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7 年 2 月 23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踐初樓 1 樓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李淑玲                                              紀錄人：黃千珍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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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組長、

進修專校課務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 

副校長、院長、各系主任及教師代表大家早，感謝各位今日來參加本學期第 1 次校課

程委員會，本次會議有 5 個提案，時間關係現在請課務組進行工作報告。 

貳、 工作報告 

課務組報告 

一、 開學日為 2/26(一)，請各系配合於開學前 2/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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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開學第一週人工加退選課自 2/26 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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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7 年度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勵申請截止日為 107 年 4 月 13 日止，請各系教師踴

躍提出申請。 

四、 辦理教育部 106-2 學期國際專班教學品質之相關事宜。 

參、提案與討論 

提案一：修訂各系 106 學年度入學學分表備註欄，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課務

組)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9 月 13 日教務會議增訂「中州科技大學學生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106 學年度之後(含)入學全校所有學生（含學士、碩士），在提出論文口試及

專題之前，須自行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修習課程總

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即可線上取得修課證明。 

二、 請各系在 106 學年度入學學分表備註欄加註以下文字： 

(一) 大學部 

「自 106 學年度(含)起，入學之學生應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自行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

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始得提出專題製作口試。」 

(二)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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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學年度(含)起，入學之學生應於第一學年結束前自行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

源中心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始得提出碩士論文口試。」 

三、 並請各系在論文及專題申請表上加註「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討論-教務長： 

1. 教務處會將線上平台連結放在教務處網頁上，並將106學年度入學學生資料上傳到平台，

每學期期末教務處會從系統上匯出修課狀況提供給各系，請各系追蹤未修習學生。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各系教學與課程委員會相關法規增列「學生代表」為當然委員案，提

請討論。(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益計畫 106學年度第 1學期查核意見」：「課

程委員會無學生代表出席……(略)學校應全面檢視各系是否有將學生代表納入」。 

二、 各系法規要點如附件 P1-P2。 

三、 請各系修改相關法規，將「學生代表」列為當然委員。 

討論-電機系 

1. 因系上會議提案內容有些無須學生列席，是否可在有修改學分表提案時，才需有學生代

表出席。 

討論-教務長： 

1. 如各位委員無意見，會後將請課務組提供修正公版文字，請各系在教學與課程委員會相

關辦法中加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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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107.2.6)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106 學

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107.02.6)工學院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一、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106 學年度日間部工程技術碩士班及 10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機電

整合組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3-P6。 
1. 機動系執行教育部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略聯盟計畫，為配合計畫之實施需修訂

106學年度工程技術碩士班及 103 學年度日四技機電整合組學分表。 
2. 修訂對照表如下 

106 學年度日間部工程技術碩士班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必/選修 修正前 必/選修 修正後 

 無-新增 選修 CPS 金屬成形技術 

(一下，3 學分 3 學時) 

10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機電整合組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必/選修 修正前 必/選修 修正後 

選修 新增 選修 遠端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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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3 學分，3 學時) 

討論-機動系： 

1. 四上網路遠端監控(2 學分，2 學時)不修訂，在四下新增一門遠端監控(3 學分，3 學時)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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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本案經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106.02.08) 觀光與管理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討論通過。 
一、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105、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及 103、104、105、106 學年

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7-P18。 

1.修正明細如下： 

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一/下 無 一/下 新增（選）多媒體導論 3/3 

一/下 （選）流通管理 3/3 一/下 （選）流通管理概論 3/3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二/下 無 二/下 新增（選）宅配經營管理 3/3 

106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一/下 無 一/下 新增（選）咖啡調製與鑑賞 3/3 

105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三/下 （選）連鎖加盟企業管理 2/2 二/下 （選）連鎖加盟企業管理 2/2 

二/下 無 二/下 新增（選）客服前台管理與實作 3/3 

104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三/下 無 三/下 新增（選）茶與咖啡烘培實習 3/3 

103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四/下 無 四/下 新增（選）多媒體導論 3/3 

 

二、 視訊傳播系 104、105、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19-P24。 

1. 本案於 106 年 09 月 21 日『1062104592』號專簽及 106 年 12 月 19 日『1062106627』

號專簽核准通過，列入本次會議備查。 

2.修正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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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視訊傳播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改前 修改後 

