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技術學院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一年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冊。
主席：陳校長朝洋
記錄：呂進財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三、工作報告：
(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學校模擬計劃各單位至 6/3 日止繳件情況。
系科

藥學 職安 環工 食品 幼保 餐飲 餐旅 醫管 護理 休閒 資管 應外 通識

規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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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式 2.1-2.8 請進行檢核與修正，並於六月十三日前 mail:cywang@ccsun.tajen.edu.tw(王
巧燕老師)，以利七月一日參與於屏科大舉行之第二次階段成果發表會手冊之印製。
（三）各系科開設之科目與預定培育人力及所需專業能力須有交集，即以各系科所擬定之
預定培育人力及所需專業能力進行檢核開設之科目。
（四）各系科依照開設科目進行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之撰寫，撰寫方式與範例請參見格式
2.10-2.11 科目大要教學綱要示例 910416 版（檔案已 mail 給各系科）
，請依據「大仁
技術學院模擬學校預期工作項目與時程」表準時交件。見【附件一】

四、上次會議決議報告：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91.03.18)
案一：請討論本校模擬課程各系四技、二技畢業最低學分數。
決議：1.四技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160 學分外，其餘各系為 128 學分。
2.二技各系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72 學分。
3.對於各系最高開課學分數保留在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二：請討論本校各系模擬課程四技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學分架構比例。
決議：1.通識學分原 34 學分切割為通識 32 學分，軍訓 2 學分。
2.通識 32 學分中，提供 4 學分給各系開設以系為特色的生活應用課程，開放全校
選修但排除本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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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訓 2 學分留在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論。
4.體育維持 1-2 年級 0 學分必修，三、四年級體育通識選修 2 學分。
案三：請討論本校各系模擬課程二技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學分架構比例。
決議：通識學分維持 14 學分，但通識中心提供 2 學分給各系開設以系為特色的生活應用
課程，開放全校選修但排除本系學生。
案四：請討論本校各系科模擬課程二專、五專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學分架構比例。
決議：1.維持 88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決議，通識與專業學分數比例為 3：7。
2.五專部通識學分為 66 學分，專業學分為 154 學分。
3.二專部通識學分為 24 學分，專業學分為 56 學分。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91.04.12)
提案一、檢討一貫課程模擬學校之規劃理念與教育目標。
決議：請各系科參照附件修訂後繳交。
提案二、討論各系彈性最高開課學分數。
決議：各系彈性最高開課學分數為 4 學分。
提案三、討論四技軍訓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決議：軍訓一年級上下學期必修 0 學分，每週上課二小時。選修問題於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四、討論四技、二技體育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決議：1.日四技體育課 1-2 年級 0 學分必修，三、四年級體育通識選修 2 學分；進四技體
育課問題下次會議討論。
2.日二技體育課 1-2 年級 0 學分必修；進二技體育課不開。
提案五、確認校訂專業必修與選修學分數比例。
決議：各系科依本原則(必修學分（含部訂與校訂）規劃以不超過全部學分 70%為原則)
修訂，彈性上下限為 5%。
提案六、檢討一貫課程模擬學校之課程架構(格式 2.2)。
決議：各系科修正通過。
提案七、審議確認環工、食品、職安系科課程內容。。
決議：請三系課程表於下週三(4/17)前先送交課務組，學期末教務會議追認後報部。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91.05.10)
提案一、檢討修訂一貫課程模擬學校之各系科規劃理念與教育目標(表 2.1)、課程結構(表
2.2)、開課學分數(表 2.3)。(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各系科修正後於五月十四前繳交。
提案二、修訂表內容(表件 2.4)。(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各系科先口頭報告並依主席建議修訂後於五月十四前繳交
提案三、討論各學制專業基礎科目(含實驗課)分配學分數。(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1.先確認各系科基礎專業科目學分數。並請各系科於五月十四日前將各系科擬定
建議提供專業基礎科目學分數表交至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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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調基礎專業教師編制回歸各系科。
3.基礎專業程課程與師資調配，由各系主任負責。
提案四、討論一貫課程模擬各群科教學科目及與學分數(格式 2.5)、各群科課程開設流程
(格式 2.6)、各學期開設科目(格式 2.7)、進路修課建議(格式 2.8)之填寫與完成日
程，附四表件格式如附件五、六、七、八。(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先依現有格式填寫並於五月十五日前繳交。
提案五、討論確定四技外語課程(6 學分)開課方式。(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決議：四技外語課需修習二年(一二年級開課)，6 學分 8 小時(一年級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2
小時，二年級上下學期各 1 學分 2 小時)。
臨時動議：
案一、請各系科於完成課程模擬格式 2.5~2.8 表件填寫後即分配系科教師撰寫科目大要。
(提案人：職安系林國雄主任)
決議：通過。
案二、請討論確認四技進修部體育課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提案人：體育科代表
陳文銓組長)
決議：進修部四技體育課一年級上下學期必修 0 學分，每週上課二小時。學雜費收費問
題請進修部主任與會計室確認；上課時數請各系納入排課考量。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校各系模擬學校五專、二專體育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提案單
位:教務處)
說明：1.一貫課程一般科目群五專體育學分設定為四學分，二專為０學分，由各校自訂
上課學期及每學期上課節數。
