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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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6 日(星期四) 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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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錄： 趙良屏

一、宣佈開會：已達法定人數，宣布會議開始。
二、主席報告：
1.感謝各位委員特別撥冗參與校課程委員會，尤其感謝校外委員國立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主任秘書黃財源教授、校友代表鄭雙銓鄉長的蒞
臨，與學生代表資管學院吳承鴻同學、藥健學院蔡世軒同學及休餐
學院陳佩璇同學的出席。期望能借重各位委員的專長與建言，讓本
次的校課程委員會更加圓滿。
2.101~105 年本校目標規劃為實務型大學，各系課程規劃及核心能力
須符合職場需求。
3.100 年全校評鑑為本學期之重要工作，希望各單位同仁全力配合。
三、工作報告：
(一)課程地圖部分：
1.於 9 月 1 日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三時，於 A309 辦理系所課程地圖協力
老師之實際操作，直接輸入相關資料。
2.依學院別於 9 月 6 日與 9 月 7 日上午十時起，於 U326 辦理「課程地
圖、課程大綱與教學助理說明會」。
(二)暑修部分：
1.完成暑修課程上課，共開設 81 門課，184 小時，共計 1111 人次選修。
2.8 月底完成暑修同學退費作業。
3.完成暑修教師鐘點費發放申請作業，七月份鐘點費新台幣 1,246,518
元、八月份鐘點費新台幣 699,696 元。
(三)網路選課部分：
1.第二次網路選課：9 月 5 日(星期一) 上午 12 時起至 9 月 8 日(星期
四)23 時止上網補選。
2.本學期日間部四技及二技網路加退選自 9.13(二) 12:00 起至
100.9.19(一)24:00 止。
3.四技及五專轉系轉學生、研究生與五專學生選課以紙本作業為主。
4.新生於 9 月 14 日（星期三），舉行英文能力分班測驗；並於 15、16
日進行體育與軍訓電腦選課進行網路選課。
(四)目前正進行工作：
1.教師申請調整授課時段與調整教室作業。

2.蒐集師生對網路選課操作之相關問題。
3.蒐集課程地圖協力教師對課程地圖操作之相關問題。
四、上次會議決議及執行情形：(上次會議日期:100 年 06 月 10 日)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一：提請討論系科課程規劃與 100 年標準課程表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二：提請審查「大仁科技大學學生申請停修課程作業要點（草案）」案。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100 學年度起實施。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三：提請審查「大仁科技大學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草案）」案。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提送教務會議討論並決議修正後再提送。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學院
提案四：提請審查幼兒保育系「進修學院二技 100 學年度課程表（草案）」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五：提請審查食品系「100 學年度標準課程表」修正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提案六：提請討論環資系「99 學年度標準課程表」修正追認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藥學暨健康學院
人文暨社會學院

提案七：提請審查護理系「高齡健康照護學分學程」及幼兒保育系「親子休閑遊
憩學分學程」設置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共有護理系及幼兒保育系兩項學程計劃案已向教育部申請並核定中。
提案單位：休閒暨餐旅學院
提案八、提請討論觀光系日間部四技「99 學年度標準課程表」修正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資訊暨管理學院
提案九：提請討論資訊工程系「97、98、99、100 學年度標準課程表」修正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資訊暨管理學院
提案十：提請討論資訊管理系「修讀學院學分學程學生申請」核備案。
決 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案單位：資訊暨管理學院
提案十一：提請討論健管系「健康醫療觀光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五、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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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經 100.6.14 教務會議決議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提案再行討論。
2.本要點已依教務會議委員建議修正。

決

3.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修正通過。
4.資料如附件 1(p6~p7)。
議：修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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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排課作業要點」修正案。

說

明：1.因應系科進行網路排課作業等相關事宜。
2.修正資料如附件 2(p8~p13)。

決

議：修正後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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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100 學年度課程分為「英文教學模組」
、
「商務應用
模組」及「行政模組」，擬依校外課程委員建議更正為「外語文教事
業模組」、「商務國貿模組」及「英文秘書模組」。
2.本案經 100 年 9 月 15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人文暨社會學院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4.資料如附件 3(p14~p15)。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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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日間部四技護理系 99 及 100 學年度入學課程修正案。
說 明 : 1.修正內容請護理系主任說明。
2.本案經 100 年 9 月 15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藥學暨健康學院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3.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4.資料如附件 4(p16~p22)。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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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本次課程修訂配合教育部「智慧電子跨領域應用專題系列課程計畫」
與「網路通訊重點領域學程推廣計畫」申請。
2.資工系經 6/28 及 9/14 系課程會議，通過「97、98、99、100 學年度
日四技入學生適用課程表修訂」案，新增選修「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
論(3/3)」
、
「嵌入式系統軟體實驗(3/3)」等 9 門課，停開「手機無線
通訊程式設計(3/3)」
、
「多媒體裝置嵌入式系統與軟體實作(3/3)」等
7 門課。
3.本案經 100 年 9 月 15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資訊暨管理學院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4.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5.資料如附件 5(p23~p33)。

