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劉榮義副校長                                 記錄：周玫秀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應到 43 人、實到 32 人、請假 2 人、缺席 6 人） 
列席人員：林芸薇副教務長、張芳琪主任、沈宗奇執行長、王思齊組長、張

淑媚組長、蔡庭容組長、賀招菊組長 

 
壹、主席致詞：歡迎校外委員撥冗出席本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校級課

程規劃委員會是學校最高層級課程會議，教育最重要的是

課程，也請大家一同幫忙檢視本校 107 學年度課程架構並

提出寶貴意見，謝謝。 
 
貳、宣讀 105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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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單位工作報告 
一、本校課程為三級三審制，為落實審查，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擬新增職掌

「核備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及院級課程規劃委員會擬新

增職掌「核備學院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學科內容教學大綱」。以上修訂經

奉鈞長核示提送 107 年 3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

議。 
二、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與促進學生學用合一，鼓勵各學系於高年級開

設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使學生能夠整合與深化大學所學，讓學習

穩固完成。每學期補助以一系一門為限，依規劃內容以每學期最高補助

五萬元為原則，實際補助額度得視計畫性質與需求酌予調整。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7 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畢業學分暨必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大學部除獸醫學系及師資培

育學系得酌增畢業學分以外，其餘學系之畢業學分均為 128 學分(請
參大學部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且各學系應有承認外系

至少 15 學分的機制，以利學生到外系選修學程或加修輔系、雙主修。

107 學年度各學系皆承認外系 15 學分。 
二、 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二條略以：「依其專業應用需求，分流規劃

學術型或實務型的不同學習主題之『專業選修學程』」。惟理工學院電

子物理學系規劃核心課程(必修)分流為學術型及實務型，核心學程分

為 A.學術組必修、B.實務組必修，學生必須由系核心學程之學術組與

實務組中任選一組修滿 18 個必修學分，系專業選修學程不再重複分

為學術型學程、實務型學程。合計該系必修學分為 64 學分，總開課

必修學分數總計為 82 學分。 
三、 大學部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規劃日文(Ⅰ、Ⅱ)或法

文(Ⅰ、Ⅱ)擇一必修。 
四、 依據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所訂之畢業最低學分，如

大學部各學系高於 128 學分或研究所高於 30 學分時，須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院、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五、 研究所畢業最低學分高於 30 學分系所(不含論文)，計有師範學院：特

殊教育學系碩士班(32 學分)、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32 學分)、輔導與

諮商學系碩士班家庭教育組(32 學分)、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輔導諮

商組(36 學分)、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34 學分)、教育行政與政

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32 學分)、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34 學分)；管

理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33 學分)、生物

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34 學分)、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管理碩

士班(34 學分)、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碩士班(36 學分)、資訊

管理學系碩士班(37 學分)、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42 學分)(請參研究所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 
六、 本案有關各學系課程架構，均經系、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續提本次會議討論。 
七、 檢附本校大學部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1，第



8 頁至第 9 頁)、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草案(請參閱【大學部必選修科

目冊】)。 
八、 檢附本校研究所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2，第

10 頁至第 12 頁）及研究所必選修科目冊草案(請參閱【研究所必選修

科目冊】) 
決議： 

一、 大學部通識教育課程同意本學期召開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相關之變更科目及內容後，再報請 107 學年度本校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 

二、 景觀學系「景觀設計」課程，請參考國內大學相關設計學系，規劃收

取「設計指導費」。 

三、 電子物理學系無學籍分組，課程分流請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辦理，規

劃選修課程分流為學術型或實務型，請修正系核心學程勿分為 A.學

術組必修、B.實務組必修。 

四、 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之動物科學系、景觀學系、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食品科學系等請修正科目冊課程不能分組，以符合必修科目課程學分

數與畢業學分數一致。 

五、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規劃日文(Ⅰ、Ⅱ)或法文(Ⅰ、Ⅱ)擇一必修，

請修正課程名稱為「第二外語-日文」、「第二外語-法文」並改列為選

修課程，加註擇一修畢，並修正必修學分數以符合必修科目課程學分

數與畢業學分數一致。 

六、 外國語言學系英文作文、英文口語表達等課程及體育學系術科課程分

組上課，因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業經系、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且排課在即，勢必影響教師排課，故請 108 學年度同一課程不能

分組上課。(因視覺藝術學系開課未超過開課容量，故除外)。 

七、 研究所畢業最低學分高於 30 學分系所(不含論文)，因 107 學年度必

選修科目冊業經系、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且排課在即，勢必影

響教師排課，故請 108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修正為畢業最低學分 30

學分以下。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7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暨必選修課程及

學分數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有關各學系課程架構，均經系、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續提本次會議討論。 
二、 檢附本校進修學士班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3，第 13 頁）及必選修科目冊草案(請參閱【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

冊】)。 
三、 檢附本校碩士在職專班 106、107 學年度畢業學分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 4，第 14 頁）必選修科目冊草案(請參閱【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

目冊】) 
決議：進修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同意本學期召開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相關之變更科目及內容後，再報請 107 學年度本校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本院外國語言學系 104-106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程「日文必修」改為

「日文/法文擇一必修」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將「日/法擇一必修」之外語課程修課規範溯及 104-106 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但不予另加開日語、法語課程供學生補修。學生僅能以

已取得之學分或下修課程取得學分來達成「日/法擇一必修」之規定。

並為簡化未來學分採計認定，若學生已修習 2 個語言取得學分數，則

其中 1 個語言之 4 學分採計為必修學分，另一個語言的學分數採計為

自由選修學分。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科目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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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上
網公告周知。」外國語言學系 106 年 11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課

程規劃委員會及人文藝術學院 107 年 1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



程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5，第 15 頁至第 17 頁）。 
三、檢附替代課程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6，第 18 頁）1 份。 

決議：本案涉及 104-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選修科目異動，為維護學生權益，

選修課程無法抵必修課程，故本案不予通過，請輔導未通過學生校際

選課或加開暑修課程。 
 
※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碩士在職專班 106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中第二學年專業必修

「台灣當前企業問題研討」改列專業選修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班畢業前需修習「台灣當前企業問題研討」或「畢業論文」，「台灣

當前企業問題研討」若為必修課，選修「畢業論文」者亦需選修「台

灣當前企業問題研討」，爰此，擬將 106 學年度必修課程「台灣當前

企業問題研討」改列為專業選修。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略以：「必選修科目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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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上
網公告周知。」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

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及管理學院 107 年 3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

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7，第 19 頁至第 22 頁）。 
三、檢附替代課程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8，第 23 頁）1 份。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案由：擬請緩議本校通識教育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提請審議。 
說明： 
一、 107 年 3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

會議(附件 1，頁 1-4)修正通過「通識教育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草

案(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原擬提請本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若獲通過則將於 107 學年度實施。 
二、 惟 107 年 3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附



件 3，頁 14-17)通過調整通識教育學分配置案，此案依法須送 106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後，始可送請本

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若獲通過則將於 107 學年度實施。為審

慎審議此案之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大學英文增列 2 學分，大學國文增

列 2 學分)及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減少 2 學分)，並重製必選修科目冊及

課程地圖。因此，擬請本委員會同意俟本學期召開第 2 次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審議相關之變更科目及內容後，再報請本校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決議： 

一、同意本學期召開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議相關之變更科目及

內容後，再報請 107 學年度本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二、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國文、英文等課程需檢附說明學生學習成

效，列為 108 學年度課程學分數重要指標。 
 
陸、散會（下午 4 時 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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