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102 學年度第2學期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3 年 2 月 12 日 下午 2 時             地點：踐初樓 1 樓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王昭明                            紀錄：康玉青 

出列席者：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歡迎系主任及各委員代表參加會議，本次會議有 15 個案件，接下來請依照會議議程進行。 

貳貳貳貳、、、、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略略略略) 

參、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 

案由：103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1. 請各系加強產業實用能力課程，均需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並且注意實用課程之規劃比例，

學生修習專業實務課程應至少佔畢業學分之3/8(約為48學分)。畢業學分仍維持128學分，

總時數請各系不得超出147小時。 

2. 課程架構： 

(1)共同必修：須修畢31學分。包含(1)基礎課程13學分、(2)博雅課程18學分。 

(2)專業必修：須修畢(1)院基礎課程 15 (10) 學分、(2)系核心課程學分。 

(3)專業選修：(模組說明) 

(4)其他學分：需列跨領域學分跨領域學分跨領域學分跨領域學分1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校外實習」列入必修課程，並務必於備註欄說明，未修「校外實習」學生之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 

4. 學分表附註 

  (1)學分表內科目後標示代碼格式說明： 

       ※表學院之學程相關課程；＊表上機課程；＃表證照輔導課程。 

  (2)103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畢業門檻需符合「中州科技大學提升

學生就業適應能力及競爭力作業要點」第五點之規範始可畢業。 

  (3)其他說明請依照通識中心規範訂定。(統一版本)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工學院一工學院一工學院一工學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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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審議機動系修訂進修部審議機動系修訂進修部審議機動系修訂進修部審議機動系修訂進修部 102102102102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學分表案學分表案學分表案學分表案，，，，

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原規劃進修部 102 學年度機電整合組學分表，如附件 3，三年級下學期開課總時數

為 21 小時。因超過進修部每週上課時數 20 小時之上限，故須作「專業選修課」

開課時數之局部調整，相關修改內容如下所示。 

(1) 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8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8 學分/8 小時：「微處理

機與實習」2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3 學分/3 小時；「物件導向程式設計」2 學分

/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電動機控制與實習」2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3

學分/3 小時；「智慧型控制系統」3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創意

機構設計」3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人工智慧概論」3 學分/3 小

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二)」2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 

(2) 四年級上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由 9 學分/9 小時修改為 9 學分/10 小時：「數位

控制系統」3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機電整合實務應用」3 學分

/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3 小時；「電腦輔助製程規劃」3 學分/3 小時，修改為 2

學分/2 小時；新增「介面技術」2 學分/2 小時；「自動化機構設計」3 學分/3 小

時則刪除。 

(3) 四年級下學期選修學分及時數不變，但新增「自動化機構設計」3 學分/3 小時，

而「介面技術」3 學分/3 小時則刪除。如附件 P1-P2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工學院二工學院二工學院二工學院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審議機動系修訂進審議機動系修訂進審議機動系修訂進審議機動系修訂進 100100100100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機電整合組」」」」及及及及「「「「設計製造組設計製造組設計製造組設計製造組」」」」

學分表案學分表案學分表案學分表案，，，，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校外實習是為了強化學生本身的專業能力與培專業人才，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更

能讓學生提早接觸職場，增加更多的社會經驗，學習如何與主管、同事間的相處

之道，以便之後能更順利的融入其中。 

(1)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日間部 100 學年度「設計與製造組」學分表四年級下學期

各新增「校外產業技術實習」課程 3 學分 3 小時、「機械校外實習」課程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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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時。 

(2)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日間部 100 學年度「機電整合組」學分表四年級下學期各

新增 「校外產業技術實習」課程 3 學分 3 小時、「自動化校外實習」課程 3 學

分 3 小時。P3-P6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工學院三工學院三工學院三工學院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審議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審議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審議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審議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 102102102102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案案案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依照上次業界代表意見將雲端組修改為多媒體行銷組，並將課程微調。 

2.三下多媒體行銷組加入"談判技巧", 因為現在做專題要得獎的門檻太高,  許多學生都改 

  為產學合作, 如果訓練學生談判接案子, 對他們未來幫助不小。如附件 P7-P11 

  訂對照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四年級證照課程四年級證照課程四年級證照課程四年級證照課程((((一一一一))))、、、、((((二二二二))))移至共同選修移至共同選修移至共同選修移至共同選修，，，，修訂後通過修訂後通過修訂後通過修訂後通過。。。。    

    

工學院提案四工學院提案四工學院提案四工學院提案四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審議電機系修訂審議電機系修訂審議電機系修訂審議電機系修訂 102102102102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案案案案，，，，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配合通識課程統一修訂，造成總時數為超過 20 節。 

二、 修訂該學年度進修部課程學分表以符合實際排課。如附件 P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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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102102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本案經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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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擬將第三學年上學期專業選修「觀光商務英文」修正至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專業選修「策展與宴會管理」修正至第四學年下學期。如附件

P14-P15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提案二管理學院提案二管理學院提案二管理學院提案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102102102102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本案經資訊管理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課程名稱異動如下: 如附件 P16-P17 

原課程名稱 異動後的課程名稱 異動原因 

Km 服務業資訊管理實務 原課程名稱重複/誤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提案三管理學院提案三管理學院提案三管理學院提案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99999999、、、、100100100100、、、、101101101101、、、、102102102102 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本案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2.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99、100、101、102 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18-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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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健康促進系運動與健康促進系運動與健康促進系運動與健康促進系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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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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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原大一專業必修「系核心課程」-人體解剖學科目為全學年課程，該科目未分

