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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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鐘 

伍 散會 
 



 
會議時間：110 年 01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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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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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13 日為大四人工加退選，請各系輔導學生選課，並提醒畢業班學生，若

下修一至三年級課程，必須至七月中下旬才能拿到畢業證書。如果學生想要在畢

業典禮當天(6/19)取得證書，所修均須為畢業班課程。 

二、109-2 教學計畫書請於 1 月 22 日(五)前完成上傳，請以新版格式撰寫，PDF 檔為

主。 

三、開學日為 2 月 22 日(一)，請各系配合於開學前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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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開學第一週人工加退選課自 2 月 22 日(一)至 2 月 27 日(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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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為使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典禮當日(6/19)領取畢業證書，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一)畢業班 18 週的課程於 14 週內上滿所需鐘點數(每學時 18 節課)，請開課單位

在開學後，視課程學時數之多寡每週增加 1~2 個學時以補足第 15~18 週之學

時數，請任課老師詳載在教學大綱上並通知班級學生。例如：3 學時的課程每

週排 4 小時上課，固定上課時間與教室。 

註：前述畢業班排課方式如有困難者，請由畢業班任課老師於開學後與學生

協商調課時間與教室，將調課計畫詳載在教學大綱上，並填具調課申請

單送至課務組核備。 

(二)若班級無法於 16 週前上滿所需學時數，則於 7 月中旬發放畢業證書。 

六、依據中州科技大學學生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請各系督促學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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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109

學年度畢業之學生，請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以利畢業審核。 

七、教學歷程請於由各院審核彙整後，2 月 27 日前送教務處審核統計。 

八、期末反思回饋表請於 2 月 2 日(二)前由系彙整電子檔寄回。 

教務長補充報告 

一、為降低更換繳費單比例，因此會請系上加強做選課輔導，讓學生能在網路選課時，

完成自己所選之課程。 



二、針對 109-2 畢業班的課程，欲使將課程提前至 14 周完成的授課班級，再製作課程

大綱必須清楚將時數表列出來及在開學時送調補課單至教務處留存備查。 

參、 提案與討論 

提案一：修訂觀光休閒與健康管理系 109 學年度【進修部二專】學分表備註欄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觀光休閒與健康管理系) 
說明:  
  一、本案經觀光休閒與健康管理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課程會議審議(109.12.29)

及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109.12.29)審議通過，如附件 1~2。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12.30)審議通過。 

表 1 - 109 學年度觀光休閒與健康管理科【進二專】入學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如下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備註： 
1.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20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

合計 80 學分始准畢業，每學

期修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

期最高不得超過 24 學分。 
2.配合課程實際需求，得依規定

予適當調配本課程學分表所定

專業選修科目。 
3.科目後加代號#表證照輔導課

程；＊表上機課程。 

4.學生應於一年級學期結束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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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20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

合計 80 學分始准畢業，每學

期修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

學期最高不得超過 24 學分。 
2.配合課程實際需求，得依規

定予適當調配本課程學分表

所定專業選修科目。 
3.科目後加代號#表證照輔導

課程；＊表上機課程。 

4.學生應於一年級學期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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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二專無須修習學

術倫理 

附件：109 學年度觀光休閒與健康管理科【進二專】入學學分表、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保健食品系 109 學年度【多元培力】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保健食品系) 

說明:  
  一、本案經保健食品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課程會議審議(109.12.23)及 109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109.12.23)審議通過，如附件 3~4。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12.30)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6

次院務會議(109.12.30)審議通過。 
  三、多元培力課程規劃表以食品技師七大領域課程為主。 
  四、為使 109 學年度多元培力課程規劃表更完善，做一些課規上的調整，以利學生在學習

上面會更有效果，故將進修部二技相對應課程加入。 



表 2 - 109 學年度保健食品系【多元培力】課程規劃表，新增如下 

修改前 修改後 

 科目名稱 學年或學期 學分/時數 

新增 
2
食品分析實習＃※＊（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3
食品微生物與實習※＊（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1
生物化學實驗※（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食品與營養概論（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4
食品加工與實習※＊（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生命期營養與保健（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體重管理保健食品（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保健食品行銷與管理（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健康創意料理（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食品貯存與保藏技術（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保健食品專題講座（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大量食物製備（進二技） 學期 2/2 

