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中心 2 樓會議室、新民校

區 A 棟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朱O實副校長                                 紀錄：周O秀

出席人員：古O隆教務長、林O薇學務長(請假)、陳O聰院長(吳O萍主任代)、

張O賢院長、吳O怡院長(蔡O發主任代)、沈O壽院 長、黃 O     達 院 長、

陳O祥院長、張O煌院長、徐O德研發長、李O文國際長、洪O玉中

心主任、許O庭委員學者專家(請假)、林O生委員業界代表(請

假)、林O政委員校友代表、廖O賓委員師範學院學生代表、蔡O松

委員校外代表、宋O金委員業界代表(請假)、柯O楷委員校友代

表、蔡O芳委員人文藝術學院學生代表(請假)、葉O葆委員學者專

家、蕭O瑜委員業界代表、陳O明委員校友代表、林O秀委員管理學

院學生代表、黃O青委員學者專家、蔡O成委員業界代表(請假)、

李O郎委員校友代表(請假)、謝O婷委員農學院學生代表、王O君委

員學者專家、蘇O誼委員業界代表(請假)、林O廷委員校友代表(請

假)、黃O瀅委員理工學院學生代表(請假)、張O卿委員學者專家

(請假)、林O蘋委員業界代表、曾O瀛委員校友代表、葉O欣委員

生命科學院學生代表(請假)、陳O勛委員學者專家、謝O清委員業

界代表、陳O丞委員校友代表(請假)、洪O秀委員獸醫學院學生代

表   （應到 41 人、實到28 人、請假13 人） 
列席人員：邱O義主任、陳O苓主任、陳O祥組長、沈O宅專門委員、楊O姐組

長、賀O菊組長、林O儒組長、李O琮主任。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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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參、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提供學生申請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及近三學年修讀

人數如下：

   108 至 110 年選修跨域課程人數 



學程名稱
成立

學年度

近三學年修讀人數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生物技術學分學程 92 11 21 3 
蘭花生技學分學程 97 15 6 招生中

有機農業學分學程 100 23 21 1 
環境教育學分學程 101 8 47 招生中

永續水環境學分學程 106 15 25 招生中

食農產業管理學分學程 107 37 33 招生中

安全食農學分學程 107 30 25 13 
智慧農業產業學分學程 107 43 3 10 
銀髮健康輔導學分學程 107 52 9 11 
幼兒數位教材研發學分學程 107 16 10 招生中

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分學程 107 28 22 27 
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 100 0 16 3 

*110 學年度核准修讀人數目前仍處於資料回傳及維護中，非最終數據。

二、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加強獎勵開設全英語 EMI 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

開課情形如下

課程所屬

學系

學制 課程名稱 授課教

師

學分

數

學時

數

開課年級

學期

修課

人數

課程類

別

另開一班 大學

部

普通化學 General 
Chemistry 

邱O貞 3 3 一上 2 人 基礎學

科

食品科學

系

碩士

班

蔬果加工特論 許O光 2 2 一上 8 人 專業選

修課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設全英語 EMI 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學系如下： 
課程所屬

學系

學制 課程名稱 授課教

師

學分

數

學時

數

開課年

級學期

開課學

期

課程類

別

另開一班 大學

部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莊O宇 3 3 一下 110-2 學

期開課
基礎學

科

另開一班 大學

部

管理學
Management 

吳O連 3 3 一下 110-2 學

期開課
基礎學

科

視覺藝術

學系

大學

部

西洋美術史
Western Art History 

簡O榮 2 2 一下 110-2 學

期開課
專業必

修課程 

食品科學

系

碩士

班

實驗設計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Experimental 

Design 

許O光 2 2 一下 110-2 學

期開課
專業選

修課程 

決定：洽悉。



肆、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為目標，優化雙語環境，強

化 EMI 教學能量，已完成修正本校「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

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要點業經110年11月16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課程符合教育部全英語授

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之定義，包括課程大綱、內容

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展示與評量(如口頭

陳述、作業或測試)，均應全程以英語為之。 
二、 補助之課程範圍如下：

(一) 全英語通識課程(不含通識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領域課程)。 
(二) 學士班基礎學科：院共同必修或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有機化學、

普通植物學、會計學、經濟學等專業必修課程。

(三) 其他以英語為授課使用語言之課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實習、實

驗不適用)。 
三、 開設全英語授課(EMI)課程鐘點費及經費補助說明： 

(一) 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每門課程至少1學分，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作業要點第六項第二款規定每1學分以1.5倍鐘點核計。為協助學

