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九十六學年度第二次 

通識教育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5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二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李校長  明仁                  

出席人員：何委員偉真、林委員聰明(楊教務長能舒代理)、黃委員秀霜(王

主任多智代理)、朱委員建民(請假)、沈委員再木、李委員新鄉、

丁委員志權、周委員世認、周委員立勳、劉委員豐榮、蔡委員

渭水(蕭助理教授至惠代理)、劉委員景平(請假)、曾委員志明(請

假)、邱委員義源、吳委員煥烘(請假)、劉委員榮義(請假)、潘

委員治民(請假)、顏委員永福(請假)、吳委員忠武、徐委員錫樑。 

                                                 記錄：黃瑜萍 

 

壹、主席致詞 

  歡迎何校長、楊教務長、王主任以及本校各位委員出席，今天非常高

興也非常謝謝大家百忙中撥冗前來參與九十六學年度第二次通識教育委

員會會議。通識教育為本校十分重視的一項教育領域，因此借重各位委員

所提供之高見，期望將來通識教育能發展的更好。 

 

貳、來賓致詞 

何委員偉真： 

  各位先進大家好，目前臺灣中小學教育並無特別著重人格發展這一區

塊，至大學後才逐漸重視通識教育，如「服務學習」及「品德教育」等，

有別於以往中小學之「勞作教育」，「服務學習」更有利他及服務熱忱的精

神，進一步對學生的人格有所啟發。現今大學課程選擇性繁多，課程間彼



此有衝突，建議可利用工業工程模組化排課、大班制教學、通識學程，以

增加學生可選修課程的機率，此為未來通識改革可重視的一環。 

楊教務長能舒： 

  各位先進大家好，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觀念是希望學子在大學生涯中能

將人格健全發展，而課程修習除了專業領域的重視外，對新生而言，共同

科目及通識對其人格發展或將來就業更有幫助，因此目前各大學都十分重

視通識教育，貴校之通識課程安排上種類及深度都相當不錯，希望可彼此

交流並相互提出建議。 

王主任多智： 

  各位先進大家好，敝校(臺南大學)日前成立通識教育委員會，九十七

學年度將全面啟動通識課程改革，近幾年教育部相關計畫也著力於通識課

程之相關議題，其中包含通識核心課程及通識與專業課程之整合。臺南大

學通識教育在發展理念裡，有幾點可提供思考：一、通識師資的培育；二、

如何安排課程達到理念與目標結合。都是敝校未來進行規劃及研商的重

點。 

 

參、業務單位報告 

 一、為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本中心教師積極參與通識教育相關研討

會、研習營，如「第一屆全國通識教育發展會議」、「第 19 屆全國通

識教育教師研習會」、「海洋主題優質通識課程計畫說明會」、「憲法

教學研討會」、「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2007 國際研討會」等，提升教師

教學品質。 

 二、教育部來函建請多方開設老人學相關課程，中心除參與「2007 年高

齡學相關議題學術研討會」外，並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設「老

人學」通識課程，並透過體驗教學鼓勵學生擔任老人服務志工。 

 三、品德教育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價值、行為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