決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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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配合科大評鑑及能力指標訂定畢業門檻作適當修正。
2.專業能力－領隊考照成績平均達 50 分(含)以上，修正為 60 分以上。
3.專業能力－導遊考照成績平均達 50 分(含)以上，修正為 60 分以上。。
4.政府機關核發觀光領域相關研習證書(至少 36 小時)及證照取消。
5.本案經 100 年 9 月 15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休閒暨餐旅學院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6.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7.資料如附件 6(p34)。

決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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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依教育部補助計畫，遴聘 34 位業界專家
蒞校協同教學，教授課程及授課時數詳參附件。
2.本案經 100 年 9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前會
議通過。
3.資料如附件 7(p35)。
決

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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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1.為統一並修正全校課程科目類別。
2.請通識中心主任補充說明。
3.資料如附件 8(p36~37)。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全校課程架構並送教務會議審議；有關課程內容修改事
宜，另召開通識課程會議再行商討。
六、臨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論：非常感謝各位委員參與。
八、散會。

大仁科技大學
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100 年 06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0 年 10 月 0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10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落實校教學目標及協助學生提升職場競爭力，實施學生畢業門檻機
制，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二條暨「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大學部學生學籍規則」第二篇第七章第五十三條第四點之規
定，訂定「大仁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本校自 100 學年度入學之日間部四年制學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修
滿應修之學分外，應具備下列基本能力，始符合畢業資格。
（一）語文能力、
（二）資訊能力、
（三）專業能力。
三、學生畢業門檻的基本能力內容及辦理單位如下：
（一）「語文能力」培育學生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力，各系畢業生得
通過 CSEPT130(或同等級)檢定。如因應職場之需要，各系語
文能力門檻得以另訂之，其畢業門檻及配套措施由語言中心或
各系審核及輔導。
（二）「資訊能力」培育學生具有數位媒體製作與資訊素養能力，各
系畢業生得通過 TQC 實用級檢定(或同等級)。如因應職場之需
要，各系資訊能力門檻得以另訂之，其畢業門檻及配套措施由
各系自行審核及輔導。
（三）「專業能力」培育學生具有實務應用與專業職能，其畢業門檻
及配套措施由各系訂定、審核及輔導。
四、學生通過任何一項畢業門檻者，於在學期間向辦理單位申請認證。
五、各系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與配套措施，應於系標準課程表中詳列。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大學法施行細則
九十五年八月十六日台參字第 0950118638C 號令修正發布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大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大學，含獨立學院。獨立學院下設學系或單
獨設研究所。
獨立學院符合相關教育法令規定者，得申請改名大學，並依本法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辦理。
………………………………..
第 二十 條 大學招收已取得學士或副學士學位者修讀學士學位，得依本
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縮短其修業年限。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修學分數且成績優異
者，大學得依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准其提前畢業。
第二十一條 大學依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所定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其
修業期限得縮短或延長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應列入學則。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所定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數，於學
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年者，不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年
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大學為辦理教育實驗，得專案報本部核准調減前項畢業應修學分數。
前二項有關畢業應修學分數及畢業條件，各大學應列入學則。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所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由各大學定之。
第二十四條 大學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
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參與相關議案之討論；其討論之
課程修正案有影響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所定畢業應修學分數及學分之
計算者，應公告學生週知。

大仁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學籍規則
第七章 畢業、學位
第五十三條 學生修業期滿，並合於下列規定者，由學校授予給學士學位，發給學位
證書。
修滿畢業應修之必修與選修科目學分，成績及格者。
各學期操行成績均及格。
有實習年限者，並已實習完成。

