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技術學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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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教務長代：一貫課程規劃期限自一月至十二月，麻煩各系科幫忙，再此致謝意。
煩請各系科未完成表件繼續據協助完成，並於十月底前召開課程公聽會
檢，核課程的一貫性、統整性等，及聽取產官學界專家的意見後進行修訂。

三、工作報告：
(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學校模擬計劃各單位至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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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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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綱要
模擬工作意見表

本表內「＊」之系科為繳交不完整或格式錯誤。
（二）各系科格式 2.10-2.11 文件格式有誤部份已經規劃小組王巧燕師逐一修正完成，並
於九月十二日先 email 給各課程中心；未完成系科請務必依正確格式於九月三十日前完成
並繳交規劃小組李貽琳組長彙整。
（三）九月十七日綜規組電傳通知於十月十六日(三)於臺灣師大舉辦第三次課程模擬成果
發表會，各模擬學校「第三階段成果報告」需於十月四日前寄達臺灣師大。
（四）模擬工作意見表請各系填寫後於九月二十日前繳交規劃小組李貽琳組長彙整以傳送
給一班科目課程中心，請準時交件，謝謝! 見【附件一】。
(五) 各系科表 1~8 需根據開出之的科目大要與教學綱要修正與增刪。
(六) 本校承辦一貫課程學校模擬計劃教育部補助經費於七月一日才核撥，核定編列之撰
稿費 180000 元與舉辦課程公聽會專家出席費 90000 元，擬依系科與學制平均分配給
各系科及通識中心依教育部規定核銷，說明如附件。
(七) 教育部委託本校承辦南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研習會」，預定於十
月二十九日及十月三十日於本校舉辦二場— 第一場邀請技專校院課務人員、系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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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教師代表參加，第二場邀請職業學校課務人員、系科主任與教師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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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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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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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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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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9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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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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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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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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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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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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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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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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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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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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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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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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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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如提案五。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修正本校各系科課程模擬格式 2.10~2.11(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之文件及
完成繳交期限。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各系科格式 2.10~2.11(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仍有四個系與通識中心未完成，為配
合教育部舉辦成果發表會之需，請務必於九月三十日前完成。
規劃小組補充說明:1.上表有誤部份－護理系格式錯誤，資料也不完整。
2.其中，幼保系做的最完整（含格式 2.1-2.8 都進行修正）
，很多系科是將
所開科目以一個科目一個檔案方式繳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合併及修正
格式（須完全依按綜規組所設訂的項目、版面、行距等，若經綜規組審
核格式有誤還是不能交案）（第五項工作報告時用投影片說明）
3.希望醫管、休管、護理、環工能再做 2.10 科目大要及 2.11 課程綱要補
缺工作，並請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前 mail 給王老師。
（我十月一、
二日課滿堂，十月三或四日到香港，能工作時是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二日
下午）
4.其他各系請先將格式 2.1-2.8 作修正（除醫管、休管、護理、環工外，科
目大要及課程綱要部份本次暫不修正），並在九月二十七日前繳交
2.1-2.8。
5.請各系科依王老師 mail 給各系的合併檔（包括 2.1-2.8 及 2.10、2.11）進
行修正（不要任意更改格式）
，尤其各系科進行 2.1-2.8 修正部份請用紅色
標示，以利王老師檢核，請各系務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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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據工作進度，目前應繳交格式 2.12（八月十五日要交綜規組，
「第三階
段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 2.12 科目內容檢核表，是否請各系科在十月十
一日前補交），格式 2.18、2.19 依時間表在十月三十一日繳交。
林國雄主任：請依規劃小組傳給的磁片及格式大小增刪，勿隨意更動。
教務長：以幼保系文件為例進行投影片說明。請依規定格式撰寫，若 2.10~2.11 文件已
完成仍需再回饋查核前面各表件。科目大要及教學綱要要互相核對清楚，教學
綱要所列學分數需與開設科目學分數一致，每一學分編列上課時數為 32 節，需
請詳細檢視。
決議： 通過。
提案二、請討論一貫課程模擬各學制軍訓課上課時數與學分數。
說明：依上次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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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等教育部有明確政策再討論。
提案三、請討論各系科舉辦課程模擬公聽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為使各系科課程能符合一貫精神及與產業界需求，請各系科於十月三十日前辦理
公聽會。
決議：通過，並請各系科邀請產官學界學者專家出席，包含上游學校或專科學校代表。
課程模擬公聽會後，並將會議紀錄完整檔（文字檔及電子檔）繳交呂秘書。
提案四、請討論本課程模擬計劃教育部補助經費運用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本校承辦一貫課程學校模擬計劃教育部補助經費於七月一日才核撥，核定編列
之撰稿費 180000 元與舉辦課程公聽會專家出席費 90000 元，擬依系科與學制平
均分配給各系科及通識中心依教育部規定核銷。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通識中心主任：通識課程架構與名稱是否可以再更動。
規劃小組王老師答覆：可以更動，但須依程序先教學研討會通過後提通識中心課程，
會議再提課程規劃會議討論後更動。

七、主席結綸：略。
八、散會：16:40

record_91-1_910923.doc
頁次：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