中心鼓勵教師可透過課程之開設有效建立學生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



核心價值。 

 四、通識課程「戲劇音樂賞聆」由紀鎧齡老師率領學生至雲林監獄表演

「琴樂飄飄處處聞」之音樂活動，獲頒感謝狀以表對本校熱心公益

之舉。 

 五、通識課程「服務學習理念與實務」本學期由陳永祿老師帶領學生分

批至嘉義基督教醫院所屬護理之家服務，增進學生社區服務之經驗。 

 六、推動「學群」成立，並落實「課程委員會」運作，建立課程評估及

檢討機制，協調各院開設通識課程，並推薦符合專長、教學認真的

教師授課。本學期開設通識課程共計 292 學分，生命領域 70 學分、

自然領域 66 學分、社會領域 58 學分、人文領域 78 學分、跨領域課

程 8 學分、網路通識 12 學分。 

 七、教育部為輔導大專校院改進通識教育品質，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

育先導型計畫，鼓勵申請優質通識課程，本校由本中心陳助理教授

佳慧、特殊教育學系陳教授政見、外國語言學系劉助理教授沛琳提

出申請。 

 八、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共開設 132 班通識課程、21 班憲法與立國精

神，本中心專任教師支援 10 位、兼任教師 24 位、各學位支援 59 位

師資開設；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共開設 146 班通識、18 班憲法與

立國精神，本中心專任教師支援 8 位、兼任教師 26 位、各學院支援

78 位師資開課。 

 九、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選修科目近三學年度各領域修課學生人數表

(附件一)，四大領域及網路課程共開設 223 門。隨著全球電腦網路

科技快速成長，網路通識已成為教育傳遞工具之一，除打破時間限

制，更減少本校四校區交通往返上之不便，修習網路通識學生已超

過千人，更顯示網路教學的重要性。 

 十、「國立嘉義大學通識講座課程實施要點」業經 97 年 4 月 22 日九十六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因課程內容涵蓋人文、藝術、



科技、社會、倫理、生命科學、管理、自然類等範疇，由原不列入

四大領域之特定領域規定修正為視學生學習心得，自行認定本課程

歸屬領域。 

 十一、本校積極爭取 97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中心配合

辦理「落實通識課程改革」，除落實全人通識講座課程外，並依當

前教育重要議題研發跨領域通識課程，如海洋教育、品德教育、

老人學等。 

建 議： 

李校長明仁：整合本校各領域教師資源，以提升通識教育師資陣容及教學

品質，教師資源之應用，課程系統需加規劃，如何從課程及

師資配合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才是需要考慮的，通識並非只

是營養學分。 

沈委員再木：一、有些通識課程太過淺顯易懂，造成學生有「營養學分」

之錯誤認知，而師資不佳或教師為補鐘點而開設通識都

是原因之一。 

      二、建議由各院提出所需通識課程，再由課程找合適之師資

開課，減少浮爛及過多的科目並精簡課程數量。 

邱委員義源：建議可修改教學評量之評分模式，如以教學評量成績除以全

班平均分數或及格率，而不因為教師認真及嚴格的教學卻導

致學生低分的評價。 

徐委員錫樑：每位教師都應堅守教師應有的態度並以身做則，不應為求教

學評量分數較高而鬆散上課。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 由：請討論本校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教育課程(附件二)內容及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新設課程(附件三)。 



說 明：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選修新設課程授課大綱業經 97 年 3

月 18 日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審議會」(附件四)及 97 年 5 月 6 日

本校「通識課程委員會」審查修正通過(附件五)，申請新設之通

識課程共計 33 門，將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授課為 20 門。 

決 議：一、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教育課程(附件二)刪除課名重覆

之課程。 

    二、由通識教育中心成立「通識教育改革委員會」，召集教務處

代表及各學院代表參加工作小組，負責通識教育之未來發展

及課程方向規劃。 

 

提案二 

案  由：通識教育中心網站擬增設「通識加油站」導覽，整合全校相關通

識活動資源，提供師生隨時點閱，以強化學生通識知能。 

說 明：1.本校為追求 AAA 網路無障礙使用平台，進行各單位、系所網站

整併、統一樣板規格，將來更利於校內外使用者瀏覽。 

    2.本中心網站將配合增設「通識加油站」，與各院(系)、中心資訊

有效鍵結，隨時提供多元活動訊息，內含有學術講演、藝術展

演、活動資訊等相關通識教育資源供全校師生點閱參看。 

決 議：請各院定期提供通識相關之學術講演、藝術展演等活動至通識教

育中心，俾利「通識加油站」彙整及架設。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12 時 30 分 





 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選修科目   97.5.14 修正 

94(1)~96(2)選課總人數表 
一、人文藝術類(共計 80 門，三學年度實開 57 門)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音樂欣賞 886 禪詩與人生 133 孫子兵法 49 