符合各系規定畢業條件。
第五十四條 學生修業期間，合於下列標準者，得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
一、應修科目與學分數全部修畢。
二、歷年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且歷年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數前百分之五
(含)以內。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排課作業要點
94.10.19 教務會議通過
98.04.07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使排課業務公平、公開、符合人性化與配合教師研究，且期能教學相長，
依據本校實際情況，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排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專任教師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排配準則排課，按規定超支鐘點。超支鐘點課
程應以本校專任教師優先充任，如有多出之節數，再依需要聘請兼任教師任
教。
三、教師任教科目原則由通識中心主任及各系科主任排課，但得授權各教學研討
會以協商方式排課，主任再統籌調整之。
四、各系科專業科目及通識科目排課完成之相關資料，應於每學期期中考後，由
各系科主任及通識中心主任提送課務組作為課表排課時段之依據。
五、排課先後次序原則如下：
(一) 兼任行政工作之教師(上午排課，下午多為開會時段)。
(二) 核准進修教師(以進修前三年為準，盡量依登記時段排課)。
(三) 體育、軍訓、通識科目(需合班上課)。
(四) 各系科需用實驗室課程(包括電腦、音樂與藝術課程)。
(五) 兼課教師。
(六) 各系科專業科目。
六、為顧及實際情況與排課人性化，避免連續排四節正課，實驗課、進修老師、
進行研究教師與老師個人要求除外；另同一門課同一班不得排連續四節正
課，以避免學習不佳。
七、各所系科應遵守以下排課原則與規定 (93學年度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通
過) ：
(一) 班級排課每週至少四天；一年級班級排五天。
(二) 專兼任教師每週排課時數依本校教師排配規定辦理。
(三) 專任教師每週排課以至少四天為原則，經核准進修教師以至少二天為
原則(未經核准進修教師及進修第三年起，排課以至少三天為原則)。
(四) 專任教師每週排課每天最多四小時（教授同一班級正課不得連續四小
時），含跨部最多六小時；核准進修教師含跨部每天最多排六小時。兼任行
政主管教師得不受本條規範，其日間排課以上午為原則。
(五) 兼任教師每天日、夜間各最多排四小時。
八、課表排定流程如下：
(一)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系科依排課作業期限排定開課科目內容(含科目名
稱、必選修、學分數、節數、時間)及任課教師。
(二) 各系科依排課作業期限彙整確認該系科所有開課科目(含通識科目、電
腦課、體育、軍訓)送交課務組排定課表。

(三) 課務組排定課表後送通識教育中心及各系科公告。
(四)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系科教師與畢業班調整課表。
(五) 學期結束前正式公告課表。
九、課表經正式公告後，除有錯誤或特殊原因，不得要求更改或私下調課。如需
更動必須循正常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方可更動。
十、核准進修教師得在開學前二週提出申請調整課表，逾期不受理。

十一、核准校外兼課教師，應優先配合本校排課時間授課，課表公告後不
得調課。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排課作業要點（修正案）
94.10.19 教務會議通過
98.04.07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8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使排課業務公平、公開、符合人性化與配合教師研究，且期能教學相長，
依據本校實際情況，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排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專任教師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排配實施要點排課，並按規定超支鐘點。超支
鐘點課程應以本校專任教師優先充任，如有多出之節數，再依需要聘請兼任
教師任教。
三、教師任教科目原則由通識中心主任及各系科主任排課，但得授權各教學研討
會以協商方式排課，主任再統籌調整之。
四、各所系科專業科目及通識科目排課完成之相關資料，應於每學期期中考後，
由各所系科主管及通識中心主任排定，送課務組備查。教室與時段衝突者，
由院或課務組協調調整之。
五、排課先後次序原則如下：
(一) 兼任行政工作之教師(上午排課，下午多為開會時段)。
(二) 核准進修教師(以進修前三年為準，盡量依登記時段排課)。
(三) 體育、軍訓、通識科目(需合班或跨系科上課)。
(四) 各系科需用實驗室課程(包括電腦、音樂與藝術課程)。
(五) 兼任教師。
(六) 各系科專業科目。
六、為顧及實際情況與排課人性化，除實驗課、進修老師、進行研究教師與教師
特殊需求外，教師排課應避免連續四節正課；為避免學習成效不佳，同一班
同一門課不得排連續四節正課。
七、各所系科應遵守以下排課原則與規定 (93學年度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通
過) ：
(一) 班級排課至少四天；一年級班級排五天。
(二) 專兼任教師每週排課時數依本校教師排配規定辦理。
(三) 專任教師每週排課以至少四天為原則，經核准進修教師以至少二天為
原
則(未經核准進修教師及進修第三年起，排課以至少三天為原則)。
(四) 專任教師每週排課每天最多四小時（教授同一班級正課不得連續四小
時），含跨部最多六小時；核准進修教師含跨部每天最多排六小時。兼
任行政主管教師得不受本條規範，其日間排課以上午為原則。
(五) 兼任教師每天日、夜間各最多排四小時。
八、課表排定流程如下：

