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附件資料請至課務組查閱

時間：100 年 12 月 21 日(星期三) 下午 1：30 分整
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冊
主席：林教務長爵士
一、宣佈開會：已達法定人數，宣布會議開始。

記錄： 趙良屏

二、主席報告：
進修部主任(代理主席)：
1. 因教務長臨時有要事請我先行代理，待回校後會立刻主持。
2.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委員撥冗與會，更謝謝校友代表鄭鄉長、學界
代表黃主秘與在校學生代表的出席，讓這個會議更具完整性。
副校長：
1. 因應未來趨勢，本校將朝實務型大學邁進，各學院有相關性之課
程，面對少子化大海嘯來臨須作精簡動作，各院系課程做部分修
改。
2. 預計自 101 學年度起四技一年級和二年級共同科目打破傳統建
置，一般課程大班開課，實驗課程小班開課，優點各班排課不會
只集中在星期二~四，亦可讓學生溫習功課。
3. 下學期起各教師每日不可超過 4 節課(日及進合計)，上午不可
超過 3 節課，但實驗課程除外。
4. 專任教師須進修第二專長，因全校課程精簡後，可能會影響部分
教師授課事宜，這是學校與教師將會面臨之問題。
教務長：
1.本校之校務中長程就剛如副校長所說為實務型大學，各系課程須
與實務型整合。
2.自 101 學年度起全校課程將進行大改造，模式已在討論中，希望
不要流於形式，將來各系課程將會減少。
3.本次評鑑大致上均不錯，評鑑委員有提出我們聘任較多兼任教
師，待實施後此問題將會減少。
4.本校於 101~104 年間狀況均還不錯，但到 105 年因少子化的大海
嘯來臨，事必將會衝擊本校，所以須作好防範工作。
5.各系專任教師不能只要求教固定課程(及時段)，須向副校長所說
要培養第二專長，教師第二專長因是各教師之職責，不是學校的
問題，請各系主任跟所屬教師宣導之。
三、工作報告：
(一)課程地圖部分：
1.已於教育部評鑑前，完成全校課程地圖建置，未來課程地圖協力老
師以社群形式運作，長期更新與維護各系所課程地圖。
(二)教育部評鑑：

1.課程委員會部分，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中未明訂產官學代表與學生
代表人數；部分系所之課程委員會法規未明訂產官學代表與學生代
表。
2.課程地圖雖已建置，但是仍應與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等結合。
(三)網路選課部分：
1. 12 月 13 日(二)與 14 日（三）舉辦五場網路選課說明會，其中兩場
針對班級學藝股長，三場由同學自由參加。
2.100 學年 2 學期日間部四技網路選課自 12.19(一)12:00 起至
100.12.30(五)24:00 止。其中專業選修於 12.19(一)12:00 起開始作
業，通識選修體育軍訓等於 12.26(一)12:00 起進行，兩項選課均於
12.30(五)24:00 截止。
3.二技及五專、研究所學生選課以紙本作業為主。二技與研究所學制
預計於四技選課系統穩定後，實施網路選課作業。
(四)停修規定：本學期共有 20 人次辦理停修。
(五)部分遠距課程錄製時間較為久遠，請授課教師衡量目前教學需求進行更
新或資料補充，以活化課程進行。
(六)目前正進行工作：
1.網路選課作業（至 12 月 30 日 24:00 截止）。
2.核算 100 學年 1 學期第二次鐘點費，預定於 101 年 1 月 5 日前完成，
1 月 16 日發放。
3.為達到本校『實務型大學』願景、並在招生現實面上展現特色、推
動教育部重視之「跨領域學分學程」
，教務處正進行全校課程整合工
作，並籌設「課程規劃小組」
，由校長敦聘藥健學院何婉清師、資管
學院林聿中師、休餐學院王巧燕師、人文學院童小珠師等為顧問，
協助進行學院課程整合之建議，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推動全校課
程之統整。
4.進行系所標準課程表英文欄位之設立，以因應系所填入課程英文名
稱，並進行系所各學年課程英文名稱之統一。通識課程由通識教育
中心統籌各教學小組進行。預計 101 年 3 月底完成。

