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艾副校長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石淑燕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參、 業務單位報告 
一、配合教育部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本校自 104 學年度開始亦積極辦

理日間學士班課程重構與分流，將專業課程模組化、學程化，以

引導學生聚焦專精學習，也協助學生依生涯發展，規劃個人的選

課路徑。本校發展定位為「具卓越教學並整合特色研究與產業實

踐之綜合大學」，因此近幾年來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同時，積極落實

學用合一機制，俾利學生在畢業前就有充分的職場學習體驗，掌

握職涯發展趨勢，於提升本職能的學習外，透過業界見實習制度、

導入產學雙師教學，縮短企業用人需求與所學差距，以培育符合

社會與企業所需人才，增加就業機會，提升畢業生整體競爭力。

本校各學系課程模組化之規劃架構圖如下︰ 

 

 

 

 

 

 

系選修課程學術、實務分流 

系必修 



2 
 

 
二、教育部配合國家科技政策及科技計畫之願景及目標，推動「校園學

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等多項計畫，其中包括規劃開發大學生與

研究生之學術倫理教育之數位教材，以喚醒研究者的自律動力與倫

理意識，提升高等教育學生之品德涵養教育，建立學生良好的學術

倫理態度與行為。有關學術倫理課程，國內已由台灣學術倫理教育

推廣資源中心開發及推廣(交大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共同主辦)，且已

有多所大學使用該平台，並規範研究生修讀該課程，作為學位考試

或畢業之必要條件。為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確保學術活動的

合宜性與合法性，本校將參酌辦理。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各碩、博士

班學生應至教學平台選修「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讀該課程

規定單元且測驗成績及格，經下載修課證明後，作為學位考試前之

必要條件。本案業已訂定修讀要點草案，提送 104 年 4 月份教務會

議審議，請各系所依循辦理，並同時增列於修課規定或學位考試規

定中，提醒學生注意。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請審議應用歷史學系 102 學年度、103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

冊，「應用史學實習」修訂案。 
說明： 

一、 本案經應用歷史學系 103 年 10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及人文藝術學院 103 年 12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二、 原「應用史學實習」課程列為 102 學年度、103 學年度大學部必

選修科目冊必修課程第四學年第一學期 0 學分。因學科性質不同，

實行上窒礙難行，經會議討論決議由原專業必修課程更改為專業

選修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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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請審議視覺藝術學系 101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第四學年專

業必選修科目「藝術產業實習」及「畢業製作」修訂案。 
說明： 

一、 本案經視覺藝術學系 103 年 11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及人文藝術學院 103 年 12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 為加強學生與業界連結，101 學年度第四學年「藝術產業實習」

列「必修」(2 學分)，「畢業製作」列「選修」(2 學分)。惟術科教

師反應，「畢業製作」列「選修」無法有效約束學生，提升畢業

製作水準並要求所有學生共同參與畢業展，影響本校校譽。因此，

建議將「藝術產業實習」改為「選修」，「畢業製作」改為「必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應用化學系 103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册修正案。 
說明： 

一、 應用化學系 103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册之其他說明之先修規定，

原「1.修習無機化學(I) (II)前必先修普通化學(I) (II)且均須及格。

以及 2.修習有機化學(II)，必先修有機化學(I)，且有機化學(I)學
期成績需達 45 分以上。」因誤植故，擬予刪除。 

二、 「修習分析化學（II）前必先修分析化學（I）」因漏列故，擬予

新增。 
三、 本案經本院 104 年 1 月 6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會議及應

用化學系 103 年 11 月 28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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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請審議本校 104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學分暨必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說明： 
一、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增加學生修讀第二專長可行性，請大學部各

學系之畢業學分自 99 學年度起均降至 128 學分，但獸醫學系修業

年限五年及師資培育學系得酌增畢業學分，請參閱大學部 103、104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如附件一)、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如附

件二)暨通識教育核心與多元課程(如附件三)。 
二、 配合本校推動課程分流政策，除校訂通識教育30學分維持不變外，

各學系應將課程規劃為院共同課程(由各學院自訂)、系基礎學程、

系核心學程，專業選修學程則分流為學術型及實務型學程，並自訂

學習主題，於學程上冠上名稱，以利本系或外系學生修讀。請參附

件四各院系 104 學年度課程架構圖。 
三、 經教務處檢視後，有關各學系所規劃之課程或學程問題彙整如下︰ 

(一) 各學系應自訂學生修讀之學程數(如多選一或多選二)，學程數

要求愈多者，畢業資格審查愈嚴格，建議各學系應在學生入學

後說明清楚，避免日後爭議。 
(二) 另少數學系建議，本校學生聚焦單一學程修讀，應是鼓勵而非

強制，否則喪失選修意義，此部分是否開放學系自訂，請討論。 
(三)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本校自 99 學年度開始各系最低畢業學