音樂與生活 757 易經 129 宗教信仰與人生 46 

電影與人生 622 地理景觀賞析 113 歷史與人生 45 

易經與人生 613 快樂學韓語 106 佛學與佛教藝術 36 

藝術鑑賞 391 電影、媒體與性別 103 美國文化選讀 36 

時尚美學 349 蒙古詩歌欣賞 100 語言修辭與人生 33 

初級法語 299 視覺藝術與生活 100 基督信仰與人生 14 

夢的解析 293 閩南語概論 100 中西文化透視 0 

戲劇音樂賞聆 291 倫理學 98 現代文學 0 

紅樓夢 273 國樂欣賞 93 宗教教義通論 0 

戲劇、電影與生活 272 歷史與生活 87 倫理與價值 0 

視覺藝術鑑賞 244 初級日語 85 愛情與哲學 0 

中國尋奇 238 佛道信仰與西方神秘學 82 進階英文 0 

音樂鑑賞入門 200 越南語 75 台灣文化:西方觀點 0 

韓國社會與文化 200 戲劇與人生 71 現代詩 0 

現代小說賞析 173 環境倫理學 60 哲學概論 0 

漢字與中國文化 156 現代小說欣賞 59 中西文化選讀 0 

日本社會與文化 155 生活美學 54 科學與宗教 0 

爵士與流行音樂欣賞 154 爵士樂與流行音樂欣賞 54 明清小說選讀 0 

文化醫療 153 佛教經典選讀 52 英文中西文化選讀 0 

科學與信仰 152 基礎法語 52 古典小說 0 

哲學與人生 149 聖經與人生 50 
台灣文學與台灣的歷史文

化 
0 

現代工藝設計美學 149 視覺藝術概論 50 當代文學 0 

地名探源 144 台灣文化論壇 50 宗教與人生 0 

經典文學 144 世界史 50 中國寓言選 0 

附件一 



台灣文學概論 0 現代散文賞析 0 商用英文 0 

活用日文 0     

 

 



二 、社會科學類(共計 95 門，三學年度實開 53 門)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法律與生活 698  休閒與人生 100 兩性教育 0 

愛情社會學 651  歷史人物分析 98 行為科學 0 

原住民概論 573  政治學概論 95 會計學原理 0 

經濟學概論 488  民刑法概要 95 行政學概論 0 

人際關係與溝通 444  心理衛生與壓力管理 92 人權通論 0 

生死教育 431  人道救援 87 政府與公共事務管理 0 

圖書館與資訊檢索 415  現代公民 73 資訊法律 0 

社會學名著與電影賞析 370  企業概論 71 衝突研究 0 

生死學 358  國際關係 63 創造力原理與應用 0 

人力資源管理 323  國際生活禮儀 61 當代政府與政治 0 

犯罪防治與實務 260  生活與消費 60 民法概要 0 

家庭理財學 254  茶藝與休閒 52 商業倫理 0 

兩性關係 250  個人危機處理 51 多元文化教育 0 

行銷管理 193  投資學 51 統計學導論 0 

行銷管理 193  漁業保育與休閒 51 行政法學 0 

政治學 190  家庭與親職 50 大陸問題與兩岸關係 0 

法學緒論（法律與人生） 190  心理與行為 50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趨勢 0 

行銷與生活 153  創造力教育 50 中國歷史與人物 0 

經濟與生活 149  文化人類學 49 科技法 0 

人際溝通與職場公關 148  婚姻法學 47 溝通與領導的藝術 0 

非政府組織概論 147  休閒產業管理概論 39 創意思考 0 

管理學 146  消費與法律 38 民主人權與生活 0 

服務學習理念與實務 130  演講技巧與藝術 34 兩岸關係 0 

社會科學概論 129  心理衛生 23 心理學 0 

愛情學與性別平等 121  人際溝通與倫理 15 休閒服務品質 0 

女性人權 118  普通心理學 0 服務學習 0 

美體社會學 112  殊教育導論 0 心理與生活 0 

生涯發展與規劃 101  性別與婚姻 0 情感教育 0 



宗教與人生 0  個人理財 0 危機管理 0 

生物技術法規 0  社會學概論 0 管理學概論 0 

創意.溝通.領導 0  環境教育 0 會計學概論 0 

行為科學與人際關係 0      

觀光遊憩概論 0      



三、自然科學類(共計 77 門，三學年度實開 54 門)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套裝軟體應用 1,043  木質製品與生活 96 環境與生活 0 

