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1次課程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中華民國 109年 09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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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分鐘 

肆 臨時動議 1分鐘 

伍 散會  



會議時間：109年 09月 01日 上午 10時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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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第一週人工加退選課自 9 月 19 日(六) 至 9 月 25 日(五) 止，敬請各系轉知學生注

意選課時間，並請學生務必留意重複修課問題。 

二、請各系配合於開學前 9月 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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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授課老師於 9月 18日(五)前上傳教學計畫書至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請以 PDF 檔為主。 

四、開學上課日期： 

【六、日上課班級】  

9月 19日(六)：進修專校、進修部各學制、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週一至週五上課班級】 

9月 21日(一)：日間部、進修部各學制 

五、9月份、10月份因應節日彈性放假，上課、停課情形如下： 

9月 26日(六)校慶日補休假，停課一天。 

9月 27日(日)正常上課。 

10月 1日(四)中秋節放假，停課一天。 

10月 2日(五)中秋節彈性放假，停課一天。 

10月 3日(六)、10月 4日(日)正常上課。 

10月 9日(五)國慶日彈性放假，停課一天。 

10月 10日(六)國慶日放假，停課一天。 

10月 11日(日)正常上課。 

六、請各系配合於開學前 9月 18日(五)完成學分表中英文對照版本，俾便輔導境外生選課事

宜。 

七、108-2申請安心就學措施之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任課老師於 9月 18日(五)前繳交電子

檔。 

八、109-1課程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備案： 

(1). 請各系調查欲申請安心就學學生(外籍生)。 

(2). 為因應疫情變化，請任課教師學習 U簡報操作方式，並準備兩星期可採用線上教學

之課程內容，教學計劃書必須同步更新。 

九、109學年度系科本位課程請於 9月 30日(三)前繳交電子檔。 

十、開學在即，請各教室管理單位，進行設備檢查及整潔維持。 



參、 提案與討論 

提案一：審議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授課申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學院)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審議通過，如附件 1~3。 

1、依據「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2、採用全英語授課之教師應填具申請表及教學計畫書。 

3、提出申請資料如下： 

表 1 -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授課 

申請教師 
教師所

屬單位 

課程選

修別 
開課班別 全英語授課課程名稱 

陳清木 多遊系 必修 四技資訊課程 
資訊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陳清木 多遊系 必修 四技工學院課程 
科技英文導讀 Technology English 

Reading 

蕭金財 多遊系 必修 四技工學院課程 基礎數學 Fundamental Mathematics 

附件：全英語授課申請表、教學計畫書、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中州科技大學工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工學院)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5。 

1、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下： 

表 2 -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改前 修改後 說明 

一、中州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工學

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推動本學學

院研究風氣，依本學院組織要點規

定，設立中州科技大學工學院研究

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

定本要點。 

一、中州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工學

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推動本學學

院研究風氣，依本學院組織要點規

定，設立中州科技大學工學院學術

研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工作內容如下： 

(一)規劃、整合本學院學術研究發

展重點。 

(二)規劃共同研究室之設置。 

(三)辦理學院內各項研究獎助之申

二、本委員會工作內容如下： 

(一)規劃、整合本學院學術研究發

展重點。 

(二)規劃共同研究室之設置。 

(三)辦理學院內各項研究獎助之申

 



請及審查等相關事宜。 

(四)規劃學院內研究經費之相關管

理辦法。 

(五)辦理其它學術、研究相關事宜。 

請及審查等相關事宜。 

(四)規劃學院內研究經費之相關管

理辦法。 

(五)辦理其它學術、研究相關事宜。 

三、本會由本學院院長為召集人，並設

委員若干名；院長、各系主任為當

然委員，並推派本院各系教師代表

一名組成，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三、本委員會由本學院院長為召集人，

並設委員若干名；院長、各系主任

為當然委員，並推派本院各系教師

代表一名組成，委員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四、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分

組召集會議。 

開會時召集人得視實際需要，請相

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請外部學者

專家擔任顧問。 

本會會議議決事項應提報本學院院

務會議。 

四、本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

得分組召集會議。 

開會時召集人得視實際需要，請相

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請外部學者

專家擔任顧問。 

本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應提報本學

院院務會議。 

 

五、本會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

就本會委員中推薦一人提請校長聘

任之，另由本學院院長指派執行幹

事一人。 

五、本委員會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

集人就本會委員中推薦一人提請校

長聘任之，另由本學院院長指派執

行幹事一人。 

 

七、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送本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送教務會議

備查，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

會議備查，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附件：院務會議紀錄、中州科技大學工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討論： 

教務長補充報告： 

針對第七項，因舊法需經過行政會議通過，故應先照舊流程審議確認，才能進行修法通過。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審議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系必修科目替換課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審議通過。 

1、依據「中州科技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要點」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2、因必修科目調整，多遊系部分必修科目不再開設，延修生與高年級學生已無法於現

