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事由：召開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行政中心三樓/通識中心 A01-332研討室 

主 持 人：陳主任淳斌  

出席人員：徐教務長志平、劉學務長玉雯(請假)、師範學院丁院長志權、人文
藝術學院劉院長榮義(陳政彥特助代理)、管理學院黃院長宗成(劉耀
中特助代理)、農學院周院長世認、理工學院柯院長建全(許政穆特
助代理)、生命科學院黃院長承輝(陳淑美特助代理)、進修推廣部陳
主任碧秀、語言中心吳主任靜芬、中國文學系蘇主任子敬、體育室
蘇主任耿賦(凃博榮先生代理)、通識教育中心黃助理教授子庭(教師
代表)、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林明炤教授(校外代表)、東成科技
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明先生(校友代表)、高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
董事長麗環(業界代表) 

列席人員: 劉馨珺組長、李佩倫組長、王正甫教官、王紹鴻主任 

 
      紀錄：林慧婷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擬修訂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嘉大通識教育『五大領域核心及應用課程

表』(含英譯課名)  

說  明：  

  一、依據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會議臨時動議決  

 議，請各院全面調整課程名稱之修訂，儘量避免與系上專業課程名稱 

相似，以符合通識教育精神。 

  二、修訂彙整版本(含英譯課名) 如附件(一)-1.頁 1-頁 12、相關會議記錄

如附件(六). 頁 112-頁 119 

三、人文藝術學院於 101學年度第 5次主管會議決議，將歷史文化與藝術 

領域核心課程『臺灣文化史』更名為『臺灣歷史與文化』、「藝術」類 

別應用課程之『視覺藝術概論』更名為『藝術概論』、「文學、語言」 
類別應用課程之『觀光英語』更名為『觀光英語導論』如附件(一)-2. 
頁 13-頁 14 



四、生命科學院將生命科學領域「環境、生物與健康」類別應用課程之『生 
物多樣性』更名為『繽紛的生命』，如附件(一)-3. 頁 15-頁 16 

五、農學院將生命科學領域「動物與人類」類別應用課程之『動物科學與 

生活』刪除，如附件(一)-4.頁 17 

六、管理學院將社會探究領域「金融與資訊」類別應用課程之『年金保險 

        與退休金規劃』更名為『年金與退休金概論』，如附件(一)-5.頁 18-

頁 19 

    七、理工學院僅修改『生活防災』、『ｅ世代網路生活』及『工程與生活』 

英譯課名如附件(一)-6.頁 20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建議人文藝術學院將「藝術」類別應用課程之『視覺藝術概論』修改 

為『視覺藝術欣賞』或『視覺藝術賞析』;「文學、語言」類別應用 

課程之『觀光英語』建議修改為『旅遊英語』。 

三、建議管理學院請財務金融學系調整該系課程『年金保險與退休金 

規劃』修改為『年金與退休金概論』，通識中心仍將維持『年金保險與 

退休金規劃』之課程名稱。 

 
提案二 
案 由：擬修訂 102學年度嘉大通識教育『核心及應用課程不承認一覽表』 
 
說 明： 

一、修訂彙整版本如附件(二)-1. 頁 21-頁 24、相關會議記錄如附件(六).頁
112-頁 119 

二、人文藝術學院之修訂部分如附件(二)-2.頁 25，史地系新增列核心課程 

    「臺灣歷史與文化」為該系不承認課程。 

三、生命科學院之修訂部分如附件(二)-3.頁 26，生物資源學系新增列核心課 

程「環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為該系不承認課程。 

四、師範學院之修訂部分如附件(二)-4.頁 27，輔導學系刪除應用課程「生涯 

發展與規劃導論」、「認識情緒與壓力管理」、「溝通與領導的藝術」、「人 

力資源管理」、「性別平等與法律」。 

五、管理學院之修訂部分如附件(二)-5.頁 28，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刪除應用課 

程「企業概論」、「人力資源管理」、「經濟與生活」；財務金融學系將應用 
課程「年金保險與退休金規劃」更名為「年金與退休金概論」。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由於建請管理學院請財務金融學系調整該系課程『年金保險與退 



休金規劃』修改為『年金與退休金概論』，所以通識中心仍將維持『年 

金保險與退休金規劃』之課程名稱。 

提案三 

案  由：擬修訂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嘉大通識教育『五大領域核心及應用課程
表』架構  

說  明：  

  一、擬於通識講座新增『跨領域』類別選項，供新增或相關應用(多元) 
課程得以對應核心課程之分支，以冀使五大領域表架構更臻完備。 

二、以〝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範本為例，如附件(三).頁 29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請審議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擬新開之通識課程。  