(一)(二)，此次會議補正。如附件 P2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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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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學院提案二健康學院提案二健康學院提案二健康學院提案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 102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一案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一案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一案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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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為配合課程需求，擬刪除「幼兒健康促進模組」，「托育照顧模組」更名為「嬰

幼兒健康照顧模組」，並調整「兒童課後照顧模組」、「嬰幼兒健康照顧模

組」內課程。如附件 P26-P27 

三、 修正對照表如下所示： 

修訂前 修訂後 

兒童課後照顧

模組 

兒童課後照顧概論 

國語正音 

幼兒美勞教育 

蒙特梭利教育 

兒童繪本文學 

幼兒教育思潮 

兒童行為問題與輔導 

教保機構經營與管理 

福祿貝爾教育 

多媒體教育 

兒童美語 

兒童閱讀與寫作 

童詩欣賞與教學 

兒童課後照顧實習* 

兒童課後照顧

模組 

兒童課後照顧概論 

國語正音 

鍵盤樂 

幼兒美勞教育 

蒙特梭利教育 

進階鍵盤樂 

幼兒音樂教學 

兒童繪本文學 

幼兒教育思潮 

兒童行為問題與輔導 

教保機構經營與管理 

幼兒戲劇與表演 

幼兒說故事技巧 

嬰幼兒教具製作 

福祿貝爾教育 

多媒體教育 

兒童美語 

兒童閱讀與寫作 

童詩欣賞與教學 

幼兒生命教育 

兒童課後照顧實習* 
幼兒健康促進

模組 

幼兒衛生保健 

鍵盤樂 

進階鍵盤樂 

幼兒知覺動作訓練 

幼兒音樂教學 

幼兒體適能# 

幼兒音樂與律動 

幼兒戲劇與表演 

幼兒體能活動設計 

幼兒運動傷害處理#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法# 

幼兒生命教育 

情緒與環境教育 

嬰幼兒健康照

顧模組 

幼兒衛生保健 

婚姻與家庭 

托育服務概論 

嬰幼兒衛生與流行病學 

嬰幼兒遊戲 

幼兒知覺動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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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體適能# 

性別教育 

嬰幼兒照顧技能實作# 

幼兒音樂與律動 

教保模式與實務# 

幼兒體能活動設計 

幼兒運動傷害處理# 

健康照顧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法# 

優生保健 

證照實務(一)# 

情緒與環境教育 

嬰幼兒按摩 

證照實務(二)# 

嬰幼兒健康照顧實習*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三健康學院提案三健康學院提案三健康學院提案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 102 學年度進二技學年度進二技學年度進二技學年度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訂一案進二專學分表修訂一案進二專學分表修訂一案進二專學分表修訂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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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為提供學生未來多元就業方向，擴展實習場域，擬修改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

「幼兒園教保實習(一)(二)」科目名稱。 

三、 修改進二技、進二專二年級上學期「幼兒園教保實習(一)」修改為「幼兒園教

保實習」，學分數為 4， 時數為 8 小時；進二技、進二專二年級下學期「幼

兒園教保實習(二)」修改為「教保實習」，學分數為 4，時數為 8 小時。 

四、 如附件 P28-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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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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學院提案四健康學院提案四健康學院提案四健康學院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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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增訂增訂增訂 103 學年度日二技學分表學年度日二技學分表學年度日二技學分表學年度日二技學分表(陸生陸生陸生陸生)一案一案一案一案，，，，提請討提請討提請討提請討

論論論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經 103 年 1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健康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103 學年度規劃招收陸生就讀本系二技，需先擬定相關學分表以利

招生宣達，如附件 P32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五健康學院提案五健康學院提案五健康學院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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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部部部 102 學分表修正一案學分表修正一案學分表修正一案學分表修正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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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健康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學分表異常狀況修正：夜間部 102 學分表中三上、三下開課總時數超過 20。 
1. 食品加工與實習改為 3 學分 3 小時。 
2. 大量食物製備與實驗改為 4 學分 4 小時。 
3.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改為 2 學分 2 小時。 
4. 營養學（一）（二）4 學分 4 小時更為營養學 2 學分 2 小時。 
5. 食品儀器分析改為必修，健康創意料理由三上移至二下。 
6. 將三上、三下選修開課時數皆更正為 6 小時。如附件 P33-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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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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學院提案六健康學院提案六健康學院提案六健康學院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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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增訂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增訂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增訂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含碩士班含碩士班含碩士班含碩士班)春季保健春季保健春季保健春季保健

食品開發與產製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表乙案食品開發與產製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表乙案食品開發與產製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表乙案食品開發與產製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表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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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春季產業碩士專班與前年秋季產業碩士專班名稱相同，遂學分表擬于沿用。 

三、 基本上沿用，惟基於修課順序擬小幅度修改；既將一年級的「高等生物統計」、

「論文寫作」與二年級的「高等儀器分析」、「食品營養與機能評估」互換。 

四、 備註需加註： 

a. 在學期間需具備實驗室安全講習證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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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至少八場次以上，方得以申請口試，其認定則

由指導教授決定。如附件 P36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健康學院提案七健康學院提案七健康學院提案七健康學院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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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碩士班學年度碩士班學年度碩士班學年度碩士班、、、、在職碩士班學分表乙案在職碩士班學分表乙案在職碩士班學分表乙案在職碩士班學分表乙案，，，，

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案經 103 年 1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備註需加註： 

a. 在學期間需具備實驗室安全講習證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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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至少八場次以上，方得以申請口試，其認定則

由指導教授決定。如附件 P37-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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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