有課程中重(補)修原必修科目，因此提案訂定必修科目之替換課程，以利學生修讀

學分。 

3、替換課程如下： 

表 3 - 系必修科目替換課程 

原必修科目 
是否有 

開設課程 
替換課程 替換原因 

智慧財產權 無 科技英文導讀 院課程修訂 

劇本創作 無 腳本創作 
因課程調整，自 107學分表後，該必修

課程不再開設，以相關專業課程替換 

美術與繪圖 無 數位繪圖 
因課程調整，自 109學分表後，該必修

課程不再開設，以相關專業課程替換 

音樂與音效 無 數位音效 
因課程調整，自 109學分表後，該必修

課程不再開設，以相關專業課程替換 

附件：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討論： 

教務長補充報告： 

一、補充第四點，應查核全校課程資料庫是否有可以抵免的課程 

二、各系應有抵免資料庫及替換資料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108、10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機械組」及「電機組」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智慧自動化

工程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1、修訂智慧自動化工程系日間部/進修部 108 學年度學分表，將「機械組」及「電機

組」整合並刪除跨領域課程，如附件 6~8，9~11。 

2、修訂智慧自動化工程系日間部/進修部 109 學年度學分表，將「機械組」及「電機

組」整合並刪除跨領域課程，如附件 12~14，15~17。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18~19。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2、刪除跨領域課程 

表 4 - 108學年度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二上 選 網頁設計 3 3 二上 選 網頁設計 2 2 

二上 選 伺服器架站實務 3 3 二上 選 伺服器架站實務 2 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學分表小計部分僅需留下選修小計部分，不用再額外呈現模組小計以免造成混亂。 

二、學分表上的科目後應加上#表證照輔導課程；*表上機、實習課程的符號。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10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學

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20~23。 

1、刪除跨領域課程 

表 5 - 109學年度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修正前 修正後 

二上 必 2D遊戲設計 2 2 二上 必 2D遊戲設計(一) 2 2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 2D遊戲設計(二) 2 2 

表 6 - 109學年度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二上 必 2D遊戲設計 2 2 二上 必 2D遊戲設計(一) 2 2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 2D遊戲設計(二) 2 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教務長補充報告： 

學分表上的科目後應加上#表證照輔導課程；*表上機、實習課程的符號。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24~25。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7 - 108學年度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一上 選 職場倫理與職業道德 2 2 一上  (刪除)   

一上 選 顧客關係管理(一) 3 3 一上 選 顧客關係管理 3 3 

一上 選 行銷管理(一) 3 3 一下 選 行銷管理 3 3 

一下 必 資訊網路與資訊安全 3 3 二上 選 資訊網路與資訊安全 3 3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 數位影像處理 2 2 

一下 選 程式設計基礎 2 2 一下 必 程式設計基礎 3 3 

一下 選 多媒體與網路行銷 2 2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 手機程式設計(一) 2 2 二上 必 手機程式設計 3 3 



修正前 修正後 

一下 選 電子化企業 3 3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 服務業管理 3 3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 企業資源規劃導論 3 3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 行銷管理(二) 3 3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 3 

二上 必 國際行銷 3 3 一下 選 國際行銷 3 3 

二上 必 電子商務 3 3 一下 選 電子商務 3 3 

二上 選 網路安全實務 3 3 二下 必 網路安全實務 3 3 

二上 選 多媒體與遊戲行銷 3 3 二上 必 多媒體與遊戲行銷 3 3 

二上 選 人力資源管理(一) 3 3 二上 選 人力資源管理 3 3 

二上 選 顧客關係管理(二) 3 3 二上  (刪除)   

二上 選 決策分析 2 2 二上  (刪除)   

二上 選 行動通訊 2 2 二上  (刪除)   

二上 選 計算機概論 3 3 二上  (刪除)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 多媒體與物聯網應用 3 3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 2D遊戲設計(二) 2 2 

二下 必 資訊概論 3 3 一下 選 資訊概論 3 3 

二下 必 電腦網路 3 3 一下 選 電腦網路 3 3 

二下 選 人力資源管理(二) 3 3 二下  (刪除)   

二下 選 創業規劃與管理 3 3 二下  (刪除)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 網頁設計實務 2 2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 遊戲機台開發實務 3 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對照表部分的行銷管理應修正至一下；2D遊戲設計(二)應在二上補充新增。 

二、修正後學分表二上的人力資源管理正確應為人力資源管理(一)。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修訂資訊管理系 106、107、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26~37。 

1、刪除跨領域課程 

表 8 - 106學年度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採購成本與控制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物流系統與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創意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金融市場實務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旅行業概論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理財與投資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經濟與生活 3 3 

表 9 - 106學年度資訊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必/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物流系統與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經營管理概論 2 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採購成本與控制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策略管理 2 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廠務管理實務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理財與投資 3 3 

表 10 - 107學年度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理財與投資 3 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物流系統與管理 3 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經濟與生活 3 3 



修正前 修正後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採購成本與控制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經營管理概論 2 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創意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金融市場實務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旅行業概論 3 3 