分 128 以內，即有承認外系選修至少 15 學分之規定(各學系則

自訂最多承認學分數)，除師資培育學系外，請未達規定之學

系(外語系應用外語組、資管系、農藝系、生農系、景觀系、

植醫系、生機系、土木系、食品系、生化系、微藥系)修正之。 
(四) 各系專業選修學程之名稱，係日後發給學生學分證明之依據，

請各學系再檢視所訂之學程名稱，建議以學習主題命名，請各

學系檢視修正。 
(五) 為核發英文版學分證明，有關學程英文翻譯擬統一如下，請各

學系檢視修正︰ 
1. 院共同課程( College Common Requir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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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學程( Foundation Program of○○○) 
3. ○○○核心學程(Core Program of○○○) 
4. ○○○專業選修學程(Program of○○○)    

四、 請各委員就各學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關

係、及課程與社會發展、產業需求之連結等提供卓見。 
決議： 
一、 本校大學部除獸醫學系及師資培育學系以外，其餘學系之畢業

學分均為 128。而教育學系畢業學分為 149，建請備註該學系為

師資培育學系，以免讓人混淆畢業學分數過高。 
二、 課程模組化其一目的即是引導學生聚焦學習，因此學生必須在

專業選修學分中，應至少修畢 1 個模組學程，始得具備畢業資

格，惟各學系可作更嚴格規定，但須於學生入學後將畢業要求

與規定向學生充分說明，以免影響其畢業權益。 
三、 核心能力是指該系所欲培養的專業能力，建請各學系重新檢視

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指標是否具體、易讀、易懂，

且應符合時代潮流趨勢。 
四、 各學系思考學程及課程名稱，應切合時代發展趨勢加以調整，

以利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的提昇。例如，委員建議農藝學系實

務型學程原名為「作物產業學程」，可考量更名為「農場經營與

產銷學程」，原課程名稱「農場實習」可考量更名為「農場經營

與管理實習」。獸醫學系之實務型學程，可考量更名為「生產醫

學學程」；原課程名稱「獸醫解剖學」可考量更名為「獸醫解剖

及實驗動物科學倫理學」，「動物福利學」可考慮更名為「動物

保護學」等等。 
五、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本校自 99 學年度開始，各學系 128 畢

業學分以內，即含有承認外系選修至少 15 學分之規定。請各學

系持續依照上開原則辦理，提高學生跨系選修的可行性。如因

專業培育需求或其他因素而須降低承認外系學分者，應與學生

取得共識，避免日後選課爭議。 
六、 請各院系依上述意見檢視並修正必選修科目表，餘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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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請審議本校 104 學年度研究所畢業學分暨必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說明：請參閱研究所 103、104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如附件五）暨研

究所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請審議本校 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

草案。 
說明：  

一、 碩士在職專班(請參附件七)及進修學士班(請參附件八)必選修科

目冊草案，業經各系所、院課程規劃會議審議並修正通過。 
二、 各系所必選修科目冊業依前項會議之決議修正如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人：陳世銘（理工學院校外專家學者代表） 
案由：各學系均訂有核心能力，作為培育學生專業能力的方向與依據，

但如何落實核心能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建請學校朝此方向規劃，

以檢視核心能力的達成情形。 
說明： 
一、 從必選修科目表中，發現每一門課均有列出與學系核心能力的對

應情形，然而學系核心能力的養成，並非僅來自學系的專業課程，

例如團結能力與國際觀，是可以透過校訂共同科目培育而成的，

因此學系所規劃的專業課程，每門課程可分別就某幾項重點核心

能力加以培養，而非全部核心能力都對應到，反失去培育的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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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與實施後，應以 student outcome learning 學生學習成效

的觀點，來檢視學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學校也可考量在教學意

見調查同時，除了解教師的教學態度或技巧方法外，也了解學生

核心能力的養成情形。 
決議： 
一、 老師可透過 18 週的教學大綱，列出每週授課內容所對應到的核

心能力，再由學生選出每門課程學習到最多的 2~3 項核心能力，

以幫助老師在設計下次課程教學大綱時，更明確知道教學方

向。 
二、 請教務處研擬核心能力達成度的檢核措施，協助教師進行教學

改進。 

動議二 
提案人：洪正宗（理工學院業界代表） 
案由：學校推動課程分流值得肯定，但日後可考量稽核學術型及實務型 

的課程安排後，其實施成效為何，以作為改善的依據。 
說明：建議學校思考採產業界的 plan-do-check-act (PDCA)原則，按規劃、

執行、查核與行動來確保目標之達成，進而促使持續改善。例如，

在校期間修讀學術型或實務型學程的學生，畢業後分別進入學術研

究領域或實務界，其發展情形如何等等，也可結合校友會，調查畢

業生走向。 
決議：本校會透過 PDCA 的概念，規劃相關管考制度，確保課程分流有

效達到預定目標，並持續不斷的改進。 

陸、 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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