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冊。
主席：陳校長瑞龍
紀錄：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三、工作報告：
（1）各系科 94 學年度課程中英對照表，部分已繳至課務組，只剩食品、職安、
幼保等系科尚未繳交。
（2）94 學年度本位課程文件修正目前已繳交科系為護理系、通識中心、幼保系。
（3）有關二技體育改成一年，請各系送 95 年新修正課程表至課務組。
四、上次會議決議報告：
提案一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科)
案由:輔系「課程」(附件一)修定案，請審議。
說明:1.自 94 學年度起，四技「幼兒教育概論」改為選修。如果該課程未能開成，輔系學生
則無法修習該門課程。
2.「幼兒保育概論」自 94 學年度起，改為 2 學分，而輔系課程為 3 學分，所以輔系學
生無法修習 3 學分的幼兒保育概論。
辦法:1.「幼兒教育概論」改為「幼兒教材教法」。
2.「幼兒保育概論」3 學分修改 2 學分。
3.増 開「幼兒安全與健康照護」2 學分/2 小時。
4.「幼兒發展」3 學分，改為「人類發展學」3 學分/3 小時。
5.輔系學分總共 21 學分，如附件一。
6.本案經本系科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科務會議(94/11/09)修訂通過。
7.本案如獲通過，將自 94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二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科)
案由:本系四技(日、進修部)擬增開「人力資源管理」2 學分(2 小時)之專業選修課程案，請
審議。
說明:1.本系科學生希望修習「人力資源管理」，對其從事幼教經營有所幫助。
2.本系科有二位老師能勝任此門課程。
辦法:1.增開 2 學分(2 小時)之「人力資源管理」課程，開課時間為四技(日進修部)三年級下
學期，本課程修正至 92、93、94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課程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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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經本系科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科務會議(94/11/09) 修訂通過，如附件
二。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三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科)
案由:本系科日間部、進修部、假日班二技(二上)，四技(三下)增開「遊戲治療」專業選修案，
請審議。
說明:1.本系科有很好的遊戲治療室及擅長本課程之師資。
2.對於幼兒輔導工作很適合開「遊戲治療」。
辦法:1.於二技(二上)，四技(三下)增開「遊戲治療」專業選修課程，二技修正至 94 學年度
入學學生之課程。四技修正到 93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課程。
2.修訂課程如附件二。
3.本案經本系科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科務會議(94/11/09) 修訂通過,見附件
二。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四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科)
案由:本系科二技(日間部、進修部、假日班)，二專(日間部、進修部、假日班)、四技 (日間
部、進修部)幼兒保育實習修定案。
說明:1.二技實習 3 學分/6 小時，二專實習 4 學分/8 小時，四技教保實習(二)4 學分/8 小時，
集中於一學期實施，太過密集宜分散兩學期實施，效果較佳。
辦法:1.「幼兒保育實習」修訂為:
(1)
二技二上:1 學分(2 小時)，二下 2 學分(4 小時)
(2)
二專二上:2 學分(4 小時)，二下 2 學分(4 小時)
(3)
四技四上:2 學分(4 小時)，四下 2 學分(4 小時)
2.本課程修訂如獲通過，二技、二專修正至 94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課程，四技修正到 93、
94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課程。
3.修訂後之課程表如附件二。
4.本案於 94 年 12 月 22 日經本院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五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科)
案由: 本系科二技(日間部、進修部、假日班)、四技 (日間部、進修部)「專題寫作」(必修)
「專題研討」(必修)開課時間調整案，請審議。
說明:1.二技「專題研討」原來開課時間為二上，「專題寫作」為二下。
2.四技「專題研討」原來開課時間為四上，「專題寫作」為四下。
3.「專題寫作」需經過題目的蘊釀與決定，文獻的蒐集、整理和撰寫、實徵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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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分析專題報告的撰寫、修正和發表需一系列長的歷程。最後一學期開課，上課時
間只有 14 週，而且畢業在即，學生忙於升學或應徵就業，難以靜下心來專注研究寫作。
4.擔任專題寫作課程的老師及修習過「專題寫作」的學生，也認為畢業前一學期開課，
時間上較足夠。
辦法:1.二技「專題研討」開課時間為二下，
「專題寫作」為二上。修正自 94 學年度入學學生
之課程。
2.四技「專題研討」開課時間為四下，「專題寫作」為四上。修正自 92~94 學年度入學
學生之課程（如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六
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案由:請討論行流系 92、94 學年度四技課程更正案，（如附件三）。
說明：為方便四技學生於寒暑假到業界實習。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七
提案單位:休閒健康管理研究所
案由:請討論休健所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課程案，（如附件四）。
說明：為因應產業需求，九 十 四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硏 一擬 加 開 「休閒產業資訊管理」及「休閒
產業財務管理」等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更換課表。
提案八
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案由：二技零學分課程（體育）調整案。
說明：二技体育課程原為二學年零學分/八小時，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自 95 學年修正為
一學年零學分/四小時。
決議: 照案通過自 95 學年度實施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各系修正 95 年度二技課程表，經程序核准完成後報部。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 五專通識課程音樂與藝術概論於九十五學年度更改為一學期二學分/二小時，修習一學
期，本案於 94 年 12 月 22 日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附件一）。
護理