表 11 - 107學年度資訊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經營管理概論 2 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表 12 - 108學年度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表 13 - 108學年度資訊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 領導與團隊建立 3 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個案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財務管理 3 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學分表上的「小計」欄位刪除，僅保留「選修小計」欄位部分即可。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修訂資訊管理系 108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6) 及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38~39。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14 - 108學年度資訊管理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四上  (新增)   二上 選 創意管理 3 3 

四下  (新增)   二下 選 簡報設計與技巧 2 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審議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授課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0。 

1、依據「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2、採用全英語授課之教師應填具申請表及教學計畫書。 

3、提出申請資料如下： 

表 15 -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授課 

教師 

姓名 
職級 

開課 

單位 

開課 

班別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學分 

時數 

黃斿棣 講師 觀光與管理學院 院必修 文創產業概論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學分/2小時 

附件：院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修訂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視訊傳播系 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

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1~44。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16 - 108學年度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108 

三下 【選】劇場片製作(3/3) 三下 刪除課程，課程重複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4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3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11學分 

表 17 - 108學年度視訊傳播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108 

三上 【新增】 三上 造型色彩計劃(3/3)選修 

三上 【新增】 三上 整合行銷傳播(3/3)選修 

三下 【新增】 三下 核心職能課程(2/2)選修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4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3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6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11學分 

四下 【選】電影美學(2/2) 四下 【選】電影美學(3/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修正後為三上選修小計 6 學分／三下選修小計 9 學分／四下選修

小計 11學分，但學分表選修小計計算不出同等學分合計之數值，需要再加以修正。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二：修訂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5~46。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18 - 109學年度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109 

二下 核心通識(五)(2/2)必修 二上 核心通識(五)(2/2)必修 

二上 美甲保健(3/3)選修 二下 美甲保健(3/3)選修 

二上 專業選修 14學分 二上 專業選修 11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 12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 15學分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備註欄符號的部分不能刪除，學分表上的科目後應加上#表證照輔導課程；*表上機、實

習課程的符號。 

二、調動通識的部分是否有先知會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三：修訂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108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學分表，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7~48。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19 – 108學年度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時尚系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流行展示規劃與設計(3/3)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彩妝設計實務(3/3)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織品造型創作(3/3)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創意髮型(3/3)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進階髮藝設計(2/2)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彩妝平面設計實務(3/3)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進階配飾設計(2/2)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芳香學(2/2) 

二下 【必】核心通識(五)(2/2) 二上 【必】核心通識(五)(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調動通識的部分是否有先知會通識教育中心。 

二、系專業必修幅度過大覺得不恰當，不允修改。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四：修訂視訊傳播系 107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49~50。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0 – 107學年度視訊傳播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視傳系 三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三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修訂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6、107、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

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51~60。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1 – 106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系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財務管理(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領導與團隊建立(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觀光日語(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民宿創業管理(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顧客抱怨處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個案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旅行業概論(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策略管理(3/3) 

表 22 – 107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系 

三上 跨領域(選)3/3 三上 跨領域(選)2/2 

三下 跨領域(選)2/2 三下 跨領域(選)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財務管理(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領導與團隊建立(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休閒遊憩概論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觀光日語(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個案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策略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觀光資源與古蹟賞析(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觀光旅行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俱樂部經營與運動管理學(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運動安全與法規(2/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高爾夫運動(2/2) 

表 23 – 107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系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財務管理(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領導與團隊建立(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休閒遊憩概論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觀光日語(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顧客抱怨處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個案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策略管理(3/3) 

表 24 – 108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系 

二上 跨領域(選)3/3 二上 【刪除】 

二下 跨領域(選)2/2 二下 【刪除】 

三上 跨領域(選)3/3 三上 【刪除】 



三下 跨領域(選)2/2 三下 【刪除】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財務管理(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領導與團隊建立(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觀光日語(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個案管理(3/3) 

表 25 – 108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系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財務管理(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領導與團隊建立(3/3)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休閒遊憩概論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觀光日語(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個案管理(3/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8學分表上跨領域課程的部分需刪除。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六：修訂觀光與休閒管理科 108 學年度【進修部二專】學分表，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61~62。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6 – 108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科【進修部二專】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光科  【增列】 二上 餐旅文化(選)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對照表上的「新增」一詞改成「增列」會比較洽當。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七：修訂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63~64。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7 – 108學年度運動與健康促進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運促系 

二上 跨領域(選)2/2 二上 【刪除】 

二下 跨領域(選)4/4 二下 【刪除】 

三上 跨領域(選)2/2 三上 【刪除】 

三下 跨領域(選)2/2 三下 【刪除】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壓力與健康(3/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108學分表上跨領域課程的部分需刪除。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八：修訂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餐旅事業管理系 106、107、108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餐旅商

務行銷系) 

