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 4 樓會議室(實體會議併三校區同步視訊會議) 
主席：鄭青青教務長                                   紀錄：周玫秀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及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紀錄確立並同意備查。

參、工作報告

(請參閱附件)。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本校110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提請報告。

說明：本校 110 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業於 111 年 4 月 26 日召開完畢，

共12案(必選修科目冊相關提案)，經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110-2學期EMI開課名單，提請報告。

說明：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有 6 位老師申請開設 EMI 課程，其中教育學系洪如玉

老師和應用化學系邱秀貞老師所開設之課程不列入基本授課時數。

二、110學年度第2學期EMI開課名單如下表所示。 

必選修別 課程名稱 系所 授課教師
是否列入

基本授課時數

專業選修 人權教育 教育學系 洪如玉 X 
專業選修 線性規劃 應用數學系 胡承方 V 
專業必修 普通化學（II） 應用化學系 邱秀貞 X 



專業選修 工廠無菌技術 食品科學系碩班 楊懷文 V 
專業選修 實驗設計特論 食品科學系碩班 許成光、楊懷文 V 
專業必修 有機化學 生化科技學系 莊翔宇 V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磨課師課程，提請報告。 
說明：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遠距課程及磨課師課程開課申請共計 7 門，如下表所

示。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通識網路課程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通識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陳佳慧 

通識網路課程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網路通識-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志鴻 

通識網路課程 網際網路導論(網路通識-物質科

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李龍盛 

通識網路課程 書藝與生活(網路通識-歷史文化

與藝文涵養領域) 陳政見 

專業選修課程 數位內容設計與製作 王佩瑜 

專業選修課程 情感設計研究 王秀鳳 

磨課師課程 溝通與簡報技巧 王思齊 

二、課程皆依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

領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後，送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師範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20
頁至第52頁)。 

五、為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與教學實施檢核作業，請協助於會議記錄加

註文字「學校同意以上課程於校內開課」。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增加1門開課申請，提請報告。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45&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45&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63&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63&WebPid1=


說明： 
一、 依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需填送遠距教學

開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及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特殊教育學系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增加 1 門開課申請，資料如

下 
課名 學分數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備註 
特殊教育學生治療

法研究 
2 陳政見 碩一選修 109-2 開過 

三、 經特殊教育學系 110 年 10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111 年 1 月 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 110 年

4 月 2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定：同意該課程於校內開課。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成績處理要點」第9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校與外國學制學分轉換原則明確及學分抵免有所依循，爰以修正第9點

增列本校與外國學制學分換算原則。 
二、檢附本校學生成績處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草案及原要點各

1份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53頁至第59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民雄教務組) 
案由：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方式採甄選制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及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 
二、 各學系基於教育部相關規定、術科能力或實驗課安全考量等因素採用甄選制，

其餘學系原則採登記制。輔系雙主修均採甄選制學系計有教育學系、輔導與諮

商學系、視覺藝術學系、外國語言學系、動物科學系、景觀學系。僅輔系採甄

選制: 音樂學系。僅雙主修採甄選制: 電子物理學系。均不開放：幼兒教育學系、

獸醫學系。不開放雙主修：音樂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食品科學系。 
三、 檢附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採甄選制學系制定之要點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



閱附件，第 60 頁至第 113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管理學院、農學院、理工學院、獸醫學

院 
案由：本校各學系訂定「碩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各學系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各學系之「碩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

審查要點」計有：師範學院(教育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人文藝術學院(中
國文學系、應用歷史學系、外國語言學系、視覺藝術學系、音樂學系) ；管理學

院(企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財務

金融學系、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 ：農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園藝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動物科學系、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景觀學系、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

系、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農藝學系)、理工學院(應用數學系、電子物理學

系、應用化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水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獸醫學院獸醫學系。 
二、 檢附上開學系所訂定「碩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及奉核可簽提案簽(請

參閱附件，第114頁至第235頁)。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說明：本處依據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提案一決議：「請註冊 

與課務組提供各系所相關審查程序及機制之公版樣態，敦

促各系所完成訂定」。故所提供之「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

符合審查處理要點」參考版本，係上網蒐集國內大學所草

擬，僅供各系卓參，各學系依專業需求逕自修改文字內容。 
決議：各學系會後如需再修改「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及審查表之

處，請於二周內完備相關程序送本處註冊與課務組，並與註冊與課務組聯繫確認

收件；二周內未送則視為不調整。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本校110年度永續水環境學分學程評鑑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落實教育目標與完善教學品質績效，且持續精進、培育與強化專業能力，促進

學分學程自我審視與明確發展方向，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評鑑要點，學分學程自



設置後之第四年開始接受評鑑，爾後以每三年評鑑一次為原則。 
二、 110年度接受評鑑之跨領域學分學程為「永續水環境學分學程」，評鑑委員評定為

「通過」並經理工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續提本會議審議。 
三、 受評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已就評鑑委員審查意見及建議事項納入學程，作為學程規