化學與生活 621  科技爭議與現代生活 93 網頁設計與製作 0 

認識電腦 576  科技爭議與現代生活 93 木質環境 0 

生活與園藝 383  家用車輛科技 90 奈米科技概論 0 

數位內容製作 360  科技法律與高科技專利 87 數理邏輯 0 

E 世代網路生活 354  認識程式設計 82 工業安全與衛生 0 

環境科學概論 337  認識汽車 63 電腦多媒體應用 0 

原住民生態智慧 310  自然資源保育 62 電腦動畫新世界 0 

網際網路導論 305  營建通論 61 環境學概論 0 

森林美學 292  材料與生活 56 有機農業 0 

氣象與生活 269  VB 程式設計 55 動物倫理與公共政策 0 

紙質文物藝術作品

之保存與維護 
250  蔬果品質與保鮮 51 數學萬花筒 0 

地球科學概論 220  網際網路應用 50 環境與生態 0 

地球環境科學概論 196  網路軟體應用 50 氣壓科技與生活 0 

中西科學史 171  數學與生活 46 科學家與科學發展 0 

有機農業與生活 169  天文學 45 物理科技導論 0 

數位攝影與 

影像處理 
160  物理與資訊科技 44 資訊科技與生活 0 

電腦網路概論 160  網頁設計魔法師 43 圖書資訊利用 0 

國家公園 153  數學欣賞 34 基礎程式設計 0 

電腦概論 149  天文與星象 33 生活園藝 0 

園藝與生活 138  數學之謎 23 優質居家環境 0 

營建安全與生活 112  統計套裝軟體之應用 23 認識植物 0 

數位遊戲製作 111  環境保護 23 程式設計入門 0 

香草植物 107  網站設計實務 21   

台灣生態與環境 102  森林資源與環境 19   

台灣環境與生態 100  動手動腦話科學 18   

商用套裝軟體應用 98  電腦遊戲夢工廠 10   



四、生命科學類(共計 66 門，三學年度實開 51 門)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課程名稱 人數

植物精油與健康生活 514  趣味生命科學 103 中國醫藥保健與養生 0 

運動傷害 426  飲食與健康 102 尖端生化科技與健康 0 

中醫概論 371  認識人畜共通傳染病 102 民俗生物學 0 

食品與癌症 342  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 101 養生技藝 0 

心靈學與超自然現象 335  水產科學 98 寵物飼養 0 

食物烹調 326  病理學概論 86 森林與人類健康 0 

認識藻類 319  中西藥物濫用防治法 84 營養免疫學 0 

生命科學概論 303  保健食品 81 動植物防疫檢疫 0 

認識食品 308  認識慢性疾病 79 認識藥物 0 

認識疾病 296  中草藥導論 62 森林與保健 0 

人體生理與健康 297  動物行為與心理 54   

茶道與養生 271  生活中藥 52   

生物科技與生活 256  基因與生物醫學 51   

水體生物概論 254  機能性保健食品 50   

安全教育與急救 250  健康飲食 50   

生物多樣性 207  食物中毒概論 50   

人類基因的奧秘 200  天然物的原理與應用 50   

食品營養 201  動物福利 50   

寵物與生活 169  動物福利 50   

認識動物 165  食品安全概論 49   

食物與健康 162  生理學與健康 42   

認識水域生物 157  中草藥資源與應用 37   

女性醫學 154  生命科學 26   

認識觀賞魚 152  生物科技與健康 0   

營養與健康 126  養生藥膳 0   

工作安全與衛生 114  寵物訓練與心理 0   

生命的奧妙 114  生化科技與健康 0   

寵物行為與心理 113  現代生物 0   



五、網路通識(共計 8 門) 