說明:   
  一、本案餐旅商務行銷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65~80。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8 – 106~108 學年度餐旅行銷系【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行管系 
日間部 
(106)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行管系 
日間部 
(107)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行管系 
日間部 
(108)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5 學分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10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11學分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行管系 
進修部 
(106)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行管系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進修部 
(107)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採購成本與控制(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行管系 
進修部 
(108)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餐旅採購管理(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採購成本與控制(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金融市場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個案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理財與投資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物流系統與管理 (3/3) 

餐旅系 
日間部 
(108)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5 學分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3 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小計 5 學分 二下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餐旅服務技能(3/3)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9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9 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9 學分 四上 專業選修小計 12學分 

餐旅系 
進修部 
(108)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餐旅服務技能(3/3)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餐旅商務行銷系 108學分表上空格下方欄位的部分需刪除。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九：修訂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餐旅商務行銷系、時尚造型與視訊傳



播系 109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餐旅商務行銷系、時尚造型與

視訊傳播系) 

說明:  
  一、本案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81~82。 

  二、本案餐旅商務行銷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83~86。 

  三、本案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經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87~88。 

  四、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1、修改課程學分表如下： 

表 29 – 109學年度觀光健康/餐旅行銷/時尚視傳系【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觀健系 

二上 跨領域(選)2/2 二上 【刪除】 

二下 跨領域(選)3/3 二下 【刪除】 

三上 跨領域(選)2/2 三上 【刪除】 

三下 跨領域(選)3/3 三下 【刪除】 

餐行系 
(日間部)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二上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7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9 學分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採購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餐行系 
(進修部)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餐旅財務實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採購管理(3/3)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技巧(3/3) 

時視系 
(日間部)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三上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三下 專業選修小計 9 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四下 專業選修小計 11學分 

三下 【選】時尚節目企劃與製作(2/2) 三下 【選】時尚節目企劃與製作(3/3) 

四下 【選】潮流造型設計(3/3) 四下 【選】潮流造型設計(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討論： 

課務組組長補充報告： 

一、餐旅商務行銷系 109學分表上空格下方欄位的部分需刪除。 

三、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修正後為三上選修小計 6 學分／三下選修小計 9 學分／四下選修

小計 11學分，但學分表選修小計計算不出同等學分合計之數值，需要再加以修正。 

教務長補充報告： 



依課務組補充的修正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十：修訂餐旅商務行銷系 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入學學分表，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餐旅商務行銷系) 

說明:  
  一、本案餐旅商務行銷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89~90。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表 30 – 109學年度餐旅商務行銷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科系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餐行系 
進二技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商業簡報技巧(2/2) 

進二技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銷售技巧(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系務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十一：審議健康學院院課程全英語授課申請，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91~94。 

1、景觀系計有李丙生老師提出益康森活、健康產業概論等 2門課，餐廚系計有吳秋曄

老師提出健康養生課程，保食系計有歐欣泙老師提出食品與營養概論課程，資料如

附件。 

附件：院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訂定中州科技大學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幼兒園教保員學分學

程」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18)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95~96。 

1、依據教育部「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0 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申

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2、因應幼托整合政策之實施，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以下簡稱幼家系)規劃開設「幼

兒園教保員學分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修，藉以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以符合「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所訂幼兒園教保員執業資格。 

附件：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修訂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9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

技／進修部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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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18)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97~102。 

1、日四技課程學分表刪除「跨領域課程」、及刪除選修課「幼兒園教保實習」，如附件

97~98。 

表 31 – 109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9 日四技 二上 （餐飲廚藝系）、(景觀系) 二上 刪除 

109 日四技 二下 （餐飲廚藝系） 二下 刪除 

109 日四技 三上 （保健食品系） 三上 刪除 

109 日四技 三下 （餐飲廚藝系）、(景觀系) 三下 刪除 

109 日四技 四上 （餐飲廚藝系）、(景觀系) 四上 刪除 

109 日四技 四下 （保健食品系） 四下 刪除 

109 日四技 四上 幼兒園教保實習 四上 刪除 

表 32 – 109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備註欄修改 

修訂前 修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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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跨領域課程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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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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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跨領域課程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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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外實習:依教育部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

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若無需資格者應

簽具切結書，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

3.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培

育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

保實習」學分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

書，且需滿 320 小時，不列畢業學分；若無



修課程且學分需達 4學分以上。 需此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且學分需達 4 學分以上 

2、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修改課程及備註欄修改，如附件 99~100。 

表 33 – 109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

習(4/4) 
二下 刪除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上 
(選)童詩欣賞與教

學(2/2) 
一上 (選)童詩欣賞與教學(2/2)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選)優生保健(2/2) 一上 (選)優生保健(2/2) 

109 進修部二技 一下 配合 108學年度新增 一下 (選)生理學(2/2) 

109 進修部二技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嬰幼兒衛生與流行病學(2/2) 

109 進修部二技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托育服務導論(2/2) 

109 進修部二技 一下 配合 108學年度新增 一下 (選)婚姻與家庭(2/2) 

109 進修部二技 一下 新增 一下 (選)婦幼衛生(2/2)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上 
配合 108學年度新增

