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第第第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次課程委員會 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會議時間：104 年 2 月 10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踐初樓 1 樓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王昭明 

出席：教務長、各學院院長、資訊處處長、各系系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課務組組長、進修專校課務組組長、各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各位系主任以及各系的系課程委員教師代表大家好，又到了每學期例行性的課程委員會開

會，今天總共有 12 個提案要討論，接下來請課務組進行工作報告。 

貳貳貳貳、、、、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課務組報告課務組報告課務組報告課務組報告 

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歷程檔案檢核，請各學院繳交時程如下：2 月 24 日前送學院業

審核，3 月 2 日前送教務處審核統計。 

二、 請各系配合於開學(2/12)前張貼各教室之課表於教室外公布欄，若有異動，亦請主動更新

課表以利學生查詢使用。 
三、 下學期開學日為 2/24(二)，人工加退選課自 2/24 至 3/4 止，敬請各系轉知學生把握時間

選課，並請學生務必留意重複修課問題。 
四、 全校通識課程(含國、英及博雅通識)之排課時段制訂，改為全校第一階段優先排課，在

各學院排課前先排定，以利全校博雅通識排課總量管制，預計下學期排課開始實行，

敬請各單位配合。 
五、 若協同教學經費由教育部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支出，須逐月辦理核銷，切勿完成

所有授課後才辦理，將嚴重影響經費核銷管控進度。 
 

參、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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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日學年度日學年度日學年度日、、、、夜間部及進修專校夜間部及進修專校夜間部及進修專校夜間部及進修專校、、、、進二技各學院通識課程學分表進二技各學院通識課程學分表進二技各學院通識課程學分表進二技各學院通識課程學分表，，，，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 

一、日、夜間部 104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經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

議（103.03.20)通過/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中心會議（103.03.18）通過，如

附件一~六。 

二、進二專及進二技 104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經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100.9.30）通過，如附件 P1-P8 

三、本案送校課程規劃委員及教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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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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課務組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4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說明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說明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說明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說明，，，，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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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架構：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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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2)系核心課程學分。 
(3)專業選修：(建議單班系級針對課程模組調整建議單班系級針對課程模組調整建議單班系級針對課程模組調整建議單班系級針對課程模組調整、、、、或去除模組或去除模組或去除模組或去除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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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分表備註欄注意事項： 
   1.請依教務處課務組所提供之公版修訂。(請參考通識中心公版) 
   2.本次將新增第四點，資訊證照之要求。 

【進修部】 
(1)共同必修：須修畢 30 學分。包含(1)基礎課程 12 學分、(2)博雅課程 18 學分。 
(2)專業必修：請排定院基礎課程請排定院基礎課程請排定院基礎課程請排定院基礎課程(比照日間部比照日間部比照日間部比照日間部)，須修畢(1)院基礎課程 15 學分 
                                                (2)系核心課程學分。 
(3)學分表課程制定，學分及時數請盡量以偶數(2 小時或 4 小時)排定，以利進修部排課。 
(5)學分表備註欄注意事項： 
   1.請依教務處課務組所提供之公版修訂。(請參考通識中心公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3)資訊處資訊處資訊處資訊處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4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系系系系)資訊課程名稱統一資訊課程名稱統一資訊課程名稱統一資訊課程名稱統一，，，，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案經103.02.02資訊處與學院協調會議討論通過。 

2. 觀光與管理學院原資訊課程名稱為「商業套裝軟體」、健康學院原資訊課程名稱為「電腦

軟體應用」、工學院原資訊課程名稱「計算機概論」，現104學年度全校各系資訊課程統

一更改為「資訊概論」。 

3. 本案經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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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訊處資訊處資訊處資訊處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學年及學年及學年及學年及103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日四技日四技日四技日四技)各系學分表資訊能力規範及配套措施各系學分表資訊能力規範及配套措施各系學分表資訊能力規範及配套措施各系學分表資訊能力規範及配套措施，，，，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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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據本校「提升學生就業適應能力及競爭力作業要點」，第五點資訊能力檢定證照審核作

業規定，由資訊處訂定之。 

2. 102學年及103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備註欄，在資訊能力之規範及配套措施，由資訊處統一制

定公版說明，詳列如下： 

『依「中州科技大學資訊能力檢定證照審核作業規定」，在學期間必須報考與通過規定 

所列之任一項證照，有報考但未取得規定之一張以上合格證書者，得於第三學年起參加本

校資訊能力提升活動三十小時（含數位學習課程及資訊研習營等），或經本校所舉辦之資

訊能力檢定考試合格。』 

3.本案經會議通過後，請各系進行學分表備註欄修訂，並送更新學分表核章版至課務組備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過年後討論配套措施過年後討論配套措施過年後討論配套措施過年後討論配套措施。。。。 

 

(5)工學院提案一工學院提案一工學院提案一工學院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 104 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經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04.1.2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討論，10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04.01.28)工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P9-P18 

(1) 機械與自動化控制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控制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控制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控制工程系 104 學年度設計與製造組(日間部及進修部)及機電整合組

(日間部及進修部)、碩士班、碩士在職班入學學分表增訂。如附件 P9-P14 

(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電機與能源科技系電機與能源科技系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104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入學學分表增訂。如附件 P15-P16 
(3) 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104 學年度日間部入學學分表增訂。如附件 P17 
(4)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104 學年度日間部入學學分表增訂。如附件 P18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 