備註 學

期 

必/

選 

科目 學分/時

數 
科目 

學分/時

數 

1 上 選 
表演一(肢體與動

作) 
3/3 

表演一(肢體與動

作) 
2/3 

106 年 09 月 21

日『1062104592』

號專簽通過 

1 下 

選 
表演二(歌唱與才

藝) 
3/3 刪除 - 

 

選 基礎動畫 3/3 刪除 -  

選 無 - 動態攝影 3/3  

選 無 - 動態影片研究 3/3  

選 無 - 錄音與混音 2/3  

必 人文藝術(二) 2/2 刪除 -  

必 無 - 體育(二) 2/2  

必 無 - 英文(二) 2/2  

2 上 

必 無 - 自然科學(一) 2/2  

必 無 - 體育(一) 2/2  

選 
表演(三造型與化

妝) 
3/3 刪除 - 

 

選 進階剪輯 3/3 進階剪輯 2/2  

選 無 - 腳本企劃 2/2  

選 無 - 音樂表演與企劃 2/2  

選 無 - 視覺構圖研究 2/2  

2 下 

必 無 - 自然科學(二) 2/2  

必 英文(二) 2/2 刪除 -  

選 表演(四電影美術) 3/3 刪除 -  

選 流行音樂創作 3/3 流行音樂 2/2  

選 無 - 
視訊技術與導播

學 
2/2 

 

選 無 - 影音短片製作 2/2  

3 上 

必 無 - 生活應用(三) 2/2  

必 體育技能(一) 2/2 刪除 -  

選 表演(五) 3/3 刪除 -  

選 音效設計 3/3 刪除 -  

選 轉播實務 3/3 轉播實務 2/2  

選 無 - 特效影片製作 2/2  

選 無 - 音效與配音 2/2  

3 下 
必 無 - 人文藝術(二) 2/2  

必 體育技能(二) 2/2 刪除 -  



 5

選 表演(六) 3/3 刪除 -  

選 MV 影片製作 3/3 MV 影片研究 2/2  

選 收音實務 3/3 刪除 -  

選 無 - 影音收錄與成音 2/2  

選 無 - 電視節目製作 2/3  

選 無 - 廣告影片製作 3/3  

選 無 - 多媒體影音配樂 2/2  

4 上 

必 自然科學(一) 2/2 刪除 -  

必 社會素養(三) 2/2 刪除 -  

選 電影音樂 3/3 刪除 -  

4 下 
必 自然科學(二) 2/2 刪除 -  

選 無 - 新媒體運用 3/3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視訊傳播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改前 修改後 

學期 必/選 科目 學分/時數 科目 學分/時數

2下 

選 表演(二) 2/3 刪除 - 

選 無 - 直播與導播 2/3 

選 紀錄片發展史 2/2 刪除 - 

選 無 - 紀實影片研究 2/2 

104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視訊傳播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改前 修改後 

學期 必/選 科目 學分/時數 科目 學分/時數

3下 選 無 - 廣告影片研究 2/3 

 

三、 餐旅事業管理系 103、104、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及 104、105、106 學年

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25-P36。 
1.修正明細如下： 

104 及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餐旅事業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改後 

日間部 四上 無 四上 
(選修)6/6 

餐旅管理與服務實(一) 

日間部 四下 無 四下 
(選修)9/9 

餐旅管理與服務實習(二) 

日間部 四下 
(必修)3/3 

領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 
四下 

(選修)3/3 

領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 

日間部 四上 
(選修)3/3 

顧客關係管理實習
四上 刪除 

日間部 四上 
(選修)3/3 

餐旅商品促銷實習
四上 刪除 

日間部 四下 (選修)3/3 四下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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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 e化作業實習

日間部 四下 
(選修)3/3 

餐旅營運管理實習
四下 刪除 

10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餐旅事業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改後 

日間部 四下 無 四下 
(選修)6/6 

餐旅管理與服務實習

106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餐旅事業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改後 

進修部 一下 無 一下 
(選修)3/3 

多媒體導論 

進修部 一下 無 一下 
(選修)3/3 

收支規劃概論 

105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餐旅事業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改後 

進修部 一下 無 一下 
(選修)3/3 

多媒體導論 

進修部 二下 
(選修)3/3 

觀光遊憩與規劃 
二下 

(選修)3/3 

觀光遊憩規劃 

104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餐旅事業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改後 

進修部 三下 無 三下 
(選修)3/3 

供應鏈管理 

進修部 二下 
(選修)3/3 

觀光遊憩與規劃 
二下 

(選修)3/3 

觀光遊憩規劃 

 