修訂 
二上 (選)婦幼健康照護(2/2)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配合 108學年度新增 二下 (選)社會學(2/2)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中老年疾病與保健(2/2) 

109 進修部二技 二下 配合 108學年度新增 二下 (選)嬰幼兒安全與急救(2/2) 

表 34 – 109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備註欄修改 

修訂前 修訂後 

4、修讀「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前需先修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發展」；修讀「幼兒園

教保實習」前需先修「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實習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幼兒園教保實

習」且需滿 320 小時 

4、修讀「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前需先修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發展」；修讀「幼兒園

教保實習」前需先修「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實習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幼兒園教保實

習」且需滿 320 小時 

6、依教育部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

間需修畢「專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

學分始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若無

此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若需取得勞動部

「照顧服務員」應考資格者，需修「照顧服

務理論」、「照顧服務實務」與「實習」。 

6、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

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專

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取得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且需滿 160 小時，

不列畢業學分；若無此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

書。若需取得勞動部「照顧服務員」應考資

格者，需修「照顧服務理論」、「照顧服務實

務」與「實習」。 

3、進修部二專課程學分表修改課程、備註欄修改，如附件 101~102。 

表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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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選)婚姻與家庭 (2/2) 一上 (選)婚姻與家庭概



論(2/2) 

109 進修部二專 一上 (選)心理學(2/2) 一上 
(選)心理學概論

(2/2) 

109 進修部二專 一上 (選)社會學(2/2) 一上 
(選)社會學概論

(2/2) 

109 進修部二專 一下 
(選)嬰幼兒衛生與流行病學

(2/2) 
一下 

(選)嬰幼兒衛生與

流行病學概論(2/2)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生理學(2/2) 二上 
(選)生理學概論

(2/2)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托育服務概論(2/2) 一上 
(必)托育服務概論

(2/2)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兒童福利(2/2) 二下 (必)兒童福利(2/2) 

109 進修部二專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4) 二下 刪除 

表 36 – 109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修部二專】課程學分表備註欄修改 

修訂前 修訂後 

4、修讀「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前需先修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發展」；修讀「幼兒園

教保實習」前需先修「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實習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幼兒園教保實

習」且需滿 320 小時 

4、修讀「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前需先修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發展」；修讀「幼兒園

教保實習」前需先修「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實習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幼兒園教保實

習」且需滿 320 小時 

5、依教育部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

間需修畢「專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

學分始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若無

此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若需取得勞動部

「照顧服務員」應考資格者，需修「照顧服

務理論」、「照顧服務實務」與「實習」。 

5、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

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專

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取得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且需滿 160 小時，

不列入畢業學分；若無此需資格者應簽具切

結書。若需取得勞動部「照顧服務員」應考

資格者，需修「照顧服務理論」、「照顧服務

實務」與「實習」。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修訂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106、107、10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

／進修部二技／進修部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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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18)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103~112。 



1、108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如下，如附件 103~104： 

表 37 - 108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8 日四技 一下 跨領域課程 二上 刪除 

108 日四技 三上 跨領域課程 三上 刪除 

108 日四技 三下 跨領域課程 三下 刪除 

108 日四技 四上 跨領域課程 四上 刪除 

108 日四技 四下 跨領域課程 四下 刪除 

108 日四技 二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20 學分 20 小時 
二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8 小時 

108 日四技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20 學分 32 小時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8 小時 

108 日四技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8 小時 

108 日四技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8 日四技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24 小時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9 日四技 四上 幼兒園教保實習 四上 刪除 

表 38 – 108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備註欄修改 

修訂前 修訂後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7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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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7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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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外實習:依教育部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

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

教保員資格，若無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

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且學分

需達 4 學分以上。 

3.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培

育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

保實習」學分始取得教保員資格，且需滿 320

小時，不列畢業學分；若無需此資格者應簽

具切結書。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修

課程且學分需達 4 學分以上 

2、108學年度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修正如下，如附件 105~106： 

(1)、學分表修改 

表 39 - 108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修部二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8 進修部二技 一上 
(選)嬰幼兒教具製作

(2/2) 
二上 (選)嬰幼兒教具製作(2/2) 



108 進修部二技 一下 
(選)家庭危機與管理

(2/2) 
二上 (選)家庭危機與管理(2/2) 

108 進修部二技 一下 
(選)幼兒藝術教育

(2/2) 
二上 (選)幼兒藝術教育(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婦嬰健康照顧(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婚姻與家庭(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嬰幼兒遊戲(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生理學(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嬰幼兒安全與急救

(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社會學(2/2) 

108 進修部二技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

(4/8) 
二下 刪除 

(2)、備註欄新增說明 

表 40 - 108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進修部二技】新增備註欄 

修訂前 修訂後 

新增 

5、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培育幼兒園教保

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且需滿

160 小時，不列入畢業學分；若無此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 

3、108學年度進修部二專課程學分表修正如下，如附件 107~108： 

(1)、因應學校組織章程調整，修正進修專校二專為進修部二專 

(2)、學分表修改 

表 41 -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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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上 (選)生理學(2/2) 一上 (選)生理學概論(2/2)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生命教育繪本賞