(一) 通識教育中心、學院及各所系科依排課作業期限排定開課科目內容(含
科目名稱、必選修、學分數、節數、時間)及任課教師。
(二) 各所系科依排課作業期限彙整確認該所系科所有開課科目(含通識科
目、電腦課、體育、軍訓) 並排定課表。
(三) 各所系科排定並確認課表後，應於通識教育中心及各所系科公告。
(四)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所系科教師與畢業班調整課表。
(五) 學期結束前正式公告下一學期課表。
九、課表經正式公告後，除有錯誤或特殊原因，不得要求更改或私下調課。如需
更動必須循正常行政程序簽請教務長核准，方可更動。
十、核准進修教師得在開學前二週提出申請調整課表，逾期不受理。

十一、核准校外兼課教師，應優先配合本校排課時間授課，課表公告後不
得調課。
十二、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
同。

「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排課作業要點」條文修正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二、
「教師授課時數排配實施 二、「教師授課時數排
配準則」排課，按
要點」排課，並按規定超
支鐘點。
規定超支鐘點。
四、各所系科專業科目及通 四、各系科專業科目及
識科目排課完成之相關
通識科目排課完
資料，應於每學期期中考
成之相關資料，應
後，由各所系科主管及通
於每學期期中考
識中心主任排定，送課務
後，由各系科主任
組備查。教室與時段衝突
及通識中心主任
者，由院或課務組協調調
提送課務組作為
整之。
課表排課時段之
依據。
五、
五、
（三）體育、軍訓、通識科目 （三）體育、軍訓、通
識科目（需合班上
（需合班或跨系科上
課）…
課）…
（五）兼任教師
（五）兼課老師
六、為顧及實際情況與排課人 六、為顧及實際情況與
性化，除實驗課、進修教
排課人性化，避免
師、進行研究教師與教師
連續排四節正
課，實驗課、進修
特殊需求外，教師排課應
避免連續四節正課，；為
老師、進行研究教
避免學習成效不佳，同一
師與老師個人要
班同一門課不得排連續
求除外；另同一門
四節正課。
課同一班不得排
連續四節正課，以
避免學習不佳。
七、
七、
(四)專任教師排課每天最多 (四) 專任教師每週排
課每天最多四小
四小時（教授同一班級正
時（教授同一班級
課不得連續四小時）
，
正課不得連續四
小時）
，

說明
更正法規名稱
增加「並」
增加「所」
「主任」修正為「主管」
由所系科中心主管排定課
表，
時段與教室衝突時，先由院
協調，若跨院或院教室時段
不適宜時則由課務組協調。

增加「或跨系科上課」

名詞修改
刪除「排」
增加「教師排課應」
調整字句與順序
「同一門課同一班」調整為
「同一班同一門課」
增加「成效」

刪除「每週」

八、課表排定流程如下：
八、課表排定流程如下： 增加「學院及各所」
(一) 通識教育中心、學院及各 (一)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
所系科依排課作業期限排
系科依排課作業期
定開課科目內容(含科目名
限排定開課科目內
稱、必選修、學分數、節數、
容(含科目名稱、必
選修、學分數、節數、
時間)及任課教師。

時間)及任課教師。

八、
(二) 各所系科依排課作業
期限彙整確認該所系科所有
開課科目(含通識科目、電腦
課、體育、軍訓)並排定課
表。
八、
(三)各所系科排定並確認課
表後，應於通識教育中心及
各所系科公告。
八、
(四)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所
系科教師與畢業班調整課
表。
八、
(五) 學期結束前正式公告
下一學期課表。
九、
如需更動必須循正常行政程
序簽請教務長核准，方可更
動。
十二、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與教
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
(二) 各系科依排課作
業期限彙整確認該系
科所有開課科目(含通
識科目、電腦課、體
育、軍訓)送交課務組
排定課表。
八、
(三) 課務組排定課表
後送通識教育中心及
各系科公告。
八、
(四) 通識教育中心及
各系科教師與畢業班
調整課表。
八、
(五) 學期結束前正式
公告課表。
九、
如需更動必須循正常
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
准，方可更動。

增加「所」
刪除「送交課務組」

刪除「課務組」改為「各所
系科」
增加「並確認」
增加「應於」
增加「所」

增加「下一學期」

由教務長核准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