人力資源管理、管理學、資訊素養與學習、網際網路導論、生活與園藝、生活書法家、心理衛生

與壓力管理、認識程式設計 

 

六、統計 

94(1)～96(2)三學年度四大領域與網路課程共計開設 223 門課程 

七、網路通識開設課程及人數一覽表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6(2) 認識程式設計

(自) 

48 96(2) 網際網路導論(自) 48 

96(2) 管理學(社) 33 96(2) 人力資源管理(社) 39 

96(2) 生活書法家(人) 50 96(2) 生活與園藝(自) 47 

共計 265 人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6(1) 認識程式設計

(自) 

34 96(1) 網際網路導論(自) 50 

96(1) 管理學(社) 40 96(1) 人力資源管理(社) 46 

96(1) 生活書法家(人) 53 96(1) 生活與園藝(自) 52 

96(1) 心理衛生與壓力

管理(社) 
52    

共計 327 人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5(2) 資訊素養與學習

(自) 

49 95(2) 網際網路導論(自) 52 

95(2) 管理學(社) 43 95(2) 人力資源管理(社) 44 

95(2) 生活與園藝(自) 52    

共計 240 人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5(1) 網際網路導論

(自) 

54 95(1) 人力資源管理(社) 46 

95(1) 生活與園藝(自) 53    

共計 153 人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4(2) 管理學(社) 28 94(2) 人力資源管理(社) 49 

共計 77 人 

學年度／學

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學年度／

學期 

課程名稱 選課人數

94(1) 人力資源管理

(社) 

49    

共計 49 人



通識教育中心(＊為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課) 