四、 資訊管理系 104、105、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及 103、104、105、106 學年

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及 106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37-P52。 

1. 修正明細如下： 

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日四技 

二/上 (選)跨領域課程 4/4 二/上 (選)跨領域課程 3/3 

二/下 (選)跨領域課程 2/2 二/下 (選)跨領域課程 3/3 

三/上 無 三/上 新增(必)實務專題製作(一)1/2

三/下 無 三/下 新增(必)實務專題製作(二)1/2

三/上 (選)研究方法 3/3 三/上 (選)研究方法 2/2 

三/上 (選)服務業管理 3/3 三/上 (選)服務業管理 2/2 

三/下 (選)基礎 App 應用 3/3 三/下 (選)基礎 App 應用 2/2 

三/下 (選)供應鏈管理 3/3 三/下 (選)供應鏈管理 2/2 

四/上 無 四/上 新增(必)實務專題製作(三)1/2

四/下 無 四/下 新增(必)實務專題製作(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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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日四技 

二/下 (選)人際溝通心理學 2/2 二/下 刪除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商業自動化 2/2 

三/下 (必)系統分析設計 3/3 二/下 (必)系統分析設計 3/3 

二/下 (必)管理資訊系統 3/3 三/下 (必)管理資訊系統 3/3 

三/下 
(選)企業軟體資料結構導論

2/3 
二/下 (必)企業軟體資料結構導論3/3

二/下 (必)商用軟體設計(一)3/3  刪除 

三/上 (選)商用軟體設計(二)3/3  刪除 

二/下 (必)資料庫原理 3/3 四/下 (必)資料庫原理 3/3 

四/下 (必)顧客關係管理 3/3 二/下 (必)顧客關係管理 3/3 

三/下 
(選)數位行銷工具實務操作

2/2 
三/下 (選)數位行銷工具實務操作2/3

四/上 (選)證照實務(一) 3/3 四/上 (選)證照實務(一) 2/3 

四/下 (選)證照實務(二) 3/3 四/下 (選)證照實務(二) 2/3 

104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日四技 

三/下 
(選)企業軟體資料結構導論＊

2/3 
三/下

(選)企業軟體資料結構導論＊

3/3 

四/上 (選)證照實務(一) 3/3 四/上 (選)證照實務(一) 2/3 

四/下 (選)證照實務(二) 3/3 四/下 (選)證照實務(二) 2/3 

106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夜四技 
一/下 (選)收支經濟概論 3/3 一/下 (選)收支規劃概論 3/3 

  一/下 新增(選)咖啡調製與鑑賞 3/3 

105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夜四技 二/上 (選)消費者行為 3/3 二/下 (選)消費者行為 3/3 

104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夜四技 
四/下 (必)供應鏈管理 3/3 三/下 (必)供應鏈管理 3/3 

四/下 (選)體驗行銷 3/3 三/下 (選)體驗行銷 3/3 

103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夜四技  

備註 3:在校期間取得本系特色
證照合計至少 2張以上，未取得
證照者須於畢業前參加課後輔
導或提出相關能力證明。 

 刪除 

106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資訊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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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夜二技 二/上 (必)專業英文 2/2 一/下 (必)實用英文 2/2 

 

五、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103、105、10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學分表，104、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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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進修專校

學分表修訂，如附件 P53-P70。 

1. 修正明細如下： 

106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調整 一/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三/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調整 二/上 跨領域課程(選)4/4 二/上 跨領域課程(選)3/3 

刪除 三/上 觀光遊憩設計(必)3/3   

調整 三/上 跨領域課程(選)2/2 三/上 跨領域課程(選)3/3 

調整 三/下 華語觀光導覽解說技巧
#(必)3/3 一/下 華語觀光導覽解說技巧

#(必)3/3
105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新增   二/下 休閒事業創業管理(選)3/3 

103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新增   四/下 觀光創意商品(選)3/3 

新增   四/下 會議與宴會實務(選)3/3 

新增   四/下 空服基礎(選)3/3 

刪除   四/下 休閒事業創業管理(選)3/3 

106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調整 一/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二/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調整 二/下 觀光遊憩規劃(必)3/3 一/下 觀光遊憩規劃(必)3/3 

調整 一/下 旅行文化(選)2/2 二/下 旅行文化(選)2/2 

調整 二/下 觀光行銷學(選)2/2 ㄧ/下 觀光行銷學(選)2/2 

105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新增   二/下 咖啡調製與鑑賞(選)3/3 

104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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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三/下 觀光事業創業管理(選)3/3 三/下 觀光事業創業管理(選)2/2

