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冊。
主席：李教務長冠漢
紀錄：李組長貽琳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三、工作報告：

配合卓越計畫課程修正方向及配合時程
1.系科先行修正課程方向包括系科模組課程、與業界結合、學生就業、
跨系學程、納入學生及業界代表進入課程委員會 （1 月）
。
2. 開系課程委員會請學生及業界代表參與評核課程（1 月前）
。
3.系召開課程公聽會（2 月前）並修正課程內容。
4.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3 月前）
。
5.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4 月前）
。
6.課務組完成文件及報部作業（5 月前）
。
四、上次會議決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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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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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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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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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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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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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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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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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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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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請行流系修正課表後，送新課表至課務組。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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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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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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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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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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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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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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通過，照案執行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藥學系

案由:製藥所於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修的「立體化學」課程 2 學分，請同意列為學生選修課
程（如附件一）。
說明:（一）本所於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同意學生選修陳朝洋講座教授所開設的「立體化學」
課程，此課程雖未在該學年入學之學生選修課程中，但未完成學生求知慾因此同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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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選修。
（二）由於本所行政疏失未將修正後的課程表會簽課務組，造成今年應屆畢業生無法承
認此科目 2 學分，為不影響學生畢業之權益，懇請准於承認該科學分，並讓學生順利畢
業。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環管所

案由:環管所職安組於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修之「工廠實務檢查特論」課程 2 學分，請同意
列為學生選修課程（如附件二）。
說明：（一）環管所職安組於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同意學生選修仇敏副教授所開設之「工廠實
務檢查特論」課程，並聘請國科會南部科學園區陳俊六專門委員共同指導，部分時間帶
領研究生至現場觀摩實習，以求實務學習之效；此課程雖未在該年度入學之學生選修課
程中，但為完成學生求知慾，因此同意學生前往選修。
（二）由於環管所職安組行政疏失未將修正後的課程表會簽課務組，造成今年應屆畢業
生無法承認此科目 2 學分，為不影響學生畢業之權益，懇請准於承認該科學分，並讓學
生順利畢業。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環管所

案由：提請核准環管所職安組課程開設（如附件三）。
說明：環管所職安組於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開設的「室內空氣品質」2 學分課程，由於未在
94 學年度報教育部的課程名單上，但此課程已經職安系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
務會議及教學研討會核准開設，因此，請教務會議代表們能核准此課程的開設。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休健所

案由:95 學年度休健所各組課程修定案。
說明：1.各組專業必修「論文專題（一）、
（二）
、
（三）」
，由 1 學分 1 小時更改為 1 學分 2 小
時。
2.各組組必修統一改為「健康休閒產業分析」。
3.為因應產業需求，健康管理組新增「健康照護體系綜論」等 17 門專業選修科目。
4.觀光餐旅組研二上學期專業選修「消費心理與行為研究」修改為「休閒心理與行為
研究」。
5.相關資料請參照各組課程表（如附件四）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遠距教學中心

案由:請審核「95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材申請案件」。
說明：1.依教育部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2.計有二技國文、英文、中藥概論、微生物暨免疫學、醫儀品質驗證系統共五門。
3.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計畫（如附件五）。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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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醫管系

案由:請將醫儀品質驗證系統列入醫管系選修課程。
說明： 1.台大開設醫儀品質驗證系統課程請醫管系支援上課，請校方認可為系內之專業選
修科目。
2.此課程為視訊現場上課方式進行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環管所
案由：提請核准環管所環境工程組課程開設（如附件三）。
說明：環管所環境工程組於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開設的「多變量分析」3 學分課程，由於
未在 94 學年度報教育部的課程表上，但此課程已經環管所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
系務會議及教學研討會核准開設，因此，請校課程會議代表們能核准此課程的開設。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七、主席結論：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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