析(2/2)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幼兒動作探索

(2/2)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幼兒運動遊戲

(2/2)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家庭政策與法律

(2/2) 

108 進修部二專 二下 (選)幼兒園教保實習(4/8) 二下 刪除 

(3)、備註欄修訂說明 

表 42 - 108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科【進修部二專】備註欄修訂 

修訂前 修訂後 

4、依教育部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 4、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



間需修畢「專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

學分始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若無

需此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 

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專

業必修」與「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且需滿 160 小

時，不列入畢業學分；若無需此資格者應簽

具切結書。 

1、107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如下，如附件 109~110： 

(1)、學分表修改 

表 43 - 107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7 日四技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4 小時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6 小時 

107 日四技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4 小時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6 小時 

107 日四技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8 小時 

107 日四技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7 日四技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24 小時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7 日四技 四上 
(必)幼兒園教保實習

(4/8) 
四上 刪除 

(2)、備註欄修訂說明 

表 44 - 107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備註欄修訂 

修訂前 修訂後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7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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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3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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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外實習:依教育部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

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

教保員資格，若無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

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且學分

需達 4 學分以上。 

3.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

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幼兒園

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教保員資格，且需滿

320 小時，不列畢業學分；若無需此資格者

應簽具切結書。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

選修課程且學分需達 4 學分以上 

1、106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修正如下，如附件 111~112： 

(1)、學分表修改 

表 45 - 106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106 日四技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4 小時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6 小時 

106 日四技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4 學分 4 小時 
四上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6 學分 6 小時 

106 日四技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上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8 小時 

106 日四技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6 小時 
四下 

兒童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6 日四技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8 學分 12 小時 
四下 

家庭樂齡專業選修小計 

12 學分 12 小時 

106 日四技 四上 
(必)幼兒園教保實習

(4/8) 
四上 刪除 

(2)、備註欄修訂說明 

表 46 - 106學年度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日間部四技】備註欄修訂 

修訂前 修訂後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7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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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31 學分，專業必修 53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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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外實習:依教育部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

期間需修畢「幼兒園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

教保員資格，若無需資格者應簽具切結書，

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且學分

需達 4 學分以上。 

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書取得：依教育部

培育教保員規定，在學期間需修畢「幼兒園

教保實習」學分始取得教保員資格，且需滿

320 小時，不列畢業學分；若無需此資格者

應簽具切結書。並至少需加修 2 門本系專業

選修課程且學分需達 4 學分以上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修訂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教學與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核定方

式，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8)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18)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113~114。 

1、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如下： 

(1)、修訂條文如下： 



表 47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教學與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八條  本會設置要點須經系務會議通過，

並報請學校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八條  本會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學校備查後實施，本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六：修訂保健食品系 106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保健食品系) 

說明:  
  一、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9)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8.19) 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如附件 115~116。 

表 48 - 106學年度保健食品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

度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106 進修部 
四下 【必】食品工廠管理(2/2) 四上 【必】食品工廠管理(2/2) 

四下 【必】食品單元操作(2/2) 四上 【必】食品單元操作(2/2) 

附件：系課程會議紀錄、院課程會議紀錄及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修訂餐飲廚藝系、保健食品系、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108、109學年

度【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餐飲廚藝系、保健食品系、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說明:  
  一、本案餐飲廚藝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系務會議

(109.08.25)審議通過，如附件 117~120。 

      本案保健食品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19) 及系務會議

(109.08.19)審議通過，如附件 121~126。 

      本案景觀造園與維護系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9.08.25) 及系

務會議(109.08.25)審議通過，如附件 127~130。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08.25)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9.08.25) 審議通過。 

表 49 – 108、109學年度餐飲廚藝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

度 

學

制 
學期 修訂前 學期 修訂後 說明 

108 

日

間

部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餐飲行銷學(2/2)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食物製備*(3/3)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烘焙伴手禮*(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素食料理(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說菜技巧(2/2)  

一下 跨領域課程(2/2) 一下 刪除  

一下 選修小計(4/4) 一下 選修小計(2/2)  

一下 總學分/時數(19/22) 一下 總學分/時數(17/20)  

一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41/47) 一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39/45)  

二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62/71) 二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60/69)  

二下 跨領域課程(2/2) 二下 刪除  

二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80/91) 二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78/89)  

三上 跨領域課程(3/3) 三上 刪除  

三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96/108) 三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94/106)  

三下 選修小計(3/3) 三下 選修小計(6/6)  

三下 總學分/時數(13/14) 三下 總學分/時數(16/17)  

三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

(109/122) 
三下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

(110/123) 
 

四上 跨領域課程(3/3) 四上 刪除  

四上 選修小計(6/7) 四上 選修小計(5/6)  

四上 總學分/時數(10/11) 四上 總學分/時數(9/10)  