新增 官能品評（進二技） 學期 2/2 

附件：109 學年度保健食品系【多元培力】課程規劃表、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正日間部各系四技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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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字說明跨領域課程學分上限不得超過 16 學分，如附件 5。 

    二、請修正日間部各系 106、107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文字，修正對照表如下： 

表 3 - 日間部各系四技 106、107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修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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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系認列選

修課程不得超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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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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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文字說明跨領域課

程學分上限，「外系課程

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過

16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正進修部各系四技 10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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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認列選修學分上限不得超過 16 學分，如附件 5。 

    二、請修正進修部各系 106、107、108、109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文字，修正對照表

如下： 

表 4 - 進修部各系四技 106、107、108、109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修正表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1.共同必修○○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專業選修○○學分

(外系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

過 16 學分)，合計 128 學分

始准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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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必修○○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專業選修○○學分，合計

128 學分始准畢業，每學期修

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期最

高不得超過 24 學分。 

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課程

認列學分上限，「外系課

程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

過 16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正進修部各系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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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認列選修學分上限不得超過 9 學分，如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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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修正進修部各系二技 108、109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修正表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1.共同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

修○○學分，專業選修○○學

分(外系認列選修課程不得

超過 9 學分)，合計 72 學分

始准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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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專業選修○○學分，

合計 72 學分始准畢業，每學

期修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

期最高不得超過 24 學分。 

 

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課程

認列學分上限，「外系課

程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

過 9 學分」。 

討論： 

教務長補充報告： 

外系選修必須修習四技 3-4 年級之課程，方可認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正進修部各系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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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認列選修學分上限不得超過 10 學分，如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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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 進修部各系二專 108、109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備註欄修正表 

學分表備註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1.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

修○○學分，專業選修○○學

分(外系認列選修課程不得

超過 10 學分)，合計 80 學

分始准畢業，每學期修習不

得低於 9 學分，各學期最高

不得超過 28 學分。 

 1.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專業選修○○學分，

合計 80 學分始准畢業，每學

期修習不得低於 9 學分，各學

期最高不得超過 28 學分。 

 

新增文字說明外系課程

認列學分上限，「外系課

程認列選修課程不得超

過 10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修正保健食品系 106 學年度進修部入學學生院課程替換課程表，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明:  
  一、本案經保健食品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課程會議審議(109.12.23)及 109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109.12.23)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109.12.30) 及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6

次院務會議(109.12.30)審議通過。 
三、保健食品系於 109 學年度 109 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務會議決議(109/08/19)（如附

件）輔導學生選課，及未時提報院校會議，致使 109 學年度院課程替代課程表有所不

足，影響學生權益，於本次提報院課程會議審議。 

表 7 -保健食品系院課程替換課程修正表 

 原課程 

名稱 

學

分 

替代課程 

名稱 

學

分 
說明 適用學生 

修訂前 食物學原

理與實驗 

4 益康森活 

飲食與生活 

健康養生 

香草植物 

之院課程擇

二替代 

至

少

4 

配合院課程修訂，原院

必修課程「食物學原理

與實驗」不再開設，以

性質相近之院課程替

代，替代課程合計至少

4學分，以替代原課程

4學分。 

進修部 

106 學年、107

學年、108 學年

適用 

修訂後 食物學原

理與實驗 

4 益康森活 

飲食與生活 

健康養生 

香草植物 

之院課程擇

二替代 

至

少

4 

配合院課程修訂，原院

必修課程「食物學原理

與實驗」不再開設，以

性質相近之院課程替

代，替代課程合計至少

4學分，以替代原課程

4學分。 

進修部 

107 學年、108

學年適用 

 

食物學原

理與實驗 

4 食物學原理+

食品添加物 

2+2     根據109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次系教務會議

(109/08/19) 

進修部 

106 學年適用 

 

附件：院系課程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