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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 分 

地點：第 2會議室 

主席：夏教務長 郭賢                                 記錄：陳慧萍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入學新生各系課程規劃，請審議。 

說明:各系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妝管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時代潮流需求，修正日四技課程，如附件二。  

2.本案業經妝管系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99.4.1第一次與 99.4.30

第二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4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數媒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時代潮流需求，修正日四技課程，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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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數媒系 99.04.19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委員

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休閒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時代潮流需求，修正日四技課程，如附件四。  

2.本案業經休閒系 99.4.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旅遊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時代潮流需求，修正日四技課程，如下表。  

學制 原訂 
學期別 

變更後 
學期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節

數 備註 

日四技98入 

- 99上 旅遊商品設計與行銷 2/2 新增(選修) 

- 99上 高階攝影技巧 2/2 新增(選修) 
 - 99上 美姿美儀訓練 2/2 新增(選修) 

 
2.本案業經旅遊系 99.5.14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案由：光電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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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修改日四技課程規劃(適用 97 學年度入學)，原訂於 98.1 學期大二上開

設選修課「綠色科技與創意工程(3/3)」，因產業動態之因素，改於 99.1

學期開設。  

2.經光電系 99.3.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

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2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自控系課程規劃(適用 98 學年度入學)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因應課程需要及校外實習之實施，故建議將實務專題由三下、四上

修訂為三上、三下開課,並將校外實習由三下修訂為四上開課。 

2.本案業經自控系 99.4.23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0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 工程學院 

案由：材料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材料系(適用 97學年度入學)加開選修課「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2/3)」。 

2.材料系(適用 96學年度入學)加開選修課「太陽能與燃料電池概論

(3/3)」。 

3.本案業經材料系 99.5.6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0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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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機械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因應「啟動產業人力扎根計畫」之執行，擬於日四技課程規劃表中

(適用 95 學年度入學)，增加以下四門選修課程： 

(1)精密機械設計原理應用技術(四年級上學期 3/3) 

(2)機械製造程序與方法(四年級上學期 3/3) 

(3)設計分析實務演練(四年級下學期 3/3) 

(4)塑膠機械專題實務(四年級全學期 3/3) 

 

2.四技部課程規劃(適用 98 學年度入學)擬分別於大三上與大四上，各

增開一門「校外實習」與「校外精進實習」之選修課(2學分/320 小

時)，並分別於大二升大三與大三升大四之暑假實施。 

 

3.為因應申請 99學年勞委會就業學程之需求，擬將四技部課程規劃

(適用 97 學年入學)之「精密製造」課程模組相關選修課程之開課學

期與學分作以下的變更： 

(1)模具設計：大四上→大三下 

(2)電腦逆向工程：大四下→大三下(2/3→ 3/3) 

(3)多軸 CNC 加工：大三下→大四下 

 

4.為因應申請 99學年勞委會就業學程之需求，擬於四技部課程規劃

(適用 97 學年入學)，大三上增開一門選修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3)」。 

 

5.因「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為原先之舊課程名稱，而「高等電腦輔助

繪圖」則為 98 學年修改後之新課程名稱，兩者實屬同一課程內容，

而會發生上述同時開設兩門課程，是因為未將舊課程刪去所致。故

同時將 98 與 99 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規劃表中之「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課程刪除。 

 

6.追認碩士班課程規劃(適用 98學年度入學)，於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

增加一門「科技英文(二)」，經張世鄉老師建議，將名稱由「科技英

文(二)」改為「科技論文」(必修，0 學分/2小時)，並擬以全英文

教學方式上課，以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另外，原碩士班一年級上學

期之「科技英文(一)」則還原為原先之課程名稱，即「科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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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 98、99 學年入學之機械工程系日四技課程皆有做修正，故 99

學年入學夜四技課程規劃亦需要參考 99 學年日入學四技課程規劃

做修正，99年學年入學夜四技之課程修訂變動如下： 

(1)「程式設計」由必修改成選修。 

(2)「電工學與實習」之學分數/上課時數由 2/4 改成 2/3。 

(3)「工程數學(一) 」之學分數/上課時數由 4/4 改成 3/3。 

(4)「機構學」之學分數/上課時數由 3/3 改成 2/2，開課時段由大

二下改成大二上。 

(5)「氣液壓學」由必選修改成必修，開課時段由大四上改成大二

下。 

(6)加開一門專業必修「PLC 原理與實務」，學分數/上課時數為

2/3，開課時段為大三下。 

(7)「自動控制實習」由必修改成選修。 

(8)「表面工程」科目名稱修為「表面處理」。 

 

8.本案業經機械系 99.3.3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20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資管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四技課程規劃(適用 96 學年度入學)，為配合成大雲嘉南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於 99 上增開選修課「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導入與稽核

(3/3)」。 

2.四技（適用 97、96、95 學年度入學）將「系專業選修至少需 25 學

分」改為「系專業或一般選修至少需 25 學分」。 

3.追認五專課程規劃（適用 94 學年度入學）「物流管理」選修課程由

2/3改為 3/3。 

4.追認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課程，分別為日四技(適用 96 學年

度入學)「資訊安全管理概論(3/3)」及五專部（適用 94學年度入學）

「顧客關係管理(3/3)」二門選修課。 

5.本案業經資管系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99.2.26 第一次及 99.4.21

第三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4 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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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企管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為因應時代潮流需求，修正日夜四技各年級課程，如附件五。 

2.本案業經企管系 99.4.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課程發

展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行銷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將原來行銷企劃及流通營運二大模組，考量系發展之需要將流通營

運組再細分為-門市服務共三組(適用 97 學年度入學以後之課程規

劃)，如附件六。 

2.新增(適用 97 學年度入學)選修課「溝通與簡報技巧(三上;3/3)」；

並修改(適用 98 學年度入學)選修課「溝通與簡報技巧(3/3)」由二

上改為三上開課。 

3.經行銷系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99.4.14及 99.4.30第二次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

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創新系課程規劃異動乙案，請審議。 

說明：1.考量課程內容與課程名稱的適切性並配合系上的發展方向，修正研

究所及日四技課程，如附件七。 

2.經創新系(所)99.4.22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審核通過，並於 99.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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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無  

陸、 散會 