生統整吸收上課內容，以提升EMI課程之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外加「專業英文補救教學」時數，每1學分以0.5倍鐘點核計，老師

亦可採線上講解方式進行。

(二) 授課時數以原課程學分學時計算，外加之鐘點由相關計畫支應。 
(三) 課程教材補助視當年度經費預算酌予調整，每門至多補助新臺幣

10,000元。 
(四) 鼓勵學系協助師生參與全英語授課(EMI)課程，補助學系業務費每

門5,000元。 
(五) 劍橋EMI線上培訓課程(限期完成培訓者全額補助課程費)。 

四、 本要點補助之全英語課程，授課教師須於獲得補助當學期起二年內取

得經認可之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修業證明（如英國劍橋大學研發

之EMI線上自學課程認證或等同之培訓課程）。

決定：洽悉，有關學生英語能力提升，請國際學生事務處強化學生國際交流部分

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併同辦理。



※報告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請全校各學系日間學制(含學士班、研究所) 每學

期至少開設 1 門全英語課程並鼓勵教師教師以全英語授課為目標，提請

報告。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高等教育階段將以「強化

學生英語力，推動全英語授課（EMI），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

願景。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為目標。

二、 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鼓勵學系、教師開設學士班基礎學科、學系專

業全英語 EMI 課程並搭配 Mentor、培訓教學助理等措施。 
三、 本校「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業經 110 年 11 月 16 日行政

會議通過，將據以獎勵開設全英語課程之系所及教師。

決定：洽悉。

※報告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教師初次授課申請案，提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4 點第 3 款規定:「本校教師初次

教授原有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時，為確保該教師具備該領域之學術與專

業條件，自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須填列本校通識教育原有選修

課程初次授課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學期第 8 週前送交本

處彙整後，經通識教育該領域課程委員會及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會議

審議通過，送本處彙整並公告，始可於次學期起開課；另提送校課程

規劃委員會會議備查。」。

二、 檢附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初次授課教師申請資料

(請參閱附件 1，第 17 頁)。 
三、 本案業經 110 年 5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課程

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

決定：洽悉。



※報告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桌遊設計與農業推廣」、「水體生物概論」課程名

稱修正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 考量「桌遊設計與農業推廣」之課程設計為食農教育的一環，且課程

主題為「農業問題」，和原課名「農業推廣」之意義不同，擬將課程名

稱改為「桌遊設計與食農教育」。

二、 另為使「水體生物概論」課名更符合專業用語，擬將課程名稱修正為

「水生生物概論」。

三、 本案分別經 110 年 5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及 110 年 10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定：洽悉。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本校積極推動全英語教學，從大學基礎課程及專業

課程，自 111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其他說明欄位

加註「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文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教育部 2021 年 9 月啟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本校申請

教育部第一期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普及提升學校」，核定

第一年（110 學年度）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350 萬元整。 
二、 依據計畫目標整體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文授課

(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語言中心「基礎華語 I」、「基礎華語 II」等 12 門、校定選修「專業校

外實習 I」、「專業校外實習 II」等 2 門，及通識教育必、選修課程



「大學英文:英文溝通訓練(I)」、「大學英文:英文溝通訓練(II)」等 77 門

共同課綱訂定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檢附「基礎華語 I」、「基礎華語 II」等 91 門課程之共同課綱(請參閱附件

2，第 18 頁至第 38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基礎程式設計」、「品味生命與自我探索」之共同課綱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 108 課綱之實施，資訊工程學系許政穆主任協助修正通識教育必修

課程「基礎程式設計」教學大綱(請參閱附件 3，第 39 頁至第 42 頁)。 
二、 另「品味生命與自我探索」原授課教師為使共同課綱與實際上課方式一

致，申請修正該課程之共同課綱(請參閱附件 4，第 43 頁至第 44 頁)。 
三、 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科普英文:教育篇」、「人工智慧應用入門」等 11門新開課

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略以：「本校教師擬新

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時，須填列本校通識教育新開選修課程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學期開學前送交本處彙整後辦理課程外審，外審

委員 2-3 位，經審查後將外審意見提供教師進行修正，並提送通識教育

該領域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審議

通過後，始可於次學期起開課…..」。 

二、 本學期各領域申請新開課程臚列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歸屬領域

1 科普英文:教育篇 語言中心

陳O任副教授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2 人工智慧應用入門 資訊工程學系

葉O峰教授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 透視網路安全與駭客威脅 資訊工程學系

王O弘教授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4 資料探勘應用入門 資訊工程學系

邱O義教授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5 科技爭議與現代生活 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林O聲教授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6 科普英文:體育競賽篇 語言中心