說  明：  

  一、申請新開之通識課程共計八門，授課大綱詳如附件(四)－1.頁 30-頁 105 
    二、102學年度第 1學期各學院擬新開通識課程如下表，請認定歸屬領域及

類別：如附件(一)－1. 頁 1-頁 12 
三、相關會議記錄如附件(六). 頁 112-頁 123 

 

課程名稱 領域認定 

（暫擬） 

類別 

（暫擬）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智慧財產法導論 

頁 30-頁 37 

公民意識與法治   會議記錄附件

(六).頁 120 

雲端創意策展 

頁 38-頁 46 

社會探究 「社會」或 

「文化」 

 會議記錄附件

(六).頁 120 

國防政策-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頁 47-頁 49 

公民意識與法治 「政治」  會議記錄附件

(六).頁 121 

國際情勢-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頁 51-頁 55 

公民意識與法治 「政治」  會議記錄附件

(六).頁 121 

四季與人生 

頁 63-頁 78 

跨領域 「跨領域」  會議記錄附件

(六).頁 122-

頁 123 

(教卓計畫) 

特色農業-植物與生活 

頁 79-頁 86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會議記錄附件

(六). 頁 122-

頁 123 



 (教卓計畫) 

特色農業-花卉文化 

頁 87-頁 92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會議記錄附件

(六). 頁 122-

頁 123 

(教卓計畫) 

特色農業-台灣花卉產業

導論頁 93-頁 105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會議記錄附件

(六). 頁 122-

頁 123 

 (教卓計畫) 

 

決 議： 

一、通過之課程有『雲端創意策展（社）』、『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防政策（法）』、『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法）』、『四 

季與人生（跨）』、『特色農業-植物與生活（生）』、『特色農業-花卉文 

化（生）』、『特色農業-台灣花卉產業導論（生）』，共七門。 

二、未通過之課程『智慧財產法導論』因已有相似課程『智慧財產權』，另 

教學大綱內容偏重法條釋義，較屬專業課程，建議開課教師以『智慧 

財產權』作為開課名稱，修改課程內容大綱使之符合通識教育的精神， 

並送至公共政策研究所再行審議。未通過之課程，共一門。 

課程名稱 領域認定 

 

類別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智慧財產法導論 

頁 30-頁 37 

公民意識與法治  不通過 已有相似課程

『智慧財產

權』，且 

教學大綱內容

偏重法條釋

義，較屬專業

課程，不符合

通識課程的精

神 

雲端創意策展 

頁 38-頁 46 

社會探究 「社會」 通過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防政策 

頁 47-頁 49 

公民意識與法治 「政治」 通過 將課程名稱前

後更換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公民意識與法治 「政治」 通過 將課程名稱前

後更換 



頁 51-頁 55 

四季與人生 

頁 63-頁 78 

跨領域 「跨領域」 通過  

特色農業-植物與生活 

頁 79-頁 86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通過  

特色農業-花卉文化 

頁 87-頁 92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通過  

特色農業-台灣花卉產業

導論頁 93-頁 105 

生命科學領域 「植物與生

活」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軍訓組 
案   由：關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修正名稱，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依 102 年 1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兵役法第 16 條第 4 項辦理：依據臺 

教學(六)字第 102 0008880 A 號說明三及說明五辦理，內容詳如 

附件(五)-1. 頁 106-頁 109 

二、檢附奉核可簽乙份如附件(五)-2. 頁 110-頁 11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案     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擬於 102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通識教 
育核心與應用課程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2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 

程計畫」（簡稱「就業學程計畫」）為提升大專學生之產業認識與 
就業職能，由各大專校院申請產業相關學程計畫，含「專精課程」、 
「職場體驗」及「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整合性學程。 

二、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彙整本校申請計畫案，計有理工學院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學系、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及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 
學系共三件，由學生事務長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並於 102年 3月 
11日提出申請。 

三、本校待計畫核定通過後，將於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就業 
學程計畫」，應「就業學程計畫」規定，由學生職涯發展中心負責 
開設「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四、為增進本校產學銜接並提高本校學生參與「就業學程計畫」，學生 
職涯發展中心申請增列「共通核心職能課程」為本校通識教育核 
心與應用課程。 



五、相關授課大綱如附件(四)－1.頁 56-頁 62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認定為社會探究領域「管理」類別之應用課程， 

此為三學分的應用課程，如修習通過此門課程者，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將會發放認證書。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    會：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