四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

(119/128) 
四上 

累計學分/累計時數

(119/133) 
 

109 

日

間

部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餐飲行銷學(2/2)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食物製備*(3/3)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說菜技巧(2/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烘焙伴手禮*(3/3)  

三上 跨領域課程(2/2) 三上 刪除  

三下 跨領域課程(3/3) 三下 刪除  

四上 跨領域課程(2/2) 四上 刪除  

四下 跨領域課程(3/3) 四下 刪除  

 

表 50 – 108、109學年度保健食品系【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年

度 

學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108 日間部 
一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一下 刪除 

三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三上 刪除 



三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三下 刪除 

四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四上 刪除 

四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四下 刪除 

三上 
【選】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模組(小計)2學分 
三上 

【選】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模組(小計) 4學分 

三上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3學分 
三上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5學分 

三下 
【選】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模組(小計) 4學分 
三下 

【選】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模組(小計) 6學分 

三下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4學分 
三下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6學分 

四下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2學分 
四下 

【選】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模組(小計) 4學分 

109 日間部 

三上 【必】營養學(2/3) 二上 【必】營養學(2/3) 

三上 
【必】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2/3) 
二下 

【必】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2/3) 

四上 【必】食品化學(2/2) 三上 【必】食品化學(2/2) 

四下 
【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四上 

【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四上 【選】寵物保健食品(2/2) 二下 【選】寵物保健食品(2/2) 

三上 【選】大量食物製備(2/2) 二下 【選】大量食物製備(2/2) 

三下 【選】發酵學(2/2) 二下 【選】發酵學(2/2) 

二下 【選】食物學原理(2/2) 二上 【選】食物學原理(2/2) 

三下 【選】證照實務(一) (2/2) 二上 【選】證照實務(一) (2/2) 

三上 【選】中草藥概論(2/2) 二上 【選】中草藥概論(2/2) 

四上 【選】證照實務(二) (2/2) 二下 【選】證照實務(二) (2/2) 

三上 【選】飲食養生學(2/2) 二下 【選】飲食養生學(2/2) 

三下 
【選】生命期營養與保健

(2/2) 
二下 

【選】生命期營養與保健

(2/2) 

二下 【選】食品生物技術(2/2) 三上 【選】食品生物技術(2/2) 

二下 【選】食品添加物(2/2) 三下 【選】食品添加物(2/2) 

二下 
【選】食品貯存與保藏技術

(2/2) 
四上 

【選】食品貯存與保藏技術

(2/2) 

二下 【選】食品品質管制(2/2) 四上 【選】食品品質管制(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校外實習(3/3) 

109 進修部 

三上 【必】營養學(2/2) 二上 【必】營養學(2/2) 

三下 【必】生理學(2/2) 二上 【必】生理學(2/2) 

三上 【必】微生物學與實驗(3/3) 二上 【必】微生物學與實驗(3/3) 

三下 
【必】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3/3) 
二下 

【必】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3/3) 

三下 【必】生物化學與實驗(3/3) 三上 【必】生物化學與實驗(3/3) 

四上 【必】食品化學(2/2) 三上 【必】食品化學(2/2) 

四上 【必】食品分析與實習(3/3) 三上 【必】食品分析與實習(3/3) 

四下 【必】食品衛生與安全(2/2) 三上 【必】食品衛生與安全(2/2) 

四上 【必】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三下 【必】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2/2) (2/2) 

四下 【必】食品加工與實習(3/3) 三下 【必】食品加工與實習(3/3) 

四上 
【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三下 

【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二下 【選】食物學原理(2/2) 二上 【選】食物學原理(2/2) 

二上 【選】生命期營養(2/2) 二上 刪除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生命期營養與保健

(2/2) 

四下 【選】寵物保健食品(2/2) 二下 【選】寵物保健食品(2/2) 

三上 
【選】大量食物製備與實驗

(4/4) 
三上 刪除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大量食物製備(2/2) 

三上 【選】發酵學(2/2) 二下 【選】發酵學(2/2) 

四上 【選】飲食養生學(2/2) 二下 【選】飲食養生學(2/2) 

二下 【選】營養評估(2/2) 二下 刪除 

二下 【選】食品加工概論(2/2) 二下 刪除 

四上 
【選】食藥用菇生產技術

(2/2) 
三上 

【選】食藥用菇生產技術

(2/2) 

三下 【選】食品衛生法規(2/2) 三上 【選】食品衛生法規(2/2) 

三下 【選】官能品評(2/2) 三上 【選】官能品評(2/2)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保健食品專題講座

(2/2) 

二下 【選】食品添加物(2/2) 三下 【選】食品添加物(2/2) 

二下 【選】食品包裝 (2/2) 二下 刪除 

三下 新增 三下 
【選】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

全(2/2) 

二下 【選】農產製造學(2/2) 三下 【選】農產製造學(2/2) 

四上 【選】美容保健食品(2/2) 三下 【選】美容保健食品(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保健食品行銷與管理

(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食品貯存與保藏技術

(2/2) 

