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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22 日 
 

會議程序表 

項次 程序 使用時間 

壹 主席報告 1 分鐘 

貳 業務報告 1 分鐘 

參 提案討論 25 分鐘 

肆 臨時動議 3 分鐘 

伍 散會  



會議時間：110 年 04 月 22 日 下午 01 時 30 分 
地點：踐初樓 1 樓卓越廳 
主席：教務長柴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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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務組組長、註冊組組長、各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報告 

課務組報告 

一、期中考後請提醒學生持續出席課程。 

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排課前置作業，擬請各院系謹慎規劃，需符合相關規定。 

三、110 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勵申請，於 6 月 30 日截止收件，請各

系鼓勵教師參與。 

四、臺灣學術倫理教育中心通過修課證明之學生名單已寄送各系，提醒各系尚

未取得學術倫理研習學分之畢業生，儘速完成。 

五、暑修調查表已發放至各系信箱，預計於 5 月 3 日繳回課務組以便統計人數。 

六、提醒各系畢業考時程：110 年 5 月 24 日(一)至 5 月 30 日(日)，未補課之畢

業班級，考後仍須上課。 

七、109-2 期中考抽查作業。 

八、109 學年度專任教師鐘點費彙整統計作業。 

參、 提案與討論 
提案一 : 修正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6~109 學年度【日四技】課程學分表一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說明: 
一、本案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0.03.30)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0.03.30)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0.4.6)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6)。 



三、依教學品質訪視意見，將 106~109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放回「幼兒園教保實習」列為課

程並取得學生同意。 
四、依教學品質訪視意見，將 109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表原訂選修「幼兒教保概論」、「幼兒發

展」、「幼兒觀察」，修正為必修課並取得學生同意。 
五、針對幼家系 106-109 學年度【日四技】入學學分表修訂如下表 1,紙本附件 1~8。 
 

表 1-106~109 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四技】入學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9 日四技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8) 
109 日四技 一上 (選)幼兒教保概論(2/2) 一上 (必)幼兒教保概論(2/2) 
109 日四技 一上 (選)幼兒發展(3/3) 一上 (必)幼兒發展(3/3) 
109 日四技 一下 (選)幼兒觀察(2/2) 一下 (必)幼兒觀察(2/2) 
109 日四技 

備註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6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專業選修 42 學分(外系課

程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

過 16 學分)，合計 128 學

分始准畢業，前三學年每

學期修習不得低於 10 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修習

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期

最高不得超過 24 學分。 

備註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6
學分，專業必修 57 學

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外
系課程認列選修課程不

得超過16學分)，合計128
學分始准畢業，前三學年

每學期修習不得低於 10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修

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

期最高不得超過 24 學

分。 
108 日四技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8) 
107 日四技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8) 
106 日四技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8) 

附件：系/院課程會議記錄、系務/院務會議記錄、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6~109 學年度【日

四技】入學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正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8〜109 學年度【進二技】學分表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說明: 
一、本案經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0.03.30)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0.03.30)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0.4.6)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6)。 
三、依教學品質訪視意見，將 108~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放回「幼兒園教保實習」列

為選修課程並取得學生同意。 
四、針對幼家系 108~109 學年度【進二技】入學學分表修訂如下表 2,紙本附件 9~12。 



 
表 2-修正 108~109 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二技】入學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4)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4) 

 
附件：系/院課程會議記錄、系務/院務會議記錄、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8~109 學年度【進

二技】入學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科 108~109 學年度【進二專】學分表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說明:  

一、本案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0.03.30)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0.03.30)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0.4.6)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6)。 
三、依教學品質訪視意見，將 108~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專學分表放回「幼兒園教保實習」列

為選修課程並取得學生同意。 
四、依教學品質檢核指標課程規劃符合專業領域，檢視修訂部分課程學時及選修小計。 
五、針對幼家科 108~109 學年度【進二專】入學學分表修訂如下表 3,附件 13~16。 
 

表 3-108~109 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科進修部二專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中老年疾病與

保健概論(2/2) 
二上 

(選)中老年疾病與保健概論

(3/3)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電腦軟體應用

(3/3) 
二上 刪除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修小計 4/4 二上 選修小計 5/5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4)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下 
(選)嬰幼兒照顧技

