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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課程規劃會議 
時間：105年 6月 1 日（星期三 ）下午 2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教務長 
紀錄：趙元鑫組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本次會議：應出席人員 33位，實際出席人員 28位，己達開會人數(出
席人員超過二分之一)，請主席宣布開會。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肆、報告事項： 
工作報告：略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取消開設五專一、二年級「健康與護理」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1. 經教務處課務組查實，「健康與護理」非後期中等教育的部訂必修課程。 

2. 本校學生生活教育學分中已包含學務處衛保組以及諮輔中心辦理的初級

急救訓練、生活教育活動、社團(急救社)活動、以及心靈認證活動，符合

部分護理課綱。 

3. 教育部軍訓處不再介派護理老師到校。 

4. 通識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 105年 4月 28日審議通過。 

審議結果： 

1. 通過。 

2. 105級五專科目表因取消「健康與護理」課程共4學時(分)，總量時數調整

為工科250學時、商科240學時，不足之4學分由專業課程補足。 

案由二、討論電機與電子工程系產業學院計畫針對102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年

制三年級學生開設之「用電設備檢驗技術人才培育學分學程」案。 

說明︰ 

1. 本學分學程旨在提升學生對於用電設備檢驗技術之實務能力，期能藉由本

學程一系列課程之教導，授予學生完整之理論與實務訓練，進而強化學生

就業職能。 

2. 學分學程施行細則(含課程架構)，如附件一。 

3.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討論電機與電子工程系參加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設備更新計畫-高

科技園區暨區域產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人才培育計畫)所培育

技優學生適用之「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學分學程」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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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學分學程旨在配合本系103學年度起執行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設備更新

計畫-高科技園區暨區域產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人才培育計畫)，培育

具備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術之技優學生，期能藉由本學分學程一系列課程

之教導，授予學生完整之理論與實務訓練，強化學生就業職能，以提升學

生就業競爭力。 

2. 學分學程施行細則(含開課時序表)，如附件二。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審議機電工程系104學年度入學五專科目表修訂案。 

說明： 學時不變提高學分數，讓學生在高年級能有更充裕時間選修其它課

程，增加修課廣度，資料如附件三。 

修改前 

課程名稱 開設學期 必選修 學分/時數 備註 

工程圖學 一上 必修 2/3  

修改後 

課程名稱 開設學期 必選修 學分/時數 備註 

工程圖學 一上 必修 3/3 學分調整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五、審議工程與設計學院課程抵免對照表修訂案。 

說明：數位內容科技系、機電工程系、電機與電子工程系課程抵免對照表，

如附件四、五、六、七。 

審議結果：機電工程系撤案，其餘科系修正後通過。 

案由六、審議商企系101學年度四技入學修改必修科目抵免對照表案。 

說明：商企系四技101學年度入學課程抵免對照表如附件八。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七、審議觀光系102~104學年度入學日間部科目表。 

說明： 

1. 調整科目表「校外實習」課程以符合實際開課狀況，將於備註說明：「因

校外實習實施上、下學期不同，彈性調整該學年度開設課程」。 

2. 「校內實習Ⅱ」1 學分與「校內實習Ⅰ」1 學分合併，改為「校內實習」2

學分(必選)，於二年級(烘焙組上學期，觀光組下學期)開設。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八、審議生活系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案。 

說明： 
1. 生活系必修科目抵免對照表如附件九。 

2.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民生科技學院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05/05/25)。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九、審議運促系103、104學年度入學日四技課程科目表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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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課程修正對照表如下︰ 

入學年 學制 課程名稱(修選) 學分 時數 異動說明 
異動(前) 

開課學期 

異動(後) 

開課學期 
備註 

104 四技 運動事業概論(必) 2 2 2 下至 3 下 2 下 3 下 送院/校 

103/104 四技 
運動健康企劃設計

與就業技巧(必) 
2 2 

3 下調至 3 上 

必修改選修 
3 下 3 上 送院/校 

103/104 四技 運動產業講座(選) 4 4 
選修改為必

修 
3 下 - 送院/校 

修正前後課程科目表如附件十。 

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生科技學院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05/5/25)。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十、審議餐飲系修訂103級、104級五專部課程科目表。 

說明： 

1. 為讓學生有更多元化之課程，擬修訂103級、104級五專部之科目表，修正

對照表如下。 
五專部 103 級 

修改前 修改後 

學期 必/選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學期 必/選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四上 必修 餐飲行銷(2/2) 四上 選修 餐飲行銷(2/2) 

四上 必修 進階中餐烹調實作(4/4) 四上 選修 進階中餐烹調實作(4/4) 

四上 必修 宴會茶點設計與製作 I(4/4) 四上 選修 宴會茶點設計與製作 I(4/4) 

五下 必修 宴會茶點設計與製作 II(4/4) 五下 選修 宴會茶點設計與製作 II(4/4) 

  新增 三上 選修 中式麵食製作(3/3) 

  新增 三上 選修 西點蛋糕製作 I(4/4) 

 
五專部 104 級 

修改前 修改後 

學期 必/選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學期 必/選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四上 必修 餐飲行銷(2/2) 四上 選修 餐飲行銷(2/2) 

四上 必修 進階中餐烹調實作 II(4/4) 四上 選修 進階中餐烹調實作 II(4/4) 

四上 必修 進階麵包實作 I(4/4) 四上 選修 進階麵包實作 I(4/4) 

2. 104學年度第2學期民生科技學院第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05/5/25)。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十一、審議餐飲系及觀光系105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併班案。 

說明： 

一、 
1. 「膳食設計」及「餐飲多媒體設計」課程沒有先修之課程限制。擬開設併

班之課程如下表︰ 
學制(入學年) 班級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時數 備註 

夜四技(102) 夜餐技四 A 膳食設計 必修 2/2 主開班級: 

夜餐技四 A 夜四技(103) 夜餐技三 A 膳食設計 必修 2/2 

夜四技(104) 夜餐技二 A 膳食設計 必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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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入學年) 班級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時數 備註 

夜四技(103) 夜餐技三 A 餐飲多媒體設計 選修 2/2 主開班級: 

夜餐技三 A 夜四技(104) 夜餐技二 A 餐飲多媒體設計 必修 2/2 

夜四技(105) 夜餐技一 A 國際禮儀 必修 2/2 
主開班級: 

夜觀技一 A 
夜四技(105) 夜觀技一 A 國際禮儀 必修 2/2 

夜四技(105) 夜觀技一 C 國際禮儀 必修 2/2 

 

2. 若有上開情形需強調差異化適性教學，如基礎較弱者，要求其基本素養補

足；針對優化學習對象，則指定額外進階課程閱讀、習題、報告等。 

3. 無先修課程限制，不同專業系科、不同年級得以併班上課。此課程聘任業

界專家演講，此班級皆為畢業班學生，期望學生可以多方面吸收專家經

驗，故併班授課。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生科技學院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05/5/25)。 

審議結果：通過。 

案由十二、審議餐飲系日間四技部學生擬准於三上、四下學期跨學制至進修

部修課事宜。 

說明： 

1. 日間四技部學生須於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實施校外實習，為保障

本系學生學科補救課程擬能如期畢業，擬申請開放本系三上、四下學期跨

學制至進修部修課。 

2. 104學年度第2學期民生科技學院第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05/5/25)。 
審議結果： 

1. 為顧及學生權宜予以通過。 
2. 因不符現行「大華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相關規定，應及時修改辦法因

應。 

陸、臨時動議: 略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