四、上次會議決議及執行情形：(上次會議日期:100 年 10 月 06 日)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一：提請審查「大仁科技大學畢業門檻實施要點」案。
執行情形：100 學年度起實施。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二：提請審查「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排課作業要點」修正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學院
提案三：請審議應用外語系英文組修訂 100 學年度入學日間部四技課程模組名稱
更名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四:請審查日間部四技護理系 99 及 100 學年度入學課程修正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資訊暨管理學院
案由五：請討論「資訊工程系 97、98、99、100 學年度日四技入學生適用課程表
修訂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休閒暨餐旅學院
案由六：請審議觀光系 100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之畢業門檻條件修正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七：請審議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並實施。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及通識中心
案由八：請討論全校課程架構修訂案。
執行情形：：教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校課程架構；但有關課程內容修改事宜，另召
開通識課程會議再行商討。

五、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提案一：提請討論「大仁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正案。
說 明：1.95 年修訂之舊法已不符合現行實務情況，提請討論修正。
2.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決

議通過。
3.資料如附件 1(p9~p12)。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二：提請審查「大仁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說 明：1.相關進修部之課程宜有進修部教務組長參加。

決

2.依據教育部評鑑委員 100 年 12 月 09 日建議，產官學與學生代表之人
數應明訂。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4.資料如附件 2(p13~p14)。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三：提請討論藥學暨健康學院研究所課程案。
說 明：1.院訂必修如下
專題討論
專業英文
科學研究方法

製藥所
ˇ
ˇ
ˇ

食品所 生科所 環管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院定選修科目:中藥栽培及 GAP 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實施，高等統計
學 100 學年度實施。
3.自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四所專題討論安排統一時段上課，每學期
各所至少安排一位學生於期末向全院研究生做專題報告，以增加本院
四所師生之研究交流與分享。
4.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者可免修專業英文及進階專業英文。
5.本法適用日間部研究所。

決

6.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7.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四：提請討論生物科技系 97-100 學年度生技環資模組課程之「生質能源」

可以院訂選修科目之「綠色能源」替代案。
說

明：1.將生質能源或綠色能源課程改為綠色能源課程。

修訂前

修訂後

生技環資模組：(共 14 學分)

生技環資模組：(共 14 學分)

生態學、生物資源利用、環境生物技

生態學、生物資源利用、環境生物技

術、生質能源、生物農藥與肥料及實

術、綠色能源、生物農藥與肥料及實

習、植物組織培養與實習、真菌學與實 習、植物組織培養與實習、真菌學與實
習。

習。

2.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決

4.資料如附件 3(p15~p18)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五：提請討論生物科技系 97-100 學年度生技保健模組課程之「疫苗製作技
術概論」以專業選修科目之「分子檢測技術與實習」替代案。
說

明：1.將疫苗製作技術概論改為分子檢測技術與實習
修訂前
生技保健模組：(共 14 學分)

修訂後
生技保健模組：(共 14 學分)

藥用草本植物概論、菇類栽培與應用、 藥用草本植物概論、菇類栽培與應用、
藥物生物技術、免疫學診斷技術與實

藥物生物技術、免疫學診斷技術與實

習、疫苗製作技術概論、皮膚保健、生 習、分子檢測技術與實習、皮膚保健、
技香妝學與實習。

生技香妝學與實習。

2.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決

4.資料如附件 3(p15~p18)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六：提請討論環境資源管理系97～99學年度及環安系(環境科技組) 100學年
度課程，新增納入環境教育(2下)、環境倫理(3上)、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3下)案。
說 明：1.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法，學生修畢環境相關領域課程二十四個學
分以上，其中應包含三個核心科目六個學分以上。前項核心科目內
涵，包含環境教育、環境倫理、環境教育教材教法三門課, 學生畢業
後即可換照，以充實學生就業潛勢及招生宣導一大利多。
2.環境教育(2下)、環境倫理(3上)、環境教育教材教法(3下)新增納入
本系97～99學年度環境資源管理系及100學年度環安系(環境科技組)
新課程。
3.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4.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決

5.資料如附件 4(p19~p30)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七：提請討論環境資源管理系(環境技術與管理組)98 及 99 學年度課程調整
說

實務專題Ⅰ、實務專題Ⅱ等二門課程案。
明：1.將實務專題Ⅰ(3下)、實務專題Ⅱ(4上)課程調整納入98及99學年度環
境資源管理系課程。
2.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決

4.資料如附件 5(p31~p36)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八：提請討論職業安全衛生系 97～98 學年度課程新增火災學、消防法規、
說