陳佳慧 老師    

  ＊課程名稱「從實例中學人權」 …………………………P1～P6 

劉馨珺 老師     

    課程名稱「小說與傳統中國刑案」……………………P7～P12 

＊課程名稱「中西鬼怪文化比較」………………………P13～P18 

課程名稱「傳統中國社會階層史」……………………P19～P24 

課程名稱「前近代中國法律與社會」…………………P25～P32 

課程名稱「科舉與中國文化」…………………………P33～P38 

課程名稱「傳統中國家族與兩性」……………………P39～P44 

課程名稱「歷史與生活禮俗」…………………………P45～P50 

課程名稱「歷史與旅行」………………………………P51～P56 

通識教育中心之兼任教師 

白怡娟 老師     

  ＊課程名稱「大學生之愛」………………………………P57～P62 

  ＊課程名稱「性別教育與繪本」…………………………P63～P70 

林有莘 老師     

    課程名稱「大陸人文采風」……………………………P71～P74 

  ＊課程名稱「國際禮儀」…………………………………P75～P76 

李光玉 老師     

  ＊課程名稱「老人學」……………………………………P77～P78 

馬祥祐 老師     

  ＊課程名稱「中國大陸問題研究」………………………P79～P82 

通識教育中心擬新聘 

楊智偉 老師     

  ＊課程名稱「阿里山鄒族的社會文化」…………………P83～P86 

郭文良 老師     

  ＊課程名稱「軍事科學概論」……………………………P87～P96 

附件三 



高秀月 老師 

  ＊課程名稱「保險與生活」………………………………P97～P100 

謝登源 老師 

  ＊課程名稱「遊憩規劃與安全」…………………………P101～P106 

農藝學系 

黃文理 老師 

  ＊課程名稱「植物與糧食」………………………………P107～P110 

食品科學系 

廖宏儒 老師     

    課程名稱「保健與營養」………………………………P111～P114 

水生生物科學系 

郭建賢 老師    

    課程名稱「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P115～P118 

科學教育研究所 

林樹聲 老師    

    課程名稱「生物生存策略」……………………………P119～P122 

音樂學系 

詹雅瑜 老師 

    課程名稱「鍵盤樂表演與欣賞」………………………P123～P126 

景觀學系 

黃國倉 老師 

    課程名稱「永續綠建築概論」…………………………P127～P130 

軍訓室 

王良智 教官 

  ＊課程名稱「領導與危機管理之活用」…………………P131～P138 

張成南 教官 

  ＊課程名稱「生活危險管理」……………………………P139～P146 



陳美容 教官 

  ＊課程名稱「孫子兵法與台海危機」……………………P147～P152 

曾雪雁 教官 

  ＊課程名稱「非武力戰之運用」…………………………P153～P158 

葉論昶 教官 

  ＊課程名稱「領導統御」…………………………………P159～P162 

陳慧芳 教官 

  ＊課程名稱「名將選讀」…………………………………P163～P168 

園藝系 

劉黃碧圓 老師 

  ＊課程名稱「日本花道理論與實作」……………………P169～P174 

應用數學系 

張飛黃 老師 

  ＊課程名稱「數學漫談」…………………………………P175～P180 





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一次課程審議會議紀錄 

 
開會事由：審查本校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擬新開之通識課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開會地點：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室 

主 持 人：周主任立勳  

出席人員：李院長新鄉、劉院長豐榮、曾院長志明（請假）、邱院長義源 

紀錄：周佩欣 

討論提案： 

提案一：本校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課程提請討論。 

說  明：1.擬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新開課程，計 33 門(附件一)。 

        2.檢附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已開課程，計 146 門(附件二)。 

決  議：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新開立通識課程，對於詹雅瑜老師所新開

之「鍵盤樂」，因與通識博雅精神較不妥適，因此建議與詹雅瑜老

師之專業領域結合重新設計課程，課名可做以下更動，例如：「鍵

盤樂表演與賞析」，授課大綱也應做調整，餘課程照案通過。 

 

提案二：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推動青年參與 NPO(非營利組織)校園植

根，鼓勵本校參與開設 NPO 相關議題通識課程，提請討論(附件

三)。 

說  明：97 年度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預定遴選補助 12 所大學院校，於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 NPO 相關通識課程，有意願開設課程之

學校須先填覆調查表及提出開課計畫書，俾利評審及相關作業之

進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教育部委員會會議決議推動老人教育，鼓勵本校符合相關專長之

附件四 



教師，開設老人學相關課程，提請討論(附件四)。 

說  明：1.教育部老人教育推動第 1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2.教育部推動老人教育，規劃辦理銀髮族旁聽課程，並提供老人

學習場所。 

        3.另外鼓勵學生關懷老人，並規劃學生以實習方式擔任老人服務

志工，以提供實務學習經驗及機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教育部透過宣導及課程計畫，鼓勵大專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提請

討論(附件五)。 

說  明：1.依據教育部 95 年 11 月 3 日台訓(一)字第 0950165115 號函(頒布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辦理。 

        2.鼓勵教師規劃開設品德教育相關課程，提供學生選擇修習，並

優先編列經費推動品德教育，如舉辦講座、購置相關圖書等，

增進學生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價值。 

       3.推動品德教育之執行成效，將列入 97 年度私立大學獎補助經費

分配之參考。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無 

 

散會 13:00 



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九十六學年度 
第三次通識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開會事由：召開通識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開會地點：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室(行政中心三樓) 

主 持 人：周主任立勳  

出席人員：李副校長新鄉、丁教務長志權、李院長新鄉、劉院長豐榮(請假)、

蔡院長渭水(請假)、劉院長景平、曾院長志明、邱院長義源 

                        紀錄：黃瑜萍 

討論提案： 

提案一：請審議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新設之通識課程。 

說  明：1.經 97 年 3 月 18 日課程審議會議決議，申請新設之通識課程共

計 33 門，將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授課為 20 門(附件一)。 

        2.檢附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已開課程，計 146 門(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無 

 

散會：13 時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