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5 年 9 月 7 日 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踐初樓 1 樓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鄒國益 

出席：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系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教

學資源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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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致詞 

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抽空參與本學期的課程委員會，今年招生影響真的很

大，在看過各系新生一年級的人數後，很多系所很難達到開課人數標準，請各學院要審慎思

考這個問題，未來應如何克服它，今天總共有3個提案要討論，接下來請課務組進行工作報告。 
 

貳、 工作報告 

課務組報告 

一、 本組必須於 9/5 (一) 前上傳 105-1 學期課程到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請各系

配合在 9/1(星期四)前完成新舊系統未定教師名單。 

二、 開學日為 9/19(一)，請各系配合於開學前 9/1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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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第一週人工加退選課自 9/19 至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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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提醒授課教師，學期中如有因課程所需，欲帶班級進行校外教學或企業參訪等，除

依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之規定外，請務必於兩週前提出申請，尚須檢附教師之調課申請

單及公假單作為佐證依據。此外，考試前一週一律不得進行(申請)校外教學或企業參訪。 

五、 105 學年教育部函送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審查資料，請電子系與資管系於 9 月 14

日前送交課務組。 

六、 追縱 105 年度第一期及 104 年度第二期產業學院計畫核定經費。 

七、 準備 105-1 學期開學前之相關事前作業。 
 

參、 提案與討論 

提案一：工學院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工學院) 

說明：本案經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105.08.23)。 
一、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日間部 105 學年度「工程技術碩士班」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一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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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於 105 年 08 月 01 日『1052104086』號專簽核准通過，列入本次會議備查。 

（二） 為使課程能聚焦在金屬成形技術，故將一年級上學期課程「材料特論」修改為「金屬

成形特論」，修正前後對照表如表 1 所示。 

表 1：105 學年度「工程技術碩士班」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材料特論(一上，3 學分 3 學時) 金屬成形特論(一上，3 學分 3 學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健康學院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健康學院提案) 

說明：本案經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105.08.24)。 
一、 餐飲廚藝系進修部 102、103 學年度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三至附件六。 
（一） 依據餐廚系課程發展，新增專業選修課程，修正 102~103 學分表課程名稱，如表 2

及表 3（修正列表)。 

表 2：進修部 102 學年度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無 第四年下學期 

團體膳食製備與實習 

選修 3 學分 4 小時  

大四上選修小計 12/14 大四上選修小計 11/14 

大四下選修小計 11/14 大四下選修小計 12/16 

 

表 3：進修部 103 學年度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大四下 必修 宴會管理與實務 3/3 大四下 必修 宴會管理與實務 2/3 

 

二、 幼兒保育系 104、105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七至附件十四。 
（一） 依本校 104學年度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辦理，修訂 104學年度進二技、

進二專學分表，修正如下： 

(1)微調進二技、進二專第二學年上學期「教保實習」改為選修，其餘不變。 

(2)微調進二技第二學年上學期必修小計為 9 學分/9 小時、選修小計為 8 學分/12 小時；

第二學年下學期必修小計為 2 學分/2 小時、選修小計為 12 學分/16 小時。 

(3)微調進二專第二學年上學期必修小計為 9 學分/9 小時、選修小計為 6 學分/10 小時；

第二學年下學期必修小計為 2 學分/2 小時、選修小計為 14 學分/18 小時。 

(4)104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訂表，如表 4 所示。 

（二） 依本校 105學年度新生入學課程架構與學分表規劃原則辦理，修訂 105學年度進二技、

進二專學分表，俢正如下： 

(1)微調進二技、進二專第二學年上學期「教保實習」改為選修，其餘不變。 

(2)微調進二技第二學年選修小計為 10 學分/14 小時；必修小計為 9 學分/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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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調進二專第二學年選修小計為 8 學分/12 小時；必修小計為 9 學分/9 小時。 

(4)105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訂表，如表 5 所示。 

表 4：104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104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正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科目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學年/ 

學期 
科目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學年/學

期 

教保實習 必修 4/8 
第二學年

/上學期 
教保實習 選修 4/8 

第二學年

/上學期 

幼兒園 

教保實習 
必修 4/8 

第二學年

/下學期 

幼兒園 

教保實習
選修 4/8 

第二學年

/下學期 

 

表 5：105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105 學年度進二技、進二專學分表修正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科目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學年/ 