三上 【選】食品品質管制(2/2) 四上 【選】食品品質管制(2/2) 

四下 【選】運動營養(2/2) 四下 刪除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運動保健食品(2/2)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食品風險分析與管理

概論(2/2) 

二上 【選】食品生物技術(2/2) 四上 【選】食品生物技術(2/2) 

三下 【選】香草食品(2/2) 四下 【選】香草食品(2/2) 

四下 【選】飲食與體重控制(2/2) 四下 刪除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體重管理保健食品

(2/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食品認證實務(2/2) 

四上 【選】老人營養保健(2/2) 四上 刪除 

四下 【選】應用微生物學(2/2) 四下 刪除 

四上 【選】機能性成分分析(2/2) 四下 【選】機能性成分分析(2/2) 



 

表 51 – 108、109學年度景觀造園與維護系【日間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學

年

度 

學

制 
學期 修改前 學期 修改後 說明 

108 

日

間

部 

二上 (選)跨領域課程(一)(2/2) 二上 刪除  

二上 選修小計(4/4) 二上 選修小計(2/2)  

二下 (選)跨領域課程(二)(2/2) 二下 刪除  

二下 新增 二下 (選)解說與溝通技巧(2/2)  

三上 (必)景觀療癒與實習*(2/2) 三上 刪除  

三上 新增 三上 (必)益康花園* (2/2)  

三上 (選)跨領域課程(三)(2/2) 三上 刪除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修)休閒農業(2/2)  

三上 選修小計(6/6) 三上 選修小計(8/8)  

三下 (選)跨領域課程(四)(2/2) 三下 刪除  

四上 (選)景觀樹木修剪(2/2) 四上 (選)景觀樹木修剪(3/3)  

四上 (選)環境教育與防災(2/2) 四下 (選)環境教育與防災(2/2)  

四上 選修小計(9/9) 四上 選修小計(7/7)  

四下 選修小計(6/6) 四上 選修小計(8/8)  

四下 
(必)景觀造園設計與施作

(0/0) 
四上 

(必)景觀造園設計與施作

(2/2) 
 

四下 (系核心)必修小計(0/0) 四上 (系核心)必修小計(2/2)  

四下 (選)跨領域課程(五)(2/2) 四下 刪除  

備註 

1.……專業必修 54學分，專

業選修 43學分(含跨領域課

程 10學分)…… 

備註 
1.……專業必修 56學分，專

業選修 41學分…… 
 

二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二上 刪除  

二上 新增 二上 (選)解說與溝通技巧(2/2)  

二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二下 刪除  

三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三上 刪除  

109 

日

間

部 

三上 (選)景觀療癒與實習*(2/2) 三上 刪除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益康花園* (2/2)  

三上 新增 三上 (選)休閒農業(2/2)  

三下 (選)跨領域課程(2/2) 三下 刪除  

四上 (必)專題製作(1/1) 四上 (必)專題製作(一)(1/1)  

四上 (選)跨領域課程(2/2) 四上 刪除  

四下 
(必)景觀造園設計與施作

(1/1) 
四下 刪除  

四下 新增 四下 (必)專題製作(二)(1/1)  

附件：修訂學分表、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八：修正日間部各系四技 108、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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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學分表跨領域課程文字，避免與跨領域學程混淆。 

    二、請修正日間部各系 108、109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文字，修正對照表如下： 

 表 52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必修○○學

分，專業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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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畢業學分: 共同必修○○學分，

專業必修○○學分，專業選修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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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文字，刪除「含跨

領域課程 10學分」，新

增文字為「外系課程認

列選修課程不得超過 16

學分」 

 3.跨領域學分：指依選課辦法選修

他系、院、校之課程，外國學生

可選修「台灣生活導航」、「跨域

文化溝通」課程認列為跨領域課

程，跨領域課程經系所認定至多

16學分可列入畢業學分。 

刪除文字 

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一、修訂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106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學分表，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說明:  

一、新增學分表課程如下，如附件 131~132 



表 53 - 106學年度電機與能源科技系【進修部四技】課程學分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學期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四上  (新增)   四上 選 工程數學 2 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電動車概論 2 2 

四下  (新增)   四下 選 雷射技術應用 2 2 

附件：學分表。 

 

決議：照案通過。 

 
二、修訂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106、107學年度【進修部四

技】學分表備註欄，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說明:  

一、刪除學分表跨領域課程文字，避免與跨領域學程混淆。 

    二、請修正進修部各系 106、107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文字，修正對照表如下，如附

件 133~140： 

 表 54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1.畢業學分：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必修○○學

分，專業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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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畢業學分: 共同必修○○學分，

專業必修○○學分，專業選修

○○學分(含跨領域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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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文字，刪除「含跨

領域課程 10學分」，新

增文字為「外系課程認

列選修課程不得超過 16

學分」 

附件：學分表。 

 

三、修訂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106、107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科目

後代碼，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說明:  

附件：參照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106、107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紙本，如附

件 141~144。 



 

決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