1. 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 P17 學分表，電子工程系三年級上學期有一門「電路設計與模擬」，

102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學分表都叫「電路設計與模擬」，請系上確認，因系統在排配課

時會有困擾。 

2. 二年級「電路學(一)(二)」及「電子學(一)(二)」之學分數與過去是不一樣，會不會造成延修

生或重修生有學分數修課的問題。過去「電路學(一)(二)」學分數/時數為 3/3；「電子學

(一)(二)」學分數/時數為 2/2，再麻煩廖淑惠老師幫我們轉達。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修正通過修正通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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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訂 102 及及及及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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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04.01.2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討論，10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04.01.28)工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1.103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內容如下表。如附件 P19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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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數位影音創作(二上-選修，2 學分 3 小時)  

無 設計史/平面設計史(二下-選修，4 學分 4 小時) 

2. 102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修訂內容如下表。如附件 P20 

修正前 修正後 

無 創意思考與設計/傳播理論(三上-選修，4學分 4小時)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 

1. 課務組提醒在 103 學年度學分表備註第 7 項(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附件 P19)，科目後加代表

※代表什麼？ 

2. 104 學年度學分表亦沒有列。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修正通過修正通過 

(7)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健康學院健康學院健康學院健康學院 104 學年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各系學分表增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案業經 103-2 健康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附件 P21-P31 

(1) 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保健食品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進修部及碩士班、在職碩士班學分表。P21-24 

(2) 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分表。P25-26 

(3) 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增訂 104 學年度二技進修部、二專進修專校及四技日間部學分表。P27-P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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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學分表。P30 

(5) 景觀系景觀系景觀系景觀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學分表。P31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 

1. 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附件 P21，104 學年度學分表是配合技職再造設備更新計畫之學分表，

請於學分表備註加註一下。 

2. 其他部份有關於資訊課程名稱統一，再請將新版本之學分表送課務組。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改通過修改通過修改通過修改通過 

  

(8)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餐飲廚藝系 103 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修訂案學年度進修部學分表修訂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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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業經 103-2 健康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2. 修訂 103 年餐飲廚藝系學分表(夜間部)，修正對照表如下。詳如附件 P32 

 

 

 

 

 

 

 

 

103 年餐年餐年餐年餐飲廚藝系學分表修訂飲廚藝系學分表修訂飲廚藝系學分表修訂飲廚藝系學分表修訂(夜夜夜夜)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二 上 烘焙實務(二) 二上(選修) 二下(選修) 

二 下 廚房管理與設備規劃 二下(選修) 二上(選修) 
二 下 西式醬汁運用 二下(選修) 三下(選修) 
二 下 輕食料理 二下(選修) 四上(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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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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學院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104 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學年度各系學分表增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附件 P33-P45 
(1) 觀光與休閒管理觀光與休閒管理觀光與休閒管理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系系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進修部二技及二專進修專校

學分表。P33-P36 
(2)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分表。P37-P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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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分表。P39-P40 
(4)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分表。P41-P42 
(5) 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學分表。P43 
(6) 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增訂 10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分表。P44-P45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課務組：：：： 

1. 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 P34，缺院基礎課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圖資處圖資處圖資處圖資處：：：： 

1. 進修部之資訊課程名稱未統一。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依課務組及圖資處意見作修正依課務組及圖資處意見作修正依課務組及圖資處意見作修正依課務組及圖資處意見作修正，，，，請請請請觀光與管理學院觀光與管理學院觀光與管理學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各系將新版本學分表送課務組各系將新版本學分表送課務組各系將新版本學分表送課務組各系將新版本學分表送課務組。。。。 

 

(10)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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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訂案訂案訂案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1. 此案於 103 年 11 月 20 日『1032106132』號專簽核准通過，列入本次會議備查。附

件 P46 
2. 103 學年度學分表第一學年下學期色彩計畫課程原 3 學分修改為 2 學分。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11)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三三三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視訊傳播系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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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訂案訂案訂案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案經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觀光與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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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訊傳播系 101~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如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47-P49 

 101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四上四上四上四上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 111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3/3/3/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    

         102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四上四上四上四上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 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3/3/3/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    

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二二二二) 3) 3) 3) 3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3/3/3/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二二二二) 2) 2) 2) 2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四上校外實習 333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3/3/3/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修正校外實習門檻    

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二二二二) 3) 3) 3) 3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3/3/3/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影音短片製作((((二二二二) 2) 2) 2) 2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調整學分及時數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12)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觀光與管理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學院提案三三三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學分表修修修修訂案訂案訂案訂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案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觀光與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2. 經 103 年 12 月 11 日創稿文號『1032106744』號簽呈核准通過，列入本次會議備查。 

3. 餐旅事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學分表修訂如下表。如附件 P50 

餐旅事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二)上專業選修 

咖啡調製與鑑賞 2/3 

(一)上專業選修 

咖啡調製與鑑賞 2/3 
(一)上專業選修調至(二)上 

(一)下專業選修 

會議與宴會實務 2/3 

(二)上專業選修 

會議與宴會實務 2/3 
(二)上專業選修調至(一)下 

(一)上專業必修 

會計學 2/3 

(一)下專業必修 

會計學 2/3 
(一)下調至(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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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