劃修訂參考依據。 
四、 檢附永續水環境學分學程評鑑意見修正與改進彙整表及理工學院課程規劃委員

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236頁至第238頁)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11 條及本校「學則」第 7 條第 3 款，

重新檢視外國學生註冊入學事宜，並進行本作業規範第 12 條修正。 
二、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修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參閱附件，第 239 頁至第 268 頁)。 

決議：修正作業規範第 12 條：「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

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課程者，當

學年不得入學」。修正為：「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

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課程者，應

於下一學年度入學」。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第3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11 年 3 月 21 日文號 1112800023 簽核公文辦理。 
二、為持續推廣本校磨課師課程，增加校內磨課師課程數，擬修正本校磨課師課程實

施要點，並於教務會議提案修正相關內容。 
三、為簡化審查作業，修正第 3 點申請方式，若依教育部徵件辦理之課程轉為校內磨

課師課程，將視同學校已開授課程。 
四、檢附本校獎勵遠距教學課程補助要點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全文、現行條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269 頁至第 27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案由：本校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修訂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系教保專業知能 32 學分課程，皆列為本校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業」課程。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

認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5 款規定，修訂此要點。 
二、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278 頁至第

28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 
案由：本校外國語言學系專業科目重修、抵修、抵免、擋修審查準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外國語言學系為建立明確之專業科目重修、抵免、抵修、擋修審查制度，確保教

育品質，特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 
二、 本案業經外國語言學系 110 年 11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

議、111 年 1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外國語言學系專業科目重修、抵修、抵免、擋修審查準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全文、現行規定、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285 頁至第 30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 
案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第2點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為使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續留本系就讀碩士班，並鼓勵更多學生踴躍提出申請，

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擬將申請條件放寬。 
二、 本案業經本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第2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

現行規定、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301頁至第306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

案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經重考本系錄取後得提出抵

免學分申請，至多抵免二十四學分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3 條第 3 款、第 13 條辦理。 
二、為鼓勵及協助學生順利畢業，儘早取得學位，抵免學分數訂為至多抵免二十四學

分。

三、本案業經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四、檢附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修讀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

現行規定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307 頁至第 318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案由：本校企業管理學系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了讓有心就讀企管系碩士班的大學部與進學班同學都有機會繼續求學機會，

因此企管系修正其申請資格。

二、 本案業經企業管理學系 111 年 04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後之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

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等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319 頁至第 32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案由：有關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系自 108 學年度起增設財務金融碩士班，有關本案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及系

所英文名稱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並於 111 年 3 月 25 日簽奉

准。

二、檢附財務金融學系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系務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參閱附件，第 325 頁至第 327 頁)。 



決議：自110學年度第2學期起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授予碩士學位名稱中文全稱：財務金

融學碩士；英文全稱Master of Finance；英文縮寫：M.F.。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景觀學系

案由：本校農學院景觀學系大學部「110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擬將植栽設計(II)原為

「必修，3 學分，3 學時」，修改為「選修，3 學分，6 學時」，並移至景觀設計學

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必選修

科目冊訂定後之變更，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

議，再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上
網公告周知。

二、 本系「植栽設計(I)」及「植栽設計(II)」屬景觀核心學程，考量每位學生志

趣及職涯規劃不同，植栽設計(II)原為「必修，3學分，3學時」，擬修改為

「選修，3學分，6學時」，並移至景觀設計學程，以利學生靈活選課。 
三、 檢附景觀學系110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及110學年度植栽設計(I)(II)

教學大綱各1份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328頁至第356頁)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共同課綱與會考實施要點第 2 點、第 5 點、第

6 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規定如下

(一)第 2 點：明訂本要點適用學制為本校日間學制。

(二)第 5 點：明列實施學系課程名稱，授予共同課綱小組評估學系參加會考之適宜

性。

(三)第 6 點第 1 款：會考舉辦次數至少 1 次，次數由共同課綱小組訂定之。

(四)第 6 點第 4 款：會考占學期總成績至少 30%，成績計算方式及配分比率由共

同課綱小組分別訂定之。

二、檢附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會考研商會議紀

錄（附件一）、「國立嘉義大學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共同課綱與會考實

施要點」逐點說明表、修正後全文及本案簽各 1 份（附件二）。 
決議：修正要點第 4 條：「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之授課教師須依各科共同課綱



確實授課，且教學大綱須 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之時程上網公告，

並明定考試時間及課程範圍。如遇國定假日停止上課，當週課程得延至次週授

課，以俾各科統一課程進度。各學科應提供題庫，以利學生研讀，並作為會考命

題之參考依據。」。修正為：「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之授課教師須依各科

共同課綱確實授課，且教學大綱須 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之時程上

網公告，並明定考試時間及課程範圍。如遇國定假日停止上課，當週課程得延至

次週授課，以俾各科統一課程進度。各學科應建置題庫，以作為會考命題之參考

依據。」。

柒、散會:下午 4 時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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