王O味專案助理教授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7 科普英文:商業篇 語言中心

王O菁專案講師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8 科普英文:音樂篇 語言中心

廖O淑專案助理教授

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9 華語文教學概論 語言中心

潘O瑾專案助理教授

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10 科普英文:生活科學篇 語言中心

潘O瑾專案助理教授

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11 科普英文:理工篇 語言中心

綠O亞專案助理教授

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三、 檢附前揭 11 門課程之教師新開課程申請表及教學大綱(請參閱附件 5，第

45 頁至第 96 頁)。 
四、 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修正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遠距教學課程預計開課申請，共計 6 門。 
二、 開課單位已於本學期提系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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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並於本學期提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

議通過，續提本次會議審議後提送教務會議。

三、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開授課程，臚列如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遠距教學課程審

查小組審議結果 



通識網路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網路通識-公民

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葉O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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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慧 通過 

通識網路課程 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網路通識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王O瑜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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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鴻 通過 

通識網路課程 書藝與生活 陳O見 通過 

專業選修課程 互動介面設計 王O鳳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磨課師課程開課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校內磨課師課程預計開課申請，共計 2 門。 
二、開課單位已於本學期提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申請之課程並於本學期提報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結果如附件(遠
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會議紀錄)一門通過，一門不通過(3D 初階)，不通

過課程請開課單位改為一般課程。

四、本案通過後將再提報教務會議。

五、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磨課師課程開授課程，臚列如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遠距教學課程審查

小組審議結果 

專業選修課程 3D 初階 陳O榮 不通過

專業選修課程 溝通與簡報技巧 王O齊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獸醫學系

案由：本系修改 106~109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學生畢業條件之「其他說

明」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系擬修改 106~109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其他說明」，第 5 點增

修為「一至四級專業若不及格，不得修五年級『診療實習』及『臨床討論』。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9&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9&Web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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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50154&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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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先通過「診療實習一（一）」、「診療實習二（一）」、「診療實習三（一）」、

「診療實習四（一）」、「診療實習五（一）」，始能修習「診療實習一（二）」、

「診療實習二（二）」、「診療實習三（二）」、「診療實習四（二）」、「診療

實習五（二）」。

二、 本案業經 109 年 4 月 27 日獸醫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議、109 年 4 月 27 日獸醫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續提本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暨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表」、「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提

請追認。

說明：

一、 師資培育中心 109 年 6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中心業務會議

及第 2 次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通過並經 109 年 7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90104899 號函同意備查，補提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追認(請參

閱附件 6，第 97 頁)。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

課程暨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請參閱附件 7，第 98 頁至第 100 頁)、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請參閱附件 8，第 101 頁至第 102 頁)。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九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提請追認。

說明：

一、 師資培育中心 109 年 6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中心業務會

議及第 2 次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通過並經教育部 109 年 8 月 18 日臺

教師(二)字第 1090120880 號函同意備查，補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追認(請
參閱附件 9，第 103 頁)。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師

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請參閱附件 10，第 104 頁至第 106
頁)。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十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提請

追認。

說明：

一、 本案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第 3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師資培育中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中心業務會議、第 2 次課程

與教學委員會通過並經教育部 109 年 7 月 15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94111 號函同意備查，補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追認(請參閱附件 11，
第 107 頁)。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表」(請參閱附件 12，第 108 頁)。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幼兒園師資類科加註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學分表」，提請

追認。。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41233 號函次專長課

程修習原則及教育部 110 年 6 月 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74569 號函辦

理。

二、 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中心業務會議、第 3 次中心課

程與教學委員會決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87964 號函同意備查，補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追認(請參閱附件 13，
第 109 頁)。 

三、 檢附「幼兒園師資類科加註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學分表」(請參閱附件 14，
第 110 頁)。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與師資培

育學系相同之課程名稱內容比對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11 月 25 日召開之國立嘉義大學師培中心與師培系所課

程協調會議通過：師培生修習完成本校各學院、學系所之師資職前教育

專業暨專門課程相關課程(含第二專長、合流培育、次專長課程)，師培

中心應全數認抵。非本校所開設之教育專業課程則可依照教育部及本校

抵免要點規定辦理(請參閱附件 15，第 111 頁)。 
二、 審查之課程共 106 門，其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與學系比對結果

資料彙整(請參閱附件 16，第 112 頁至第 157 頁)。 
三、 本案分別業經 110 年 6 月 7 日教務處與師培中心業務協調會議、110 年

10 月 6 日本中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及

110 年 10 月 2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本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決議修正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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