學期 
科目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學年/學期

教保實習 必修 4/8 
第二學年

/上學期 
教保實習 選修 4/8 

第二學年

/上學期 

討論-課務組： 
1. 請各位委員參照附件四，餐廚系進修部102學年度修正後學分表「大四下選修小計12/16」，

而對照表（表 2）「大四下選修小計 12/12」，請確認正確的版本。 

2. 還有附件六，餐廚系進修部 103 學年度修正後學分表「大四下選修課程加總後為 9/11，

而學分表上的選修「小計 9/10」，爾後在實際開課時會有問題產生，請確認正確的版本。 

討論-鄒教務長： 
1. 請各系能盡量將學分表調整，朝向「學分數=學時數」的方向調整之。 

討論-進專課務組： 
1. 請參照附件八、十、十二、十四，關於「教保實習」（4/8），選修小計改為 6/10，倘若有

學生不修「教保實習」而修了其他課程，這樣一來在學時數上依然無法配合，因幼保系

的人數眾多，所以若有一半的人不修「教保實習」而開了其他課程，很可能又造成了學

校的負擔。 

2. 其次是「幼兒教保實習」也是有相同的疑慮。 

討論-幼保系： 
1. 由本系討論過後是不會增加鐘點費用，因「教保實習」（4/8），還會再開另外兩門 2 學分

的選修課，且採與多數決來確定開課的科目，「教保實習」是真正有在職場上工作的學生

才再加選該門課。 

2. 補充說明對應學分表「幼兒教保實習」也修改為選修。 

討論-鄒教務長： 
1. 總之，將以不增加鐘點費用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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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觀光與管理學院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觀光與管理學

院提案) 

說明：本案經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觀光與管理學院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

(105.08.24)。 
一、 觀光與管理學院（行管系、資管系、餐旅系、觀光系、時尚系）105、104 學年

度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訂，如附件十五至附件三十四。 

 
二、 資訊管理系 101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105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學分表及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訂，如附件三十五至附件四十。 
（一） 101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於 105 年 05 月 04 日『1052102058』號專簽核准通過，

列入本次會議備查。 

（二） 101 學年度一下必修課程『資訊與法律』因誤植為『資訊倫理與法律』，擬將其學分

表修訂之，如附件三十五至附件三十六。 

（三） 105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學分表，如附件三十七至附件三十八，修正對照表如表 6。 

表 6：105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正後 

進二技 

二/上 企業資源規劃導論（2/2） 二/上 網路消費行為專題（3/3） 

二/上 資訊系統（2/2） 二/上 網路市場調查專題（3/3） 

二/下 資訊科技與行銷（2/2） 二/上 數位行銷（3/3） 

二/下 企業資源規劃實務（3/3） 二/下 資管個案研討（3/3） 

二/下 管理資訊系統（3/3） 二/下 網路行為專題（3/3） 

 二/下 網路創業專題（3/3） 

 

（四） 依據 105 年 3 月 21 日產業實務導向系課程規劃會議，業界教師建議本系 105
學年度日四技學分表加入專業課程，其俢正對照表，如表 7。 

表 7：105 學年度日間部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正後 

日四

技 

二/下 無 二/下 (選) 人際溝通心理學_2/2 

二/上 無 二/下 (選) 基礎醫院資訊_2/2 

二/下 無 三/下 (選) 數位行銷工具實務操作_2/2 

四/上 (選) 巨量資料應用_2/3 四/上 (選) 大數據資料應用_2/3 

三/上 無 四/下 (選) 電腦維護實務_2/2 

 
三、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10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訂。 
（一） 配合 105.6.14 教育部來文通知通過產業學院計畫，為配合計畫執行，於三年級下學期

新增「門市經營管理」（2 學分/2 小時）、「餐旅經營管理」（2 學分/2 小時）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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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四年級上學期「商圈研究與展店策略（2 學分/2 小時）改為（3 學分/3 小時）」，俢

正對照表如表 8。 

表 8：103 學年度日間部學分表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三學年新增選修課程 

下學期 

 無 

下學期 

門市經營管理（2 學分/2 小時） 

餐旅經營管理（2 學分/2 小時） 

配合執行 105 產

業學院計畫 

第四學年新增選修課程 

上學期 

商圈研究與展店策略（2 學分/2 小時）

上學期 

商圈研究與展店策略（3 學分/3

小時） 

配合執行 105 產

業學院計畫 

 
討論-課務組： 

1. 資管系 105 學年度日間部學分表之修訂，在修正對照表（表 6）中，「一/下(選) 基礎醫

院資訊_2/2」，對應修正後學分表，應修正為「二/下(選) 基礎醫院資訊_2/2」。 

2. 行管系 103 學年度日間部學分表之修訂，請於會後補上修正後之學分表。 

決議：修正後通過 

 

肆、 臨時動議 

伍、 散會(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