2.目前五專體育課一至五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護理科五年級上學期校外
實習，體育課於五下補上，每週四小時；醫管科五年級下學期校外實習，體育
課於五年級上學期先補上，每週四小時)、日間二專一至二年級必修 0 學分，
每週二小時(二專餐管科二年級上學期校外實習不上體育課)。夜間二專一至二
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
3.配合一貫課程規劃之新課程，全學期校外實習班級之體育課應否排課。
決議：1.五專體育課：一、二年級必修每學期 1 學分每週二小時，三、四年級必修 0 學
分每週二小時，五年級免修體育課。
2.日二專體育課：維持一至二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全學期校外實習班級
不上體育課)。
3.夜二專體育課：維持一至二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
提案二、請討論本校四技軍訓選修及五專、二專軍訓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明：1.依據本學期第二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91.04.12)，四技軍訓 1 年級 0 學分必
修，每週上課二小時。選修學分擬議本次會議討論。
2.依據教育部會議共識，高中職軍訓課由必修改為選修，並更名為「國防通識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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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五專軍訓課一至四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護理科一至三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一小時)、日間二專一至二年級必修 0 學分，每週二小時(二專餐管
科二年級上學期校外實習不上軍訓課)。夜間二專一至二年級必修 0 學分，每
週二小時。
4.配合一貫課程規劃之新課程，全學期校外實習班級之軍訓課應否排課。
決議：1.四技軍訓課選修，待教育部與軍訓室有明確決定後再討論。
2.五專、二專軍訓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案擱置，會後協商及參考他校規劃及
了解教育部技職司的規劃後再討論。
提案三、請討論本校各系各學制模擬學校學分數與上課時數配置原則。(提案單位:教務
處)
說明：九十年六月十九日為建立各開課單位的課目學分數及上課時數規定召開系科協調
會議 (決議事項會簽各系科簽呈如【附件二】) ，決議各系科學分數與上課時數
配置共識如下：
1.專科部：依部頒課程學分數及上課時數之規定。
2.學院部：(1)一般課程每學分一小時，(2)實驗課程每學分二小時，(3)電腦、語
文及其他習作課程每學分二小時，(4)選修課程每學年以十六學分為
原則。
3.各開課單位如有特殊之需經專案簽呈核准。
決議：1.修訂學院部說明第(2)項為：
「實驗課程每學分二小時為原則」
、刪除學院部說明
第(4)項內容。
2.本案決議如下：
本校各系各學制模擬學校學分數與上課時數配置原則：
1.專科部：依部頒課程學分數及上課時數之規定。
2.學院部：(1)一般課程每學分一小時，(2)實驗課程每學分二小時為原則，(3)
電腦、語文及其他習作課程每學分二小時。
3.各開課單位如有特殊之需經專案簽呈核准。(專案簽呈增加上課時數需附教學
綱要審核，並提供系科增加上課時數之課程彙整表)
提案四、請討論各系各學制基礎專業科目學分數配置情況。(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依各系科配合一貫課程規劃之新課表及與各系科協調開設基礎專業課，彙整如【附
件三】。
數學科代表(胡仁正師)意見：請有開經濟學、統計學等科目之系科，增開先修課程「微
積分」。
化學科代表(陳志益師)意見：謝謝教務長保證向各系科爭取開設化學基礎專業課程。
物理科代表(周嘉宜師)意見：建議物理實驗開 3 小時。
決議：1.請化學科與生物科代表會後與護理系協調基礎專業科目之開設。
2.請護理系重新考量修訂四技基礎專業課程及二專數學課程之規劃。
3.請醫管系二專依部定課程修訂後於下週三(六月十二日)前送交規劃小組。
4.提前於九十一學年實施新課程四個系(食科系、環工系、職安系及幼保係)課表
修訂完成後與通識中心協調速送課務組，以利下學期排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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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4(預定培育人力及所需之專業能力)。(提案單位:教
務處)
說明：1.以各系科所擬定之預定培育人力及所需專業能力進行檢核開設之科目。
決議：1.本案至第十案於下週再開會討論。
2.配合一貫課程模擬表件呈報綜規組日程(六月十六日)之需，請環工系、醫管系、
資管系於下週三(六月十二日)前繳交修訂完成之 2.5~2.8 表件。
提案六、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5(各群科教學科目及與學分數)。(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一般科目教學科目及學分數，各系科均依據通識中心之規劃。
2.各系科所開設科目及學分數須前後一致，亦即檢核修正格式 2.2-2.3 課程結構
及開設學分數，並與格式 2.6-2.8 之規劃一致。
決議：如提案五。
提案七、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6(各群科課程開設流程)。(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一般科目課程開設流程，各系科依據通識中心之規劃。
2.各系科課程開設流程，依據學習上之進階規劃，同時開設科目及學分數須與
格式 2.5 及 2.7 之規劃一致。
決議：如提案五。
提案八、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7(各學期開設科目)。(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一般科目各學期開設科目，各系科依據通識中心之規劃。
2.各系科各學期開設科目及學分數，須與格式 2.5 及 2.6 之規劃一致。
決議：如提案五。
提案九、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8(進路修課建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各系科依據各系科升學、就業及考照等需求擬訂。
決議：如提案五。
提案十、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表件 2.10-2.11(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各系科進行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撰寫之分配，並擬訂各科目撰寫人名單，請各
系科主任或總幹事自行控管。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撰寫格式如【附件四】
，科目
大要及教學綱要撰寫範例如【附件五】
2.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請依範例之格式撰寫，資料之彙整請依各學制、各年級、
部訂必修、校訂必修、選修科目依序建檔。原則上一種學制一個檔案。
決議：如提案五。

六、臨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綸：
校長：1.謝謝各系科課程代表的合作參與課程的修訂，從本次課程修訂可以看出現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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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過去的不同，各系科必須以長遠、更寬廣的角度進行課程規劃。
2.現在教育學生也必須脫離過去狹窄的學習，而須讓學生學得更廣。

八、散會：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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