警報避難設備、滅火系統消防設備 等四門課程案。
明：1.為配合學生參加「消防人員」證照考試，將火災學(3上)、消防法規
(3下)、警報避難設備(4上)、滅火系統消防設備(4下)新增納入97～

98學年度職業安全衛生系課程案。
2.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決

議通過。
4.資料如附件 6(p37~p42)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九：提請討論藥健學院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與武夷學院之海峽成功學院
3+1 聯合辦學，課程規劃案。
說

明：1.本案經 100 年 11 月 2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2.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決

3.資料如附件 7(p43~p59)
議：通過；但須補齊資料後再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休閒暨餐旅學院
提案十：提請討論觀光事業系「觀光餐旅實務學程實施要點」(草案)案。
說 明：1.原「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觀光餐旅實務學程實施辦法」俟本要點
通過後廢除。
2.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觀光餐旅實務學程實施要點」，資料如附
件。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0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休閒暨餐旅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4.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決

議通過。
5.資料如附件 8(p60)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休閒暨餐旅學院

提案十一：提請討論餐旅系 99 學年度日間部產學攜手專班標準課程表修訂案。
說 明：1.97 學年度入學之軍訓課為必修課程，於 99 學年度經全校更改為選修
課程，茲因遺漏軍訓 I、II、III、IV，故於(99)產學攜手專班標準
課程表新增以上 4 門軍訓課。

2.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02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休閒暨餐旅學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12 月 20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決

議通過。
4.資料如附件 9(p61~p62)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六、臨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論：非常感謝各位委員參與，讓本次會議圓滿完成。
八、散會。

附件 1
「大仁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第一條 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 第一條 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修正文字。
本校）為提供學生多元化
道，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
學習管道，促進學術交流
共享，依據教育部「大學
及資源共享，依據教育部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
「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
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
法」，特訂定本辦法。
稱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無修正。
第三條 本校設置遠距教學委員 刪除條文。
會，負責督導及決策本校
遠距教學實施計畫及相關
業務。
第三條 本校新開授遠距教學課 第四條 本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 修正順序及文字。
教師應於一學期前提出教
程，教師應於一學期前提
學計畫，由遠距教學委員
出教學計畫，經系、院、
會審查通過，始得開課。
校等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查
通過，始得錄製開課。
第五條 遠距教學課程應於開學 刪除條文。
前，由教師向遠距教學委
員會申請報備。
第四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錄製及管
新增條文。
理由遠距教學中心負責。
第六條 遠距教學課程必須使用本
校所指定之網路教學平
臺。
第七條 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網
路教學課程每班選修人數
以不超過 100 人為原則。
第五條 遠距教學課程開班人數及 第八條 遠距教學課程每班選修人
數依本校相關作業規定辦
授課鐘點數計算依本校相
理。
關作業規定辦理。
第九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授課鐘點
數計算依本校相關作業規

刪除條文。

刪除條文。

原第八、九條合
併。修正順序。

第六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全學期教
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
互動紀錄、評量紀錄、學
生全程上課紀錄及作業報
告等，應於學期結束後保
存一年以上，供日後成績
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
視時之參考。
第七條 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網
路教學課程強調師生互動
學習，教師應於學習活動
中安排師生之線上即時互
動活動。

第八條 修習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
式網路教學課程學生，經
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給予
學分，並得併計畢業學
分。但其修習遠距教學學
分(含抵免學分)總數，以
畢業總學分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
第九條 修習網路輔助教學課程學
生，經成績考核及格者，
得給予學分，並得併計畢
業學分，不列入網路教學
學分計算。

定辦理。
第十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全學期教 修正順序。
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
互動紀錄、評量紀錄、學
生全程上課紀錄及作業報
告等，應於學期結束後保
存一年以上，供日後成績
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
視時之參考。
第十一條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網 修正順序及文字。
路教學課程秉持互動學習
之精神，於學習活動中安
排師生於網路之線上即時
互動活動。
第十二條 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 刪除條文。
網路教學課程得視需
要，於開課前向遠距教
學委員會申請助理人員
協助教學。
第十三條 遠距教學課程得視需 刪除條文。
要，於開課前向遠距教
學委員會申請由校方協
助課程內容製作。
第十四條 修習完全網路教學與混 修正順序及文字。
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學
生，經成績考核及格
者，得給予學分，並得
併計畢業學分。但其修
習遠距教學學分(含抵
免學分)總數，以畢業總
學分數之二分之一為
限。
第十五條 修習網路輔助教學課程 修正順序。
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
者，得給予學分，並得
併計畢業學分，不列入
網路教學學分計算。
第十六條 遠距教學課程所有網路 原條文與第十一條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必 規定重複，刪除。
須符合本校「資訊設備