105學年度進修部二技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新增   二/下 主題遊程設計與規劃(選)3/3 

106學年度進修專校觀光與休閒管理科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調整 一/下 資訊概論*(必)3/3 二/下 資訊概論*(必)3/3 

調整 一/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二/下 觀光資源概要(必)3/3 

調整 一/下 觀光與文創產業(選)3/3 二/下 觀光與文創產業(選)3/3 

調整 一/下 基礎觀光日語(選)2/2 二/下 基礎觀光日語(選)2/2 

調整 一/下 休閒農場經營(選)2/2 二/下 休閒農場經營(選)2/2 

調整 一/下 觀光統計學(選)2/2 二/下 觀光統計學(選)2/2 

調整 二/下 經濟學(必)3/3 一/下 經濟學(必)3/3 

調整 二/下 觀光創意商品(必)3/3 一/下 觀光創意商品(必)3/3 

調整 二/下 觀光行政與法規(選)2/2 一/下 觀光行政與法規(選)2/2 

調整 二/下 旅館房務實務(選)3/3 一/下 旅館房務實務(選)3/3 

調整 二/下 高級觀光英語(選)2/2 一/下 高級觀光英語(選)2/2 

調整 二/下 飯店設施管理(選)2/2 一/下 飯店設施管理(選)2/2 

105學年度進修專校觀光與休閒管理科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備註欄：專業必修 30 學分，專
業選修 30 學分。 

 
備註欄：專業必修 27 學分，專
業選修 33 學分。 

討論-課務組： 

1. 行管系 105 學年度進修部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學分表，學分時數不一致。 

2. 在教學品質訪視意見上提到行管系校外實習學分數過高，也請本次會議一併修訂學分

表。 

3. 視傳系 106 學年度 1 上已過開課時程，但事前有送專簽簽請通過，請在會議資料 106 學

年度對照表加註備註欄，加註專簽通過時間。 

4. 視傳系 105 學年度學分表在 P22 修正後學分表，第二學年選修小計部分，加總起來只可

6/6 或 6/7，無法達到 6/8，會後請修正學分表加總小計。 

5. 餐旅系 104 與 105 進修部學分表修正皆已過開課時程，應無法再提出修正。 

6. 資管系 105 學年度日間部學分表對照表修正前(二下(選)人際溝通心理學 2/2)，修正後

(二/下(選)商業自動化 2/2)，兩門課無相關聯，建議將二下(選)人際溝通心理學 2/2 刪

除，並新增一列二/下(選)商業自動化 2/2。 

7. 資管系 105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修正已過開課時程，應無法再提出修正。 

討論-行管系： 

1. 行管系 105學年度進修部修正對照表請修正-二/下連鎖加盟企業管理由3/3修正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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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分表為主。 

討論-教務長： 

1. 資管系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二/下刪除(必)商用軟體設計(一)3/3，學分表三/上(選)

商用軟體設計(二)3/3 是否一併刪除，請確認。 

討論-資管系： 

1. 因已刪除 105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二/下(必)商用軟體設計(一)3/3，故同步刪除三/上(選)

商用軟體設計(二)3/3。 

決議： 
1. 餐旅事業管理系 104 與 105 進修部學分表已過開課時程，故不予通過。 

2. 資訊管理系 105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學分表已過開課時程，故不予通過。 

3. 其餘修正通過。 

提案五、健康學院實作課程科目認定標準，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說明：本案經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107.02.12) 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通

過。 

一、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1. 系上在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107.02.05)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本系

課程除大四校外實習之外，其餘課程皆非實驗課、操作課或實習教學課程，

故本會議決議無相關實作課程可勾選。 

2. 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1)請教務處訂定實作課程的定義(2)實作課程認定權責

授權」，請討論。 

決議：請運促系重新提出系科本位課程計畫書，送到校課程委員會討論審核系上實作

課程認定。 

 

肆、 臨時動議 

提案、學分表選修課程修訂，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說明：每增加選修課都要開會審核學分表，是否能在系課程委員會議同意後，即可開

課，以順應時代潮流。 
決議：關於彈性開課機制，本學期將研擬微學分實施要點，各系可針對具時效性和產

業需求特殊性的課程，用微學分的方式彈性開課，以順應資訊潮流，加速新知

的取得。 

伍、 散會(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