444、、、、163163163163，，，，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 160160160160，，，，電子系電子系電子系電子系總時總時總時總時

數數數數 162222，，，，多遊系總時數多遊系總時數多遊系總時數多遊系總時數 155155155155，，，，以上工學院各系學分總時數均以上工學院各系學分總時數均以上工學院各系學分總時數均以上工學院各系學分總時數均過高過高過高過高，，，，請予請予請予請予

以修正核章後以修正核章後以修正核章後以修正核章後，，，，送課務組送課務組送課務組送課務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如課務組組長所提，，，，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請各系修正後彙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送課務組複查；；；；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工學院提案二工學院提案二工學院提案二工學院提案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增增增增訂訂訂訂 102102102102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專部二專部二專部二專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 

一、 機械與自動化控制工程系及電子工程系通過 102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專學制，增訂

102學年度學分表。附件 P41-42 

二二二二、、、、    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一健康學院提案一健康學院提案一健康學院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100100100100、、、、101、、、、102 碩士班學分表碩士班學分表碩士班學分表碩士班學分表備註欄內容備註欄內容備註欄內容備註欄內容，，，，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4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經 102 年 7月 1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100碩士班學分表中的備註欄與學分表中之畢業論文重複提寫，恐造成畢業學分認

定混淆，因此刪除 100年碩士班學分表中之畢業論文學分。。。。 

三、 現碩士班畢業畢業規定必須發表於各學術領域學會之研討會以上論文第一作者至

少 1 篇， 但註記中為”畢業前必須具有發表於各學術領域學會之研討會以上論文

至少 1篇”，因此 100、101、102學分表之備註欄中統一修改為”在學期間需具備

實驗室安全講習證明及具有發表於相關學術領域審查機制之研討會以上論文至少

一篇(第一作者)，方得以申請口試”。 附件 P43-46 

四、 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幼幼幼幼保系保系保系保系 102 學年度二技學年度二技學年度二技學年度二技、、、、二專學分表修訂案二專學分表修訂案二專學分表修訂案二專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經 102 年 7月 1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為配合教育部教保學程調整 102學年度二技、二專學分表。附件 P47-48 
三、 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健康學院提案三三三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景觀景觀景觀景觀系系系系 100100100100 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經 102 年 7月 1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三上及四上學分表所排定之時數超出當學期每週最多可排定的時數。附件 P49 
三、 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提案一管理學院提案一管理學院提案一管理學院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0100100100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案案案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2 年 05 月 06 日專案簽准通過。 

二、 依據本系三明治實習課程規定，參與三明治實習者可不選修實務專題製作(一)(二);未

參與三明治實習者必須選修實務專題製作一)(二)。 

三、 為配合此規定，擬將三年級之實務專題製作(一)(二)移至四年級，且為避免違反本校前

三學年每學期修習不得低於 16 學分規定，三年級上學期選修由 6 學分改為 9 學分，畢

業總學分數不變。 

四、 本案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核備。附件 P50-52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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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伍伍伍伍、、、、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一一一一、、、、102 學年度學分表增加學年度學分表增加學年度學分表增加學年度學分表增加「「「「跨領域課程跨領域課程跨領域課程跨領域課程」，」，」，」，各學院可參照此年度學分表再修訂各學院可參照此年度學分表再修訂各學院可參照此年度學分表再修訂各學院可參照此年度學分表再修訂 101 
    學年度及學年度及學年度及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學年度學分表，，，，並可發展跨領域學稱學程並可發展跨領域學稱學程並可發展跨領域學稱學程並可發展跨領域學稱學程。。。。 
二二二二、、、、各系學分表的修訂案各系學分表的修訂案各系學分表的修訂案各系學分表的修訂案，，，，由課務組會後彙整後由課務組會後彙整後由課務組會後彙整後由課務組會後彙整後 E-mail 各系做修訂各系做修訂各系做修訂各系做修訂，，，，再提送課務組再提送課務組再提送課務組再提送課務組 
    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三三三三、、、、日四技各學年度學分表所列日四技各學年度學分表所列日四技各學年度學分表所列日四技各學年度學分表所列授課總時數過高的系授課總時數過高的系授課總時數過高的系授課總時數過高的系，，，，請修正至請修正至請修正至請修正至 147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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