外英

外日

資管

餐管

幼保

音樂(2/2)

一上

一上

一上

一下

一下

一下

藝術概論(2/2)

二下

一下

一下

一上

一上

一上

說明: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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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請五專各系科依據上表修正課表後，將課表送交課務組。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二專音樂與藝術賞析於九十五學年度更改科目名稱為藝術賞析-音樂篇、美術篇、舞蹈
篇、陶藝篇等，本案於 94 年 12 月 22 日經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附件一）。
說明: 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說明。
決議:二專音樂與藝術賞析更改科目名稱為藝術賞析，請二專各系科照案修正後，送新課表至
課務組。
提案三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 四技通識選修原定修習學期為一下至四上，九十四學年度行流系二下一門通識選修與
四技休運系四下一門通識選修皆請於九十五學年修改為一上修習一門通識選修。
說明: 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請行流系及休運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四
提案單位：餐管系
案由:94 學年度五專餐管科選修課程異動。
說明:為符合一貫課程設計，使專業課程銜接順暢，故調整五專餐管科課程，將部份專業選修
科目調整年級(如附件二)，提請審議。
決議: 餐管科必修網際網路實習修正為生涯規劃，於第二、三及五學年增開選修科目照案通
過，請餐管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工系
案由: 研議社工系「系選修課程」增加案（如附件三）。
說明: 口頭說明。
決議: 社工系增開犯罪學、就業安全、多元族群就業福利、少年事件處理法、諮商原理與實
務等課程照案通過，請社工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六
提案單位：資工系
案由:請討論資工系「95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課程表案」。
說明:請資工系俞主任補充說明（如附件四）。
決議:1. 資工系 95 年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 95 學年課表盡量修成一致，以利學生補修。
2. 資工系 95 年四技日間部二技體育改成 1 學年 0 學分。
3. 請資工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七
提案單位:行流系
案由:請討論行流系四技課程表修正案。
說明:1.四技課程表三下只開設 15 學分，未達 1-3 年級每學期至少 16 學分底限，擬修正課程
表（如附件五）。
2.請行流系李主任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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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請行流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八
提案單位:行流系
案由:請審議行流系進修部及進修專校二專課程規劃案。
說明:1.95 年度行流系將招收二專部學生，進修部及進修專校各一班。
2.進修部及進修專校課程表（如附件六、七）。
3.請行流系李主任補充說明。
決議: 照案通過，請行流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九
提案單位：休健所
案由：為因應九十五學年度本所正式分組，請討論各組之課程規劃（如附件八），提請審議。
說明：請李一民所長補充說明。
決議：請休健所各組課程表將備註欄詳細說明，以利學生選課，請休健所修正課表後，送新
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十
提案單位：環境健康學院
案由：請審議藥學系 91、92、93、94、95 學年度，製藥所 94、95 學年度課程表。
說明:請藥學系陳主任說明（如附件九）。
決議:藥學系 91、92、93、94、95 學年配套課程更改，藥學實習（一）改為 2 學分 6 小時，
藥學系 95 學年 168 學分課程表照案通過，請藥學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環境健康學院
案由：請審查 95 學年度健康學群各系課程表
說明:請健康學群各系主任說明(如附件十)。
決議:1.環境管理所甲組學分數計算錯誤，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2.其餘課程表，照案通過，請各系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觀光事業系
案由：請審查 95 學年度觀光系課程表
說明:請觀光系梁籌備主任說明(如附件十一)。
決議:1.日間部二專觀光科改為觀光事業科。
2.進修部二專觀光事業科課程表格式及字體修正。
3. 進修部四技觀光事業科課程表增加基礎日文課程於 1 年級。
4.假日班二專觀光事業科課程表調動學期。
5.以上課表更正，照案通過，請各系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六、臨時動議：
七、主席結論：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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