能實作(2/2) 
二下 (選)嬰幼兒照顧技能實作(3/3)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下 選修小計 16/16 二下 選修小計 15/15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4) 

 

附件：系/院課程會議記錄、系務/院務會議記錄、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科 108~109 學年度進修

部二專課程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 修正餐飲廚藝系 107、108 及 109 學年度【日四技/進四技】學分表，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餐廚系) 

 
說明： 
一、本案經餐飲廚藝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0.03.25)及 109 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0.03.25)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0.4.6)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6)。 
三、因應畢業班四下課程需於 14 週內完成，進行課程調整。 
四、校外實習 6 學分為選修課，為增進學生修課意願，修正為暑期實習 3 學分。 
五、為發展系烘焙特色課程，修正餐飲專題講座為巧克力製作。 
六、針對餐廚系 107、108 及 109 學年度學分表修訂對照表 4 如附件 17~28。 
 

表 4-107、108 及 109 學年度餐飲廚藝系【日四技】、【進四技】學分表 
學年

度 

學

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正後 說明 

107 

日

間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四上 校外實習(選)6/6 四上 暑期實習(選)3/3 
修改課程名稱與學分

數/時數 

107 

進

修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四下 
飲食與體重控制

(必)2/2 
四上 

飲食與體重控制

(必)2/2 
調整授課學期 

108 

日

間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三下 餐飲專題講座(必)2/2 三下 (刪除) 刪除課程 

三下 (新增) 三下 巧克力製作(必) 2/2 新增課程 

四上 校外實習(選)6/6 四上 暑期實習(選)3/3 
修改課程名稱與學分

數/時數 

四上 中式特色料理(選)3/3 四下 中式特色料理(選)3/3 調整授課學期 

108 

進

修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四下 
飲食與體重控制

(必)2/2 
四上 

飲食與體重控制

(必)2/2 
調整授課學期 

三下 餐飲專題講座(必)2/2 三下 (刪除) 刪除課程 

三下 (新增) 三下 巧克力製作(必) 2/2 新增課程 

109 

日

間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三下 餐飲專題講座(必)2/2 三下 (刪除) 刪除課程 

四上 (新增) 四上 巧克力製作(必) 2/2 新增課程 

四上 校外實習(選)6/6 四上 暑期實習(選)3/3 
修改課程名稱與學分

數/時數 



學年

度 

學

制 
學期 修正前 學期 修正後 說明 

109 

進

修

部 

四下 生活應用(三) 四上 生活應用(三)  調整授課學期 

三下 餐飲專題講座(必)2/2 三下 (刪除) 刪除課程 

四上 (新增) 四上 巧克力製作(必) 2/2 新增課程 

四下 廣式料理(選)3/3 四上 廣式料理(選)3/3 調整授課學期 

 
 
附件：系/院課程會議記錄、系務/院務會議記錄、餐飲廚藝系 107、108 及 109 學年度【日四

技】、【進四技】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 修正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107 學年度【日四技】課程學分表，提請討論

。 (提案單位: 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說明： 

一、本案經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0.3.31)及 109 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0.03.31)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110.4.6)及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6)。 

三、為落實景觀維護專業實作技能，加入本課程為選修課程。 
四、針對景觀系 107 學年度【日四技】入學學分表修訂如下表 5 附件 29~30。 
 

表 5- 修正 107 學年度景觀造園與維護系【日四技】入學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無 (四上)景觀樹木修剪與實習(選修 3學分)(新增) 

附件：系/院課程會議記錄、系務/院務會議記錄、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107 學年度【日四技】

入學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審議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協同教學申請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說明:  
 
一、本案經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會議(110.04.06)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課程會議(110.04.07)審議通過。 
三、針對智動系課程明細表如下表 6,附件 31~32。 

表 6-智慧自動化工程系課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協同教學課程老師 課程名稱 業師師資 



計畫名稱 協同教學課程老師 課程名稱 業師師資 

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

作環境「智慧製造扣件

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鄭合志 

機電整合實習/ 
日四技機動三甲/ 

12小時 
卓柏洲 

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

作環境「智慧製造扣件

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黃立仁 

模具製作實務/ 
日四技機動三甲/ 

12小時 
林建宏 

附件: 系課程會議記錄、院課程會議紀錄、申請表、資歷評估表、教學計畫書、人才資料庫

調查表、業界專家應聘履歷表。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