與網路使用規範」。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修正順序。
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
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
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
施辦法」及本校學則及
及相關規定辦理。
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順序及文字。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後，陳請 校長核定並報
施，修正時亦同。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大仁科技大學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91.10.8 教務會議通過
92.03.20 遠距教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2.12.25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0.1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2.28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0.12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2.29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共享，依據教
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包括：完全網路教學、混合式網路教學（傳
統授課與網路混合式教學）及網路輔助教學。
一、完全網路教學：課程所有教學活動一律由網路進行，每學期
至少需有五次返校面授或考試。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中網路教學佔總授課時數三分之一以
上為原則，並利用網路進行輔助教學活動。
三、網路輔助教學：利用網路進行輔助教學活動，課程部分授課
時數得以網路教學進行，但不超過總授課時數三分之一為原
則。
第三條 本校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於一學期前提出教學計畫，經
系、院、校等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錄製開課。
第四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錄製及管理由遠距教學中心負責。
第五條 遠距教學課程開班人數及授課鐘點數計算依本校相關作業規定
辦理。
第六條 遠距教學課程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錄、評
量紀錄、學生全程上課紀錄及作業報告等，應於學期結束後保存
一年以上，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參考。
第七條 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強調師生互動學習，教師應
於學習活動中安排師生之線上即時互動活動。
第八條 修習完全網路教學與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
者，得給予學分，並得併計畢業學分。但其修習遠距教學學分(含
抵免學分)總數，以畢業總學分數之二分之一為上限。
第九條 修習網路輔助教學課程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給予學分，
並得併計畢業學分，不列入網路教學學分計算。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
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附件 2
「大仁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說明

一、為審議各所、系(科)(含學 一、本校為審議各所、系
位學程)課程規劃，依大仁

(科)(含學位學程)課程規

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

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條規定，特定訂「大仁科

十條規定，特定訂「大仁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
（以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下簡稱本委員會）。

任、校友暨就業服務中心

1.相關進修部之課程宜
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有教務組長參加。
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 2.依據教育部評鑑委員
主任、校友暨就業服務中
建議，產官學與學生
心主任、各所、系主任（所
代表之人數應明訂。

主任、各所、系主任（所

長）、進修部主任、課務

長）、進修部主任、課務

組長、各所、系課程委員

組長、進修部教務組長、

代表一人、通識教育中心

各所、系課程委員代表一

各學科教學研討會課程委

人、通識教育中心各學科

員代表、產官學界代表與

教學研討會課程委員代表

學生代表組成之。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若干
人，由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
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

與各學院學生代表各 1 人
組成之。另由教務長聘
產、官、學界及校友代表
各 1 人為諮詢委員。

三、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

大仁科技大學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4.10.13校務會議通過
97.03.2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15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0.20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23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9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審議各所、系(科)(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
定，特定訂「大仁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設所、系(科)課程之研議。
(二) 各所、系(科)課程配當（含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等科目）之審
議。
(三) 各所、系(科)各學期配課審議及教學之評鑑。
(四) 各學院暨各所、系(科)課程之發展。
(五) 課程準則規劃之研擬。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若干人，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校友暨就業服務中心主任、各所、系主任（所長）、進修
部主任、課務組長、進修部教務組長、各所、系課程委員代表一人、通識教育
中心各學科教學研討會課程委員代表與各學院學生代表各 1 人組成之。另由教
務長聘產、官、學界及校友代表各 1 人為諮詢委員。
四、本委員會於各學院(含通識教育中心，以下省略)、所、系，分設學院、所、系
級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所、系級委員會)，其職掌為研訂各學院所、系之
課程規劃事宜。
五、本委員會下設院、所、系級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 院級委員會由五至九位委員組成之，包括各院院長、該院各系推選教師一
名(須為系課程委員會委員)組成，院長為當然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二) 所、系級委員會由所長、系主任為當然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並推選教師三
至七位為委員。
院、所、系級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職務任期，其
餘委員之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由教務長擔任主席。教務長因故不能出席時，由課務組長代
理。
七、本委員會與院、所、系級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會開會時，必須半數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必須出席委員半數同意始可決
議。所、系級委員會決議應送所系務會議通過。
八、本委員會決議事項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